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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防制濫用藥物」 

 

毒品對人的傷害甚大，吸毒者不僅毀了自己的一生， 

更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除應負擔刑責外，還需承擔 

吸毒的後遺症，因此，我們應建立正確的防毒觀念， 

拒絕毒品的誘惑，並觀察身邊的人是否有異狀，適時 

給予協助，共同打擊毒品的危害。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電子四甲 

1、如果身邊親朋好友有吸毒時，我們應該要關心他，喝止他，因為吸毒者本身意志是相對

薄弱，要介紹他或打給警察協助處理，但戒毒過程非常辛苦，我們要給他們關心和鼓勵，

不然有可能還是會繼續吸毒。2、在戒毒過程中，陪她走路、跑步、任何運動都可以轉移想

再吸毒的想法，同時藉由運動也可以幫助回歸正常作息與紓解情緒。 

機械四甲 

拒絕毒品的方法：1、拒絕不良嗜好。2、善用好奇心，不要以身試法。3、尊重自我、堅決

拒毒。4、建立正當的情緒紓解方式。5、認識正當的情緒紓解方法。6、遠離是非場所。

7、提高警覺、不隨便接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 

電機四甲 

1、要幫助他克服「心癮」。不要為了高興、開心，而想要拿毒品來助興，要避免這種心理

依賴。2、協助吸毒者管理好人際關係，不要讓他在與別的吸毒者或賣讀者接觸。3、培養

吸毒者的人格成熟度，唯有身心成熟的人，對事物才能有客觀的看法，要讓她明白自己有

多少能力，要面對現實生活，走出自己，要承擔責任，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要負起責任。以

上三點首先要與吸毒者建立信任，吸毒者身邊的親人或好友去協助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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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電機四乙 1、陪伴關心。2、報警處理。3、放鬆心情。4、尋求醫院協助。5、鼓勵與給予動力。 

電機四丙 告訴她為了家人要堅持下去。 

工管四甲 

鼓勵戒除不良嗜好，協助建立正當的情緒紓解法，厲聲斥責與不信任，協助其接受醫院戒

毒之可能性，協助改善舊的吸毒環境，例如：搬家或到外地工作協助認識正確用藥觀念，

遠離吸毒的朋友，協助建立正常的作息生活，安排是當的休閒生活，規劃未來生活方向，

讓他有適應能力與自信面對未來的生活，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是戒毒者的重生的力量，當戒

毒者戒除毒品的信心地落或在吸毒時，家人應以愛去支持他，病故利他自我遠離及人格重

建。 

企管四甲 

確認吸食毒品的特徵為何，並鼓勵與陪伴期前往醫院戒癮，國內目前有很多藥物濫用諮詢

及輔導機構，也有很多醫療機構參與戒治工作，可撥打 24 小時免費諮詢專線 0800－

770885（請請你，幫幫我），尋求協助。 

企管四乙 

給予鼓勵和支持，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舉辦小組教授拒絕吸毒技巧，告知反效果，聆聽

背後原因，跟進輔導。告知對方家長協助報警處理，陪伴對方轉移注意。 

幼保四甲 

1、先確認吸毒者的特徵為何？2、鼓勵與陪伴期前往醫院戒癮。3、撥打諮詢專線：

0800770885。如何協助戒除：1、勿反應過度。2、真誠溝通。3、了解真理。4、安全至

上。5、別過度自責或責備家人。6、無需承擔一切。7、好好這顧自己。8、看中其他家

人。9、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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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資管四甲 

