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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106 年 04 月 18 日訂頒 

壹、依據 

教育部 106 年 3 月 30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044365 號函「教育部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近年來社會環境變遷，新興毒品問題日新月異，部分三級、四級毒品價格

較低、取得容易，且具心理成癮性，致使涉世未深學生，易受好奇誘惑而

接處，戕害青少年身體健康。 

為延續過往春暉反毒成效，建立無毒校園，全面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學期中藉由各類校園活動宣教，營造拒毒反毒健康校園。 

叁、實施對象 

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肆、具體作為 

 一、主要工作內容： 

(一) 充實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教育宣導 

(二) 強化校園反毒專責人員與職能訓練 

(三) 藉由環境監控，降低毒品可及性 

(四) 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五) 完善尿液篩檢機制 

(六) 強化輔導諮商網絡 

(七) 建立追輔及轉介機制 

 二、為能有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參考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

輔導作業流程（如附件 1），以教育宣導為主，關懷清查及春暉輔導為輔，

由學務處策畫，結合班級導師、諮商暨健康中心、學務人員、地區醫療

等相關單位與資源，實施反毒、拒毒、戒毒等活動。 

  (一)教育宣導 

   1.連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官網於學務處網頁，公告相關宣教資訊，並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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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網頁內容，就毒品危害廣為宣導，加強師生認識毒品、拒絕毒品、

戒治毒品之觀念。 

   2.加強指導「春暉社」社團推廣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3. 每年 6 月宣導月，辦理系列宣導活動及每學期至少辦理 1 次全校性藥

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4.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研討融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議題。 

   5.每學年至少辦理 1 次「賃居生房東」之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 

   6.於各項相關會議、學生集會，持續向教職員工生實施藥物濫用防制教育

宣導。 

   7.運用新生啟航週辦理「藥物濫用防制」認知宣導。 

   8.鼓勵教師參加藥物濫用研習課程，每年至少 1-2 小時。 

   9.配合教育部推動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模式推廣活動計畫，招募學

生選訓後，於鄰近國中、小學及社區實施紫錐花運動反毒宣教活動。 

   10.配合學校相關活動，辦理教職員工生各項防制藥物濫用宣導，如反毒

簽名、才藝競賽、校外參訪、藥物濫用防制研習等，積極擴大宣導防

制藥物濫用之理念，持續加強對毒品危害之認知宣導。 

  (二)清查篩檢 

   1.藉由班級幹部及導師、任課老師、系所輔導教官、諮商輔導老師、學務

人員等，透過觀察、晤談，瞭解學生上課情形、生活作息及交友情況，

如發現有藥物濫用跡象，應即時向學務處通報，予以關懷及輔導。 

   2.遭警方查緝涉及藥物濫用或自行坦承有藥物濫用或經觀察認定有施用

毒品嫌疑之學生，得簽請校長核定後，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3.發現有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有精神或行為異常情事，經觀察或其他方

式認為有藥物濫用嫌疑者，得實施尿液篩檢。 

   4. 依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如附件 2、

3）於學期初 3 週內，依特定人員類別(第 4 類特定人員父母或監護人同

意書格式如附件 4)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並召開審查會議，簽請校長核

定。 

   5.透過篩檢量表辨識有藥物濫用之虞高風險人員（學生）。 

  (三)春暉輔導： 

   1.如有遭警方查緝涉及藥物濫用、自行坦承有藥物濫用或尿液篩檢且經檢

驗機構再確認為陽性之學生，即應召集導師、輔導老師、學務人員（生

輔組、諮康中心）、軍訓教官、學生家長等人員共同組成「春暉小組」

進行輔導，協助學生戒除對藥物的依賴性。 

   2.成立「春暉小組」，應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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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登錄資料及輔導狀況。 

   3.輔導無效或較嚴重之個案，經評估得轉介專業藥癮戒治機構，進行醫療

戒治，個案轉介後，學校春暉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學生家長及轉介

單位保持聯繫，瞭解戒治情形。 

   4.學校應輔導藥物濫用學生，不得以退學、轉學或要求休學等方式對待。 

伍、經費 

各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本校自行編列預算或運用教育部相關補助經費，落

實推動本計畫。 

陸、一般規定 

 一、校園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依教育部編印「特定人員（學生）尿

液篩檢作業手冊」暨「春暉小組輔導工作手冊」執行。 

 二、凡本校執行及配合推動紫錐花運動，成效績優之單位及個人，視執行情

況提出議獎。 

 三、本計畫屬常態性作為，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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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圖 



文件編號: PU-10290-C-0201-2017041801 

管理單位:軍訓室   文件名稱: 靜宜大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 

版次:03           20170418修  
 

 

5 

附件 2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及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防制毒品進入校園，透過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即時發現
藥物濫用學生，並針對藥物濫用個案成立「春暉小組」施予輔導，協助脫離毒品危害，
營造健康、清新及友善之校園環境。 

