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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通訊

教育部反毒樂舞劇 
全國首演起跑

光《 》
▲學生與演員互動 ▲考考你 ~ 有沒有認真看

▲臺北市公私立高中 ( 職 ) 學生、曾局長、黃主任、大安高工陳校長、
法務部黃司長、與本部林次長、曹副司長及同仁一起觀賞首場樂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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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版

為強化民眾反毒意識，教育

部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合作推

出反毒「樂舞劇」；樂舞劇將於

全國巡迴 15 場，首場將於 108
年 5 月 17 日在臺北市立大安高

工起跑，臺北市各行政區 17 校

將共同參與，師生約計 1,100人，

透過「樂舞劇」鮮明活潑的互動

方式，加深民眾反

毒的印象。

劇 情 描 述 一 對

曾經感情很要好的

兄弟，哥哥成功的

走出吸毒的陰霾，

成為戒毒專家，不

僅到處演講甚至還

將自己的經驗帶到

TED 演講上與大家

分享；然而弟弟却

深陷在吸毒的泥淖

中，兩兄弟也因此

漸行漸遠。哥哥在

某次演講結束後，

又抓到了弟弟吸食

毒品的證據，無計

可施的哥哥決定執

行一場精心編排的

演出，而整個演出

的觀眾就只有弟弟

一人；這是一部愛

與承諾的故事，乘著《光》，張

開華麗的翅膀，遠離毒品，讓我

們攜手迎向《光》。

教育部林騰蛟常務次長致詞

表示，為擴展多元有效的反毒宣

教管道，並鼓勵大專校院學生投

入反毒宣導工作，國立臺灣藝術

大學自 108 年 1 月即展開演員甄

選，遴選 30 位優秀的表演藝術

學生，組成反毒樂舞劇，經過報

名、遴選、排演過程到現在所呈

現的成果，正是教育部期待大專

校院發揮的社會責任，也看到大

專學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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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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版

屏東場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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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版

為展現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

共同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的

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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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舉辦全

國反毒活動。

活動邀請行政院副院長陳其

邁及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高

雄市副市長李四川出席致詞，並

與全國各縣市國小反毒領航員，

共同參與「拒毒領航、同心協

力」宣示並啟動「拒毒號」，勇

敢破浪、迎向無毒健康的航道。

行政院陳副院長首先感謝教

育部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本次

活動的辛勞付出，並表示，推動

反毒工作向來是政府刻不容緩的

重要施政事項，在蘇院長上任

後，已召開多次跨部會的反毒會

議，運用各部會之責任與本

領，要讓製毒者沒有空間

喘息，讓毒品無法流通與危

害。要讓臺灣人民看到政府

展現最大決心跟效力。

教育部劉政務次長指出，

教育部近期依行政院指導擬

定「校園毒品斷根溯源精進

策略」，其中首重緝毒溯

源情資通報作為，透過校外聯

巡、提供警方設立巡邏箱、警巡

線等環境監控方式，將青少年易

滋事熱點加強巡邏，並請各教育

單位如有獲得毒品情資，應透過

各縣市校外會提供檢警查緝，以

達「零」毒品入校園的目標。

隨後進行反毒博覽會─「反

毒闖關增知識 ‧ 反毒領航揪你

來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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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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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館內外也進行不

間斷表演及快閃活動，邀請高雄

( 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 )
學校具特色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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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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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場湧入超

過 8000 位民眾參與。

( 文 - 校安科 陳威豪 )
( 圖 - 高雄市立高工 林盛忠 )

