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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通訊

教育部第二屆反毒微電影頒

獎典禮，於 6 月 29 日在國家圖

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揭曉金、

銀、銅牌及評審特別獎得主，獎

金分別為 20 萬，10 萬，5 萬與

1萬元，由潘文忠部長親自頒獎。

本次入圍的作品中，有運用動

畫點出人生選擇權在於自己，年

輕人該有自己的反毒態度、有透

過訪問方式呈現接觸毒品下場，

觸目驚心、還有團隊以自己創作

反毒歌曲，以 MV 方式唱出自

己的反毒想法、也有利用喜感的

劇情，急轉直下的帶

出毒品可怕的影響，

從父母、兄弟姐妹、

同學不同角度探討施

用毒品對身邊人的影

響。內容多元且富創

意，而在三位主持人

唐萩芸、魏世鑑、陳

淑珍巧思下，將所

有入圍作品名稱串在

一起成為一段鼓勵的

話，也令在場的觀眾

感到驚喜與佩服。

教育部第二屆「我

的未來我作主」反毒

微電影競賽活動，是

以年輕人的角度來傳

達「新世代反毒」主

題，讓學生來做最佳

的反毒代言人，透過

青年學子的創意發

想，以鏡頭影像方式

傳達反毒、識毒、拒

毒的態度，也發揮同

儕的力量，一起向毒品說不。

頒獎典禮比照國內外知名頒

獎典禮模式呈現，入圍團體以走

紅地毯的方式，在會場外接受主

持人的訪問，暢談電影籌備過程

的甘苦；典禮中並穿插陸軍專科

學校戰鼓隊、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反毒樂舞劇以及南投縣民和國

中美聲合唱表演，教育部潘文忠

部長也親自蒞臨，並在致詞時表

示：「毒品是全台的敵人，只有

痛打、痛擊才能防治，要讓學

生知道毒品的危害、懂得辨識毒

品，向毒品說不」，此外部長也

頒發金牌獎給獲得優勝團隊。

得獎名單及相關影音均可在

以下網頁中瀏覽：「教育部防制

藥物濫用資源網」http://enc.moe.
edu.tw/ 、「我的未來我作主」官

方網站：www.antidrug.tw ，及臉

書粉絲專頁「我的未來我作主 -
反毒微電影競賽」www.facebook.
com/antidrug.edu/。( 校安科 劉玉

崴 )

▲部長致詞 ▲長官丶來賓與主持人合影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反毒樂舞劇「光」表演團體

「我的未來我作主」 
微電影競賽頒獎典禮 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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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部長與幼兒園小朋友歡樂互動

政策版

▲專科以上學生及教育替代役組金牌「向日葵」

▲部長與陸軍專科學校戰鼓隊師生合影

▲南投縣民和國中合唱表演 ▲部長及來賓與表演團體民和國中師生合影

▲部長致贈典禮協力學校感謝狀

▲國際學生組金牌「毒蔓」

▲部長與銘傳大學親善服務隊師生合影

▲部長致贈委辦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感謝狀

▲高級中等以下學生組金牌「17 歲的你」

▲部長致贈評審團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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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好 young 獨特不毒特
教育部反毒行動舞臺車出發

