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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6學年度） 

活動摘要 日期 場地 

紫錐花運動反毒宣導(新鮮人成長研習) 106/9/14 本校 

以學務簡訊編纂專欄宣導毒品危害的實際案例，藉此

深化同學對毒品的認知。 

每月 
本校 

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專題演講，邀請成大醫院精神

部主治醫師王姿云，講題：「成癮的真相」，以專業

醫師的角度，剖析毒品成癮戒治之難度，藉以宣導毒

品危害的真相。 

106/10/13 

本校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吉貝耍國小進行偏

鄉小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6/10/28 
台南市吉貝耍國小 

配合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會議實施時

機，印製宣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資訊，於會場發

送全校導師參考運用。 

106/11/06 本校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吉貝耍國小進行偏

鄉小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6/11/25 
台南市吉貝耍國小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吉貝耍國小進行偏

鄉小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6/12/23 
台南市吉貝耍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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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5學年度） 

活動摘要 日期 場地 

紫錐花運動反毒宣導(新鮮人成長研習) 105/9/8 本校 

以學務簡訊編纂專欄宣導毒品危害的實際案例，藉此

深化同學對毒品的認知。 

每月 
本校 

辦理紫錐花反毒運動專題演講，邀請高雄地檢署主任

觀護人韓國一，講題：「毒品防制面面觀」，以生動

活潑的宣講方式，宣導毒品危害的真相。 

105/10/14 

本校 

辦理紫錐花運動反毒講座「毒品危害實例分析」專題

演講，邀請台南市第三分局偵查隊長蔡宗憲分享毒品

相關案件辦案歷程，藉以說明毒品危害的嚴重性，參

與對象為本校教職員生，參加人數約 105人。 

105/11/20 

本校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渡拔國小進行偏鄉

小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5/12/05 台南市渡拔國小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官田國小進行偏鄉

小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5/12/05 台南市官田國小 

配合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會議實施時

機，印製宣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資訊，於會場發

送全校導師參考運用。 

106/4/24 本校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南化國小進行偏鄉

小學反毒宣導。 

106/5/15 
台南市善糖國小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南化國中進行偏鄉

中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6/5/15 
台南市加拔國中 

辦理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參訪活動，參觀中正大學

防制藥物濫用研究中心，藉以了解校方在反毒工作上

之成果，參加師生人數計 39人。 

106/6/1 
中正大學防制藥物濫用研

究中心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到台南市竹橋國中進行偏鄉

小學反毒宣導。 

106/7/5 
台南市竹橋國中 

 

  



第 3 頁，共 9 頁 

紫錐花反毒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4學年度） 

活動摘要 日期 場地 

邀請台南市政府佳里分局陳正忠隊長蒞校演講，深化

紫錐花「健康」與「反毒」的理念。 

104/05/17 
本校 

以學務簡訊編纂專欄宣導毒品危害的實際案例，藉此

深化同學對毒品的認知。 

104/09 
本校 

辦理紫錐花反毒運動第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台南市警

察局第一分局副分局長洪頂力，將以現行毒品刑案實

例作深入分析，計有師生 75人參加。 

104/10/14 

本校 

18:30~20:30針對服務學習修課同學，進行第一場偏鄉

中小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4/10/16 
本校 

18:30~20:30針對服務學習修課同學，進行第二場偏鄉

中小學反毒宣導進階知能培訓。 

104/10/23 
本校 

帶領醫療服務社同學，至青草國小進行偏鄉反毒宣教

服務活動，將毒品危害觀念傳遞給小學生，從小就加

強反毒認知。 

104/11/8 台南市安南區 

青草國小 

辦理紫錐花反毒運動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高雄地檢

署主任觀護人韓國一，以生動活潑的宣講方式，宣導

毒品危害的真相。 

104/11/2 

本校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至楠西國小進行偏鄉反毒宣

教服務活動，以寓教於樂方式將毒品危害觀念從兒童

扎根。 

104/11/27 台南市楠西區 

楠西國小 

帶領服務學習修課同學，至白河國中進行偏鄉反毒宣

教服務活動，將毒品危害觀念及反毒技巧，對國中學

生宣教。 

104/12/7 台南市白河區 

白河國中 

針對服務學習修課同學，進行偏鄉反毒宣教服務活動

後的反思回饋、分享檢討活動。 

104/12/23 
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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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反毒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3學年度） 

