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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基安非他命近年來，已成臺灣地區主要的濫用藥物之一，由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等單
位偵破毒品數量統計發現，1991~1994 所破獲之安非他命量，為同期破獲總毒品量之 85%以上，1991
年至 2003 年 13 年間，於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醫中心(簡稱法醫中心)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接受臺灣各
地檢署委託法醫病理解剖死因鑑定案件中，因藥物濫用直接或間接死亡案件高達 1145 件，由 1991 年
至 2003 年度中，各年度之濫用藥物致死案件數及該年度案件比例（%），分別為 1991 年 9 例（2.0%），
36 例（5.7%），59 例（8.0%），28 例（3.3%），55 例（4.9%），90 例（6.9%）， 108 例（9.4%），109
例（8.1%），125 例（9.5%），115 例（7.6%），116 例（7.5%），106 例（7.5%），及 2003 年激增至 189
例（12.7%）。濫用藥物中海洛因由原產地偷運入境時，海洛因磚塊約含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海洛因
純度，經大毒梟分裝轉賣至小毒梟再至吸毒濫用者，純度則僅剩下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由於時常摻
用各種混合物包括滑石粉、錠劑藥粉之賦型劑等不溶解於血液中之雜質來降低純度，故若有濫用藥物
者，利用針頭靜脈注射含有雜質的濫用藥物，使得雜質由腔靜脈經心臟之血液循環進入肺動脈而導致
肺動脈栓塞。法醫在接受死因調查案件中，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麻黃素錠劑注射致死案例，為男性，
32 歲，計程車司機，清晨被發現計程車停放在人行道上，死者倒臥於司機座方向盤上，面朝下，經報
請法醫師及檢察官相驗，並接受法醫病理解剖時發現，死者肺臟有明顯慢性肉芽組織增生、慢性纖維
化及巨大細胞肉芽組織增生，更發現肺臟小動脈管內有透明結晶狀栓塞異物，透過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及能量擴散 X-光分析實驗觀察得知，栓塞物含有大量之矽、鈉、鈣、鎂等無機物元素之成份，現場死
者尚遺留有麻黃素藥錠、針筒及針頭，且死者血液內含有麻黃素成份。肺臟血管栓塞結晶分析，符合
死者由靜脈注射之錠劑內含「賦型劑」為不可溶解，45 歲男性注射摻有雜質之海洛因及 Zolpidem，在
死者肺組織發現大量肺胚血管栓塞結晶反應。由法醫案例分析顯示，濫用藥物非常態濫用者併發症造
成意外死亡之危害因素甚多。在浮現社會問題的青少年對濫用藥物之錯誤認識造成嚴重的結果，並促
使濫用藥物致死案件日益嚴重。加強宣導防止濫用藥物，防止濫用藥物之併發症造成的不幸意外事件。
為了深植國民反毒觀念加強反毒教育，建立道德規範，端正社會良好風氣，有關防毒、拒毒之宣導工
作，刻不容緩。此類特異性使用濫用藥物致死案例，可提供反毒教育及政策之參考。
關鍵詞：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海洛因（heroin），濫用藥物 （illicit drug），多重濫用

藥物（Poly-drug abuse）

研究背景

藥物濫用及成癮問題由來已久，自清末民初
之鴉片氾濫開始，國內相關文獻研究、報導指出，
藥物濫用近年來在國內有快速蔓延之趨勢，並已
嚴重影響到臺灣地區的社會安寧成為治安惡化之
根源，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彙整各相關部會毒品緝
獲之統計資料顯示，民國九十一年台灣地區毒品
緝獲數量仍然以甲基安非他命最多，占總緝獲量
之 51.2%，第二位為海洛因，占總緝獲量之
23.4%，其次為 Tramadol(特拉嗎竇)及 MDMA(俗
稱快樂丸/搖頭丸)，第五位為 Ketamine(愷他命)。
從資料顯示，海洛因、Tramadol、Ketamine、MDMA
均有增加趨勢，均為需要密切注意的濫用品項，

