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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東方設計大學 承辦單位 軍訓室 

活動名稱 反毒種子幹部研習 活動地點 團諮室一 

活動對象 春暉社團志工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2 月 27 日起 

至 108年 2 月 27 日止 
補助金額 70,600 

參加人次 教職員：3 人、學生： 12 人 

附件 ▉照片 ▉講師領據 ▉簽到表 ▉回饋單 

實施情形： 

ㄧ、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二、反毒宣導活動設計 

三、活動帶領技巧訓練 

四、拒毒情境活動演練 

五、研習課程問題與討論 

效益評估： 

透過研習提升志工團康帶動的技巧與能力，強化參與推動反毒宣導活動的使命感。 

檢討與建議、其他： 

一、學生建議多辦理類似研習活動，讓反毒志工有機會學習到更多元的活動知能與技巧。 

二、學生提議招募更多志工，讓更多人參與研習有助於反毒活動之推展。 

負 責 人：蕭怡仁             填表人：游明慧 

聯絡電話：07-6939528      傳 真：07-6932077 

填表日期： 108 年 5月 24 日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每一活動另以Ａ4格式檢附 6 至 8 張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其他相

關辦理活動附件自行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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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團康技巧訓練，講座:吳威進老師 揭開序幕：團康遊戲技巧解說 

 

 

團康遊戲技巧實作 團康遊戲技巧實作 

  

團康遊戲技巧實作 團康遊戲技巧實作 



   2 

 

「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東方設計大學 承辦單位 軍訓室 

活動名稱 反毒種子幹部研習 活動地點 團諮室一 

活動對象 春暉社團志工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3 月 6 日起 

至 108年 3 月 6 日止 
補助金額 70,600 

參加人次 教職員：2 人、學生：4 人 

附件 ▉照片 ▉講師領據 ▉簽到表 ▉回饋單 

實施情形： 

ㄧ、反毒宣導活動設計 

二、反毒宣導活動帶領技巧訓練 

三、自我突破與自我超越 

四、拉近你我的距離-你好，我也好 

五、跨越人際障礙、消弭互動藩籬 

六、問題與討論 

效益評估： 

透過研習提升志工活動設計的技巧與能力，強化參與推動反毒宣導活動的使命感。 

檢討與建議、其他： 

一、辦理活動研習，強化志工反毒知能與技巧，參與學生均抱持正向態度，肯定課程並表示

受益良多。 

二、研習可以增廣見聞，了解更多反毒知識與互動遊戲設計，建議讓更多人參與這類課程。 

負 責 人：蕭怡仁             填表人：游明慧 

聯絡電話：07-6939528      傳 真：07-6932077 

填表日期： 108 年 5月 24 日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每一活動另以Ａ4格式檢附 6 至 8 張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其他相

關辦理活動附件自行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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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活動設計訓練，講座:蔡廷訓老師 揭開序幕:破冰熱身 

  

講座實際示範 活動過程，志工認真聆聽 

  

活動過程，志工全心投入 活動過程，志工全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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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東方設計大學 承辦單位 軍訓室 

活動名稱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地點 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小 

活動對象 春暉社團志工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3 月 14 日起 

至 108年 3 月 14 日止 
補助金額 70,600 

參加人次 教職員：4人、志工：21人、國小師生:130人 

附件 ▉照片▉簽到表▉回饋單▉感謝狀 

實施情形： 

一、破冰暖身、主持雙簧:「香蕉哥哥與蘋果姐姐」 

二、反毒劇展表演 

三、反毒闖關遊戲、有獎徵答 

四、回饋單填寫 

五、反毒讚出來，全體大合照 

效益評估： 

藉由大手帶動小手，在場參與的每人皆有滿滿收穫；透過小朋友熱情正面的回饋，向下扎根

識毒。 

檢討與建議、其他： 

一、宣教學校師長(一)：活潑生動的戲劇表演，相信能讓小朋友更了解反毒的意義。 

    宣教學校師長(二):表演十分精采，充滿活力。 

二、宣教學校學生(一)：希望話劇時間可以長一點。 

    宣教學校學生(二)：開心!謝謝你們讓我們知道不可以亂吸毒，希望獎品多一點。 

三、帶隊教官: 場地相當舒適，校長帶動小朋友與師長，均能融入互動，現場十分熱鬧。 

負 責 人：蕭怡仁             填表人：游明慧 

聯絡電話：07-6939528      傳 真：07-6932077 

填表日期： 108 年 5月 24 日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每一活動另以Ａ4格式檢附 6 至 8 張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其他相

