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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人思想前衛及全球化下的影響，大麻於我國成為人們所躍躍欲試的
物質，但大麻的施用仍有其成癮性、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而被歸類於第二級毒
品。大麻在查緝面上有許多阻礙而難以將其一網打盡，因此大麻的查緝量與現
況知悉的濫用者有不符的比例，產生大麻施用的犯罪黑數。
為有效研析大麻查緝量遽增及施用黑數的成因，以及對其之預防、監控、
追緝、法令等層面，本研究透過綜合研究方法進行大麻查獲量遽增及施用黑數
成因探討，研擬相關查緝追訴、黑數偵測監控等策略。本研究透過國內外文獻
蒐集與分析，針對歐美、台灣大麻流行趨勢與查緝方案進行觀察比較。並以問
卷調查法，針對因施用大麻入獄或曾具大麻施用經驗者進行科學實證之抽樣調
查，藉此瞭解大麻之流行趨勢、施用認知、對大麻態度及族群或性別差異。本
研究舉辦兩場次專家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聚焦於大麻查緝現況及犯罪黑
數產生原因；共邀請十六位實務工作者及專家學者一同參與討論。並透過針對
大麻販賣、種植者九位及施用者八位的個別訪談，來深入瞭解大麻交易市場的
現況、黑數及施用成因。
本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台灣大麻流行趨勢及聲量有逐年上升的跡象，台灣
的大麻使用者屬於特殊族群，以北部大都會區為主要流行區域，大麻走私管道
多元，交易通路較封閉，以熟人間買賣轉讓方式居多，通常使用地點以自家及
具隱僻性之住宅內為主，由於國內第一線查緝人員對於辨識大麻之能力及檢驗
工具較為缺乏，及以上大麻使用行為的特性，導致台灣大麻犯罪黑數可能產生
的原因。本研究在大麻使用上的性別差異方面，發現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對
於「藥效持續時間」及「大麻造成的舒服感」二項檢驗中呈現性別間的差異。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對台灣的大麻防制政策提出以下建議：（一）加強交易
市場的監控與查緝；(二)加強教育與政策法令宣導；
（三）根據年齡分層並增強
危害宣導強度；
（四）提高檢驗預算與檢驗能量；（五）整合各機關查緝毒品能
量；（六）增進執法人員的大麻認知；及（七）針對大麻不應合法化進行論述宣
導。
關鍵字: 大麻施用、大麻查獲、犯罪黑數、防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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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eople that hold unorthodox view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cannabis has become a substance that the people are eager to try, but
cannabis administration, due to its addictiveness, abusiveness, and social harm, has
been classified as a Schedule II drug. Therefore, cannabis crackdown cases and the
currently known abusers are disproportionate, leading to implicit criminal cases of
cannabis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causes of drastic increases in cannabis
crackdown cases and the implicit cases of cannabis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preventive, monitoring-based, investigative, and legal aspect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cases of drastic increases in cannabis
crackdown cases and the implicit cases of cannabis administration and formulated
related crackdown prosecution, criminal implicit cases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and
other strategie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the cannabis trend and crackdown plans in Europe, America, and Taiwa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The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scientific empirical-based sampling was conducted for those imprisoned for cannabis
administration or with cannabis 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trend of cannabis, administration cognition, attitude towards cannabis and ethnic or
gender differences. Two sessions of expert focus groups were held for this stud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annabis crackdown and reasons that lead to
implicit criminal cases and invited sixteen practitioners and experts to join the
discussion. Nine cannabis seller, grower and eight cannabis users were interviewed
individually to gain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annabis trading
market, implicit criminal cases and causes of demonst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Taiwan’s current cannabis trend and volume show
signs of yearly increases. Cannabis users in Taiwan belong to specific groups, with the
Northern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main area of rampancy. Cannabis smuggling
channels are diversified and the trading channels are relatively closed, mostly traded
and transferred among acquaintances and usually used in homes and more secluded
residences. The domestic front-line investigators are generally deficient of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cannabis and testing tools and the above features of cannabis use may be
the causes of the implicit criminal cases of cannabis in Taiwan. In term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nnabis use, it was found that cannabis users of both genders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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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fferences in two tests: “duration of efficacy” and “cannabis-induced sense of
comfort.”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or cannab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in Taiwan are as follows: (1) Strengthen trading
market monitoring and crackdown; (2)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policy and regulatory
advocacy; (3) classified by ag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nsity of advocacy on drug
related harms; (4) increase testing budget and testing momentum; (5) integrate the
enforcement energy of the agencies; (6) enhance law reinforcement officers’ cannabis
cognition; (7) carry out discussions and advocacy against cannabis legalization.
Keywords: Cannabis Admiration; ;Cannabis Crackdown, Implicit Criminal
C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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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
本研究為探討大麻查獲量增加及大麻施用的犯罪黑數成因，並根據其成因
加以分析，在實證數據上研擬相關防制措施並提供現行政策相關建議，改善大
麻施用相關對策以降低犯罪數量、增進國人健康福祉。鑒於大麻近年來於國內
討論熱度逐漸上升，不僅是販售、使用的犯罪層面，在醫療用、合法化層面亦
多有論述。於此同時，我國政府對於大麻影響的研究亦更加關注，一方面基於
國人對於大麻的輿論；另一方面則因查緝量比例的暴增，但查緝到的施用人數
卻未有相應的上升，明顯存在著未被查緝到的黑數，對於治安及國人健康安全
皆有重大的危害。
國內針對大麻的研究多著墨於大麻的藥理特性、生心理危害，以及合法化
法規層面的探討，而少有研究針對大麻犯罪的大麻查緝量、未被查緝到的施用
黑數及施用人口在特定族群、性別上的差異加以分析研究。因此，為恐因研究
的稀少而在犯罪防制上產生漏洞，進而使防堵犯罪的防線潰堤，勢必有需要針
對目前的大麻現況及施用上加以研究，以期透過研究來瞭解這些犯罪及黑數成
因，並提供改善建議，使政策更加完善而發揮更有效的防制犯罪功能。

第二節 研究背景分析
從清末以來，我國共經歷了三波大規模的毒品氾濫問題。從第一波清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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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因外國傳入鴉片，導致國人濫用成習，不事生產而荒廢產業工作，甚
至造成中國與外國間的鴉片戰爭。第二波毒品濫用則是由於法規疏漏未規範管
制及價格便宜、取得容易而導致 1990 年代的甲基安非他命
（Methamphetamine）濫用。至第三波 2000 年海洛因濫用者共用針具，加上衛
教觀念不彰，導致我國因吸食毒品感染愛滋病的患者數量大幅上升，同時也開
始有愷他命(ketamine)等新興毒品的出現（李志恒、馮齡儀，2017）。這三波毒
品氾濫問題皆顯示若未在毒品氾濫發生前擬定有效防治對策，在濫用浪潮引發
後勢必將嚴重戕害國人身心健康，並致生國內經濟重大損失及大量犯罪問題的
產生。
目前全球對於大麻的法律定位並不一致，對於大麻合法化議題又分為娛樂
用大麻合法化（如烏拉圭、加拿大）、醫療用大麻合法化、非法但除罪化以及依
型態（吸食、持有、販售、運輸等）而有不同規定，隨著各國社會脈絡及風土
民情之差異而有不同法律規範。雖然我國大麻合法化的聲浪一直存在，但根據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因大麻仍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而將其
列為第二級毒品，無論是施用亦或單純持有皆構成犯罪。從法規來看，我們可
以瞭解大麻不僅對於自身身心健康具有危害，其在施用後所產生的暴力行為、
迷幻副作用，甚或因毒品交易所產生的糾紛等等，皆對社會造成沉重的負擔及
危害。因此針對大麻的研究不應該僅限於藥理特性及生心理危害，對於如何防
制因大麻所生的犯罪行為，無論是販售或施用，進而保障全體國人權益、避免
2

受害及誤觸法網皆應為重要課題。
根據法務部 2018 年所提出的法務統計年報中，2017 年之大麻查緝量與前年
相比暴增 22 倍之多，根據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發布之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
計資料年報指出，大麻濫用通報人數僅占不到 2％。這些數據背後皆代表著有某
一部分的環境條件產生變化，進而導致數據大幅變動，而大幅增加的查緝量更
說明了毒品交易市場的變動；另一方面，與查緝量大不相符的通報人數，亦間
接證實仍有許多的大麻施用者未被相關單位發覺。這些未被察覺的犯罪者都有
可能因未被查緝而導致法規的嚇阻力下降，更甚者造成大麻的傳播和防制漏
洞。若我們未對這些變動及黑數進一步探究，提出相對應的防制對策，將有可
能使大麻氾濫於我國之中，導致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第三節 研究目的
針對國內目前大麻查緝現況與施用黑數的分析及防制對策，本研究擬達成以
下研究目的：
（一）研析台灣大麻流行趨勢現況及與各國差異比較。
（二）分析我國大麻施用黑數數量及其成因。
（三）探討大麻於施用人口上是否存在族群、性別差異及其成因。
（四）針對我國大麻犯罪現況及犯罪黑數研擬相關有效防制對策，以供政策改善
及訂定之參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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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文獻回顧
第一節 大麻之現況簡述
一、大麻之全球現況
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於2019年所發布之世界毒品
報告(World Drug Report)指出，大麻使用人數為全部毒品中最多的一種，從使用
人數上來看，2017年約有2.71億人曾經至少使用過一種毒品，雖然這一數字與
2016年的估計數相似，但長期來看，吸毒人數比 2009 年高出30%，且其中又
有 1.88億人曾使用過大麻。換句話說即是有近4％的人口曾於 2017年使用過毒
品，且有近70％的毒品使用者曾使用過大麻。另一方面，從使用趨勢觀察，使
用大麻的人口數量不斷攀升，截至2017年的十年間使用大麻人口成長近16％
（UNODC, 2019）。大麻人口大幅增長可能和某些地區大麻使用合法化有所關
聯，如加拿大於2018年10月將大麻合法化後，使用人口已從417萬人上升至530
萬人（Statistics Canada, 2019）。這也是為何使用人數不斷上升的背景條件下，
查緝量下降了27％的可能因素之一。而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2019)
所發布之世界毒品報告，大麻為全球種植最為廣泛的毒品作物，其種植國家高
達135國，遠比有49國種植的罌粟及7國種植的古柯鹼多出數倍。而大麻亦是全
世界販運量最多的毒品，通報至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的案件中，有超
過一半為大麻的販運。
根據歐洲毒品和毒癮監測中心（EMCDDA）報告指出，在歐洲大麻仍然是
5

使用最廣泛的非法藥物。估計約有 1750 萬歐洲青年(15-34 歲)估計去年曾使用過
大麻。在歐盟估計約 1%的成年人(15~64 歲)幾乎每天是大麻消費者。2017 年，
歐洲約有 155,000 人因與大麻有關的問題進入藥物治療，其中約有 83,000 人是
首次接受治療(EMCDDA, 2019)。
目前全世界大麻的流行程度，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依據 2019 年聯合國
世界毒品報告，本研究整理目前全世界各地區大麻盛行率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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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全球各地區 2017 年大麻盛行率一覽表
大麻使用人
口數

概估使用人口
數(最低)

概估使用人口
數(最高)

15-64 歲人口
盛行率(％)

非洲

44,900,000

35,350,000

62,690,000

6.4

美洲

56,590,000

55,600,000

58,330,000

8.4

加勒比海地區

1,040,000

580,000

2,090,000

3.6

中美洲（墨西哥除外）

880,000

820,000

990,000

2.9

北美洲（包括墨西哥）

44,630,000

44,460,000

44,810,000

13.8

南美洲

10,040,000

9,740,000

10,440,000

3.5

54,210,000

41,140,000

64,840,000

1.8

中亞和外高加索

1,670,000

640,000

2,410,000

2.9

東亞和東南亞

13,570,000

4,160,000

21,740,000

0.8

近東和中東/西南亞

9,500,000

6,890,000

11,180,000

3.1

南亞

29,470,000

29,430,000

29,520,000

2.9

29,490,000

28,810,000

30,210,000

5.4

5,880,000

5,530,000

6,220,000

2.6

23,610,000

23,270,000

23,990,000

7.4

2,840,000

2,790,000

2,950,000

10.9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2,090,000

2,090,000

2,090,000

11.0

密克羅尼西亞

60,000

80,000

40,000

17.2

188,040,000

163,680,000

219,020,000

3.8

亞洲

歐洲
東歐和東南歐
（包括土耳其）
西歐和中歐

大洋洲

全球

資料來源：2019 聯合國世界毒品報告及本研究整理

以上聯合國針對世界各地區所作大麻盛行率統計，世界五大洲中以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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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率 10.9％最高，地區部分以北美洲(包含墨西哥)之盛行率 13.8％最高，而亞
洲地區大麻盛行率僅 1.8％，遠低於全球平均盛行率 3.8％，而東亞和東南亞盛
行率僅 0.8％，為全球各地區最低。雖然大麻於我國的討論及關注尚不如其他種
類的毒品，如海洛因、安非他命、愷他命等等，但對於全球的毒品問題而言，
從數據面我們可以得知，大麻無論在種植、販運或使用上皆為目前最為嚴重的
危害，如何防治或改善自當是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二、亞洲國家大麻流行現況
目前大麻在亞洲各國雖然不是最氾濫的毒品，但隨著歐美國家對於大麻政
策的開放，近幾年部分亞洲國家大麻的使用人數、查獲量有明顯上升的跡象，
分別就鄰近台灣各國大麻的現況進行探討，亞洲各國 2018 年大麻查獲量及 2017
年大麻價格整理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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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近年亞洲各國大麻查獲量及價格一覽表
國家

2014 緝獲
量(kg)

2015 緝獲
量(kg)

2016 緝獲
量(kg)

2017 緝獲
量(kg)

2018 緝獲
量(kg)

2017 大麻
價格
(USD/g)
11-15

流行趨勢

汶萊

8.7

3.8

6

1.1

0.4

中國

4,000

8,700

5,883

2,520

2,399.1

15.8 –
27.3

↓

香港

99

130

255

845

/

/

↑

印尼

68,542

80,870

15,700

151,670

4,582(統
計至九月)

0.1850.191

↑

日本

166

104

159

270

144.5(統
計至六月)

55

↑

寮國

1,233

3,258

466

4,810

450.9

0.12

↓

馬來
西亞

578.2

1,844.2

2,945.5

2,696.3

0.58

↑

緬甸

205.5

87.7

188.8

99.4

1,894.8(
統計至八
月)
142.4

0.2

↑

菲律賓

799.6

1,032.4

1,334.6

431.7

256.1

2.3

↓

韓國

23.3

22.0

75.5

40.1

89.1

80

↑

新加坡

35

44.3

54

44.1

46.1

/

—

泰國

32,199.4

24,554.3

3185.5

13.395.9

39,997

0.24-0.30

↑

越南

442

4,500

479.8

488.4

254.4

10

↓

資料來源：2019 聯合國世界毒品報告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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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本
2018 年日本主要的流行毒品，以安非他命佔了所有查獲量的 75％，大麻在
官方查獲量上，2015─2017 年平均數為 192 公斤，2017 年查獲人數為 3008
人，大麻在日本市場的平均價格，為每公克 55 美金，與亞洲各國比較價格上較
為偏高。主要使用年齡層 20 至 40 歲，佔大麻使用人口 87.7％(日本警察廳,
2019)。近年來大麻在日本的使用趨勢有逐年上升的現象( Raithelhuber, 2019)。
(二)韓國
韓國國民議會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投票通過修訂現行的“麻醉藥品管理
法”，從 2019 年開始允許通過，使用藥用大麻來緩解疾病的患者，合法獲取某
些大麻產品，在韓國，正式稱為 daemacho 的大麻或俗稱 ddul 的大麻，與甲基安非
他命和海洛因相當，屬於硬性毒品。吸食者將被以最高五年的監禁或 5000 萬韓
元（約 44,000 美元）的罰款 (Lee, 2018)。韓國是東亞第一個通過藥用大麻合法
化的國家。
韓國 2018 年大麻的緝獲量為 89.1 公斤，緝獲量近年來有逐漸上升的趨
勢，大麻價格約 35.6－133.5 美金，平均價格為每公克 80 美金，價格是亞洲各
國最高( Raithelhuber, 2019)。韓國雖然是亞洲第一個開放藥用大麻的國家，但對
於娛樂性大麻的使用上，在法律上及人民的態度上相對較為保守，法律上在韓
國使用大麻的處罰，與海洛因、安非他命使用者處以相同等級的刑罰，從新聞
事件中，韓國藝人如 Psy 2001 年因吸食及持有大麻菸被捕、2017 年 K-pop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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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Bang 的成員被控使用大麻，2018 年 8 月韓國企業集團 SPC 集團的副主席
Huh Hee-soo 因擁有和使用“液體大麻”而被捕，Huh 被迫辭去家族企業集團的職
務。以上藝人使用大麻新聞事件，都在韓國國內引起不少嚴厲的言論抨擊，可
見韓國對於娛樂性大麻的保守態度。
(三)泰國
2018 年 12 月 25 日泰國正式批准大麻用於醫療和研究用途，成為東南亞首
個將大麻合法化的國家。在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擁有全球
最嚴格的禁毒法律，這些國家買賣大麻最重可判處死刑。在泰國，宣導娛樂性
大麻合法化的運動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開始，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兩年前，泰國
政府就已經正式批准，將大麻列為一種經濟作物，並允許在泰國 6 府 15 縣進行
種植。
「泰國商業部長頌提拉（Sontirat Sontijirawong）曾表示：『大麻將成為泰
國未來重要的經濟作物』
，它不僅能夠提振泰國的醫藥行業，同時也會促進農民
提高收入」(朱諾, 2018)。
雖然大麻在泰國醫療上已經合法化，也開放在特定區域內種植成為泰國出
口的經濟作物，但一般人民仍不可以隨意種植及使用大麻。2018 年泰國政府緝
獲大麻的數量為 39,997 公斤，是近七年來查獲數量的新高，在泰國大麻的價格
每公克僅 0.24-0.30 美金( Raithelhuber, 2019)。在泰國、寮國、柬埔寨、越南等
國家，大麻的銷售是一件半公開的行為。計程車司機、街頭小販、酒吧老闆會
向外國遊客兜售大麻或其它毒品，而泰國海灘上的“滿月派對”更是因其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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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狂歡”而享譽世界(朱諾, 2018)。
(四)菲律賓
菲律賓「2002 年綜合危險藥物法」將大麻列為禁藥，種植大麻、持有 500
公克以上的大麻，均可判處無期徒刑。菲律賓眾議院在 2019 年 1 月通過藥用大
麻合法化法案，准許把大麻應用於醫療，以及擴大研究大麻的醫療特性，但把
大麻用於休閒或抽菸等用途，仍屬違法(林行健, 2019)。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上任，以鐵腕手段進行掃除毒品，近年來安非他命仍是
菲律賓最主要及最大量的毒品佔所有查獲量的 93％，大麻在菲律賓是僅次於安
非他命的流行毒品。2016 年大麻的緝獲量為 1,334.6 公斤，2018 年緝獲量降至
256.1 公斤，大麻平均價格為每公克 2.3 美金 ( Raithelhuber , 2019)。大麻在菲律
賓的整體流行趨勢是呈現下降的情形，研判與杜特蒂嚴厲掃除毒品政策有關。
(五)中國
2019 年 6 月 17 日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劉躍進表示，2018 年中國大
麻使用者人數增長了 25％以上，增加到約 24,000 人(Yong Xiong, 2019)。雖然中
國大麻的種植和消費仍然是非法的，但政府一直在投資與健康有關的大麻生
產，目前於雲南及黑龍江地區允許合法種植工業用大麻，其種植面積相當於全
球商業低酚大麻種植面積的一半(朱諾, 2018)。在中國有嚴格的禁毒法律，只要
販賣或運輸毒品 50 公克以上，就有可能被處以死刑。依據 2018 年「中國毒品
形勢報告」，中國查獲的大麻吸食人口仍不斷的上升，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宣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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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合法化」以及美國多數州宣佈娛樂和醫用大麻「合法化」以來，從北美洲
向中國走私大麻案件增多，嫌疑人多為在華外籍留學生、留學歸國人員或有境
外工作經歷的人員，他們多通過互聯網從境外毒販處訂購，再通過國際快遞販
運至中國，部分國內不法分子還利用境外網站學習大麻種植技術，通過非法管
道獲取大麻種子在境內進行種植並販賣(張賽, 2019)。2017 年查獲大麻的數量為
2,520.4 公斤，2018 年資料統計至九月份已經查獲 2,399.1 公斤，目前大麻在中
國的平均價格為每公克 15.8–27.3 美金 ( Raithelhuber, 2019) 。
在亞洲各國對於一向對於毒品的管制相當嚴格，但受近年來歐美部分國家
相繼對於藥用及娛樂性大麻的開放，亞洲的泰國、韓國對於藥用大麻開放政策
通過，可以看出亞洲各國開始對於大麻的態度有所轉變。已廢除死刑的馬來西
亞，內閣也對藥用大麻合法化問題展開非正式討論，據荷蘭智庫「跨國研究
所」的藥政計畫主任傑爾斯馬（Martin Jelsma）的說法，包括尼泊爾、不丹、印
度都可能開放藥用大麻，甚至包括中國也在考慮政策的鬆綁(謝樹寬, 2018)。亞
洲各國對於大麻政策的轉變，其背後是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隨著各國大麻除
罪化的趨勢，未來全世界大麻市場需求大增。而美國市場研究中心（Gvr）曾公
開估算，到 2025 年底，全球合法大麻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 663 億美元，預計在
預測期內，其複合年增長率將達到 23.9％(Research, 2019)。這就是近年來在亞
洲各國引起大麻政策轉變最主要的原因，亦稱為「綠色淘金潮」。
雖然對於藥用大麻的逐步開放是亞洲各國的趨勢，但是對於娛樂性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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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政策上仍然是趨向保守，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2019)所發
布之世界毒品問題報告，亞洲各國目前大麻的盛行率僅 1.8％，為全球五大洲中
最低，目前亞洲地區仍以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為主要的流行毒品，但各國從使用
趨勢上來看，近幾年大麻在部分亞洲國家有上升的跡象。雖然尚未有亞洲國家
對於娛樂性大麻進行全面開放，但已經有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寮國、緬甸等
國，娛樂性大麻雖未正式除罪化，但在執法上不再強制執行，採取較為寬鬆的
態度執法，在印度部分地區則是正式除罪化。除以上國家外，亞洲各國對於娛
樂性大麻仍是以嚴格的法律予以禁止。
三、大麻之台灣現況
大麻於我國的現況而言，和全球無論是種植、販售、使用人口的比例略有
不同。根據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發布之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年報來
看，2017 年各機關所通報的 32,981 人中僅有 284 人為使用大麻者，無論是位於
哪個年齡層，各機關所通報的藥物濫用人口中，大麻使用者的所佔比例皆未超
過 2％，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報個案從 2016 至 2017 年間增長了 34.6％。
而在查緝量上面則顯示了驚人的數據變化，從數據上面我們可以瞭解，大
麻的查緝量至 2016 年來近十年至多查獲 61.1 公斤，而在 2017 年則暴增到了
499.1 公斤，縱使扣除掉 8 月份由調查局、海巡署與警政署所查獲的 260.8 公斤
巨量案件，和 2016 年的 22.6 公斤相比仍增長了 10 倍的數量，這或許和國內毒
品需求市場以及國內毒品吸食者使用習慣的轉變有所相關，但仍不能排除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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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相當龐大的黑數未被查獲，導致大麻在查緝量和使用人口的增長上不成比
例（法務部，2018）。
近年來國內大麻查獲數量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從新聞事件的報導中可以發
現，因大麻所衍生的犯罪問題也層出不窮，本研究針對近二年在國內外發生，
與大麻相關的新聞及犯罪事件進行分析，從中探討國內大麻使用族群、市場現
況及流行趨勢等因素。國外 2018-2019 年大麻相關新聞及犯罪事件整理如表 21-3。

表 2-1-3 國外 2018-2019 年大麻相關新聞及犯罪事件整理表
新聞標題
案件內容
違法類別

項
次
1

日期
2018.
07.22

精神病吸大
麻史 多倫多
槍手致 2 死
十餘傷

2

2018.
09.08

3

2019.
02.19

馬斯克〈特
斯拉總裁〉
吸大麻畫面
曝光！特斯
拉股價重挫
6.3％
華男酒駕麻
駕撞死警，
背景被起底

4

2019.
03.05

【醫生吸
毒】屯門醫
院男醫生涉

槍手 Hussain 在多倫多希臘城沿
Danforth Avenue 開槍，10 歲女孩
Juliana Kozis 和 18 歲女子 Reese
Fallon 不幸中槍身亡，另有 10 多
人受伤。Hussain 还有酗酒、吸大
麻和毒品氢可酮的问题，警方在搜
查 Hussain 的卧室时發現了海洛
因、MDA 和非那西丁，但是包装和
劑量顯示這些毒品不是個人用量
馬斯克獨特的領導風格，一直讓特
斯拉充滿爭議，最近馬斯克又與美
國喜劇演員羅根（Joe Rogan）在
一場現場網路節目中吸食大麻。吸
大麻畫面曝光後，特斯拉今天收盤
重挫 6.3%。
疑似酒駕和麻駕的華裔毛義傑（音
譯，Yijie Mao），17 日清晨在奇
諾將聖伯納汀諾縣警局休班警員
Nicholas O'Loughlin 追撞致死。
早前屯門醫院一名男醫生涉於當值
期間吸食大麻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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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來源

殺人

思憶 (2019)

吸食

自由時報
(2018)

麻駕

李雪 (2019)

吸食

張美華
(2019)

5

2019.
05.27

6

2019.
06.20

7

2019.
06.20

8

2019.
06.22

吸大麻暫時
獲釋
田口淳之介
親口認了吸
大麻！ 毒
齡 10 年「從
傑尼斯時期
就開始」

Yousef
Makki
death: Pupil
stabbed
'after
botched
drug
robbery'
太陽小將吸
食大麻上
癮，甚至還
讓半歲女兒
中毒
用酒和大麻
誘拐男學生
啪啪

日本偶像團體「KAT-TUN」前團員 吸食
田口淳之介 22 日因持有大麻遭到
逮捕，日本厚生勞動省麻藥取締部
懷疑他和大 5 歲女友小嶺麗奈持有
大麻，在 22 日進入住家實施搜
索，並以違反大麻取締法為由將兩
人逮捕。田口淳之介 27 日也承認
罪行，並供出自己「已經吸毒 10
年」。
一名文法學校的學生被他十幾歲的 殺人
朋友刺傷心臟,曼徹斯特皇家法院
審理時說,17 歲的 Yousef Makki
在和兩個朋友安排購買 45 英鎊的
大麻後被殺。

蕭采薇
(2019)

Jackson 大麻成癮，在女兒幾個月 吸食
大的時候，當著她的面吸食大麻，
導致女兒出現中毒症狀。

JACK (2019)

美國俄亥俄州一名 48 歲女校護， 性侵
用大麻和酒引誘未成年男學生到旅
館，試圖發生性關係未遂，還多次
用手觸碰學生的生殖器，被判刑入
獄 60 天。

自由時報
(2019)

BBC (2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國內 2018-2019 年大麻相關新聞及犯罪事件整理如表 2-1-4。

項
次
1

日期
2018.
06.01

表 2-1-4 國內 2018-2019 年大麻相關新聞及犯罪事件整理表
新聞標題
案件內容
違法類別
板橋情殺分
屍，媽寶吸
毒男釀 2 死

新北市新莊署立醫院旁日前有名男 殺人
子上吊自殺，警方追查發現，死者
朱男竟是殺害並分屍女友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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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來源
鏡周刊
(2018)

內幕

2

2018.
08.22

密謀奪取
「神秘大麻
農場」 引
爆永和殺人
分屍動機

3

2018.
09.12

大麻百克要
7 萬太貴？
桃園情侶從
國外買器具
自種

4

2018.
12.12

25 歲警驚爆
是大麻金主

5

2018.
12.12

海巡破獲史
上最大毒田
794 株大麻
比人高

6

2018.
12.20

女友也淪
陷！名校高
材生讀犯罪
心理 歸國
卻種大麻遭
逮

本刊調查，朱男出身高階軍官家
庭，曾出國念書，卻自稱罹患躁症
必須靠大麻穩定情緒，2 度自美國
網購大麻來台被警方逮捕，遭判刑
3 年 10 個月，但家人想盡辦法不
讓他入獄，不料在入監服刑前造成
2 死慘劇，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痛。
大麻供貨商加拿大籍 Ryan，本月
22 日在永和中正橋下河堤遭人肢
解棄屍，殺人動機尚未查明，警方
曾懷疑 2 名外籍兇嫌因認為死者是
警方線人進而埋伏將他殺害，但深
入追查發現驚人事實！原來 Ryan
竟是北台灣大麻供應商，專案小組
成員透露，Ryan 在台應有一處相
當規模的大麻植栽農場，貨源才會
源源不絕，不排除兇嫌是為接收他
的神秘農場而引爆殺機。
呂姓男子從事汽車保修，呂因向藥
頭購買大麻價格高昂，因此突發奇
想，在今年 5 月間開始，從國外網
站購買種植大麻的器具、大麻種子
等，在自住的大樓租屋處，與蕭姓
女子一起種植大麻，刑事局查獲少
見植物成長專用帳棚，市價超過
35 萬的大麻花成品與大麻植株，
呂辯稱因買大麻太貴，所以才自種
台北市中正二分局一名派出所林姓
員警涉嫌販毒案件會爆發是因為刑
事局到新竹偵辦大麻案，逮捕在場
種植大麻的林姓男子，林男不僅承
認種大麻，還爆料北市一名中二分
局警員就是他的金主。
海巡署台東查緝隊破獲台灣史上最
大的大麻田，張姓嫌犯承租一甲地
的荖葉園，種 794 株大麻，每株都
長到 200 公分左右，宛如「大麻
林」，市價超過 2 億元。
某旅美歸國學子涉嫌種植大麻，曾
就讀常春藤名校的許姓男子（34
歲），警方歷經連月跟監蒐證，一
舉逮獲許男、侯姓女友及張姓室友
等 3 人，並查獲大麻活株 1 株、大
麻成品 37 公克、種植器具 1 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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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

陳以昇
(2018)

製造（種
植)

陳宏睿
(2018a)

製造（種
植)

李家名
(2018)

製造（種
植)

盧太城
(2018)

製造（種
植)

楊忠翰
(2018)

7

2018.
12.25

8

2019.
02.01

9

2019.
02.15

10

2019.
03.13

11

2019.
03.13

12

2019.
03.26

水煙壺等證物。
台中市有警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所陳姓警員
員賣大麻 涉 在 23 日意圖販售大麻，遭警方查
案警員辯： 獲，陳被記兩大過後免職，警方調
吸不完賣別 查時，陳辯稱，他在今年 9 月間，
人
因為一時好奇在網路上購買大麻，
並拿來吸食，吸食過後覺得沒有必
要留下大麻，因此把抽剩的大麻想
要在網路轉賣出去，未料會被警方
查獲。
加拿大美語 加拿大籍李姓男美語老師，涉嫌在
師租透天厝 桃園市龍潭區承租透天厝後，自網
種大麻 照
路購買大麻種子，於屋內自行研發
明、灑水全 耕種設備，以照明、灑水全自動化
自動化
方式種植大麻，刑事局逮捕李男與
起獲大麻 163 株，以及市價約 120
萬元的乾燥大麻花 893 公克與生長
燈具等大批設備。
查國道開 6
國道三號 2018 年底發生車輛追逐
槍追逐案意 連開 6 槍的案件，警方在追查期間
外查毒 名 發現其中 1 名嫌犯，在購買大麻相
刺青師竟種 關的植栽設備，意外查獲 120 活株
植 120 株大 大麻，除了依國道開槍案的殺人未
麻準備兜售 遂、槍砲彈藥罪嫌移送外，另外又
多加 1 條毒品罪。
種有機蔬菜 曾獲「青農典範」美譽的黃姓男
難賺 「青農 子，涉嫌利用新屋的有機農場當作
典範」改種 掩護，和陳姓、李姓友人從國外網
大麻
站買大麻種子在溫室內種植，桃園
地檢署昨天依毒品罪嫌起訴黃等三
人。
淡江大學女 淡江大學四年級魏姓女學生今天上
學生離奇死 午陳屍在大南抽水站溝渠，一旁還
亡 警在家中 有疑似吸食毒品的袁姓 16 歲少
找到疑似大 年，警方懷疑兩人在開毒趴，到魏
麻捲菸器
女住處搜索，發現疑似吸食大麻的
捲菸器，查扣回警局化驗。
4 粒種籽竟
30 歲富二代陳男偷偷吸食大麻長
種出上千萬 達 10 年，都未被警方察覺，想說
元大麻 富 「大麻是好東西」，便瞞著家人，
家子「想推 找來住在屏東縣麟洛鄉的 32 歲郭
廣」在自家 姓友人協助，在自家頂樓搭設自製
頂樓栽種
木箱內棚，以水耕方式種植大麻，
他從 4 顆種籽培育出 4 株大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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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

陳宏睿
(2018b)

製造（種
植)

邱俊福
(2019)

持有

柳名耕
(2019)

製造（種
植)

曾健祐
(2019)

吸食

李承穎
(2019)

製造（種
植)

唐詠絮
(2019)

13

2019.
04.06

14

2019.
04.17

15

2019.
05.09

16

2019.
05.24

17

2019.
07.22

18

2019.
08.06

用阡插技術培育出 53 株大麻（總
計 57 株），市價逾 1000 萬元，被
警方查獲。
北市警掃大 北市警方今年初查獲總統府憲兵
麻，高中生 332 營張姓憲兵，涉嫌販賣大麻長
竟是藥頭
達半年，此後依張嫌犯毒網絡擴大
清查，3 個月來陸續再查獲 14 名
大麻藥頭，起獲 12 公斤毒品及 1
把制式手槍。檢警發現這些藥頭年
齡都在 40 歲以下，包括 17 歲高中
生、常泡東區夜店的富二代，更有
藥頭為怕黑吃黑，透過走私進口
90 制式手槍防身，顯見大麻在台
灣逐步氾濫。
胡睿兒夜店 胡睿兒夜店撿屍性侵案，台北地檢
撿屍性侵
署依乘機性交罪起訴經法院判刑 2
連帶「呼
年，連帶影響胡睿兒先前大麻案緩
麻」撤銷緩 起訴，遭到撤銷再被起訴，而這起
起訴判 2 個 毒品案部分，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後
月
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用
第二級毒品罪，判刑 2 月，可易科
罰金。
英國進口大 國防部昨天表示軍備局生產製造中
麻種子 209 心第 209 廠張姓下士，因涉毒品罪
兵工廠下士 嫌遭捕，檢警查出，張和友人江姓
成藥頭
男子在南投租房，利用水耕方式室
內栽種大麻，3 天前南投檢警及憲
兵隊去搜索，扣得 24 株大麻、乾
燥大麻葉及栽種器具等。
賣藝品不好 苗栗縣 35 歲胡姓男子從事藝品販
賺 他兼種大 售，但認為不好賺，在家種大麻製
麻製毒開雙 毒販賣；警方昨天前往搜索，查獲
B 結果慘了
多盆大麻及安非他命等毒品，並發
現胡男的代步車輛是雙 B。
活動衣櫥種 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偵破一
大麻 警破獲 起種植製造大麻毒品工廠案，於臺
台南永康民 南市永康區一處民宅內，查獲虞姓
宅大麻工廠 男子以活動衣櫥改裝成一座座的溫
室，種起二級毒品大麻盆栽，共查
扣大麻植株 30 餘株、乾燥大麻葉
數包及控制室溫的照明燈具，以及
罕見的花葉離心器，規模相當完整
德州撲克玩 警方會同桃園機場海關人員在兩人
家林辰安夥 行李中，查獲二十多瓶以精油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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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

陳鴻偉
(2019)

性侵、吸食 詹維耕
(2019)

製造（種
植)

製造（種
植)

彭健禮
(2019)

製造（種
植)

黃建華
(2019)

運輸

(自由時報社
會新聞中心,

同友人 涉走 泡澡球所裝的大麻濃縮萃取液共一
私 1600 毫升 千六百毫升，初估市價數十萬元，
大麻濃縮液 兩人供稱都是自用，並未牟利。

2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本研究整理 2018─2019 年國內外大麻相關犯罪及新聞事件進行分析，發
現國外部份開放大麻使用之國家，如加拿大、美國、烏拉圭…，因為吸食、持
有及製造（種植)已經除罪化，因此新聞事件主要以吸食大麻後引發的犯罪相關
議題為主，如大麻買賣引發的暴力犯罪事件及青少年使用大麻導致的傷害事件
為主要犯罪類型。在國外尚未開放大麻合法化的國家，如日、韓、香港等國，
最常因為大麻引發的犯罪及新聞事件，則以名人（藝人、高知識分子)吸食大麻
違法為主要犯罪類型。
在國內的相關案例方面，2018 年發生了加拿大外籍人士 Ryan，因大麻交易
遭人分屍一案，引發社會民眾對於大麻相關犯罪的矚目，也是台灣首次有外籍
人士因大麻交易而引發殺人犯罪案件。從其他案例分析結果，可以發現 2018─
2019 年間，國內查獲大麻的案件類型，以製造（種植)大麻違法類型較多，其次
為販賣，吸食者的查獲案例最少。在新聞事件分析中發現，除了名人吸食大麻
容易受到矚目外，第一線執法人員亦有參與大麻相關犯罪的案例。高檢署台中
分檢檢察官王捷拓指出：
「大麻的查獲量遽增，但吸食、持有的人數卻沒顯著增
加，十分不合理，據分析，吸食大麻者多為外籍人士、白領階級，在舞會等特
定場合施用，吸食大麻的人口黑數很高。王捷拓分析，呼麻者集中在外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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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族群，這是以往較被治安機關忽略的一塊；而大麻的半衰期快，可被檢出的
時間極短，即便警方採驗，可能也驗不出結果。而施用大麻的人還有一個特
性，就是不會特意「隨身攜帶」
，警察臨檢很少會搜得到」(王宏舜, 2018)。
由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大麻相關新聞及犯罪案件，有逐漸增
多的現象，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大麻主要的使用族群以外籍人士及白領階層居多。
(二)大麻取得管道從以往由國外攜入或網站購買，開始轉變為鋌而走險自
行種植，來供自己吸食或販賣牟利。
(三)大麻吸食者的查緝不易，導致容易產生犯罪黑數。
(四)大麻在台灣市場上價格不斐，為謀取暴利容易引發相關犯罪行為。
在台灣，隨著世界各國相繼開放醫療用大麻的浪潮，台灣也有民眾對於大
麻要求開放的聲音出現。 2016 年有網友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
「二級毒品大麻調降至三級毒品與開放管制醫療研究」，法務部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召開毒品審議委員會會議，會中由成癮防治、藥政、檢察、警政、調查、
司法、獄政等各機關代表，以及精神醫學、藥理暨毒理學等學者專家進行討
論，結論是認為大麻確實會具有成癮性，並顯示大麻仍有濫用的趨勢，且一般
國民認知上尚無法接受大麻降至第三級毒品，因此並無委員認同將大麻改列為
三級毒品。
2016 年至今在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針對大麻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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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連署的提案共計有六案，如表 2-1-5：

表 2-1-5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大麻提案一覽表
提案日期

提案標題

政府回應內容

2016.08.02 二級毒品“大麻”調降至三級

備註

有關大麻改列為第三級毒品與開放

毒品與開放管制醫療研究

管制醫療研究之提議，不予採納。

2017.03.20 將 CBD(大麻二酚)列入巴金森

1. CBD 不屬於管制藥品且目前尚無

氏症和癲癇病患醫療適應症之

藥品上市，並無「由醫院專科醫師

處方

開立處方箋後，再由病患到各區衛
生所或領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之診
所接受診療」之方式。
2. CBD 暫無納入健保之可能性。
3. THC 之使用仍應禁止。
4. 若醫用大麻之研究目的具正當
性及合理性，可依循相關法規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使用。

