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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中市向日葵反毒志工團隊-斜槓青年計畫 

壹、 前言: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8年「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年報統計，108年學

生藥物濫用通報以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FM2、硝甲西泮)施用人數為大宗，計

292件，較 107年 341件減少 14.4%；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MDMA及大麻計 280件，

較 107年 259件增加 8.1%。另，從「不同學制學生藥物濫用歷年通報人數表」資料

顯示，108年通報人數最多為高中職 315人 51.8％)，國中 184人 30.3次之。相較

107 年數據，108 年各學制通報人數，國小及國中皆增加，因此如何防範青少年毒

品使用與一、二及毒品人口新生，已成為毒品危害防制的重要課題。 

而行政院主計總處「99 年人口與住宅普查」（101 年）結果顯示。我國家庭型

態呈現規模縮小趨勢，近 10年來，單親家庭增加 48.3%、隔代家庭增加 35.1%而單

人家庭也呈現顯著成長增加 17.1%，使得家庭的支持系統與因應能力，變得愈加單

薄與脆弱。脆弱兒童與家庭（vulnerable children and families）與高風險青年

(high-risk youth, HRY)議題越來越受到關注。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中

表示，此種家庭結構的脆弱性，使得這些家庭承受風險能力降低，而陷入貧窮、暴

力、吸毒、自殺、婚姻與家庭破裂情境。又早期劣勢經驗增加未成年抽菸及喝酒的

機率，使其在成年期有較嚴重的上癮行為並衍生相關之健康與適應問題(Dube, 

Anda, Felitti, Edwards, & Croft, 2002)。因此如何提供弱勢家庭兒童適切的協

助與服務，提升其自我效能與就學意願，降低接觸使用毒品的機會，是中心的首要

目標。 

根據 Bandura（1986）社會學習理論提到，自我效能的形成受到成功的表現經

驗（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語言

說服（verbal persuasion）及情緒的激發（emotional arousal）等四項訊息影響。

其中，「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即是指觀察學習楷模人物，以激

發信心，認為別人做得到自己也做得到，且楷模人物的影響，能降低學習過程中的

焦慮，以增加自我效能感。因此，藉由同儕輔導制度以建立學習過程中的楷模人物，

對成績不理想的同學是相當重要的矯正性經驗。 

綜上所述，由品學兼優、品性良好且受過中心訓練的大專志工擔任楷模前往弱

勢機構服務，透過關懷陪伴、學業輔導、建立正向生活態度等方式，提升弱勢兒童

自我效能、穩定其求學意願，並且利用同儕輔導制度、共同參與的支持系統，補足



弱勢兒童家庭功能，加上中心反毒資源(反毒桌遊、防毒好遊趣計劃)，提高機構兒

童、青少年防毒意識，學習識毒、拒毒、反毒，將毒品防制觀念向下扎根。 

 

貳、 計劃目的: 

派遣中心訓練之大專志工前往臺中市社福機構服務，透過傾聽、課業輔導、

關懷溝通等方式，強化機構學員支持系統、陪伴機構學員建立正向生活態度與求

學意願，另運用自身專長訓練機構學員課業外之能力(如:閱讀、繪畫、音樂…等

等)，培養正當休閒活動、建立正確紓壓管道，並透過反毒桌遊、防毒好遊趣等反

毒衛教宣導資源，帶領學員從遊戲中認識毒品危害、降低機構學員因同儕影響、

缺乏正當休閒、正確毒品知能而接觸使用毒品的機會。 

參、 執行方式: 

一、大專志工招募: 

(一) 招募對象：本市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含碩博士班，無年齡限制)。 

(二) 招募條件：生活作息正常、無不良嗜好、無遭退學、休學或其他處分者。 

(三) 招募方式： 

1. 大專院校： 

(1) 進入本市各大專院校辦理招募說明會，邀請有興趣的學生參與。 

(2) 至有志工時數需求、實(見)習需求科系(如社工系、諮商輔導系等)進行

招募，培養長期服務志工、毒防中心實(見)習生。 

(3) 結合校園反毒設攤宣導，進行招募活動。 

(4) 連結大專院校的春暉相關社團辦理藥癮知能教育課程，宣傳服務內容。 

2. 網路平台：透過本市志工媒合平台、臉書粉絲團及官方 LINE帳號宣傳。 

3. 機構宣傳：透過臺中市伴讀機構協助張貼大專志工招募資訊。 

 

 

 

 

 