為強化學子反毒意識，教育部

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共同合作，

期以反毒「樂舞劇」及「舞臺車」

的行動表演方式，加深學子對反

毒的印象。舞臺車北部巡迴共 10
場次，首場於 108 年 6 月 10 日

上午 11 時臺北市私立金甌女中

出發，於朝會或全校集體活動時

間與學子面對面，透過生動的行

動表演，讓藝術從校園中深入我

們的生活。

有別於一般靜態展示方式，

「舞臺車」以義大利即興喜劇，

行動表演概念加強並深化與觀眾

的互動，可隨受眾的不同調整演

出形式與對話臺詞。劇中的小迷

糊主角，因緣際會參加反毒機智

大問答比賽，在比賽過程中發生

什麼事？他該如何抉擇呢？「舞

臺車」透過戲劇加上特技馬戲等

吸睛創意，加深觀看者對反毒議

題的認知，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致詞表示，

為擴展多元有效的反毒宣教管

道，除本「舞臺車」巡迴演出外，

另有「反毒樂舞劇」15 場也刻

▲部長期勉學子「青春好 young 獨特
不毒特」 ▲舞台車表演花絮 ▲學生踴躍參與活動

▲反毒行動舞台車啟航大合照

▲潘部長與幼兒園小朋友歡樂互動

正巡演中，截至今日為止，已分

別於臺北市立大安高工、國立屏

東高中、高雄市私立立志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及國

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演出 5
場，以戲劇、舞蹈及音樂表演藝

術融入反毒宣導。「藝術及美感

教育」結合反毒宣導，加深反毒

的印象，看到大專校院發揮的社

會責任，大專學生在巡演過程中

得到不一樣的啟發，並以發揮自

身的力量影響而改變社會。

( 校安科 王雅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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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 7 月 軍訓教官晉任授階典禮 
教育部 108 年 7 月軍訓教官

晉任授階典禮於 108 年 6 月 25
日假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辦

理，典禮由教育部潘文忠部長親

臨主持，桃園市李憲明副市長、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戴淑芬副署

長、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鄭乃

文司長、曹翠英副司長、桃園市

教育局高玉姿副局長及各大專校

院、高中職校校長等貴賓應邀觀

禮，本次晉任上階軍訓人員共計

55 員，由部長親自佩授新階。

部長致詞時，首先祝賀應維

新上校等 55 名晉任人員，並肯

定全體軍訓教官平日卓越的工作

表現。蔡總統曾表示，不論是離

島孩子、運動選手和技職學生，

因為有用心的老師，他們的人生

出現更多選擇的機會，也能夠在

上一代累積的基礎上，去追求創

新和進步，這就是教育的意義。

特別期勉軍訓教官能夠在教育、

輔導領域不斷上進，掌握 108 課

綱精神，讓全民國防教育及對學

生各項輔導符合學校教學需求；

並強調「沒有安全的學校，學習

就不可能發生」，在校園安全維

護工作方面，軍訓教官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肩負維護學生安全及

校園安定的重責大任，深獲社會

各界、學校師長及家長的肯定。

另外，部長特別強調政府對毒

品的立場就是兩個字，「痛打」。

為防制毒品危害莘莘學子，行政

院強化整合跨部會建立「新世代

反毒策略」計畫、跨縣市及跨領

域的合作資源，建立更廣、更綿

密、更堅固的健全社會安全網，

共同提升反毒成效。

典禮結束後緊接進行晉任茶

會，在溫馨的氣氛中，部長向晉

任上階同仁祝賀外，也特別向與

會的眷屬們致

意，感謝眷屬們

長期給予安定

的家庭環境及

對軍訓同仁工

作上的支持，使

教官同仁沒有後

顧之憂，讓他們

能全心投入於教

育志業上，以成

就每一個孩子為

目標，為下一代

付出奉獻；同時

感謝桃園市軍訓

團隊及六和高中

林繼生校長所率

領的行政團隊提

供本次典禮的人

力支援及行政服

務，讓典禮及茶

會能夠在莊嚴、

隆 重、 溫 馨 的

氣氛中圓滿舉行。茶會最後在大

家互道恭賀聲中畫下完美句點。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黃茂盛 )

教育部軍訓教官 108 年 7月晉任人員名單

晉任階級 人員名單

上校
應維新、白宏茂、林欣郁、邱松嵐、

高呈龍、楊皓程、王銘鴻

中校

王怡文、陳建欣、游盈倫、陶睿智、

劉曜彰、吳長興、朱維哲、陳奕龍、

翁豪將、石明正、潘駿豪、羅青松、

陳祥龍、張庭維、高坤章、許簡帆、

洪榮川、廖欽崢、邱鴻明、陳俞男、

陳冠同、高榮新、楊瑞評、謝文嘉、

林育正、劉仁裕、黃政璟、李繼龍、

鄭祖同、許欣瑜、許庭瑜、謝曉甄、

李采軒、孫宥慈、馬秀娟、蕭辰桓、

謝明娟、田曉玲、尤昭信、陳坤松、

黃政雄、胡元貞、姚志偉、林志斌、

鍾郁安、王惠儀、胡瑋倫

少校 洪志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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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月起召開分區
「大專院校全體輔導主任 (組長 )會議」
為增進大專校院輔導主任 ( 組