關辦理活動附件自行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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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抵達反毒宣導第一站:砂崙國小，親切的
簡靜慧校長親頒感謝狀予帶隊游教官 

簡校長相當肯定本校反毒工作，全程聆
賞演出、給予指導 

  

小朋友全程均非常熱情、認真觀看 反毒志工下台與小朋友近距離互動 

  

反毒志工下台與小朋友近距離互動 有獎徵答，小朋友舉手搶答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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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有獎徵答，小朋友舉手搶答熱烈 反毒話劇演出，小朋友專心觀賞 

  

反毒話劇演出，場下笑聲不斷 反毒話劇演出，場下笑聲不斷 

  

小朋友熱情參與遊戲 小朋友熱情參與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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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小朋友主動挑戰大哥哥、充滿趣味 大哥哥與小朋友近距離互動 

  

小朋友超喜歡每樣宣導品，好難選 小朋友超喜歡每樣宣導品，選好久 

  

小朋友認真撰寫回饋單、詢問問題 全體熱情合影留念，反毒最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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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東方設計大學 承辦單位 軍訓室 

活動名稱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地點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國小 

活動對象 春暉社團志工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3 月 22 日起 

至 108年 3 月 22 日止 
補助金額 70,600 

參加人次 教職員：4人、志工：21人、國小師生:160人 

附件 ▉照片▉簽到表▉回饋單▉感謝狀 

實施情形： 

一、破冰暖身、主持雙簧:「香蕉哥哥與蘋果姐姐」 

二、反毒劇展表演 

三、反毒闖關遊戲、有獎徵答 

四、回饋單填寫 

五、反毒讚出來，全體大合照 

效益評估： 

藉由大手帶動小手，在場參與的每人皆有滿滿收穫；透過小朋友熱情正面的回饋，向下扎根

識毒。 

檢討與建議、其他： 

一、宣教學校師長(一)：非常有趣，希望以後還有這樣的活動   

宣教學校師長(二):感謝貴單位帶來活潑有趣的宣導!講話的速度可以稍微的放慢一些。 

    宣教學校師長(三):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值得推廣! 希望你們可以再來!  

二、宣教學校學生(一)：希望可以常常來梓官國小、獎品要多一點。 

    宣教學校學生(二):演得真好!希望可以常辦這樣的活動! 

三、帶隊教官:活動場地潮溼、空氣不好，且設備較老舊，許多老師反應麥克風及音響一直破

音，聽不清楚演員說話! 

負 責 人：蕭怡仁             填表人：游明慧 

聯絡電話：07-6939528      傳 真：07-6932077 

填表日期： 108 年 5月 24 日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每一活動另以Ａ4格式檢附 6 至 8 張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其他相

關辦理活動附件自行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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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學務主任致贈感謝狀予帶隊游教官 前秀串場、唱作俱佳、活力奔放 

 

 

前秀串場，搞笑、不顧形象演出 游明慧教官詳細講解蒞校宣導目的 

  

主持人登場，小朋友專注聆聽 話劇上演，全場笑聲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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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話劇上演，全場笑聲連連 話劇上演，全場笑聲連連 

  

反毒闖關遊戲，小朋友大喊選我、選我 遊戲開始，大哥哥講解遊戲規則 

  

小朋友熱情為班上同學加油 遊戲雙方反毒搶答非常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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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男生隊氣勢如虹，連連搶答成功 台下小朋友也搶著回答 

  

小朋友看到宣導品開心不已 非常喜歡可愛的宣導品-扇子筆 

  

