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平和國民小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 
109.9修正 

 
壹、依據  

一、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二、教育部 103 年 8 月 18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20878 號函頒修正

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三、教育部 105 年 6 月 28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50079999B 號令各級

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九點修正規定。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 1 月 4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150724號函「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五、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 6 月 2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60049002號函頒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六、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19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45776 號函頒教育

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流程。 

七、教育部 108年 01月 07日臺教學(五)字第 1070222871B號令修正各級學

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年 2月 20日臺教學(五)字第 1080018057

號函頒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九、平和國小 109年校務發展計畫。 

 

貳、目的  

一、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絡」，為有效解決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問題，將以學生為中心、以學校為基礎，藉由共通的處理原則、共用

的專業人力資源及共享的輔導介入活動與措施，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

以投注更多的資源於藥物濫用學生的關懷與輔導工作。    

二、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讓學生健康安全成長。  

三、落實本校三級預防輔導策略。  

 

參、實施策略  

一、教育宣導：辦理反毒教育，強化拒毒宣導。  

二、關懷清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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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具體作為  

為有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落實三級預防輔導策略。 

一級預防，以「教育宣導」為本，減少危險因子，增加保護因子，結合教師、

家長、社區力量共同協力防制，培養學生正確思考、拒絕毒品誘惑之能力，學

校導師、輔導老師、學務人員等應對藥物濫用可能性較高（危險因子）之學生

加強個別輔導、訪問，以降低學生藥物濫用。 

二級預防，以「關懷清查」為本，進行高關懷群篩檢工作。 

三級預防，以「春暉輔導」為本，結合醫療資源，協助戒治。  

 



一、教育宣導   

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教育人員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

具體工作要項如下:  

(一)、 成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任務小組，落實各項教育宣導活動。  

(二)、 利用兒童朝會、學生週會、教師晨會、家長會、班親會等相關

集會宣導防治藥物濫用運動。  

(三)、 陳報推動紫錐花運動教育宣導活動成果。  

(四)、 教師於「社會」及「健康與體育」等相關領域課程內施教「藥

物濫用認知教學」。  

(五)、 辦理全校性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六)、 辦理以家長或社區為對象之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二、關懷清查  

以有藥物濫用之虞學生及特定人員為主要對象，各班導師及學務人員透

過觀察、晤談或家庭訪問，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並藉由關心學生生活、

學習狀況及密切親師聯絡，在學生疑似有藥物濫用異常行為時，即進行

關懷、輔導或實施尿液篩檢。採行作為有：主動關懷有藥物濫用之虞學

生、建立特定人員名冊、完善尿液篩檢機制，具體工作要項如下:  

 

(一)、 主動關懷有藥物濫用之虞學生： 

1. 密切關心學生上課、作息及交友狀況。  

2. 透過觀察、晤談瞭解學生狀況。  

3. 透過篩檢量表辨識有藥物濫用之虞高風險學生。  

(二)、 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1. 學期初 2 週內依特定人員類別建立特定人員名冊，召開會議

審核後，簽請校長核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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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請校長核定後納入特定人

員名冊。  

3. 完善尿液篩檢機制，落實執行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工作。  

 

三、春暉輔導  

以尿液篩檢呈陽性反應、自行坦承或遭檢警查獲學生為主要對象，發現

學生確有藥物濫用行為，啟動輔導機制，協助學生戒除對藥物的依賴，

並落實追蹤輔導工作。採行作為有：建立追輔機制、強化輔導諮商網絡、

健全轉介工作，具體工作要項如下:  

 

(一)、 建立追輔機制  

1. 春暉小組輔導狀況登錄「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管理系統」。  

2. 學校輔導藥物濫用學生，不得以開除、退學、轉學或要求休學

等方式對待。  

(二)、 強化輔導諮商網絡  

1. 學校成立春暉小組結合輔導室資源進行輔導。  

2. 輔導室安排輔導老師或申請春暉志工認輔個案。  



(三)、 健全轉介工作  

學校發現毒品來源，以密件函送學生校外會，落實緝毒通報模式。  

 

伍、一般規定  

一、學校辦理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項活動、會議及建立特定人員名

冊時，須有完整紀錄留存。  

二、學校網頁首頁應聯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網站。    

三、辦理推動「反毒傳播日」活動及反毒宣導月系列活動，以響應 6 月 26 

日「國際反毒日」。  

四、依教育部編印「特定人員（學生）尿液篩檢作業手冊」、「春暉小組輔導

工作手冊」、「『愛他 請守護他』家長親職手冊」、「藥 物濫用學生輔導

教師手冊」暨本署編印「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師工作簡易手冊」執行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  

五、校園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依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圖

執行。  

六、「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推動為全體教職人員責任，學校各處室應就權

責積極辦理，相關分工可依各校現況彈性調整，惟不得全數歸責於生教

組或生輔組人員，並請整合輔導資源網絡，針對藥物濫用學生全力輔導，

並協助戒治根絕。  

七、對於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績效卓著之有功人員，應依權責辦理議

獎。  

  

陸、預期效益  

一、認識藥物濫用防治運動，成為反毒最佳代名詞。  

二、學生認識毒品危害，能遠離毒品並拒絕毒品。  

三、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讓學生健康安全成長。  

  

柒、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敬會  

  教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平和國小 109 學年度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任務小組編組名冊 

 
職稱 職務 姓名 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張文馨 指導全盤「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工作。 

副主任委

員 

學務主任  李宏哲 召集並指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 

委員兼 

執行祕書 

生輔組長  黃泓鈞 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本計畫事宜。 

委員 教務主任  劉坤榮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課程與教學

工作。 

委員 總務主任  張弘坤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並支應

各項活動經費。 

委員 輔導主任  謝金燕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事宜。 

委員 教師代表  何佳樺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事宜。 

委員 輔導教師   楊少頤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導與諮商

工作事宜。 

委員 家長代表  簡春昇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事宜。 

 

  



南投縣南投市平和國小 109年度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項作業時程管制表 
 

類

別 

項

次 
工作項目 執行時間 備註 

年

度 

1 訂定「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執行計畫 

每年度滾動修正   

2 結合校外資源，舉辦

「強化反毒意識教

育」表演或展覽活動 

109年 10月 申請教育處補助展演

團體演出費用 

每 

學 

期 

1 「特定人員」尿液採

驗名冊 

每學期開學後 2週內 依文辦理 

2 「加強一般家長反

毒知能」宣導 

開學 1個月內 結合班親會辦理，無經

費申請需求 

3 「加強家長代表反

毒知能」宣導 

每 3個月 結合家長委員會議辦

理，由家長會贊助 

4 「加強教師反毒知

能」宣導 

依校務會議期程排定

教師宣導 

無經費申請需求 

5 「加強學生反毒知

能」宣導 

每 2個月 結合學生周會時間辦

理，無經費申請需求 

每

月 

1 「特定人員」尿液採

驗名冊 

填報當月份資料 依文辦理 

其 

他 

1 發放「紫錐花運動」

宣導文宣品 

持續辦理   

  



 

南投縣平和國小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