長 ) 實務工作專業知能，提升輔

導效能，本部召開各分區輔導主

任會議，並由各分區學生輔導工

作協調諮詢中心針對現今大專校

院重要的輔導議題規劃研討主

題。

本部學生務事務及特殊教育

司鄭乃文司長、曹翠英副司長、

黃蘭琇專門委員均分別親臨現場

與會，除向主辦的四區學生輔導

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召集人表達協

助本部推動輔導工作的謝意，也

向承辦分區會議的學校表達感激

與勉勵、感謝各輔導諮商單位主

管，針對當今學生的問題多元、

複雜，付出極大的智慧與耐心，

也期勉靠著輔導單位主管的協調

與結合學校各處室 ( 單位 ) 的資

源共同投入，才能合力處理學生

問題，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

108 年 5 月 31 日於東海大學

召開中區全體輔導主任 ( 組長 )
會議，會中安排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特殊教育中心王欣宜主任針

對「大專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與系

統合作」進行專題演講，另外亦

安排了國立中興大學健康及諮商

中心謝禮丞主任及環球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何凱維主任分別就

「輔導主管行政壓力的因應」及

「國際學生輔導機制」進行研

討。

108 年 6 月 5 日於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召開北二區全體輔導主任

( 組長 ) 會議，會中安排馬偕紀

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陳淑欽臨床

心理師針對「自殺高風險個案評

估與處置策略」進行專題演講，

另外亦安排了明新科技大學諮

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孫毓英主

任、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

輔導中心劉台雲主任、聖約翰科

技大學諮商輔導組劉語婕組長、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高希

文主任帶領輔諮單位主管就「公

投對性別教育投票結果之相關諮

商議題」及「如何因應校園親密

關係暴力事件及處置」進行研

討。

108 年 6 月 14 日於中原大學

召開北一區全體輔導主任 (組長 )
會議，會中安排全國自殺防治中

心暨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副執行長

暨秘書長鄭宇明醫師針對「校園

危機事件處遇與系統」進行專題

演講，另外亦安排了實踐大學諮

商輔導中心彭韻治主任、淡江大

學諮商輔導組許凱傑組長、國立

交通大學諮商中心許鶯珠主任分

組進行「校園危機事件處遇與系

統合作工作經驗交流」。

108 年 6 月 28 日於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召開南區全體輔導主

任 ( 組長 ) 會議，會中安排淡江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胡延薇講師針

對「諮商與特教輔導之攜手合作

探討」進行專題演講，另外亦安

排了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諮商

中心張麗珠主任進行「學輔團隊

之運作模式與交流」及針對該校

的「學校輔導人力的三級分工及

SWOT 分析」進行專題報告。

本部期待各輔諮中心主管能

藉著分區會議的辦理，彼此相互

觀摩學習及經驗交流傳承，讓學

生輔導工作推動更加順暢。

( 性輔科 洪麗芬 )

▲北二區全體輔導主任 ( 組長 ) 合影

▲南區全體輔導主任 ( 組長 ) 合影

▲北一區全體輔導主任 ( 組長 ) 合影

▲中區全體輔導主任 ( 組長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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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青年學子期待的「青春

