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107 學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106年 12月 8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71214號「教育部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修正計畫辦理。 

  二、106年 12月 29日臺教綜(五)字第 1060187278號教育部檢送修 

     正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 

貳、目的： 

     為防制學生濫用藥物維護學子健康，以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 

    計畫為藍本，規劃多元且具創意之宣導活動，提升學生識毒、拒毒、 

    毒能力，營造純淨校園。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生 

肆、實施策略： 採三級預防策略(三級預防流程圖 如附件一) 

       一、教育宣導：辦理反毒教育，強化拒毒宣導。 

二、清查篩檢：晤談瞭解關懷，建立名冊清查。 

三、春暉輔導：春暉小組輔導，轉介醫療戒治。 

伍、工作編組：人員編組（如附件二） 

陸、實施方式： 

一、教育宣導：（一級預防） 

    一級預防以「教育宣導」為本，在於減少危險因子，增加保護因 

子， 結合班級導師、輔導老師及家長共同防制毒害，培養學生正 

確思考、拒絕毒品誘惑之能力，其作法如下： 

（一） 落實教育宣導： 

1. 於每年新生入學始業式及每學期友善校園週等時機，宣導反

毒內涵。 

2. 利用跑馬燈宣導反毒；每年 6月訂為反毒宣導月，播放反毒 

影片、舉辦反毒議題等相關活動。 

      3.利用教職員會議時機宣導毒害議題，提升反毒常識及警覺心。 

      4.配合教育部推廣「大專校院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模式」 



        ，鼓勵教職員生及到國中、小學做反毒扎根教育。 

      5.請圖資中心於學期中在綜合大樓電子看板播放反毒宣導影片 

        ，如「k 他命運交響曲」動畫宣導影片及部發「青少年常用 

        毒品(與毒害)簡報」，供同學欣賞宣導毒害。 

      6.舉辦徵文、海報創意設計等反毒競賽活動，鼓勵同學踴躍參 

        與擴大反毒效果。 

       7.製作反毒宣導專欄及反毒大本營網頁，提供師生毒害資訊。 

      8. 辦理教職員工生「校園防制藥物濫用」及專題演講。 

      9.對四技一年級新生受過反毒教育之學生實施藥物濫用檢測， 

        強化反毒認知。 

  （二）融入通識課程 

     在通識課程中邀請開設與健康、衛生相關課目老師，課程融入

「毒害、防毒、反毒」議題施教，提升學生毒品危害常識。 

(三)網路宣導 

       於學校網站連結教育部「反毒大本營」網站外，並於生輔組網 

       頁建立紫錐花運動網頁，統整反毒資料擴大反毒宣教效果。 

   二、清查篩檢：（二級預防） 

      二級預防以「關懷清查」為本，在進行高關懷群篩檢工作時， 

     以有藥物濫用之虞及特定學生為主要對象，於開學兩週內提供 

     認定觀察特定人員可能有的行為態樣，請導師、任課老師觀察、 

     晤談或家長訪談，回報生輔組召開特定人員審查會議，建立特 

     定人員名冊；針對警方通知有藥物濫用偏差行為之學生，則實 

     施尿液篩檢追蹤輔導，其策略如下： 

   (一)主動關懷： 

     1.平時建立「毒品防制」工作任務推動小組（如附件三），落實  

       各項重點防制責任分工，如經警方通知學生有濫用藥物情事 

       時，除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知悉外，成立「春暉小組」輔 

       導學生。 



2.依據教育部訂頒「各級學校建立特定人員作業流程圖」（如附 

件四）之規定，學期中針對長期缺曠課、有用藥紀錄或深夜逗 

留不正當場所等行為異常學生，建冊列管並實施輔導。 

3. 各科、系、所導師如發現學生有疑似濫用藥物之徵兆時，應主 

  動通知校安中心或毒品防制業務承辦人適時處理。 

   4.發現學校疑似有藥頭之學生，通報基隆少年隊處理。 

   （二）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依據「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按特定 

      人員類別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特定人員：共有五類(依 103 年 2 月 17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016491 號函修正後) 

      1.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 

      2.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生，於申請復學時，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 

        採驗者。 

      3.有事實足認為以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4.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 

        並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需有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五）。 

      5.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確定特定人員名冊後，於開學三週內召開審查會議，簽請校 

       長核可，納入尿篩輔導對象。 

       ※學期中遭警方查緝涉及藥物濫用或自行坦承藥物濫用或經 

        觀察認定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得隨機簽請核定後納入 

        特定人員名冊。 

（三）完善尿液篩檢制（尿液篩檢圖－如附件六）        

      1.經導師觀察發現有足以認定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得先使 

用快速檢驗試劑進行尿液篩檢。 

        2.如試劑呈現陽性反應時，應將檢體低溫宅配送往教育部指定 

之檢驗機構進行再次確認，經確定為「陽性」反應者，應簽 



核校長核定，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3.若受檢學生或家長對尿篩檢驗報告有疑義時，得於接到報告 

後，敘明原因要求複驗。 

 