甲基安非他命則小幅減少（表一、圖一）。同一時
期管制藥品尿液檢體陽性率為 67.6%，其中單獨
檢出嗎啡之陽性數較九十年同期增加 31.6%，因
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並以違反第一級毒品
（嗎啡類）人數居多，較九十年度大幅成長，顯
示國內海洛因、嗎啡濫用呈現增加趨勢（圖二）。
而九十一年台灣地區精神醫療院所通報藥物濫用
個案共計 7,295 件(較九十年增加 119.8%)，濫用
種類排名前五位者分別為：海洛因 (83.1%) 、(甲
基)安非他命(28.8%)、Benzodiazepines 類（BZD；
苯二氮泙類；5.0%)、MDMA#(3.3%)及強力膠
(3.1%)，其中以 MDMA 成長幅度最高，由 37 件
增為 244 件，增加 6.6 倍（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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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實驗室長期收集台灣地區法醫病理解
剖死因鑑定案件中藥物濫用相關死亡案件建立資
料庫分析研究發現，八十年以來國內藥物濫用出
現兩波流行趨勢，第一波藥物濫用流行從七十九
年安非他命入侵台灣社會以來，高峰期出現在八
十二年度，濫用種類以甲基安非他命為主，因政
府發起的反毒運動及民間反毒團體宣導下而趨
緩，但是近年來濫用種類已有漸趨多元化之趨
勢，隨著流行於地下舞廳之俱樂部毒品（Club
drugs）包括搖頭丸、快樂丸（MDMA、MDA）、
BZD 類安眠鎮靜劑（FM2、Triazolam、Diazepam
等）、愷他命、GHB 等多種新興濫用藥物之興起，
用藥種類從單一藥物濫用演變成合併多重藥物濫
用之趨勢，其相關死亡案例亦漸次浮現，已掀起
國內藥物濫用另一波大流行，且從統計趨勢圖可
預測現今正處於藥物濫用高峰期，政府相關單位
及全體國民更應共同努力以遏止此波大流行（圖
三）。就藥物濫用之種類來看，台灣地區的藥物濫
用種類已有漸趨多元化之趨勢，由八十年至八十
三年以安非他命濫用為主，至八十四年起嗎啡類
藥物濫用致死案例漸次增加，並由單一種類之藥
物濫用方式，演變成為多重藥物濫用致死之死亡
型態，由所收集之資料顯示，八十六年以來，流
行於地下舞廳之俱樂部毒品等多種新興濫用藥物
相關致死案例有逐年攀升之趨勢，與各相關部會
毒品緝獲之統計資料及藥物濫用通報體系資料相
互印證，顯示國內濫用藥物流行日趨嚴重，危害
社會漸遽（表四、表五、圖四）。

濫用藥物中海洛因由原產地偷運入境時，海
洛因磚塊約含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海洛因純
度，經大毒梟分裝轉賣至小毒梟再至吸毒濫用
者，純度則僅剩下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由於時
常摻用各種混合物包括滑石粉、錠劑藥粉之賦型
劑等不溶解於血液中之雜質來降低純度，故若有
濫用藥物者，利用針頭靜脈注射含有雜質的濫用
藥物，使得雜質由腔靜脈經心臟之血液循環進入
肺動脈而導致肺動脈栓塞。法醫在接受死因調查
案件中，發現吸毒者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麻黃素
錠劑注射致死案例，在經死者靜脈注射後，造成
無機異物栓塞於肺動脈血管而致死亡。死者肺臟
有明顯慢性肉芽組織增生，慢性纖維化及巨大細
胞肉芽組織增生，更發現肺臟小動脈管內有透明
結晶狀栓塞異物，死者之死因，應導因於政府嚴
格取締毒品後，使得安非他命毒品取得不易，而
自行購得製造甲基安非他命的原料「麻黃素」之
錠劑，並將麻黃素錠劑直接混合在蒸餾水，經由
針頭靜脈注射進入體內。由死者肺臟血管栓塞結
晶分析，符合死者由靜脈注射之錠劑內含「賦型
劑」為不可溶解之矽、鈣、鎂、鈉等無機元素。

