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績優選拔成果 

【績優教育行政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自評表及目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績優教育行政單位自評表】 

單位名稱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評選類別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教育部聯絡處 

主辦人員 王孜芬 協辦人員 張曜渂 協辦人員 張庭維 
項

目 評 分 標 準 
配

分 

無個
案配
分 

得

分 

目 次 

(頁) 

1 

計

畫 

25

% 

1-1 能依縣市特性訂定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計畫(每年滾動修正)，並依

內容編列專款預算或申請經費補助。 
8 9 8 1-2頁 

1-2召開跨單位反毒會議律訂分工，並由適當層級人員主持。 5 6 5 3-4頁 

1-3管制所轄學校完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計畫執行，有紀錄可查。 5 5 5 5頁 

1-4依據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策略二指導，藥物濫用防制策略

規劃列為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績效考核遴選指標參據或列為校

務評鑑項目。 

7 8 7 6頁 

2 

教

育

宣

導 

40

% 

2-1辦理縣（市）級以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動態競賽、活動，每場 3分。 9 9 9 7-9頁 

2-2 對學校業務承辦人(3 分)、認輔志工(3 分)、反毒師資人員(3 分)辦理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研習。 
9 9 9 10-12頁 

2-3 能結合民間團體、各類媒體及其他單位資源，規劃符合各縣市特色之

藥物濫用防制教育課程、教材文宣(5分)。 
5 8 5 13頁 

2-4針對轄屬學校辦理分齡補充教材相關推廣研習活動(6分) 。 6 8 6 14頁 

2-5針對所轄學校結合家長會辦理反毒宣導(3分)，能規劃創新作為(3分)。 6 8 6 15頁 

2-6 建構並維護更新縣市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宣導專區(網頁)，統整反毒

資源。 
5 5 5 16頁 

3 

清

查

篩

檢 

20

% 

3-1管制所轄學校「特定人員」，對於特定人員「零」提列學校能有督核作

為。 
3 7 3 17-18頁 

3-2督導學校執行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工作(3分)，並納編春暉志工協助所轄

學校尿液篩檢送驗作業(2分)。 
5 5 3 19-20頁 

3-3購置一般民眾版快速尿篩試劑並推廣宣導有紀錄可查。 3 5 3 21-22頁 

3-4熱點巡邏建置滾動修正並提列縣市二級連繫會報研商之辦理情形。 5 8 5 23-24頁 

3-5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執行情形。 4 0 4 25頁 

4 

春

暉

輔

導 

15

% 

4-1春暉小組輔導完成率≧80%（8分）；80%＞完成率≧60%（6分）；60%＞

完成率≧40%（4分）；40%＞完成率≧30%（3分）；完成率＜30%（2分）。 
8 0 8 26頁 

4-2 將未完成春暉小組輔導之轉銜至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相關單位)

進行追蹤輔導，或以密件函文提供情資予檢警單位者，每位 1分。 

(倘應轉銜個案低於 3位且轉銜比率達 100%，本項以 3分列計) 

3 0 3 27頁 

4-3春暉志工入校關懷春暉小組個案，並有紀錄可查，每位 1分。 2 0 2 28頁 

4-4 協助嚴重個案轉介醫療戒治或心理諮商服務，並有紀錄可查，每位 1

分。 
2 0 2 29頁 

額

外

加

分 

5-1辦理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及其他創新活動。 

5-2承辦或協辦教育部或國教署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 
10 10 10 

30-34頁 

35-37頁 

合計 110 110 108  

備

註 

1. 春暉小組輔導完成率=輔導完成人數/(藥物濫用人數-輔導期間畢業人數-仍在安置輔導及感化教育人數-尚在輔導階段人數) 

2. 成績須達 85（含）分以上，始能列為表揚之候選對象。 

3. 佐證資料須包含日期、名稱、內容、活動效益並檢附相片；自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為期限，未在期

限內資料不予列計。 
  



1 

1-1 依縣市特性訂定相關計畫，並編列或申請經費 
日期 計畫名稱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年

1 月 

107 年新竹市

防制學生藥物

濫用實施計畫 

1.根據教育部及國教署實施計畫，另

分析本市 102 至 106 年藥物濫用學

生情形及縣市特性，訂定本市防制

學生藥物濫用執行計畫，並依內容

編列專款預算或申請經費補助。 

2.重點放在運用及開發補充教材、小

班式入班宣導。 

1.106 年 12 月 27 日府教學字第

1060186708 號函轉知所屬國中小學

校，並副知國教署備查 

2.市府自編反毒經費計 42 萬 4 千元。

3.申請國教署 106-107 年「結合家長

會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宣導」共 50 萬

元。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106 年 12 月 19 日頒定「107 年新竹市防
制學生藥物濫用實施計畫」。 

照片簡介:106 年 12 月 27 日府教學字第
1060186708 號函轉知所屬學校及國教署備查。 

 

照片簡介:自編新興毒品擬真教輔具專案經費。 照片簡介:自編毒品零容忍宣導海報專案經費。 

1



2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自編反毒宣導品專案經費。 照片簡介:自編校外聯巡熱點查察背心專案經費。

 