活動摘要 日期 場地 

 103/9/12-14為深化本校支持紫錐花運動「健康」、「反

毒」及 

「愛人愛己」的形象，營造本校健康無毒的校園，特

製作 3,000 

隻宣導原子筆，於新鮮人成長營時分送本校新生，宣

導健康無毒 

的生活觀念。 

 

103/09/12~14 

本校 

  103年 10月 6日 10:00-12:30辦理紫錐花運動反毒

講座「戒毒一生、拒毒一身」專題演講，邀請台中地

檢署主任觀護人岳瑞霞暢談個人輔導個案之經驗，並

告誡同學毒品千萬試不得，本場計有 92 名學生參加。 

103/10/6 

本校 

  103/10/14晚上 18:10-19:00於軍訓大樓 6022教室

辦理「拒毒萌芽服務學習服務知能增能講座」。 

103/10/14 
本校 

  103 年 10 月 20 日 10:00-12:30 辦理紫錐花運動反

毒講座「毒品相關偵查案例分享」專題演講，邀請嘉

義地檢署李志明檢察官分享毒品相關案件辦案歷程，

藉以說明毒品危害的嚴重性，參與對象為本校教職員

生，參加人數約 110人。 

103/10/20  

本校 

103/11/15 指導醫療服務社至台南市北門區三慈國小

辦理「三慈國小衛教生活營」活動，配合活潑逗趣的

表演宣導正確藥物濫用防制觀念，另以闖關方遊戲方

式融入拒毒方式，讓國小學生了解毒品的可怕，達到

抑制毒品氾濫的現況。 

103/11/15 

台南市北門區 

三慈國小 

為加強學生藥物濫用認知，於 103/11/17至 103/11/26

期間利用網路實施藥物濫用防制認知檢測，計有 211

人次上網填報。 

103/11/17~11/26 

本校 

103/12/10 至學甲區學甲國小進行偏鄉反毒宣教服務

活動，以寓教於樂方式將毒品危害觀念從兒童扎根。 

103/12/10 台南市學甲區 

學甲國小 

至菁寮國中進行偏鄉反毒宣教服務活動，以寓教於樂

方式將毒品危害觀念及反毒技巧，對國中學生實施宣

教，希望他們可以把這些知識帶回去家中，進而影響

家庭成員，改善生活品質。 

103/12/8 
台南市後壁區 

菁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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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反毒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2學年度） 

活動摘要 日期 場地 

紫錐花運動反毒宣導(新鮮人成長研習) 102/9/14 中正堂 

辦理紫錐花運動系列講座(一)「上癮的真相」專題演

講，邀請旅美作家王倩倩老師以個人親身經歷分享輔

導子女戒除毒癮經驗 

102/9/26 多功能廳 

辦理紫錐花運動系列講座(三)「藥物濫用與校園法律

問題」專題演講，邀請王捷拓檢察官以個人辦案經驗，

使同學了解目前校園犯罪與毒品的嚴重性。 

102/10/21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辦理紫錐花運動系列講座(二)「陪他們走一段路-藥物

濫用學生輔導」專題演講，邀請 100 年全國反毒績優

人員吳豫州先生分享紫錐花運動反毒工作經驗。 

102/10/24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指導醫療服務隊至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中辦理「衛教

生活營」 
102/11/9~10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中 

指導「愛，從我開始」拒毒萌芽服務學習社團，至台

南市官田區渡拔國小進行反毒宣教 
102/11/27 台南市官田區渡拔國小 

指導流行舞蹈社參加台南市政府主辦之「青春 ing、活

力 show反毒宣導熱舞表演」 
102/11/30 市府廣場 

指導「愛，從我開始」拒毒萌芽服務學習社團，至台

南市玉井區玉井國中進行反毒宣教 
102/12/2 台南市玉井區玉井國中 

指導醫療服務社至屏東縣隘寮國小辦理「隘寮國小衛

教生活營」活動 
103/3/29 屏東縣隘寮國小 

配合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研討會」會議實施，

自行編印「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指導手冊-大專導

師版」300本，於會場發送全校導師參考運用。 

104/4/21 成杏廳 

辦理紫錐花運動藥物濫用防制宣導講座「揭開毒品真

面目」專題演講，邀請新生活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譚

熺賢先生以個人用毒、拒毒、抗毒、反毒經歷經驗與

心路歷程。 

103/5/6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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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反毒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1學年度） 

