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教案
學校名稱

台北市立陽明高中 國中部

參賽編號

Js0024

作者

李承恩 劉宣麟

任教科目

綜合領域 輔導活動科

教案名稱

識毒不試毒，反毒不返毒

教學時間

50*3=150 分鐘

1.

全國法規資料庫功能介紹與實際操
本教案已實施
作，增強學生法治觀念
實施時間：
2. 常見毒品及新興毒品之辨識
教學主題
教案實施情形
2017/9/7—2017/9/21
3. 毒品種類分級介紹及對應刑責
實施課程名稱：
4. 從知毒後擁有正確的反毒觀念
輔導活動課
5. 製作識毒、反毒、不返毒宣導海報
一、課程設計
雖然台灣政府推動反毒教育已有多年，但台灣吸毒人口卻沒有因此減少，根
據教育部資料統計發現，吸毒的青少年人口甚至不減反增，尤其國中學生正處於
青春期，正面臨生理快速發育，外在壓力提升，學生容易因同儕認同、升學壓
力、反抗權威⋯⋯等，陷入矛盾情結當中，一時迷惘、好奇就可能接觸了非法的藥
物。本課程以「識毒、反毒」作為核心概念，首先教導學生辨識毒品的種類，並
能正確分辨各類毒品的分級，以及了解使用毒品後可能對身體造成的危害及出現
的症狀；讓學生實際操作全國法規資料庫，提升學生了解毒品相關的法律責任。
1. 識毒不試毒：失速毒潮—染毒人數激增，應讓學生認識毒品種類及對人體的危害
根據教育部統計，一〇五年台灣藥物濫用的人口中，有高達 60,756 人曾經施
用過毒品，然而探討主要的原因，可能因為毒品氾濫、各式毒品推陳出新有關，
尤其近年來新興毒品常以可愛、無害的包裝出現在生活當中，例如：咖啡包、小
熊軟糖、跳跳糖⋯⋯等，以零食包裝出現在生活當中，魚目混珠吸引學生注意，但
設計理念
若缺乏正確的判斷能力誤食，對青少年身心產生負面的影響，且很大的機會成為
毒品的奴隸，得一輩子與毒品奮戰。
2. 反毒：知法不犯法—教導學生從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毒品犯罪的相關法律責任
法律是政府管理國家的依據，也是人民保護自身權益的盔甲，然而預防犯罪
的首要步驟就是瞭解法規內容，涵養法治素養。因此本課程除了以講述方式教導
學生毒品相關法規外，教師亦透過分組活動、平板電腦的使用，讓學生實際利用
「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毒品的法律責任，以達到知法、懂法、不犯法的法治精
神。
3. 不返毒：毒害人生—教導學生如何協助身邊濫用毒品的人
使用毒品的人，在落網後大多會被送入戒治所勒戒，或是進入監獄服刑，但
根據法務部統計，毒品再犯罪率高達七成五，然而這個數據顯示著毒品一旦接觸
就很難戒除，甚至有人說：「一日戒毒，終身戒毒」。除了生理的毒癮外，心理
的毒癮更難戒除，因此教師在課程中介紹戒毒單位與方式，不僅讓學生能保護自
己遠離毒害之外，亦能夠伸手幫助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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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法

協同教學: 以輔導活動課為主軸設計課
程，協同電腦教師進行課程設計，在課前一週
固定安排課程共備會議，規劃如何將資訊科技
融入輔導活動課程中，並在課中協助學生平板
電腦的操作。
教材設計:課程緊扣反毒及毒品法規相關知
識，藉由時事新聞、反毒宣導影片、豐富的影
音圖片，讓學生更能進入學習情境。課中藉由
自製多樣化的教具、反毒任務包，除了提高學
生學習動機外，也能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完成指
定任務（海報設計、發表、教師票選），最後
從學習單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多元教學:除了運用平板電腦掃描 QRcode，
也融入了 AR 技術，讓學生能更方便的進行法規
資料查詢，學生可從 AR 連結中接收更多毒品相
關資訊，除此之外本課程也結合社區資源（國
立科教館），規劃參觀展覽，讓學生走出教室
能持續學習。