照片簡介:由市款補助校外會反毒專案經費。 照片簡介:申請國教署 106-107 年舞劇巡演計畫。 

 

照片簡介:申請國教署三區研習宣導計畫。 照片簡介:申請國教署反毒桌遊研發及師培計劃。

2



3 

1-2 召開跨單位反毒會議律訂分工，並由適當層級人員主持 

日期 會議名稱 場次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3/14、

4/3、

4/12、

8/15、

9/25、

10/30 

新竹市政府

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工作

小組(委員)

會議 

6 

本府 95 年成立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採任務編組設有：預防宣導組、保

護扶助組、綜合規劃組及轉介服務

組，分由教育處、社會處、衛生局

兼辦，分別負責預防宣導、保護扶

助、轉介服務及綜合規劃等工作，

104 年增設毒品查緝組，由警察局

兼辦，負責毒品查緝工作。 

研訂本市高關懷及藥物濫用青

少年防制網絡架構，另為便利網

絡單位及學校知悉轉介方式以

增進輔導、戒治的資源運用，提

供各單位防制網絡資源及轉介

一覽表供運用。 

每月乙

次 治安會報 12 

每月召開治安會議，由副市長主

持，針對本市治安(含毒品)相關議

題進行討論與專案報告。 

每月對本市藥物濫用防制執行

成效進行檢視，並專案報告本市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列管機制及

防制學生藥物濫用作為成果。 

3/23、

6/27、

10/3、

11/15 

警政與教育

單位二級聯

繫會議、年終

工作檢討會 

4 

1.建立轄內青少年施用毒品熱點

巡邏網分工。 

2.春暉個案勾稽與中斷轉介後續

輔導情形追蹤。 

1.建立高中職以下學校毒品施

用熱點巡邏網涵蓋率

98.18%。(12/28 更新達 100%)

2.確認個案於轉介後，均由後端

單位接續與穩定服務。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107 年共召開 22 次跨單位反毒會議。 照片簡介:每年召開二次毒品防制委員會議。 

3



4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每季召開 1次毒防中心工作小組會議。 照片簡介:併於毒防中心工作小會議召開分組會。 

  

照片簡介:每月召開乙次治安會報。 照片簡介:每季召開 1次警政與教育二級聯繫會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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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制所轄學校完成防制學生藥物濫用計畫執行 

日期 計畫名稱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年

1-3月 

107 年新竹市

防制學生藥物

濫用實施計畫 

於106年 12月 27日府教學字

第 1060186708 號函轉所屬學

校，要求轄屬國中小學校依據

各校區域性特色訂定校內執

行計畫，並報府備查。 

1.本市針對各校計畫逐一審視，錯誤部份另請

學校重新修正，轄屬 45 所國中小學校皆於

107 年 3 月底全數報府，並同意備查在案。

2.計畫之行動方案表列執行重點及辦理期

程，使各校執行工作更為明確。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106年12月27日府教學字第1060186708
號函轉知所屬國中小學校及國教署備查。 照片簡介:函復各校計畫審查意見並要求修正。 

 

照片簡介:第 1次計畫審查意見表(部份擷取)。 照片簡介:第 2次計畫審查意見表(部份擷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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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反毒策略列為校長績效考核遴選指標或校務評鑑項目 

日期 名稱 執行內容與效益 

107年

4-5月 

市立高國中小

校長辦學績效

評鑑及校務評

鑑 

1.研訂將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執行成效，更明確地列入本市市立國民高中小學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表中。 

2.本市中小學校務評鑑自評表-3(學務發展)評鑑重點二、生活及安全教育項

目，將維護校園安全暨防制藥物濫用列入考評及督導。 

3.將校園拒毒執行情形，列入本府教育處督學視導紀錄表中，藉由各區督學

定期訪查學校時進行督導與檢視。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將防制學生藥物濫用列入本市市立校長
辦學績效評鑑表。 

照片簡介:106 學年校務評鑑於 107 年 4-5 月至本
市 5所國中、14 所國小進行聯合訪查督考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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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辦理縣（市）級以上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動態競賽、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年 6