2017.08.18 大麻咖啡館

附議階段未通過，政府不予回應

2018.01.16 將 CBD(大麻二酚)落實台灣醫

提案階段未通過，政府不予回應

療與生技研究
2018.03.31 請衛生福利部針對大麻二酚

附議階段未通過，政府不予回應

(CBD)進口提出說明
2019.05.24 購買 CBD 大麻二酚 其中殘留

附議階段未通過，政府不予回應

THC 應小於等於 0.3%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及本研究整理。

由以上提案者對於藥用大麻的訴求及衛福部對於藥用大麻的回應，可以整理
出台灣目前有關醫療用大麻的相關政策及觀點。台灣目前對於醫療用大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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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的政策，由於 CBD 不具成癮性，故並未將 CBD 列為管制藥品，可依照相關程
序向主管機關申請進口使用。雖然 CBD 在台灣並非管制藥品，但目前國內並未
引進 CBD 成分的相關藥品。而在美國 CBD 的相關成分，因為聯邦的管制物質法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沿用 1970 年的定義，由大麻萃取的成份也列
管，所以無法出口到其他國家(Corroon and Knight, 2018)。所以目前台灣醫
療的現況，尚無合法取得 CBD 的相關藥品，醫生也無法開立相關的處方簽。這
種法令與現況造成了 CBD 在醫療上使用的窘境，也是國內倡議醫療用大麻合法
化主要的訴求。
四、大麻各國法規規範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大麻的規範並不一致，最寬鬆立法有娛樂用大麻合法
化，次者將醫療用大麻合法化，最嚴格如我國將各種型態的大麻行為皆定位為
犯罪。有許多先進國家已將具有醫療價值的大麻，即醫療用大麻合法化，諸如
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智利、哥倫比亞、德國、希臘、以色列、義大利、荷
蘭、秘魯、波蘭和英國；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對於單純施用大麻並不以犯罪論，
至多僅為行政裁罰。單純施用與持有的大麻除罪化，如德國、荷蘭等等。而全
面將娛樂用大麻除罪化則僅有少數國家，以下茲就這些國家其合法化脈絡及社
會背景簡述之：
(一)

美國

美國由於國家政府體制上的差異，各州被允許擁有自己的法律規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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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對於大麻合法與否也產生了不同的差異，目前美國共有 10 個州及一個特區
(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阿拉斯加州、俄勒岡州、俄亥俄州、加利福尼亞州、
緬因州、馬薩諸塞州、內華達州、佛蒙特州及哥倫比亞特區)對於娛樂性大麻採
取合法化的政策(NCSL, 2018)。但是根據聯邦法規的規定，大麻及其萃取成分
在美國仍然是非法物質，又聯邦法和州法牴觸時以聯邦法為優先，因此聯邦調
查機構仍有權進入包括合法化的各州進行司法調查，這實質上在法律面說明了
大麻於美國仍然是非法物質。
2005 年，超過 500 位經濟學者公開呼籲應將大麻合法化，其中提到每年可
節省超過 77 億美元的執法成本並增加超過 24 億美元的稅收，如果將其和菸酒
置於同等的合法地位上，更可增加高達 62 億美元的稅收。從這些節省的成本和
增加的稅收，將可以運用於防制濫用及打擊更嚴重的犯罪。
另一方面，美國為極度強調自由主義的國家之一，2007 年美國公民自由聯
盟（ACLU）主席於 2007 年接受採訪時認為毒品跟其他物質一樣，人們有選擇要
吸收或使用何種物質，這是個人選擇的自由。某一程度上說明了美國國民在大
麻的使用上認為是個人的自由，而國家不應設限人民的權利。和其他國家合法
化是透過國會立法的歷程有差別的是，美國除了佛蒙特州的娛樂性大麻皆是透
過選民投票通過，這樣的投票合法歷程亦可佐證這些將大麻合法化的州是通過
自由選擇來決定是否將娛樂性大麻合法化，而非透過間接民意來決定大麻合法
化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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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烏拉圭

2013 年 12 月 24 日烏拉圭總統簽署了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法案，使得烏拉
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國家，將獲取娛樂用大麻規範三種
管道，分別為 1.自宅種植 2.加入大麻俱樂部 3.透過藥局販售。但遲至 2017 年
7 月 19 日烏拉圭的藥局才開始販售由政府所提供的娛樂性大麻。
根據 The World Bank 的統計，雖然烏拉圭一直以來因為低殺人犯罪率而被
認為是相對安全的國家，但 2011 年至 2013 年間不斷上升的殺人罪案件使得民
眾對於國家安全產生了相對的疑慮感，大部分的民眾將其導因於販賣毒品衍生
而來的犯罪行為。而根據烏拉圭國家藥物委員會（NDC）的統計，約有 120,000
的大麻使用人數，而其中約有 18,000 人每天使用大麻，每年對於大麻的需求量
高達了 25 噸(The Centre for Public Impact, 2018)。龐大的使用人口以及因
販賣大麻所衍生的犯罪問題持續困擾著烏拉圭並形成龐大的壓力，也因此大麻
合法化被當成解決烏拉圭暴力及毒品犯罪等不安全問題的政策之一。
烏拉圭希冀透過大麻的合法化達到減少非法黑市交易的數量及減少因販賣
毒品所衍生的犯罪問題、通過教育和預防運動來促進公共衛生、允許人們持有
和使用但盡量減少更多的人使用大麻(Hudak, Ramsey, & Walsh, 2018)。
對於大麻的年齡規範法律依舊規定須滿 18 歲才能購買或使用，並且僅限於
烏拉圭公民或擁有永久居住資格者。這說明了烏拉圭並非希望全面的開放大麻
的使用來吸引外國遊客增加觀光收入，而是希望透過大麻的合法化、合法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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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來穩定大麻的價格，進而減少為了交易大麻而產生的財產犯罪或暴力犯
罪以及相關衍生犯罪，並滿足該國對於大麻的需求。並且透過教育及預防政策
來減少更多人使用大麻，而非採取零容忍的懲罰政策。
(三)

加拿大

加拿大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通過了 C-45 法案，意味著於加拿大境內得以合
法的使用、持有、購買娛樂性大麻，於法律規範的限度內並不會因此而受到處
罰。加拿大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將娛樂性大麻合法化的國家。這或許和國
際禁毒條約的意旨相違背，但加拿大此舉不僅是為了達成總理 Trudeau 於競選
時的所開的政見支票，更是在長久調查後而因應加拿大國內現況所通過的法案
決定。
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使用率，大麻在加拿大的盛行率已然是不得不重視的重
大問題，根據調查有 10％以上的成年人在過去一年曾經使用大麻，超過三分之
一的人曾經使用過大麻。另外，有 21%的 15 至 19 歲及 30%的 20 至 24 歲青年曾
於過去一年中使用大麻(Government of Canada, 2016)。這些數據比例比世界
上的國家來的多，也代表著在該國或有可能存在著使用大麻的流行文化，在風
潮及社會文化的影響下，青少年為了嘗試、跟上流行而使用大麻，因此產生了
高比例的使用狀況；另一方面亦表示在現行法規的限制並未有足夠的嚇阻效果
去防止青少年或國民使用大麻。
而為了滿足大麻的高需求市場，自然將產生高供給的狀況，但非法的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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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並不能透過正常、政府核可的管道取得，因此非法市場將隨之產生。每年
有超過 50 億美元的大麻消費總額市場(Statistics Canada, 2017)，因此高消
費額及利潤的市場也產生了相關的犯罪事件，顯然加拿大政府已無法透過法規
來遏止犯罪的發生。高消費總額也代表著如果可以將這些消費額轉成合法消費
而抽取適當的稅額，在此前提下，政府將獲得一筆可觀的稅金收入。
在使用人口龐大、消費額驚人且法規無法有效遏止使用人口增長的狀況
下，加拿大政府透過工作團隊的研究，藉由制定某些必需的限制，如將合法使
用年齡限制於 18 歲以上民眾，魁北克省更需滿 21 歲，以保障青少年仍得以健
全發展而不受使用大麻對其大腦的負面影響、販售須持有政府核可的牌照、個
人僅能持有 30 公克以免其販售於他人、限制過度宣傳等等方式來框限，進而將
娛樂性大麻合法化。這些限制也表示加拿大並非將大麻視為無害物質而全面開
放，倒不如說是在社會脈絡及現況下不得已而作的妥協。
由上述合法化國家的立法脈絡、社會背景來看，娛樂性大麻之所以合法
化，有極大部分的原因在於大麻在該國已處於無法單純以刑責來減少施用、控
制濫用的狀態。對上述國家而言，將娛樂性大麻入罪化、處以刑責或將引發更
多的犯罪問題，並無法有效的遏止大麻及其相關犯罪的發生。相較之下，將娛
樂性大麻透過國家政策來列管與輔導管制是一個替代性作法，如同加拿大透過
對施用者年齡與宣傳廣告的限制，避免青少年過早施用大麻而造成對腦部的損
傷。如此一來，或許將有助於政府對大麻及其相關犯罪具有更高的掌握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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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犯罪黑數的產生。

第二節 大麻之成分與藥理特性
有別於其他類的毒品，大麻並非新興活性物質，其使用已有相當年代的歷
史，如李時珍於本草綱目中所提：
「大麻即今火麻，亦曰黃麻。處處種之，剝麻
收子。有雌有雄︰雄者為枲，雌者為苴。大科如油麻。葉狹而長，狀如益母草
葉，一枝七葉或九葉。五、六月開細黃花成穗，隨即結實，大如胡荽子，可取
油。剝其皮作麻。其秸白而有棱，輕虛可為燭心。」，可以得知其自古時便有大
麻使用之記載，其可治產後便秘、大風癩疾、濕癬肥瘡等等。
大麻，為大麻屬一年生草本植物，最主要的品種分為Cannabis sativa及
Cannabis indica，另有兩者混合的hybrid cannabis。含有超過500種化學物質，其
中最常被提及的三項大麻素成分為大麻酚（cannabinol, CBN）、大麻二酚
（cannabidiol, CBD）、四氫大麻酚（delta-9-tetrahydrocannabinol, THC）。
四氫大麻酚（THC）為主要影響精神活性的化學物質，其主要存在於雌性
大麻株的葉中，一般為國內外文獻及研究對於大麻影響精神活性物質的主要探
討成分，於我國為二級管制藥品。THC於使用進入體內作用後，將對大腦神經
元的傳遞產生破壞、影響，使神經元釋放出異常的多巴胺，進而使使用者產生
愉快的欣快感及放鬆感，並提高感官的功能、錯亂了對時間的感知，而有某些
部分的使用者亦有可能產生異於上述效果的緊張、焦慮、及不舒服感（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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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大麻二酚（CBD）則與THC有所差異，據衛福部於公共政策平台所回應之
內容，大麻二酚並未有影響大腦精神的作用，為大麻素中最主要的nonpsychoactive成分，在我國並非屬管制藥品。CBD為醫療用大麻的最重要成分之
一，根據研究發現CBD有治療癲癇、抗思覺失調、抗焦慮恐慌、抗發炎等功效
(Devinsky et al., 2014, Gururajan & Malone, 2016, Soares & Campos, 2017)。
1996年，加州是首個將藥用大麻合法化的州，目前美國共有29個州已通過
藥用大麻(黃芳誼, 2018)。加拿大於2001年成為世界上最早建立國家醫療大麻計
劃的國家之一。允許患有慢性或無法治癒的醫療狀況（例如癌症，MS，HIV /
AIDS和嚴重慢性疼痛）的患者向加拿大衛生部申請許可，以擁有有限數量的醫
療大麻(Lucas, Baron, & Jikomes, 2019)。大麻中的 CBD成分，對於疾病的治療
上有一定的療效，是藥用大麻開放的主要原因。根據國立中正大學馬耀中教授
的研究指出，大麻中的 CBD在醫療上有以下的功用：
「 大麻二酚（Cannabidiol，CBD），是醫療用大麻百多隻有效成分中最具
醫療價值的一種，有保護神經、改善皮膚發炎、抗氧化、舒緩皮膚敏感泛紅、
為皮膚表層建立保護屏障、改善皮膚自我修復力；對恢復皮膚健康、舒緩皮膚
問題的能力，可以治療濕疹等。大麻二酚（CBD）是大麻的主要非精神科成
分，具有多種藥理作用，包括抗焦慮、抗精神病、止吐和抗炎特性。該綜述根
據Web of Science，Scielo 和Medline 檢索的報告描述了廣泛濃度CBD給藥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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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研究表明，CBD 在非轉化細胞中無毒性，不會誘發食物攝入變化，不會誘發
全身僵硬症，不會影響生理參數（心率、血壓和體溫），不會影響胃腸道的轉運
和不會改變精神運動或心理功能。」(馬躍中, 2018, p70)
由以上研究可知，醫療用大麻在某些疾病上有其不可取代的療效。整體觀
之，截至 2018年已經有愈來愈多國家開放醫療用大麻，如荷蘭、德國、澳洲、
加拿大、南非、阿根廷等30個國家。亞洲國家則有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
家，相繼開放醫療用大麻。

第三節 大麻使用之危害
如同上節所說明的組成成分，大麻本身為複合且複雜性的植物，其內涵超
過400種的化學物質，且功效各有不同。我們於國內所見的大麻及其製品大多未
能有效的分離出僅有CBD物質的大麻，因此國內大麻大多仍為將對大腦及精神
造成負面影響的非法物質，縱使醫療性大麻對人體或有益處，但國內所見的大
麻仍將對人體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及危害。
根據研究統計，使用大麻將對記憶力及工作記憶造成損害，使用者比起未
使用者的處理速度來的差勁；且每日的大麻使用量將和認知表現呈現負相關，
縱使負面效應將於停用大麻後慢慢恢復，但仍無法回復到未使用時候的狀態，
亦即使用大麻將對記憶及認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Thames, Arbid, & Sayegh,
2014)。而頻繁的使用大麻也將對智商造成不可逆的損害，紐西蘭一項大型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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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頻繁使用大麻的青少年，在成年時期將比未使用者的智商低6至8點
(Meier et al.,2012)，另外亦有研究說明，大麻的使用與心血管疾病相關且將造成
極嚴重的死亡率和危害(Jouanjus, Lapeyre‐Mestre, Micallef, Abuse, & Association,
2014)。
成癮性及濫用性為我國對於毒品判定相當重要的依據之一，而對於大麻使
用者而言，有近9%的人將成為大麻的物質依賴者（Catalina Lopez-Quintero et al.,
2011），雖然從比例上來看並未顯示極度容易成癮，但仍無法排除大麻可能造成
的成癮性及濫用性，亦即低比例仍代表其具有一定的程度之成癮及濫用危害
性。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亦指出
有30%的大麻使用者將產生大麻使用失調（marijuana use disorder），而在18歲前
便開始使用大麻者，更有四至七倍的機率產生大麻使用失調障礙（NIDA,
2018）。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SAMHSA）對於大麻的風險報告指出；當人們在年輕時開始使用大麻
時，大麻會造成長達8分的智力損失。即使戒掉大麻，這些智商也不會回來。在
運動能力方面，使用大麻會影響運動的協調能力，影響運動的表現。在駕駛汽
車方面，會造成反應較慢、車道偏離、協調性降低，及對於道路的信號和聲音
反應困難。在懷孕期間使用大麻，可能導致胎兒成長受限、早產、死胎和大腦
發育問題，來自大麻的四氫大麻酚（THC）和其他化學物質也可以通過母乳從母
親傳給嬰兒，進一步影響孩子的健康發育。日常生活表現上，研究表明使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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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的人更容易出現關係問題，教育結果更差，職業成就更低，生活滿意度降
低。在18歲以前使用大麻，有六分之一的人會導致上癮，成年人成癮的機率則
為十分之一(SAMHSA, 2019)。
學者Kandel （1975）提出藥物濫用進階理論（The Gateway Theory of Drug
Use），指出物質濫用具有階段性變化，從一開始合法性的煙、酒等物質，發展
至輕微、軟性的非法藥物，例如大麻、愷他命，最後則開始走向使用硬性非法
藥物，如海洛因等等。楊士隆等(2017)對台灣收容中的145名少年之研究發現，
初步證實前揭理論，並發現在具有使用毒品經驗的收容少年中，從其最一開始
使用合法物質(如香菸、檳榔)至進階使用二、三級毒品的時間，平均僅有0.96
年。迅速的從合法物質至毒品的使用過程，也讓青少年藥物濫用防治處境上更
加嚴峻。一旦娛樂性大麻合法開放，可能開啟青少年藥物使用之動機，進而透
過大麻使用過渡到更嚴重的硬性毒品，加速整個毒品使用歷程而造成更嚴重的
健康危害。而實證研究亦說明近45%的持續大麻使用者將進一步使用其他的非
法藥物（Secades-Villa, Garcia-Rodríguez, Jin, Wang, & Blanco, 2015)，這也說明大
麻不僅具有成癮、濫用性，更可能將作為硬性毒品使用的跳板，如果輕忽大麻
的成癮性及危害，將可能使得大麻使用者在無法獲得滿足感後開始使用成癮
性、危害性更大的非法藥物。
大麻之濫用與其他毒品相同，亦可能導引許多意外事故及犯罪行為之發
生。大麻成癮性對於使用大麻後的暴力行為具有顯著影響（顧以謙，2016），對
32

於使用者週遭人們無疑是一大危險源。許多成癮者在經濟狀況不佳的狀況下，
為了滿足毒癮，容易不擇手段地去取得毒品，造成竊盜、搶奪犯罪的產生和升
高。另外，毒品交易市場的負面互動歷程亦會導致許多毒品相關犯罪之產生如
謀殺等。

第四節 大麻查緝量增加與流行原因探討
依據聯合國 2019年世界毒品報告，大麻為目前世界上最常使用的毒品，
2017年約有2.71億人曾經至少使用過一種毒品，雖然這一數字與 2016年的估計
數相似，但長期來看，吸毒人數比 2009 年高出30%，且其中又有 1.88億人曾
使用過大麻。由此可見大麻目前在世界各國的盛行程度，隨著部分國家開放娛
樂型大麻的使用，大麻使用人口也隨之增加，根據國內外研究文獻，對於大麻
流行的原因可以歸納出以下六點：
一、 重要他人的影響
由加拿大國會創立的加拿大藥物使用及成癮中心（The 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CCSA）， 2017年初發表了《加拿大青少年對大麻
的看法》，訪談了全國77名青少年，CCSA報告中，年輕人最常見使用大麻的原
因是受朋友影響，他們渴望被自己喜歡的群體接納；不抽大麻是怕被朋友疏
遠，也怕不獲邀請參加派對。有人用來增強社交自信，他們視抽大麻跟社交喝
酒一樣，是朋友間消磨時間的玩意。家人使用大麻，子女也會很容易有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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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缺乏成年人作榜樣，也是一個沾染大麻的潛在因素。例如父母經常不在
家、成年人沒有預先和他們談及使用藥物的後果，青少年拿吸食大麻來顯示
「叛逆」（McKiernan, 2017）。所以「重要他人的影響」是導致大麻使用的重要
因素之一，當該項毒品的使用人口越多時，受影響人數必然增加，當大麻成為
社交的工具時，在同儕的壓力下很容易就會嘗試使用，所以在重要他人的影響
下，必然會造成大麻使用的流行趨勢。
二、 大麻取得容易
大麻的取得，在開放娛樂性大麻的國家，雖都以法令規範僅限本國人民種
植或購買一定數量的大麻，對於外國觀光客採取不開放的政策，但是管制上仍
有許多的疑慮，例如荷蘭的 Coffee shop(合法販售大麻之店家)，店外隨處可見
向觀光客兜售大麻的掮客，許多尚未開放大麻國家的觀光客，刻意前往這些國
家使用大麻。即使在明令禁止大麻的國家，要取得大麻也非難事；根據CCSA對
於青少年的訪談中發現：
「在各種派對或大型社交活動中，都有大麻供應；聯絡
毒販也很方便，甚至比買酒精飲品更簡單，青少年有手機就更加方便。另外，
網路上亦有購買途徑，網上有一些要特別下載的瀏覽器，那是另一個網上世
界，甚麼奇怪的東西都有，好像毒品網站，你要買多少大麻都無問題，且可直
接送到你的家裡去(McKiernan, 2017) 。」國內也破獲多起網路購買大麻郵寄至
台灣或是在網路上販售大麻的案例，在大麻取得如此容易的情形下，亦是造成
大麻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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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對大麻危害態度之轉變
以美國為例，自1937年起通過大麻稅法（Marihuana Tax Act），開始對於大
麻實施全面管制（王鵬飛，2018）。直至1996年，加州是首個將藥用大麻合法化
的州，目前美國共有29個州已通過藥用大麻（medical marijuana）合法化。其
後，在2012年，華盛頓州與科羅拉多州成為首個將以娛樂為目的之大麻完全合
法化（包括持有、種植、與販賣）的州(黃芳誼，2018)。從全面管制到開放大
麻，這期間人們對於大麻態度的轉變是一大關鍵，依據Felson（2019）自1980年
代以來，民眾對大麻合法化的支持態度大幅增加。1970年代中期支持率有所上
升，而在1980年代，並在1990年代初之後再次增加，到2010年已超過50%美國
人支持合法化。隨著許多醫學或實證研究，證實大麻在對於某些疾病醫療上有
其功用，也傳遞著大麻並不像海洛因、古柯鹼等毒品，對於身心造成極大的危
害的訊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人們對於大麻危害的態度已經有著極大的轉
變，成為目前大麻使用流行的原因之一。
四、 部份國家對娛樂性大麻等法令政策的逐步鬆綁
2018年10月17日加拿大通過全面開放娛樂性大麻使用的法律，是目前已開
發國家的首例。相對亞洲國家大部分仍然將大麻視為毒品，以法令予以規範禁
止使用，但歐美各國對於大麻的管制相繼在法令上鬆綁，對大麻使用者而言，
在一定的規範下可以合法的使用大麻；甚至在家中自己栽種大麻，在這些政策
開放的國家無非已經將大麻視為與菸、酒一般，僅是會傷害身體的物質。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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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2018）指出，雖然短期間尚無法論斷大麻政策開放
後，對於該國的經濟、治安、人民健康等問題的影響，但大麻合法以來，在科
羅拉多州 18至25歲及以上的大麻使用人群有顯著的增加。國外對於大麻合法化
的研究發現；過去或是當前的大麻使用者，比起一般民眾更加支持大麻合法化
的政策，除了是利己主義的原因之外，也發現使用者對於大麻對於健康傾向無
害的認知(Palali & van Ours, 2017)。可見隨著法令的鬆綁，大麻的使用者勢必會
增加，亦會造成大麻使用的流行。
五、 網路資訊的推波助瀾
媒體和同伴的影響是影響年輕人使用藥物的重要因素，YouTube是最受歡迎
的視頻共用網站，青少年平均每日花費1.15小時看線上電視，在YouTube上很容
易找到指導如何使用大麻、如何製作大麻或呈現大麻使用娛樂方式的影片，內
容缺乏相關安全資訊，且大多數都不受年齡限制，會影響青年開始使用動機
（Krauss, Sowles, Stelzer-Monahan, Bierut, & Cavazos-Rehg, 2017）。因為網路科
技的發達，目前各項資訊透過網路傳遞迅速，毒品相關訊息亦是如此，從網路
上可以任意取得各種正面及負面的毒品資訊，尤其對於青少年大麻的使用的態
度影響甚鉅，在網路的推波助瀾之下，對於增加大麻使用者及造成大麻流行亦
是關鍵性因素之一。
六、 大麻藥理之特性與使用者之需求
大麻中的四氫大麻酚（THC）為主要影響精神活性的化學物質，其藥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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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THC於使用進入體內作用後，將對大腦神經元的傳遞產生破壞、影響，使神
經元釋放出異常的多巴胺，進而使使用者產生愉快的欣快感及放鬆感（NIDA,
2018）。許多使用者將大麻視為放鬆解除壓力的藥物，認為大麻成癮性較香菸及
酒精來得低，經常以此論點支持大麻合法化，並合理化大麻使用行為，但卻無
視使用大麻對於身心的危害。
大麻文化從嬉皮文化衍生而來，在美國50-70年代反戰風潮，當時年輕人使
用的藥物就是大麻，時至今日在美國校園、社會經常可見年輕人濫用大麻的行
為。而台灣大麻文化也深受美國影響，許多移民國外或留學返國的年輕人，將
大麻文化帶回台灣，因為大麻有著這樣特殊的背景，所以台灣年輕人會認為吸
食大麻，是一種追求時尚的行為，與一般吸食其他毒品的人更為高尚。
因為對於大麻藥理特性的錯誤解讀與認知，及盲目追求時尚的心態驅使
下，年輕人經常認為吸食大麻，就像是吸菸、喝酒一樣的行為，也造成了近年
來大麻流行的原因之一。

第五節 大麻犯罪黑數之成因
對於犯罪黑數（Dark Figure of Crime）的定義，參照我國內政部警政署：
「亦稱犯罪的未知數，指所有不在各種官方犯罪統計上出現的犯罪數。換言
之，未為眾所皆知或未受刑事司法機關所追訴與審判之犯罪，即一種「隱藏之
犯罪」
；一般而言，犯罪黑數包括民眾未報案之犯罪案件及已發生但未為警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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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或登錄的犯罪案件。」
楊學鋒等（2007）將犯罪黑數的構成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未被察
覺的犯罪數；第二個部分為未報案的犯罪數；最後則是未被記錄的犯罪數。對
於我國大麻犯罪而言，從2017各機關通報藥物人數中大麻的通報人數僅占不到
百分之二（衛福部，2018），以及查獲數量在2017年暴增到了499.1公斤，和前年
相比增長了近22倍的幅度（法務部，2018）來看，兩者在實際上有著極大不相
符的落差。而這可能導因於目前大麻的使用階層仍然以中上階層為主，而該階
層又較少遭到犯罪的查緝或是因犯罪後遭到查緝，而使得查緝面上未能發覺大
麻的使用人口，以至於查緝到的大麻使用者未與估計中的人數相符；另一方
面，因毒品交易屬性特殊，一般認其為無被害者犯罪。非法交易市場中除有糾
紛產生，否則雙方當事人則不願意向警方報案，加上毒品使用者多相互掩護，
導致警方的查緝往往難盡其功。就此，我們應可合理推斷在我國的查緝現況
下，對於大麻的使用人數上依然有極大犯罪黑數未被發覺。
依據台灣高等檢察署全國毒品資料庫辦公室之分析，第二級毒品近幾年來
無論在販賣亦或使用上皆佔據最高人數，但大麻的查緝量和使用人數卻顯不相
當，應持續關注大麻施用黑數問題。本研究將以焦點座談及訪談大麻施用者與
販運者為焦點，透過實務及實際上的毒品交易市場現況，進而瞭解我國大麻的
施用黑數，給予現行政策相關的改善建議，以減少施用黑數的查緝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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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大麻施用族群及性別差異相關文獻
一、特定族群：
美國研究發現，29%的大麻吸食者，來自收入低於2萬美元的家庭，吸食大
麻者有19%沒有高中學歷(Davenport & Caulkins, 2016)。大麻在美國的流行程度
及大麻容易取得性，與台灣相較之下，大麻的使用族群自然會與台灣有明顯的
差異。在台灣大麻列為二級毒品，從法務部調查局 107年查獲大麻的數量為50.6
公斤，僅占所有毒品查獲量的 0.33%(法務部調查局, 2019)。調查局毒品防制處
更發現，由於吸食習慣的變化，大麻已成為高端人士及白領階級的新寵，調查
局也分析出，大麻會成為高端白領的新寵毒品，主因是可以「炫富」，相較於
吸食施用只有行政罰的K他命，大麻的價格明顯較貴，吸食也顯得比較高檔，所
以大麻的施用族群也比較特定，加上呼麻族群認為大麻是天然植物，誤信大麻
對身體的傷害遠輕於新興毒品，取得又較容易(張孝義, 2018)。高檢署主任檢察
官何明楨指出…但從近年來查緝狀況來看，抽大麻者多是四十歲以下的年輕族
群，代表毒品也有「世代轉型」的狀況；緝毒官警分析，大麻施用族群不乏知
識分子或音樂、藝術工作者，他們認為大麻只是植物，相較「實驗室毒品」更
天然，危害程度低，加上部分國家合法化，讓他們不以為意，抽大麻如「抽菸
喝酒」般正常(王宏舜、李奕昕, 2018)。
根據以上文獻探討，我國目前大麻使用族群，由於社會文化背景、法律規
範等因素的差異，與部分流行大麻使用或已開放使用娛樂性大麻的國家相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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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差異，國內目前尚缺乏針對大麻特定使用族群的實證調查研究，依據
以上文獻及相關報導資料，推測我國大麻使用族群；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
種：
（一）外籍居民或長期旅外返國之國人：如外籍教師或長期旅外的國人，
因為有在國外長期居住的經驗，故接觸大麻機會比起國人大許多，在國外對於
大麻使用的法規較為開放的、使用機率也較為頻繁，若使用成癮後回到台灣
後，自然會成為台灣大麻使用者一大族群。
（二）經濟能力較佳之白領階級：大麻價格在台灣相對其他國家較為昂貴
且取得不易，要在台灣長期使用大麻勢必有一定之經濟能力，更有報導指出；
吸食大麻在台灣已經成為一種炫富的行為，所以推測大麻使用者，應該以具有
較佳經濟能力的白領階級為主要吸食族群之一。
（三）四十歲以下年輕人：大麻在國外主要吸食人口為青少年，目前各種
網路媒體發達，對於大麻資訊隨手可得，台灣近期查獲大麻的吸食者大多為年
輕人，平均年齡在四十歲以下居多，且人數有逐年增多的情形。
（四）藝術工作者：部分藝術工作者〈如演藝人員〉，因工作需要經常需
往返外國，自然對於大麻的接觸率相對提高，也有部分藝術工作者因壓力紓解
問題，而在國外染上吸食大麻習慣。
二、性別間之差異
在全世界男性使用大麻等娛樂性毒品的可能性是實際統計數的三倍。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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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研究表明，首次使用大麻的年齡在男性和女性之間沒有差異，但有明確的證
據顯示，男性大麻濫用年齡較女性為低(Crocker & Tibbo, 2018)。美國根據DSM5標準對於大麻濫用者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大麻濫用情形男性（3.5％）高於女性
（1.7％）。從大麻開始使用到成癮的時間：男性平均值（5.8年），女性平均值
( 4.7年)，大麻成癮在年輕人、黑人以及收入較低且在美國原住民女性中相對於
白人女性更高的人群中更高。無論性別如何，大麻濫用者的生活質量都很低，
大麻濫用者無論是男性或女性與其他藥物濫用、創傷症候群，反社會人格障
礙、邊緣型、分裂型人格和精神分裂症高度共存(Kerridge, Pickering, Chou, Saha,
& Hasin, 2018)。
國內目前針對大麻使用者的性別差異相關研究相對缺乏，經由以上文獻探
討可以發現大麻使用者在「性別」這個人口變項，產生以下的差異性：
(一)大麻濫用成癮人數男性（3.5％）高於女性（1.7％）。
(二)開始使用大麻的年齡，男性較女性低。
(三)大麻濫用到成癮，女性較男性更容易成癮。

第七節 大麻防制對策建議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於2019年二月發布臺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
滿意度之調查研究，發現高達95.4%的台灣民眾不支持大麻合法化，顯示國內民
眾對於開放大麻合法化仍存有極大疑慮。因此，在現行氛圍下，我國人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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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的接受度仍低，縱使以有先進國家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我國仍不應小覷
大麻為第二級毒品的法規及危害性，因此確實地查緝我國現存大麻犯罪、大麻
數量及施用黑數便為首要之務。為避免我國人民受大麻相關犯罪所影響，楊士
隆（2019）曾提出以下防制建議供參考：
一、強化監測調查，推動長期青少年之自陳報告研究
目前先進國均對青少年學生進行藥物濫用之預警監測調查，如美國國家藥
物濫用研究所從1975年起委託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每年針對約五萬名8、
10、12年級之全美公私立國高中學校學生進行抽樣調查之計劃「監測未來」，
透過學生使用的各類型藥物種類（如處方藥物、非法藥物、酒精、香菸、大麻
等）以及價值判斷（毒品危害性的認知、不贊成使用毒品的態度、獲得毒品的
難易度等）之自陳報告，來長期掌握國高中學生藥物濫用的趨勢，此一作法值
得國內仿效。2018年新近調查顯示在青少年期的非法藥物使用中，美國10年級
學生大麻盛行率為27.5%，12年級學生之大麻盛行率則為35.9%，其增加主要在
於大麻的普及與青少年對大麻認知與態度之改變。
二、推動教師與青少年紮根預防教育研習
目前青少年極易受到國際間少數國家對毒品濫用與持有除罪化之影響，而
誤認為吸食大麻等娛樂性用藥並無不妥，忽視其對身體之危害。美國NIDA新近
研究已指出，長期大麻使用與成人晚期健康問題密切相關，且事實上各國對於
施用毒品之制裁大不相同，例如：較為嚴厲者包括南韓及日本等處以五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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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之自由刑，施用毒品屬刑事犯罪但刑度為一年以下及罰款之國家則包括芬
蘭、法國、愛爾蘭及挪威等。非屬違法行為之國家包括德國、丹麥、義大利、
荷蘭、瑞士等。西班牙及葡萄牙則視施用毒品為行政違法行為。對非成癮者處
以罰款，成癮者送醫治療/輔導諮詢。部分國家即使開放大麻供娛樂使用，但使
用者均須為滿十八或二十一歲之成年人，並有許多劑量、數量、身分及地點之
限制。因此，有必要加強學校教師及學輔人員之藥物濫用防治專業知能及強化
青少年預防宣導，以完善藥物濫用預防教育之紮根工作。
三、透過明確立法、零容忍執法與政策宣示，強化環境預防作為
在預防藥物濫用作為上，環境預防(environmental prevention)之策略近年受
到關注，其強調環境中的因素讓個人作出藥物濫用之選擇，因此須改變文化、
社會、物理與經濟環境。重要之環境因子應重視強化社會規範(EMCDDA,
2007)，社會之道德規範會影響個人之道德觀，進而影響其藥物濫用之信念藥物
或毒品之行為產生立即性的影響。為此，政府應明確立法及宣示大麻濫用之問
題，並加強查緝，採零容忍之防制策略。
四、加強執法人員之辨識、檢驗與查緝
目前台灣第一線警察及其他執法人員因經驗上的欠缺，仍有許多員警與指
法人員無法明確辨識大麻氣味與大麻相關製品。另外對於大麻亦缺乏工具及足
夠具有能力的人力進行檢驗，加上吸食大麻者屬特定人群並在隱密地點施用，
查緝上若無明確證據將難以分辨並據以進行查緝，往往導致查緝出現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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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以大麻查獲量及施用黑數成因探討為主題，除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
報告、期刊、論文、著作及官方統計數據等資料，據以整理歸納，以檢視並瞭
解國內外目前大麻之焦點問題。此外，並進行焦點座談(Focus group)及問卷調查
與大麻施用、販賣者進行質性深度訪談分析等，檢視我國目前大麻查緝的現況
與困境，包括查緝難度、查緝黑數、大麻之施用型態、趨勢、原因等議題及性
別差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詳見圖 3-1-1。本研究以大麻查獲量增加、大麻施用黑數
產生原因及防制對策為主題，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報告、期刊、論文、著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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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統計數據等資料，據以整理歸納，並透過專家團體焦點座談的內容分析來
檢視並瞭解國內外目前大麻查緝與大麻相關犯罪之焦點問題。進一步藉由針對
大麻施用者八名與販賣、種植者九名的深度訪談，來瞭解於大麻於台灣的實際
現況；另一方面針對曾施用毒品男性五百人女性六百人進行問卷調查，期透過
問卷內容來比較、探討大麻於施用間是否具有性別差異，以及大麻施用者的各
項特性。最後統整各項研究數據與資料，並羅列各項資訊，瞭解犯罪黑數成因
及查緝現況等問題，並據以提出有效改革及提昇執行效能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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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大綱
本研究之研究內容大綱如表 3-2-1 所示，以期達成前述之研究目的。

表 3-2-1 研究內容大綱
研究目的

研究內容大綱

研析台灣大麻流行趨勢現況及與

透過國內外文獻蒐集與分析，針對歐美、

各國差異比較

台灣大麻流行趨勢與查緝方案進行觀察與
比較。

分析我國大麻施用黑數數量及其

透過文獻蒐集瞭解國內大麻查緝策略及犯

成因

罪黑數，再利用焦點座談分析大麻查緝量
遽增及黑數之成因。並透過訪談大麻販賣
者及施用者，瞭解大麻交易市場及施用特
性的真實樣貌，以探求黑數形成的原因。

探討大麻於施用人口上是否存在

以問卷調查法，針對目前因施用大麻入獄

族群、性別差異及其成因

或曾具大麻施用經驗之受觀察勒戒、緩起
訴附命戒癮治療者、受戒治人、受刑人進
行問卷調查，藉此瞭解大麻施用人口變
項、盛行率(劑量、服用期效等)、施用認
知、對大麻態度、施用大麻來源等面向特
性。並分析於施用人口上是否存在族群及
性別差異。

針對我國大麻犯罪現況及犯罪黑

透過文獻分析、焦點座談與訪談大麻施用

數研擬相關有效防制對策，以供

者及販賣者來瞭解大麻目前我國之概況，

政策改善及訂定之參考

進而針對相關問題提供改善之有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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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座談(Focus group)
研究團隊將於研究期程間蒐集研究主題之相關國內外文獻，並於彙整相關
資料後，從查緝法規、查緝現況、查緝方法、大麻犯罪追訴、大麻濫用成因等
面向，設計符合主題之質化訪談大綱，針對關於大麻之查緝量及犯罪黑數，邀
請衛福部專家人員、第一線緝毒專家(警察、調查員、檢察官等)、成癮防治科醫
師及有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焦點座談，藉此全面檢視我國目前大麻查緝的現況
與困境，包括查緝難度、查緝黑數、大麻之施用型態、趨勢、原因等議題，以
求得「多重檢核」之核心成效。
本研究舉行 2 個場次之焦點團體座談，分別聚焦於大麻查緝量及犯罪黑數
成因探討。舉辦地點為臺北與臺中，將邀請 8 位來自不同部會之實務工作者(如
具成癮防治科醫師)、第一線緝毒專家(警察、調查員、檢察官等)及專家學者
(如：法務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刑事警察局、調查局等)一同參與討論，期望透
過不同面向之分析探討，全面提昇整體研究深度及廣度。
第一場次於 108 年 7 月 19 日於台中市刑事警察大隊舉辦，與會之專家有台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台灣台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刑警、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偵查隊員警、台南市立安南醫院精神科醫
師。

48

表 3-3-1 第一場次焦點座談邀請名單
邀請名單

服務單位

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

乙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丙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丁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戊

台中市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

己

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偵查隊

庚

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偵查隊

辛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精神科

第二場次於 108 年 7 月 23 日於台北中正大學辦事處，與會之專家有台灣高
等檢察署檢察官、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刑事警察局第三、第七大隊
大、刑事警察局國際科、刑事警察局毒緝中心刑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官、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隊刑警。

表 3-3-2 第二場次焦點座談邀請名單
邀請名單

服務單位

A

臺灣高等檢察署

B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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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刑事警察局國際科

D

刑事警察局第三大隊

E

刑事警察局第七大隊

F

刑事警察局毒緝中心

G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H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第四節 質性訪談研究
個案訪談部分選擇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
行，以開放式詢問、未預設立場的角度進行研究，使受訪者有較大的空間描述
經歷和想法，研究者也能在受訪者的經驗脈絡中理解其個人背景成因。在半結
構式訪談中，研究者對訪談主題、結構需有一定的掌控，同時也給予研究參與
者極大的空間參與。首先研究者需根據研究目的及主題擬定粗略的訪談題綱，
訪談時並非一成不變的遵循著題綱的順序、內容，而是將隨著受訪者的回答及
整體氛圍的走向而得以隨時調整（陳向明，2009）。訪談題綱中的問題應盡量具
開放性，讓受訪者能依照自身的想法來回答問題，避免受訪者僅有既定的選項
可做選擇而失去了自身經歷的真實性。以及接受受訪者不同的回應，避免讓受
訪者為了滿足研究者希冀的回答，而使回應太過偏執而遠離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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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之受訪者以立意抽樣之方式，選取戒治所或監獄中自願參加且具
大麻施用經驗八名及販賣、種植經驗九名。透過販賣及施用的受刑人生命歷
程，交織對照進而獲知大麻濫用成因及黑數形成的真實樣貌。本研究擬定之訪
談大綱如附錄一，訪談對象簡介如表 3-4-1：