1、多陪伴。2、多關心。3、給予適當的協助。4、協助看醫生。5、給予建議。6、移開障

礙。如：壓力、其他誘因。7、降低渴求。 

資管四乙 1、拿網路上的案例給好友看，並告訴她嚴重性。2、提供朋友戒除的場所及方式。 

應外四甲 

溝通是建立良好的門，適者與他溝通，看能不能幫助到。陪伴在他身邊，給予協助與幫

助，如果碰觸到了藥物，當下是很難馬上戒掉的，朋友和家人適時的陪伴與他度過戒毒的

難關，會是對他們最好的幫助。 

休運四甲 

1、提供正確的藥物資訊。2、轉移物質使用的可能時間，去做其他的活動（如打球）。3、

協助降低吸菸、飲酒或吃檳榔的習慣。4、有效的溝通，增進關係，做為一個自然的支撐系

統外，提高的資尊，對自己有正向的概念。 

休運四乙 陪伴她、鼓勵她、幫助他。 

觀光四乙 

1、先去理解和接納，濫用藥物者。2、協助並關懷，向專業機構尋求協助。也要去了解為

何會濫用藥物。 

妝彩四甲 報警送醫強制治療。 

妝彩四乙 報警 

時尚四甲 

1、多給予關心、陪伴。2、多耐心。3、利用糖或美食代替想吃的慾望。4、寵物陪伴也很

暖心。5、找其他適專心做轉移注意力。6、可以參考「遇見街貓 BOB」這電影。 

數位四甲 

先確認親友吸食毒品的特徵為何，並鼓勵與陪伴期前往醫院戒癮。國內也有很多藥物濫用

諮詢及輔導機構，也有很多醫療機構參與戒治工作。專線：0800-77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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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餐飲四甲 

班上得同學身邊都沒有遇到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但我們都會從新聞上看到有些人吸毒或

賣毒等…。一旦吸毒了，就會一直依賴，花錢又傷害自己的身體，毀掉你醫生。 

餐飲四乙 

1、建立種卻情緒紓解方法。2、培養健康休閒活動。3、認識毒品的危害嚴重性。4、斷絕

供應毒品來源。 

機械三甲 毒品不要碰，注意藥物成癮。 

機械三乙 報警，大義滅親，帶他去曬太陽，協助她去勒戒班。 

機械三丙 當發現身邊的人有濫用藥物的情形，會主動協助他遠離毒品或是通報社福機關。 

電機三乙 1、請他至醫院接受勒戒治療。2、多走出戶外，做有興趣的事情，陽光正面。 

工管三甲 

1、通知相關機構協助引導患者就醫，並可提供家屬協助輔導，患者減輕戒斷不適時，舒緩

方式，療程結束後須持續追蹤且輔導患者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假日需適時陪伴重新走向生

活。 

建築三甲 分享藥物濫用使用後的影片，告誡他人，陪伴他，度過過渡期。 

企管三甲 學校提供正確觀念與知識。父母：溝通、給予信心。朋友：使患者生活充實化（如打球） 

企管三乙 陪她去看醫生，遠離可拿到藥的朋友，管道。 

資管三甲 貼戒菸尼古丁貼片，慢慢戒掉菸癮，建議朋友去勒戒。 

資管三乙 送她去戒毒。 

應外三甲 

1、先通過家庭內部交流與溝通，幫助、引導戒毒者重建正常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形成正

確的正確社交，擴展家庭外部交流 or 活動，幫助他們斷絕有過毒友的來往。2、用藥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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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療，因藥物可幫毒患加快毒素代謝，消除神經病狀，還可治療各種可能併發的軀體疾病，

加強身體素質，縮短病程。3、也要檢查自己的家庭本身是否存在著缺陷，要消除導致吸毒

者成癮者的因素，化解家庭矛盾的癥結，少一些爭吵、訓斥發怒、毀物，多一些溫馨、關

懷溝通理解，諒解支持也是正確待吸毒者的重要方法 

金融三甲 

好好規勸，多多陪伴，給予關懷及陪同解決困難，避免沉淪毒品，並告知毒品只能逃避一

時並不能解決困境，陪伴、聆聽、尊重、了解比直接性責備有效多了。應看人視情況給予

最適當的處理方式。 

休運三甲 請他們轉移注意力，不要把重心都放在藥物上，給予適當的鼓勵，以協助他們戒除毒品。 

休運三乙 勸導和關心他們遇到什麼困難和需要什麼幫助 

觀光三丙 幫助他們尋找其他紓壓的方式，為擺脫藥物濫用。 

妝彩三甲 

勸他不要再繼續藥物濫用了，跟他說毒品會讓身體造成多大的傷害，而且也會讓親朋好友

開始對他反感。 

妝彩三乙 1、戒毒中心。2、多運動。3、去戶外分散注意力。 

時尚三甲 

家庭方面能給予的協助：1、了解藥物濫用的原因，仔細觀察子女的狀況，了解它們正面對

的問題。2、不要刺激，責罵孩子，讓孩子有安全感，給予安靜的環境。3、視吸毒（藥物

濫用者）為病人，而不是犯罪人。學校方面能給予的協助：1、安排個別或團體的輔導。

2、協助成癮的同學，通知家長將其送往醫院機構或勒戒單位接受治療。3、長期給予關心

與支持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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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數位三甲 