活力戰鬥營」，於 6 月 25 日啟

航。這次活動以創新作法結合南

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原始山林特

色，建構獨一無二的在地環境教

育體驗，引導學員對土地的情感

與認同，進而達到學生身心健全

發展之目標。

本活動由教育部中一區校園

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

心承辦，分別來自 17 所北中南

區大專院校計 80 員學生前來共

襄盛舉，活動以「挑戰極限」、

「戰！青春 Fighting」為口號，

結合現地規劃「團隊動力」、

「合理冒險」、「野外求生」等

課程，三天兩夜以搭帳露營、手

機集中保管方式，讓同學真正走

向戶外、遠離 3C，並透過反思

課程四大主軸『原始生活體驗反

思』、『人際互動體驗反思』、

『合理冒險體驗反思』及『團隊

合作體驗反思』，達到強化學員

自身心理抗壓與跳脫舒適圈的勇

氣。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

司張惠雯科長於第二天蒞臨活動

會場，並前往野外與同學一起體

驗四輪傳動越野、原住民祖靈地

探訪、野地射箭訓練、野外求生

等一系列課程，晚間更與同學參

加營火晚會同樂，在戶外星空享

受布農族八部合音與原民樂團的

天籟之音，同學均表示課程內容

充實，而且活動期間能與團隊學

員一起面對問題及克服困難，利

用團隊合作利己助人，創造團隊

共好，這些實際體驗都是課堂上

學不到的，尤其同學對於能近距

離接觸大自然，感受非常深刻。

張科長於結訓典禮特別感謝

資源中心主任彭將軍及由東海大

學黃盛忠上校所帶領來自北、

中、南、東各區教官同仁組成的

辦班團隊，地點的選定從中橫健

走到苗栗大湖、馬拉邦山到最後

落腳到南投信義鄉，為的就是給

學員前所未有的體驗，從原始

山林出發，擁抱大自然正能

量，為學員創造各種感動的

時刻，也頒發感謝狀感謝陸

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的大

力支援，讓活動順利推展。

科長最後期許學員，生命不是

以學期來劃分，如果你想要獲

得甚麼，就要勇敢去追求，

因為行動是實現夢想的唯一

方式，而活動的落幕不是結束，

教育部下學期青春活力戰鬥營訂

於谷關麗陽營區舉行，期待同學

的踴躍參與，再次挑戰自我的極

限。( 東海大學周建宏 )

「教育部青春活力戰鬥營 - 叢林野外探索教育體驗」

讓學子脫離舒適圈挑戰極限

▲合理冒險 - 雙索課程實施情形

▲特戰野外求生課程 - 生火練習情形

▲合理冒險 - 雙索課程實施情形

▲分隊課後時間合影情形

▲特戰基本防身術練習情形

▲執行官與分隊共同討論反思情形
▲全民國防叢林野外探索教育體驗

活動全體大合照 ▲探索布農族祖靈地舊址課程

▲製作粉絲頁活動宣傳影片情形

108/0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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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青春活力戰鬥營 - 叢林野外探索教育體驗」

讓學子脫離舒適圈挑戰極限

▲叢林野外求生 -「生火」課程
▲叢林野外求生 -「生火」課程▲探索布農族祖靈地舊址課程

▲製作粉絲頁活動宣傳影片情形

▲同學於烏日高鐵站報到、集合

▲課程環境介紹與課程安全說明

▲探索布農族祖靈地舊址課程

▲幹部現地場布情形

▲叢林野外求生 -「布農族獵人射箭」課程

▲製作粉絲頁活動宣傳影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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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 軍訓人員暑期工作研習

▲開訓大合照

▲新北市政府辦理暑工研習 " 實境解謎闖關活動 "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設置軍訓

人員，除協助校園安全維護、學

生校內外生活輔導，以及校園危

機事件協處外，還推動各級學校

全民國防教育。「軍訓人員暑期

工作研習」是軍訓同仁每年重要

的活動，期藉由研習課程內容使

軍訓同仁樹立正確工作知能與理

念，以利學務工作的推展與創

新。本 (108) 年度軍訓人員暑期

工作研習訂於 6 月 20 日至 7 月

12 日，區分 3 梯次於新北市舉

行。

本年度研習參加對象包含各縣

市軍訓室主任及聯絡處督導、大

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軍訓主管

與一般教官，3 梯次參與人數總

計約 660 名，並以大專及高中教

官混合研習方式辦理，以促進各

學制軍訓同仁間實務經驗交流。

本次研習以「互動共好、精進

創新」為主軸，包含提升對性別

事件與師生分際敏感度的「校園

性別事件及專業倫理」，認識與

解讀媒體角色、分析與評估媒體

內容的「媒體識讀」，以及強化

校園安全防護實務面向的「全民

國防教育課程與校園安全事件應

變精進與實作」等課程。

此外，研習更納入「動態課

程」，結合研習地點淡水週邊古

蹟及景點，區分「全民國防」、

「軍事歷史」、「淡水人文」等

面向，量身打造創新的「實境解

謎」多元課程，學員們可經由親

身體驗及團體互動過程，了解深

受年輕人歡迎實地探索教育的學

習情境及活動設計元素，以激發

青少年自我挑戰。

鄭乃文司長表示，期許透過本

次理論與實務兼顧、動靜態兼具

的研習課程，使軍訓同仁獲得更

深厚的本職學能進而檢視過去、

策勵未來，為學生事務、校園安

全及全民國防教育等各項工作開

啟嶄新思維與創新做法。

( 國防科  蕭辰桓 )