1. 學生人數：八年六班，男生 18 人，女生 15 人，共 33 人。
2. 分組方式：教師課前事先分組，以不同性別學生組成（三組 6 人，三組 5 人）。
3. 學生先備知識：
學
生
分
析

(1)學生在班週會—反毒宣導。
(2)八年級社會科—法律的基本概念。
(3)八年級輔導活動課—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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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課
認 1-1 能依據我國法律對四
知

級毒品進行分類

目 1-2 能說明使用毒品可能
標

出現的行為反應

第二節課
2-1 能舉出毒品可能的來
源管道
2-2 能指出毒品對於身心
造成的毒害

第三節課
3-1 能辨別新興毒品與傳
統毒品的差異
3-2 能列舉毒品戒治管道
3-3 能有預防藥物濫用的

情
意
教學目標 目
標

1-3 能遵守我國禁用毒品
的相關法律
1-4 能培養健全心理狀態

2-3 能時時關懷身邊朋友
免於毒害
2-4 能體會社工、戒治者
與其家屬的心理感受

正確觀念
3-4 能有拒絕接觸毒品的
正確態度
3-5 能有協助他人正確使
用藥物的態度
3-6 能辨識市面新興毒品

技 1-5 能回答出使用毒品必
能

須要承擔的法律責任

目 1-6 能運用全國法規資料
標

庫查詢相關法律

2-5 能辨識毒品的樣式與
氣味
2-6 能具備向他人宣導反
毒的能力

的包裝
3-7 能正確提供他人戒毒
的管道
3-8 能糾正他人錯誤的用
藥習慣

第一節課

輔助教具

（1）
（2）
（3）
（4）
（5）
（6）
（7）
（8）

毒墓難知 PPT
活動學習單
宣導影片
單槍、簡報筆
毒品字卡
自製白板、白板筆
計分板與計分圖卡
平板電腦、QRcode

第二節課
（1） 參展學習單
（2） 導覽歡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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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1）
（2）
（3）
（4）
（5）
（6）
（7）
（8）

反毒不返毒 PPT
蔡阿嘎反毒影片
海報製作引導範例
學習滿意度問卷
平板電腦六台
擴增實境 app
擴增實境(AR)圖
預防毒品(6 招)、
拒絕毒品(6 招)、
協助反毒(5 招)字卡
（9） 「識毒任務包」：
毒品圖片、預防毒
品字卡、拒絕毒品
字卡、協助反毒字
卡、海報製作引導
範例、反毒字卡
（10）Ipad 平板電腦
（11）法務部反毒宣導音樂

教學流程
時
間

教學活動

第一堂

1. 課前準備活動
（1） 教師共備課程，製作教具。—(共備紀錄 1/4、2/4)
（2） 單槍、簡報筆、登記借用高中部社科教室
（3） 【如右圖 1】白板、白板筆、平板電腦。
（4） 【如右圖 2】毒品字卡(海洛因、嗎啡、古柯
鹼、鴉片、安非他命、大麻、搖頭丸)、自製
（5） 【如右圖 3】將自製計分板張貼於黑板上，提
高活動參與

2.引起動機
準

(10 分鐘)

正式進入「識毒不試毒，反毒不返毒」課堂前，已

備

於前堂課餘時間，播放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

活

作的反毒宣導影片——「勇敢的心」。

動

（1） 劇情描述現實生活中，吸毒者在毒品與親情間
的拉扯，明知毒品對身心的危害，卻又因染毒
不得不買毒，然而可能開始會出現偷竊、拐
騙、搶劫種種的犯罪行為，甚至有些人鋌而走
險為了買毒而販毒，最後下場可能入監服刑、
犧牲生命，導致家庭破碎。
（2） 毒品是一條不歸路，大多數的染毒者可能一輩
子無法脫離犯罪的輪迴，教師希望藉由這部影
片讓學生對毒品有所警惕。
（3） 進入「識毒不試毒，反毒不返毒」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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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評
量
方
式

全國法規
資料庫資
源運用

備
註

1.牛刀小試

(5 分鐘)

Q1：請問我國毒品目前毒品分級，共分類為幾級?
(A)三級 (B)四級 (C)五級
A：(B)四級
Q2：影片題，影片中新聞報導說明流竄在校園的毒
品請寫出一種?
A：搖頭丸 或 K 他命