月 1日 

新竹市 107
年「拒菸檳熱

飆舞新世代

齊反毒」青少

年飆舞競賽 

1 500 

1.為推展拒菸、拒檳及反毒運

動，藉由展現青春活力之熱舞

大賽，鼓勵學生從事正當的休

閒運動，珍愛自己遠離菸毒

害。 

2.透過青少年喜愛的舞蹈表演

方式，闡述及宣導反毒意念，

展現青少年活力，配合有徵答

及攤位多元、活潑形式。 

1.本次活動計國中 6 隊及高

中 16隊學校學生團體組隊

參加，為三年來參加組數

最多，可見青少年對此活

動之喜愛與投注。 

2.與新竹 BIG CITY 巨城購物

中心合作，人潮聚集、親

子共同參與，更提升反毒

宣導廣度。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飆舞現場搭配各單位設攤，另結合學校的

拒毒健康校園計畫，設置反毒仿真情境展宣導。 

照片簡介:飆舞活動搭配有獎徵答宣導，並由專業舞界

老師給予表演優藝團體鼓勵與指導。 

7



8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7

月 14 日 

107 年青春專案 

無菸無毒無檳

「波麗士盃3對

3籃球 PK 賽」 

1 600 

活動開幕式由副市長沈慧

虹、警察局長陳耀南、衛生

局科長林素芬、校外會督導

吳晃廷、球星分別手持「無

菸」、「無檳」、「無毒」、「青

春」、「正好」字版，與參賽

青少年及家長向菸檳毒說

「NO!」，鼓勵青少年於暑假

期間多參加正當休閒運動

及有益身心健康活動。 

賽制分成國中男(女)子

組、高中男(女)子組等 4

組，參賽隊伍高達 135 隊

405 人參與，活動中場進行

預防犯罪宣導有獎徵答，鼓

勵家長暑期陪同孩子多從

事正當休閒育樂及體適能

活動，使青少年朋友遠離毒

品、幫派、暴力、援交、詐

騙及危險駕車。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活動特別邀請金門酒廠籃球隊陳靖

寰、盧冠軒、邱金龍、蘇奕晉等多位 SBL 球員，

與參賽同學進行籃球熱身遊戲及尬球。 

照片簡介:由資深籃球賽事主持人林志彥擔綱主

持，邀請中華大學競技啦啦隊帶來精采的演出，宣

導「遠離毒品菸檳酒，打球運動最健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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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8

月 23 日 

新竹市防制學

生藥物濫用 

「我的未來不

是夢」高關懷

學生超越自我

探索體驗活動 

1 37 

透過辦理有益健康之休閒

活動，宣導拒絕毒品誘

惑，讓專業探索教育教

練、教官、春暉志工、師

長、春暉社學生與高關懷

學生在自然的互動中感受

到關懷並培養自信心，協

助學生順利成長與發展，

實現健康生活的目標。 

期個案能從實際參與團隊

體驗活動中學習團隊合作

與追求自我挑戰，透過溝

通、合作、信任等活動，

養成學生正向人際互動的

良好習慣，為自己設定目

標的習慣，及學習解決問

題的方法，深化思考力，

整合執行力，超越自我。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垂直下降、雙索吊橋、絕壁攀岩、索

吊橋、單索吊橋等多元探索體驗課程。 

照片簡介:建立團隊、打造團合作，團隊溝通協調

與合作信任，培養積極主動、尊重及包容差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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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學校業務承辦人、認輔志工、反毒師資人員辦理研習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8 月

15-16

日 

107 年度「友

善校園」防制

學生藥物濫

用及校園安

全工作專業

知能研討 

2 92 

每年暑期八月份針對全市

新、舊任學務主任及生校組長

辦理「友善校園」防制學生藥

物濫用及校園安全工作專業

知能研討，推動防制學生藥物

濫用及校園安全工作，提升學

校相關人員推動該項工作之

能力，以落實春暉專案三級預

防及輔導工作，期營造無毒、

健康、安全、友善之校園環

境。 

本年度首次採取初階與進階二

階段課程，並加入特定人員建

置、篩檢時機、成案輔導及教

育部追輔系統說明等內容。鑒

於國中小第一線學務人員更迭

頻繁，為使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工作推動順暢，提前於暑期辦

理相關人員精進活動，研習手

冊並附上相關法規、流程、表

件及操作手冊等資料，使未來

學校在查尋、運用上更為便利。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新竹市各級學校建置特定人員名冊流程

檢核制度、藥物濫用每月表報填報系統。 

照片簡介:防制藥物濫用篩檢及校園安全工作實

務研討，採分層方式、區分為初階與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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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次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年10

月 11 日

及 11 月

22、29

日 

1.藥物濫用學生輔

導課程推廣研習

活動 

2.春暉志工成長課

程暨工作報告 

3.特殊教育訓練課

程 

4 120 

春暉志工增能培訓(含基礎

及特殊訓練)，強化春暉志工

服務知能及專業素養外，課

程另設計以切合運用單位或

志工需求，將相關增能及志

願服務議題融入課程內，俾

逐年培育專業講師志工群。 

本市春暉志工人數共計

47 名(男:28 名，女:19

名)，領有服務紀錄冊者總

計 28 名(男:25 名，女:3

名)，佔志工人數比例 

59.6%。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10/11 上午辦理學務人員輔導課程、下

午辦理春暉認輔志工成長課程。 

照片簡介:11/22、11/29 辦理 107 年度春暉志工 

教育類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練課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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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6

月 14 日 

新竹市 107 年度

「防制學生藥物

濫用宣導師資」

增能研習活動 

1 38 

為落實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宣導師資精進與培訓，提升

各級學校導師、學輔人員藥

物濫用防制宣導技巧及內

容精進，辦理本市藥物濫用

防制師資增能研習，透過分

析在地化防毒實務策略，更

貼近現場教學。 

1.共有22名教官及老師參

與師資增能。 

2.本次增能總體分析對於

課程規劃覺得非常有幫

助及有幫助達 95.39%，

顯示本市所規劃藥物濫

用防制宣講課程內容符

合學校教師所需。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 107.6.14 反毒師資培訓增能研習。 
照片簡介:邀請中原大學于力民教官、桃園志工隊