二、服務內容 

(一) 課輔伴讀組： 

1. 課業輔導: 

大專志工陪伴受輔學生完成學校交代之作業，預習、複習學校課業及針

對需補強之學科進行教學。 

2. 機構交辦事項: 

協助機構大專志工共同參與及協助機構辦理多元活動（如：影片討論、

夏令營、手工藝製作、烹飪…）。 

(二) 活力健康組: 

1. 團康才藝: 

大專志工利用自己的專長(音樂、運動、美術等)教導機構學員課業外之

之能力，訓練學員培養正當休閒活動，或透過帶領團康活動等方式與學

員建立良好關係，並從活動中建立機構學員正向面對生活態度。 

2. 反毒遊戲: 

(1) 反毒桌遊： 

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於 109年設計反毒桌上遊戲，遊戲中加入各種

毒品種類與症狀，由機構人員、志工帶領受輔學生進行了解毒品症狀與

危害，使反毒宣導增添趣味性與教育意涵，藉由桌遊之推廣，增進機構

兒童藥物濫用防制知能、提升自信心及人際互動能力。 

(2) 防毒好遊趣計劃: 

運用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楊中信博士設計之「防毒好遊趣」反毒教材，

帶領機構兒童看見毒癮進而了解毒害，由見到毒害而拒絕碰毒、從科學

與實際案例進行有效且更有說服力的反毒與防毒資訊傳播。 

 

 

 

 

 

 

 

 



三、教育訓練: 

(一) 課輔伴讀組: 

1. 媒合成功後，將由弱勢機構進行面試，並且由機構依照學員狀況、機

構需求進行初步教育訓練。 

2. 中心將於每年 5月、10月辦理相關教育訓練，由專業青少年輔導人員

帶領志工進行經驗分享與個案研討，提升大專志工課輔技巧、溝通能

力。 

(二) 活力健康組: 

1. 教導志工運用反毒桌遊、防毒好遊趣等反毒宣教資源、培養志工毒品

危害防制知能、訓練志工帶領反毒遊戲能力，使向日葵大專志工成為

中心反毒種子講師。 

2. 將邀請大專志工參與中心 110年度辦理之教育訓練，提升志工對於毒

品防制法規與相關業務之衛教知識。 

 

四、毒防好麻吉，防毒好遊趣!-大專院校毒防友善校園計畫 

(一) 計畫主旨: 

根據 110年度大專院校服務學習時數需求調查，大部分中部大專院校

大一新生均需參加指定時數之服務學習，亦有部分科系學生需要大量志工

服務時數，然多數大專院校配合單位皆是從事長照、身障或課輔等機構，

或是由學生自行尋找服務單位，缺乏與藥癮相關單位可供學生選擇。 

近年新興毒品盛行，加上偽裝成食品的包裝，使得年輕族群多因好奇

或誤食而遭到毒害，因此，為將毒品防制觀念推廣到更多的年輕族群、提

升毒防中心服務廣度、拓展服務學習範圍、建立學生反毒意識，110學年

度中心預計邀請大專院校將中心列入大專院校服務學習認列單位，成為毒

防友善校園，並藉由與學校合作，吸引更多大專院校學生加入反毒志工青

年軍。 

(二) 執行方式: 

1. 學生安排: 

由學校安排學生至毒防中心擔任志工，由中心負責規劃學生服務內

容，並與協助學校登打服務時數與成績等行政事宜。 

2. 服務內容: 

將安排 4小時反毒教材教育訓練，培養學生加入活力健康組，訓練其

成為反毒桌遊、防毒好遊趣種子教師，安排至與中心合作之社福機構

帶領反毒遊戲，並利用自身專長進行團康才藝培養活動。 

 

 

 

 



五、計畫期程及工作進度: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大專志工招

募 

            

社福機構聯

繫會議 

            

課輔伴讀組

教育訓練 

            

社福機構學

員獎勵品申

請 

            

大專志工服

務獎勵券、

證書發放 

            

活力健康組

教育訓練 

            

大專院校毒

防友善校園

計畫 

            

核銷             

 