拒毒健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

全國反毒博覽會活動

▲「拒毒號」啟動儀式

▲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致詞

▲大合照▲場外 - 海軍陸戰隊儀隊表演▲開幕表演

108/06/014



校園版

典禮邀請行政院羅秉成政務

委員出席頒發績優獎座，並與得

獎的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竹市

政府教育處、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教育

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教育部高

雄市聯絡處、教育部苗栗縣聯絡

處、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等 8 個

行政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慈濟

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南臺科技大學、吳鳳科

技大學等 7 所大專校院；國立羅

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基隆市私

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

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穀保學校財團法人

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

校、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

英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大溪

高級中學、臺灣省新竹縣私立東

泰高級中學、新竹市私立光復高

級中學、苗栗縣私立大成高級中

學、國立中興高級中學、南投縣

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臺

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彰化縣

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義

峰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義峰高

級中學、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嘉義市私立興華高

級中學、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

工業職業進修學校、高雄市立瑞

祥高級中學、中山學校財團法人

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

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臺東

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等 24 所高中

職；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基

隆市安樂區建德國民小學、臺北

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臺北市

立誠正國民中學、新北市新莊區

豐年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林口國

民中學、桃園市龜山區南美國民

小學、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

學、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新竹市

立光華國民中學、南投縣立草屯

國民中學、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

學、南投縣草屯鎮碧峰國民小

學、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民小

學、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國民小學、雲

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雲林縣立

崇德國民中學、雲林縣莿桐鄉莿

桐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南鎮僑真

國民小學、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

學、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嘉

義市興嘉國民小學、臺南市立新

化國民中學、屏東縣立中正國民

中學、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

學、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

學、臺東縣立初鹿國民中學、臺

東縣綠島鄉綠島國民小學等 30
所國中小學，計 69 個獲獎團體

合影，以象徵中央、地方及各級

教育單位，共同展現拒絕毒品的

決心。

行政院羅政務委員致詞時，

首先向所有獲得績優的教育單

位，表達祝賀與敬佩之意，並表

示，為提供國人「安居樂業」的

環境，蘇院長最近召開多次跨部

會的反毒會議，要求各部會一體

展現決心，運用自身的責任與本

領，「為成功找方法」，以達到

毒品斷根斷源的目標。

教育部表示，本次績優評選過

程，每個單位至少都經過縣市政

府推薦、教育部初評及複評等階

段，教育部肯定每個獲獎單位對

防制藥物濫用工作的努力。

( 文 - 校安科 陳威豪 )
( 圖 - 高雄市立高工 林盛忠 )

拒毒健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
反毒之夜暨教育單位績優頒獎典禮

▲大合照 ▲高雄市青少年交響樂團表演 ▲大合唱 - 明天會更好▲人氣攤位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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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 以下稱本準則 ) 於 94 年 3 月

30日訂定發布，歷經 2次修正，最近 1次係於 101年 5月 24日修正施行。

為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108 年 12 月 28 日修正施行，及考量近年事件

處理實務之需要，並將相關函示規定綜整列入本準則明定，故研擬本準

則修正草案。

本次修正重點略為：增定學校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納入網路參與

機制，提供社區民眾參與機會；增列定明學校接獲教師違反專業倫理事

件及接獲教職員工生與學生間發生與性、性別或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之申

請調查或檢舉，應將事件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 以下簡稱性平會 ) 調

查處理；修正教師、職員工及學生之定義；學制轉銜期間事件之適用法

律規定；增定行為人跨多校案件，得合組調查小組調查；定明依性平法

第 21 條規定之通報，係指分別向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定明受理為

程序審查，不得於受理階段對事實之有無進行判斷；定明事件受理後應

以書面載明事由通知疑似行為人，並列明不受理之申復審議，仍應由性

平會依權責重新討論；增定性平會會務權責人員不得擔任調查人員；定

明調查人才庫人員三階段培訓資格及完成期限；增定事件管轄學校或機

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之辦理方式 / 原則；增

定行為人為教師，教師評審委員會未通過停聘靜候調查者，得命其請假

配合調查之規定；增定學校得依司法起訴或判決結果交性平會重啟調查。

事件調查屬實有解聘之必要者陳述意見之程序作法；增定事件檔案之保

存及報告檔案之格式內容；增定依性平法第 27 條之 1 通報不適任人員之

處理規定等。

本準則修正條文草案，業於 108 年 5 月 14 日函報行政院公報中心辦

理預告 (30 日 )，於修正條文預告期間，歡迎各界及學校積極提供意見。

( 性輔科 高瑞蓮 )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準則修正條文草案預告

108/0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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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
基本急救技術知能研習