隊長張雅玲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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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結合民間團體、各類媒體資源，規劃特色課程、教材文宣 
日期 內容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2

月 22 日 

新興毒品擬真教

具 

由市府購置 47 組「新興毒品

擬真教具」致贈給本市立高國

中小學校每校 1組，提供學校

將反毒教育融入課程宣導。 

自 107 年 5 月份開始，由各班導師運用新

興毒品擬真教具在班級內進行反毒教育

宣導。 

107 年 6

月 24 日 
國際反毒日專刊 

結合中國時報 107 年 6 月 24

日反毒專刊全版資訊，運用網

路媒體加強反毒多元宣導。 

透過網路及專刊資訊增加宣導多元與廣

度，本市更打造青年基地、建構屬於青年

的舞臺與空間，讓其有發揮得舞臺與自

信，減少負向情緒與行為產生。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106學年第2學期本市特別結合友善校園

週教育宣導活動，進行教輔具致贈儀式。 

照片簡介:致贈給本市 47 所市立高國中小學校，

每校 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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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針對轄屬學校辦理分齡補充教材相關推廣研習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4月 10

日 

新竹市「防制學

生藥物濫用國小

補充教材」教師

增能實施計畫 

1 75 

透過教師教學增能研習活，推廣

教育部所開發六個主題補充教

材電子書之運用進行詳細說

明，並藉由種子教師試辦教學過

程經驗分享，續推廣全市國小學

校融入教學。 

1.透過教材教學增能研，增

進教師返校運用融入教學

課程中。 

2.善用多元教材更能有效教

導學生懂得辨識及拒絕不

健康的物質。 

107 年

1-9 月

及7月

17 日 

新竹市 106 學年度

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桌遊教材研發暨反

毒守門員種子師資

培訓計畫 

1 65 

邀集健體領域種子師資及本

市家長團體代表，結合桌遊

等構想，共同研發反毒補充

教材，並培訓家長及志工成

為校園反毒守門員種子師

資，推廣試辦運用教材入班

宣導。 

老師回饋桌遊教材實際於課堂操作

時，首先即會讓學生產生好奇、誘

發興趣，牌卡設計顏色豐富、圖樣

簡明、文字精要，是增進學生專注

學習的第一步，課程過程更重要的

是老師適時的引導，延伸學習的素

材與反毒、拒毒的知識更加重要。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謝玉姿主任擔任國小補充教材研習講師。 照片簡介:製作國小補充教材電子書光碟供運用。

  

照片簡介:針對教材授權及改作，使教材運用更適切。 照片簡介:7/17 辦理反毒桌遊種子師培參與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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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針對所轄學校結合家長會辦理反毒宣導，能規劃創新作為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4 月

19 日、4月

24 日、5月

3日 

「結合家長會防制

學生藥物濫用宣

導」-107 年度青春

無毒校園巡演 

3 120 

「新校園運動─青春無毒」

校園巡演活動，結合新竹市

家長聯合會、建華國中就是

愛表演社，以三區巡迴親職

講座、舞蹈戲劇的方式。  

透過舞蹈戲劇及研討會等多

元化呈現方式，巡迴各校園

宣導演出，辦理家長或社區

為對象之「藥物濫用防制」

宣導活動。 

107 年

2-10 月 

新竹市 107 年辦

理「強化家長會

校園反毒知能宣

教」活動 

22 359 

結合本市警察局及新竹地檢

署等民間單位，於各校家長

會、親子座談會等時機，進

行家長反毒宣導活動。 

強化家長、校長、導師與行

政團隊合作，共營防制藥物

濫用能量。增加家長反毒認

知，將反毒概念延伸至家庭

及社區，本市 22 所國中小學

校均進行結合宣導。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青春無毒校園巡演海報。 照片簡介:4/24 北區載熙國小場。 

 

照片簡介:5/3 東區建功國小場。 照片簡介:結合新竹市警察局實施家長多元反毒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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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構並維護更新縣市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教宣導專區(網頁)  

專區內容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新竹市教育網中建構本市防

制學生藥物濫用專區 

(網頁

http://www.hc.edu.tw/edub/Custo

mized/antidrug.aspx )，並維護更

新統整反毒資源。 

自 104 年起，將防制藥物濫用相關文

宣、簡報、圖稿宣傳資訊公告於本市

教育網專區，並定期維護更新統整反

毒資源，便於各單位可快速取得資

訊，更便利推廣運用。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資

料填報-「藥物濫用防制」暨

「維護校園安全」每月報表填

報（生教組長專區） 

(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

ounselingtest2/ )，並維護更新統

整反毒資源。 

為簡化各校行政作業流程及便利

性，於102年起將中央報表採GOOGLE

雲端方式建立填報機制，使學校便於

回報，亦簡化同性質項目，減少行政

人員負擔與壓力，填報區另上傳各校

常用表件格式，便利承辦人員使用。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新竹市教育網設置「防制學生藥物濫用專區」。照片簡介:學管科資料填報區設置「生教組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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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制所轄學校「特定人員」，對「零」提列能有督核作為 