在經死者靜脈注射後，造成無機異物栓塞於肺動
脈血管而致死亡。

由此案例分析顯示，吸食安非他命併發其他
因素造成意外死亡之危害因素甚多。在社會問題
的浮現，濫用藥物對青少年之身心發展已經造成
嚴重的影響，並造成青少年犯罪日益嚴重。我們
應該加強宣導，防止使用濫用藥物，更應防止非
正常使用濫用藥物之模式，併發之不幸意外事件。

材料與方法

一、藥物濫用相關致死案件資料分析:
法醫研究所法醫病理解剖之死因鑑定案件分

析，為根據法醫死因調查中之調查筆錄、相驗卷
宗、病理解剖、法醫病理鑑定報告及相關檢體化
學毒物檢驗報告。現階段鑑識工作以屍體檢查及
法醫病理解剖為主體，並涵括法齒學、法醫人類
學、血清基因學、法醫毒物學、法醫病理學及刑
事鑑識科學等，目的在於分析刑事案件受驗死者
之死亡方式，如自然病死、自殺、意外、他殺等，
並探討直接間接之死亡原因及死亡機轉和犯罪證
據，以提供檢警及司法人員採證之參考，以為偵
辦及量刑之考量。法醫工作者更期望能經由累積
案件特性，提供法務、醫衛行政之實際統計分析
數據及犯罪指標，以為施政之參考（蕭開平，
1993）。

（一）法醫病理解剖鑑定案例：
法醫病理解剖鑑定係依照 Wetli 氏（Wetli,

CV. et al., 1988; Kissane, JM. 1990）之標準程序進
行，包括屍體法醫病理解剖、組織包蠟、切片、
伊紅嗜鹼及組織化學或免疫化學染色，摘錄資料
要項包括：死者年齡、性別、居住地等背景資料、
毒物學資料及病理觀察等，死亡方式則以「自然
死亡」、「意外死亡」、「他殺死亡」、「自殺死亡」
及「未分類」分類。每個死因案件輸入之資料計
三十餘項包括血中、尿中、胃中甚至於組織中甲
基安非他命濃度、案情及社會背景病史、死亡方
式、死亡原因、死亡機轉、各器官之病理變化(腦、
肺、心、肝，腎，消化道)等，並以國際疾病分類
碼分類之。
（二）死亡方式、致死因及死亡機轉之判定：

死亡方式以法醫病理解剖報告、社會背景、
病情及病史、案情分析，來決定死者之「自然死」、
「他殺」、「自殺」、「意外」及「未分類」。「自然
死亡」之死亡方式，以自然疾病引起之死亡原因
為主；「他殺死亡」之死亡方式，主以他人意識所
引起之死因；「自殺死亡」之死亡方式，主以自為
自殺意識引起之死因之判定原則；「意外死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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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方式，在甲基安非他命相關致死案件之判
定，以非預期之意外死亡；其中包括車禍等，意
外之非他為之死因及因服食過量甲基安非他命所
造成之死亡原因；「未分類」指案件在法律偵查過
程，未能有證據支持死亡方式之歸類而呈未定論
之判定，在未來偵查過程可因新的証據出現而重
新分類。死者之致死因、死亡機轉則經由完整法
醫死因調查程序，包括個人背景、健康病史、法
醫病理檢查、法醫毒物、血清及其他法醫鑑識技
術，驗證其直接、間接死因及死亡機轉（蕭開平
等，1995）。