校園版

108/07/018

N

a徵集令報到
b最佳拍檔
c重返戰場

a穿越時空我和你
b倉庫尋寶

a攻城掠地的悲傷
b情報傳遞

▲實境解謎闖關活動

▲開訓大合照

▲實境解謎闖關活動

▲新北市政府辦理暑工研習 " 實境解謎闖關活動 " ▲實境解謎闖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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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拒毒健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
全國反毒活動  活動花絮

教育部結合高雄市政府，於 6
月 1 日 ( 星期六 ) 在高雄市巨蛋

體育館及周邊盛大舉辦「拒毒健

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來」全

國活動，象徵中央、地方及民間

企業團體共同攜手合作，「拒毒

領航、同心協力」展現「新世代

反毒策略」推動成果。

活動透過反毒博覽會及青年學

子正向健康的表演，成功吸引超

過 8000 位各年齡層民眾到場參

與，並藉由媒體報導，凝聚社會

拒毒共識，宣示政府與全體國人

反毒的決心與能量。因此，特將

活動內容整理成反毒博覽會篇及

表演節目篇花絮，來跟讀者分享：

反毒博覽會篇：

本次主題定為「反毒闖關增

知識‧反毒領航揪你來 !」，由

中央部會、各縣市、高雄市府、

大專院校及民間團體等，共同設

置 55 個創意反毒闖關攤位，設

計多樣創意闖關趣味活動，其中

有教育部的反毒巡迴宣導車、國

防部漢聲廣播電臺的反毒廣播錄

製、財政部關務署的緝毒犬、高

雄市 DIY 反毒英雄勳章、雲林縣

反毒電音三太子、彰化縣的反毒

彩繪、新竹市的戰場掃雷 ( 毒 )、
桃園市的 3 度反毒空間、屏東縣

反毒猴賽雷、嘉南藥理大學的反

毒九宮格，另設置 3D 反毒藝術

展示區、AR 及 VR 體驗區與作

品成果展示，讓民眾在寓教於樂

中，瞭解拒毒的知識。

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還特別為

闖關活動設計具有高雄觀光景點

的反毒護照，除有拒毒意涵外，

亦有行銷高雄觀光的意義，而民

眾只要完成指定關卡，就可獲得

紀念品並有抽獎巻摸彩活動

表演節目篇：

▲鄭司長攤位體驗 ( 新北市教育局攤位 )

▲行政院陳副院長與民眾互動▲行政院羅政務委員及鄭司長參觀攤位 ( 台北市攤位 )

▲高雄市市立裕誠幼兒園表演

校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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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拒毒健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
全國反毒活動  活動花絮

活動期間，館內外也邀請高

雄 ( 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 )
學校具特色社團及相關網絡單位

計 18 單位進行不間斷表演及快

閃，結合拒毒意象進行表演，並

於表演換場中間穿插反毒有獎徵

答。其中較具特色的有：

館外：陸戰樂儀隊 - 反毒號聲

響、樹德家商 - 反毒旗海揚、立

志中學 - 鼓動反毒、中正國小 -
拒毒絲竹樂、三信家商 - 反毒現

代舞表演、中正高工 - 反毒布袋

戲、新莊高中 - 樂活拒毒 FUN。

館內：九天民俗技藝團 - 與神

同行齊反毒、三民家商 - 創意反

毒走秀、東方設計大學 - 拒毒熱

舞表演、裕誠幼兒園 - 拒毒健康

操、高雄市福山國小 -拒毒人生、

夢想無限、桃源國中 - 原住民拒

毒舞、高雄市青少年交響樂團 -
反毒交響樂。

活動最後，在全場接近 2 千

位民眾合唱「明天會更好」的溫

馨氣氛下圓滿落幕，也期待更多

教育人員踴躍參與反毒，共同推

動健康無毒校園。更多活動紀實

影片，請上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Lfg7bijvEo8 觀賞。

( 校安科 陳威豪 )

▲ VR 體驗區

▲教育部反毒巡迴宣導車

▲學生認真闖關 ( 屏東縣攤位 )

▲行政院羅政務委員及鄭司長參觀攤位

▲場外表演 - 陸戰樂儀隊

校園版

▲行政院陳副院長與民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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