三、名詞定義： 
（一）濫用藥物：指非以醫療為目的，在不經醫師處方或指示情況下，過量或經常使用某種

藥物，致傷害個人健康及社會安寧秩序之毒品。 
（二）特定人員： 

1.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包括自動請求治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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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實足認為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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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四、篩檢時機： 
（一）各級學校於每學期開學、連續假期及長假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抽驗。 
（二）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有精神或行為異常，經觀察或以其他方式認為有施用

毒品嫌疑者，得隨時採驗。 

五、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一）於學期初二週內由生教（輔）組長（或指定專人）負責，依特定人員類別建立特定人

員名冊，並召開審查會議，簽校長核定後，納入尿液篩檢對象。 
（二）於學期中經觀察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得先進行尿液篩檢，呈陽性反

應者，應簽校長核定後，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六、尿液採驗流程： 
（一）各級學校應適時實施人員編組、動線規劃及器材整備等事宜。 
（二）執行尿液檢體採驗： 

1.檢體採驗：對受檢之特定人員說明採集規定及方法，並指派專人全程監管進行採驗。 
2.檢體初篩：尿液檢體應先採集於集尿杯內，並進行初篩，初篩檢驗呈陽性反應者，由
採尿人員會同受檢人將尿液檢體分裝為二瓶（甲、乙瓶），每瓶至少三十 ml。 

3.確認檢體：在尿瓶上黏貼送驗學生檢體序號標籤（如 001、002…），並填寫監管紀錄
表及學生尿液採驗名冊（即特定人員名冊影本），核對無誤後送檢驗機構。 

七、採驗結果處理： 
（一）如試劑初篩為陰性反應者，仍應列為高關懷對象持續觀察輔導。 
（二）經確認檢驗為陽性反應（確認尿液中有毒品反應）或坦承曾吸食毒品（經家長同意）

學生，學校應完成校安通報並成立春暉小組輔導個案。 
（三）若送驗學校或家長對尿液檢體之檢驗報告有疑義時，得於接到報告十四日內，敘明原

因要求複驗（乙瓶）。 

八、輔導措施： 
（一）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之同時，學校即應考慮依個案分別成立春暉小組輔導。 
（二）學校應召集導師、輔導老師（必要時得加社工人員）、學務人員、教官、家長（或監護

人）或相關人員等共同組成「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三個月，並建立學生個案輔導紀錄
表。 

（三）特定人員（學生）經輔導三個月後，採集尿液再送檢驗機構檢驗，仍屬陽性反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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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再實施輔導一次（三個月），並得結合家長將個案轉介至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
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如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告知先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
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之規定。 

（四）依前款規定或家長拒絕送醫戒治或戒治無效時，學校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規定，
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五）春暉小組輔導期滿，經尿液檢驗確認為陰性反應者，學校應解除特定人員之列管。 
（六）藥物濫用學生經司法矯正機構輔導勒戒完成返校後，應列為學校特定人員持續觀察輔

導。 
（七）為利個案之賡續輔導，如個案有中輟、退、轉、休學、畢（結）業時，學校應即透過

通報系統，請個案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直轄市、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以下簡稱校外會）協助追蹤輔導戒治，接受中輟、退、轉、休學學生之學校，應主
動查詢。 

（八）發現學校疑似藥頭之學生，應以密件洽請直轄市、縣（市）校外會通報警察機關協助
處理。 

（九）針對藥物濫用之高風險族群提供「自我保護」與「預防感染愛滋」之預防教育與相關
諮詢輔導及衛教。 

九、業務分工： 
（一）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外會及學校執行特定人員採驗尿液作業之分工職掌。 
（二）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應彙整「特定人員」數量統計表，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函送本

部憑辦。 
（三）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月彙整「各級學校防制藥物濫用清查輔導成果統計表」及「快

速檢驗試劑暨臨機尿液篩檢執行情形統計表」，並於次月十五日前函送本部憑辦。 

十、一般規定： 
（一）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如經尿液採集送驗呈陽性反應者，應送請警方處理並

列入考核。 
（二）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外會、受檢人學校、採尿單位、檢驗機構，於採驗前、中、

後之作業，均應力求保密，以維受檢人名譽。 
（三）有關尿液採集及檢驗相關作業，得參考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範及濫用藥物尿液檢

驗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自行編列預算，依權責執行本項工作。 
（五）各級學校辦理多元性課程，如戒治成功者現身說法、目標設定、生涯規劃、運動類（球

類、戶外活動、探索教育、溯溪、登山）及技職類（餐飲烹飪、美容美髮、美工設計、
模型製作、DIY）等，或聘請認輔志工、心輔諮商人員等，得向本部申請補助經費。 

（六）辦理本項工作有具體成效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從優獎勵相關學校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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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學校全銜）「特定人員」名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特
定
人
員
類
別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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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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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編 號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性 別 特定人員類別 審 查 結 果 備 考 

        

        

備註： 
本表格請以 excel格式造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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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家長同意書(範例) 
 

茲同意 靜宜大學 為維護本人子女身心健康，將就讀 OOOO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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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宜大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