二、法醫毒物檢驗：

毒物學之分析包括免疫分析法（TDx analyzer,
FPIA, Abbott）之初步篩檢，血中、尿中、組織液
及膽汁中之甲基安非他命，其濃度則以氣相層析
質 譜 儀 （ Gas Chromatographic/Mass
Spectrophotometer, SIM; Gas chromatography,
HP-5890 series II; Mass spectrometry, HP-5971A
mass selective detector）進行定量化學分析工作。

三、化學元素分析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乃採用日立（Hitachi）
S-2460N 型，元素分析則採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附備的能量擴散 X 光（Energy-Dispersive X-ray 合
稱為 SEM-EDX）來測定元素。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標本，則直接使用石蠟包埋之蠟塊，切片成10μM
厚之蠟片，再行脫蠟、冷凍、乾燥法脫水、鍍碳
後，置於 SEM-EDX 下檢視分析。並使用電腦軟
體配合資料庫分析元素百分比（atom %）及元素
重量比（element weight %）等來分析比較。

結果

I、 流行趨勢

1991 年至 2003 年 13 年間，於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法醫中心(簡稱法醫中心)及法務部法醫研
究所接受臺灣各地檢署委託法醫病理解剖死因鑑
定案件中，因藥物濫用直接或間接喪命案件高達
1145 件，由 1991 年至 2003 年度中，各年度之濫
用藥物致死案件數及該年度案件比例（%），分別
為 1991 年 9 例（2.0%），36 例（5.7%），59 例
（8.0%），28例（3.3%），55例（4.9%），90例（6.9%），
108 例（9.4%），109 例（8.1%），125 例（9.5%），
115 例（7.6%），116 例（7.5%），106 例（7.5%），
及 2003 年激增至 189 例（12.7%）（見表一）。由
八十年至九十年法醫病理解剖案件中，測得安非
他命相關案件均大於鴉片類相關致死案例；於九

十一年度及九十二年度已窺得鴉片類濫用藥物有
再度流行之趨勢，並且帶動多重濫用藥物之濫用
趨勢，其中 MDMA（非甲基安非他命之安非他命
類藥物）、愷他命、Zolpidem 及相關九十一年度台
灣地區法醫病理解剖死因鑑定案件中，藥物濫用
相關死亡案件種類排名以嗎啡類（海洛因）（52%）
居多，其次為安非他命類(32%)、Diazepam（二氮
平類）(17%)、MDMA(6%)及愷他命 (5%)（表四），
由以上資料顯示，除凸顯 MDMA 及愷他命為九十
一年明顯增加之濫用藥物外，多重藥物濫用之案
件亦形普遍，其對身心的危害，值得全體國人重
視。

II、 案例

案例一、男性，32 歲，計程車司機，清晨被發現
計程車停放在人行道上，死者倒臥於司機座方向
盤上，面朝下，死者陳屍之車內底下發現壹個打
過之十西西針筒。

(一)、法醫師及檢察官相驗：
死者為一中等身材男子，瞳孔放大，外觀無

外傷，屍斑固定於下半身，包括：腹部、臀部、
下肢、雙手前臂及左面頰，上半身屍斑較不明
顯，雙側鼠蹊部有陳舊性黃色結痂；左、右各為
0.6 及 0.5 公分直徑。死者為曾犯恐嚇案及施用毒
品，如：施打嗎啡、涉嫌使用海洛因、安非他命
及違反麻醉藥品管理條例達十次，並因而入獄，
死亡時死者尚在假釋期間。

(二)、法醫病理解剖及組織觀察結果：
胸腔左、右胸膜囊中各有一百及一百五十西

西肺積水，呈血色狀。雙肺並呈現嚴重鬱血及水
腫現象。局部性下葉及中葉有充血狀。左、右肺
臟各重為 500 及 560 公克。心臟及其它器官無明
顯異樣。死者肺臟有明顯慢性肉芽組織增生、慢
性纖維化及巨大細胞肉芽組織增生，更發現肺臟
內大小動脈管內有透明結晶狀栓塞異物（圖
一），並明顯可見異物造成血管內栓塞，有組織
化 及 再 管 化 現 象 （ Organization and
recanalization）。