表 3-4-1 訪談對象簡介表
項次

受訪單位

化名

類別

1

高雄戒治所

阿勝

大麻使用

八大行業

高中肄業

19

2

高雄戒治所

阿正

大麻使用

無業

大學肄業

32

3

高雄戒治所

阿威

大麻使用

水果販賣

大學肄業

25

4

高雄第二監獄

阿永

大麻販買

工人

高中

30

5

高雄第二監獄

阿倫

大麻運輸

金融投資

大學

40

6

高雄監獄

阿豪

大麻運輸

廚師

大學肄業

27

7

新店戒治所

阿鈞

大麻使用

船員

碩士

29

8

新店戒治所

阿忠

大麻使用

外送員

碩士

29

9

新店戒治所

阿匡

大麻使用

平面設計師

高中肄業

25

10

新店戒治所

阿宏

大麻使用

餐飲業

大學

35

11

台中監獄

阿杰

大麻種植

大麻製造

高中

41

12

台中監獄

阿佑

大麻販買

無業

大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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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學歷

年齡

13

台中監獄

阿瑩

大麻販買

平面設計師

專科

38

14

台中監獄

阿源

大麻種植

鐵工

大學

42

15

台中監獄

阿中

大麻種植

園藝造景買賣

國中

60

16

台中戒治所

阿誠

大麻使用

活動桌椅擺放

國中

35

17

台東監獄

阿發

大麻種植

卡車司機

國小

68

第五節 問卷調查分析
從施用大麻施用人口變項、盛行率（劑量、服用期效等）
、施用認知、對大
麻態度、施用大麻來源等面向，以官方文獻為主軸，設計調查問卷，對目前因
施用大麻入獄或曾具毒品施用經驗之受觀察勒戒、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者、受
戒治人、受刑人，男女各 100 人進行問卷調查。透過問卷來調查大麻施用者的
相關特性，並由調查所得資料分析出大麻於施用上是否具有族群及性別差異，
研析其差異性的相關成因。
問卷調查前往新店戒治所、台中戒治所、高雄戒治所針對曾具毒品施用經
驗的男性受刑人 500 名進行問卷調查；因受限女性樣本的稀少性，預計前往桃
園女子監獄、臺中女子監獄、高雄女子監獄針對曾施用毒品的受刑人各 200 名
進行問卷調查，在由其中篩選出具有施用大麻經驗者。問卷如附錄二所列。

第六節 倫理審查
本研究謹守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進行研究調查。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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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方式以自律審查為主，將邀請毒品防治、法律專家及藥物濫用防治專家學
者，三人以上為機構外人士擔任自律倫理審查委員協助研究進行。本研究之問
卷調查將完整說明並徵得研究對象同意後進行資料收集。本研究尊重研究對象
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進行調查，且調查並不逾越研究目的之必要範圍，
並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本調查尊重研究對象之參與意願，同意
參加研究者，調查內容對研究對象之影響，並不會逾越其不參加研究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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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
第一節 焦點團體資料分析
一、 第一場次專家焦點座談
(一) 目前我國大麻的濫用趨勢為何?施用人口及市場於近幾年間是否有所變
動：
專家甲指出，近五年國內大麻的查獲數量，成長了近 25 倍以上，但是查獲
的人數，卻每月平均僅有 10 人左右，查獲量與查獲人數的不成比例，推估大麻
使用人口近年應該有大量的成長，因為目前受限於統計方式及檢驗技術，並未
針對大麻進行有效的管制，導致官方統計數據不夠精確，另外大麻近期在網路
上聲量有增加的趨勢，與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相較之下大麻濫用者存在著大量的
黑數。
專家丁表示，在大麻市場近年來，大宗的走私來源以柬埔寨及泰國為主要
供應地，個人走私部分，則以透過網路向國外郵購，以包裹方式寄送進入台
灣，網路上也充斥著大麻水耕療法的訊息，目前在國內要取得大麻管道眾多，
且取得容易。
大麻國內使用人口，特徵以高社經地位、外表光鮮、高學歷、嬉皮、長期
旅外留學、就業返國人員、藝術工作者及無前科人員為主要使用者，使用人口
以特殊族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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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目前我國日漸增多的大麻施用者，其增加成因為何?又是否已形成
一種流行文化：
專家丙、丁表示，大麻施用人口之所以增加，原因如下：1.目前國內大麻通
路很多，可從國外走私或自行栽種，要取得大麻容易。2.大麻施用者不易被查
獲；網路論壇有施用者分享在台灣施用大麻 9 至 10 年，未曾被警方查獲。3.許
多國家大麻合法化的影響，取得更容易，在合法國家要阻斷來源更形困難。4.受
外國文化影響，施用者許多具有國外留學經驗，將大麻文化帶回國內，像國內
滑板社團，就受大麻文化影響頗深。5.取得施用工具容易，目前網路及市面上均
有販售大麻施用工具，國內並無有效管制作為，容易讓施用者結群。6.大麻施用
者在司法判決上較為寬鬆，因施用者高社經地位，且較無前科紀錄，司法上傾
向輕判居多。
(三) 大麻對於目前社會上是否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其又將對社會造成何種
危害：
專家乙表示，大麻人口與其他一、二級毒品的使用人口重疊性不高，施用
者自成一個特定族群，把使用大麻當成一種抒發壓力的方式，經常流行在夜店
中使用。另外施用者大都有高社經地位，就整個社會而言，並不算是一種普遍
的現象，僅是特定族群的一種流行次文化。
專家辛指出，相較其他毒品，例如因吸食安非他命引起重大社會刑事案件
報導較多，但大麻所引起的傷害相關報導就相對較少，因為大麻所產生的急性
56

危害較低。國外相關研究，大麻最容易產生的社會危害，就是「毒駕」問題。
但目前在司法實務上，對於毒駕的有罪認定上，有實質的困境，無法像酒駕一
樣有測量方式及定罪的標準，來證明毒品使用者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
專家乙、丁表示，大麻成癮依舊會造成社會治安的危害性，成癮後也會像
安非他命一樣產生許多的犯罪問題。雖然目前研究文獻發現，大麻主要傷害是
在身體方面，會造成焦慮、躁鬱等情形，但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或許低於酒
精，且尚無直接證據證明，大麻對於社會造成重大的危害，所以大麻的負面影
響除了當事人的身體健康外，也可能造成不良行為的擴散，使青少年的對於大
麻有錯誤的認知及盲從。但若要認定大麻對於社會會產生何種的重大影響？實
務上恐怕會過於牽強。
(四) 針對目前我國的現況，對於娛樂性大麻合法化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有
何看法：
專家甲、丙、辛表示：大麻對於身體及社會的危害性，國內外相關研究及
專家仍有正反二面的爭議，即使國外開放大麻的國家，對於管制上仍有相當的
限制，例如施用年齡、地點、持有、種植數量等，目前國內對於大麻的施用人
口上仍以特殊族群為主，沒有到無法控制的局面，若貿然開放大麻使用，在毒
品政策上容易形成一個破口，也會造成吸食人口激增，且有可能讓大麻成為一
種入門毒品，且現今民意上仍不支持大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在台灣仍有一段
長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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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萍副教授表示，加拿大開放娛樂性大麻後，原本的用意是希望透過合
法管制，來解決大麻黑市及犯罪的問題，但合法後購買大麻必須留下個人相關
資料，一些較有身分地位的大麻使用者，因為害怕留下使用大麻的紀錄，所以
不願意透過合法的管道去取得大麻，一樣經由地下管道取得大麻，所以即使合
法化也未必能有效管理大麻。
(五) 對於我國現今大麻交易市場，其市場銷售狀態、地點與通路方式為何
針對這些交易市場該如何偵查與防制：
專家丁認為，目前台灣大麻主要市場以北部為主，查獲的走私通路以加拿
大、美國、荷蘭、泰國、柬埔寨為主要供應地，合法化的國家（加拿大、美
國、荷蘭）以郵包走私居多，也曾發現用進口二手汽車夾帶方式走私，此類走
私者以青年人為主。大麻不合法國家（泰國、柬埔寨）則以漁船、貨櫃走私居
多，其背景以大型走私集團居多運輸層級有所不同。目前國內大麻通路，屬於
封閉單一的通路形式，不像是安非他命，查獲一個藥頭，可以追出許多的藥
腳，施用者往往可以有自己的購買通路，甚至自行種植施用。
專家戊、己表示，偵查上有賴關稅組協助，可以公開查獲大麻走私的菜底
（郵包或走私的挾帶物）
，讓查緝人員來針對相關貨物進行查驗，增加查獲機
會。種植的部分可以注意相關異樣，目前土地種植的技術上，因為需要大片土
地種植，所以當地農民通常會知悉，可以透過基層員警對於地方進行相關偵查
作為。網路上的水耕療法種植者，可以透過網路 IP 追蹤，對於相關人員進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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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也容易破獲大麻製造者。針對大麻成品的查緝上，若是查獲大麻花，可以
斷定一定是進口走私，便可向上溯源查緝。如是其他混合的大麻成品，則有可
能為自行種植生產。偵查上應運用科技增加查獲率，並且從栽種工具著手向上
查緝製造、販賣、使用者。防制上可以加強國際交流，對於大麻如何進入國內
應與國外加強交流，獲得有效資訊。並且加強大麻危害的宣導工作，讓年輕人
更了解大麻壞處，進而遠離大麻。
專家辛認為，目前大麻使用黑數的成因，採尿作業的規定是造成使用黑數
的主要原因之一，檢驗機關目前以一年一標的方式投標，醫院或檢驗單位因不
符成本不願投資相關設備資源，也造成對於大麻施用者的檢驗，有實務上窒礙
難行的困境。

對於大麻未來的相關防治策略及挑戰，與會專家學者共同討論綜合結論如
下：
1. 目前毒品查緝機關主責單位眾多，沒有一個統一整合單位，應成立專責
機關負責統合相關單位查緝工作，另外在相關法令上也應該立法或修
正，例如：證人保護法、臥底偵查法等法，若法令不足以支持第一線查
緝人員，相關查緝人員猶如走在鋼索上，建議主責單位應設立在行政院
級機關。
2. 目前網路或 APP 違法情形不勝枚舉，充斥許多違法資訊及視頻，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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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內權責主管機關不明，連要找一個將網站關閉的主管單位，也不知
道應該找誰，政府應儘速完成立法，將網路及 APP 進行有效管理。
3. 成立國家級的統一檢驗機關，避免以標案方式委外檢驗，降低檢驗成
本。
4. 大麻的壓制策略，應該從施用者著手，因為大麻施用者社經地位較高，
給予適當之懲罰不致再犯。
5. 針對高風險進口管道進行查緝、監控及預防。
6. 對於為外籍人士入境時加強大麻違反相關宣導。
7. 刑法針對供應端應該加重刑度，以達嚇阻作用。
8. 精進大麻檢驗工具，提升第一線查緝人員，大麻辨識及採驗之相關知
能。
9. 強化特定場所的監控與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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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場次專家焦點座談
(一) 目前我國大麻的濫用趨勢為何?施用人口及市場於近幾年間是否有所變
動?：
專家 B 指出，數年前大麻施用人數僅有個位數，而近幾年查獲大麻、製造
與運輸大麻的人數確實已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因大麻施用者並不見得有施用其
他一二級毒品，且除非本身持有大麻，否則我們也不會沒事由便去檢驗其他無
施用一二級毒品者，導致查緝上相對的困難。
專家 D 指出，近年來毒品的施用品項已出現轉變，二十年前多流行速賜
康、紅中、白板、強力膠等，在八十年左右逐漸轉變為安非他命，而近幾年開
始出現大麻的施用。而大麻的施用有很多皆是從國外留學歸來，大麻的流行與
國外留學者具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常在天母、士林一帶查獲大麻犯罪。
施用大麻亦具有城鄉差距，在都市地區如台北、台中施用大麻的情形較
高。而鄉下地區施用者較少，但查獲種植、栽種者卻比較多。
專家 C 指出，國內大麻價格不斷攀高，合法國家每公克約台幣三百至四百
元，但台灣卻高達台幣一千三百元，價差也累積了相當大的市場。當我們開始
關注於大麻犯罪時，黑數會慢慢呈現上來。同時警方於查緝上對大麻的認知與
經驗也明顯不足。
專家 G 指出，在新北市大麻一公克已攀到台幣一千五至兩千元，市場將大
麻物種分的很細且不容易種好，大麻與其他硬性毒品施用族群分得很開並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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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現今大麻販售皆藏於無形、在網上販售，難以查獲且查獲獎勵、緝獲誘
因低，導致員警查緝動機不高。
專家 H 指出，於第一線查緝面上沒有針對大麻的準確試劑，二來因經驗的
不足，基層員警並不熟悉大麻的長相、氣味等等，甚至難以分辨大麻與菸草的
區別。另外在法律層面上，並不敢貿然的在沒有明確測出大麻施用的前提下逮
捕嫌疑犯。
(二) 針對目前我國日漸增多的大麻施用者，其增加成因為何?又是否已形成
一種流行文化：
專家 A 指出，在社群網站上有許多對大麻友善的社團，一方面討論大麻的
相關知識，另一方面也會鼓吹大家去使用大麻，而大麻與滑板文化、社團有極
大的關係。而販賣上，很多都是於封閉性社團內做販賣，這些要怎麼抓都非常
困難，雖然有誘捕的方式，但實際上也很難抓到。而近年來烏拉圭、加拿大的
合法化勢必將勾起年輕人對大麻的好奇心，但我們政府對於大麻合法化並沒有
足夠的論述來導正學生的對大麻的錯誤觀念。
專家 E 指出，第一，環境面上與國際接軌、國際化與國際交換學生有相當
關係。第二，為我們流行文化，近年來夜店 pub 的享樂文化已形成一種潮流，
大麻與 MDMA 有相關的混合施用。在價值觀轉變的潮流下，認為大麻的惡性與
其他的硬性毒品完全不同，大麻為國外合法化產品，相較之下惡性比起其他毒
品是微不足道的。在這樣的觀念下，個人的羞恥感、罪惡感便會較低而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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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施用。第三個在取得管道上，比起其他的毒品來的簡易許多。相比之下，
並不需要過多的化學知識，製造與種植都來得容易許多。
專家 D 指出，會形成流行文化，很大的原因是宣傳過度，好奇心導致施
用。當媒體一再的宣傳、討論大麻相關議題，好奇心便會驅使年輕人去追逐
他。資訊過度的氾濫也是導致大麻濫用的原因之一。
專家 B 指出，大麻施用者與一二級施用者比較不一樣，大麻施用者多有高
社經地位的氣質，很多遭查緝者說明在國外有施用，感覺良好。遭查緝者表示
施用大麻者遭查緝後並沒有過多的罪惡感，他們會認為施用大麻可以讓他們感
到放鬆且不會有成癮性。
對於藥頭而言，他們認為並不是什麼壞事，只是在散播歡樂，是一件好
事，和其他的毒品相比，犯罪感較低。很多高知識份子會宣傳在雅痞的生活方
式中，大麻是他們生活中的一環，確實在某族群內已形成一種流行文化。
專家 H 指出，在網站上，420、大麻、愛與和平都是施用大麻的一群人。他
們認爲施用大麻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使用的是一種天然植栽且為治療疾病的藥
劑。在網路上很容易找到，但討論上都以用藥為主，並不以販賣為主要討論。
(三) 大麻對於目前社會上是否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其又將對社會造成何種
危害：
專家 A 指出，比起其他類型的傳統毒品，大麻屬於軟性毒品的一種，擔心
是否會導致施用者進一步的去施用其他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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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B 指出，重大影響應該從成癮性來看，雖然大麻的生理傷害低於菸
酒，但在仍會造成心理依賴，是否能真正的戒除仍是個疑問。但是否開放仍需
要從整體社會氛圍與背景來看，不能單純考量成癮性。如同菸酒一般，大麻是
否合法化是一項立法政策的的問題。
專家 G 指出，施用大麻與緩解其壓力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壓力增
重，勢必會施用更具效果的毒品，大麻是一種入門性藥物，最後有可能形成其
他毒品的濫用而產生毒品氾濫的問題
(四) 針對目前我國的現況，對於娛樂性大麻合法化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有
何看法：
專家 D 指出，大麻的施用是否有所謂的天花板？海洛因磚十幾年前查緝到
百公斤已是巨量，三年前查獲到一千八百多塊海洛因磚，今年查緝到 1.5 噸的毒
品以為已是上限，但之後卻短時間內一樣查緝到上噸的毒品，似乎沒有上限。
解決毒品的方式最快就是全面合法化，如同許多毒品在最開始製造時皆為有助
益的藥品，但這不僅是法律上的問題，後續的生、心理影響、治安問題皆是要
考量的問題。
個人並不贊同大麻的合法化，縱使荷蘭、加拿大、烏拉圭對於大麻施用仍
有相當的限制，但亦會衍生出其他問題，如同對於區域施用上，雖然在該區域
得以施用，但在出去之後，造成的影響要怎麼樣的去控制仍是有待解決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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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C 指出，在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荷蘭的開放性很大，但在施用後的行
為皆仍有所限制，在我國合法化後的影響必然巨大。
專家 B 指出，合法化後因價格等因素，地下市場依然將會存在。合法化代
表抽稅，世界上的制度到台灣來皆會被扭曲，且現今合法化的國家亦存在著各
種不同的問題，除非是到達無法控制的情況，否則認為不應該直接的合法化。
(五) 對於我國現今大麻交易市場，其市場銷售狀態、地點與通路方式為何
針對這些交易市場該如何偵查與防制：
專家 G 指出，交易狀況分兩個狀況，自行栽種與國外郵寄，目前栽種越來
越多，且技術越來越純熟。緝獲的大麻量多數為自行栽種，網路購買的重量較
少，交易管道一般有自己的封閉社群軟體來聯絡，查獲的機率並不高。
專家 D 指出，栽種一般我們以為需要控制溫度濕度，但這一般是指室內栽
種，對於室外栽種並沒有這種問題，且室外栽種的大麻具有蔓延性，數量也比
室內栽種的還要多很多。早期大麻多來自於走私，目前管道非常多元，包含海
運的貨櫃，空運的快遞、旅客及行李夾帶、國際郵包。郵包不用登記，方便且
匿名性高，因此目前在關務署查緝到最多的毒品案件變為郵包，其次才是成本
相對高的快遞與風險較高的行李夾帶。
現今毒品情資獲取與查緝上藉由三種方式來追查：
（一）資料庫的運用：對
於使用虛擬地址與人工電話卡的高風險群，透過對收貨人、人頭去追蹤幕後的
指使者（二）影像堆積：現今全世界監視器的建立，很難在某地與某人接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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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察覺。透過畫面來分辨接觸者，進而找出相關的犯罪者。
（三）按圖索驥、
朔源追查：一般而言，從外表我們很難去分辨和查緝。所以便從吸食者找到販
賣者，從販賣者按圖索驥找出大麻的來源，找出其究竟是自行栽種、境外走私
等方式。
專家 C 指出，交易者有可能訓練出一個專門販賣者，形成各階層化的角色
分配，進而降低被治安機關發現的風險。另外也有案例是跟著優質的旅行團，
沒有經過檢查、攔查便直接帶進來。
專家 B 指出，販賣大麻者有交易熱點的狀況。有一說法是到酒店，會有人
來兜售，當有需要的時候會有小蜜蜂送過來。現在幾乎都在網路上聯絡，並透
過特殊的聯絡通訊方式，如紙飛機、telegram 等，這些通訊軟體都具有看過便消
失、保密的特性;交付則透過拉拉快遞、計程車等方式來寄送，賣家與買家幾乎
不會碰到面。或是郵包寄送到安全的地方，觀察過後再領取或請不知情的他人
去領，這些方式都將增加查緝上的困難度。專家 B 亦指出大麻的施用常與同性
戀的性愛結合在一起，或許除了雅痞外，同性戀也是施用大麻的族群之一，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戀大麻施用者亦有伴隨著施用安非他命的情形。
專家 H 指出，國外寄來的特點多為大麻花、真空包裝。運送方式採第三地
運送的方式來避免查緝，可能透過遙控中國或加拿大寄送至台灣，再請不知情
的人去拿。查緝上目前有數項阻礙：（一）法規的配合上，戶外查緝 GPS 並沒
有法源依據，一般都是跟著追蹤，但如果藏的很裡面便無法追蹤。而戶內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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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知道需要大量的電，但缺乏法律依據下，台電往往說無法配合查緝的需
求。（二）很多透過網路宣傳或販賣的網站，常遇到中華電信不配合斷網的狀
況，或是斷網後再重啟，網路也常換個 ip 或名稱就無法查緝。
專家 H 認為我們的酒店、夜店內部施用情形並不多。較多為酒店、夜店周
邊的街道，對於警察來說很好分辨，並不難查緝。
專家 A 指出，男同性戀約炮時常詢問是否有提供安非他命與大麻。另外在
判斷是否有較高大麻施用可能性時，可從是否有國外留學經驗、該地是否常有
外國人出入、是否有施用新型態毒品來做初步判斷。
(六) 從查緝面來看，我國目前大麻施用黑數的數量與成因為何：
專家 F 表示，從 107 年的調查發現，各警局有勾驗大麻的比例僅佔全部的
百分之九點多，比例並不高，對於如果都需要加驗的話需要三千多萬的預算，
已有預備金的動支，之後將定一個期間後去請他們從查獲案件上勾驗大麻來了
解毒品濫用的情形，也會請他們去統計加驗大麻的對象的職業背景及條件，再
來做彙整。
專家 E 指出，檢驗在過去是個重大的問題，每種的品項都是經費的問題。
既然是黑數，我們很難去推估的真實情況，認為是沒辦法估的。另外毒品施用
族群的不同導致查緝方式的差異，一般毒品成癮性高很容易衍生其他犯罪而被
發覺。但對大麻來說成隱性較低，且與一般人的特徵並無太大的差異難以去辨
識，這可能都是黑數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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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C 指出，對於員警來說，真正有聞過大麻的有不多。在經驗值、認知
與判斷上，員警在大麻與一二級毒品的差異較大。對於大麻的認知訓練度不高
且城鄉差距更大，加上對於人身自由的管制、約束皆有一定的規範，造成執法
工具的缺漏，可能導致執法上的漏洞。

對於大麻未來的相關防治策略及挑戰，與會專家學者共同討論綜合結論如
下：
1. 應成立專責主管機關：對於目前大麻在查緝上碰到眾多權責機關不一的
情形，導致無論是在查緝上的人力、預算等等資源以及相關的政策常有
所重疊、分配不均、責任不清或無法相互配合的狀況。這些狀況將影響
第一線查緝者往往無法透過研擬好的策略來追緝大麻犯罪。因此成立專
責主管機關來負責相關的毒品犯罪查緝，統合各部會的資源來擬定方針
勢必有其必要性。
2. 明定大麻相關標準與法規：目前大麻呈現多元的樣貌，包含大麻花、種
子、葉、精油與施用工具等等，國內各部會在判斷是否為非法物質時有
時將會出現歧異的狀況。這將導致第一線的執法人員產生混淆與無所適
從。另外查緝上何種手段是被允許、容許做偵查以及刑事追訴手段的範
圍，在法律上亦沒有真正的深入探討。因此必須針對何項或具有何種成
分的大麻為非法物質做明確性的定義，並對毒品查緝的相關法規做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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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探討研究，給予第一項查緝人員足夠的權限，始能避免執法上的
阻礙。
3. 檢討檢驗與大麻查緝執行的分配：在檢驗上，目前多採分包給民間機構
的方法，但常碰到民間業者對於標價、時程上的需求高出政府所能負擔
的範圍。檢驗業務多由調查局來執行，而礙於人力與資源，往往需要很
長的時間才可以得出檢驗結果。而案件數量過多與人手不足也導致單ㄧ
部會在查緝上的困難和捉襟見肘，我們應重新檢討事項的分配來達到合
理的資源運用。
4. 刑事政策處遇的審視：大麻施用者一般皆具有一定的社經地位與穩定的
生活，加上大麻的成癮性、危害性，是否要將大麻施用者與一般的一二
級毒品施用做同樣的處遇可再做細部的評估。
5. 重新思考刑事追訴法規與刑度的規範：對於大麻施用者最懼怕的可能為
羈押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我國目前對於大麻施用者的羈押並未有特
別的規範，常導致實務上無法有效的羈押施用者，而使嚇阻力不足。我
們應重新審思羈押的要件與是否加重透過大麻犯罪熱點、常用方式來進
行大麻相關犯罪的刑責來加增嚇阻力，進而減少相關大麻犯罪。
6. 應提高查緝毒品的獎勵：現行的獎勵制度下，追緝酒駕的獎勵比起查緝
毒品來說相對的高出許多。獎勵的不豐往往導致基層員警在查緝上並不
把毒品查緝置於第一目標。我們應當增加對毒品查緝的獎勵，始可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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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人員有更多的動力來主動進行偵查，而非僅被動的達到基本標準限制
案件量而已。
7. 建立整合資料庫：透過建立整合的資料庫，達到各機關資訊共享的目
標，另外亦應建立相關檔案的的資料檔案庫。以期達到資訊共享、資訊
有效運用與匯集的目標。
8. 第三方警政的有效合作實施：透過跨單位的合作，無論是官方或民間機
構，共同針對毒品問題來做有效的配合，藉由互補不足的方式來查緝毒
品犯罪，將可達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可以解決一些由官方、單一機
構無法處理的問題。

第二節 質性訪談資料分析
一、

訪談內容及分析

本研究共計前往監獄及戒治所，訪談大麻使用者及製造、販賣者共計十七
位，依據擬定之訪談大綱進行訪談。質性訪談內容及綜合分析如下：
(一)受訪者接觸大麻的歷程與經驗
分析 17 位受訪者大麻使用經驗，其中 1 位僅涉及運輸並未有吸食經驗，有
16 位受訪者有吸食大麻的經驗，有 4 位是單純大麻吸食者(未涉及販賣或種植行
為)，其餘 12 位涉及自行種植大麻的有 6 位，另外 5 位則為大麻販賣者。資料
分析結果顯示大麻使用者，如果連帶有製造或販賣行為，被查獲的機率也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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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高，單純吸食大麻者較不容易被查獲。推究其原因，販賣及種植行為容易
留下證據，在查緝上也較有線索可循，故查獲機率較高，但吸食者除非是現行
犯或是經驗尿結果確認，相對在查緝及定罪上有其困難程度。
1.初次使用動機
初次使用大麻動機為「好奇」者有 10 位、「圖利」者有 3 位、「治療疾病」
2 位、「紓壓」2 位。好奇心理是驅使大麻使用者。第一次接觸大麻的主要動
機，目前各種資訊發達，近年來網路上對於大麻討論聲量有升高的趨勢，沒有
有效策略的防制下，年輕人易受各種不實資訊的誘惑進而接觸大麻。17 位大麻
使用及販賣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因為本身之前就有在使用安非他命了，就是在那個圈子內了，之
前沒有用過大麻，好奇所以使用大麻。」（威 A-1-1）
「(種大麻)那我就只是種好玩的。」(宏-A-1-3)
「幾乎每天使用，主要是幫助睡眠。」(宏-A-3-2)
「就是休息的時候，主要是幫助放鬆吧」(宏-A-3-3)
「就是剛好朋友有，那我第一次沒見過，也是好奇的狀況下去使
用。」(忠-A-1-2)
「使用，一開始是使用是，跟朋友在吃，就例如說...要看那個是什
麼感覺，啊然後販賣是因為那時候來源比較多，接觸到上頭的東西比較
多，然後就因為每個時間都會固定進來，但是就是要囤積量很多，然後
才就是可以去賣看看，然後就栽下去販賣了一些。」 (勝- A-1-1)
「好奇，嘗試，就是好奇嘛，應該不會那麼多就是那種夜店，你有
去過那種，就是那種場所就對阿。」(正-A-1-2)
「(販賣大麻原因)家庭經濟吧。」(源-A-1-1)
「(施用大麻原因)就是自己種出來之後，試看看它的效果。」(源-A71

1-2)

「就看到有朋友在用想說試試看，因為我看國外很多國家都合法
了，應該說不會傷身體或是太嚴重，像是海洛因這種的。」(佑-A-1-2)
「(販賣大麻動機)牟利。」(瑩-A-1-1)
「應該算是好奇吧，而且因為在美國那邊這種東西是合法的，所以
滿普遍的，幾乎很多人都會抽那種東西，其實大麻就跟吸菸差不多，而
且認真來講抽大麻還比抽菸還要好。」(瑩-A-1-3)
「就把他當作抽雪茄和抽菸的感覺去嘗試，因為自己本身也知道大
麻這種不是化學的東西，是一種植物去提煉下去烘烤的東西，所以我就
覺得菸都可以抽了那為什麼大麻不能抽，只是他跟菸產生起來的感覺比
較起來比較不一樣而已，所以我去嘗試這個東西。」(瑩-A-1-4)
「當初是好奇。」(誠-A-1-1)
「好奇」(鈞-A-1-1)
「主要也是為了賺錢，因為確實可以賺很多錢」(發-A-1-1)
有部份地受訪者表示，其初次使用大麻是因為疾病治療的需求，尤其是透
過朋友的介紹或是接觸網路的資訊，認為大麻有治療疾病（例如：精神疾病、
糖尿病）的功效，而開始使用。

「朋友說醫學上說可以治療精神疾病的，還給我看 YOUTUBE 上的
影片。」(誠-A-1-2)
「那時候沒有想這麼多…沒有想這麼多，自己看那個網路，美國網
路參考說種植可以治療那個糖尿病，還有可以像那個化療一樣，治療一
些病痛這樣。那個是麻藥不是說毒品這樣子。」「也是最主要是想嘗試
看看啊，想看看這個療效看好不好而已，沒有想那麼多。」(中-A-1-1 )
(中-A-1-2)

「那時候在下載一些音樂的部分，就是那時候有開始在玩 hip pop
這東西，然後那圈子就是會有很多，那圈子就勢必會有很多大麻的使用
72

者。因為他們就是也有點像藝人的狀態，然後又是地下的狀態，那肯定
使用，使用的部分會更…更光明磊落，對於他們來說。所以那時候，因
為我自己本身有 ADHD， 就是過動症這個東西 ，就那時候會有產生焦
慮或這易慮的部分，所以變成說在我創作的時候會有一些情緒上的阻礙
情緒上的阻礙。」「就是我，因為我，我創作這些，後面做歌這個東西
只是我自己想要的。可是到後面我創作自己品牌衣服創作的東西，還有
甚至創作別人牌子需要的東西，他們廠商找我需要配合的東西。客戶要
的東西，那個東西是屬於商業的，那個就是產生會有壓力麻，就是會有
壓力，那個時候壓力不可能說今天去跑跑步阿、唱唱歌 然後再回來創
作。那對我來說幫助不大，反而我還要去消磨那些時間來讓自己放鬆，
所以我選擇來大麻放鬆自己的情緒。」(匡-A-1-1) (匡-A-1-2)
2.初次使用大麻的經驗歷程
初次使用大麻的歷程，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是在與友人共處時受到誘惑或是朋
友提供而初次接觸大麻，有旅外經驗受訪者，第一次接觸大麻經驗均在國外，進
而將吸食大麻習慣帶回國內。

「第一次接觸大麻，差不多十六七歲就有用過一次了，然後後面有一
陣子沒有碰，大概在二十五六歲又開始玩大麻。」（永-A-2-1）
「第一次是在國外接觸的。」(宏-A-2-1)
「後來我回台灣的時候，也有接觸到一些朋友也是在使用大麻這樣
子，然後 後來有去美國想要創業一年，那時候就是因為壓力，後來有
去看醫生，然後那時候在加州的時候是醫療合法，所以那時候有拿到合
法的醫療大麻，那差不多是三四年前的時候，後來三年前我回來台灣，
變成回來台灣創業這樣子，然後可能也是因為睡眠的問題，所以就是跟
朋友之間有拿到大麻這樣子。」(宏-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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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因為那時候跟朋友出去開趴的時候，朋友沒有這種東
西，我拿出來，就是大家吃完後，他們找不到，那時候問我說你那邊還
有沒有，然後就是一次兩次起來，後來就是老闆就說看.....要不試著賣看
看，然後才有再繼續說不然看要怎麼賣，然後就有販賣的動機出來
了。」(勝- A-2-2)
「就是旁邊有人在抽嘛，那個就想說問我們要不要。」(正-A-2-3)
「那個是…在泡茶的時候，他說有那個大麻子拿幾個給我，要我拿
去栽培，去交配齁，交配起來種子很多啊。。」(中-A-2-2)
「之前出國旅遊嘛，然後有經過荷蘭那些，想說這種東西好像自己
也可以試看看，然後就想辦法去找這些裝置。」(源-A-2-1)
「應該是在美國那時候接觸的，因為那邊華人其實也滿多的，去那
邊接觸的。」(瑩-A-2-2)
「在我家，聊天然後順便用的這樣，很隨意剛好用到這樣而已。」
(誠-A-2-2)

「莊敬演藝科，然後那時候，我那時候還是乖乖小孩，從桃園鄉下
這樣轉過去。那時候，但是那時候，是有尊敬的一個人。然後那時候，
我是跟藝人同一班，那時候黑澀會、棒棒堂很盛行的時候。所以我們就
都住在同一棟，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同一棟的宿舍。那他們就是會來可能
今天跑誰的房間喝酒，今天跑誰的房間喝酒，然後那時候他們就遞給我
一支菸，我看我以為是雪茄很香，因為他們在抽的時候我覺得很香，就
咖啡色。咖啡色，他們是用咖啡色圈，然後就抽，一抽，想說喔，好癢
喔、好嗆喔。然後可是我也想說不能漏氣，不能像第一次抽菸一樣，
然後我就抽抽抽，沒什麼感覺。到一半，一停的時候就不能動。就等於
說我是私下碰到這東西，然後我前面都沒有，那時候 17 歲了，我前面
都沒有說特別需要這個東西，是直到我差不多 20 歲的時候 20 歲的時候
吧。」(匡-A-2-1)
「國外，在國外朋友家」(鈞-A-2-1)
3.受訪者使用或販賣大麻的地點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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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麻的主要地點方面，在自家及朋友家中使用者最多(7 位)，其餘經常
使用的地點則為汽車旅館、夜店、酒店、公園等場所，大部分的使用者尤其是
長期使用者，都表示會在喜歡選擇在自家中施用大麻，主要因為吸食大麻想要
有放鬆的感覺，並不一定是在派對中去助興使用，在家中使用被查獲的風險最
低，大部分的大麻使用者會選擇在晚上時間去使用大麻。

「使用的地點跟時間，時間忘記了，地點都在汽車旅館。」（威-A3-1）

「販賣大麻地點，在ｐｕｂ，夜店裡面，其實玩大麻的人幾乎都是
在晚上會去玩。」（永-A-3-1）
「場所比較像汽車旅館，都是一團一團，比如說我們要玩大麻這個
東西，大麻跟其他藥不太一樣，我們玩別的，隨時都可以，人在哪裡就
在那裡用。大麻不一樣，就會找幾個好朋友，玩個一兩天這樣子，租一
個地方，比如說去墾丁玩，租一個大一點的，二三十幾個人一起玩，就
是說玩那個大麻幾乎都是群體一起玩會比較好玩。」（永-A-3-2）
「回來台灣就是在家裡抽。」(豪-A-3-1)
「在台中種，北部下來拿，其實南部也有，南部的也有上來談，但
是應付北部就應付不了了，南部就推開就沒有接下來。」(杰-A-3-1)
「都在家裡使用大麻。」(宏-A-3-1)
「我們也是約在公園那邊，約在公園人比較沒那麼多的地方。」(忠
-A-3-1)

「晚上 8.9 點以後大概是下班時間 ，有時候朋友會約， 會說黑有
沒有空今天，那我們就會約個地點，有的時候幾乎是公園比較多，因為
晚上有些公園是比較人煙稀少那樣，可能就是約在公園沒那麼多人的地
方，就是在那邊施用，我們會挑，就是挑一些人少的地方，像有一些公
園有人會運動，有人在跑步，那我們就會選說 ，今天這邊人比較多，
那我們就換另外一個地方，找人比較沒那麼多。」(忠-A-3-2)
「地點...大都是朋友需要的時候，我都在另外一個朋友的家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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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們在外面，但都固定是在朋友家比較多。」(勝- A-3-1)
「就夜店阿，台北市那個忠孝東路，東區那邊…。」(正-A-3-1)
「(種植地點) 在河邊。」(中-A-3-1)
「都隨便亂約沒有固定，譬如說他人在哪裡就約在哪邊。」(佑-A3-1)

「有點說是無時無刻」(匡-A-3-1)
4.受訪者認為台灣大麻取得的難易程度及取得的管道？
在取得大麻的難易程度上，大部分的使用者及製造者(9 位)，表示在台灣要
取得大麻並非難事，有許多的管道可以取得，主要管道大都是朋友間介紹，許
多受訪者均表示，從國外網購郵寄風險太高，通常還是找信任的朋友取得。而
大麻種植者，種子來源則從國外網購或走私取得較多。受訪者中有 4 位，認為
在台灣要取得大麻並不容易，需要有特定熟悉的管道，才有辦法取得大麻。

「在台灣大麻要取得，對你們來說的話是應該滿困難的，對我們來
說是簡單。」（威-A-4-1）
「取得的管道，直接跟朋友拿，透過朋友這樣。」（威-A-4-2）
「其實不會透過網路或是其他方式買，因為這種東西…你說金錢的
話…應該說有時候會花很多錢，所以不可能冒那麼多風險啦，從網路，
到時候人家又隨便寄東西寄來，假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嗎」（威-A-43）

「買大麻要有認識的，除非說認識的，比如說我朋友在賣藥的話，
這樣問比較好問，因為畢竟你有在用藥，就知道你不是警察。」（威-A4-4）

「台灣要取得大麻的管道，還滿簡單的。」（永-A-4-1）
「在台灣取得大麻的管道很容易。」(豪-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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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臉書的社團什麼的、大麻合法化社團都會有。台灣大麻合法
化社團那些都…你在社團上面問，都會有啊，但是正常我們不會在上面
問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去夜店，或什麼的話那其實很容易有管道，然後
你只要認識一個人了之後，接下來他們就會互相認識，帶你去認識其他
人有使用大麻的，然後你會藉著他然後去認識到很多其他人。但是後來
我是比較屬於製造的，所以不太需要去問其他人。」(豪-A-4-3)
「取得大麻管道不一定很多，有門道的才拿得到啊。」(杰-A-4-1)
「那是在台灣他拿不到東西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去國外採購。」(杰
-A-4-3)

「算還蠻容易，以前在去可能酒吧，或是朋友的朋友，就會有認識
的」(宏-A-4-1)
「或是朋友的朋友，就都有可能有認識，那當然就會找比較安全的
管道，盡不要跟不認識的，一開始當然是可能會遇到不認識的人朋友介
紹的。」(宏-A-4-2)
「在台灣要取得大麻應該算不會很難。」(宏-A-4-5)
「我覺得要應該說，我覺是自己認為有點困難，可是如果你多認識
一些朋友 比方說，有些朋友有些是在那種酒吧認識的或是，那個比較
聲色場所，像夜店那種的你就多交些朋友，那你就可能有機會去接觸到
這一塊這樣。」(忠-A-4-1)
「有的沒有....就是不認識上頭，但我老闆就是有認識上頭，就是有
跟馬來西亞、泰國那邊，他們都有在聯絡，就是他們走私進來的時候那
個量，大約都很大，依我感覺，我比較好取得，有時候他拿給我也都沒
有跟我收錢，有時候東西比較好的話，他就說這個不錯，這個大約多少
錢，其他大約都有那個利益，可以給我們賺，如果有的別人，偶爾在吃
的，他們在取得應該會找固定的，因為這個沒有比較普遍，因為這個都
是要從外國進口，有的就是在美濃那邊，有人在種，但是他們的品質就
跟進口的差很多。」(勝- A-4-1)
「台灣就是拿到大麻的不會很難。」(正-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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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應該不會比別的難拿到。」(正-A-4-4)
「對。例如你要找種子的話，因為種子大部分都是從外國進口，就
是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話，外國你購買進來，過海關還是滿簡單的。」(源
-A-4-5)