2.毒墓難知(20 分鐘)
(1)認識毒品：
解釋說明何「毒品」→指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
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
發

與其製品。

生
使

展 (2)105 年施用毒品人數 數據資料：
活
動

學

依據教育部「藥物濫用學生輔導追蹤管理系統」

用
平

(102 年-105 年)5,875 筆資料筆學生資料統計，

板

青少年藥物濫用高風險因子表。

查

近五年學生藥物濫用長條圖，105 年學生藥物濫
用人數較 104 年下降幅度 42.48％的背後因素說
明。
(3) 毒品濫用的原因：(請各組寫一種因素)
教師總結歸納—
A.生活沉悶
B.尋求刺激
C.好奇
D.對毒品認識不清
E.害怕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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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F.家庭不和諧
(4) 市面常見毒品介紹(性狀、毒害)
A.一級：海洛因、嗎啡、古柯鹼、鴉片
B.二級：安非他命、大麻、搖頭丸
C.三級：K 他命、FM2、一粒眠
D.四級：蝴蝶片、安定
(5) 毒品(藥物)濫用造成的身體傷害
(各組依照上述講解並寫出一項對於身體的傷害)
(6) 全國法規資料庫資訊
講解毒品違法行為所負的刑責，並以青少年常見
的「引誘他人施用」、「轉讓」、「施用」 、
「持

有」，深入說明。

1.實際操作「全國法規資料庫」(15 分鐘)
(1)操作步驟：
總
結
活

認
識
本

各組開啟平板電腦→掃描自製白板左下角 QRcode→

網

進入全國法規資料庫首頁→智慧查找-吸食毒品

路

動 (2)完成學習單
(3)預告下次要到科教館參觀「識毒-揭開毒品上癮
的真相」的展覽。

課
後 利用課餘時間播放
活 【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相】特展介紹影片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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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第二堂課

1. 課前準備活動
（1） 教師於學生參展前先場勘，並且針對展覽內容
深入了解，規劃學習路線，以便活動當日導
準

覽，並在課前設計課程學習單。

備 （2） 利用課餘時間播放【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
活

相】特展介紹影片，預告同學下週上課將會到

動

科教館參觀常態展，請輔導股長提醒同學，提
早整隊準時出發。
（3） 集合整隊的過程中，帶隊老師事先提醒學生參
展的注意事項，並發下學習單。

1. 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相

(25 分鐘)

提醒同學請專心聽老師導覽，並用心參展，因為
學習單內的答案都在展覽中。
(1)

販毒者影像區

【指導語：毒品交易的新聞時有所聞，那同學們覺
得毒品流通的場所都是在哪些地方？】
可能答案：KTV、夜店、酒吧、酒店、Motel、撞球
發

間、宮廟、幫派集團、堂口、公園、學校...

展

【指導語：的確，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為毒品買

活

賣、施用的場所，等一下同學可以輪流進到這個電

動

話亭內，裡面會有三個不同的角色，分別是夜店
咖、酒店公關、角頭，可以聽聽看他們為了引誘你
施用毒品，可能使用哪些話術。】
(2)

常見分級毒品區

【指導語：記得第一堂課時老師有介紹不同毒品以
及它的分級，並給大家看它常出現的樣貌圖，現在
你們可以從展覽中看到仿真的毒品，還有常見的施
用方式。像海洛因（Heroin），這裡你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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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常說的「海洛因磚」，它呈現白色的結晶，也
能在旁邊的資訊看板上看到其濫用方式，以及濫用
後出現的症狀⋯⋯等。所以等會兒在填寫學習單時，
各位同學可以從資訊版上找到資料】
(3)

毒品仿真氣味體驗區

【指導語：接下來這裡是毒品仿真氣味體驗區，這
是用無毒的香精調製而成，有安非他命、大麻、愷
他命的氣味。同學們等一下可以輪流到這裡試聞味
道，並在學習單具體的描述它的味道及感受。在試
聞的過程中，請務必要小心玻璃容器。 】
(4)