日期 工作名稱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12 月 

3-1-1 

管制各校「特

定人員」名冊 

訂定新竹市各級學校建

置特定人員名冊流程檢

核制度。督導轄屬國中

小學校於開學三週內召

開特定人員審查會議，

並將會名冊、議紀錄及

簽名單等報府備查。 

1.107 年 3 月 27 日府教學字第 1070052338 號函，
逐一審查各校提報特定人員名冊完備性，落實特
定人員列管與清查篩檢執行重點。 

2.107 年 6 月 11 日府教學字第 1070090591 號函，
請學校將異動名冊送府進行撤銷。 

3.107 年 9 月 4 日府教學字第 1070135489 號函，轉
知各校於期限內至「教育部藥物濫用學生個案輔
導追蹤管理系統」完成填報及送審完備。 

4.107 年 9 月 13 日府教學字第 1070139831 號函，
再次督辦填報系統完成進度。 

 

內容簡介:逐案審查特定人員清查情形資料報府備查。 內容簡介：請學校將異動名冊送府進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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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名稱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12 月 

3-1-2 

對「零」提

列能有督核

作為 

針對各校所提列之特定人員名

冊，將不定期與警政單位毒品

案件通知書、中輟通報學生資

料、校外聯巡查獲違規事蹟通

知書、網絡單位告知家庭屬毒

癮高風險之在學兒少及輔諮中

心輔導個案中有觀察建議原則

之情行者，進行名冊勾稽比

對，以針對特定人員「零」提

列之學校強化督核作為。 

1.經與本市輔諮中心勾稽後，主動發現某

校轉學生尚未列入特定人員名冊中，立

即以 107 年 9 月 25 日府教學字第

1070146132 號函督導學校增列管制，並

要求加強實施尿檢工作。 

2.透過治安會報警政單位所呈現之少年

參加或逗留民俗藝陣數據，主動比對可

能有交友較複雜情形疑慮者，並於 107

年 11 月 29 日府教學字第 1070181325

號函知各校，請學校關懷評估與追蹤。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主動發現某校轉學生尚未列入特定人員名

冊，建議學校增加提列進行觀察。 

照片簡介:提供學校少年參加或逗留民俗藝陣數

據與名單，請學校加強觀察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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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督導學校執行特定人員尿液篩檢工作 
日期 工作名稱 平均數 人次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12 月 

1.篩檢作業增能

研習 

2.使用快速尿篩

試劑數量達縣

市平均特定人

員比率 

65 306

針對各校列管特定人員，每

月不定期施以快篩試劑檢測

工作，並請學校落實填寫「快

速檢驗試劑」尿液篩檢執行

情形記錄。 

本市平均特定人員數為 65

人，107 年 1-12 月快篩試劑

共使用 306 劑，使用快篩試劑

數量達本市平均特定人員比

率約 4.71 倍。(算式:306/65)

 

照片簡介: 107.5.14 及 8.13 召開指篩作業協調會。 照片簡介:107.9.5 配合五合一快速篩檢到校督導。 

  

照片簡介:於長假前後提醒學校實施快篩工作。 照片簡介:提醒學校篩檢準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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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購置一般民眾版快速尿篩試劑並推廣宣導有紀錄可查 

日期 工作名稱 執行內容及效益 

107 年

1-12 月 

購置一般民眾

版快速尿篩試

劑並推廣宣導 

1.自編市府經費 9萬 3,250 元，委由本市校外會統一採購 1,500 劑家長及一般

民眾版使用之快速試劑，並要求後續關懷與追蹤。 

2.盤點及彙整本市高關懷及藥物濫用青少年防制資源網及免費試劑領取資

訊，並製作本市一般民眾免費試劑索取資訊及反毒宣導摺頁，加強宣導成

效。截至 107 年底共有 1民間單位，計領取快速試劑 77 劑。 

 

 

照片簡介:市府經費 9萬 3,250 元採購民眾版試劑。照片簡介:函覆學校索取家長版試劑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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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製作本市一般民眾免費試劑索取資訊及反毒宣導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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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熱點巡邏建置滾動修正並提列縣市二級連繫會報研商 
日期 工作名稱 執行內容及效益 

107 年

3/23、6/27、

10/3、12/28

及 11/15 

二級連繫會

報及年終工

作檢討會研

商巡邏熱點 

1.107 年每季召開乙次二級連繫會(4 次)及年終工作檢討會(1 次)。 

2.建立轄內青少年施用毒品熱點巡邏網分工，高中職以下學校毒品施用熱

點巡邏網涵蓋率 98.18%。(12/28 第四季會議後更新達 100%) 

3.會議中亦針對校園特殊安全事件進行討論，警政單位也立即給予學校支

援，降低校園死角危機事件發生。 

照片簡介:針對二級會議討論注意事項函覆學校知悉。 照片簡介:會中討論龍山國小垃圾子車發現針頭情形。 

 

照片簡介:評估熱點的危險程度，排定適當巡邏方式。 照片簡介:第三季本市 55 校有 54 校提報，第四季達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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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高中以下學校熱點巡邏網建立執行率達 100%，並定期至宮廟、網咖、公園集會所、夾娃娃機店查訪。 

照片簡介:本市關埔國小為新設學校於 107 年 8月正式招生，業已於 107 年第四季提報熱點，達成全數均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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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執行情形 
日期 工作名稱 執行內容及效益 