「問：在那你覺得在台灣取得大麻容易嗎?答：容易。」(佑-A-4-1)
「會吧，可能網路上也會有人在上面丟一些資訊，一定會有的，只
要有心去搜尋。」(佑-A-4-3)
「問：那你清楚在台灣大麻的取得容易嗎?答：不太容易，而且據
我所知大麻的種類還滿多的。」(瑩-A-4-2)
問：那你覺得台灣要取得大麻容易嗎?答：不容易。」(誠-A-4-1)
「久了就容易啦」(匡-A-4-2)
「但是剛開始的新手，通常就很不容易，畢竟台灣氾濫的還是一些
化學品 K 他命啦、安非他命啦。」(匡-A-4-3)
「問：了解，那像就你的經驗在你覺得在台灣取得大麻容易嗎?
答：容易」(鈞-A-4-1)
「問：那像你的管道 你所知道的管道有哪一些?答：就是，藥
頭。」(鈞-A-4-2)
5.受訪者使用大麻時是否也會混用其他的毒品？
受訪者的大麻使用習慣上，大多數都只使用大麻一種藥物(10 位)，不會混
用其他類型毒品，甚至有受訪者表示，大麻族群認為大麻是天然草本的藥物
(自稱自然組)，會鄙視使用化學類毒品的使用者(自稱化學組)，不削與之為
伍。其他有吸食大麻經驗且會混用藥物者，大部分都有使用海洛因、安非他
命及 K 他命等藥品的經驗，對於大麻使用頻率不高，認為大麻帶來的快感遠
不及，其他一、二級的毒品，大麻經驗僅是嘗試或販賣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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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用到古柯鹼、海洛因…古柯鹼或海洛英因都
會用。然後還有什麼…可待因那類，嗎啡呀，那些都是美國取得很方便
的。」(豪-A-5-1)
「呼麻的人你基本上你一定會用 LSD，就像我剛才跟他聊的時候…
坐在那邊聊的時候，他也會用 LSD。但是這個就是一個不用…我不需要
認識他，但是只要我呼麻、他也呼麻，那我問他「你會不會用什麼毒香
菇、LSD？」他基本上他一定有用過，不然的話他就是對這個也有瞭
解。但是搖頭丸我必須承認，它是…在國外的話不會…在台灣的話，我
遇到的很多朋友也都…ABC 的朋友也都不會去用搖頭丸，因為它比較屬
於，層次比較 low 一點的東西。」(豪-A-5-2)
「就大麻只用而已，就像跟吸菸一樣，我就沒有再吸菸就抽大麻菸
這樣子。」(杰-A-5-1)
「問：那你在這個使用的過程當中，你會去混用其他的毒品或是藥
品嗎？答：不會」(宏-A-5-1)
「沒有混用其他毒品，就單純施用大麻。」(忠-A-5-1)
「就是這些朋友就是專門用大麻，不會用那些化學的，他們不用那
些。」(忠-A-5-2)
「有時候會抽 k 煙，現在應該在喝的咖啡包，之前就是搖頭丸。」
(勝- A-5-1)

「海洛因有，沒有 k 他命跟那個搖頭丸，那時候還沒有。」(正-A5-1)

「對對對，它不會…它不會就是…我們這樣子講好了，你用安非他
命，再來使用大麻，不合你的胃口，會強碰。所以用大麻的人，他不會
去用安非他命；用安非他命的人，他不會要去用大麻，一樣的意思。」
(源-A-5-1)

「因為古柯鹼他是給予你自信精神，比較…比較光鮮的狀態，你看
用古柯鹼的人皮膚都很好，只是他會造成食慾不振，失眠的狀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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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用交替的方式，晚上使用大麻，然後可以吃飯。」(匡-A-5-1)
「一般吃大麻的比較不會混其他毒品，但是在賣的，就又我所知什
麼都賣」(發-A-5-1)
(二)台灣大麻使用人口特性
1.台灣主要使用大麻的族群
所有的受訪者均表示在台灣使用大麻者，屬於一個比較特殊的族群，與其
他類別毒品的使用者，有明顯的相異之處。經整理訪談內容，發現台灣大麻使
用族群共同特徵如下：
(1) 家庭背景良好，許多使用者家中經濟狀況富裕，並無前科犯罪紀錄。
(2) 具有國外留學經驗、外籍人士或 ABC 身分，將國外大麻文化及使用習
慣帶回台灣。
(3) 工作穩定，收入來源穩定之白領階層，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4) 外表光鮮亮麗，談吐斯文有禮，不像其他吸毒者容易辨識。
(5) 某些特殊族群，如演藝圈、藝術工作者、滑板社團、饒舌圈，大麻文化
盛行。
(6) 主要使用年齡層在 40 歲以下居多。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使用大麻的這個族群，看不出來有什麼特徵，其實要這個東西不
貴啦，所以什麼階級都有。」（威-B-1-1）
「哪一類職業喔，但是我接觸的都是用藥的，所以問我這個不
準。」（威-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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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麻的人的年紀大概是 18 至 40 歲，都是年輕人在用的比較
多，因為老一輩的都是用糖果比較多。」（威-B-4-1）
因為南部這個地方比較不盛行，所以也很少人去賣，因為沒什麼人
在吃阿，就特定幾個，像富二代，那種會比較喜歡吃，有錢一點都會比
較喜歡吃大麻。」（永-B-1-1）
其實大麻老實講大麻比較屬於…像安非他命這種東西都比較屬於我
們有在做工的人、粗工的人比較會偏去碰安非他命、海洛因這種東西，
如果你是說家裡狀況經濟好，比如說爸爸在做警察、媽媽在做老師，小
孩都比較會去碰大麻。」「碰大麻的人的家庭背景…會比較好。」「就是
像，吃大麻就像藝人會吃，藝人佔大多數都會去吃大麻。」（永-B-1-4）
（永-B-1-2）（永-B-1-3）
什麼職業喔…警察、或者是消防隊的、公務人員。」「他們自己在
做什麼，他們是不太會講，但是我一看他們的派頭我就知道跟人家不太
一樣。」「外表看起來比較斯文就比較不會像吃糖果、像吃海洛因的，
一看那個臉就是有吃、有在吃藥，大麻的就比較不會，來的時候就客客
氣氣的，不會像很粗，講話也不會像三不五時就三字經，真的有差啦，
也不知道為什麼。」（永-B-2-1）（永-B-2-2）（永-B-2-3）
使用大麻的程度可能比較高，外表比較光鮮亮麗一點，經濟狀況都
不錯。」（永-B-3-1）
「問：你知道在台灣大麻主要使用者，大概是幾歲到幾歲比較多
嗎？答：沒有特定，年輕很年輕，老的也是很老。老的五十幾，大部分
大概三四十歲。」（永-B-4-1）
「饒舌圈的話幾乎大家都會使用大麻這樣子。」「在台灣就單純抽
大麻而已，因為你用麻的你會比較覺得說…是比較屬於草本的你不會想
要去跟化學的…人去多做交流或者是…他們比較複雜一點，用麻的就是
比較放鬆，然後比較…你也可以想說他們的 level 比較高一點。」(豪-B1-1) (豪-B-1-2)

「嗯…老闆、律師，比如說像比較大客戶、大咖的都是很有錢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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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然就是饒舌歌手。」「這些人都屬於比較白領階層是不是？對，
他們比較不會去想一些…動一些歪腦筋，像用安非他命或是 K 他命的人
他們可能動不動就動歪腦筋，然後拿槍出來或什麼的。但是用麻的人他
們就是…他們有一些像外交官哪，那些也都會…都會…也都會一起
抽。」(豪-B-1-3) (豪-B-1-4)
最多的大概是哪一種職業最多？嗯…ABC 最多。」「這個族群經濟
狀況大概是怎麼樣？就是中高。」「都有穩定的收入，他們有一些都還
住豪宅啊，什麼那些的。爸媽幫他們買房子啊、買車子啊。」(豪-B-2-1)
(豪-B-3-1) (豪-B-3-2)

「這個族群的年齡層？年齡層很廣泛，我經歷到最多的有到五十幾
六十歲的也有。但很多都是二十幾歲的。」(豪-B-4-1)
「什麼族群喔，台北就是都年輕人下來，其實他們都是公司的啦，
其實他們都說就是所謂的公司就是食品公司，食品，我們都簡稱食品就
是毒品，都滿大間的食品公司。」(杰-B-1-1)
「所以其實像這一塊齁，其實也是很單純吸食，他們很單純沒有在
亂來的，就是單純紓解壓力。他們有的董事長也在做什麼事業有壓力，
啊有時候就是要放鬆一下就是吸一下大麻。」(杰-B-1-3)
「其實很多我了解的很多都是一些做生意董事長、藝人也有啦。」
「做工的那種的沒有，我接觸了解，那樣的好像沒半個。」「所以高消
費，高消費的東西來拿的都是比較有錢的人，都很好過的啦。」 「其
實從 20 幾到 60 幾歲都有。」(杰-B-2-1) (杰-B-2-2) (杰-B-3-1) (杰-B-4-1)
「比較多的可能國外回來的」「大部分我認識的，都有比較固定的
工作。」「就是可能自己有在創業阿，是說家裡接家裡的公司啊，就是
比較正常一點的。」「通常都是比較穩定一點的經濟狀況。」(宏-B-1-1)
(宏-B-2-1) (宏-B-2-2) (宏-B-3-1)

「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較二、三十歲吧。」(宏-B-4-1)
「不敢說全部，但是大概有一半他們是就是有留學過的。」
「就是有留學背景，或者是有一些是外籍人士，然後他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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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像我認識有一個他是做建築，建築工地就是畫設計圖那種，然後有
一些是做那種行銷拍賣，賣些產品。」(忠-B-1-1) (忠-B-1-2)
「因為我不會去問一個月收入多少，可是表面上看起來他們家境，
還不錯這樣子。」「我覺得，應該算中上階層。」「最多的行業喔，行業
我不清楚，不過他們的特徵就是幾乎都有出國留學，或者他們本身就是
有國外的護照，那種就是會有去介紹一下，喔，這個是誰誰誰 從哪裡
回來的，就大家認識這樣子。」(忠-B-1-3) (忠-B-1-4) (忠-B-2-1)
「年齡層，據我周遭朋友的年齡大概都是落在 23-30 之間。」「比較
少看到年長，就是說 40 歲以上 40 歲以上，還沒有遇過。」「學生麻，
也沒有。」(忠-B-4-1) (忠-B-4-2) (忠-B-4-3)
「大約都是......我接觸的大約都是有在夜店的啊，有的應該就是比
較好奇，像有的都是 20 多歲才會去嘗試這個，其他的就都比較少。」
「年輕人比較多。」「吸食大麻比較單純。」 (勝- B-1-1) (勝- B-1-2) (勝B-1-3)

職業喔…這個比較…不太了解，因為有的就是工作啊，就是正常上
班，但是他們...有時候就是下班，他會來找我，想要拿一包還是。」「他
們比較不會透露自己是在做什麼工作。」(勝- B-2-1) (勝- B-2-2)
「20~45 歲左右。」(勝- B-4-1)
「因為北部你光看新聞就知道北部就一些事業有成或是藝人之類的
就是尋的開心尋得快樂，你看像像那個什麼胡瓜什麼那個都不是只有大
麻嘛。」(正-B-1-3)
「我是覺得應該是上班族或是學生都差不多吧。」「可是我覺得如
果說真正在用吃藥這種毒癮的人應該就不會少去接觸他，因為大麻我覺
得應該會是，對就是...就是我剛剛講的事業有成或是說一些富有或是富
家子弟。」(正-B-1-4) (正-B-1-5)
「應該經濟狀況我覺得應該都在中上以上。」(正-B-3-1)
「大麻應該是年輕人吧。」「應該是學生，二十幾歲到三十，那大
一點的話應該就是會一些吃藥的老比較老一點年紀大的。」(正-B-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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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B-4-2)

「因為我離開學校比較久一點，但是念書的時候好像時有耳聞，但
是一般來講，對我來講感覺好像是他們壓力都比較大一點的那些人。」
「我覺得說在美國來講各行各業都有。」(倫-B-1-1) (倫-B-1-2)
「經濟狀況喔，一般吧，就是普通，生活上還過得去這樣。」(倫B-3-1)

「比較…比較高階一點的。」「對，留學生最多。以我的…以我
的…遇到的，留學生最多。」「對，因為大麻的族群就像，講的就是，
它比較屬於高階的，例如什麼醫生啦、留學生之類，知識…比較高知識
一點的，他們才會去施用這種。啊像四號仔這種，什麼人都可以去
吃。」(源-B-1-1) (源-B-1-2) (源-B-1-3)
三十幾歲左右最多。最年輕的…最年輕的我遇到有一個二十三、四
歲，最老的也四十出頭而已，它的中間年齡層大部分都是在三十多。」
(源-B-4-1)

我之前認識的通常是玩藝術的，像是拍廣告的導演或是做音樂的或
者做攝影的，收入其實都不低。」「對阿，其實華僑的滿多的，就是從
國外回來的那種滿多的，正常的華僑的家裡環境其實都還不錯。」(佑B-1-1) (佑-B-1-2)

「(經濟狀況)都算是中上。」「我猜他們一個月的收入應該都有快
10 萬吧。」(佑-B-3-1) (佑-B-3-2)

「職業應該是屬於薪水較高的那種，白領階級那種，而且大麻在台
灣的價格算滿高的，而且幾乎都是台北人食用的人數較多，就以南北部
來看，北部的接受度較高。」(瑩-B-1-1)
「偏比較高，我遇過最年輕的 25 歲，大部分都是 30~35 這區間比
較多。」(瑩-B-4-1)
問：那你知道吸食大麻的人大多是以什麼樣的族群或是職業居多
嗎?答：什麼職業都有。」「有些有錢，有些沒錢，有些還是會工作，不
然哪來的錢吸食。」(誠-B-2-1) (誠-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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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年輕人吧，像 K 一樣都是年輕人在玩的。」(誠-B-4-1)
「那這個我跟你講，這個就厲害了，這個是甚麼職業，甚麼職業、
甚麼人都有。我見過律師，律師、老師、醫師、藝人、議員，藝人這些
不用講，媒體公眾人物這些都不用講，這些肯定都是普遍的。」(匡-B2-1)

「問：那這些你所知道其他的施用者他們年齡，年齡大概都是在哪
一個年齡層?答：都有」(匡-B-4-1)
「我覺得大麻，大麻感覺好像知識分子比較多一點，而且你可能經
濟要好一點。」(鈞-B-1-1)
「經濟可能要比較好，因為他跟其他化學毒品不太一樣，其他化學
毒品就會有成癮性，它變成很像，消遣娛樂這樣，阿你要花錢娛樂，你
也要有一定的經濟。就我周邊，一起抽大麻的人，都不會說經濟狀況太
差。」(鈞-B-3-1)
「我覺得，感覺我朋友各個年齡都有。可能二十幾、四十幾都
有。」(鈞-B-4-1)
「他們的職業，主要也是以白領、有錢人地位較高的人居多，在我
知道的，影星也不少。」當然這個大麻的使用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人才
有辦法」(發-2-2-1) (發-B-3-1)
「他們使用大麻的年齡層大概是三四五十歲的人都有，應該以三十
歲的居多」(發-2-4-1)
「在我看來，這些都有。但是還是男生比較多」(發-B-6-1)

2.大麻使用者的性別差異
對於大麻使用的性別差異上，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不同的性別在大麻使用習
慣及行為上沒有明顯的差異，認為有性別上之差異之意見如下：
(1) 購買者或使用者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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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會使用大麻，通常另一半也有吸食習慣。
(3) 女性對於大麻喜愛程度甚於男性。
(4) 似乎女性吸食量較大，需吸食較大量才有反應。
以上差異性之觀點，僅來至少數受訪者觀點，尚缺乏實證研究，需進一步
研究證實。
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使用大麻，男生跟女生感覺沒有什麼差別。」（威-B-6-1）
「女生比較，對女生來講吃大麻比較多啦，因為我之前有帶過酒店
小姐，然後他們在吃就沒有男生這樣，就像我說的頭暈，他們吃起來很
像原本有憂鬱症的吃起來就好一點了，好奇怪。」「女生比較不會暈，
而且滿會調適那個感覺的。」（永-B-6-2）（永-B-6-1）
「跟你買的是女生比較多還是男生？通常都是男生買，但是他們要
去開趴的時候都是請女生，一大堆女生，但買的都是男生多啦。但我看
女生在用的時候，他們就比較沒有像男生這樣子。」「就是生理上，覺
得男生會比較茫，女生就沒有這麼嚴重。」（永-B-6-3）（永-B-6-4）
「女生應該是用的量比較大，女生比較會適應，太快適應所以用的量比
較大。」（永-B-6-6）
「問：所以大麻在男女上面你覺得沒有什麼差別？答：只有你抽多抽少
的差別、差異而已。」(杰-B-5-2)
「使用者應該是男生比較多。」「女生也有，比較少。」
「男生女生使用後的反應都差不多，習慣應該都差不多吧，覺得男
女沒有差別。」(宏-B-6-1) (宏-B-6-2) (宏-B-6-3)
「差別，我個人看到的是，像我們男生吸的量，感覺上比女生的量
多幾口這樣，像女生抽個兩口三口就會說我不抽了，那我們男生有時候
可能會抽到五口六可能會有感覺這樣子，就感覺我們吸的量會比女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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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我覺得這應該跟個人的體質有關係。」「差異，我感覺沒有，
效果的感覺上都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這種東西是跟個人體質比較有關
係。」(忠-B-6-2) (忠-B-6-3) (忠-B-6-4)
「恩...男生比較多，如果女生的話，都是朋友的女朋友，他男朋友
有在用，她有用到，但是女生抽到大麻的時候，她愛上的感覺會比男生
比較強烈多一點。」「就是用的是男生比較多，女生會更…容易上癮這
樣。」(勝- B-6-1) (勝- B-6-2)
「(十個施用者)大概八個是男的，啊會用…會用大麻的女性我遇到
的也是留學生。」(源-B-6-1)
「(施用比例)大概是男:女是 6:4。」(佑-B-6-1)
「(販賣者)有阿，之前台中有一個女 DJ，但是男性較多。」(佑-B6-2)

「沒有，其實這個女生也滿多人喜歡用的，他可能覺得用大麻很高
級，而且就我說的，大麻就跟抽菸差不多，所以化學危害沒有那麼大，
所以女生接受度滿高的，而且他不會造成妳身體的一些負擔，像是馬上
昏迷，所以說女生使用度其實滿高的。」(瑩-B-6-1)
「問：那你知道吸食大麻的男生和女生有什麼差別嗎?答：沒
有。」(誠-B-6-1)
「女生的部分就，女生還蠻多會直接去抗拒一些化學品」「因為女
生通常不會自己持有」…「因為賣家也不太敢賣女生 因為通常女生被
警察嚇到就甚麼都會講了」(匡-B-6-2) (匡-B-6-3) (匡-B-6-4)
「(女性施用大麻比例)應該比較低一點吧。」(鈞-B-6-1)

(三)台灣大麻流行原因之看法
大麻在台灣的流行程度上，較屬於受訪者主觀感受看法，看法也較為分
歧，以下分析區分「認為大麻流行」、
「認為大麻不流行」論述受訪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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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大麻流行之觀點
認為大麻在台灣流行的原因，是近年來在網路上的大麻資訊充斥，許多大
麻專屬網站論壇，公開分享大麻使用心得經驗，且有許多倡議大麻合法化化的
網站，會宣傳大麻的好處及無害，導致大麻的網路聲量有不斷上升的趨勢，所
以感覺上近幾年大麻在台灣有日趨流行的跡象。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我剛回來你看，到現在差很多。剛回來台灣的時候沒有到那麼氾
濫，但現在，超級氾濫。台北最氾濫，台中第二氾濫。」「那個流行趨
勢是成長很高，變成說很多人，我看起來感覺他是大學生而已，但他竟
然也會呼麻。然後他們…因為社群軟體的不斷的在日新月異，然後現在
越來越…你看電影，就算不懂的人去看電影，電影裡面、好萊塢電影裡
面也一堆都在呼麻的電影。對，然後你就會覺得說，這是不是一個趨
勢，國際趨勢，然後你會上網去查資料，人都可以動手機，有一台手機
可以去查，它就自然而然就會告訴你說國外流行什麼，啊為什麼台灣沒
有流行這個東西？為什麼還在用 K？我在美國從來沒有用過 K，也不知
道 K 到底是什麼東西，它是屬於比較…層次比較低層一點的人，才會去
使用的，然後它又比較沒有副作用。」(豪-C-1-1) (豪-C-1-2)
「大麻近幾年好像也算蠻流行的。」「差不多近五年吧，可能網路
上看到比較多，可能是有些人的留言呀，或是說跟大麻有關的資訊的網
站阿。」(宏-C-1-1) (宏-C-1-2)
「我覺得這個有慢慢增加的趨勢，個人感覺有慢慢增加的趨勢，有
時候會在網路上，在一些私人的論壇，那他們就會分享一些照片，然後
就這是拿了貨怎麼樣，把他拍起來，放在一些私人論壇上面分享給大
家，那他那個論壇上面幾乎都是施用大麻的比較多，也有少部分是會用
一些別的毒品，比方說安非他命，或是 郵票之類的。」(忠-C-2-4)
「其實現在大麻在台灣越來越普遍了，尤其是學生來說，學生都喜
歡看一起國外的東西，國外像是美國和加拿大和荷蘭他們都已經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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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可能會越來越多這種訊息吧。」(佑-C-2-1)
「大麻會流行的原因主要是這種藥品，一部分是因為這種要人吃完
會放輕鬆，所以很多經濟比較好的人常常，那些工作壓力比較大的人就
會想要吃這些。」(發-C-2-2)
「阿一方面會流行也是因為國外加減都有在賣，台灣目前很國際
化，很多外國人住在這邊，大家覺得大麻是一種時尚、對身體應該影響
也不大。所以一些比較年輕的自然會去使用。」(發-C-2-2)
2. 台灣大麻不流行之觀點
另外覺得大麻在台灣不算流行的觀點，則是認為大麻與安非他命及 K 他命
相較之下，使用人口畢竟還是屬於特殊族群，並不像安非他命及 K 他命那樣的
氾濫，取得的管道也比較封閉，大麻販賣者通常只賣大麻，與其他類型毒品的
販賣者較沒有重疊。且大麻的流行區域，大部分受訪者指出，在中北部較為流
行大麻，尤其是台北都會區最為盛行，因為許多外國人都會聚集在台北市居
住，南部地區較不流行大麻，既使有使用大麻，取得的管道通常也來自北部居
多。受訪者訪談內容摘要如下：

「台灣南部不流行，北部的話應該會比較多，就像北部很多流行笑
氣啊，但是南部根本不流行啊，這是南北的差異。」「大麻算不算氾濫
不敢肯定，因為北部我沒有相處過，南部少啊，真的少，就算有 10 個
朋友在吃藥的話，差不多兩個三個這樣子吧，因為像看我們這邊，很少
人在用大麻。」「除非開放，不然不會像安非他命這樣流行。」（威-C-11）（威-C-1-2）（威-C-2-2）

「北部比較流行，跟其他的藥物比起來的話算不流行。」「應該這
樣講，大家都知道大麻這個東西，以我知道我生活圈有碰過大麻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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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去談到大麻，比較不會去成癮，大麻對我們來講不會成癮，但是別
的東西就會了，所以會比較盛行，但大麻不會成癮的東西就不會，雖然
說知道這個東西，除非我們會玩大麻，一群朋友出來開趴，我們才會把
大麻丟出來大家玩，平常時間是不會，也不是說會不會盛行，幾乎都是
在一個區塊內，比如說ｐｕｂ裡面，或是在汽車旅館，就是玩個一兩
天，沒事到最後上班的上班，就一樣，不會說多盛行。」（永-C-1-1）
（永-C-1-3）
「問：所以大麻就限定在特定的族群、特定的時機、特定的地點才
會去出現，才會去使用，所以你覺得不太可能會流行？答：嗯。」（永C-2-1）

「大麻不流行，比較不流行，因為像安非他命、K 他命、海洛因這
些都是比較氾濫的，現在台灣已經很氾濫的東西，大麻沒有辦法跟這三
種比，所以它的市場人口相對的一定比較少。」(杰-C-1-1)
「我覺得不太算，不太算主流，因為通常看到的新聞上面，都是甚
麼 K 他命啦，安非他命就是一些化學的比較多，那大麻的部分，我是少
部分會看到一些新聞，就感覺我們台灣施用的就是比較偏一些化學的毒
品之類的。」(忠-C-1-1)
「年輕人的層面 K 他命會比大麻還要盛行。」「現在的大麻的趨勢
就偏低。」 「現在應該是 K 他命排第一吧。」(正-C-1-3) (正-C-1-4) (正
-C-1-5)

「我也不曉得耶，因為說如果以進來監所後我詢問同學，其實我覺
得大麻好像很少，你看像我們現在在做上課一二兩位而已，整個監所有
兩千多位，就只有兩位。」(倫-C-1-1)
「(台灣大麻流行程度)不高。」(源-C-1-1)
「算很低，像我去勒戒，8 成的是安非他命，1 成的是海洛因，剩
下的 1 成才是大麻，像我去到那邊可能兩三百個人裡面只有一些人是抽
大麻的，真的很少，像這邊七八百多個人，只有我們兩個人是抽大麻
的。」(佑-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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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就全台灣來講真的不高，就我們在監所來說，毒品犯其實
滿多的，其實我都有稍微問過，10 個裡面大概只有 1 個使用過大麻而
已，而且就算使用過也不記得是幾年前用過的。」(瑩-C-1-2)
「問：所以大麻跟一些傳統的毒品比起來比較少?答：對，大麻算
是比較時尚的。」(誠-C-1-2)
「(大麻施用地區差異)高雄有啦，高雄有。我是指說，嘉義雲林、
台東嘉義雲林，這個就比較少。」(匡-C-1-1)
(四)台灣大麻統計黑數的看法
本研究訪談大麻使用者、販賣者、種植者，針對在使用時或販賣大麻過程
中，自認不容易被查獲的原因及目前逃避查緝的慣用方式，來探討大麻查緝上
所產生的犯罪黑數問題，訪談結果分析如下：
1. 大麻的使用者及販賣者沒有被查獲的原因
受訪者認為大麻使用者及販賣者不易被查獲的原因，在吸食者方面，因為
屬於特殊族群，且具有一定之社會地位，外表上難以辨識是否為大麻使用者，
且行事較為低調，取得大麻管道經由信任朋友取得，不會向不認識的人隨意購
買。且大麻成癮性較低，不像其他一、二級毒品戒斷症狀明顯，對於大麻的需
求性沒有急迫性(不用追藥)，再者使用地點通常會選擇在自家住宅或隱密的處
所，通常不會在公開場合或夜店中使用，也造成查緝上的困難。受訪者訪談內
容摘要如下：

「大麻比較少被查到，因為味道不會像 k 他命那些明顯」「大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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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使用的也少啦。」（威-D-1-1）（威-D-1-2）
「特定時間才有在吃，所以你要查，除非你特定時間去查，你是常
常查當然查不到啊，但你特定時間知道地點，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要用，
你要查一下子就查出來了。」（永-D-1-1）
「現在做的比較精緻，你一般的煙放著警察是不會去看的，他只會
看菸盒裡面有沒有夾鏈袋，就是裝糖果、裝安非他命的夾鏈袋，如果
有…除非你菸的頭前面有給他捏起來，現在都用很多種菸，什麼小惡魔
阿、惡魔，有一種菸叫惡魔，他專門在用大麻的，那個警察…那個也很
少啦，滿精緻的，所以警察也沒有什麼看過…沒有看過的當然不會去
抓。」（永-D-2-2）
「因為我說過，因為他們是...其實你看比較容易查獲的都是 K 他命
啦，年輕人嘛，因為他們都...現在都出去趴，開趴啦。開趴就比較容易
出事嘛。單純吸大麻他不一定，他假如真的開趴，他是在自己的一個地
方不是在汽車旅館，沒有人知道啊。」「就你看他一個董事長你說他有
在吃大麻，但他連菸都沒有在吸，就沒有人會去注意他嘛。再來就是他
們都很低調。」(杰-D-1-1) (杰-D-1-2)
「就販賣的話，可能不會隨便去便找別人，不認識的人吧。」「然
後使用的話也不會在公共場合使用這樣子。」「使用者可能大部分都在
家裡使用吧。」「不會在 pub 那邊使用。」「去 pub 可能是認識的人，然
後聊到這樣，可能就知道說，誰有購買的管道這樣子。」(宏-D-1-1) (宏D-1-2) (宏-D-1-3) (宏-D-1-4) (宏-D-1-5)

「我會覺得說是有些施用的人，有一部份是在家裡施用，而不太會
去外面，像我跟我朋友們，就是約外面施用，因為像那個味道也是有
的，也是蠻重的，那有些人就是比較謹慎，就是我不願意在公共場合，
讓大家聞到有這個氣味在，那他可能就是會比較刻意在比較安全的地
方，像他個人的住家啦，可能比方說，我不確定有沒有可能就是去一些
旅館啦，隱密的地方去施用的部分，或是有些人會加一些菸草在裡面，
因為你加了菸草，那個有些味道會蓋過去，稍微比較不會那麼重，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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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過人才會聞得出來，你沒碰過你可能就不知道，你可能就一般的捲菸
菸草之類的。」(忠-D-1-1)
「對，也不是每個警察都知道那氣味是怎麼樣的。」(忠-D-1-2)
「比方說，因為像用大麻的人，他就是不會像外面，你們說的酒
店，阿那些 就是去那邊賣，那可能進出的人可能就，常常進出那邊就
知道在賣那些，那這個就是在賣那些，這個的話我個人感覺他就是賣朋
友圈，他就是賣朋友圈，他不會去公共場合賣，酒店阿，夜店或酒吧之
類的去賣，我個人看到的比較少，幾乎都是朋友圈互相賣來賣去，互相
一個拉一個，你這個跟誰拿，這個還不錯這個是跟誰誰誰拿，他就說
那個不介紹一下，就是你要一個介紹一個，因為你常跟他拿，彼此有信
任度在，你的朋友他比較相信，這個不是警方或是來釣魚的這樣。」(忠
- D-1-3)

「不是查不查的問題，因為現在是是怎麼講是看那個警察願不願意
查而已，很多不是都包賄嗎，對阿。」「大家都知道可是就警察為什麼
沒有抓?一定是他的派出所有收嘛。」(正--D-1-1) (正-D-1-2)
「對，因為台灣如果以寄包裹來講的話，它基本上也不會看你裡面
到底是什麼東西，你只要把那個味道蓋掉，用真空起來，基本上 seven
的店員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辨別裡面是什麼東西。」(源-D-1-1)
「對，鄰居的部分，因為種植的時候，有味道，啊你就要想辦法把
那個味道散掉；啊販賣的話就像我講的，就次數少一點，販賣的次數少
一點，也能減低被抓的機會。啊你只要通訊軟體，你只要用得 ok 的
話，你能夠及時把他斷掉，他被抓了，我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斷掉的話，
其實他也弄不到你。」(源-D-1-2)
「租的地方。因為像公寓最好，因為第一個它便宜，而且現代的人
他對…就是鄰居他根本是沒有在過問，都沒有在打照面，啊你進去你只
要把門都鎖好、封好，然後味道不要讓它散出去，基本上他也不會來跟
你串門子」(源-D-1-3)
「因為就像我說的抽大麻的都不是一些兄弟阿或是在外面混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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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看到警察，警察也覺得你看起來正正常常得也不會特別抓你，所以其
實純粹抽的話其實不太會被抓。」(佑-D-1-1)
「其實有些人連味道都聞不出那是大麻，因為大麻有一種特殊的味
道，啊有抽過或是有聞過的就會知道，就像是你放一包海洛因在那邊，
我也不會知道那是海洛因，因為我也沒用過。」(佑-D-1-2)
「查緝的方式有問題，因為據我所知都是透過線報的比較多。」(瑩
-D-1-1)…「因為其實走海關的，他們都可以算出什麼時候偵查或是海關

人員或是什麼 X 光機，大概就是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是最忙的時間，還有
知道他們這一兩個月知道哪部分是要被查的，消息都會走漏出來。」(瑩
-D-1-2)

「對阿他們也不會被隨便驗尿，那些去 KTV 唱歌，當然是選擇大
麻。蠻多台北大學生，台北這個東西就是像桃園的 K 他命。」「警察，
我住桃園，所以桃園警察其實不太知道，就連他們聞到味道也不太認
識。」「(臨檢)問駕駛座的人，他頭都探進來聞了，他還是不認識那個味
道。」(匡-D-1-1) (匡-D-1-2) (匡-D-1-3)
「他查不到主要是這個警察不一定驗得出來，阿第二大部份經濟比
較好的有錢人都有固定的交易管道，所以大部分會查不到啦。另外，因
為都是大部分都在家裡，比較高檔的家裡使用。基於人權保護的原因，
警察並不能隨意臨檢，即使在飯店。」(發-D-1-1)
「現在警察已經到處在抓了，所以要去外面種大麻已經不太可能
了。但是現在有些去大樓裡面用水耕法，半年左右即可收成。這些場所
具隱密性，不容易查獲。阿另外他們都有固定的買主和賣家，他們不會
四處去買，所以你查不到。」(發-D-1-2)

2.大麻使用、販賣、種植者躲避查緝的方式
目前大麻吸食者經常使用的逃避查緝的方式，大麻交易包裝經常以真空袋
包裝，以逃避大麻氣味外洩。吸食者通常將大麻菸草混進一般香菸中，因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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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不像 K 他命是呈現白色粉狀，混進香菸後也難以辨識。且近期台灣相當流行
電子菸，有受訪者表示已經有販賣者，將大麻中四氫大麻酚（THC）萃取出
來，做成電子菸添加劑供使用者吸食，目前台灣電子菸尚無法律規範。
而販賣者指出通常最安全的交易方式，就是面對面交易，避免以郵寄或網
路方式交貨。在販賣者部分，受訪者指出大麻販賣者，目前聯繫方式通常不會
使用電話或常見之通訊軟體，有販賣者指出目前都會使用特殊的聯繫方式，使
用一種名為 Viber 的加密通訊軟體，來逃避警方的監聽及查緝。販賣者也會以網
路遊戲中的聊天室，作為聯繫交易的平台。
種植者指出目前台灣許多毒品交易，都會把錢與貨分開，製造者、運輸
者、販賣者均屬不同層級，彼此間互不關聯，以減少被向上溯源查緝的機會，
經常交易的地點會選擇在高鐵站，以高鐵作為運輸工具及交易場所。

「如果是我的話，買回來都草嘛，那就先直接全部做成一包菸了
啊，這樣的話用成正常的話怎麼會被查到？警察查也是看煙盒嘛..不要
用成奇奇怪怪他就不會發現了啊，就是不要捲成奇奇怪怪的樣子，它們
就不會被發現了啊。」「因為其他的 k 他命、海洛因好了，他們都是磨
成粉用進去的啊，所以其實大麻還比較好...不會被發現，就是全部都塞
進去的話。」（威-D-2-1）（威-D-2-2）
「就從種的人跟出貨的人，再到出給市面的人都是沒有聯繫的，就
不聯繫的。都是一個查到這邊就斷了，他找不到上游，找到中盤也斷
了，找不到上游，就是一直找不上去，會很難找上去，因為種的人不會
讓發的人知道你住哪裡呀，絕對不可能，所以你怎樣都是斷掉，會有隔
牆。」（永-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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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是一條龍，但我們知道怎麼防，所以你抓到哪裡就是只有那
裡爆掉而已，運輸就是運輸爆了，販賣就是賣的爆掉了，絕對不會查到
源頭在哪裡。」（永-D-2-1）
「提煉成電子菸油筆，然後或者是做成哈是，hash，哈是，一塊一
塊的哈是。它把它上面的…它不是花上面都會有一堆結晶嗎？它可以把
結晶全部都提煉出來，然後那個花就丟掉不需要了。所以你正常你為什
麼隨著，你說越來越越多人使用但是卻越來越難查緝？因為美國的…使
用它的方式也在日益更新，到後來就會有人使用大麻膏，然後大麻膏完
了之後，美國又開始使用電子菸油筆，它就把大麻提煉成油，然後就像
電子菸油筆。被臨檢問這是什麼東西？就回答電子菸啊！就讓你走
了。」(豪-D-2-1)
「他們…所以越來越難抓，因為它就是…它的 THC，它裡面含的成
分很高，所以如果價位一支電子菸油筆八千塊錢，但它可以讓我抽一個
月，和我去拿十克，但它有一個量，它有一個滿大一袋的東西，然後攜
帶不方便，到處，電子菸油筆我吐出來是沒有味道的，我在電影院裏面
吸，人家也不會知道，只會看到「欸，怎麼會有菸？」所以我方便度，
還有我的隱密性都更加提升。」(豪-D-2-2)
「販賣者躲避查緝啊，其實沒有什麼就是低調啊，低調啊你該注意
的就是，像我們製造、栽種的就是要吃電啊，他都用高壓 1000 瓦的東
西，那個很吃電，啊你如果電表，電表我們本身一開始栽種的時候一定
要改，就是竊電啦。要改電表，啊不然一個月好幾萬，一般的住家這樣
就會帶派出所的人去了解一下嘛，怕太多會出事這樣，就會想要了解一
下。就曾經有這樣出事過，所以電表一定要改。（台語）」「改電表就是...
也是調到就是一個月可能 3、5 千塊，其實可能用 3、5 萬，調到變 3、5
千塊這樣。啊再來就是出入就單純啦，這樣也不怎麼會出事（台
語）。」(杰-D-2-1) (杰-D-2-2)
「一定是這樣，不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因為這樣我們出事才
可以套好是單純的，不會說罪證確鑿嘛，不然就都不用說了。啊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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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自己啦，也有用就是高鐵，其實高鐵很方便。」(杰-D-2-3)
「就是大部分都不要在外面，就比較不會被查緝。」「可能販賣的
方面可能也是不要在外面。」「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講說，我想要跟你
買大麻，有可能用暗語就約吃飯啊， 吃飯的時候再問價錢。」(宏-D-21) (宏-D-2-2) (宏-D-2-3)

「真空包裝，他們把他真空包裝以後，那個氣味是完全隔絕了，那
我們在攜帶上面味道就完全不會有，然後他們可能，比方說他開車，開
車他可能會，就是 椅墊下面改裝一下，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夾層，夾在
裡面比方說冷氣孔，把它用成是可拆式，塞在旁邊緊密一點，就是有很
多藏匿的方式他們會去共享。」(忠-D-2-1)
「我不太清楚诶，可是我覺得說如果真的要查應該是人家點出
來。」「大麻的好像沒什麼聽诶，可是都聽一些藝人的比較多。」「對對
對，那不是都人家通報他的不是嗎，不然誰知道他在用大麻。」 (正-D2-1) (正-D-2-2) (正-D-2-3)

「因為這樣子的話，例如我是製造者，我可以斷絕我跟他的一切關
係，viber 這個軟體就是我可以斷絕跟你一切的…就是…viber 這樣講好
了，它根本就是不用註冊，啊你只要輸入一個代號，我們就可以在上面
聊天，而且那些聊天紀錄都不會…不會被公布。就是直接就刪掉，看完
就刪掉、看完就刪掉，也不會記錄這樣子。」(源-D-2-2)
「嗯…因為我出貨量就是…例如我會蒐集到一個固定的…固定的數
量，我才會出貨，因為每一次的量出來就是不一定。然後例如我收到兩
公斤以上的貨，就是我自己栽種嘛，然後收成下來，收成到兩公斤左
右，我才會一次販賣出去。而且都是販賣給同一個人，所以就是，也算
是減低風險啦。」「種植的話其實你要注意你…因為大部分都是種室內
啊，啊你要注意租房子的鄰居。」(源-D-2-3) (源-D-2-4)
「會阿還是會，像有一個叫 Wickr，是一種加密通訊軟體，他訊息
可以設定，譬如說五秒後他就刪掉了，偶爾會用，但因為比較麻煩後來
就沒用了。」(佑-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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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查緝的原因)我只能說就是貨櫃裡面還有其他的輔助東
西。」「應該很難，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俄羅斯他們用一個小型淺水
艇，那個就真的很厲害了，不容易被抓到，但這種方式比較少，不然像
是一般這種船運或是夾帶的都很容易被抓，過關機會都不高。」(瑩-D2-1) (瑩-D-2-2)