新興合成毒品區

【指導語：同學們有看到我後面這個九宮格嗎？歡
迎來到新興毒品區。新興毒品，顧名思義就是因為
毒品的包裝推陳出新，常常讓人防不勝防，探究它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毒品速食化，毒品不再需要特
殊的吸食器，只要是粉末狀，就能即開即用，而且
他常常偽裝成我們垂手可得的零食、餅乾，像這個
王子麵，還有沖泡茶飲，這都可能是偽裝食品的毒
品，容易產生混淆】
(5)

電腦斷層掃描體驗區

【指導語：請問有同學可以舉出生活中成癮的例子
嗎？】
可能答案：網路成癮、菸癮、藥癮、毒癮...
【指導語：的確，就像老師很喜歡喝飲料，喝飲料
會讓我產生快樂的感覺，如果一天沒有飲料喝就會
提不起勁，感覺全身不舒服，但偶爾習慣了就沒事
了。但毒品就沒有那麼容易戒除了，當身旁的朋友
『外觀改變』、『行為異常』、『性格轉換』、
『習慣改變』，都可能是染毒的跡象。毒品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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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戒除是因為它與大腦的獎賞迴路有很大的關
係。毒品對於大腦有不可逆的破壞性，一旦產生了
毒癮就會難以戒除。】
【指導語：接下來這個儀器是模擬分別使用古柯
鹼、安非他命、快樂丸後，腦部杏仁核受到破壞前
後的斷層掃描。】
學生可能問題：什麼是杏仁核？
【指導語：杏仁核是影響我們腦袋快樂的中樞，但
若是使用毒品，就會影響到它原有的機制，即便戒
毒一段時間，杏仁核一遇到像粉末的東西，如：麵
粉類，就會讓大腦想起過去施用毒品時快樂的反
應，當你無法克制的時候，就會再次返毒，這也就
是剛剛所說的，毒品對大腦影響是不可逆的，也是
為什麼有人說「一日吸毒，終生戒毒」就是在說毒
癮的可怕。】
(6)

向毒品 Say NO 區

【指導語：到目前為止，大家應該對於毒品都已經
有蠻多的認識，也可以深刻感受到毒品對我們身心
靈所造成的傷害。接下來請你們想像一下，如果今
天在學校有同學拿了疑似毒品的東西要請你，你應
該怎麼回應他？】
可能答案：勇敢說不、遠離他、報警...
【指導語：自己的生命應該由自己來救，毒品對我
們身體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毒品 Say NO 區提供
大家許多遠離毒品的方法，現在請大家兩兩一組，
一起練習應該如何拒絕毒害，並將你們的拒絕方式
記錄在學習單內。】

(7)

戒毒心路歷程區
9

【指導語：後面這面牆分別是戒治者、個案管理師
（社工）、戒治者家屬三個不同的角色，他們以過
來人的身分告知為什麼要吸毒、戒治的過程。】

總結本次校外參加展覽 (5 分鐘)
總 【指導語：同學們剛剛聽了老師的導覽後，現在可以
結
分區參觀，並完成學習單。下週上課地點是在學校圖
活
書館後方閱讀區上課，請同學們依照分組座位坐。】
動
學生自由參觀體驗(20 分鐘)
課
後
活

完成學習單，在週五之前請輔導股長收齊送到辦公室

動
第三堂課
1. 準備活動
（1） 蒐集與本課程相關影片，並針對影片內容
設計問題，讓學生在課堂上討論。
（2） 製作教學 PPT。
（3） 蒐集關於預防毒品、拒絕毒品與毒品戒治
相關的資料、新聞、時事影片，作為本課
準
備
活
動

程的引起動機。
（4） 設計海報製作引導範例與學習滿意度問卷
調查表。
（5） 預借圖書館閱讀區。
（6） 課前測試平板電腦、無線網路、擴增實境
APP 功能是否正常。
（7） 設計海報製作引導範例與學習滿意度問卷
調查表。
（8） 製作預防毒品(6 招)、拒絕毒品(6 招)、協
助反毒(5 招)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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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製作「海洛因」、「安非他命」、「K 他
命」、「大麻」、「新興毒品」、「搖頭
丸」6 種擴增實境(AR)圖片教具，內含
「法律常識」、「毒品分級」、「維基百
科」、「影片」、「相關新聞」等內容。
（10）製作「識毒任務包」：1 張毒品圖片、預
防毒品字卡、拒絕毒品字卡、協助反毒字
卡、海報製作引導範例、Ipad、圓形反毒
字卡。