得知身邊吸毒的人，除了指責與心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幫助他們走出毒品的魔掌，成功

戒毒才是對它們最好的選擇。常規的戒毒治療分為三個步驟：1、解讀，生理上的戒毒，排

除毒品對器官的傷害，這一部所需要的時間比較短。2、度過心理依賴期，讓病人擺脫毒品

的精神癖好，通常須轉入助病院進行康復治療。3、擺脫了心理依賴，避免日後再陷入毒

品，轉入社區門診，有醫生，護士和輔導員幫助他們，衝心走入正常的生活，這才是治療

的最終目的，但家人和社會的支持，也很重要，少一點責備，戒毒的成功率必較大!戒毒專

線：0800-770-885。 

餐飲三甲 1、勸他趕快戒掉。2、告知她的家長。3、通知警察。 

餐飲三乙 

1、可先聆聽他藥物濫用背後的原因，引導其思想濫藥的壞處，身體的變化，並剖析利害關

係。2、給予幫助，關心和支持，例如送一句鼓勵或一張慰問卡都有很大的幫助。3、親友

使用毒品時，期關心視充滿矛盾和衝突的，如果家人能視者放下憤怒或舉葬的情緒，聊些

生活瑣事，讓他隨時有機會可以敞開心房感受家人的關切，對於戒毒相當有幫助。 

土木二甲 1、幫助他建立正確得防毒觀念。2、協助他拒絕毒品。 

機械二乙 

告知老師請老師去處哩，勸朋友遠離毒品，提醒他後果，通報警常並進行勒戒。鼓勵她勇

於認錯並告知家長，參加醫院舉辦的講座。 

機械二丙 

1、以其他藥物或酒精代替。2、隔離起來。3、到民間醫院買解藥或住院治療。4、尋求民

俗療法。 

電機二乙 1、報警裝他。2、幫他準備後事。3、斷絕他的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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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工管二甲 無濫用藥物之親友。 

國企二甲 

1、不要借錢給他們。2、要他們遠離毒品。3、跟他門的家人說。4、跟它們保持距離。

5、打反毒專線：0800-775885 

建築二甲 

現今毒品氾濫，尤其四級毒品更出現在校園、KTV、網咖、之類的公共場合，如果有人拿

奇怪的糖果或食物，絕對不可以吃食。如果在外，朋友拿毒品教你試吃時，要勇於拒絕並

且讓朋友也不要吸食毒品，才不會傷害身體。 

資管二甲 

1、可先聆聽親朋好友濫用藥物背後的原因，跟進輔導他，陪同到醫務所驗尿及檢查。2、

引導思想濫用藥物的壞處，身體的變化，並剖析利害關係讓對方了解。給予關心和支持，

例如送一句鼓勵話語或一句安慰卡都有很大的幫助。4、讓濫用藥物的親朋老友建立舒緩壓

力，情緒的正當方法，並建立正確的用藥觀念。5、培養協助健康正當休閒活動，建立他的

自信和自尊心。 

資管二乙 

1、應該要告訴她吸毒的壞處，並且帶她去醫院接受治療。2、如果無法良性溝通，就報警

讓警察來處理。 

金融二甲 1、提供他相關醫療協助，如撥打藥物免費諮詢專線：0800-770-885，協助處理。 

休運二甲 

1、避免或延遲與菸、酒、檳榔、藥物的接觸。2、及早提供濫用物質對身體傷害得知識及

相關的法令規章。3、協助戒除吸菸、飲酒、吃檳榔的習慣。4、教育正常化。5、強化休閒

設施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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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觀光二甲 