(三)、毒物化學分析：
使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附配之能量擴散X光

(Energy-Dispersive X-ray; 合稱 SEM-EDX)來測
定生物檢體元素，經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及能量擴
散 X 光元素分析實驗觀察得知，血管內之栓塞物
（圖二）含有大量之矽（71.05±0.24%）、鈉
（ 15.88±0.28% ）、 鈣 （ 9.06±0.20% ）、 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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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0.18%）等無機物元素之成份（表一）。由
死者陳屍之車內底下發現之針筒，經 Remidi-HS
檢測發現有麻黃素及抗組織胺成份。死者血液內
確含有麻黃素成份：血中（4.78μg/ml）、尿中
（47.83μg/ml）、胃內（52.17μg/ml）、心包膜（3.26
μg/ml）、眼球液（0.22μg/ml）。死者血液及尿液
並無其它相關化學毒物成分。

(四)、死者之死因，死亡機轉及死亡方式之研
判：
死者之死因，應導因於政府嚴格取締毒品，

使得安非他命毒品取得不易，而以自行購得製造
甲基安非他命之原料「麻黃素」錠劑取代之。並
將麻黃素錠劑直接混合在蒸餾水，並經由針頭靜
脈注射入體內。由死者肺臟血管栓塞判斷，其靜
脈注射之「麻黃素」錠劑內含「賦型劑」為不可
溶解之矽、鈣、鎂、鈉等無機元素，在經靜脈注
入後，栓塞於肺動脈血管造成死亡。死者之死亡
機轉應為「呼吸衰竭」，死亡方式為「意外死亡」。

案例二、、二十一歲女性，因施打嗎啡及可待因
而抑制中樞神經系統，引發嘔吐轉而大量吸入呼
吸道窒息而死。死者係年青女性，略瘦，十指明
顯發紺，右肘有一針孔，左手有三處舊疤，無外
傷。

(一)、法醫病理解剖及組織觀察結果：
肺臟：水腫狀。咽喉、氣管、至細支氣管皆

可見到吸入嘔吐物。另外，一些肺動脈內有些骨
髓栓子，係急救效應。肝臟：慢性持續性肝炎。
（圖四）

(二)、毒物化學分析：
1. 血液發現含嗎啡1.550mg/mL、可待因

0.424mg/mL、止痛劑Tramadol。

2. 胃內容物發現含嗎啡0.983mg/mL、可待
因0.594mg/mL、止痛劑Tramadol。

3. 送驗綠黃膠囊、淺藍藥錠、白色藥錠及黃
色 藥 錠 經 檢 驗 結 果 ， 各 為 止 痛 劑
Tramadol、副交感神經抑制劑Atropine（及
抗組織胺 Diphenhydramine ）、鎮吐劑
Dimenhydrinate 、 及 鎮 靜 安 眠 藥
Lorazepam。

(三)、死者之死因及死亡機轉之研判：
根據送鑑資料記載，女性，廿一歲，有吸毒

前科，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十七時才從三
重市重生戒治所出院而住在男友家中。十二月十

三日十七時男友外出，不久回來時因未帶鑰匙而
打不開門，按門鈴及打電話都無人回應，到廿一
時五十分家人取來鑰匙開門後，發現情況不對，
即給人工呼吸，並叫救護車送醫，但無效死亡。
鑑定結果，死者因施打嗎啡及可待因而抑制中樞
神經系統，引發嘔吐轉而大量吸入呼吸道窒息致
死（藥物濫用）。

案例三、男性，卅七歲，於多年前因頸椎受傷，
經常疼痛，使用多量之止痛藥物，包括嗎啡在
內，死者到同屋朋友住房訴說人很不舒服，急送
醫院急救無效死亡。

(一)、法醫病理解剖及組織觀察結果：
肺水腫淤血著明及肺實質可見大量結晶異

物 存 留 於 血 管 之 管 腔 內 ， 併 有 再 管 化
（recanualization）之變化（圖五）。心臟肌層間、
肝臟、脾臟、大腦等細小血脈管腔及腎臟之腎絲
球均可局部發現結晶異物存留。心肌間有局部性
發炎細胞浸潤。