2. 引起動機
(1)

(5 分鐘)

老師先行複習第 2 節的的參觀內容，整理
新興毒品的包裝讓學生去瞭解目前毒品濫
用的嚴重性，以及要懂得自我保護並整理
預防毒品 6 招，讓學生可以清楚知道毒品
的危害有多大並能拒絕毒品的誘惑。

(2)

接著播放拒絕毒品的影片，透過影片有趣
的介紹拒絕毒品 6 招後。最後再整理如何
去幫助接觸毒品家人、朋友等。最後小組
必須要完成一張識毒、反毒、返毒的海
報，並能清楚向他人介紹具體的作法與行
為。

(3)

教室整理並說明小組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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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興毒品

(15 分鐘)

教師複習上星期參觀識毒展之課程，並整理市面上常
見的新興毒品。
（1） 新興毒品包裝介紹：
A.製程沖泡飲料包裝(咖啡、奶茶)
B.枇杷膏、果凍、仙楂餅、甘梅粉等
（2） 教師播放影片「預防毒品六招」藉由深刻有趣
的表演方式呈現，教師並統整說明：
第一招

第二招

第三招

建立正當情緒紓壓管道
EX：運動、跑步(老師口頭說明)
正確的用藥觀念
EX：依照醫師處方用藥(老師口頭說明)
遠離不良場所
EX：網咖、意圖不軌的陣藝活動、KTV 等

第四招 不接受來路不名的食品、飲料、菸酒
發
展

第五招

正常的生活作息
EX：睡眠充足、不熬夜

活
培養多元能力，增強自信

動

第六招 EX：打球、學習新事物、從事自己有興趣
的活動等(老師口頭說明)

（3） 教師播放影片「拒絕毒品六招」藉由生動活潑
的內容，並總結說明預防接觸毒品 6 招，杜絕與
毒品接觸：
第一招

直接拒絕

第二招

速離現場

第三招

轉移話題

第四招

自我解嘲

第五招

友誼勸服

第六招

家教嚴厲

2.當你遇上他們—不返毒(5 分鐘)
【指導語：當我們日後碰到自己的親友有接觸毒品的
情況時，我們可以給予什麼幫助及應該如何去協助他
並透過哪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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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毒單位：
A.公立醫院：藥癮治療特別門診。
B.民間宗教勒戒輔導：
a.基督教沐恩之家系統
b.基督教晨曦會系統
c.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
C.法務部：勒戒所、公民營醫院附設勒戒處。
※返毒專線：0800-770-885
(請請您-幫幫我)

（2）心理復建戒治單位：
A.心理治療
B.職能治療
C.團體治療

（3）生理解毒+心理戒治→成功戒毒不返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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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不
同

1. 反毒糾察隊

總
結
活
動

的

(15 分鐘)

完成識毒、反毒、不返毒海報設計小組透過海報
製作引導單內容完成本次課程。
(1)活動步驟：
打開任務包→從圖片找資料，並依「海報製作引
導範例」完成海報→各組派兩位代表上台報告
(2)小組進行海報製作
(3)小組上台報告
(4)小組海報展試
(5)教師評選
(6)完成學習滿意度調查：
透過識毒不試毒，反毒不返毒-學習滿意度調查問
卷瞭解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滿意度。

毒
品
類
別
將
法
律
題
目
回
答
在
海
報
中

課
後
活

張貼上課的海報於學校佈告欄，提供全校同學參觀。

動

教學心得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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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效分析與教學省思
1. 針對學生完成的學習滿意度調查表整理統計（如下）
滿意度統計
項目
學生對於此次教材充實程度
學生對於教材內容的實用程度
學生對於上課時數的安排
學生對於此次課程教材內容的難易度
學生對教材中所提到的問題解決學習方法
學生對於課程教材的設計
學生對於教師上課的引導方式
學生對於教師課程中的講解說明
97％