三、春暉輔導（三級預防） 

        三級預防以「春暉輔導」為本，以 1.尿液篩檢呈陽性反應(含有濫 

     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2.自行坦承 3.遭檢警查獲學生為主要對象， 

     或 4.社會局、衛生局通知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學校應 

      啟動輔導機制、協助學生戒治並落實追蹤輔導工作，其策略如下： 

（一）建立追蹤輔導： 

     1.經觀察晤談、尿液篩檢或經檢警通知之藥物濫用學生，應進行 

       校安通報；並由導師、學務處生輔組、衛保組及學諮中心輔導 

老師、輔導教官、家長等共同組成「春暉」小組進行輔導。 

 2.依據個案情況訂定每週、隔週或隨機尿篩。 

（二）強化輔導諮商網絡： 

     1.春暉小組成立後，應對特定人員訂定輔導計畫與期程，以連續 

       三個月為一個輔導期，經輔導三個月後，再次採集尿液送檢驗 

       機構化驗，結果呈「陰性」，解除列管；若仍呈陽性反應，得

再延長三個月輔導期。 

  2.個案轉介實施矯正與戒治後，學校專案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

，並與衛生醫療單位保持聯繫，定期追蹤戒治情形。 

  （三）健全轉介工作 

      學生藥物濫用個案，經本校輔導三個月後（得再延長三個月） 

      若仍未戒除，即應請家長配合將個案轉介至行政院衛生署指定 

      藥癮戒治機構，或視個案情況報請司法機關協助處理，以降低 

      危害，預防再施用（如附件七）。 

 

柒、經費預算與說明： 



  一、本校依據學校特性結合在地資源，訂定年度「推動紫錐花運動」 

      管制表，並依工作內容編列預算執行。 

  二、107學年度工作執行管制表（如附件八），執行各項活動所需經 

      費共新台幣 40000元。 

   三、依據部頒「補助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辦理春暉專案宣教活動實 

      施要點」，主動爭取教育部預算，辦理紫錐花運動宣導活動。 

      

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訂之。 

  

  



【附件一】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圖 

 



【附件二】 

 

  107學年度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推動小組人員名冊 

職稱 
隸屬 

單位 
職務 職     掌 備考 

主任 

委員 
校長室 校長 指導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計畫執行。 

  

副主任 

秘書 
學務處 學務長 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 

  

執行 

秘書 
校安中心 主任 襄助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 

查察 

與通報 

委員 生輔組 組長 襄助本校藥物濫用防制工作執行事宜。 
  

 

委員 會計室 主任 指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經費支用事宜。   

委員 學諮中心 主任 
協助指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與個案輔

導。 

  

委員 衛保組 組長 協助指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事宜。   

組員 生輔組 承辦人 負責規劃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與執行。 
  

  



【附件三】 

 

107學年度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導小組人員名冊 

職稱 
隸屬 

單位 
職務 職          掌 備 考 

主任 

委員 
校長室 校 長 指導特定人員專案戒治輔導計畫執行。 

  

副主任 

委員 
學務處 學務長 指導特定人員專案戒治輔導計畫執行。 

  

執行 

秘書 
校安中心 主 任 指導特定人員專案戒治輔導計畫執行。  

委    員 學諮中心 主 任 輔導-特定人員之轉介個案。 
  

 

委    員 學諮中心 心 理 師 輔導-特定人員之轉介個案。 
 

委    員 生輔組 組 長 輔導特定人員戒治輔導計畫執行。 
 

委    員 衛保組 組 長 輔導特定人員教育醫護事宜。   

委    員 科  系 系主任 輔導特定人員生活學習事宜。 
  

委    員 科  系 班導師 輔導特定人員生活學習事宜。 
  

組    員 生輔組 承辦人 負責特定人員執行尿篩追蹤輔導。 
  



 

【附件四】



【附件五】 

家長同意書(範例) 

同意○○高級中學為維護本人子女身心健康，將就讀 OO科 O年 O班 O 

O O  納入特定人員名冊，並適時實施尿液篩檢，共同為學生身心健康

把關。 

 

 

立同意書人 

父母(或監護人)： 

關       係： 

身分證字號 ： 

住       址： 

電       話： 

 

      此    致 

○○高級中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附件七】 

 



【附件八】 

崇右 107學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要項暨日程管制表 

項

次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辦理 

單位 

完成日期 備考 

一 
研擬年度紫錐花工

作計劃 

呈報本校「「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實施計劃。 
生輔組 每年 9-10月   

二 
「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反毒推動小組 

結合各行政單位，協調

年度工作 
生輔組 每年 9-10月   

三 新生入學始業式 新生-反毒宣導 生輔組 每年 9月   

四 友善校園週 
利用班會由導師帶領

研討毒害議題 
生輔組 

每學期開學

第一週 
  

五 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符合五大類特定人員

及十一項特定人員行

為態樣者，建冊後召開

特定人員會議審查 

生輔組 
學期開學後

三週內. 
  

六 尿液篩檢 
針對特定人員(春暉個

案)追蹤輔導 
生輔組 

隨機辦理 

連續三個月 
  

七 賃居訪視 

探視賃居校外學生之

租屋環境及是否有濫

用藥物之虞 

生輔組 

導  師 

學期開學 

三週後 
  

八 反毒宣導日 跑馬燈配合宣導 生輔組 每月 1日   

九 紫錐花宣導月活動 

播放反毒影片. 

舉辦藥物濫用防制宣

導及藥物濫用認知檢

測(新生) 

生輔組 每年 11-12月   

十 
融入教學課程 

通識教育-請開設與健

康.衛生相關課目之老

師課程加入反毒教育。 

教師 

生輔組 

每學期 

2小時 
  

十 

一 

全校性反毒競賽 
辦理全校性-反毒海報

創意設計比賽 
生輔組 每年 12月   



十 

二 

反毒講座- 

新興毒品之危害與

辨識 

針對教職員工實施 2

小時 

校安中心 

生輔組 

每學年 

一次 

每年 9月 

  

十 

三 

寒暑假紫錐花拒毒

運動注意事項 
寒暑假期間學生須知 生輔組 每年 1、6月   

十 

四 

評鑑 
呈報紫錐花運動實施

成果-自評表 
生輔組 每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