「Line 阿，FB 阿，或是直接講電話，會用一些代號去講。」「跟警
察打交道的，才不會被查，跟警察長期配合，很多人這樣子。」(誠-D2-1) (誠-D-2-2)

「不方便再帶那些吸食工具的時候，我們就會選擇用捲菸，因為捲
菸的話，你今天警察來臨檢，反正菸趕快丟在、丟到那個水杯」(匡-D2-1)

「但他們通常用比特幣，就是電子貨幣的人，通常是因為出面的人
不是，不是真正的賣家」(匡-D-2-2)
「那還有沒看過 就是我只要今天東西我沒有放在夾鏈袋裡面，我
可能只是壓在錢包裡面 放在錢包裡面把它壓扁扁那他們可能就只會看
一下。看了，他們也不會拿走，看了也不會拿走。我們現在比較熟練地
都是放在茶葉袋裡面，就是帶著那個茶葉包，把那個東西打開來。我們
就都把東西放在裡面，剪碎之後放在裡面，然後茶葉也放一些，因為反
正茶葉一起抽也沒關係。」(匡-D-2-4)
「就是國外，很多這種加密的阿。阿就看你自己想怎麼跟他聯繫，
因為你用 LINE 阿，什麼 whatsApp 其他的比較容易被調到資料什麼
的，阿那個就是完全加密。」(鈞-D-2-1)
(五)台灣大麻市場交易的現況
1.台灣大麻市場分佈與運作
大麻目前在台灣的主要市場分佈以中北部為主，有大麻種植大盤商受訪表
示，光是要應付北部市場就已經供不應求了，產量有時根本不足以供給南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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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中北部以上都是用大麻比較多，南部的話少啦，幾乎南部的人都是
用海洛因或是安非他命啦。中北部都是用大麻或是笑氣之類的。所以我
們拿大麻也是從北部拿。…我之前是跟北部買嘛，那我就是匯錢上去
啊，然後人家東西就用快遞或宅急寄下來。」（威-E-1-1，威-E-1-2）
「大麻在南部不是說很盛行，在中北部比較盛行，會賣也是從中、北
部拿下來的，東西都是從中北部拿下來的，會賣也是可能產量就會交給
我們來賣，如果他們產量多有時候產貨都會拿來高雄賣看看。」（永-E1-1）

大麻大盤種植者，主要供給的對象以毒品販售集團為主，並不會將種植的
大麻售予尾端的使用者，透過毒品販售集團，將大麻傳銷到使用者手上，經過
層層的剝削，大麻到尾端的使用者時，價格已經翻漲了好幾倍;使用者主要取得
的管道，還是透過藥頭。

「因為我們簡稱就是，可能就是說第一線，我老闆的上頭那邊算第
一線，我這邊算第二線，第三線的話就是小盤商，第四線就是小蜜蜂，
啊因為你是...小蜜蜂你在做的時候上面三層都有被人家抽到可能五百、
一千，那就是到你那邊，比如說一克在我這邊可能一千五，到小蜜蜂那
邊可能一克到三千五，這之間被人家賺一千至一千五，啊有的人，就是
比較大部分的人，他們就是認識到的人就是小蜜蜂。」(勝-E-3-2)
「一般還是透過我們所謂的小蜜蜂這樣，我們這線比較不會接觸到
販售，我們就是做好上面交代的工作，像是去那邊把資料辦好阿，東西
買好裝好運回來這樣，賣東西還會有另外的人這樣，那我當然也是知道
他們會有人脈比較廣的會有小蜜蜂出去散播，說我這裡有東西看你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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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這樣，也是透過這種東西販售，也有可能是公司的老闆想要這種東
西，他可能會一次購買一兩百棵或是跟我們上游去聯繫這樣，也是透過
人去介紹高層的或是老闆，但這部分我比較少接觸到，我只能講個大
概。」(瑩-E-1-1)
而大麻在交易上多以面對面現金方式交易居多，亦有少部分受訪者表示會
用匯款郵寄方式到貨，但網購郵寄方式風險較高，較沒有保障，對於已建起信
賴關係的買賣雙方也會透過網路賣場來做交易。另外大部分的人並不懼怕在公
開場合做交易，認為遭到查緝、被發覺是大麻交易的風險不高，反而不會鬼鬼
祟祟的避免被他人發現交易。

「都是面交居多，所有的毒品大多是面交。」(佑-E-1-1)
「問：那你們購買毒品是以現金交易嗎?答：對阿，但現在都換方
式了。」(誠-E-1-4) …「問：那現在是用什麼方式?答：郵寄，用轉帳的
或用手機就可以了，也方便了。」(誠-E-1-5)
「應該不會郵購，郵購應該是比較少，都是找藥頭。用直接問認識
的，有認識的剛好就直接跟他買，很少會包裹，因為被騙的人太多了。
可能少量的時候買都會給你，你一次要買大量的時候他就給你用一個隨
便的東西。」（永-E-1-3）
「最多人使用的交易方式是現金。一般人的話就是現金交易，不然
就是信用卡交易…像蝦皮，它只要開一個…它只要開一個帳戶，然後寫
打多少錢，然後叫你去蝦皮上面匯…去刷卡，刷卡完了之後兩天、幾天
內出貨，然後 seven-eleven 店到店，然後就可以直接收了。然後你
seven-eleven 你根本抓不到人啊，因為每天的包裹量太多了。」(豪-E-12，豪-E-1-3)）

「不需要在私密的。或者是你說像在一個停車場，我進去停車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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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是家樂福，我下去家樂福的停車場裡面，誰會去注意到這些事
情？」(豪-E-2-2)
「交易的地點，可能是在家裡吧，取貨可能去他們家或是在家
裡。…不可能在夜店交易，東西帶到外面就是不安全。」。」(宏-E-21，宏-E-2-2)

「他可能就是上面的會開車跟你約地點，或者他有空，你說你可不
可以幫我送過來我這邊，他就會開車送過來，那你就上車，上車以後他
可能就是不會在原地上車以後可能就繞附近的地方，可能就繞了一圈，
然後邊開邊交易，然後到了 交易完會到固定的地點放你下車，然後我
們就離開，就盡量在家裡附近，不會跑太遠的地方。」(忠-E-1-1)
「過去可能現金吧，面對面現金阿什麼的，現在網路那麼那麼的對
阿。對阿，阿現在通訊軟體這麼發達，就網路約一約就 ok 了。…也有
在用在遊戲裡面，購物網站應該也有可能，因為有現在怎麼出的我們不
知道，或許人家大概怎麼可能不太了解，也有可能是他寄到便利商店去
啊，你寄去，他也不知道那個包裹是什麼阿對不對。」(正-E-1-4，正-E1-5)

「馬路上可能，馬路上可能人家就在交易你也不知道對吧。」(正E-2-1)

「因為我所接觸的那幾個，他都是在台北，啊我是在台中，想說大
家都有一個信任度在了，然後就乾脆我東西寄過去，他們收到然後錢就
匯過來這樣子。…(透過郵寄交易原因)應該是講方便啦。」(源-E-1-1，
源-E-1-2)
「面交的地點都很隨機，譬如像我剛剛講的，我現在在哪個附近，
看是你來或是我過去，都是隨機的，不會特別挑說哪個地方。…不會避
開高風險的地方，因為交易就你把錢塞在我的口袋，我把錢塞在他的口
袋，也不會有什麼人看到，人多人少其實沒什麼差，甚至連警察局前面
交易也沒什麼差。」(佑-E-2-1，佑-E-2-2)
「交易地點一般都是找空曠的停車場。因為我覺得停車場這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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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點很隨機，不容易被跟，他們其實開車的都很聰明，有沒有被別
人跟也都知道。」(瑩-E-2-1)
「之前那個，之前那個超商還不容易抓的時候，大部分都用超商店
到店用寄的，然後他們的寄送者幾乎不用本人了。然後也不會是他們本
人去寄，然後我們收件者的時候，例如說我 OOO，他們可能就打
XXX。」(匡-E-1-5)

「沒有什麼特定的地點，對阿。就是誰有空，可能誰去拿，大家再
分一下。」(鈞-E-2-1)
「因為我是做大盤的，他們大部分還是都用現金，因為是固定的
人，所以都有信任的關係，交易的地點不會在給現金的現場，而是先交
易完後再另外約定的地點轉交。一般是由其他車手去取貨，以避免被偵
查。」(發-E-1-1)
大麻在交易上較偏好與熟識者做購買，一方面是保障大麻的品質與可獲取
較好的價格，另一方面對於遭背叛的可能性也比較小。

「夜店後來可能就是知道說，可能他就是有在賣大麻這樣子，如果
是比較熟一點的人有時候會見到面，但不一定是說見到面就只是為了要
買大麻這樣子，通常就是會跟比較熟的買吧，感覺會比較安全一點。…
會盡量找出比較安全的管道，盡量不要跟幫派的人買，盡量跟比較看起
來正常一點的人買。」(宏-E-1-1，宏-E-1-2)
「他們賣家培育這個大麻的這個線，通常都是先苦後甘。他們，他
們寧願不要亂賣，也不會去搶那個利潤，因為大麻客人是很死的，就是
他跟你買。只要你的價錢不動，品質不變，他就是一直跟你買」(匡-E1-1)

2.大麻交易的價格與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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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大麻市場，部分使用者無法區分大麻葉與大麻花的差異，具種植
者表示，大麻花的經濟價值最高，藥效較強價格最高，市場上品質較佳的大麻
花價格為每公克 2500-5000 不等，從國外走私價格大約每公克 350-400 元，國內
自行種植的大麻花價格約每公克 550 元左右，雖然價格較國外貴，但可以避免
販賣者走私被查獲時被牽連的風險，仍然是供不應求。經吸食大麻的受訪者表
示，經常吸食者在市場上取得最便宜大麻的價格，大約每公克是 500-800 元左
右，在夜店、酒店價格則為每 1500-2000 元，因取得管道及場所不同，二者價
差甚大，且隨著與上游販售者的熟識，取得的價格將會有所下降。就市場價格
而言，台灣大麻價格較日、韓為低，大約與中國相近，平均價格高出東南亞許
多，故大麻來源許多由東南亞走私進入台灣。而大麻的吸食器，如水煙斗等等
在台灣因非管制器具，因此很容易便可以取得。

「夜店很貴，因為其實像夜店管制比酒店嚴，高雄的夜店有幾間都
蠻嚴的，進去都要搜身，不太可能給你帶這些，因為如過他們被抓到的
話，他們要吊牌的啦，所以他們不可能會冒這個險。…像我知道外面酒
店有人賣 1 克賣到 2000。」（威-E-2-1，威-E-3-2）
「大麻的價格，我們當初拿的時候，其實這樣講的話，5 公克的話
大概 3500，之前還有更便宜的。」（威-E-3-1）
「一克大概，我拿的價錢一克差不多試在五百多塊，出去都是在兩
千。…我這邊拿的大概都是大麻花，人家聽到花就喜歡了。價錢還可以
開的比較高，因為就是口頭這樣子一直傳一直傳，其實他們也不懂為什
麼，他就花不錯喔（台語），就一直這樣傳傳傳。」（永-E-3-1，永-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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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尾端的他們拿大概…一千至一千五不等。(台灣)頭端大概拿
四百五至五百吧。…南部比較少，而且南部的價位貴很多，能到一克一
千七、一千八。」(豪-E-3-2，豪-E-3-4)
「因為我沒有接觸國外這一塊，我了解他們去國外採購的話，就是
1 公斤 35 至 38 萬。…我出去的東西都比較高檔啦，所以比較貴。他

們...我稍微有了解，就是他們一盎司，一盎司是台灣按那個是台灣人隨
便取的，一般一盎司好像國外 30.不知道幾公克，台灣一盎司我們簡稱
一盎司就是 10 克而已，10 克的東西差不多就 2 萬 5 至 3 萬。便宜的也
要 2 萬 5 至 3 萬喔，10 公克喔。」(杰-E-3-1，杰-E-3-2)
「一公克是 1 千塊，後來我拿是一公克變 8，因為我有跟他殺價，
就是說，那我多拿一點，我拿 5 克 10 克，跟朋友一起拿，那可不可
以，就是價格往下降一點，就反正有跟他殺價一下。」(忠-E-3-2)
「就是有的他是比較大麻花還是大麻葉，但是他這個大麻他進來的
時候還有分等級，有的 A 有的 B，啊就是你抽起來的感覺，如果有到那
個價，有時候一斤大約到四五萬也有。」(勝-E-1-1)
「可能就是一公克、兩公克，一公克有時候比較好的是三千，有的
比如說大麻花，他可能一公克大概到五千。」(勝-E-3-1)
「品牌有品牌效應，但是我覺得價格還是趨重市場，所以應該有點
貴，對我來講啦，因為對我來講我也不抽，我就覺得非常貴這樣子。」
(倫-E-3-1)

「3 千，忘記多少克了，就是一個盒子，應該是 30 克吧，一條試管
裡面放大麻這樣，大概一管 3 千塊這樣，我對大麻不太專業。」(誠-E3-1)

「販賣大麻嗎?沒有主要的販賣大麻。應該是說，我們組織會有一
個圈子，大家都是會用大麻的。那今天他沒有了，因為大麻這東西不是
說克，大部分沒有人在一克一克賣，大部分要嘛最少就是 10 克。10 克
可能就是一萬，市價就是 1 萬 2， 1 萬 4，1 萬這樣子。…但是我們可
能比較老手的，就可以拿到 6 千至 7 千 8 千的價錢。因為剛接觸這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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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費用是比較高的，就像我們說的，一開始你不熟練，你一定是跟
人家…人家只是一般的買家買，那你可能人家買 1 萬你買 1 萬 4，可是
你到後面你熟了，會越買越便宜。」(匡-E-3-1，匡-E-3-2，匡-E-3-3)
「(大麻吸食工具)台灣有一些店面會賣。(水煙斗)他就像花瓶一樣
吧，就是玻璃的，所以它們應該不算是管制品。」(宏-E-1-6)

(六)對於大麻危害及大麻合法化的看法
1.大麻對身體危害的認知
15 位有大麻吸食經驗的受訪者，其中有 12 位表示大麻對身體健康沒有明顯
的危害，有 3 位均表示對於腦部記憶力有傷害。大部分的使用者都認為大麻的
成癮性比香菸及酒精都還要來得低，且吸食後可以得到需要的放鬆或是提神效
果，甚至對於一些疾病有治療的效果，並且認為吸食大麻並不是在吸毒。

「大麻對身體上沒有感覺有什麼傷害。」（威-F-1-1）
「我反而覺得對人有好處，我是在電視看過啦，例如 DISCOERY
還是什麼，其實大麻為什麼在國外會有個開放，就因為他的成癮性低
呀，他又可以治，他裡面可以萃取一些，什麼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大麻可以萃取一些東西讓自閉症、厭食症人或者是很多一些疾病的人，
對他們滿有幫助的，那奇怪為什麼台灣要這麼小題大作？我是覺得對我
們壞處，沒有什麼壞處。…因為也不會去成癮這是最重點的，不會成癮
的東西你吸一吸，覺得也不會有什麼壞處，比起其他毒品的危害算是比
較輕。」（永-F-1-1，永-F-2-1）
「但是早上起來的時候，有時候你會沒有什麼精神的時候，你抽一
口比較醒的那種麻，它就會讓你一整天…就像喝咖啡，早上喝一杯咖啡
一樣的概念，但我不喝咖啡的，所以我就會使用一小口大麻。」(豪-F105

1-1)

「問：你用大麻這段時間將近十年，那你有沒有覺得大麻對你身體
造成什麼樣的傷害？答：沒有，說實在的是沒有。反而是我用其他有的
沒的，對我造成的傷害很大。」(豪-F-1-4)
「跟抽菸一樣一定會傷害身體，我們的肺部、種種方面，因為就是
尼古丁嘛，吃下去對肺嘛，尼古丁在循環一定有傷害到我們的精氣，經
過長時間肺部一定比較不好。啊大麻也是其實也是這樣（台語）」(杰-F2-1))

「我覺得它跟 可能跟菸酒差不多吧。我覺得它可能跟酒比起來的
傷害性會比酒少一點。…對我幫助可能是幫助睡眠吧，然後在食慾方面
也會有比較好的食欲這樣。」(宏-F-1-1，宏-F-1-4)
「大麻也是我就被抓以後隔天我就沒有再用拉，就不會想要用。可
能反而會覺得說，菸會比較難戒掉，因為像我們比方說有些朋友他可能
常常使用大麻，那可能譬如說我們去國外玩的時候，沒有大麻大家也不
會想，就是也都正常。」(宏-F-2-1)
「大麻比較不會有過量的情況比較少，它過量的時候可能是會頭暈
想睡覺這樣子，因為在國外幾乎沒有看過人家說使用大麻過量造成別人
的傷害。…吃大麻之後有些人他們可能覺得他們沒辦法開車，因為他們
覺得他們反應會比較慢，但比較常使用後就覺得沒有太大的影響。」(宏
- F-2-7，宏- F-2-8)

「我覺得記憶力變得不好。然後反應沒有像以前那麼好，可能在運
動上面，反應有點遲鈍，然後有時候記東西，記不太起來要多記幾次這
樣。…對身體的危害性，我覺得就腦部，就像我剛剛講的，記憶力不是
那麼好 ，然後反應上有時候就變得很遲鈍這樣子，然後思緒可能有時
候，表達能力感覺好像不是變的那麼好，感覺思考上面的很慢。」(忠F-1-1，忠-F-1-3)

「（施用大嗎）絕對是危害的阿。就思緒沒那麼勤勞，然後我就是
可能表達方式會比較鈍，傷腦跟一些基本的機能就體力沒那麼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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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F-1-1，正-F-1-2)

「（大麻危害）沒有那麼高，他是也沒有成癮性阿也沒有副作用，
他就是久了就不好啊我也不會覺得就是，反正他沒有那個成癮性也沒有
那個依賴性，也沒有對副作用很大，相對現在 k 他命的副作用那麼
大。…不會說一直想要用，可是人家或許放鬆的時候會去想到。」(正F-2-2，正-F-2-3)

「應該是無百害的。像一些藝人都在吃那個，大部分啦。這是藥，
不是什麼毒品啊。…這也不是說很毒的東西，這算有藥效啊，可以顧人
的身體，這無百害」(中-F-1-1，中-F-3-1)
「那大麻的部分的話，像外國的一些例子，癲癇啊之類的，它都可
以用大麻來治癒，例如腰痛，我自己本身有腰痛的毛病，那吸食過後，
就會發現我腰痛比較不會那麼酸，但是它不會像外面那種化學的，還會
叫你去吃、叫你去買，沒有就不行。這種東西可有可無，既然外國都已
經合法了，那台灣為什麼不可以？」(源-F-1-2)
「就是你可能會想東想西，可是你身體並不會做什麼無謂的動作，
它會想你開心的事情，就躺在那邊想，它的效果是這樣，或者是比較有
創造力的東西。啊可是像一般安非他命的，或者是用那個四號仔，它們
的反應…每種藥用的反應都不一樣，所以基於它…就是大麻的效果，它
可能是例如一些創造者，創造歌詞的。…類似，類似這種。或者是他內
心可能壓抑很久，需要用這個來舒緩他的壓力。啊可是他舒緩並不是說
他會去害人還是怎麼樣，它的效果並不會，就舒服地躺在那邊而已。(源
-F-1-3，源-F-1-4)

「就是，用久了之後，像我這樣子試貨、試貨，試到最後它的短期
記憶會比較差，記憶力會比較差。但是其他的例如生理方面的，身體，
腰不舒服怎樣怎樣的，用那些確實有辦法。…它不會像說，我不知道你
有沒有看過那個，四號仔在戒斷，整個身體在那邊抖，不吃不行。但是
大麻它從來沒有看過，它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就好像抽菸一樣，不
抽菸不會死，也不會抖、也不會幹嘛。」(源-F-1-6，源-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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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購買大麻而從事犯罪)不會，我個人是覺得不會，我知道有
一個例子，他好像是某間店的店長，後來被抓到用大麻，就被抓去關被
炒魷魚了，但其實抽大麻不會影響到生活，你可能不要在上班抽，下班
的時候再抽就好了。」(佑-F-1-1)
「如果是適量去接觸的話，我覺得大麻是好的，因為像美國他們給
人的印象就是這樣子，適量的話是覺得還 OK，不會像是一些化學的物
品，像是古柯鹼和白粉類的東西和化學類的東西這種對人體真的造成的
傷害滿大的。因為就我知道，大麻其實種類分滿多的，美國他們有醫療
用的，而且其實每種大麻抽起來的感覺都不一樣，我是覺得不要一次真
的很過量我覺得其實都還好，因為其實抽菸沒什麼影響，也不是沒什麼
影響就是比較慢這樣，但其實我覺得大麻跟抽菸差不多。」(瑩-F-1-1)
「對，吃了安非他命之後會睡不著，很執著，有些大麻是會加笑氣
進去的，有些是沒有的。當時是有兩批不一樣的貨，一批是正常的，一
批是混過的。問：那你在吸用正常的那批貨時有什麼樣的感覺?答：吃
了之後心裡比較放鬆。」(誠-F-1-1)
「成癮性嗎，成癮性，這我沒有好好的想。但是是沒有，真的沒有
甚麼戒斷的症狀像我們今天要出國，好幾天沒有打麻也無所謂。」(匡F-1-1)

「問：所以你覺得大麻還是會有對你的身體會有危害?答：我覺得
有，我覺得很明顯的是用的大麻之後比較不容易作夢，因為那時候比較
不容易記得夢。」(匡-F-1-2)
「其實我是覺得上癮都是看自己啦，因為當我知道我有重要的事情
的時候，我就不可能去抽。對阿如果我今天有什麼要開會阿、跟家人聚
會阿，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不會把自己的狀態搞得這麼差。對阿，只是就
是你閒著沒事就會想要，就是那種心理成癮啦，但是身體沒什麼成
癮。…我覺得，我覺得記憶可能會變差一點」(鈞-F-1-1，鈞-F-1-3)
「基本上大麻我覺得對身體是沒什麼傷害，因為她有放鬆的效果，
所以如果不要使用過量，應該是還好。」(發-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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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受訪者表示相較起大麻，其他種類的物質反而對身體的危害性更高，
如合法的煙、酒等等。而在社會危害性上，大麻也遠比其他種類的傳統毒品危
害性還要小的小多，在社會觀感上也較被接受。

「但大麻沒有像酒那麼的沒辦法控制自己。因為你酒後你還是會去開
車，你會覺得說自己可以，但是你呼麻你會有一個危機意識說，自己就
是不能開車，現在就是手很軟、很想放鬆的情況下，我想等它退一點再
去開車。」(豪-F-1-3)
「就你說大麻是毒品，那酒可能也是毒品這樣，就可能如果要分級的
話，可能在台灣的定義來說，就我個人定義的方式不太一樣吧。…我可
能認為不要說酒好了，可能 K 它命的話，我覺得應該要比大麻還要高的
列管這樣。就是可能危害性吧，跟反應會比較嚴重。」(宏- F-2-3，宏F-2-4)

「我覺得對社會造成比較大的問題，我覺得可能是像你所說的一級的
毒品海洛因那些，然後安非他命我覺得危險性稍微比大麻高一點。…我
覺得他比較像是一種入門的毒品，對入門的毒品，就是所謂比較像是成
癮性，我個人感覺他成癮性不會那麼嚴重，不會就是一用我就是馬上還
是需要，就是他的感覺上成癮性不會像海洛因或一級毒品這麼嚴重，感
覺上還是會有一些成癮性在就是我說的，類似像入門毒品這樣。」(忠F-2-3，忠-F-2-4)

「因為這種他比較....這種大麻比較不會像說一級的啊...可能你沒有吃
啊...人就會不舒服，就是人會難過，會一直一直一直用，但是大麻不
會，你就是抽一抽，然後那個感覺沒了，有時候人就是比較放鬆就會睡
著，起來就像正常人一樣，比較不會像說你吃毒品還是那個咖啡包，它
們那個都會一直追，就是會一直想要用下去。」(勝- F-1-1)
「因為這種東西（大麻）他沒有吃，就像我說的，它不會對身體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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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還是怎樣，他不會那麼強烈，啊你今天感覺起來說有吃這種東西
的，他有吃沒吃可能就是比較無所謂。但吃別的，比如說一級的、二級
的，那個如果沒有吃，可能對家庭....因為人家有的家庭看到自己的孩子
吃這種東西，有的就會很感冒，身邊的朋有就是比較排斥啦，但是你抽
大麻，你身邊朋友可能比較少（接觸）的人，可能就會比較看不出來到
底有沒有在碰毒品，但是大麻給我們的接受度，就感覺說，他像抽菸一
樣啊，抽一抽，沒抽就不會怎麼樣，人家也比較不會那麼排斥大麻，因
為他給人家的感覺說，可能外國比較有在開放的，讓我們感覺說抽這個
也是比較不會怎麼樣，但是你如果吃一級，有的打毒品的、用針頭的，
那種感覺起來就是比較不好，你那種吃一級的啊，臉一看就知道了，那
個不用再騙了，因為一看就知道那個是吃什麼藥的，但是你大麻睡一覺
起來精神比較不好，啊你再多休息一兩天，那時出來給人家的感覺還是
一樣的，就是落差比較不會那麼大。」(勝-F-2-1)
「抽的時候是會有懶惰一點的感覺，但也不會有什麼症狀，不會像一
些毒品你沒抽就身體不舒服，我覺得比酒還少，因為你可能喝多了隔天
早上頭痛得要命，大麻就算抽多了睡一覺起來還是沒事。…懶散是比較
負面的，正面的話，我的心情會比較好，會比較放鬆，會比較有創意，
比較有想法，食慾會較好，抽太多的話比較不能專注，但跟酒精比起來
是能夠專注，因為酒精是非常不能夠專注，大麻就只是稍微不能夠專
注，但我人是清醒的只是比較放鬆。」(佑-F-1-2，佑-F-1-3)
「(成癮性)對，如果跟抽菸比的話，我個人是覺得比抽菸還低。…因
為化學的感覺就很危險，感覺很容易 OD。」(佑-F-2-1，佑-F-2-2)
「因為就我剛剛說過的，我不想要被這種化學東西危害，因為我知道
這個很傷，所以我不會去使用這種化學的毒品，那因為大麻我看過大麻
只是單單純純用植物去烘烤製作，沒有添加其他的東西，只是說他吸起
來會有額外舒服放鬆的感覺，就像抽菸一樣，所以我寧願去抽大麻也不
會去用粉類的東西。」(瑩-F-2-2)
「因為好像他們，我也是進來才知道，喔，原來因為安非他命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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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容易出現會有暴力傾向、危害社會這部分，所以比較容易被送進
來，那大麻可能比較不會。…問：那你覺得說大麻跟其他毒品比起來，
它的危害是不是小很多？答：就是小很多，我會不再碰那些化學品也是
因為覺得真的傷害到身體。」(匡-F-2-1，匡-F-2-3)
「就其實，大家都覺得大麻沒有說很傷害。因為它是天然的，其實跟
其他化學的毒品比，也沒那麼嚴重，而且它其實沒什麼成癮性。所以大
家可能就覺得，大家都知道台灣不合法啦，就遊走在這個邊緣就想要試
一下試一下。」(鈞-F-2-1)
2.對於大麻合法化的看法
對於大麻合法化的議題上，雖然受訪者均是大麻使用或種植販賣者，但對
於大麻合法化議題卻有分歧的看法。部分支持大麻合法者，認為菸酒比大麻的
成癮性及傷害更大，國家都能合法販售了，大麻傷害程度較低，自然應該開放
使用，支持開放的受訪者，會將大麻比喻成抽菸，認為抽大麻就跟吸菸行為一
樣，且可以帶來更多的好處，例如不會上癮、可以放鬆、可以治療疾病等。大
麻合法化後，可以有效管制大麻，並且降低大麻價格，減少黑市交易，並增加
國家稅收。期盼台灣有朝一日也開放大麻合法化，以上論點以吸食者居多。

「當然贊成，當然希望大麻合法化啊，可以正大光明地吃啊。…合
法後，很多人會抽啦，但是，不一定會便宜，因為很多人會抽，只是去
試試看，因為畢竟大家沒嘗試過，啊開放了大家當然會去嘗試看看。」
（威-F-3-1，威-F-3-3）
「我也不敢有什麼看法，這個要不要過是國家的事，我也沒有辦法
去，但是如果你說可以合法化的話，如果可以選可以不可以，我當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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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好啦。因為大麻說真的，你有聽說過因為大麻然後去外面砍人或幹
嘛的嗎？沒有，都是吃安非他命，吃海洛因才會這樣子。吃大麻去幹嘛
幹嘛，沒有阿。…如果可以開放，當然支持，支持開放。」（永-F-3-1，
永-F-3-2）
「但是比起來傷害，它不會說像是喝酒會去做酒駕，然後每年死多
少人。光抽菸是合法的，對我們從國外回來的人就感覺很不合理。那為
甚麼你香菸是合法的，大麻是不合法的？香菸每年殘害多少人？死多少
人？心血管疾病等等種種的。」(豪-F-1-5)
「像醫療用跟娛樂用在美國很…很模糊的界線，它其實像你只要有
青光眼或者是被疼痛、睡眠品質有障礙，你只要帶著你的加州身分證還
有三十塊美金到藥局去，你就可以辦大麻執照，它就是屬於醫療用途，
也不是拿來娛樂用，但現在加州也變成娛樂合法化。」(豪-F-3-1)
「國外合法化你有什麼樣的看法？…我覺得非常好啊，因為它製
造…它變成是政府在控制所有的食用人，你所有的食用人，你進去藥局
買大麻的時候都一定會要你的身分證，因為他要看你有沒有滿十八歲，
然後身分證後面它會有一個嗶的條碼，它會去嗶一下，那個就都是在記
錄，你有來買、消費，然後政府會去抽稅，那就不會有黑市，黑市不會
那麼的活躍，也不會有那麼多年輕人被吸收、被黑幫什麼的去吸收，然
後來去做這些販賣的工具，他們不會成為人頭或是什麼的。所以你說到
後來，你看為什麼美國越來越多州都合法了？就是因為，這是一個阻擋
不了的趨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它合法，然後去控制所有人。為什麼
在那邊酒到現在可能…像我們加州就是至少二十一歲才能喝酒，很多州
要到二十三歲才能喝酒，那為什麼呼麻是十八歲就可以呼麻？因為它沒
有成癮性那麼嚴重，它不會說造成對人體的危害那麼嚴重。相對的，如
果你呼麻的話，你可能就比較不需要去看醫生，然後你也比較不想要喝
酒，因為它呼麻有點跟喝酒是雷同的，但酒的話還會有一點…就是你隔
天還會迷…有點剛醒來的時候會很醉那樣子的感覺。那都是沒辦法讓你
隨時回到你自己的最佳狀態的那種感覺。」(豪-F-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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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的狀況適合合法化嗎？…我覺得台灣人比較…不知好歹
一點，他們比較會去濫用一個東西，雖然說我們加州的人也會去濫用，
但是我們知道說…我們加州的酒駕就比較少，比起台灣來就比較少。啊
台灣人就比較不太節制，這是我必須講的，然後台灣人會去用的時候還
強迫，因為可能被工作要求所需，他必須趕回去工作，但美國加州的話
他們可能是一天就是很注重人權，所以一天就是至少四到五個小時工作
而已，所以你不會去特定在那四五個小時工作的時間去抽。但是台灣的
話你可能一天要上八到十個小時，你突然間離開了，然後你跟朋友呼完
麻，啊！我要回去，我要上班！你要怎麼辦？就是趕快又開車回去，那
中途有可能就會造成一些問題，這就是我比較不喜歡…也不能講說不喜
歡台灣人、不喜歡台灣合法，但是台灣人就感覺好像沒有準備好。…台
灣人就是比較會去濫用…像 K 它命，它到三級，反而就更多人去濫用，
然後不會去節制。…終究台灣會合法，醫療方面。因為都是要從醫療先
合法，之後才會變得越來越多人使用，真的有人被受到幫助了，像我奶
奶受到幫助了，他們才會去認同這個東西。當你越來越多人認同的時
候，這是一個趨勢，你是不可抹滅的東西，終究會要跟著時代的進步在
走。」(豪-F-3-4，豪-F-3-5，豪-F-3-6)
「開放我的看法一定是好的啊。開放一定是因為我就說過了跟抽菸
一樣。…為什麼菸開放啊大麻不開放？要不然就菸也不要開放看看啊，
一樣意思嘛。就是跟抽菸一樣啊，不然這個東西如果真的會傷害到，真
的比菸還要嚴重的傷害，國外不可能過的啦。國內假如要開放，可以課
稅啊，跟國外一樣他們課稅，國營事業，課稅嘛。」(杰-F-3-1，杰-F-32)

「其實黑市會比較好控制，就是一方面可能，就像美國還是會有在
賣大麻的毒犯，但是可能會比較少人去接觸那邊的，人家可能比較願意
透過合法的管道去取得。…販售的管道會比較好去掌控，然後可能會大
家會把它當作比較像是一個藥物吧，而不是說就直接把它當成是一個不
好的毒品。…我覺得如果有適量的控管 應該是要合法比較好。」(宏-F113

3-3，宏-F-3-4，宏- F-3-6)

「可能就比較好一點啦，感覺，因為你那個合法化，比如說在台灣
可能他就不會...在要取得就不會那麼貴了，可能就像香菸這樣要買就
有，啊但是台灣不可能，因為很多很多關係，因為有在做這種的，可能
就是說盡量就不要讓他合法，因為就是這個利益比較好賺。…合法化的
話就沒有那個利益跟金錢的價值在那邊。」(勝-F-3-1，勝-F-3-3)
「我覺得是事出必有因，他們會合法化應該是有其理由，一定是利
大於弊他們才會去做。若弊大於利我相信他們也不會通過這個法案。…
基本上合法化代表說他也接受法律的規範，就像我們買菸都是有計入類
似像健康捐、稅金等等的，所以他們可能也是經過估計之後，評量，衡
量一下之後才通過，那也是一個民意的反應，因為他們這部分也經過公
投。」(倫-F-3-1，倫-F-3-2)
「像美國和加拿大他們在合法之後，這些東西反而是能夠控管的，
因為像我現在出去買，但我也不知道東西是從哪裡來的，或是他們賺到
的錢可能又拿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幹嘛的，反而是一些合法化的國
家，政府去控管，我知道我買的是什麼，然後你可以限制校園附近不能
販賣之類的，畢竟這東西也沒有到說很可怕什麼的。…就是希望台灣可
以合法化，畢竟我們對社會的危害性也不高，就是抽大麻而已，沒有說
出去擾亂人家。」(佑-F-3-1，佑-F-3-3)
「我覺得阿，也可能是我天真的想法。如果今天大麻能夠合法化大
麻，那台灣的觀光地的這個，經濟觀光的部分可能會上升，因為亞洲國
家還沒有。…如果今天是由政府來賣也不會亂七八糟」(匡-F-3-1，匡-F3-2)

「就是所有國家合法都是先醫療合法阿，對阿，然後再慢慢配套下
去的，最後最好的狀況就是娛樂合法。可是我覺得以亞洲國家應該不太
可能娛樂合法，亞洲國家還是比較保守一點，但是我覺得可以先試試看
醫療合法。…應該要合法，因為你一合法社會的問題就會稍微減少一點
吧，就不會有這麼多藥頭阿，你政府統一管理，政府又可以賺稅金。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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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沒有這些藥頭，藥頭他自己也是一堆風險阿。」(鈞-F-3-1，鈞-F-3-2)
而針對支持的受訪者，有人認為合法化並非全面的開放，而是需要部分的
配套措施或者有相關的限制，避免過度的濫用。

「（針對大麻合法化）一區，然後例如像咖啡廳，大麻咖啡廳什
麼，你進去是要查驗身分，才可以吃用，或者是說，你真的，例如什
麼，人家講醫生開的診療單還是什麼，用藥的那些單子，你可以憑著這
個去換大麻讓你舒緩一下。…全面的開放的話，它會造成小孩子也可以
吃，你身體沒病，吃那個要做什麼？對啊，你沒病你吃那個要做什麼？
有病的還是說真的有需要這種東西的，政府你就給人家去用，不是說沒
病的也去吃好玩的，你吃好玩的頭腦一定是不好的。…因為這種東西你
只要一合法化，像一些小屁孩那種的，猴崽子，他就會說「我吃這個多
囂張」，其實我不希望是這個樣子，應該是講說，你這個東西，需要用
在哪邊你就用在哪邊，例如，就像剛剛講的醫療，我曾經看過一個影
片，美國有一群老人家，在療養院裡面，他本身有帕金森氏症，可是他
到了…他那個療養院就設一個，他每天可以吸食一口，可是他有帕金森
氏症，可是他吸了一口之後他居然可以跟同年的老人家，大家在那邊下
棋，手都不會抖。啊你說讓老人家手抖，沒辦法跟人家交流，你倒不如
給他吸一口大麻，一口而已，然後大家在那邊聊天，然後精神也很 ok。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而不是說你拿給一些小屁孩然後在那邊」
(源-F-3-1，源-F-3-2，源-F-3-3)

不支持開放的受訪者，認為雖然國外雖然開放大麻合法化，但是同樣衍生
出許多問題，且認為台灣人民自控能力不足，社會民情尚未像國外那麼開放，
一旦開放大麻合法，一定會造成更多使用者想要嘗試並且濫用情形，會變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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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失控的狀態。且對於販售者而言，合法化後便將無利可圖，也是反對開放的
論點之一。

「對，可是就像荷蘭一樣像很多地方開開放這種這台灣不允許的行
為阿，可是衍生問題很多這台灣一定很多，不像別國這樣約束很強，像
紅燈區或是像那種毒品，在台灣如果說約束這樣的東西的話更衍生的問
題更嚴重不是嗎現在，對，像網路援交那麼多是吧，網路取用藥
物…。…合法不合法是看人，很多台灣很想學可是就學半套，是阿像我
們也是阿，像我們在關也是阿。」(正-F-3-3，正-F-3-4)
「像大陸那邊也沒開放啊，我們單獨開放一定是壞的。」(中-F-3-2)
「問：那你覺得為什麼台灣目前會不適合?答：因為資訊的關係，
因為我們一般也不會主動去教導大麻到底對身體的危害，一般普遍民眾
還是覺得大麻對人體有很大的傷害，所以就算普及了，他們也不會馬上
接受大麻，就是資訊上還沒到那麼成熟。…我是覺得大麻這種東西要正
確去宣導，而不是說一直把它定義在毒品這種東西，不然人家為什麼會
用大麻來做醫療的東西，然後你這樣講人家用毒品做醫療的東西不是很
矛盾嗎，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思想越來越封閉了，真的真的，快沒救
了。」(瑩-F-3-1，瑩-F-3-2)
「（一般大眾大麻合法化的看法）只是就是你自己要怎麼就是怎麼
接受。對阿，你看香菸對身體危害這麼大，可是香菸居然合法。對阿，
喝酒會出車禍，政府還是一直賣酒，一定有它的那個利益阿，菸商一定
反對大麻合法，他怕抽大麻的人比抽菸的人多他賺不到錢。」(鈞-F-3-5)
而有些受訪者則是對大麻的合法化做出用途的區別，並非單方面的支持或
反對，而是要就大麻的用途而定。肯定大麻的醫療貢獻，但卻也反對娛樂性、
具有危害性的大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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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合法化，要看他是用在哪一方面，比喻好了，加拿大是全面
合法，他是娛樂性合法，醫療上也合法，那像美國的話，他不是每個州
都合法，有些州只有在醫療上你可以施用，有些州是醫療或娛樂你都可
以，那我會覺得說，在醫療上的話我會覺得還蠻贊成，對於以後的藥品
或對人的身體治療或是幫助的效果，那在娛樂上面的話，我會覺得可能
就是用久了，就是像我講的就是對頭腦啦，記憶力那些，都是有一些傷
害在。...（娛樂性大麻合法化）我個人認為啦，不太適合，可是也要看
當地的政府是怎麼去想的，因為有些政府可能是為了促進經濟之類的。
我知道是娛樂，還是我覺得不適合，因為還沒有開放，民眾就已經很ㄎ
一ㄤ了就是常常會有一些，很奇異的新聞出來這樣子，可是他也不是施
用毒品，可能是喝酒就這樣子，就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覺得再開放
的話，可能還會有一些更奇特的新聞出來，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個樣
子。」(忠-F-3-1，忠-F-3-4)
「我覺得台灣風俗民情上可能比較沒有這麼適合，但是他有他的藥
用性，是否政府機關應該去探討，因為國外也是不是一開始不是娛樂使
用，一開始是藥用使用，從藥用的方面來去造福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我
覺得會是比較好的方向。」(倫-F-3-6)
(七)大麻以外，接觸其他毒品的種類、使用歷程與成癮經驗
15 位大麻吸食者，有其他類毒品接觸史的有 9 位，沒有接觸其他毒品的有
6 位。有其他類毒品接觸史的使用者，除了大麻之外往往有接觸 2-5 類的其他毒
品，以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K 他命、一粒眠等藥品最多，大部份有其
他毒品接觸史的受訪者，對於大麻使用僅止於嘗試的階段居多，表示是因為大
麻的效果，不如其他類毒品，所以不會喜歡使用大麻，亦表示其他類毒品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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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性較高。有受訪者表示，大麻屬於一種入門毒品，使用過大麻後會進階到
成癮性較高的毒品，但檢視受訪者的用藥歷程順序，在台灣通常首次接觸到的
毒品，通常不是大麻，而以搖頭丸、K 他命最為常見。但有留美經驗的使用
者，在毒品的使用歷程上，大麻經常是首先接觸的毒品。