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態度
學生對於教師使用數位學習策略的教學方式
學生對老師使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
學生對教師的教學
學生對於他組同學的表現
學生對於與教師溝通、互動
學生對於同學與教師之間相互尊動的情形
學生對自己的人際關係

94％

學生對於和小組同學的相處

91％

學生對於本組同學的整體表現

在課程結束後，教師針對三次的反毒課程進行統整，讓學生再次反思，並填寫學習滿意
度調查表。問卷回收統計後，發現學生對於整體的課程規劃與安排是感到非常滿意的，並且
能針對課程中最有印象的部分給予回饋。如：雖然學校緊鄰科教館，但卻僅有少部分的同學
去看過展覽，大部分同學都是第一次去，藉由這次的課程不僅讓學生接觸這項方便且豐富的
學習資源，也有多數學生認為課程中最特別的是老師帶著大家參觀毒品展，並試聞毒品的味
道。
2. 清楚明確的教學目標讓學生對於知識能更加了解
目前在教育現場上面，對於「毒品」的宣導，大部分是透由行政單位以演說的方式進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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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實際吸收的知識較為有限。縱觀各科課程教材內容，發現欠缺較有系統的反毒相關課
程，且由於近年來，毒品深入校園的情形日益嚴重，學生普遍對於毒品並未有真正的認識與了
解，因此「反毒課程」實為需要。決定設計有關「反毒」的課程設計，一方面讓學生了解毒品
的性狀及其影響性；一方面也培養學生有健全的心態與認知，並教導學生如何協助身邊的藥物
濫用者，以免再次誤入毒品的傷害，如此不僅能照顧自己，亦能落實整體關懷。
●

除了教師講述外，學生必須分組合作學習，並完成學習單

3. 創新的課程設計並結合在地資源發揮「在地力」讓學生在快樂的環境學習
以往的反毒課程多會以「嚇阻」的方式來教導學生遠離毒品，但成效卻有限，因此本次的
課程緊扣主題「識毒不試毒，反毒不返毒」，打破過去傳統反毒課程，如：口號標語、行動
劇演出、毒害解說…等，並無法讓學生深入了解毒品相關資訊，因此本次課程結合在地資
源，讓學生進到緊鄰學校旁邊的國立科學教育館，在展覽中學生不僅認真聽教師的導覽，也
可以看到仿真毒品，並且實際聞到毒品的味道。在活動結束後，有多位學生表示這是個很特
別的經驗覺得很新奇，但毒品對人體造成的危害甚大，決不以身試毒。
●

學生到了科教館認真聽老師導覽，也能在聽完導覽後完成學習單

4. 任務包設計不僅讓教學更有趣也讓學生學習更具挑戰性
過去的課程也曾有讓學生製作海報的經驗，但學生往往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
且完成的作品也多半不如預期。所以在本次活動前，老師們討論如何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完
成內容既豐富又美觀的作品，並且可以在課後直接張貼於校園公佈欄，亦可讓全校師生更了
解毒品的相關知識。因此，經老師們一番腦力激盪後，決定以「識毒任務包」、「海報製作
引導範例」讓學生以更有趣、更有系統的方式完成海報。實際實施後，發現學生在領取任務
包時是覺得新鮮、特別的，且在課程中學生的確更能夠分工合作，每個組員都能各司其職，
有更充分的時間準備上台報告，將過去靜態的反毒宣導變得很不一樣。未來若有相關課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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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製作、發表海報的活動，這是一個有趣又好玩的方式。
● 打破以往分組活動常有學生袖手旁觀，然而這次的分組，明確的引導指示，讓多數學生
可以找到自己在小組內的角色，最後共同完成海報，上台作精彩的分享。