活動摘要 時間 地點 

指導滔滔社辦理「明京盃」辯論賽--我國健保 IC卡應加註愛滋病

感染資訊 

101.8/15- 

101/8/19 
本校 

與心輔組資源教室合辦「法治青年、尊重性別、融合協愛、拒絕

毒害~共創成大友善校園」 
101/11 本校 

指導醫療服務隊至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小辦理「衛教生活營」 
101/11/17- 

101/11/18 

高雄市路竹區三埤

國小 

指導熱音社辦理「衝 Drum」活動，以搖滾不搖頭，衝 Drum NO Drug

為口號，打破「搖滾及搖頭」的刻板印象，推廣鼓的文化和青少

年正當正面的休閒活動。 

101/12/23 本校 

於社團博覽會發放紫錐花運動面紙包宣導反毒的重要。 102/2/25 本校 

舉辦「春暉(反毒)工作實務分享」專題演講，邀請高英工商黃惠

琴輔導主任分享春暉工作，期望透過培養學生社團擔任反毒宣導

大使，推展拒毒反毒宣導活動 

102/3/27 本校 

指導醫療服務社至嘉義縣東榮國中辦理「東榮國中衛教生活營」

活動，設置教育站宣導正確藥物濫用防制觀念，以寓教於樂方式

讓東榮國中學生了解毒品的可怕及正確生活態度。 

102/4/20- 

102/4/21 
嘉義縣東榮國中 

「第十三屆校園鳳凰藝術節」-「星空電影院」活動配合推動紫錐

花反毒宣導活動，播放電影「毒禍 2」，期望能深入了解毒品的氾

濫情況及危害程度，以達反毒和拒毒的目的。 

102/5/16 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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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暉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100學年度） 

活動名稱 時間 參加人數 地點 

「Angry Smoking」大作戰(青少年反菸作戰計畫)活動 100.10.06 100 本校 

辦理「內門國小清新健康營」春暉專案教育活動 100.11.06 138 
高雄內門國

小 

辦理「認識愛滋：愛滋的偏見與迷思請滾蛋」專題講座 100.12.01 90 本校 

100 學年軍訓課程中融入實施「春暉專案」宣導活動 
100年 9月 

101年 1月 
600 本校 

結合本校社團博覽會舉辦「春暉專案」宣導活動 
101.02.29- 

101.03.01 
300 本校 

與臺南市衛生局合辦「菸害、酗酒及檳榔」宣導，邀請

成大醫院家醫科蔡忠紘醫師蒞臨演講 
101.03.29 80 本校 

於高雄市大洲國中舉辦「衛教生活營」，實施「春暉專

案」宣導 

101.04.21- 

101.04.22 
116 

高市大洲國

中 

舉辦「珍愛自己~拒菸、反毒捐血音樂會」，實施教育宣

導 
101.06.05 200 本校 

舉辦「熱情溫馨到田寮-無菸無毒滿歡笑」活動 
101.07.13- 

101.07.20 
1560 

高雄市田寮

區 

 

春暉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9學年度） 

活動名稱 時間 參加人數 地點 

反毒宣導影片特映會 99/12/2 10:10~12:30 約 100 人 
光復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第一演

講室 

「 飆鼓不飆毒 」 99/12/19 約 1100 人 國立台南生活美學館 

春暉宣教 100/2/28 至 100/3/4 約 2000 人 軍訓大樓 6021 、 6022 教室 

左鎮國中清新健康生活

營 
100/4/23 約 70 人 台南左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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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暉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8年度）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菸害防制教育 98/4/21~23 200 光復校區 

春暉教育宣導 98/7/10 110 台南縣東山鄉東原國中 

春暉教育宣導 98/11/09 116 台南縣新化市大新國小 

愛滋防治 98/12/13 200 光復校區 

  

  

春暉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7年度）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反毒宣導 11/9 08:10 90 臺南市億載國小 

愛滋防治宣導 12/1 10:00 200 光復校區 

 

  

春暉教育宣導情形及成效統計表（96年度） 

活動名稱 日期 參加人數 場地 

反毒宣導 10/3 163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愛滋防治宣導 10/3 184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