梓官國小反毒大成功，YA!! 梓官國小全體向毒品說: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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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東方設計大學 承辦單位 軍訓室 

活動名稱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地點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小 

活動對象 春暉社團志工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3 月 26 日起 

至 107年 3 月 26日止 
補助金額 70,600 

參加人次 教職員：4人、志工：21人、國小學生:100人 

附件 ▉照片▉簽到表▉回饋單▉感謝狀 

實施情形： 

一、破冰暖身、主持雙簧:「香蕉哥哥與蘋果姐姐」 

二、反毒劇展表演 

三、反毒闖關遊戲、有獎徵答 

四、回饋單填寫 

五、反毒讚出來，全體大合照 

效益評估： 

藉由大手帶動小手，在場參與的每人皆有滿滿收穫；透過小朋友熱情正面的回饋，向下扎根

識毒。 

檢討與建議、其他： 

一、宣教學校師長(一)：課程設計活潑、短劇表演吸睛，是很棒的課程，謝謝! 

    宣教學校師長(二):辛苦您們了，非常精采及有趣，代孩子感謝您們!  

    宣教學校師長(三):互動性的活動很棒，活動豐富、有趣，謝謝! 

二、宣教學校學生(一)：我覺得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希望可以傳播到每個國小。 

    宣教學校學生(二)：希望能玩更多遊戲，希望你們能到各個地方繼續宣導毒品的可怕! 

三、帶隊教官:演員台風愈見穩健，該校師生的互動程度與素質均高，給本校許多正面回饋。 

負 責 人：蕭怡仁             填表人：游明慧 

聯絡電話：07-6939528      傳 真：07-6932077 

填表日期： 108 年 5月 24 日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每一活動另以Ａ4格式檢附 6 至 8 張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其他相

關辦理活動附件自行檢附。 



   15 

 

「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瑞豐國小曾振興校長開場致詞歡迎 曾振興校長致贈感謝狀予帶隊教官游明慧 

  

主持人登場、唱作俱佳，與小朋友破冰 反毒話劇上演，現場充滿笑聲 

  

反毒話劇上演，志工學生使出渾身解數 反毒話劇風趣詼諧，現場笑聲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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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學生賣力演出，透過戲劇介紹新興毒品 觀賞話劇表演時，小朋友認真安靜 
 

 

觀賞話劇表演時，小朋友反應非常好 有獎徵答，小朋友大喊選我選我 

  

主持人有獎徵答時，小朋友熱烈參與 有獎徵答，小朋友大喊選我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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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觀賞話劇表演時，小朋友反應非常好 我們的宣導品大受小朋友喜愛 

  

該選哪一個獎品好?陷入兩難 小朋友紛紛跑到台前合影 

  

小朋友紛紛跑到台前合影 瑞豐國小，反毒我最棒! 



   18 

 



   19 

 

「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東方設計大學 承辦單位 軍訓室 

活動名稱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地點 高雄市梓官區蚵寮國小 

活動對象 春暉社團志工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4 月 26 日起 

至 108年 4 月 26 日止 
補助金額 70,600 

參加人次 教職員：4人、志工：21人、國小學生:70人 

附件 ▉照片▉簽到表▉回饋單▉感謝狀 

實施情形： 

一、破冰暖身、主持雙簧:「香蕉哥哥與蘋果姐姐」 

二、反毒劇展表演 

三、反毒闖關遊戲、有獎徵答 

四、回饋單填寫 

五、反毒讚出來，全體大合照 

效益評估： 

藉由大手帶動小手，在場參與的每人皆有滿滿收穫；透過小朋友熱情正面的回饋，向下扎根

識毒。 

檢討與建議、其他： 

一、宣教學校師長(一)：很棒，學生參與度高，無建議。 

宣教學校師長(二):希望多多舉辦!  