5. 教師跨領域合作教學讓學生學習成效加倍（附：四次共備會議記錄）
這是輔導活動課首次與資訊科跨領域合作，在每一週上課前，教師都必須要開共備會議，
在彼此討論與分享的互動中學習，著實令人感動。這次的課程除了延續教師平時使用影片、
PPT 教學外，另外有 2 個特色：第一，結合平板電腦，主要目的是要讓學生可以利用平板電
腦上網找資料，希望學生能有資料搜集的能力；第二， 結合 AR 擴增實境圖卡，由於教師無
法準備毒品的實際樣品供學生瀏覽，因此嘗試結合 AR 擴增實境之功技術，將相關之圖片、網
站、新聞、影片設定於圖卡中，學生在課堂中只需依教師指示，使用平板電腦來進行學習，
可節省課堂中學生搜集資料的時間，教師可以更有效地運用，如撰寫學習單、填寫回饋問卷
等。在傳統的課程中融入資訊與法治教學，讓教學更有意義，課程內容也更加精彩。
● 課前的腦力激盪及課後的課程檢討，都是為了讓學生能在課程中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

2、 課程建議
1. 教室的借用及器材設備
本校為完全中學，但國中部並沒有專屬輔導活動課的專科教室，因此活動的進行必須跟其
他高中部的老師借專科教室。本次借用的教室為高中部社會科教室，社科教室的課桌椅在分
組使用上較為便利，學生也較能透過討論、操作方式做中學，更能有效學習，但除了教室不
一定每一次上課都能順利借用外，因為較少使用高中部教室,因此設備較不熟悉，若有突發問
題出現，往往需要花些時間去處理。
2. 教室 wi-fi 雖然已事先測試但仍會有中斷的狀況發生
學校雖然有無線網路，但可能仍因為各種拐角厚牆，導致學校 wi-fi 信號仍有些不穩定，
導致學生在查詢法規資料時可能會有斷線的情況發生，或是因為沒有網路所以無法使用掃描
AR 的 app 軟體，雖然在課程當中教師都有立即打開手機內的無線基地台讓學生重新連線，但
若在網路的訊號上能夠有所改善，活動課程則能更加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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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廣規劃
1、 學校的推廣
1. 在課程活動時，掃瞄 QRcode 條碼便能輕鬆連結到全國法規資料庫，多數學生都是第一次
進到這個網站，且對於法規條文並不清楚。若能將 QRcode 條碼條碼張貼於校園角落加以
宣導，讓學生隨時隨地查詢法條，久而久之便能建立正確的法治觀念。
2. 反毒議題不僅在週會上宣導，也能在課程中教學，並在課程結束後，將優秀的學生作品張
貼於學校公佈欄，不只能提升學生的成就感，反毒的理念也能落實在校園每一個角落。
3. 在朝會的時間，能讓參與課程的每組同學上台利用海報及行動劇的方式，向全校師生生介
紹毒品的知識、毒品對人的傷害、毒品相關的法規，並教導同儕如何遠離毒品的傷害。
4. AR 融入課程，明顯感受到學生對於新事物所產生的新鮮感，求知的慾望也顯著提升許
多，因此可以多加推廣在課程活動中，如：闖關、解任務…等，都能多加利用這個軟體設
計，提升學生的活動參與度。
5. 「法律知識競賽」不只能在課堂中以小組競賽的方式，也能推廣成為全校性的比賽，讓法
治觀念推廣給全校師生。
2、 教師的推廣
1. 在領域會議中，教師可與不同科目的教師進行跨科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學習的主題得以連
貫，並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2. 協同教學、共同備課，不僅能夠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不同的樣貌，也能藉由教師間腦力
激盪，激發出更多的教學創意，除了能增進教師情誼，也能讓課程內容更加豐富有趣。
3. 本課程以公開觀課方式進行，讓學校教師都能夠進入班級內觀摩，並在綜合活動領域、健
體領域的教學研究會裡進行分享，並接收觀課教師的指教，改進課程讓課程內容更完整。
4. 教師能將課程內容濃縮，將最精華、最精彩的部分，在週會活動上帶給全校師生。
5. 學校可以在教學研究會或是研習課程中，辦理「全國發法規資料庫」的教師增能講座，讓
教師能夠更了解這項網路資源，進而將正確法律知識帶給學生。
3、 家長與社區方面
1. 將課程內容上傳至學校網路，並向家長宣導「全國法規資料庫」這項網路資源，家長除了
能夠了解學生上課學習的內容外，亦能陪同學生共同參加「法規知識王闖關大賽」。
2. 學習不單止是在教室內，學生除了能在課堂上聽教師教學外，本校因緊鄰國立臺灣科學教
育館，且在 6-9 月間也有展出「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相」的常態展，因此教師決定結
合在地資源，讓學生能夠親眼目睹仿真毒品的樣貌及氣味，加深學生對於課程的知識內
容。
3. 鼓勵家長能參與社區辦理的法規增能相關課程。
4. 在親師座談會、家長日中宣傳「全國法規資料庫」，並教導家長如何運用。
參考資料