(二)、毒物化學分析：
注射針筒含meperidine，送驗血液、尿液及胃

內容物均含嗎啡、麻黃素等藥物。身旁遺留研摩
藥錠之工具缽及杵各一，及藥錠meperidine一
顆、estazolam二顆。

(三)、死者之死因及死亡機轉之研判：
男，卅七歲，為濫用藥物成癮者並經常使用

止痛劑止痛，因注射摻用藥錠賦型劑之雜質致發
生肺栓塞死亡。

案例四、男性，45歲，注射摻有雜質之海洛因及
Zolpidem等多重藥物，在死者肺組織發現大量肺
胚血管栓塞結晶反應。（圖三）

討論

甲基安非他命造成組織病理之傷害，的確有
異於嗎啡類。興奮類濫用藥物常見的肺臟病變，
除 了 鬱 血 （ congestion ） 及 出 血 性 肺 水 腫
（hemorrhagic pulmonary edema）外（Shaw et al.,
1995），慢性肉芽組織增生，肺實質纖化亦是常見
的病理變化（Karch. 1993）。Tomashefski 和 Hirsch
（1980）亦報導，因靜脈注射不溶解之藥丸顆粒
粉狀物，於血管中易造成肺臟之動脈栓塞。異物
栓塞形成之異物性巨噬細胞增生，造成肉芽組織
增生、壞死甚至栓塞明顯造成血管面積減少，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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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血管壓力增高。若慢性癒合則有血管內栓塞再
組織化及管化現象（organizing and recanalizing
thrombi）（Rajs et al., 1984；Karch, 1993；Pietra，
Rutter，1987），甚至發現有呈現樹枝狀壞死。麻
黃素碇劑內之無機類元素形成血管內之栓塞結晶
狀物，經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及能量擴散X光測定後
亦獲證實。本實驗經由最簡單的組織石蠟包埋、
切片後之組織，經由簡單脫水、鍍碳處理後，即
能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及測定，確認死者
之死因。多種新興濫用藥物之興起，用藥種類從
單一藥物濫用演變成合併多重藥物濫用之趨勢，
其相關死亡案例亦漸次浮現，已掀起國內藥物濫
用另一波大流行，且從統計趨勢圖可預測現今正
處於藥物濫用高峰期，政府相關單位及全體國民
更應共同努力以遏止此波大流行（圖三）。由此類
案例分析顯示多重藥物併發其他造成意外死亡之
危害因素甚多，因強勢嚴格取締環境下的藥物濫
用者，若未能戒毒向上，反而尋求藥物濫用方式，
極易釀成悲劇。由此案例可見，社會問題的浮現，
濫用藥物嚴重影響青少年的身心發展，使其犯罪
趨勢日益嚴重！為了挽救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應
該加強宣導有關防毒、拒毒之工作，建立道德規
範，端正社會良好風氣，此類多重藥物相關致死
案例正可提供警政、公共衛生施政策略及反毒教
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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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死者之肺臟組織，經伊紅嗜鹼染色可見小血管內堆積
有結晶狀物，並呈現肉芽組織、發炎細胞增生及局部性纖化
現象。

圖二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死者肺臟組織，可見血管有
增生性及組織化栓塞再管化現象。小血管內有堆積結晶狀物
質，其描式電子顯微鏡及能量擴散X光測定元素分析結果可
見於表一。黑線代表長度。

圖三、藥物濫用致死案例組織切片染色觀察，顯微鏡偏光下
可見組織內結晶異物。血管內栓塞物經二次電子元素含量
（元素比例（Mean±SEM） %）：矽（71.09±0.24）、鈣