107 年

1-12 月 

教育單位協助

檢警緝毒溯源

執行情形 

1.透過指定篩檢工作協調會時機，邀請少年隊警官分享情資蒐集技巧，協助

各校學務人員於執行個案輔導時，能夠多觀察與適時蒐集資訊，有利情資

溯源工作。 

2.針對本市高中教官協助檢警溯源成功破獲毒品案件，給予表揚肯定。 

107.5.14 指篩&個管系統研習、107.8.13 第二次指篩協調會，邀請少年隊警官分享情資蒐集技巧。 

照片簡介:透過每季跨局處聯繫平台進行討論。 照片簡介:本市高中教官協助檢警溯源成功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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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春暉小組輔導完成率 

日期 工作名稱 成案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12 月 

春暉小組

輔導完成

率 

5 

1.經觀察晤談、尿液篩檢或經檢警通知之藥物濫用

學生，各校應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並即由導

師、輔導老師、學務人員、軍訓教官、家長等共

同組成「春暉小組」進行輔導，期於三個月內協

助戒除。 

2.學生藥物濫用之輔導除校內之輔導資源外，運用

本市或社區輔導機構等輔導資源進行個別輔導。 

3.如個案屬於累犯案件，請學校研討積極作為；可

向校外會申請春暉志工服務、藥物濫用諮詢服務

隊、校園醫療戒治計畫等專案。 

107 年本市共有 5位個

案，針對成案個案皆進

行三個月春暉專案輔

導，其中中斷畢業有 2

人(六月成案，但因七月

屆臨畢業而中斷)、尚在

輔導中有 2人、輔導成

功有 1人，輔導成功率

為 100%。 

執行項目及說明 

  

 

 

春暉小組輔導完成率100%=輔導完成人數1人/(藥物濫用人數5人-輔導期間畢業人數2人-仍在安置輔導

及感化教育人數 0人-尚在輔導階段人數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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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完成春暉小組輔導之轉銜及追蹤輔導 

日期 工作名稱 校數 件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12 月 

學生資料移

轉地方毒防

中心(或相

關單位)追

蹤輔導 

2 2 

輔導中斷(畢業、轉學、休學、

安置、裁定等)個案，檢附相

關個案基本資料及同意書

等，以公文正本函報後追單

位，並副知校外會等單位。 

本市輔導中斷學生共 2位，

均檢附個案基本資料及同

意書等函轉社會處及毒防

中心；個案如繼續升學，則

同步轉銜至新就學學校。 

執行項目及說明 

內容說明:本市輔導中斷個案均轉介相關後追單位。 內容說明:本市輔導中斷學生共 2 位，均依規進行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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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春暉志工入校關懷春暉小組個案 

日期 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12 月 

春暉認輔志工

入校認輔春暉

小組個案，並

有輔導紀錄可

查 

1.依志願服務法規定，招募具服務熱誠之志工，協助輔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濫用藥物之高關懷學生並針對特定

人員及早介入輔導與關懷，培養正當休閒興趣與拒絕毒

品誘惑之技巧，協助教育人員輔導行政支援及協同解決

困擾問題。 

2.透過藥物濫用專業知能培訓之認輔志工，協助學校內藥

物濫用學生，協同春暉小組輔導戒治，適時給予關懷輔

導，讓學生遠離毒害，再造清新健康之無毒校園環境。 

1.志工人數:有 47 位

陪伴型志工，列管輔

導 9人次，總服務人

次約 72 人次。 

2.國中小成案學生轉

介春暉志工協輔計

有 3人。 

執行照片及說明 

 

內容說明:訂定本市輔導志工關懷申請機制，藉輔導志工服務熱忱及豐富的社會經驗，及防制藥物濫用

專業知能成長課程與工作研習，採一對一認輔追蹤輔導，協助減輕學校輔導人員負擔，長期關懷陪伴

藥物濫用個案，遠離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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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協助嚴重個案轉介醫療戒治或心理諮商服務 

日期 工作名稱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12

月 

將個案轉介

醫療戒治或

心理諮商服

務，並有紀錄

可查 

1.協助本市各級學校推動青少年藥物濫用二級及三

級防制工作，發展校園輔導措施，增進輔導人員

專業知能，建構專業諮詢關懷網絡，並提供專業

人力輔導與協助，以有效提升藥物濫用個案之輔

導成功率，減輕學校訓輔人員負擔。 

2.整合各界專業資源，延聘各領域專家、機關首長、

醫師、心理師、社工、志工等編組「107 年度新竹

市推動防制學生藥物濫用輔導網絡服務實施計

畫」，經個案評估後，轉介醫療戒治、諮商輔導、

志工協輔和學習體驗活動等作為，適度陪伴個案

改變生活習性，冀以潛移默化之功效。 

1.結合新竹市藥癮戒治計

畫及新竹市推動防制學

生藥物濫用輔導網絡服

務實施計畫，將醫療及心

理師、社工師資源引入校

園。 

2.國中小成案學生轉介心

理師或社工師服務計有 2

人。 

執行項目及說明 

  