 衛福部資料統計，當意外發

生時到醫院前的緊急救護非常重

要，患者心跳停止後，4 分鐘內

若旁人施予心肺復甦術 (C.P.R)，
8 分鐘內給予高級救命術，則到

院急救成功率高達 30~40%。另

外如果配合 AED 的電擊救治，

往往可以再增加 2 成以上的救活

成功率，顯見學習 CPR 與正確

使用電擊器，對於挽救生命之重

要性。

因此擁有救護技術的人愈多

且施予正當之處理，當發現有

緊急傷病患時，可以立即施予

快速且正確的急救，挽救寶貴的

生命。校園除了護理人員的救護

技術專業能力外，學務工作人員

的基本緊急救護能力的培養，更

形重要，才能提供安全無虞的環

境，讓校園與生活中更安全、更

有保障。

我國於 102 年「緊急醫療救

護法」增修條文述明：為免除他

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

護設備或施予急措施者，適用民

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

所以民眾只要接受訓練後伸出援

手施予緊急措施，不必擔心法律

上的問題。

教育部希望透過研習活動，培

訓校安人員能臨危不亂地處理校

園緊急傷病事件，

結合中央與地方及學校資源，

經由「情境演練」及「經驗分

享」，提升各校緊急救護之能

力，給予傷患適當、緊急之處

置，以降低傷害程度及死亡事件

發生，期待給予教職員工及學生

最優質的照顧。(校安科 邱信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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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陽光 溫暖陪伴 ~
教育部全國春暉志工績優表揚

教育部為鼓勵各縣市春暉志工積

極協助「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

之推動，於 108 年 5 月 20 日假花蓮

市辦理 107 年全國「春暉志工績優

表揚」，於全國 1,310 位來自各行

各業春暉志工中，經由 22 縣市推

薦，再由教育部編組評選出 25 位獲

獎者接受表揚。

教育部表示：「施比受更有福」，

教育部自 99 年起，鼓勵各縣市召募

有志人士加入春暉志工行列，經過

相關藥物濫用專業知能培訓後，整

合學校及社會資源，協助學校春暉

小組執行三級預防工作；春暉志工

的工作與其他類別的志工比起來相

對困難，專業性也較高，而他們卻

願意付出時間、愛心、耐心來輔導、

關懷這些特別的孩子。這次的活動

也讓與會的春暉志工們感受到在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的志工路上，過程

雖然辛苦，但並不孤單，希望各地

有志人士能投入春暉志工這個大家

庭，一起陪伴關懷校園每一位孩子。

( 校安科 王雅萍 )

107 年績優春暉志工評選表揚名冊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臺東縣聯絡處 王克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黃雅惠

臺南市聯絡處 王群梅 宜蘭縣聯絡處 黃稚雲

彰化縣聯絡處 左彥林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黃瑰秋

雲林縣聯絡處 江明山 屏東縣聯絡處 黃鵬峯

高雄市聯絡處 呂金蓮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楊世光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沈玲伊 臺南市聯絡處 熊煥然

彰化縣聯絡處 林麗蘭 花蓮縣聯絡處 潘世傑

屏東縣聯絡處 書銘成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蔡素雲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翁燕雪 嘉義市聯絡處 鄧世華

嘉義市聯絡處 莊美足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蕭金英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郭祖秀 高雄市聯絡處 賴蓮鴦

臺南市聯絡處 陳杏莉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羅金蘭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陳品伃

▲頒獎典禮結束後辦理“支持服務團體工作坊” ▲校安科陳宗志科長與得獎志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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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鼓勵大學法律系 ( 所 )
師生走出校園，推動中小學及社