（9.06±0.20）、鎂（3.37±0.18）、鈉（15.88±0.28）等。

圖四、二十一歲女性，因施打嗎啡及可待因而抑制中樞神經
系統，引發嘔吐轉而大量吸入呼吸道窒息而死。(01-16-60)

(一) 肺臟：肺臟動脈內有結晶異物栓子(emboli)，H&E
100X

(二) 肺臟：肺臟動脈內有結晶異物栓子(emboli) (偏光)，
H&E 400X

圖五、三十七歲男性，因頸椎受傷，經常使用止痛劑止痛(包
含嗎啡)，導致中毒死亡。(01-10-64)

肺臟：因經常使用止痛劑造成有結晶異物存留於肺動脈血管
腔中，肺水腫淤血著明及肺實質可見大量結晶異物存留於血
管之管腔內，併有再穿通（recanualization）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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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民國八十年至九十二年間台灣地區法醫病理解剖死因鑑定案件中濫用藥物相關致死案

件分析。資料更新日期：九十三年五月。

表二、九十二年度法醫病理解剖死因鑑定案件中藥物濫用種類統計

單一種類藥物濫用案例 (n=79) 多重藥物濫用案例 (n=119)

藥物濫用種類 案件數 百分比 藥物濫用種類 案件數 百分比

嗎啡類 40 34% 嗎啡類 40 51%

(甲基)安非他命 15 13% Diazepam 39 49%

BZDs 10 8% (甲基)安非他命 18 23%

FM2 9 8% Oxazepam 18 23%

Zolpidem 6 5% Chlorphenamine 13 16%

強力膠 6 5% FM2 12 15%

MDMA(MDA) 5 4% Tramadol 9 11%

精神安定劑(抗憂鬱藥物) 5 4% Acetaminophen 7 9%

Temazepam 7 9%麻醉治療藥物( Bupivacaine, Fentanyl,

Lidocaine )
5 4%

Ketamine 6 8%

Ketamine 4 3% Zolpidem 4 5%

MDMA(MDA) 4 5%
未明種類毒藥物(中藥、減肥藥物) 4 3%

Bromazepam 4 5%

其他安眠藥物 2 2% 麻黃素 3 4%

cabamazepine 2 2% 巴比妥鹽類 3 4%

Acetaminophen 2 2% Loverphanol 3 4%

Phenobarbital 2 2% Flueazepam 3 4%

Tramadol 1 1% 農藥 2 3%

配西汀 1 1% Midazolam 2 3%

Amitriptyline 2 3%

單一種類藥物濫用案件數 119 60% 多重藥物濫用案件數 79 40%

總計 198 100%

註: BZDs:指除了FM2以外之BZDs類安眠鎮靜藥物（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署管制藥品
管理局、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憲兵司令部）。

年度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合計

法務部各地檢署法醫相驗案

件數(1)
17309 17397 18906 19195 19255 19022 18572 18061 19987 18155 18421 16860 16860 238000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中

心)病理解剖案件數(2)
455 628 740 843 1134 1298 1148 1343 1319 1520 1552 1417 1490 14887

資料庫已建檔案件數(3) 262 390 528 691 930 1157 1100 1145 1160 1200 982 919 1400 11864

藥物濫用相關致死案件數(4) 9 36 59 28 55 90 108 109 125 115 116 106 189 1145

建檔案件百分比(3)／(2) 58% 62% 71% 82% 82% 89% 96% 85% 88% 79% 63% 65% 94% 80%

藥物濫用相關致死

案件盛行率(4)／(3)
3.4% 9.2% 11.2% 4.1% 5.9% 7.8% 9.8% 9.5% 10.8% 9.6% 11.8% 11.5% 13.5% 9.7%

解剖率 (2)／(1) 2.6% 3.6% 3.9% 4.4% 5.9% 6.8% 6.2% 7.4% 6.6% 8.4% 8.4% 8.4% 8.8%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