「接觸過海洛因、k 他命，還有搖頭丸，一粒眠。…因為好奇啊...
就是好奇啊...什麼毒品加減都吃啊。…最早喔，糖果啊，再來是 k 他
命，再來是搖頭丸，之後是一粒眠，之後再來是大麻，再來是海洛
因。」（威-G-1-1，威-G-1-2，威-G-2-3）
「我十幾歲的時候是從搖頭丸，第一就是搖頭丸，接下來ｋ他命，
十四歲開始玩，ｋ完就碰到大麻，十幾歲的那時候感覺大麻不好玩，因
為沒有什麼成癮，那時候的感覺就是大麻不怎麼好，所以後面大概二十
幾歲的時候又碰安非他命、海洛因。…從剛開始我們在碰搖頭丸的時候
很討厭去吃安非他命跟海洛因的人，同樣是吃藥，但我們會排斥那個安
非他命跟海洛因的人，當然自己長大了，去碰了之後，哇，原本自己不
喜歡的，結果一碰到就很容易上癮，對我們來講很容易上癮。」（永-G2-3，永-G-2-5）

「海洛因讓我那時候一直抖啊，我戒的時候一直抽蓄、一直抖戒斷
很嚴重啊，然後安非他命，我那時候在退的時候，或是退完了之後那一
兩個禮拜，我都會有比較…心情起伏比較不穩定有的沒的，就有點像喝
完…我長期喝酒，然後我突然間不喝酒了，我會感覺很難受、很不舒
服，好像少了什麼東…就是，它是生理上的層面，它不是心理上的。但
大麻就是屬於心理上的層面，所以它沒有…你不抽就不抽了。大麻就完
全沒有，它就是…你說可能兩天戒斷，但它沒有什麼戒斷，它就是好像
少了什麼東西，像抽菸，但抽菸它有生理上的成癮，但是…我那時候剛
進來的時候，我不抽菸的時候我就會感覺怎麼那麼難受，然後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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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開始手都流汗，但是我可以不要呼麻，但我一定要抽菸，我一定要
有菸抽。」(豪-G-2-1)
「一開始是接觸大麻，然後是可待因，然後到嗎啡，然後到海洛
因，然後海洛因沒有用了之後用安非他命，然後古柯鹼，然後在用大麻
的過程中就會去使用到 LSD、毒香菇、DMT 這些都是屬於大麻的一個
圈子裏面，在國外也是屬於大麻的圈子。」(豪-G-2-3)
「碰過哪些... K 他命，很久之前十幾年前有吸過啦...不是現在...現
在都是用香菸吸的，沒有，就是十幾年前都是直接吸，啊那個我吸一兩
次之後就不吸了，很難過我覺得很難過，我就不吃了。（台語）」(杰-G1-2)

「安非他命、海洛因我都吃過，沒吃很多，可能去人家那邊坐，還
是...不怎麼記得了，很久以前。就是可能去朋友那裡，朋友互相請，還
是沒有吃過的就想說吃看看， 吃一點那樣而已。…這些其他的東西沒
有成癮，其實大麻也沒有成癮啊，一樣都沒有啊。我本來有抽菸啊，後
來我抽大麻之後我菸就沒抽了，都抽大麻。」(杰-G-1-3，杰-G-2-1)
「接觸過其他毒品嗎？搖頭丸…先搖頭丸，然後之後才開始吃大
麻。（大麻使用頻率）就是後面回來，之後這幾年這麼多這樣，幾乎每
天這樣。」(宏-G-1-1，宏-G-2-2)
「(使用過得其他毒品)還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三級毒品就是 k
他命，安阿、咖啡包、搖頭丸，啊新興毒品就是類似咖啡包，也是都是
二級啦比較多。…可能跟朋友，一開始跟朋友出去唱歌，在酒店的時
候，然後他們有的就有吃嘛，然後我們就是想說看那個吃起來的感覺是
怎麼樣，然後就去嘗試看看，啊然後給我們的感覺還不錯，啊有的比較
好，就慢慢的慢慢的開始有在碰。」(勝-G-1-1，勝-G-2-1)
「沒有那時候只是就是會接觸二級就是安非他命就是我讓他不想
睡，因為讀書的關係阿，晚上上班白天沒辦法休阿。…那一二級來講然
後就是你有抽一級的必須可能要二級來壓制他，所以，你吃二級以後
他，一二級對對對。」(正-G-1-1，正-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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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部分的毒品都用過…然後有一次，因為我就是那種很喜歡嘗
試的人，我就提議說，因為我們沒有人敢碰安非他命，因為我們都覺得
碰安非他命的人在說謊。然後為甚麼…甚麼…甚麼，我就說不管，我們
今天輸的人就試一下。」(匡-G-1-1，匡-G-1-2)
沒有其他類毒品接觸史的使用者，雖然表達大麻不會成癮，但檢視使用者
的使用頻率，有人是幾乎每天使用大麻的，也有人面對壓力時就會使用大麻作
為放鬆的藥物，如說沒有大麻成癮，也應該對大麻產生了一定的依賴性。

「除了大麻之外，我本身是沒有接觸其他毒品，我曾經吃大麻吃過
八次，每一次差不多一二十分鐘，但是效果兩個多小時，覺得不錯覺得
愉快。」(發-G-1-1)
(八)被政府查緝各類毒品（包括大麻、其他毒品）的經驗
1.遭警方緝獲毒品犯罪的經驗
受訪者被警方查獲的過程，因為被人檢舉或被下線供出因而被查獲的有 8
位，被警方隨機盤查而查獲的有 7 位，而經過警察長期跟監而查獲的 1 位(種植
者)。以此資料顯示，目前警方查緝毒品的方式，除了隨機盤查之外，最常使用
的方式就是向上溯源，由現行查獲者身上獲取情報，再去查緝其他的毒品使用
者及販賣者，而受訪者中因為大麻犯罪而被查獲的，以種植及販賣的占多數，
使用者會被查獲，通常是有混用其他類毒品較易被查獲。

「有一次是一粒眠吃太多啊，開車去車禍被查到。有一次是人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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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有ㄧ次是吃一粒眠然後開車出去，不要配合盤查啊，我吃一粒眠
下去，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拒絕盤查身上有糖果啊，又驗到。…警
察來我家之後，我剛好回來，手上都是藥啊。還有一次是他要抓我朋
友，收索票開我朋友，只有我在那邊，那時候我被通緝啊，要抓我朋友
的時候抓到我。」（威-H-1-1，威-H-1-4）
「線民的話，也都是我們這些吃藥的啊，就警方配合的啊，他們就
是靠這些線民，如果抓不到人的話，就是抓這些線民啊，他們會培養線
民。」（威-H-3-1）
「我都是專案，警察專案的時候，比如說，專案的名字很多耶，就
是警方開始要查緝毒品的那一段時間都會有一個專案，很多名詞啦，幾
乎都會查到我這裡來。…透過我的下線查到我…其他狀況也有阿，開個
車就被攔下來，開車被盤查就佔了差不多快十次了。開車太囂張，好。
然後攔下來就被查到現場有東西這樣子。」（永-H-1-2，永-H-1-3，永H-1-4）

「警方去衝桃園那個人(上游)，衝了兩三百棵，然後就說你現在製
造，然後又加運輸，又販賣，你要不要供出其他的有種…製造的人？然
後他也只知道我有製造，因為我當初我的家裡面做好的規模啊什麼的，
我也有請他來看過，讓他看一下說，我這樣做得好不好？就像我也會去
他家看他種兩三百棵的那個勝景，他把我供出來以後就被警方查獲」(豪
-H-1-1)

「查獲就是他們來查別的案子，…主要就是要查我安非他命這一
塊，…他們事後在講因為也很難查，大麻這一塊他們也不知道我在幹
嘛，那是他們講的…在當天晚上他們要，就是要抓我的時候，他們自己
也說賭看看，看抓不抓得到。抓到就抓到，沒抓到他們也沒把握。因為
電話監聽我也都監聽沒有什麼，我也都沒有在講什麼，他們很難查到證
據啊。跟監兩、三個月很難查到證據，…就是他們有搜索票，開兩個地
方，開立兩個地方，一個就是我父母親的住址那個地方，一個就是我出
示我自己租的那個___街豪宅的地方，開這兩個地方，啊剛好豪宅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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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東西，有在種，所以意外破獲這一邊的東西。」(杰-H-1-1)
「我覺得可能大部分被抓的人都是被別人舉報的吧，我覺得我應該
也是被別人舉報。」(宏- H-2-1)
「那也就是跟朋友約在公園，就是在那邊施用，不知道是常常在那
個地方出沒呢或是有人檢舉我也不確定，那個點我們蠻常去的，那就是
在施用的過程，用一用抽完，有警察過來，就說要查我們證件之類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聞到那味道，那他覺得我們行徑有點詭異，眼神也
是怪怪的，那他們就是說，盤查做搜身的動作，那我們就是被搜出一些
東西，被帶回警局去做筆錄驗尿這樣子。」(忠-H-1-1)
「之前可能是，第一次是在朋友的車上抽 k 煙，然後警察臨檢的時
候，在車上有找到藥，二級毒品的，然後就是開始有驗尿，就是驗到我
們有吃二級毒品、一級毒品，第一次是勒戒回去，每個月都要去報到，
就是要去驗尿，這樣如果你沒有去，警察可能會來找你啊。啊後來如果
你一有勒戒過，你再碰毒品，警察就會比較注意你，啊我第一次在朋友
車上被臨檢、被驗尿，才會卡到說我，警察抓到我們有在抽食毒品，不
然可能如果車上那次沒有被抓到的話，就不會被注意到。」(勝-H-1-1)
「（被緝獲原因）被臨檢…那臨檢是常常有，我是在高鐵站還是什
麼的時候有你就不正常的上班時間你一個年輕人還是什麼的，真的比較
對比較光鮮亮麗一點，他會覺得你就很奇怪啊，對阿，除非偽裝很像上
班族阿，很像就是對他才看起來不像做壞事，要不然你穿起來年輕看起
來穿著比較潮流一點對阿，覺得嗯?不是上班時間你怎麼出現在這個地
方，他覺得你怪怪的，一定盤查你。」(正-H-1-1，正-H-1-2)
「他們運進來，對呀，但是因為我介紹的關係所以在監聽過程中他
們覺得有共同運輸的成分在。…對，就是…或者是，其他好像是供出上
游吧，就是被別人點出來說是他賣給我的，類似這樣子。」(倫-H-1-1，
倫-H-1-2)
「(遭跟蹤原因) 就是有人有報案啊。這種的大部分都是被檢舉的
啦。」(中-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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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被抓了之後，然後供出我，然後我就被抓…這個我就不太
清楚。可能是他被跟吧，因為他販賣…販賣…就是賣散的，他的風險本
來就會比較高。啊他被跟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啊然後被跟的時候抓到
市刑大，然後就把我供出來這樣子。」(源-H-1-1，源-H-1-2)
「問：所以他們是為什麼可以抓到你?答：因為我手機上會有一些
通聯記錄。因為那時候我的朋友被抓，然後就牽到我這裡來，警察看到
手機裡面有我跟他的對話，警察就想要把我釣出來，就說他是他的朋
友，想跟我拿東西，結果就是警察就被抓了。」(佑-H-1-1)
「所以我才說我這個比較特殊，我們這條線是公司有人提供線索去
給他們，所以他們可能就先監聽我們 3 個多月，到了我們真的去了美
國，東西都安排好了，他們也都有連絡美國那邊的人，故意放他們回
來。」(瑩-H-1-2)
「在工廠上班的時候。去收錢時被監聽，我女朋友電話被監聽，自
己也知道做這行遲早會被抓到，但是講不聽，最後還是被抓到了。」(誠
-H-1-1)…「這次是自己吃的，但也是被朋友有關係阿，當時去網咖然後

我們被列管，但記錄要銷就被抓去驗尿，就中獎了。」(誠-H-1-2)
「我被查到。有兩次就真的是身上被帶著沒有藏好被搜到，後面兩
次…後面兩次，是因為以前在開 party 的時候，有點過一個傳播，我們
不知道他是未成年的…阿她是少觀所跑出來的，後面他被抓回去驗尿，
警方那邊就是有看監視器，找我過去驗尿。…那一次被查到，再一次是
警方認為我有在販賣或者，或者我有可能又可能被某一個人點出來…對
警方就 6.7 個人在我家埋伏很久，我那時候兩天剛好沒有出去，他們受
不了直接進我家。然後有那個搜索，我那時候想說沒差，給你們搜，我
又沒東西。結果好死不死，他們有一個警察會聞味道，他就打開一個抽
屜，一定平常都在這裡 這裡，找捻起來 0.01 克，就中了」(匡-H-1-1，
匡-H-1-2)
「我這個是第一次種植大麻，而且是大盤，目前警察和檢調是很認
真在查。阿政府查緝的方法確實有效，比以前嚴厲許多。」(發-H-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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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受訪者認為大麻犯罪在查緝上具有相當的困難度，尤其對於純粹大麻
使用者在查緝上仍有一定的困境。受訪者也指出，警方對於大麻的辨識能力及
工具尚有不足之處，在查緝上自然容易成為犯罪黑數。

「因為如果你種低於多少數量的話，它用電量是跟家庭用電是…我
不使用冰箱，我也不使用冷氣，我什麼都不使用，就是 LED 燈照明。
那數量在那個多少數量以下的話你根本…它每個月的電費就是那個，跟
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多一點，比一般老百姓再多一點點，但是不會引起人
家去查電表啊或什麼的，然後如果你種得大量一點的話，你就用個柴油
發電機，你也不可能會去知道。」(豪-H-1-2)
「警方在查緝方面知識不夠齊全。像我剛才講的，就是時代在進
步，很多東西都在日益更新。美國的他們都是直接的那個…酒的測酒器
它上面就是有裝古 K 測麻，它就是直接那根棒子上面，你講話吐出來，
它就可以直接測麻，但台灣現在還是沒有。」(豪-H-2-2)
「他如果有情報，他如果有資料覺得你有在種大麻的話，他當然會
處理這一塊。問題就是我跟你說大麻，我在種你沒看到，他來處理，他
一開始也不是要處理大麻，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道我在幹嘛，他跟監我這
麼久，他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因為我都，我去種的地方，我不會帶我
的手機，還是叫誰去我都不會讓他帶手機，因為他蒐證這就很難蒐證
啊，因為他可能跟監可能跟監一、兩年、幾年才處理的，因為這一、兩
年當中他可能三個月才找到，他可能說兩、三句話，誒這兩、三句話，
又兩、三個月還是說他去哪裡，慢慢蒐證證據，累積才知道他就是有可
能在處理這個才處理的。（台語）」(杰-H-3-1)
「販賣都沒有被抓過，因為我們在做都是很小心的，因為警察也沒
有證據啊，就算他...朋友說我們有，可能旁邊的人朋友也不會出賣我
們，除非是今天警察真的有證據找到我們有通聯，只要我們有通聯有講
到暗語還是怎麼樣、我過去找你啊、一千兩千，這個都是證據啊，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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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辦法，檢察官那邊就會把我們起訴，意圖販賣還是怎麼樣。」(勝H-1-2)

「只要你沒有前科，還是生活比較...跟如果有在吃藥，盡量沒有跟
一群朋友在一起、跟有前科的在一起，他出事的機率比較低。」(勝-H2-3)

「啊沒發現就不會變成今天這樣子了。大部分都是人家報，沒人報
要穿幫很難。」(中-H-2-1)
「（是否會因為臨檢被查獲）不會，通常我過臨檢警察都是直接叫
我過去，我看起來就像是學生。」(佑-H-2-1)
「(路邊臨檢攔查)我覺得沒什麼效果」(鈞-H-2-1)
「(向上朔源查緝)但是我覺得是沒有效的」(鈞-H-2-4)…「因為你看
警察問我說大麻去哪裡買的，我不可能帶他去那個地方，你看我這麼小
一個，我進來關兩個月而已。阿我出去，那個人如果找到我，那我豈不
是完蛋了。」(鈞-H-2-5)
「目前警察對一般街頭之查緝仍很難分辨是否為大麻，還有其他新
興的毒品不容易驗出。」(發-H-2-2)
受訪者對於警方整體查緝毒品的態度上，多認為警方有在嚴格執法與查
緝，只要有線報就會前往查緝，不會因為毒品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查緝態
度。但亦有人認為查緝大麻並非查緝主要針對的毒品。

「有些警察他們自己也認為其實大麻不是什麼壞東西，他們自己親
口講的，我也有跟警察聊過天啊，他們也覺得說，抓這？他們也不想抓
這個，他們重點要抓吃糖果的、吃海洛因的，大麻他們其實沒有什麼要
抓，他們覺得說大麻對台灣來說沒有很氾濫。…沒有很重點式去查大
麻，會爆出來，幾乎都是有種的才會新聞在報，賣的沒有人在報，除非
安非他命、海洛因才有人會報，不覺得很奇怪？新聞的趨勢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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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永-H-3-1，永-H-3-2）
「當然警察警方他也是看案件大小有獎金的，那大麻那種小案件，
真的，除非人家去點你說你家裡有大麻人家就去抄你家阿。」(正-H-31)

「他們除了透過線報的方式，還會定期去查緝去追蹤，譬如說他們
這一兩個月會比較忙你可能就暫停一下這樣，我覺得那個沒什麼意
義。」(瑩-H-2-2)…「或是說這個月可能貨櫃較多，他們會比較懶得去
查緝這類的東西，可能固定這個時間會有什麼東西進來，然後隨邊挑個
一兩樣隨便交差一下這樣子而已。」(瑩-H-2-3)
2.對於現行大麻防治政策對於大麻問題是否有所改善
受訪者認為對於嚴格查緝的政策，認為對於解決社會毒品問題，沒有正向
的幫助，進到戒治所內，僅是把一群吸毒的人關起來處罰，並沒有給予適當的
治療及正確的教育，容易形成吸毒者反覆進出監獄的情形，國家應該對於吸毒
者有更多的治療與協助，才有助於改善毒品氾濫的問題。

「警察這樣查不會減少，會吃的還是會吃啊，不會因為說你現在抓
這麼嚴就沒人要吃了，不可能啊，阿如果是東西會變少或是什麼的，也
不會說他抓到哪些人才會變少，其實是那些大批的進來那種的，那種才
算。坦白說，那些都是故意給他們那個的。因為他們要做業績啊，比如
說他們走私進來啊，有五次好了啦，就頂多兩次還是一次這樣子，他們
通常有些事跟警方配合的啊，就是這樣子不然怎麼可能那個...抓得
到。」（威-H-2-2）
「會碰的人就是會碰，現在我是覺得台灣政府的宣導方式有問題，
也不是有問題，他們根本不懂怎麼去讓我們這種病人改變，他們一直這
樣來來回回政府也沒什麼措施阿，就是讓我們一直來來回回，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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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幹什麼，一直抓一直抓，只是讓警方多一點分數，會吃的還是這
樣子，所以根本沒有阻止的作用，你只是等我們出來再抓我們而已，一
直這樣輪迴有什麼用？你又不是真的要我們改，真的要我們的改的話，
你怎麼會一直讓我們這樣，這種國家的事情，又不能怪我們這種，我自
己當我是病人啦，對呀。因為我們玩藥的人就是會一直輪迴輪迴，當然
家庭狀況有影響，但政府的措施也是讓我覺得很搖頭，頂多又讓我進來
關而已呀，只是罪更重，賣的就賣，吃的到後面一定會賣或是偷。…政
府只會一直抓一直抓，你抓進去又沒有勸導新的吸毒的人藥怎樣不去碰
到毒品或怎樣，都沒有，一直抓一直抓，只知道說叫我們快吃，吃完抓
進去關，掯。」（永-H-2-2，永-H-2-3）
「你有人吃一定有人賣。這不會斷的啦。所以你說機關的他處理那
些抓到的，抓到多少藥頭、用什麼方式抓，其實都沒辦法斷根。沒有辦
法...」 (杰-H-2-2)
「（戒癮治療）沒有什麼用，因為出去會改是一陣子，因為沒有碰
到一級，是碰二級的話，那個會改起來的可能也是看年齡吧，你年輕的
人出去也是一陣子，然後可能三五年、兩三年，後面又跟朋友在一起，
出什麼事情或是心情不好，也是會再去找其他人要取得這個毒品來調適
自己的心靈。」(勝-H-2-5)
「當然是沒效阿，因為社會上怎麼可能會有什麼東西是有效的不是
阿，一定是有多少一定是有貪汙的問題。…犯罪其實那種東西，永遠是
沒辦法去制止的，對因為只要有人就有犯罪。所以我覺得犯罪心理，你
們這種東西應該面對的不是這種社會低層的人的問題，因為低層的問題
永遠存在。」 (正-H-2-4，正-H-2-5)
「因為你就是抓我一個人對這個台灣沒什麼幫助，還有一堆更嚴重
的事情，你抓我妳只是你加分而已，但是還有更多更嚴重的事情，警察
應該去作更嚴重的事情，抓個上游也是。對阿，就是都沒有去抓最源
頭。阿你抓越多下面，你看勒戒所沒有一個藥頭進來，都是自己使用
的。」(鈞-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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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量化問卷資料分析
一、

資料分佈之描述分析

(一) 各矯正機構及戒治機構大麻施用者樣本分析
本研究實施正式問卷調查前求抽樣之準確性，與台灣北、中、南部之男、
女戒治所及監所進行樣本篩選，毒品受刑人自承使用過大麻經驗且願意受測
者，全台男、女性樣本數均不足本研究設定之受測樣本數 100 人，故改以針對
毒品受刑人用藥經驗進行普測，毒品案受刑人在用藥經驗若有使用大麻經驗
者，即為本研究之有效樣本。男性使用大麻樣本，針對新店戒治所、台中戒治
所、高雄戒治所進行普測；女性使用大麻樣本，針對桃園女子監獄、台中女子
監獄、高雄女子監獄進行普測。問卷回收後，經統計受戒治者自陳有大麻使用
經驗者，男性有 171 人（新店戒治所：110 人、台中戒治所 35 人、高雄戒治所
26 人）、女性則有 182 人（桃園女子監獄：102 人、台中女子監獄 42 人、高雄
女子監獄 38 人）
，問卷經汰除漏答題目過多之樣本，有效樣本數共計男性 136
人、女性 131 人。本研究問卷之施測數及有效數統計如表 4-3-1：

128

表 4-3-1 問卷發放及有效問卷分析表
變項

問卷發放數

自陳有大麻使用
經驗者

有效數(有大麻使用經驗
者）

新店戒治所

200

110

95

台中戒治所

200

35

26

高雄戒治所

100

26

15

桃園女子監獄

200

102

80

台中女子監獄

200

42

25

高雄女子監獄

200

38

26

1100

353

267

男性 N=136

女性 N=131

合計

(二)性別與初次使用大麻年齡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初次接觸大麻年齡分析結果顯示，男性大麻使用者，
初次使用大麻年齡為 16-20 歲 39％、其次為 21-25 歲 21.3％、26-30 歲 21.3
％；女性大麻使用者，初次使用大麻年齡為 16-20 歲 42％、其次為 21-25 歲
23.7％，由以上分析得知，台灣大麻使用者初次接觸大麻的年齡，以 16-20 歲
為最高危險群。性別與初次使用大麻年齡交叉分析表如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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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性別與初次使用大麻年齡交叉分析表
變項
男性

女性

15 歲以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0 歲以

不願透

下(％)

歲(％)

歲(％)

歲(％)

歲(％)

歲(％)

上(％)

露(％)

總計
N(％)

4

53

29

29

7

5

5

4

136

(2.9)

(39)

(21.3)

(21.3)

(5.1)

(3.7)

(3.7)

（2.9)

（100％)

9

55

31

17

7

10

0

2

131

(6.9)

(42％)

(23.7)

(13)

(5.3)

(7.6)

(0)

(1.5)

（100％)

(三)性別與大麻使用者教育程度交叉分析
本研究以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之教育程度進行交叉分析，資料顯示主要有
大麻使用經驗之受刑人，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者占所有樣本數 51.3％最多，其
次為國中畢業者佔 36.7％，大學以上學歷者僅佔 8.6％，本統計分析結果，雖
與質性資料分析結果：「大麻使用者人口特性；以社會背景較佳之白領階層為
主。」似有衝突之處，但本調查有效樣本數，並非以吸食大麻成癮者為主要調
查對象，僅以「有吸食大麻經驗」為調查對象，受測者入監戒治及服刑之原
因，並非一定是大麻吸食被查獲者，故本問卷調查結果與質性訪談結果產生部
分不一致之發現。性別與大麻使用者教育程度交叉分析如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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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性別與大麻使用者教育程度交叉分析表
變項
男性

女性

總計
N(％)

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碩士以上

(％)

(％)

(％)

(％)

(％)

總計
N(％)

6

48

67

14

1

136

(4.4)

(35.3)

(49.3)

(10.3)

(0.7)

(100)

3

50

70

6

2

131

(2.3)

(38.2)

(53.4)

(4.6)

(1.5)

(100)

9

98

137

20

3

267

(3.4)

(36.7)

(51.3)

(7.5)

(1.1)

(100)

(四)性別與大麻使用者居住縣市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入所 (監)前一年居住縣市進行調查，因抽樣戒治所
及監所以台灣西部北、中、南部男女性各三機構為主，台灣東部監所受刑人並
未納入本次施測對象，故分析結果僅能顯示台灣西部大麻使用人口居住縣市現
況。根據分析結果顯示，男性大麻使用人口入所 (監)前一年居住主要縣市為：
北北基桃園占總樣本數 71.3％最多，台中大都會區 8.1％、高雄市 10.3％。女
性大麻使用人口入所 (監)前一年居住主要縣市為：北北基桃園占總樣本數 56.4
％最多，台中大都會區 16％、高雄市 12.2％，吸食比例由北向南遞減。不同性
別的大麻使用人口居住縣市均呈現集中於北部都會區的現象，此結果與質性分
析結果一致，台灣大麻的流行地區以北部較為流行，南部大麻的使用人口較
少，較不流行使用大麻。性別與大麻使用者居住縣市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4：

131

表 4-3-4 性別與大麻使用者居住縣市交叉分析表
變
項

基
隆
市

台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新
竹
市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台
中
市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市

嘉
義
縣

台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蘭
縣

澎
湖
縣

(％)

(％)

(％)

(％)

(％)

(％)

(％)

(％)

(％)

(％)

(％)

(％)

(％)

(％)

(％)

(％)

(％)

男
性

3

46

34

14

3

4

4

5

0

6

1

0

0

0

14

2

0

136

(2.2)

(33.8)

(25.0)

(10.3)

(2.2)

(2.9)

(2.9)

(3.7)

(0)

(4.4)

(0.7)

(0)

(0)

(0)

(10.3)

(1.5)

(0)

(100)

女
性

7

7

38

22

6

4

2

17

2

2

2

1

1

3

16

0

1

131

(5.3)

(5.3)

(29.0)

(16.8)

(4.6)

(3.1)

(1.5)

(13)

(1.5)

(1.5)

(1.5)

(0.8)

(0.8)

(2.3)

(12.2)

(0)

(0.8)

(100)

總
計

10

53

72

36

9

8

6

22

2

8

3

1

1

3

30

2

1

267

(3.7)

(19.9)

(27.0)

(13.5)

(3.4)

(3.0)

(2.2)

(8.2)

(0.7)

(3.0)

(1.1)

(0.4)

(0.4)

(1.2)

(11.2)

(0.7)

(0.4)

(100)

註：未表列之縣市均為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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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五)性別與大麻使用者經濟收入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入所 (監)前每月之經濟收入進行調查，有大麻使用
經驗的受訪者，男性的經濟收入以每月 3 萬以下占總男性樣本數 24.3％最多，
每月 3-4 萬者佔 21.3％及每月 4-5 萬佔 21.3％次之。女性的經濟收入以每月 3
萬以下占總女性樣本數 42.7％最多，每月 3-4 萬者佔 22.9％次之。不同性別的
大麻使用經驗者在經濟收入上，並無出現太大差異，但似乎與質性訪談結果
「大麻使用者人口特性」大麻使用者具有較高且穩定之經濟收入有所差異，因
本問卷調查之樣本，無法判定是否為大麻長期使用者，且許多受測者均有併用
其他藥物之行為，本調查結果僅能解釋具有大麻吸食經驗者之經濟收入概況，
與質性訪談結果並無衝突之處。性別與大麻使用者經濟收入交叉分析如表 4-35：

表 4-3-5 性別與大麻使用者經濟收入交叉分析表
變項

未滿 3
萬元

3-4 萬 4-5 萬 5-6 萬 6-7 萬 7-8 萬 8-9 萬 9-10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萬元

(％)

(％)

(％)

(％)

(％)

10 萬
元以
上

總計
N(％)

(％)

男性

女性

總計
N(％)

33

29

29

19

8

4

2

2

10

136

(24.3)

(21.3)

(21.3)

(14.0)

(5.9)

(2.9)

(1.5)

(1.5)

(7.4)

(100)

56

30

18

10

2

1

1

3

10

131

(42.7)

(22.9)

(13.7)

(7.6)

(1.5)

(0.8)

(0.8)

(2.3)

(7.6)

(100)

89

59

42

29

10

5

3

5

20

267

(33.3)

(22.1)

(17.6)

(10.9)

(3.7)

(1.9)

(1.1)

(1.9)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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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與大麻使用者職業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入所 (監)前從事之職業進行調查，分析結果發現不
同性別的大麻使用者，男性有較高的比例從事服務業佔 28.7％及自由業佔 28.7
％、女性有較高的比例從事服務業佔 47.3％，自由業 17.6％次之。性別與大麻
使用者職業交叉分析如表 4-3-6：

表 4-3-6 性別與大麻使用者職業交叉分析表
變
項

學
生

軍
公
教

服
務
業

八
大
行
業

金
融
業

資
訊
／
科
技

傳
播/
廣
告/
設
計

藝
文

自
由
業

製
造
業

醫
療

農
林
漁
牧

家
管
／
退
休

其
他

總
計
N(
％)

0

1

39

12

2

3

1

8

39

13

7

5

0

6

136

(0)

(0.7)

(28.7)

(8.8)

(1.5)

(2.2)

(0.7)

(5.9)

(28.7)

(5.1)

(5.1)

(3.7)

(0)

(4.4)

(100)

0

0

62

7

2

4

8

11

8

131

(47.3)

(5.3)

(1.5)

(3.1)

(17.6)

(6.1)

5
(3.8)

1

(0)

0
(0)

23

(0)

0
(0)

(0.8)

(8.4)

(6.1)

(100)

0

1

101

19

4

7

1

8

62

21

12

6

11

14

267

(0)

(0.4)

(37.8)

(7.1)

(1.5)

(2.6)

(0.4)

(3.0)

(23.2)

(7.9)

(4.5)

(2.2)

(4.1)

(5.2)

(100)

男
性
(％)

女
性
(％)

總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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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性別對於大麻發揮藥效時間認知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使用大麻後發揮藥效時間進行調查，分析結果發現
不同性別的大麻使用者，男性樣本佔 93.8％、女性樣本佔 90.1％，均認為使用
大麻後在 1-10 分鐘內會發揮藥效。性別對於大麻發揮藥效時間認知交叉分析如
表 4-3-7：

表 4-3-7 性別對於大麻發揮藥效時間認知交叉分析表
變項

1-10 分鐘

11-20 分鐘

21-30 分鐘

31-40 分鐘

40 分鐘以上

總計
N(％)

男性

127

4

0

0

5

136

(％)

(93.4)

(2.9)

(0)

(0)

(3.7)

(100)

女性

118

8

5

0

0

131

(％)

(90.1)

(6.1)

(3.8)

(0)

(0)

(100)

總計

245

11

5

0

5

267

N(％)

(91.8)

(4.5)

(1.9)

(0)

(1.9)

(100)

(八)性別對於大麻藥效持續時間認知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使用大麻後藥效持續時間進行調查，分析結果發現
不同性別的大麻使用者，男性認為大麻使用後藥效持續時間在 50 分鐘以上者占
66.1％，而女性認為大麻藥效持續時間在 50 分鐘以上者占 47.3％，而認為大麻
藥效持續時間在 21-30 分鐘者占 31.3％次之。性別對於大麻藥效持續時間認知
交叉分析如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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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性別對於大麻藥效持續時間認知交叉分析表
變
項

1-10
分鐘

11-20
分鐘

21-30
分鐘

31-40
分鐘

41-50
分鐘

51-60
分鐘

60
分鐘以
上

不願表
態未填
答者

總計
N(％)

男
性

5

6

18

7

1

32

58

9

136

(3.7)

(4.4)

(13.2)

(5.1)

(0.7)

(23.5)

(42.6)

(6.6)

(100)

14

6

41

5

2

33

29

1

131

(10.7)

(4.6)

(31.3)

(3.8)

(1.5)

(25.2)

(22.1)

(0.8)

(100)

19

12

59

12

3

64

87

10

267

(4.5)

(22.1)

(4.5)

(1.1)

(24.3)

(32.6)

(3.7)

(100)

(％)

女
性
(％)

總

(7.1)
計
N(％)

(九)性別與入所(監)前一年內大麻使用經驗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入所(監)前一年內是否有使用大麻進行調查，資料
分析結果，男性大麻使用者在入所(監)前一年內有使用大麻的比例為 51.5％；
女性大麻使用者入所(監)前一年內有使用大麻的比例為 47.3％，結果顯示男性
使用大麻比例較女性為高。性別與入所(監)前一年內大麻使用經驗交叉分析如
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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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性別與入所(監)前一年內大麻使用經驗交叉分析表
變項

入所(監)前一年內
「有」使用經驗者

入所(監)前一年內
「無」使用經驗
者

不願表態未 總計
填答者
N(％)

男性

70

51

15

136

(％)

(51.5)

(37.5％)

(11.0)

(100)

女性

62

58

11

131

(％)

(47.3)

(44.3)

(8.4)

(100)

總計
N(％)

132

109

26

267

(49.4)

(40.8)

(9.7)

(100)

(十)性別與大麻依賴感認知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入所(監)前一年內對於大麻是否產生依賴進行認知
調查，男性大麻使用者有 66.9％認為並未對大麻產生依賴感、女性大麻使用者
有 76.3％認為並未對大麻產生依賴感，男性對於大麻有產生依賴感者為 7.4
％、女性對於大麻有產生依賴感者為 13％，此題分析結果顯示有將近超過 71.5
％的受訪者認為對於大麻沒有依賴感。性別與大麻依賴感認知交叉分析如表 43-10：
表 4-3-10 性別與大麻依賴感認知交叉分析表
變項

入所(監)前一年內
「有」依賴感者

入所(監)前一年內
「無」依賴感者

不願表態未 總計
填答者
N(％)

男性

10
(7.4)

91
(66.9)

35
(25.7)

136
(100)

(％)

17
(13.0)

100
(76.3)

14
(10.7)

131
(100)

總計
N(％)

27
(10.1)

191
(71.5)

49
(18.4)

267
(100)

(％)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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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性別與入所(監)前是否有種植大麻行為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入所(監)前是否有種植大麻行為進行調查，資料顯
示男性大麻使用者有自行種植大麻經驗者為 2.9％、女性大麻使用者有自行種植
大麻經驗者為 3.1％，結果顯示台灣大麻使用者自行種植大麻比例不高，但本項
調查結果，顯示不願表態是否有種植大麻者也有相對較高現象。性別與入所
(監)前是否有種植大麻行為交叉分析如表 4-3-11：

表 4-3-11 性別與入所(監)前是否有種植大麻行為交叉分析表
變項

入所(監)前「有」自
行種值大麻經驗者

入所(監)前「無」
自行種值大麻經驗
者

不願表態
未填答者

總計
N(％)

男性

4

100

32

136

(2.9)

(73.5)

(23.5)

(100)

4

115

12

131

(3.1)

(53.5)

(9.2)

(100)

8

215

44

267

(3.0)

(80.5)

(16.5)

(100)

女性

總計
N(％)

(十二)性別與入所(監)前是否販賣大麻行為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受訪者入所(監)前是否有販賣大麻行為進行調查，資料分
析結果顯示，男性大麻使用者有販賣大麻行為者為 17 人，佔男性樣本數 12.5
％、女性大麻使用者有販賣大麻行為者為 18 人，佔女性樣本數 13.7％，不願表
態填答者，佔總樣本數 14.2％。性別與入所(監)前是否販賣大麻行為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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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3-12：

表 4-3-12 性別與入所(監)前是否販賣大麻行為交叉分析表
變項

入所(監)前「有」
販賣大麻行為者

入所(監)前「無」
販賣大麻行為者

不願表態
未填答者

總計
N(％)

男性

17

98

21

136

(12.5)

(72.1)

(15.4)

(100)

18

96

17

131

(13.7)

(73.3)

(13)

(100)

35

194

38

267

(13.1)

(72.7)

(14.2)

(100)

女性

總計
N(％)

(十三)受訪者入獄前向多少人購買過大麻分析
本研究針對受訪者入獄前曾向多少人購買大麻進行調查，經資料分析有效
樣本共計 79 人，未填答此題或超過填答十人以上者均列為無效樣本，不予統計
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大麻使用者向多少人購買過大麻？」此題項統計眾數為
1 人，中位數為 1 人，有效樣本內有 51.9％表示僅向 1 人購買大麻，24.1％表
示向 2 人購買大麻，向 2 人以內取得大麻的使用者共計 76％。表示大麻使用者
購買大麻的管道，並不會像其他毒品容易取得，取得管道也較為封閉，與質性
訪談結果相符。受訪者入獄前向多少人購買大麻分析如表 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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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3 受訪者入獄前向多少人購買大麻分析表
變項

次數分配 N

百分比

向 1 人購買

41

51.9％

向 2 人購買

19

24.1％

向 2 人以上購買
總計

19
79

24.1％
100％

中位數
眾數
平均數

1.00
1
2.14

(十四)大麻價格分析
本研究問卷針對大麻使用者購買大麻的價格進行調查，經資料分析有效樣
本共計 74 人，未填答此題或未填答購買時包裝單位者均列為無效樣本，經統計
受訪者的大麻價格以每公克計算，平均數為 804 元、眾數為 1000 元、中位數為
800 元，與質性訪談中大麻於台灣市場的價格結果相符，目前台灣的大麻市場價
格大約是每公克 800-1000 元上下，會隨著取得的管道及大麻的品質而有所差
異。大麻價格分析如表 4-3-14：