內容說明:召開個案研討會，邀集網絡單位或聘請專家委員，檢視學校輔導作法並提供建議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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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辦理藥物濫用諮詢服務團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3/29、

4/26、

5/31、

9/20、

10/18

、11/18 

推動防制學生

藥物濫用輔導

網絡服務實施

計畫「綻放青春

迎向陽光」高關

懷學生童軍教

育體驗活動 

6 150 

1.全國惟一『反毒童軍教育計

畫』示範縣市。 

2.藉由學習童軍知識與技能，

增進高關懷學生勇於探索、

嘗試體驗，強化學生自我肯

定與價值，並透過團體成員

互動、情感交流，培養人際

溝通、團隊合作、領導決策

與問題解決能力。 

1.三字經口頭禪減少了。 

2.用餐時會讓志工及教官先享用。

2.活動的參與投入及配合度增加。

3.主動邀約校內高關同學參加(認

同) 。 

4.預約參加校外會所辦其他活動。

5.高關學生參與活動比例增加。 

6.長協幼及互助合作次數增加。 

執行照片及說明 

將童軍教育融入高關懷反毒體驗活動課程中。 3/29 搭帳篷~童軍基礎技能，培養團體的合作。 

5/31 童軍繩的運用(繩結.平結.蝴蝶結.擔架.羅馬炮)。 10/18 定向運動培養基本識圖、地理概念、尋寶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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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7/5-6

、8/23 

1.「綻放青春迎

向陽光」高關懷

學生童軍體驗

成長學習培訓

營(二天一夜) 

2.「我的未來不

是夢」高關懷學

生超越自我探

索體驗活動 

2 50 

結合地區童軍社團與資源，改變

以往體驗的探索活動，以增加高

關懷學生參與意願與學習動機。

探索體驗教育，使學生能由團體

活動中自我覺察及反思，並能體

認生命意義，領會團隊、大自然

與自我的存在價值與發掘自我潛

能，進而培養「利他心」與「學

習心」承擔責任，及學習解決問

題的方法，深化思考力，整合執

行力，具備實踐理想的能力。 

1.藉由體驗教育活動始學生

多元探索，增進學習興

趣、促進學生心理健康；

協助高關懷學生發掘潛

能，培養自信，並能夠擁

有勇於面對困境不輕易放

棄之態度。 

2.透過體驗教育活動，培養

學生團隊合作、溝通、領

導、決策與問題解決等能

力。 

執行照片及說明 

 

 

7/5-6 二天一夜於金山青年活動中心。 8/23 復興青年活動中心/霞雲探索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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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創新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及效益 

107 年

1-9 月及

7 月 17

日 

新竹市 106 學年度

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桌遊教材研發暨反

毒守門員種子師資

培訓計畫 

1 65 

1.邀集健體領域種子師資及本市家長團體代表，結合桌遊

等構想，共同研發反毒補充教材，並培訓家長及志工成

為校園反毒守門員種子師資，推廣試辦運用教材入班宣

導。 

2.課程後發給本市高中以下學校，每校 5-11 套桌遊運用。

3.老師回饋桌遊教材實際於課堂入班教學時，首先即會讓

學生產生好奇、誘發興趣，牌卡設計顏色豐富、圖樣簡

明、文字精要，是增進學生專注學習的第一步，課程過

程更重要的是老師適時的引導，延伸學習的素材與反

毒、拒毒的知識更加重要。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緝毒總動員桌遊牌卡。 照片簡介:7/17 研習課程參與度達 100%。 

照片簡介: 運用「緝毒總動員桌遊」入班教學。 照片簡介:運用「新興毒品擬真教具」入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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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1

月 2 日 

「2018 廉政把

關、幸福城市」

聯合記者會 

1 100 

藉由本次「2018 廉政把關、

幸福城市」記者會，新竹市

政府與檢調廉合作監督公

共建設、反毒向下紮根系列

活動，展現市府清廉、勤

政、愛民之行動力，維護公

共工程品質之決心與共創

無毒新家園。 

藉由現有「校園誠信品格宣

講活動」，積極辦理「校園反

毒宣導向下紮根」，由本府政

風處、教育處、警察局結合

新竹地檢署及市調站共同進

擊，積極推動公益性廉政工

作，將誠信及反毒觀念深植

本市國、高中學童心中。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新竹市市長林智堅、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姜貴昌及各局處長共同出席。 

照片簡介:政風處黃處長兆祥專案簡報~校園拒毒。 

 
 

照片簡介:香山高中春暉社「校園反毒」行動劇。 

照片簡介:香山高中謝大才校長及張宏年主任教

官，親自帶領學生參與記者會開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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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及效益 

107年11

月 15 日 
年終工作檢討會 1 120 

1.由沈慧虹副市長主持，會中公開感謝警政協力單位及本

市春暉志工的協助。 

2.頒發本市高中以下參與 107 年度「拒菸、拒檳、反毒運

動」海報創作才藝競賽獲獎作品。 

3.由新竹地方法院何美珠主任進行青少年司法處遇專題。

3/24、

4/11、

6/6、

6/12 

前進社區反毒宣

導計畫 
4 222 

107 年 3 月 24 日「前進社區」-育英里 56 人。 

107 年 4 月 11 日「前進社區」-科園里 64 人。 

107 年 6 月 6 日「前進社區」-民富里 36 人。 

107 年 6 月 12 日「前進社區」-香山社區宣導 66 人。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感謝本市春暉志工的奉獻服務。 照片簡介:由副市長頒發反毒海報設計得獎作品。