1、告知有多麼危害身體 2、請家人勸導 3、協助他到醫院看戒毒門診 4、給他看看一些之

前有在吸毒，但已戒毒成功的宣導片增加他能戒毒成功的信心 

觀光二乙 

1、提供戒毒的管道，讓吸毒的朋友考慮去戒毒。2、道德勸說，不要吸毒。3、報警處理，

讓警方斷絕毒品來源。 

妝彩二乙 告訴師長，跟他說這樣是不對的行為。 

時尚二甲 

有疑似以賣毒吸毒的朋友，應盡速遠離，若真有發現吸毒的朋友勸她去戒毒所，真的不行

請報警及時拯救幫助，報警不是「害」而是「幫」需要懸崖勒馬。 

餐飲二甲 1、去戒毒中心尋求幫助。2、給予適當的關心和幫助。 

餐飲二乙 帶他遠離它讓他沒有方法接觸到毒品，並且向社會請求協助幫忙。 

土木一甲 

引導朋友讓他明白濫用藥物對自己造成的後果，也可請他列出藥物、濫用的好處和壞處之

分析，對他表達同理心，如他有矛盾心態，應是此為正常的，接納他，有利於他的改善。

不要對他用爭論語言攻擊，會造成他的反效果。需增強他的自我效能，讓他相信我是可以

改變的，讓朋友知道若對自己有期望，終可以成功，對自己有責任感不要與他硬碰硬，讓

他感到被邀請一起來解決藥物濫用的問題，而不是被強迫的。 

機械一甲 

濫用藥物是一件不好的事，吸毒不但會傷害身體，也會毀掉你的一生，可以拒絕陌生人給

你的食物，要建立正確的防毒觀念，才可以事時地保護自己，可以共同的打擊犯罪，勸導

吸毒的改過自新，可以做一個正正當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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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機械一丙 

1、改變原本生活環境，遠離相關人員。2、撥打戒毒專線：0800-770885。3、戒毒門診

（代替治療）由醫師協助治療。 

電機一甲 

會包一輩子的尿布，身體就會很臭。盡量阻止說服其藥物的吸食，並通報給校園相關的單

位尋求救助。 

電機一乙 給予那些人關懷，不分門別類，幫助他們走出去。 

工管一甲 

1、堅定拒絕，勇敢說不。2、當朋友遞給你毒品時，找藉口立即離開。3、發現有藥物濫用

的同學或朋友，應鼓勵戒掉。4、轉移話題。5、培養適當的休閒娛樂。6、建立正確的用藥

觀念。 

國企一甲 

鼓勵戒除不良嗜好（例如：抽菸、飲酒）。協助建立正當的情緒紓解方法。厲聲苛責與不

信任，協助期接受醫療戒毒之可能性。協助改變舊有的吸毒環境，例如：搬家或到外地工

作。協助認識正確用藥觀念。協助遠離吸毒的朋友，例如：更換家中電話號碼或個人手機

號碼。協助建立起正常的作息，安排事當的休閒活動。協助規劃未來的生活方向，讓他有

適應能力與自信面對未來的生活。協助遠離不良場所，例如網咖、KTV、撞球場等。 

建築一甲 請勿因為同學或朋友聳，而接觸毒品。 

建築一乙 

1、提供戒毒專線：03-8542-470。2、提供吸毒者範例。3、吸毒害人一生，家庭朋友遠

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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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企管一甲 

給有再吸毒的親朋好友戒毒的管道，以及努力陪伴他們，使他們在戒毒的過程中。不孤

單。告訴他們可以做些甚麼，培養他們重心融入社會職責，給戒毒後處於迷茫中戒毒者指

名未來的方向，豎立他們信心。 

企管一乙 

1、勸戒遠離濫用藥物。2、拒絕不良嗜好。3、協助戒除濫用藥物。4、給予鼓勵；與自信

心。5、少去聲色場所。是非之地例如：舞廳、PUB 等。6、遠離壞朋友，酒肉朋友，所謂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幼保一甲 