表 4-3-14 大麻價格分析表
有效樣本

N=74

平均數

804.03

中位數

800

眾數
最小值
最大值

1000
2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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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期望獲得的效果進行調
查，本題為複選題，經統計分析結果，男性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期望獲
得「放鬆身體」次數最高為 89 次，佔男性樣本數 65.4％，其次為「舒緩壓力」
次數為 73 次，佔男性樣本數 53.7％、再其次為「獲得刺激的體驗」次數為 42
次，佔男性樣本數 30.9％。女性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期望獲得「放鬆身
體」次數最高為 77 次，佔女性樣本數 58.8％，其次為「舒緩壓力」次數為 52
次，佔女性樣本數 39.7％、再其次為「獲得刺激的體驗」次數為 46 次，佔女性
樣本數 35.1％。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交叉分析如表 4-3-15：

表 4-3-15 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交叉分析表
變項

男性

女性

總計

舒緩壓力

放鬆身體

提振精神

獲得刺激的
體驗

其他

73

89

16

42

10

(53.7)

(65.4)

(11.8)

(30.9)

(7.4)

52

77

11

46

12

(39.7)

(58.8)

(8.4)

(35.1)

(9.2)

125

166

27

88

22

(46.8)

(62.2)

(10.1)

(33.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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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地點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地點進行調查，分析結
果發現，男性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地點：以「朋友家」為最高比例佔
58.4％、其次為「自家」佔 31.6％；女性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地點：以
「朋友家」為最高比例佔 44.3％、其次為「自家」佔 33.6％，不同性別在第一
次使用大麻的地點上雷同，均呈現以朋友家或自家中有較高的比例，與質性訪
談結果相符。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地點交叉分析如表 4-3-16：

朋 旅 汽
友 館 車
家
旅
館
愛
情
)

變
項

(

男
性

表 4-3-16
夜
店
、
俱
樂
部

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地點交叉分析表
馬
公
自
飯
KTV
路
共
己
店
、
邊
廁
家
、
MTV
、
所
酒
、
街
店
網
上
咖

朋
友
的
朋
友
家

其
他

總計
N(％)

58

12

14

5

0

43

1

0

1

2

136

(42.6)

(8.8)

(10.3)

(3.7)

(0)

(31.6)

(0.7)

(0)

(0.7)

(1.5)

(100)

58

15

6

0

0

44

2

1

3

2

131

(44.3)

(11.5)

(4.6)

(0)

(0)

(33.6)

(1.5)

(0.8)

(2.3)

(1.5)

(100)

116

27

20

5

0

87

3

1

4

4

267

(43.4)

(10.1)

(7.5)

(1.9)

(0)

(32.6)

(1.1)

(0.4)

(1.5)

(1.5)

(100)

(％)

女
性
(％)

總
計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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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原因進行調查，本題為
複選題，經統計分析結果，男性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原因為「自己好
奇、模仿」次數最高為 50 次，佔男性樣本數 36.8％、其次為「他人免費提供」
次數為 42 次，佔男性樣本數 30.9％、再其次為「舒緩壓力」次數為 41 次，佔
男性樣本數 30.1％、再其次為「想要尋求刺激」次數為 36 次，佔男性樣本數
26.5％、再其次為「受到朋友誘惑」次數為 31 次，佔男性樣本數 22.8％。女性
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原因為「自己好奇、模仿」次數最高為 57 次，佔
女性樣本數 43.5％、其次為「舒緩壓力」次數為 39 次，佔女性樣本數 29.8
％、再其次為「他人免費提供」次數為 31 次，佔女性樣本數 23.7％、再其次為
「受到朋友誘惑」次數為 28 次，佔女性樣本數 21.4％、再其次為「想要尋求刺
激」次數為 27 次，佔女性樣本數 20.6％。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原因交叉分
析如表 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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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要
尋
求
刺
激

受
到
朋
友
誘
惑

覺
得
用
了
很
屌
、
很
酷

/

遇
到
挫
折
、
煩
躁

變項

表 4-3-17 性別與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原因交叉分析表
比
身
誤
價
自
他
想
想
一
邊
以
格
己
人
要
要
般
朋
為
便
好
免
提
減
毒
友
使
宜
奇
費
神
肥
品
用
家
、
提
不
沒
人
傷
有
模
供
都
身
犯
使
仿
體

法

用

舒
緩
壓
力

不
會
被
關

其
他

男性

8

36

31

50

29

7

8

42

1

2

0

4

41

0

6

(％)

(5.9
）

(26.5
）

(22.8
）

(36.8
）

(21.3
）

(5.1）

(5.9）

(30.9
）

(0.7）

(1.5）

(0）

(2.9）

(30.1
）

(0）

(4.4）

女性

10
(7.6）

27
(20.6
）

28
(21.4
）

57
(43.5
）

12
(9.2）

1
(0.8）

9
(6.9）

31
(23.7
）

4
(3.1）

2
(1.5）

0
(0）

1
(0.8）

39
(29.8
）

4
(3.1）

6
(4.6）

18
(6.7）

63
(23.6
）

59
(22.1
）

107
(40.1
）

41
(15.4
）

8
(3.0）

17
(6.4）

73
(27.3
）

5
(1.9）

4
(1.5）

0
(0）

5
(1.9）

80
(30.0
）

4
(1.5）

12
(4.5）

(％)

總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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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性別與持續使用大麻原因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繼續使用大麻的原因進行調查，此題為複
選題，經統計分析結果，男性大麻使用者持續使用大麻的原因為「想要尋求刺
激」次數最高為 35 次，其次為「喜歡使用大麻的感覺」次數為 33 次、再其次
為「比一般毒品不傷身體」次數為 28 次、再其次為「受到朋友誘惑」次數為 26
次、再其次為「他人免費提供」次數為 24 次。女性大麻使用者持續使用大麻的
原因為「想要尋求刺激」次數最高為 38 次，其次為「喜歡使用大麻的感覺」次
數為 26 次、再其次為「受到朋友誘惑」次數為 25 次、再其次為「他人免費提
供」、
「壓力太大」次數均為 19 次。性別與持續使用大麻的原因交叉分析如表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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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要
尋
求
刺
激

男性

19

35

(％)

(15)

女性
(％)

總計
(％)

受
到
朋
友
誘
惑

26

舒 避
服 免
中
斷
吸
食
而
感
到
不

0

覺
得
用
了
很
屌
、
很
酷

/

遇
到
挫
折
、
煩
躁

變項

表 4-3-18 性別與大麻使用者持續使用原因交叉分析表
比
身
誤
價
他
想
想
一
邊
以
格
人
要
要
般
朋
為
便
免
提
減
毒
友
使
宜
費
神
肥
品
用
家
提
不
沒
人
傷
有
供
都
身
體

犯
法

使
用

28

5

9

24

(27.6) (20.5) (0)

(22)

(3.9)

(7.1)

16
(13)

38
25
1
(30.9) (20.3) (0.8)

10
(8.1)

4
(3.3)

35
(14)

73
51
1
(29.2) (20.4) (0.4)

38
9
(15.2) (3.6)

喜
歡
使
用
大
麻
的
感
覺

不
會
被
關

2

33

其
他

1

0

5

15

(18.9) (1.6)

(0.8)

(0)

(3.9)

(11.8) (1.6)

(26.0) (14.2)

9
(7.3)

19
4
(15.4) (3.3)

3
(2.4)

0
(0)

0
(0)

19
1
(15.4) (0.8)

26
14
(21.1) (11.4)

18
(7.2)

43
6
(17.2) (2.4)

4
(1.6)

0
(0)

5
(2.0)

34
3
(13.6) (1.2)

59
32
(23.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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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壓
力
太
大

18

(十九)性別與大麻取得的來源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入所前一年取得大麻的來源進行調查，此
題為複選題，經統計分析結果，男性大麻使用者入所前一年取得大麻的來源為
「朋友」次數最高為 67 次，其次為「藥頭」次數為 34 次。女性大麻使用者入
所前一年取得大麻的來源為「朋友」次數最高為 68 次，其次為「藥頭」次數為
34 次。性別與大麻取得的來源交叉分析如表 4-3-19：

學
校
同
學

變
項

男

藥
頭

表 4-3-19 性別與大麻取得的來源交叉分析表
親
網
朋
夜
老 開
男
戚
路
友
店
闆 派
、
、
提
對
女
家
供
、
朋
人
轟
友
趴
的

陌
生
人

其
他

1

34

0

5

67

7

3

9

4

8

(0.8）

(27.9）

(0）

(4.1）

(54.9）

(5.7）

2.5）

(7.4）

(3.3）

(6.6）

5

34

2

3

68

3

3

15

0

12

(4.1）

(27.9）

(1.6）

(2.5）

(55.7）

(2.5）

(2.5）

(12.3）

(0.0）

(9.8）

6

68

2

8

135

10

6

24

4

20

(2.5）

(27.9）

(0.8）

(3.3）

(55.3）

(4.1）

(2.5）

(9.8）

(1.6）

(8.2）

性
(％)

女
性
(％)

總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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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性別與大麻通常使用地點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入所前一年取得通常使用大麻的地點進行
調查，此題為複選題，經統計分析結果，男性大麻使用者入所前一年通常使用
大麻的地點為「朋友家」次數最高為 53 次，其次為「自己家」次數為 46 次、
再其次為「汽車旅館」次數為 30 次、再其次為「夜店」次數為 18 次。女性大
麻使用者入所前一年通常使用大麻的地點為「朋友家」次數最高為 56 次，其次
為「自己家」次數為 47 次、再其次為「汽車旅館」次數為 28 次。性別與大麻
通常使用地點交叉分析如表 4-3-20：

變項

男性
(％)

女性
(％)

總計

朋友
家

汽車
旅
館、

夜
店、
俱樂

馬路
邊、
街上

自己
家

愛情
旅館

部

53

30

18

7

46

(43.1)

(24.4)

(14.6)

(5.7)

56

28

5

(46.7)

(23.3)

109
(44.9)

公共
廁所

飯
店、
酒店

0

(37.4)

0

(4.2)

58
(23.9)

MTV KTV

表 4-3-20 性別與大麻通常使用地點交叉分析表
其他

網咖

朋友
的朋
友家

9

10

9

13

(0.0)

(7.3)

(8.1)

(7.3)

(10.6)

47

1

7

1

8

14

(0.0)

(39.2)

(0.8)

(5.8)

(0.8)

(6.7)

(11.7)

23

7

93

1

16

11

17

27

(9.5)

(2.9)

(38.3)

(0.4)

(6.6)

(4.5)

(7.0)

(1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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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性別與大麻使用認知及行為交叉分析
本研究針對受訪者的大麻使用認知及行為進行調查；以了解在大麻使用行
為上的習慣及性別上的使用差異。以下性別與大麻使用行為交叉分析如表 4-321：

表 4-3-21 性別與大麻使用認知及行為交叉分析表
變項

第一次使用大麻是
否有人教導

使用大麻的方法

使用大麻時是否會
與其他人一起使用

男性

女性

總計
N(％)

是

91

89

180

(％)

(66.9)

(67.9)

(67.4)

否

44

29

73

(％)

(32.4)

(22.1)

(27.3)

未表態
（％）
總計
N(％)

1

13

14

(0.7)

(9.9)

(5.2)

136

131

267

(100)

(100)

(100)

捲菸

116

122

228

(％)

(87)

(94)

(91)

菸斗

11

7

18

(％)

(8)

(5)

(6)

水車

4

0

4

(％)

(2)

(0)

(1)

其他

5

2

7

(％)

(3)

(1)

(2)

總計
N(％)

136

131

267

(100)

(100)

(100)

是

105

110

215

(％)

(77.2)

(84)

(80.5)

否

29

21

50

(％)

(21.3)

(16)

(18.7)

未表態
（％）

2

0

2

(1.5)

(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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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麻時是否會
與其他毒品一起使
用

與大麻混用之毒品

使用大麻是否會讓
人上癮

使用大麻是否造成

總計

136

131

267

N(％)

(100)

(100)

(100)

是

55

55

110

(％)

(40.4)

(42)

(41.2)

否

79

75

154

(％)

(58.1)

(57.3)

(57.7)

未表態
（％）

2

1

3

(1.5)

(0.8)

(1.1)

總計
N(％)

136

131

267

(100)

(100)

(100)

海洛因
（％）

5

11

16

(9)

(20)

(14.5)

安非他命
（％）

10

14

24

(18.3)

(25.5)

(21.9)

K 他命
（％）

15

5

20

(27.3)

(9.1)

(18.2)

其他
（％）

8

5

13

(14.5)

(9.1)

(11.8)

未表態
（％）

17

20

35

(30.9)

(36.3)

(33.6)

總計
（％）

55

55

110

(100)

(100)

(100)

是（％）

23(16.9)

22(16.8)

45(16.9)

否（％）

113(83.1)

109(83.2)

222(83.1)

總計
（％）

136

131(％)

267(100)

是（％）

110(80.9)

84(64.1)

194(72.7)

否（％）

26(19.1)

47(35.9)

73(27.3)

總計
（％）

136(100)

131(100)

267(100)

是（％）

9(6.6)

2(1.5)

11(4.1)

否（％）

127(93.4)

126(96.2)

253(94.8)

生理上的舒服感?

一段時間未使用大
麻，身體是否產生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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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表態

0(0)

3(2.3)

3(1.1)

136(100)

131(100)

267（100）

（％）
總計
（％）

1.第一次使用大麻是否有人教導？
男性大麻使用者表示在第一次使用大麻時，有人教導者佔 66.9％；女性有
人教導者佔 67.9％。整體結果顯示，有 67.4％的大麻使用者在第一次使用大麻
時有人給予教導。
2.使用大麻的方法？
男、女性大麻使用者最常使用大麻的方法，是以「捲菸」的方式吸食佔 91
％，僅有少數表示會使用「菸斗」或「水車」方式吸食。
3.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人一起使用？
男性大麻使用者有 77.2％會與他人一起使用，女性有 84％會與他人一起使
用，資料顯示女性與他人使用之比例較男性為高。
4.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毒品一起使用？
男性大麻使用者，使用大麻時混用其他類毒品者佔 40.4％，最常混用的毒
品為 K 他命；女性大麻使用者，使用大麻混用其他毒品者佔 42％，最常混用的
毒品為安非他命。資料顯示大麻使用者，混用其他毒品的比例低於不混用者，
表示大麻使用者不一定會混用其他類毒品，與質性分析結果相符。
5.使用大麻是否會讓人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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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用者的認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男性大麻使用者認為大麻會上癮的佔
16.9％、不會上癮的佔 83.1％；女性大麻使用者認為大麻會上癮的佔 16.8％、不
會上癮的佔 83.2％，此結果與質性分析結果相符，均認為大麻不會有成癮性。
6.使用大麻是否造成生理上的舒服感?舒服的感覺為何？
男性大麻使用者認為使用大麻會有舒服感者佔 80.9％、沒有舒服感者佔
19.1％，舒服的感覺最高比例者為「放鬆」；女性大麻使用者認為使用大麻會有
舒服感者佔 64.1％、沒有舒服感者佔 35.9％，舒服的感覺最高比例者為「放
鬆」。就資料結果顯示男性對於大麻的舒服感認知較女性為高。
7.一段時間未使用大麻，身體是否產生不舒服?不舒服的感覺為何？
男性大麻使用者認為一段時間未使用大麻，會有不舒服感者佔 6.6％、沒有
不舒服感者佔 93.4％，不舒服的感覺最高比例者為「想吐」；女性大麻使用者認
為一段時間未使用大麻，會有不舒服感者佔 1.5％、沒有不舒服感者佔 96.2％，
不舒服的感覺最高比例者為「想吐」。就資料結果顯示對於一段時間未使用大麻
並不太會產生不適感。

二、 大麻使用者使用行為之性別差異檢定
本研究以 SPSS 統計軟體，針對不同性別之大麻使用者在大麻使用行為、動
機及認知方面進行 t 檢定（以 95％信賴區間）及卡方(χ2)檢定其漸近顯著性，
其結果及說明將於以下各檢定段落呈現出來。
（一)性別對第一次使用大麻年齡的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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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在初次使用大麻的年齡進行 t 檢定，男性初次使用大麻的平均年
齡為 23.6 歲，女性初次使用大麻的平均年齡為 22.5 歲。經 t 檢定的結果顯示，
不同性別在初次使用大麻的平均年齡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表 4-3-22）。
表 4-3-22 性別在初次使用大麻年齡得分之比較
變項
初次使用大麻年齡

性別（mean±SD）
男(n=132)
23.6±1.458

女(n=129)
22.5±1.363

t值

P

1.008

.315

註：* p<0.05; ** p<0.01; *** p<0.001

（二)性別對於大麻發揮藥效時間的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對於使用大麻後發生藥效的時間進行 t 檢定，男性使用大麻後發揮藥
效的平均時間為 7.25 分鐘、女性使用大麻後發揮藥效的平均時間為 6.87 分鐘。
經 t 檢定的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後發揮藥效時間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 4-3-23）。
表 4-3-23 性別在大麻發揮藥效時間得分之比較
變項
大麻發揮藥效時間

性別（mean±SD）
男(n=132)
7.25±.769

女(n=129)
6.87±.443

t值

P

.965

.326

註：* p<0.05; ** p<0.01; *** p<0.001

（三)性別對於大麻藥效持續時間的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對於使用大麻後藥效持續的時間，男性對於大麻藥效持續的平均
時間為 50.5 分鐘，而女性對於大麻藥效持續的平均時間為 40 分鐘。進行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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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後藥效持續的時間上有顯著差異（表 4-3-24），顯示
對於使用大麻後藥效持續的時間，男性反應的平均時間比女性長。進一步就男
女性大麻使用者資料分布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對於大麻藥效持續時間上，男
性有 66.1％自陳藥效持續時間為 50 分鐘以上，而女性僅有 47.3％表示藥效持
續時間為 50 分鐘以上；另外，女性有 31.3％認為藥效持續時間在 21-30 分鐘之
間，男性認為藥效持續時間在 21-30 分鐘之間僅 13.2％。由此可以解釋不同性
別對於藥效持續時間產生的差異，就資料分析顯示，男性對於藥效持續時間的
認知顯著地高於女性。
表 4-3-24 性別在大麻發揮藥效時間得分之比較
變項
大麻發揮藥效時間

性別（mean）
男(n=136)
50.5±2.275

女(n=131)
40±2.109

t值

P

2.733

.007**

註：* p<0.05; ** p<0.01; *** p<0.001

（四)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地點的差異
不同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地點，進行卡方(χ2)檢定，不能滿足卡方
檢定各細格期望值需≧5 之基本假設者，會進行細格間之合併以滿足此基本假
設後再進行檢定。依照本題項「使用地點」將各選項合併為：
「居住場所（自
家、朋友家、朋友的朋友家）
」、
「公共場所（夜店、街上、公廁、飯店、其
他）
」、
「隱蔽空間（汽車旅館、KTV、MTV）」等三類地點後再進行卡方檢定，發
現不同性別在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地點上沒有顯著的差異（表 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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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5 性別在第一次使用地點得分之比較
變項

性別（E）
男(n=136)

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
居住場所（自家、朋友

家、朋友的朋友家）
公共場所（夜店、街

上、公廁、飯店、其
他）
隱蔽空間（汽車旅

館、KTV、MTV）

χ2

P

2.000

.368

女(n=131)

58（59.1）

58
（56.9）

64（59.6）

53
（57.4）

14（17.3）

20
（16.7）

註：* p<0.05; ** p<0.01; *** p<0.001

（五)性別對於大麻使用行為及認知的差異
不同性別對於大麻各種使用行為及認知，進行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326。
1. 不同性別在第一次使用大麻是否有人給予教導，沒有顯著差異性。
2.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一人起使用，分析結果沒有顯著的
差異。
3.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時是否會混用其他毒品，分析結果並沒有顯著的差
異。
4.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是否會讓人上癮之認知上，分析結果沒有顯著的差
異。
5.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是否造成生理上舒服感的認知上，分析結果有顯著
的性別差異性。經由卡方百分比同質性考驗之事後比較，發現男性認為
使用大麻會造成生理上有舒服感的比例為 56.7％，女性認為使用大麻會
造成生理上有舒服感的比例為 35.6％。由此可推論，男性對於大麻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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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的舒服感的認知高於女性。
表 4-3-26 性別在使用行為及認知得分之比較
χ2

P

1.第一次使用大麻是否有人教導

1.971

.160

2.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人一起
使用

1.362

.243

3.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毒品一
起使用

0.043

.835

4.使用大麻是否會讓人上癮

0.001

.979

5.使用大麻是否造成生理上的舒服
感?

9.435

.002**

變項

註：* p<0.05; ** p<0.01; *** p<0.001

（六)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複選題)進行卡方
(χ2)檢定，不能滿足卡方檢定各細格期望值需≧5 之基本假設者，會進行細格
間之合併以滿足此基本假設後再進行檢定。針對本題項進行類別合併，將各種
初次吸食大麻原因歸類為，個人「外在拉力因素」
、「內在推力因素」及「錯誤
認知因素」等三類進行卡方檢定，檢驗結果如表 4-3-27，經由卡方檢定，性別
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沒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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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7 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差異分析
變項

性別（期望值）
男(n=136)

χ2

P

5.001

.082

女(n=131)

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
外在拉力因素〈受到朋友誘

惑、身邊朋友家人都使用、他
人免費提供〉
內在推力因素〈遇到挫折、煩
躁、自己好奇、模仿、想要尋
求刺激、想要提神、想要減
肥、舒緩壓力〉
錯誤認知因素〈比一般毒品不
傷身體、價格便宜、誤以為使
用沒有犯法、覺得用了很屌、
很酷、不會被關、其他〉

81(79.5）

68(69.5）

136(145.6）

137(127.4）

47(38.9）

26(34.1）

註：* p<0.05; ** p<0.01; *** p<0.001

（七)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複選題)
進行卡方(χ2)檢定，針對性別與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進行交叉分
析，檢驗結果如表 4-3-28，顯示不同性別第一次使用大麻期望獲得的效果以
「放鬆身體」有較高之比例、以「舒緩壓力」次之。經由卡方檢定，性別對於
第一次使用大麻期望獲得的效果沒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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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8 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差異分析
變項

性別（期望值）
男(n=136)

χ2

P

3.311

.507

女(n=131)

第一次使用大麻期待獲得的效果
舒緩壓力

73（67.2）

52（57.8）

放鬆身體

89（89.2）

77（76.8）

提振精神

16（14.5）

11（12.5）

獲得刺激的體驗

42（47.3）

46（40.7）

其他

10（11.8）

12（10.2）

註：* p<0.05; ** p<0.01; *** p<0.001

（八)性別對於促使持續使用大麻的原因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持續使用大麻的原因（複選題)進行卡方(χ
2

)檢定，不能滿足卡方檢定各細格期望值需≧5 之基本假設者，會進行細格間之

合併以滿足此基本假設後再進行檢定。針對本題項進行類別合併，將各種持續
吸食大麻原因歸類為，個人「外在拉力因素」、
「內在推力因素」及「錯誤認知
因素」等三類後進行卡方檢定，檢驗結果如表 4-3-29，發現性別對於持續使用
大麻的原因沒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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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9 性別對於持續使用大麻的原因差異分析
變項

性別（期望值）
男(n=136)

χ2

P

5.720

.057

女(n=131)

持續使用大麻原因
外在拉力因素〈受到朋友

誘惑、身邊朋友家人都使
用、他人免費提供、〉
內在推力因素〈遇到挫
折、煩躁、想要尋求刺
激、避免中斷吸食而感到
不舒服、想要提神、想要
減肥、壓力太大、喜歡使
用大麻的感覺〉
錯誤認知因素〈比一般毒
品不傷身體、價格便宜、
誤以為使用沒有犯法、覺
得用了很屌、很酷、不會
被關、其他〉

59(60.5)

53(51.5)

104(112.4)

104(95.6)

59(49.2)

32(41.8)

註：* p<0.05; ** p<0.01; *** p<0.001

（九)性別對於取得大麻來源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取得大麻來源（複選題)進行卡方(χ2)檢
定，不能滿足卡方檢定各細格期望值需≧5 之基本假設者，會進行細格間之合
併以滿足此基本假設後再進行檢定。依據上述檢定基本假設及受訪者填答結
果，將＜5 之細格依照其屬性，合併為「朋友（學校同學、男女朋友）」、「藥頭」
、
「其他網絡（夜店提供、網路、轟趴的老闆、陌生人、親戚家人、其他）」等三
類大麻來源，再針對性別與取得大麻來源進行分析，檢驗結果如表 4-3-30，顯
示不同性別取得大麻來源以「朋友」有較高之比例、以「藥頭」次之。經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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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的結果顯示，性別對於取得大麻來源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 4-3-30 性別對於取得大麻來源差異分析
變項

性別（期望值）
男(n=136)

77（80.5）

88（84.5）

34（33.2）

34（34.8）

路、轟趴的老闆、陌生人、 27（24.4）
親戚家人、其他）

23（25.6）

友）
藥頭

P

.881

.644

女(n=131)

取得大麻來源
朋友（學校同學、男女朋

χ2

其他網絡（夜店提供、網

註：* p<0.05; ** p<0.01; *** p<0.001

（十)性別對於大麻通常使用的地點差異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通常使用的地點（複選題) 進行卡方(χ2)
檢定，不能滿足卡方檢定各細格期望值需≧5 之基本假設者，會進行細格間之
合併以滿足此基本假設後再進行檢定。依照本題項「使用地點」將各選項合併
為：「自家」、
「朋友家（朋友的朋友家）
」、
「隱蔽空間（汽車旅館、KTV、
MTV）」
、「公共場所（夜店、街上、公廁、飯店）
」、
「其他」等四類地點後再進行
卡方檢定（表 4-3-31）。檢定的結果顯示，性別對於通常使用地點有顯著的差
異。
進一步執行卡方百分比同質性考驗之事後比較，結果發現男女性大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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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公共場所使用的比例有顯著差異。尤其，男性大麻使用者會在公共場合使
用的比例為 75.9％；而女性大麻使用者會在公共場合使用的比例僅為 24.1％，
表示男性會選擇在公共場合使用大麻的比例高於女性許多。
表 4-3-31 性別對於大麻通常使用的地點差異分析表
變項

性別（期望值）

χ2

P

13.581

.009**

男(n=136) 女(n=131)
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
自家

46（50.1） 47（42.9）

朋友家（朋友的朋友家） 62（67.9） 64（58.1）
隱蔽空間（汽車旅館、 30（31.2） 28（26.8）
KTV、MTV）
公共場所（夜店、街上、 44（31.2） 14（26.8）
公廁、飯店）
其他
13（14.5） 14（12.5）
註：*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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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共分為六個部分，首先討論大麻目前在台灣的流行趨勢及市場交易概
況，第二部分討論大麻使用者的相關特性，第三部分討論大麻查緝黑數可能產
生的原因，第四部份則討論大麻使用者在行為及認知上的性別差異，第五部份
是對於大麻合法化的看法，最後則是現今查緝大麻的窒礙問題及挑戰。
一、大麻在台灣的流行趨勢及市場交易概況
隨著歐美各國娛樂性大麻的開放，甚至鄰近台灣的韓國、菲律賓、泰國相
繼開放醫療用大麻的使用，台灣人民對於大麻的認知，不再像以往的「毒品」
如此單純。從本研究中的專家焦點座談、質性訪談、問卷調查等結果，可以了
解到目前台灣大麻市場的現況及大麻使用者對於大麻的認知看法，首先就研究
結果中對於目前台灣大麻的流行趨勢作以下討論。
（一)台灣大麻的流行趨勢
就專家焦點座談結論指出；近五年國內大麻的查獲數量，成長了近 25 倍以
上，推估大麻使用人口近年應該有大量的成長。目前台灣大麻主要市場以北部
為主，施用大麻亦具有城鄉差距，在都市地區如台北、台中施用大麻的情形較
高。而鄉下地區施用者較少，但查獲種植、栽種者卻比較多。且近年來夜店 pub
的享樂文化已形成一種潮流，大麻與 MDMA 有相關的毒品混合施用。在價值觀轉
變的潮流下，認為大麻的惡性與其他的硬性毒品完全不同，大麻為國外合法化
產品，相較之下惡性比起其他毒品是微不足道的。在這樣的觀念下，個人的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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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感、罪惡感便會較低而很容易去做施用。大麻會在台灣流行，很大的原因是
宣傳過度，好奇心導致施用。當媒體一再的宣傳、討論大麻相關議題，好奇心
便會驅使年輕人去追逐他。資訊過度的氾濫也是導致大麻濫用的原因之一。
針對大麻使用者進行質性訪談結果，針對目前台灣大麻的流行趨勢提出以
下看法。認為大麻在台灣流行的原因，是近年來在網路上的大麻資訊充斥，許
多大麻專屬網站論壇，公開分享大麻使用心得經驗，且有許多倡議大麻合法化
化的網站，會宣傳大麻的好處及無害，導致大麻的網路聲量有不斷上升的趨
勢，所以感覺上近幾年大麻在台灣有日趨流行的跡象。部分訪談者認為大麻在
台灣不算流行的觀點，則是認為大麻與安非他命及 K 他命相較之下，使用人口
畢竟還是屬於特殊族群，並不像安非他命及 K 他命那樣的氾濫，取得的管道也
比較封閉，大麻販賣者通常只賣大麻，與其他類型毒品的販賣者較沒有重疊。
且大麻的流行區域，大部分受訪者指出，在中北部較為流行大麻，尤其是台北
都會區最為盛行，因為許多外國人都會聚集在台北市居住，南部地區較不流行
大麻，既使有使用大麻，取得的管道通常也來自北部居多。
就本研究量化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大麻使用經驗者在入獄前一年居住的縣
市分布，以北部都會區台北市及新北市占總樣本數 46.9％最多，大都會區台中
市 8.2％、高雄市 11.2％，使用者比例由北向南遞減。本結果與專家焦點座談
及大麻質性訪談內容相符，目前大麻以台灣北部地區較為流行，中南部相對較
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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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專家焦點座談、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大麻使用者行為問卷結
果，對於目前台灣大麻的流行趨勢，作出以下結論：
1.近年從大麻查獲量及大麻的網路聲量，大麻的流行的確有上升的趨勢。
2.目前台灣大麻以北部大都會區為主要流行的區域，中南部較不流行。
3.對於大麻認知的改變，是造成流行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台灣大麻的市場交易概況
就專家焦點座談結論指出；在大麻市場近年來，大宗的走私來源以柬埔寨
及泰國為主要供應地，個人走私部分，則以透過網路向國外郵購，以包裹方式
寄送進入台灣，網路上也充斥著大麻水耕療法的訊息，目前在國內要取得大麻
管道眾多，且取得容易。許多國家大麻合法化的影響，在合法國家要阻斷來源
更形困難。合法化的國家（加拿大、美國、荷蘭）以郵包走私居多，也曾發現
用進口二手汽車夾帶方式走私，此類走私者以青年人為主。大麻不合法國家
（泰國、柬埔寨）則以漁船、貨櫃走私居多，其背景以大型走私集團居多運輸
層級有所不同。國內大麻價格不斷攀高，合法國家約新台幣 300 至 400 元，但
台灣卻高達新台幣 1300 元，在新北市大麻一公克已攀到新台幣 1500~2000 元，
價差也累積了相當大的市場。在取得管道上，比起其他的毒品來的簡易許多。
相比之下，並不需要過多的化學知識，製造與種植都來得容易許多，目前自行
栽種大麻越來越多，且技術越來越純熟。緝獲的大麻量多數為自行栽種，網路
購買的重量較少，交易管道一般有自己的封閉社群軟體來聯絡，查獲的機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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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早期大麻多來自於走私，目前管道非常多元，包含海運的貨櫃，空運的
快遞、旅客及行李夾帶、國際郵包。郵包不用登記，方便且匿名性高，因此目
前在關務署查緝到最多的毒品案件變為郵包，其次才是成本相對高的快遞與風
險較高的行李夾帶。交易者有可能訓練出一個專門販賣者，形成各階層化的角
色分配，進而降低被治安機關發現的風險。另外也有案例是跟著優質的旅行
團，沒有經過檢查、攔查便直接帶進來。現在大麻交易幾乎都在網路上聯絡，
並透過特殊的聯絡通訊方式，如紙飛機、telegram 等，這些通訊軟體都具有看過
便消失、保密的特性;交付則透過拉拉快遞、計程車等方式來寄送，賣家與買家
幾乎不會碰到面。或是郵包寄送到安全的地方。國外寄來的特點多為大麻花、
真空包裝。運送方式採第三地運送的方式來避免查緝，可能透過遙控中國或加
拿大寄送至台灣，再請不知情的人去拿。目前國內大麻通路，屬於封閉單一的
通路形式，不像是安非他命，查獲一個藥頭，可以追出許多的藥腳，施用者往
往可以有自己的購買通路，甚至自行種植施用。
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對於目前台灣大麻市場交易現況分析如下；在取得大
麻的難易程度上，大部分的使用者及製造者，表示在台灣要取得大麻並非難
事，有許多的管道可以取得，主要管道大都是朋友間介紹，許多受訪者均表
示，從國外網購郵寄風險太高，通常還是找信任的朋友取得。而大麻種植者，
種子來源則從國外網購或走私取得較多。受訪者中有 4 位，認為在台灣要取得
大麻並不容易，需要有特定熟悉的管道，才有辦法取得大麻。大麻大盤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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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供給的對象以毒品販售集團為主，並不會將種植的大麻售予尾端的使
用者，透過毒品販售集團，將大麻傳銷到使用者手上，經過層層的剝削，大麻
到尾端的使用者時，價格已經翻漲了好幾倍。使用者主要取得的管道，還是透
過藥頭，以面對面現金方式交易居多，亦有少部分受訪者表示會用匯款郵寄方
式到貨，但均表示網購郵寄方式風險較高，較沒有保障。台灣大麻市場，部分
使用者無法區分大麻葉與大麻花的差異，具種植者表示，大麻花的經濟價值最
高，藥效較強價格最高，市場上品質較佳的大麻花價格為每公克新台幣 2500 至
5000 元不等，從國外走私價格大約每公克 350-400 元，國內自行種植的大麻花
價格約每公克 550 元左右，雖然價格較國外貴，但可以避免販賣者走私被查獲
時被牽連的風險，仍然是供不應求。經常吸食者在市場上取得最便宜大麻的價
格，大約每公克是 500 至 800 元左右，在夜店、酒店價格則為每公克 1500 至
2000 元，因取得管道及場所不同，二者價差甚大。就市場價格而言，台灣大麻
價格較日、韓為低，大約與中國相近，平均價格高出東南亞許多，故大麻來源
許多由東南亞走私進入台灣。
就本研究量化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大麻使用者在入獄前取得大麻的管道平
均為 1.5 人，主要取得大麻的管道是透過認識的朋友居多佔總樣本數 55.3％，
其次才是透過藥頭取得大麻。經統計分析大麻在台灣的平均價格約在每公克新
台幣 1000 元左右，以上結果與專家焦點座談及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結果相符。
根據以上專家焦點座談、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大麻使用者行為問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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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對於目前台灣大麻的市場交易概況，作出以下結論：
1. 目前台灣大麻走私管道方式多元且查緝困難。
2. 為謀取暴利，國內自行種植大麻日漸增多，栽種技術日益精進。
3. 國內大麻平均價格每公克約為新台幣 1000 元左右。
4. 大麻使用者取得大麻的管道較為封閉，多向熟識朋友購買。
二、大麻使用者的相關特性
針對台灣大麻使用者人口特性，由大麻使用者初次接觸大麻的原因、主要
使用族群人口特性、使用行為等部分，就專家焦點座談、大麻使用者質性訪
談、大麻使用行為問卷內容結果，做出以下綜合性討論：
（一)大麻使用者初次接觸大麻的原因
焦點座談內容對於大麻使用者初次接觸大麻的原因提出以下看法；大麻使
用者受外國文化影響，施用者許多具有國外留學經驗，大麻文化影響頗深，將
大麻文化帶回國內。大麻施用者把使用大麻當成一種「抒發壓力」的方式。在
社群網站上有許多對大麻友善的社團，一方面討論大麻的相關知識，另一方面
也會鼓吹大家去使用大麻，也造成大麻資訊充斥，當媒體一再的宣傳、討論大
麻相關議題，好奇心便會驅使年輕人去追逐他。資訊過度的氾濫也是導致大麻
濫用的原因之一。而近年來烏拉圭、加拿大的合法化勢必將勾起年輕人對大麻
的好奇心，但我們政府對於大麻合法化並沒有足夠的論述來導正學生的對大麻
的錯誤觀念。因為對於大麻認知的改變，個人的羞恥感、罪惡感便會較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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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去做施用。施用大麻與緩解其壓力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壓力增
重，勢必會施用更具效果的毒品。
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內容，對於初次接觸大麻原因分析如下，好奇心理是
驅使大麻使用者，第一次接觸大麻的主要動機，目前各種資訊發達，近年來網
路上對於大麻討論聲量有升高的趨勢，沒有有效策略的防制下，年輕人易受各
種不實資訊的誘惑進而接觸大麻。
大麻使用者量化行為問卷分析結果顯示；男、女性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
大麻最主要原因，均以「自己好奇、模仿」為最高比例，「紓緩壓力」則為其
次。以上分析與專家焦點座談、質性訪談結果均相符。
由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大麻使用者初次會接觸大麻的原因可以歸納出
以下幾點：
1. 許多大麻使用者，受國外大麻文化影響，將大麻文化及使用習慣帶回台
灣。
2. 網路資訊發達，年輕人受不正確資訊影響，認為使用大麻不是一種犯罪
行為。
3. 初次接觸大麻主要原因是好奇心驅使，其次是紓解壓力，以上原因都與
網路資訊過於發達密切相關。
（二)大麻使用族群及人口特性
焦點座談內容對於台灣大麻使用族群及人口特性提出以下看法；大麻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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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口，特徵以高社經地位、外表光鮮、高學歷、嬉皮、長期旅外留學、就
業返國人員、藝術工作者及無前科人員為主要使用者。大麻人口與其他一、二
級毒品的使用人口重疊性不高，施用者自成一個特定族群。大麻的施用有很多
皆是從國外留學歸來，大麻的流行與國外留學者具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常在天
母、士林一帶查獲大麻犯罪。大麻施用者與一二級施用者比較不一樣，大麻施
用者多有高社經地位的氣質，很多遭查緝者說明在國外有施用，感覺良好。遭
查緝者表示施用大麻者遭查緝後並沒有過多的罪惡感，他們會認為施用大麻可
以讓他們感到放鬆且不會有成癮性。在網站上，420、大麻、愛與和平都是施用
大麻的一群人。他們認爲施用大麻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使用的是一種天然植栽
且為治療疾病的藥劑。大麻的施用常與同性戀的性愛結合在一起，或許除了雅
痞外，同性戀也是施用大麻的族群之一。
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資料針對大麻使用族群及人口特性，有以下分析結
果；所有的受訪者均表示在台灣使用大麻者，屬於一個比較特殊的族群，與其
他類別毒品的使用者，有明顯的相異之處。經整理訪談內容，發現台灣大麻使
用族群共同特徵如下：家庭背景良好，許多使用者家中經濟狀況富裕，並無前
科犯罪紀錄。具有國外留學經驗、外籍人士或 ABC 身分，將國外大麻文化及使
用習慣帶回台灣。大麻使用者通常是工作、收入來源穩定之白領階層，具有一
定的社會地位。外表光鮮亮麗，談吐斯文有禮，不像其他吸毒者容易辨識。某
些特殊族群，如演藝圈、藝術工作者、滑板社團、饒舌圈，大麻文化盛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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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年齡層在 40 歲以下居多。
大麻使用者量化行為問卷分析結果顯示；男、女性大麻使用者初次使用大
麻的年齡均為 16-20 歲佔最高比例，主要的初次年齡在 30 歲以下者佔 80％以
上，與焦點座談、質性訪談結果，大麻使用者年齡相符。針對大麻使用者的教
育程度及經濟收入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者占較高比例、經
濟收入以 3-4 萬元佔較高比例，雖與質性資料分析結果：「大麻使用者人口特
性；以社會背景較佳之白領階層為主。」似有衝突之處，但本調查有效樣本
數，並非以吸食大麻成癮者為主要調查對象，僅以「有吸食經驗者」為調查對
象，受試者入監戒治及服刑之原因，通常並非是因大麻施用被查獲或成癮者。
且專家焦點座談中亦有提出，大麻使用者與一、二級毒品施用者有區別性，高
教育程度、白領階層、高社經地位的大麻使用者，往往也不易被查獲，更易形
成犯罪統計黑數。就大麻使用者職業分析結果，男女性大麻使用者均有較高比
例從事服務業、自由業，服務業、自由業包含範圍甚廣，較無法印證是否與質
性訪談結果相符，有待未來研究可以更深入確認驗證。
就專家焦點座談、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大麻使用者行為問卷結果，針對
大麻使用族群及人口特性提出以下結論：
1. 台灣大麻使用者屬於特殊族群，與其他一、二級毒品使用者有明顯的區
別性。
2. 大麻使用者的特殊族群為；高社經地位白領階層、有穩定之經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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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深受外國大麻文化影響之社團或族群，如滑板社、饒舌圈、同性戀
族群等。
3. 大麻使用者初次接觸大麻的年齡偏低在 20 歲左右，以年輕人居多。
（三)大麻使用行為
焦點座談內容對於台灣大麻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提出以下看法；大麻施用者
並不見得有施用其他一二級毒品，且除非本身持有大麻，否則我們也不會沒事
由便去檢驗其他無施用一二級毒品者，導致查緝上相對的困難。近年來夜店 pub
的享樂文化已形成一種潮流，大麻與 MDMA 有相關的混合施用。大麻施用者多
有高社經地位的氣質，很多遭查緝者說明在國外有施用，感覺良好。遭查緝者
表示施用大麻者遭查緝後並沒有過多的罪惡感，他們會認為施用大麻可以讓他
們感到放鬆且不會有成癮性。比起其他類型的傳統毒品，大麻屬於軟性毒品的
一種，擔心是否會導致施用者進一步的去施用其他毒品。取得施用工具容易，
目前網路及市面上均有販售大麻施用工具，國內並無有效管制作為，容易讓施
用者結群。目前大麻呈現多元的樣貌，包含大麻花、種子、葉、精油與施用工
具等等，國內各部會在判斷是否為非法物質時有時將會出現歧異的狀況。
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資料針對大麻使用行為，有以下分析結果；大麻使用
者，如果連帶有製造或販賣行為，被查獲的機率也會相對提高，單純吸食大麻
者較不容易被查獲。推究其原因；販賣及種植行為容易留下證據，在查緝上也
較有線索可循，故查獲機率較高，但吸食者除非是現行犯或是經驗尿結果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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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相對在查緝及定罪上有其困難程度。使用大麻的主要地點方面，在自家及
朋友家中使用者最多，其餘經常使用的地點則為汽車旅館、夜店、酒店、公園
等場所，大部分的使用者尤其是長期使用者，都表示會在喜歡選擇在自家中施
用大麻，主要因為吸食大麻想要有放鬆的感覺，並不一定是在派對中去助興使
用，在家中使用被查獲的風險最低，大部分的大麻使用者會選擇在晚上時間去
使用大麻。大麻使用習慣上，大多數都只使用大麻一種藥物，不會混用其他類
型毒品，甚至有受訪者表示，大麻族群認為大麻是天然草本的藥物(自稱自然
組)，會鄙視使用化學類毒品的使用者(自稱化學組)，不削與之為伍。其他有吸
食大麻經驗且會混用藥物者，大部分都有使用海洛因、安非他命及 K 他命等藥
品的經驗，對於大麻使用頻率不高，認為大麻帶來的快感遠不及，其他一、二
級的毒品，大麻經驗僅是嘗試或販賣居多。使用者認為大麻成癮性較低，不像
其他一、二級毒品戒斷症狀明顯，對於大麻的需求性沒有急迫性(不用追藥)。
吸食者通常將大麻菸草混進一般香菸中，因為大麻不像 K 他命是呈現白色粉
狀，混進香菸後也難以辨識。且近期台灣相當流行電子菸，有受訪者表示已經
有販賣者，將大麻中四氫大麻酚（THC）萃取出來，做成電子菸添加劑供使用者
吸食。大部分的使用者都認為大麻的成癮性比香菸及酒精都還要來得低，且吸
食後可以得到需要的放鬆，甚至對於一些疾病有治療的效果，並且認為吸食大
麻並不是在吸毒。大麻吸食者，有其他類毒品接觸史者，以接觸海洛因、安非
他命、搖頭丸、K 他命、一粒眠等藥品最多。有受訪者表示，大麻屬於一種入門