二、宣教學校學生(一)：用動畫來宣導，非常好玩，表演得很好。 

    宣教學校學生(二)：表演得非常好，希望可以再來 

三、帶隊教官:該校視聽教室整修、禮堂無法容納多人，改在穿堂實施宣導，酷熱難耐，小朋

友與老師有一些不耐。 

負 責 人：蕭怡仁             填表人：游明慧 

聯絡電話：07-6939528      傳 真：07-6932077 

填表日期： 108 年 5月 24 日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每一活動另以Ａ4格式檢附 6 至 8 張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其他相

關辦理活動附件自行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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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學務主任說明活動目的並歡迎我們 致贈感謝狀予本校 

  

主持人登場、全場歡聲雷動 主持人介紹毒品、全場凝神聆聽 

  

戲劇開始，小朋友專注觀賞 戲劇演出，小朋友專注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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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話劇表演時，台下笑聲連連 戲劇演出時，小朋友笑聲不斷 

  

反毒行動劇結束，演員下台一鞠躬 反毒遊戲開始，男生女生隊各站一方 

  

反毒遊戲第二輪，小朋友各就各位 反毒遊戲時，男生隊信心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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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反毒遊戲第二輪，雙方廝殺熱烈 有獎徵答，小朋友開始交頭接耳討論 

  

有獎徵答，小朋友開始交頭接耳討論 遊戲及答對的小朋友開始選禮物囉 

  

你問我我問你，到底該選哪一色好? 反毒遊戲第二輪，雙方廝殺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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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 東方設計大學 承辦單位 軍訓室 

活動名稱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地點 高雄市彌陀區南安國小 

活動對象 春暉社團志工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5 月 22 日起 

至 108年 5 月 22 日止 
補助金額 70,600 

參加人次 教職員：4人、志工：21人、國小學生:210人 

附件 ▉照片▉簽到表▉回饋單▉感謝狀 

實施情形： 

一、破冰暖身、主持雙簧:「香蕉哥哥與蘋果姐姐」 

二、反毒劇展表演 

三、反毒闖關遊戲、有獎徵答 

四、回饋單填寫 

五、反毒讚出來，全體大合照 

效益評估： 

藉由大手帶動小手，在場參與的每人皆有滿滿收穫；透過小朋友熱情正面的回饋，向下扎根

識毒。 

檢討與建議、其他： 

一、宣教學校師長(一)：活動活潑有趣，能引起學生興趣，很棒，辛苦了!。 

    宣教學校師長(二):很棒，利用演戲吸引學生互動，增加印象，good ! 

    宣教學校師長(三):非常多元活潑的教學內容，值得推廣，可以多安排!  

二、宣教學校學生(一)：表演得很好、很棒、很好玩，希望下次可以再辦。 

    宣教學校學生(二)：棒呆了，沒有建議，很有趣也很好玩。 

三、帶隊教官:活動地點在室外，與其他課程的聲音相互干擾，雖小朋友反應熱烈，仍美中不

足。 

負 責 人：蕭怡仁             填表人：游明慧 

聯絡電話：07-6939528      傳 真：07-6932077 

填表日期： 108 年 5月 24 日 

（本表不足，請自行延伸） 

附記：每一活動另以Ａ4格式檢附 6 至 8 張相片，並加以文字說明辦理情形，其他相

關辦理活動附件自行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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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抵達今年宣教最後一所學校:南安國小 李安世校長致贈感謝狀予本校 

  

校長致詞表示歡迎並呼籲全體一同反毒 主持人登場、全場熱情歡迎 
 

  

主持人詳細介紹各類毒品 主持人提醒小朋友新興毒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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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反毒話劇開始，小朋友充滿期待 反毒話劇逗趣誇張，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反毒話劇逗趣誇張，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反毒話劇逗趣誇張，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反毒志工賣力詮釋角色 反毒話劇逗趣誇張，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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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服務學習模式方案」 

活動照片 

  

演員忘情演出，現場笑聲不斷 反毒遊戲開始，兩隊各就各位 

 

 

 

男生隊機智搶答、奪得先機 小朋友非常喜歡我們的宣導品 
 

 

小朋友每樣宣導品都喜歡，選了好久 南安國小大手牽小手，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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