1、協助遠離吸毒得朋友，例如：更換家中電話號碼或個人手機號碼。2、協助建立起正常

作息生活，安排事當休閒生活。3、協助建立正當的情緒。4、協助接受醫療戒毒之可能

性。 

資管一甲 

1、預防毒品近身的方法：1、生活作息正常。2、絕對不好奇試用毒品。3、建立正確情緒

紓解方法。4、不靠藥物提神與減肥。5、遠離是非場所。6、不接受陌生人的飲料。2、拒

絕毒品的方法：1、表明態度，堅持拒絕。2、道德勸說，回頭是岸。3、肯定友誼，但做自

己。4、自我解嘲，幽默一下。5、轉移話題，移開注意。6、逃之夭，走為上策。 

應外一甲 

給予關心，並詢問對方是否需要幫助，協助對方找到正確管道求助，不要過於強硬的態

度，找到對方信任的人，毒品一旦接觸就很難脫，且還有很大的風險，花錢傷身也解決不

了問題，所以當周遭有人需要幫助，請幫助對方找尋管道並走回正規的道路。 

金融一甲 

1、先確認吸食毒品的特徵為何，並鼓勵與陪伴期前往醫院戒癮。2、培養正當嗜好及休閒

娛樂。3、用愛心與耐心開導，避免一昧的責罰。4、給予適當的讚賞，陪伴面對挫折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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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理能力，建立用藥的的正確觀念。5、關心及傾聽，使增加信心，釋放壓力。6、可撥打中

心 24 小時免費諮詢電話：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電話將轉接所在地之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由專人提供諮詢服務，請求協助。 

休運一甲 

小心！新興濫用藥物就在你身邊，別因一時的好奇，而造成一輩子無法挽回的遺憾，拒毒

五招教你拒絕「新興濫用藥物」！1、直接拒絕 2、遠離現場 3、轉移話題、4、自我解嘲

5、友宜勸服 

休運一乙 

1、要及早勸說進行科學的治療，越早戒毒越好。2、做心理康復治療。3、要做好監督的則

並鼓勵。 

資工一甲 學校方面：1、推動防治毒品震撼教育。2、不定期實施尿液篩檢。尋求協助的機構。 

觀光一甲 

1、讓親朋好友了解藥物濫用的副作用。2、注意親朋好友是否有出入，濫用藥物的場所，

不要再次讓他接觸。3、給予關心和支持，以及適當的陪伴。 

觀光一乙 

1、在毒品戒斷時期，陪他度過，並陪她談心。2、解釋給她毒品對人體的傷害，並告訴他

人生是自己的。你可以選擇自己的走法。3、陪她去上毒品戒斷課程。4、讓他覺得他不是

一個人，一直有人在陪伴她鼓勵她。5、陪她找尋戒斷後，重新步上正軌的工作。6、讓他

知道人生是自己做的選擇並負責。我們只能告知解決方法並陪伴無法替他決定。 

妝彩一甲 

1、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幫助濫用藥物者重新營造一個良好的交際圈，也幫助他們親情、

友情上的溫暖，不能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他們!也可以和他們多交談，告訴他們可以做些甚

麼，培養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的社會職責，給處於迷茫中的他們指名未來方向，樹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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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對於身邊濫用藥物的親朋好友，我們可以給予那些協助？ 

期時走錯路了就要迷途之，害了自己也害了身邊的親朋好友，總歸一句：「回歸正途，總

會找到對的方向。」。隨時給予最真心的鼓勵，就是最好的協助與幫忙。 

時尚一甲 

讓他們分散注意力，多推廣戶外活動。如果有身邊的同學／朋友有吸毒的情形。給予他們

建議／幫助走過。 

數位一甲 

1、提供毒品勒戒方式。2、吸毒對人身體有極大危害，施以防制，勿因好奇心重而染上。

3、學校具完善體制及機構，詢問，解決。 

數位一乙 

1、多與他們參與休閒活動。2、告知他們要勿對身心的危害。3、邀請他們參加反毒座談會

講座等，讓他們料解藥物的危害。 

餐飲一乙 

所謂濫用藥物，不僅止於吸食毒品。還有藥物濫用，錯誤觀念，與自行去藥局抓成藥服

用。案例分享：前陣子看到報導，有一個家庭，將孩子送去外國讀書，而在國外並無禁止

大麻，所以孩子在國外染上毒癮，回國後，不了解國內法規。因而自己種植大麻，被警方

查獲後，最後還是得接受法律判刑。現代人生活壓力大，許多人患有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問

題。有一個同學因失眠問題求助醫師，都沒依照用藥指次，一次服用了 3 天的藥量。有些

長輩會聽信偏方，亂買成藥，甚至「甲好逗相報」推薦親友。若發現身邊同學有濫用藥物

的情形，請一定要通報老師。教官；若是親友。請立即報警。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不

要輕易相信網路上的訊息，或是網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