172

毒品，使用過大麻後會進階到成癮性較高的毒品，但檢視受訪者的用藥歷程順
序，在台灣通常首次接觸到的毒品，通常不是大麻，而以搖頭丸、K 他命最為常
見。但有留美經驗的使用者，在毒品的使用歷程上，大麻經常是首先接觸的毒
品。沒有其他類毒品接觸史的使用者，雖然表達大麻不會成癮，但檢視使用者
的使用頻率，有人是幾乎每天使用大麻的，也有人面對壓力時就會使用大麻作
為放鬆的藥物，如說沒有大麻成癮，也應該對大麻產生了一定的依賴性。
大麻使用者量化行為問卷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均認為使用
大麻後在 1-10 分鐘內會發揮藥效，至於大麻藥效持續的時間大部分樣本表示是
在 50 分鐘以上。大麻使用者認為對於大麻並沒有產生依賴感，此結果與質性訪
談結果相符，大麻使用者認為大麻成癮性不高。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期
望獲得「放鬆身體」的感受比例最高為，其次為「舒緩壓力」再其次為「獲得
刺激的體驗」
，此結果與質性訪談大麻使用者藉由大麻達到放鬆舒緩壓力結果相
符。大麻使用者會持續使用原因分析，以「想要尋求刺激」之原因占最高比
例，亦與質性訪談結果相符。大麻使用者通常使用地點為朋友家及自家比例最
高，與焦點座談及質性訪談分析結果相符。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大麻使用者最
常使用大麻的方式為捲菸，使用大麻同時混用其他類毒品之比例並不高，男性
混用 k 他命者有較高比例，女性則最常混用安非他命。大部分的大麻使用者均
認為使用大麻不會上癮，且長時間不使用也不會有明顯戒斷症狀。使用大麻時
主要獲得的感受是「放鬆」。以上大麻使用行為量化分析結果，與質性訪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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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均能相符。
就專家焦點座談、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大麻使用者行為問卷結果，針對
大麻使用行為提出以下結論：
1. 大麻最常以捲菸的方式使用。
2. 大麻最常使用的地點為自家及朋友家。
3. 大麻使用者認為大麻不會成癮，對於身體傷害性低。
4. 大麻使用主要目的為放鬆紓壓。
5. 大麻使用者混用其他類毒品比例不高，
6. 有其他毒品成癮者，通常不喜歡使用大麻，因為藥效遠不如其他一、二
級毒品。
7. 大麻使用者認知上，不認為使用大麻是一種犯罪行為。
三、大麻查緝黑數可能產生的原因
對於大麻查緝黑數可能產生的原因，本研究以專家焦點座談方式，經由第
一線大麻查緝人員，針對目前台灣大麻查緝現況提供寶貴經驗。並以質性半結
構訪談方式，訪談大麻使用者，了解大麻使用者如何規避警方的查緝。期能從
專家焦點座談及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中，探討出大麻查緝黑數產生的原因，以
下分別就「大麻查緝人員」與「大麻使用者」二方面蒐集的資料進行討論。
（一)大麻查緝人員認為查緝黑數可能產生的原因
近五年國內大麻的查獲數量，成長了近 25 倍以上，但是查獲的人數，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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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僅有 10 人左右，查獲量與查獲人數的不成比例，推估大麻使用人口近年
應該有大量的成長，因為目前受限於統計方式及檢驗技術，並未針對大麻進行
有效的管制，導致官方統計數據不夠精確。因為大麻所產生的急性危害較低。
國外相關研究，大麻最容易產生的社會危害，就是「毒駕」問題。但目前在司
法實務上，對於毒駕的有罪認定上，有實質的困境，無法像酒駕一樣有測量方
式及定罪的標準，來證明毒品使用者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
大麻使用黑數的成因，採尿作業的規定是造成使用黑數的主要原因之一，
檢驗機關目前已一年一標的方式投標，醫院或檢驗單位因不符成本不願投資相
關設備資源，也造成對於大麻施用者的檢驗，有實務上窒礙難行的困境。107 年
的調查發現，各警局有勾驗大麻的比例僅佔全部的百分之九點多，比例並不
高，對於如果都需要加驗的話需要三千多萬的預算。檢驗在過去是個重大的問
題，每種的品項都是經費的問題。另外毒品施用族群的不同導致查緝方式的差
異，一般毒品成癮性高很容易衍生其他犯罪而被發覺。但對大麻來說成隱性較
低，且與一般人的特徵並無太大的差異難以去辨識，這可能都是黑數的成因。
近幾年查獲大麻、製造與運輸大麻的人數確實已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因大
麻施用者並不見得有施用其他一二級毒品，且除非本身持有大麻，否則我們也
不會沒事由便去檢驗其他無施用一二級毒品者，導致查緝上相對的困難。第一
線查緝面上沒有針對大麻的準確試劑，二來因經驗的不足，基層員警並不熟悉
大麻的長相、氣味等等，甚至難以分辨大麻與菸草的區別。另外在法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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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敢貿然的在沒有明確測出大麻施用的前提下逮補嫌疑犯。對於員警來
說，真正有聞過大麻的有不多。在經驗值、認知與判斷上，員警在大麻與一二
級毒品的差異較大。對於大麻的認知訓練度不高且城鄉差距更大，加上對於人
身自由的管制、約束皆有一定的規範，造成執法工具的缺漏，可能導致執法上
的漏洞。
目前大麻在查緝上碰到眾多權責機關不一的情形，導致無論是在查緝上的
人力、預算等等資源以及相關的政策常有所重疊、分配不均、責任不清或無法
相互配合的狀況。這些狀況將影響第一線查緝者往往無法透過研擬好的策略來
追緝大麻犯罪，也容易造成大麻犯罪黑數的產生。
（二)大麻使用者認為查緝黑數可能產生的原因
針對大麻使用者的質性訪談資料，訪談重點著重於大麻使用者用何種方式
逃避警方查緝，從中探討出形成大麻查緝黑數可能的原因。以下就質性訪談內
容做一討論：
在使用者方面，因為屬於特殊族群，且具有一定之社會地位，外表上難以
辨識是否為大麻使用者，且行事較為低調，取得大麻管道經由信任朋友取得，
不會向不認識的人隨意購買。且大麻成癮性較低，不像其他一、二級毒品戒斷
症狀明顯，對於大麻的需求性沒有急迫性(不用追藥)，再者使用地點通常會選
擇在自家住宅或隱密的處所，通常不會在公開場合或夜店中使用，也造成查緝
上的困難。吸食者經常使用的逃避查緝的方式，大麻交易包裝經常以真空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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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以逃避大麻氣味外洩。吸食者通常將大麻菸草混進一般香菸中，因為大麻
不像 K 他命是呈現白色粉狀，混進香菸後也難以辨識。且近期台灣相當流行電
子菸，有受訪者表示已經有販賣者，將大麻中四氫大麻酚（THC）萃取出來，做
成電子菸添加劑供使用者吸食，目前台灣電子菸尚無法律規範。對於以上各種
逃避查緝的方式，都是造成大麻吸食黑數的原因。
綜合專家焦點座談及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結果，歸納大麻查緝可能產生的
原因如下：
1. 第一線毒品查緝人員對於大麻辨識能力尚有精進空間，容易錯失查緝契
機。
2. 國內對於大麻檢驗器材及檢驗能量不足，導致大麻查緝黑數產生。
3. 大麻成癮性不高，使用者較不容易衍生相關犯罪行為。
4. 大麻使用者屬於特殊族群，不如一、二級毒品使用者容易辨識，增加查
緝上的困難度。
5. 大麻使用地點較為隱僻，最常在自宅中使用，不易被查獲。
6. 大麻取得管道通常經由熟識友人購買，取得管道封閉，查緝向上溯源較
為不易。
7. 使用方式與一般吸食香菸或電子菸相似，若未能有效檢驗其成分，難以
辨識是否為大麻。
四、大麻使用者在行為及認知上的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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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國外研究結果顯示，大麻使用者在性別上有以下差
異性：(一)大麻濫用成癮人數男性（3.5％）高於女性（1.7％）
。(二)開始使用
大麻的年齡，男性較女性低。(三)大麻濫用到成癮，女性較男性更容易成癮。
本研究針對國內大麻使用者以質性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從中分析不同性別大
麻使用者在對於大麻的認知及使用行為上，是否產生性別的差異。
質性訪談資料中對於大麻使用者的性別差異的感受上，大部分受訪者表示
不同的性別在大麻使用習慣及行為上沒有明顯的差異，少數認為有性別上之差
異之意見如下：
1. 購買者或使用者以男性居多。
2. 女性會使用大麻，通常另一半也有吸食習慣。
3. 女性對於大麻喜愛程度甚於男性。
4. 似乎女性吸食量較大，需吸食較大量才有反應。
以上差異性之觀點，僅來至少數受訪者觀點，尚缺乏實證研究，需進一步
研究證實。
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如下：
1. 不同性別大麻使用者，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年齡，並無顯著的差異。在本
研究調查的大麻使用者，第一次接觸大麻的年齡為 16-20 歲為最高比
例。男性大麻使用者初次接觸大麻的平均年齡為 23.6 歲，女性大麻使
用者初次接觸大麻的平均年齡為 2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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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後發揮藥效時間上並無顯著差異，男女性均認為施
用大麻在 1-10 分鐘內發揮藥效。
3.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後藥效持續的時間上有顯著差異。本分析結果發
現，大部分的男、女性大麻使用者認為，大麻藥效持續的時間約為 50
分鐘以上有較高比例，但亦有很高比例的女性大麻使用者認為大麻藥效
持續的時間為 21-30 分鐘，與男性對於藥效持續時間的感受上產生差
異。雖然藥效持續時間的感受，可能受到吸食量、吸食習慣〈是否混用
其他藥品〉等因素之影響，本研究僅針對認知上的藥效時間進行差異性
比較，但此結果可以推論與國外研究結果中「女性大麻使用者比男性使
用者更容易上癮」(Kerridge, Pickering, Chou, Saha, & Hasin,
2018)。及本研究質性訪談分析結果「似乎女性吸食量較大，需吸食較
大量才有反應」產生相關性，未來研究可以更深入進行驗證。
4. 不同性別在使用第一次使用大麻地點上無顯著差異。
5. 不同性別在第一次使用大麻是否有人給予教導，分析結果並無顯著差
異。
6.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一人起使用，分析結果並無顯著差
異。
7.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時是否會混用其他毒品，分析結果並無顯著差異。
8.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是否會讓人上癮之認知上，分析結果並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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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9. 不同性別在使用大麻是否造成生理上的舒服感，分析結果發現性別上有
顯著差異，男性的舒服感會高於女性。
10. 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原因無顯著差異。
11. 性別對於第一次使用大麻期望獲得的效果無顯著差異。
12. 性別對於持續使用大麻的原因無顯著差異。
13. 性別對於取得大麻來源無顯著差異。
14. 性別對於通常使用地點有顯著差異。男性在公共場所使用大麻的比例高
於女性。
就以上分析結果，在大麻使用者的性別差異上，有以下研究發現：
（一)對於大麻藥效持續時間認知上，有性別上的差異。男性對於藥效持續
時間的認知顯著地高於女性。
（二)性別對於大麻造成的舒服感有差異性。男性對於大麻造成的舒服感高
於女性。
（三)性別對於大麻的通常使用地點有差異性。顯示男性在公共場所使用大
麻的比例高於女性。
五、大麻合法化的看法
隨著部份國家開放娛樂性大麻使用，國內近年來對於開放大麻使用的聲量
也有增加趨勢，2016 年起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已經多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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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藥用大麻開放及娛樂性大麻使用的提案。雖然大麻合法化議題，非本研究
之研究目的，但本議題與使用大麻行為之認知有密切相關，故針對專家焦點座
談及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有關於大麻合法化議題之內容，作一整理及討論如
下：
參與專家焦點座談之第一線查緝人員及專家學者，認為解決毒品問題最快
的方法就是全面合法化，但合法化不僅是法律層面的問題，後續對於生、心理
影響、治安等問題，皆是需要考量的問題，目前大麻對於身體及社會的危害
性，國內外相關研究及專家仍有正反二面的爭議，即使國外開放大麻的國家，
對於管制上仍有相當的限制，例如施用年齡、地點、持有、種植數量等，目前
國內對於大麻的施用人口上仍以特殊族群為主，沒有到無法控制的局面，若貿
然開放大麻使用，在毒品政策上容易形成一個破口，也會造成吸食人口激增，
且有可能讓大麻成為一種入門毒品，且現今民意上仍不支持大麻合法化，大麻
合法化在台灣仍有一段長路要走。
加拿大開放娛樂性大麻後，原本的用意是希望透過合法管制，來解決大麻
黑市及犯罪的問題，但合法後購買大麻必須留下個人相關資料，一些較有身分
地位的大麻使用者，因為害怕留下使用大麻的紀錄，所以不願意透過合法的管
道去取得大麻，一樣經由地下管道取得大麻，所以即使合法化也未必能有效管
理大麻。
縱使荷蘭、加拿大、烏拉圭對於大麻施用仍有相當的限制，但亦會衍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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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如同對於區域施用上，雖然在該區域得以施用，但在出去之後，造
成的影響要怎麼樣的去控制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合法化後因價格等因素，地
下市場依然將會存在。合法化代表抽稅，世界上的制度到台灣來皆會被扭曲，
且現今合法化的國家亦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問題，除非是到達無法控制的情況，
否則認為不應該直接的合法化。
在大麻使用者質性訪談結果顯示，受訪的大麻使用者大部分認為大麻對於
身體健康沒有明顯的危害，認為大麻的成癮性比香菸及酒精都還要來得低，且
吸食後可以得到需要的放鬆，甚至對於一些疾病有治療的效果，並且認為吸食
大麻並不是在吸毒。但對於國內大麻合法化的意見卻有所分歧。支持大麻合法
者，認為菸酒比大麻的成癮性及傷害更大，國家都能合法販售了，大麻傷害程
度較低，自然應該開放使用，支持開放的受訪者，會將大麻比喻成抽菸，認為
抽大麻就跟吸菸行為一樣，且可以帶來更多的好處，例如不會上癮、可以放
鬆、可以治療疾病等。大麻合法化後，可以有效管制大麻，並且降低大麻價
格，減少黑市交易，並增加國家稅收。期盼台灣有朝一日也開放大麻合法化，
以上論點以吸食者居多。
不支持開放的受訪者，認為雖然國外雖然開放大麻合法化，但是同樣衍生
出許多問題，且認為台灣人民自控能力不足，社會民情尚未像國外那麼開放，
一旦開放大麻合法，一定會造成更多使用者想要嘗試並且濫用情形，會變成一
種失控的狀態。且對於大麻販售者而言，合法化後便將無利可圖，也是反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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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論點之一。
從以上訪談資料可看出目前對於國內大麻合法議題不同的觀點，將大麻合
法化議題的結論整理如下：
（一) 專家學者及第一線查緝人員，認為在台灣大麻的氾濫程度，仍在可
控制範圍，如果貿然開放，勢必造成毒品政策破口，導致大麻濫用更加嚴重。
（二)外國雖然開放大麻使用，仍有諸多限制及控管，但部份民眾對於大麻
開放之認知錯誤，誤以為合法化後就可以自由種植使用。
（三)大麻使用者認為大麻對身體傷害程度不高，故支持大麻政策開放。
（四)在台灣開放大麻使用，好奇心驅使下會造成更嚴重的大麻濫用情形。
六、現今查緝大麻的窒礙問題及挑戰
根據本節前面五點的討論內容及專家焦點座談的結論，對於台灣現今查緝
大麻的窒礙問題及挑戰，提出以下看法：
（一)目前毒品查緝機關主責單位眾多，沒有一個統一整合單位，另外在相
關法令上也應該立法或修正，例如：證人保護法、臥底偵查法等法。當法令不
足以支持第一線查緝人員，相關查緝人員猶如走在鋼索上。
（二)網路或 APP 違法情形不勝枚舉，充斥許多違法資訊及視頻，但目前
國內權責主管機關不明，無法將網路及 APP 進行有效管理。
（三)以標案方式委外檢驗，造成大麻檢驗能量不足。
（四)第一線警方查緝時對於大麻辨識及檢驗能力或器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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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麻使用者屬於特殊族群，外表難以辨識，使用地點隱蔽，增加查緝
難度。
（六)對於外籍人士的大麻違法宣導較為不足。
（七)面對國外大麻合法化的挑戰，政府對於大麻危害的宣導仍嫌不足，導
致年輕人容易有錯誤認知。
（八)刑事追訴法與刑度，經常無法有效羈押施用者，未能達嚇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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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為瞭解我國大麻查獲量增加與大麻施用黑數產生原因，並據以研擬相關防
治對策，本研究透過回顧分析中外文獻，並藉由專家焦點座談所提供的專家意
見來瞭解目前我國大麻流行、查緝實務現況及其帶來的影響，並從中獲知現行
政策下所遭遇的阻礙與不足之處。此外，針對因施用或販賣大麻而入監所的對
象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以及針對曾具大麻施用經驗者進行問卷調查，進
而勾勒出我國大麻使用現況及其交易市場的真實樣貌。並試圖從問卷調查中，
探究不同性別的大麻施用者在大麻使用行為與認知上是否存在著差異。綜觀本
研究之研究結果，茲分述如下：
（一）大麻現今流行趨勢有呈現上升的狀態
根據資料所示，2016 至 2018 年間有施用大麻犯罪嫌疑偵查終結者逐年增
加。另外從專家意見與訪談之中，發覺大麻的相關資訊與聲量在近幾年來隨著
網際網路的發展而隨之上升。透過簡單的關鍵字搜尋便很容易獲取相關的資訊
與贊同、讚美的論述，在此情況之下，民眾對於大麻的認知將逐漸的把大麻視
為無害且富具益處的物質，因此很容易產生嘗試的心態而施用大麻。
（二）大麻走私販賣管道多元，交易上多呈封閉、熟人間買賣轉讓
大麻除了於本國自行種植外，亦有透過包裹郵寄、境外夾帶、貨櫃夾帶等
等透過海陸方式從境外走私進口，並沒有一定或固定的走私方式可一概查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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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麻在交易上除了最多數的面交外，亦有透過郵寄、他人代送等方式來買賣
轉讓，但這些買賣大多為熟人間的交易，買賣雙方皆不大願意與不熟識的人進
行交易。
（三）大麻施用族群之特性
大麻施用者具較高社經地位且多為年輕族群，分佈上呈現都會區較流行的
南北城鄉差距，大麻施用者在社會上多被視為較成功的族群，一般皆有著較高
的社經地位，與其他一、二級毒品的施用族群上具有相當的差異。而大麻的施
用常伴隨著外國文化而來，因此接收多元資訊的年輕族與許多的留學生或外籍
人士因文化的薰陶影響下而施用大麻。而大麻在施用上則呈現明顯的南北城鄉
差距，流行程度從台北至高雄逐漸的遞減。
（四）大麻施用者對大麻多抱有正面支持看法
大麻施用者於一開始多抱持著好奇的心態嘗試施用大麻，在正面反饋大於
負面作用下，獲得放鬆舒壓的感覺與目的後，促使其持續下一次的施用。而其
對於大麻則認為是無危害性、不具成癮性，甚至是有益的看法，認知上常認為
施用大麻並非道德上的犯罪行為，而是政府透過法律強加於社會上的拘束。
（五）大麻施用地點多於隱蔽的住宅中
大麻施用者無論是首次或後續的施用上，皆以自宅或朋友家中為最多數。
因大麻施用的目的最多為放鬆、舒緩，故施用者並不喜歡在群聚的場合與他人
共同施用大麻，反而較偏好於安靜且具隱私的空間施用大麻，因此在查緝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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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明顯事證而受到通報外，在施用的當下很難被外界所察覺。
（六）大麻使用行為與認知的性別差異
大麻施用者於「藥效持續時間」
、「大麻造成的舒服感」及「通常使用的地
點」三項檢驗中呈現性別間的差異。首先，對於施用大麻後所帶來效果的持續
時間上，有呈現顯著性的差異，尤其男性大麻使用者對於施用效果持續時間之
感受高於女性。對於大麻造成的舒服感，男性大麻使用者得到舒服感的認知高
於女性。
「通常使用地點」雖然最高比例仍在朋友家或自家中，但在其他公共場
所及場合，男女使用的習慣及比例有明顯的差異，男性會較常在公共場所使用
大麻。
（七）機關權責劃分不明，實務查緝上知能與硬體設施皆仍不足
我國政府對於大麻將造成的危害及犯法情事並未有單獨的強調宣導，導致
許多民眾對於大麻抱持著錯誤認知，甚至基於好奇心態而施用大麻。政府部門
在查緝上因權責劃分不清，沒有統合彙整的指導機關。因此，在執法上常有發
現高風險犯罪因子時，卻找不到防堵的權責機關，就如網路與社群網站對大麻
具有推波助瀾與建構交易網絡的效果，但與大麻傳播有關的 app 和網站目前並
無明確的主管機關，使其難以壓制、直接攔截資訊，往往因而喪失了最佳防堵
危害的時機。另一方面，我國實務查緝人員對於大麻的相關認知與分辨並未有
確實的知能訓練，進而許多第一線的執法人員無法辨識出物質為大麻的情事。
而缺乏持續且穩定可靠的篩檢試劑供貨來源，亦使執法上產生相當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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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加強交易市場的監控與查緝
大麻大多於隱蔽的私人空間進行施用，且施用大麻後並不常伴隨觸犯相關
犯罪，難以透過查緝施用來減少大麻的盛行。因此，應當加強種植、走私端的
查緝與販賣端的監控，透過大麻的栽種、施用等相關器具來向上溯源查緝大麻
交易，在大麻尚未流入施用端前便進行查扣，藉由阻斷施用者的大麻來源，來
降低大麻的施用。讓民眾接觸大麻的機會降低，以避免需求量的增加。
另外，種植端多於自宅中種植，並不容易查緝，但一些種植所需器具並不
常見。因此，可以透過鄰里來發掘周遭環境、住戶的異樣，以及增強社區管理
委員會的宣導，讓社區、居民一起防範來加以發覺大麻犯罪。
(二)加強教育與政策法令宣導
根據研究所得，我們可以了解到，現今大麻的流行趨勢與民眾對大麻的認
知度不足有所關聯，對於大麻的好奇心讓民眾產生施用的念頭，而無危害性的
想法則讓民眾勇於嘗試施用大麻，嚇阻性不足的結果導致施用的民眾增多。導
正社會大眾對於大麻的錯誤認知，以及使民眾了解大麻於我國為違法物質，減
少民眾對施用大麻好奇心，避免因外國文化或潮流而隨之觸法。並向民眾教授
大麻的外觀、氣味，避免其因不熟悉、不認識大麻物質而產生誤用的情形，另
外亦可透過使民眾對大麻有所認識後而對生活周遭的大麻犯罪有所察覺，並加
以檢舉來共同防範大麻犯罪，減少犯罪黑數與治安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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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國際化的趨勢，有越來越多境外旅客攜帶大麻入境的案例，其中
有很多是因為出境地大麻為合法物質，因此產生大麻在世界各地皆為合法物質
的錯誤認知。可透過機場及相關地點來宣導大麻在台灣為違法物質，進而避免
旅客攜帶回國或被利用協助他人攜帶大麻返國。甚至，外籍人士與留學生對於
大麻在我國為違法物質的觀念常有所不足，因此我國在政策上應當更加著墨於
宣導大麻對於生理、精神上所將造成的危害與將觸犯的法律及面對的刑責。
另外，研究亦顯示，大麻的施用者偏向年輕族群，目前對於在學學生的毒
品防制教育宣導多偏向 K 他命及新興性毒品為主，對於日漸為人所知且熱烈討
論的大麻相關知識亦應加強宣導。使學生了解大麻於我國屬於二級毒品，且其
對生理、心理皆將產生巨大的傷害。避免其僅接收到大麻的益處資訊而忽略了
大麻所將造成的身心危害，及後續的法律效果。
（三）根據年齡分層並增強危害宣導強度
在毒品的危害宣導上，若是危害並不嚴重或具體警示，往往收不到嚇阻的
實際效果。因此，在宣導上應分層加強敘述施用大麻將帶來的嚴重危害，對於
不同年齡、族群強化不同的危害宣導。如研究所示施用大麻將造成不可逆的智
力衰退，對比同齡的未使用者智商將低 6 至 8 點(Meier et al.,2012)，對於正
值學習階段的學生將會因切身相關而擔心畏懼；另外，在成年人上則加強宣導
大麻施用將造成相關心血管疾病，對於其生理狀況將會有極嚴重的影響，甚至
是有著較高的死亡率。避免因相同且陳腔濫調的危害，使受宣導者認為和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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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太大相關，因而沒有感受到威脅。
（四）提高檢驗預算與檢驗能量
本研究所舉行之專家座談中，專家表示我國在檢驗上採對外採購的方式來
取得檢驗器材，但這樣的方式卻無法有效穩定的獲得所需的器材。如此一來，
往往導致若預算不足、販售端的不願合作等，將造成執法上相當大的麻煩。建
議我國應提高相對應的檢驗預算來避免檢驗器材的中斷，並應挹注經費來自行
開發研製檢驗器材、試劑，如此可使器材穩定提供，以增加檢驗的效率與能
力。
（五）整合各機關查緝毒品能量
大麻在網路的推波助瀾下，一般人很容易接觸到相關的訊息，包含大麻交
易、推廣等等。但現行卻無明確處理機關，導致在網路造成的危害上無法有效
控管，短期內有必要邀請相關單位或請主管機關如 NCC 等來解決相關問題。
我國現行體制下各機關各司其職，權能上常相互重疊或相互箝制，導致產
生疊床架屋的狀況，實務上亦有出現無法確認職權單位而失去防範犯罪最佳時
機的窘境。應當重新整理各部會權責，進行職務的重分配，針對現行法規或執
行上的漏洞先行修補，避免犯罪問題的持續擴大，並持續的修正與整合才能符
合瞬息萬變的社會。規劃查緝毒品的專責單位，使各機關的執法能量得已匯
聚，透過整合各機關的系統而得以共同合作，避免因權責劃分不清的狀況而降
低了緝毒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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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進執法人員的大麻認知
現今執法人員因無接受全面有關大麻認知的培訓，導致其在執法上往往無
法分辨大麻與一般物質的差異，進而使人員怯於執法或無法發覺大麻犯罪。應
當針對大麻物質向執法人員進行培訓，使執法人員能對於大麻外觀、氣味與施
用後情狀等等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使其能於執勤時有效的發覺大麻物質，並
據以阻斷違法行為。
（七）針對大麻不應合法化進行論述宣導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資訊早已跨國界的快速傳遞，而大麻在部分國家為
合法物質的資訊亦被國人所熟知。但資訊的傳遞往往是片面且零碎，國人並不
清楚合法化國家整體的背景脈絡與合法限制。就如同加拿大，乃因國內有超過
三分之一的人口具有施用大麻經驗、超過 10%的成年人曾在前一年施用過大麻，
並且施用年齡亦有下降趨勢(Government of Canada, 2016)，大麻於加拿大儼
然已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大麻對於加拿大民眾普遍認為只是一種日常用品。加
拿大政府了解無法透過刑事政策與刑責來控制大麻施用及衍生犯罪，因此轉而
藉由合法化後透過針對年齡、宣傳等等做出限制與管制來減少施用人口。而在
我國現今社會輿論普遍不支持大麻合法化，且對於大麻的施用與販賣並非無法
掌控的大前提下，加上我國仍未能單純抽取大麻二酚而無法排除大麻對生理的
危害，因此我國目前仍不應貿然的開放大麻合法化。
在此情狀下，我國相關政府部門實應有更多針對大麻合法化議題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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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民眾知曉部分國家合法化的理由乃迫於現實面大麻犯罪問題無法控制的無
奈，絕非認為大麻為有益物質。透過與民眾的對話來改變、降低民眾對大麻合
法化的期待。並減少政府與民眾間的摩擦，讓民眾更願意接受政府對於大麻的
相關宣導與法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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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質性訪談大綱
項次

主題大綱

預期取得資料內容方向

主題一

希望了解受訪者接觸、使用或販賣大麻的過程，包括大
受訪者接觸大麻的歷程與
麻價格、取得的管道及取得難易程度，以及在使用大麻
經驗？
時，是否同時混用其他毒品。

主題二

受訪者對台灣大麻使用人 希望從受訪者的訪談中，得知大麻主要使用人口之族群、
口特性的看法
職業、經濟狀況、使用場域、年齡、性別上有何差異性。

主題三

受訪者對於台灣大麻流行 希望從受訪者接觸大麻的經驗中得知，目前台灣大麻與
原因的看法
其他毒品相較之下的氾濫程度和可能原因？

主題四

受訪者對於台灣大麻統計 希望從受訪者接觸大麻的經驗中得知，目前台灣大麻之
黑數的看法
黑數情形。

主題五

受訪者對於台灣大麻市場 希望從受訪者接觸大麻的經驗中，得知台灣大麻之交易
交易的看法
模式。

主題六

受訪者對於大麻危害及大 希望了解受訪者對於大麻的危害程度，以及對大麻合法
麻合法化的看法
化的看法。

受訪者除了接觸大麻以外，
主題七 還有接觸毒品的種類、使用 希望了解受訪者接觸、使用或販賣其他毒品的歷程。
歷程與成癮經驗為何？
受訪者被政府查緝各類毒
希望了解受訪者被查緝毒品的經驗，以及是否與大麻有
主題八 品（包括大麻、其他毒品）
所不同?不同之處為何?
的經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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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行為經驗調查問卷

行為經驗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感謝您願意撥空填寫本調查問卷，這是一份很重要的學術問卷，目的是想了解過去藥物或物質使用相關
經驗。這個調查為匿名問卷，純屬學術研究，答案沒有任何對錯之分，您的意見十分寶貴，因此希望您依照
您實際所遭遇的情形填答。此份問卷尊重個人隱私權，確保匿名性，也不會影響你的個人權益與生活，敬請
放心填答。謝謝你的協助與意見，在此祝您平安健康。
國立中正大學研究團隊
填答說明：本問卷有下列三種填答方式
1.選擇式回答：選擇適合您的實際情形選項，例如：您的性別是 □男生
2.開放式回答：依照您的實際情形直接回答，例如：您的生日是民國

□女生
年

3.複選題：如題目標註（可複選）
，則該題為複選題，請勾選至少一個以上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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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接著，請填寫您的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生

□女生

2.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
3. 出生地：□台灣地區（含金門、連江）＿＿＿＿縣（市） □大陸地區 □其他
4. 國籍：□本國（原住民） □本國（非原住民）

□大陸人士 □其他

5. 教育程度（包含畢業/肄業/休學時的學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6. 入監（所）前在台灣居住的縣市：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7. 入監（所）前每月之大約收入：
□未滿 3 萬元

□3-4 萬元

□4-5 萬元

□5-6 萬元

□6-7 萬元

□金融業

□資訊／科技

□7-8 萬元

□8-9 萬元

□9-10 萬元 □10 萬元以上

8. 入監（所）前從事的職業：
□學生

□軍公教

□醫療

□農林漁牧

□服務業

□八大行業

□家管／退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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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廣告/設計

□藝文

□自由業

□製造業

第二部分、藥物使用相關經驗
第二部分，請參考表格上方「藥物種類」的欄位，並配合左方的「題項」依序作答；部分問題請您於畫有底線（____）
處填寫數字作答，本部分題目請按最上方藥物依序往下填寫相關問題，共有三頁。注意: 請注意跳答題

藥物種類
題項
9.您是否曾使用過這些
藥物？
9-1.請問您使用這些藥
物的方式為何?

海洛因

嗎啡

安非他命 大麻

K 他命

咖啡奶茶
毒品混合
包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MDMA(搖 LSD(搖腳 西洛西賓
頭丸、快 丸、一粒 (Psilocy
樂丸)
沙)
bine)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吸食
□注射

10.使用這些藥物後，
大約多久後發揮藥效？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11.使用這些藥物後，
藥效大約持續多久？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分鐘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12.您第一次使用這些
藥物的年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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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種類

海洛因

嗎啡

安非他命 大麻

K 他命

題項
13. 入監（所）前一年
內，您是否曾使用過這
些藥物?
14. 入監（所）前一年
內，您是否對這些藥物
感到需要或依賴?

咖啡奶茶
毒品混合
包

MDMA(搖 LSD(搖腳 西洛西賓
頭丸、快 丸、一粒 (Psilocy
樂丸)
沙)
bine)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5.入監（所）前一年
內，您是否曾因這些藥
物而致使用過量、住院
或尋求醫療處置?
16.入監（所）前 30 天
內，您使用過這些藥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的天數各是多少?
17.入監（所）前，您
是否曾製造、種植過這
些藥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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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藥物種類

海洛因

嗎啡

安非他命 大麻

K 他命

題項
18.入監（所）前，您
是否曾販賣過這些藥
物？
19.入監（所）前一年
內，您大約向多少人購
買這些藥物？

20. 入監（所）前一年
內，當時購買每一份
（件）藥物的重量大約
多少克?

21.入監（所）前一年
內，當時購買每一份
（件）藥物的價格大約
多少錢?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咖啡奶茶
毒品混合
包
□是
□否

MDMA(搖 LSD(搖腳 西洛西賓
頭丸、快 丸、一粒 (Psilocy
樂丸)
沙)
bine)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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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如果你曾經使用《大麻》請填寫以下問題，若無使用經驗則不需填寫】
22.請問您第一次使用大麻前期待獲得的效果?(可複選)
□舒緩壓力
□放鬆身體
□提振精神

□獲得刺激的體驗

□其他

□馬路邊、街上

□公共廁所

23. 請問您第一次在什麼地點使用大麻？
□朋友家

□汽車旅館(愛情旅館)

□夜店、俱樂部

□自己家

□飯店、酒店

□KTV、MTV、網咖 □朋友的朋友家

□其他

□受到朋友誘惑

□自己好奇、模仿

□比一般毒品不傷身體

24.請問您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原因?(可複選)
□遇到挫折、煩躁
□想要尋求刺激
□價格便宜

□身邊朋友/家人都使用

□他人免費提供

□想要提神

□誤以為使用沒有犯法

□想要減肥

□覺得用了很屌、很酷

□舒緩壓力

□不會被關

□其他

□比一般毒品不傷身體

□喜歡使用大麻的感覺

25.請問您第一次使用大麻是否有人教導?

□是

□否

26.請問通常是甚麼原因促使您繼續使用大麻？(可複選)
□遇到挫折、煩躁

□想要尋求刺激

□受到朋友誘惑

□價格便宜

□身邊朋友/家人都使用

□他人免費提供

□避免中斷吸食而
感到不舒服
□想要提神

□想要減肥

□覺得用了很屌、很酷

□壓力太大

□不會被關

□其他
209

□誤以為使用沒有犯法

27.請問您使用大麻時所使用的方法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請問您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人一起使用?

□是

□否

29.請問您使用大麻時是否會與其他毒品一起使用?

□是，與_______混用

30.就您的感受，使用大麻是否會讓人上癮？

□是

□否

□否

31.就您的感受，使用大麻是否造成生理上的舒服感?舒服的感覺為何？

□是，舒服的感覺為______________

□否

32.若一段時間未使用大麻，身體是否產生不舒服?不舒服的感覺為何？

□是，不舒服的感覺為____________

□否

33. 請問入所前一年，提供您大麻的來源為何？(可複選)
□學校同學

□藥頭

□親戚、家人

□網路

□朋友

□夜店提供

□開派對、轟趴的老闆

□男、女朋友

□陌生人

□其他:_____________

34. 請問入所前一年，您通常在什麼地點使用大麻？(可複選)
□朋友家

□汽車旅館(愛情旅館)

□夜店、俱樂部

□馬路邊、街上

□自己家

□公共廁所

□飯店、酒店

□KTV、MTV、網咖

□朋友的朋友家

□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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