課程 PPT 參考資料
● 紫錐花運動的由來
http://enc.nutn.edu.tw/Page/Index/drug
●
www.ey.gov.tw/DL.ashx?...%2FUpload%2FRelFile%2F3602%2F750935%2F 新世代
● 奇美醫院反毒宣導 PPT
www.chimei.org.tw/main/clh_department/75500/六大主題 20120525/反毒宣導.ppt
● 維基百科—大麻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BA%BB%E7%A7%91
● 反毒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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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tidrug.moj.gov.tw/mp-1.html
● 維基百科—海洛因
http://www.twword.com/wiki/%E6%B5%B7%E6%B4%9B%E5%9B%A0
● 混合型新興毒品猖獗 警政署連三日逮千名毒蟲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652483
● 搖頭丸資料
https://read01.com/ePL7o7.html#.Wd12q0qCxZ1
● 17 歲少年秀神秘直銷「保健膠囊」 警：含 K 毒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157128

圖片參考資料
● 紫錐花
http://enc.nutn.edu.tw/Page/Index/drug
● 士商。114 の春暉網頁✿ 常見毒品分級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hishang114nochunhuiwangye/zhuan-ti-jin-du-jian-shi-jibian-ji/du-pin-zhuan-qu/chang-jian-du-pin-fen-lei
● 當你遇到這些人（毒癮者的樣貌 1）
http://view.inews.qq.com/a/20150130A0016000
● 當你遇到這些人（毒癮者的樣貌 2）
http://wwwu.tsgh.ndmctsgh.edu.tw/cp1/place2-5-7.htm
● 當你遇到這些人（毒癮者的樣貌 3）
https://www.123rf.com/photo_22764649_cartoon-vector-illustration-of-a-drug-addictman-addicted-to-heroin-injecting-a-syringe.html
● 「毒」字樣
http://www.mayjam.com/only-fun-at-may-jam/
● 吉姆・莫里森照片 1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jz98S
g5ebWAhUKppQKHeIhBh8QjhwIBQ&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blog_6714e3290100
pvpr.html&psig=AOvVaw0DzdvCo_HYqWdQ54yRVrge&ust=1507750177424546
● 吉姆・莫里森照片 2
http://music.163.com/m/topic/18506086

影片參考資料
● 刑事警察局-「勇敢的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4-Z5YQjaI
● 生日變忌日！學長餵搖頭丸 女大生休克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qZl0_ZMvqY
● 現代版白雪公主！(蔡阿嘎 x 中信反毒教育基金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nXGRGVEcw&t=9s
● 蔡阿嘎 - 自嗨不吸毒（2 分鐘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bLTMDbtex8&t=1s
● 【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相】特展精采介紹－歡迎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AmSknag_A&t=3s
● 大麻究竟是什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rgvz8lgVA&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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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毒專業機構—那可拿新生活教育中心
http://blog.udn.com/nntwn/71591133
● 認清安非他命毒害的真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t11XeeXzc
● 1412 海洛因濫用症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IKqWDlg1c4
● 被濫用的新興毒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CQNfql0ws
● 搖頭丸的真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z-8dbvjkk
● 【台灣壹週刊】是毒也是藥 吸 K 他命治重鬱症揭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YWRcY9Vrs
附件資料
1.
2.
3.
4.
5.
6.
7.
8.

附件一：第一節課—「毒墓難知」課程 PPT
附件二：課程自製教具、教材圖、反毒糾察隊任務包
附件三：第三節課—「毒衣吾惡」課程 PPT
附件四：教師共備會議記錄*4 次
附件五：教師評量方式及學生學習單總覽
附件六：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
附件七：課程活動照片
本課程已實施，課程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kr4IcVV1M&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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