區法治教育已行之有年，期望藉

由服務、實習增進其生活與服務

經驗，並提升中小學學生及社區

民眾法治觀念。108 年度教育部

補助19所大學法律系所辦理「中

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其

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多所大學

校院法律系所已將計畫延伸至偏

鄉地區，國立高雄大學更將法治

教育資源挹注身心障礙者，期使

法治教育之推動能有所普及與深

化。此外，與附近中小學及社區

推廣法治教育亦為本計畫實施以

來不間斷的實施模式，透過與鄰

近的中小學及社區建立長期的聯

繫合作，使法治教育深耕於社會

每一個角落。

「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

畫」是由各大學校院法律系所，

依其本身專長能力、針對行政區

內學校或社區合作意願，及現行

社會趨勢或犯罪型態等情況，協

助 1 至數所中小學及社區，進行

法律知識、法治觀念宣導及法律

諮詢等活動。為提升教學效果，

使生硬 是以多元方式呈現，如

透過講解、座談、討論、話劇，

法律影片賞析、營隊等方式，辦

理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宣導

活動或法律諮詢服務。

此外，配合重要教育政策、

校園實務及時下關注議題之宣

導，教育部已將「民主法治及

法律基本概念價值」、「校園

霸凌事件防制」、「網路散布

不當影片法律責任」、「反詐

騙預防」、「毒品危害防制」、

「修復式正義理念」等 10 項議

題，納入法治教育主題進行宣

導。

 近來大學法律系 ( 所 ) 學生

走出校園，將法律專業提供當

地及偏遠地區中小學及社區民

眾，有助民眾法

治觀念及素養提

升，也促進大學

法律系 ( 所 ) 學生

的實務見解能力，

讓學生能思考法

律理論與實務之

差異性及結合性，

熟稔社會脈動，建

走出校園鼓勵大學法律系所師生
推動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

▲慶賀諮詢案件破百：臺北大學至屏東市慈鳳
宮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政治大學至雲林縣大埤鄉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立為民服務之熱忱及能力，培養

其熱心關懷社會之人格特質及公

民意識並開闊自身眼界。( 學務

科 李靜慧 )

▲輔仁大學至新北市新莊文衡社區進行長照 2.0
及新型詐騙案例說明之講座

▲校安科陳宗志科長與得獎志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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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針對

人權法治、校園安全及反毒、公

民品德、學生社團、生命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網路沈迷輔導等

議題，提出為期 3 年之中長程發

展計畫，不僅提升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的專業，更能促使各校發

展其特色，並營造優質學習環

境，增進學生全方位發展。

( 學務科楊皓程 )

全人發展在書院！教育部 105
年至 107 年補助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辦理「書院菁英全人學習與成

效評量計畫」之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特色主題計畫，規劃全人書

院的評量機制、資訊系統、課程

修習、導師引導、活動推廣及成

果展現等六大主題，營造「共

寢、共食、共學」之生活學習環

境，期使學生藉由投入全人書院

的多元化制度與活動，提昇基本

核心素養，並培育成為具有「創

發活化、領導統御、創新創意、

協同合作、同理關懷」的全人領

袖人才。

臺師大全人書院採三年制學

習歷程，在活化書院學習空間方

面，規劃學生全體住宿，並以

跨領域方式組成團隊，由 Tutor

帶領討論與

研發專題計

畫，並打造

利於書院生

討論交流的

生活空間。

在推動書院

特色活動方

面，全人書

院每學期舉

辦「高桌晚宴」，學生藉此展現

合宜的外交禮儀，邀請社會賢達

人士與會分享；此外亦辦理書院

日專題講座，與具有社會影響力

的人士對談交流。促進書院生國

際交流方面，鼓勵學生參與「海

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現代書院

制教育論壇」進行論文發表，並

與香港、澳門等地的書院進行互

訪、交流，提升學生國際視野。

在創新學習方法與型態方面，

全人書院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

期許書院生在三年的書院生活

中，自訂自主學習計畫，重視學

生對社會議題探究與實踐，並於

每學期之書院成果發表會展現書

院生自主學習的成果。書院生亦

自主規劃多元的書院學習活動，

並規劃進入社區場域進行實踐，

希望促進書院生的社會關懷與公

民素養的提昇。

教育部指出，每年均擇優補助

全人書院 - 營造自主學習與
全人發展的生活學習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成果

▲ TED x NTNU 策展

▲書院生國際交流活動

▲襪！師大 ▲第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現代書院制教育論壇 ▲唐鳳政務委員蒞臨高桌晚宴

▲書院生反思與交流活動

108/06/0110



教輔版

教育部第二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微電影競賽，自 107 年 10 月徵件活動起跑後，共有 519 件參

賽作品報名，參賽作品件數更勝第一屆 ! 競賽更加激烈 !
本次參賽作品內容類型多元，充分發揮出學生的創意，將在 108 年 6 月 5 日公布入圍作品名單，並會

同步公告於教育部「防制藥物濫用資源網」、「我的未來我作主」官方網站以及臉書粉絲專頁「我的未

來我作主 - 反毒微電影競賽」。

入圍作品將在 108 年 6 月 29 日於國家圖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二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反毒

微電影競賽頒獎典禮」，典禮中將揭曉最終得獎者！誠摯地邀請入圍團隊、各縣市教育局處、各級學校

以及有興趣的民眾一同前往參加！

反毒微電影入圍名單即將揭曉 

敬請期待

▲唐鳳政務委員蒞臨高桌晚宴

▲書院生反思與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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