照片簡介: 6/6 前進社區-民富里集會所宣導，參加

人數共計 36 位。 

照片簡介:6/12 香山社區發展協會前進社區宣

導，參加人數共計 6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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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承辦或協辦教育部或國教署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場次 人數 執行內容 執行效益 

107 年

2-11 月 

加強教育人員反

毒知能研習、防

制學生藥物濫用

校園宣講及強化

家長會校園反毒

知能宣教 

(教育部、國教署

主辦，新竹市校

外會與教育處承

辦) 

142 12687

1.防制學生藥物濫用校園宣講： 

以學生為主軸，宣導常見藥物

濫用種類及其危害，教導學生

拒絕毒品技巧。 

2.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 

以教師為主，安排利用學校之

導師共同時間，針對防制藥物

濫用法律及政策、藥物濫用種

類、戒治、察查及處理技巧，

並深入藥物濫用諮商及輔導處

遇，透過案例研討處置作為。 

3.利用家長會、親師座談會等時

機，進行強化家長反毒宣導。 

1.反毒宣講至各學校進行

反毒教育宣導，以建立

正確認知，共同防制毒

品危害，讓學生遠離毒

害，再造清新健康之無

毒校園環境。 

2.各校將排定反毒日程納

入學校行事曆中。 

3.未排入經費補助之學

校，則由學校自行辦理

教師及學生反毒宣導

至少各一場次。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107 年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反毒排定日

程，並編列相關經費。 

照片簡介: 3 月 7 日邀請地方法院觀護人進行多

元反毒宣教。 

  

照片簡介: 8 月 27 日辦理教師及家長反毒宣講。 照片簡介: 3 月 10 日家長大會反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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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執行內容及效益 

107 年 4

月 27 日 

「新世代、竹夢想、市

反毒」反毒微電影創作

設計競賽–縣市初賽 

1.透過藉由微電影製作過程，借用青年學子的語言與創意，擴大教

育宣導學生反毒的基本常識及毒品防制工作，打造「兒少識毒、

青少年反毒、全民拒毒」的具體策略方案。 
2.本市共有 12 所高中職及國中學校參展。 

107 年 6

月 30 日 

教育部 107 年「拒毒健

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

伙來」設攤活動 

由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執行「新世代反毒策略」

相關成果，透過反毒宣導博覽會、教育單位反毒績優團體及個人表

揚與反毒教育體驗特展等活動，凝聚社會大眾拒毒共識，並表達政

府反毒的決心與能量。 

107年12

月 13 日 

教育部愛與關懷反毒

系列活動「107 年防制

學生濫用-北區學輔知

能經驗分享會」(教育

部新竹市聯絡處承辦) 

藉由分享會提供高關懷與藥物濫用個案多元、適性的輔導資源，以

「連結在地」特色為主軸，區域性學務工作之聯繫與發展，規劃鄰

近區域大專校院分享社團經驗、推動學務及輔導工作之成效，發揮

在地聯結、區域合作模式，運用完整的支援及網絡，使輔導人力與

學生建立信任的基礎。 

執行照片及說明 

 

照片簡介:4/27 反毒宣導多元化~微電影。 照片簡介: 6/30 全國反毒大會師活動。 

  

照片簡介:12/13 教育部鄭乃如司長致詞。 照片簡介:香山高中熱舞社開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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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校數 執行內容及效益 

107 年

4 月至

12 月 

107 年補助

推動拒毒

健康校園

實施計畫 

(國教署補

助與縣市

配合款，由

本府督導

辦理) 

3 

107 年補助推動拒毒健康校園實施計畫:為有效解決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問題，以學生為中心、以學校為基礎，鼓勵各級學校考量實際需求，打

造具有地區特色之「拒毒健康校園」，整合學校行政、教學、空間環境、

心理輔導、健康服務及社區合作等策略，期能完善學生藥物濫用個案之

發現、處理及追蹤輔導流程，以達落實、精進防範毒品危害目標。 

1.香山高中-小團體互動式宣導、帶領學生至防制藥物濫用相關機構設

施參訪、結合校內園遊會等活動推動拒毒健康校園。經費總計 70,000

元(國教署補助 88%、市府支應 12%) 

2.建華國中-成立多元專業阿卡貝拉社團、將反毒融入藝文領域課程，

進行舞蹈、戲劇、舞劇、行動劇等學習、結合家長會，營造無毒健康

校園。經費總計 200,000 元(國教署補助 88%、市府支應 12%) 

3.光華國中-反毒宣教活動、高關懷多元探索及職涯探索、嘉義中正大

學藥物濫用防制中心暨台中緝毒犬訓練中心參訪及中台資源科技館

暨法務部反毒陳展館參訪、反毒標語、海報及為電影競賽活動。經費

總計 53,250 元(國教署補助 88%、市府支應 12%) 

執行照片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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