肆、 任務分工及橫向連結 

一、 臺中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一)整合局內資源，推動大專志工計畫。 

(二)配合各機構推動輔導方式。 

(三)於各大專院校辦理志工招募說明會並於線上招募平臺發布招募訊息。 

(四)辦理志工教育訓練、機構聯繫會議等並提供顧問諮詢。 

(五)強化機構人員、受輔學生及家長對於新興毒品、毒品危害之認識。 

(六)依據各機構提供志工服務時數授予志工服務證書。 

(七)定期統計志工服務之時數簽呈服務獎勵。 

(八)申請及核銷相關經費。 

(九)分析、統整本計畫成果。 

(十)依據機構需求派員至機構內辦理藥酒網癮等成癮防制宣導。 



二、 臺中市社福機構 

(一)統整機構內大專志工服務時數(附件一)、收集服務照片與定期確認志工服

務意願。 

(二)發放志工時數條 

(三)收集機構內受輔學生前、後測驗資料。 

(四)協助辦理活動宣導組活動。 

(五)反映志工服務過程，並提出改進措施與留任辦法。 

三、 臺中市各大專院校 

(一)發函至本市各大專院校，請校方協助宣導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畫。 

(二)協助辦理大專志工招募說明會。 

(三)協調服務性社團、相關科系參與此計畫 

(四)協助招募大專志工。 

四、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一) 宣導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畫。 

(二) 提供社福機構相關資訊，並協助連結合作。 

(三) 提供安置型中輟學校資訊(如:善水國中/小)，並協助連結合作。 

伍、 獎勵機制 

一、 大專志工： 

(一) 服務時數: 

1. 課輔伴讀組: 

由社福機構每月統計志工服務時數，並且將志工服務狀況回報中心，以

利中心核發時數條、計算年底獎勵禮券金額。 

2. 活力健康組: 

由大專志工承辦人統計志工服務時數並核發時數條，並統計志工服務情

形，以利計算年底獎勵禮券金額。 

(二) 志工服務證書： 

本局將核發「臺中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向日葵反毒志工團隊-大專

志工組」志工服務證書。 

(三) 獎勵禮券: 

為鼓勵大專志工於本年度積極參與服務，獎勵制度為年度統計(去年度 12月



~今年度 11月)，依一整年度服務時數總計給予「統一超商禮券」，以玆鼓勵

(不得重複領取)，以下說明: 

1. 服務時數達 25小時者，每人發予 800元禮券 

2. 服務時數達 50小時者，每人發予 1600元禮券。 

3. 服務時數達 60小時者，每人發予 2000元禮券。 

4. 服務時數達 80小時者，每人發予 3000元禮券。 

5. 服務時數達 100小時者，每人發予 4000元禮券。 

※視經費執行情形，申請至本項經費用罄為止。  

(四) 協助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衛生保健) 

1. 需至臺北E大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小時及完成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衛生

保健志願服務人員特殊訓練6小時。 

2. 檢具申請資料(照片2張、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證明影本等)以辦理志願服

務紀錄冊申請。 

二、 受輔學生： 

(一) 每學期依照機構中志工實際服務人數提供獎勵名額，每服務 5人提供 1名

獎勵名額，不滿 5人以 5人計，因機構學員特性不同，為確實提升學員自

我效能，給予其正增強，110年度獎勵項目將由機構設定，如成績進步

獎、熱心助人獎、體能健將獎等等。 

(二) 因現今社會誘惑太多，致使許多青少年對課業興趣缺缺，為提升青少年課

業成績及學習態度，將提供 100元以內之學用品及文具做為獎勵品，由伴

讀機構老師協助填寫表單申請(附件二) 

三、 社福機構：於計畫執行結束後，將頒發感謝狀予社福機構。 

 

 

 

 

 

 

 

 



陸、 伴讀成效評估方式 

一、 採用問卷施測，進行前、後側，(附件三、四) 

1. 前測:大專志工介入輔導前，由機構人員評估青少年狀況。 

2. 後測:大專志工介入輔導後，由機構人員評估青少年狀況 

二、 採統計分析之方式進行成效統計。 

柒、 預期效益 

一、預期招募大專志工人數至少達80人，受輔導學生至少50人。 

二、輔導高風險孩子學習基本課業，並導正其學習及生活態度，預期年度輔導結

束後有85%學生整體態度有明顯改善。 

 

 

 

 

 

 

 

 

 

 

 

 

 

 

 

 



110 年度臺中市向日葵反毒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畫簽到單 

服務機構：                                                        月份:______月 

姓名  性別  電話  

學校  科系  年級  

服務內容： 

□陪伴讀書   □協同教學 

□疑問解說   □課後輔導 

□文書處理   □其他:_________ 

志工服務時段： 

下月繼續服務: □是   □否 

時數領取方式: □每月 □每學期 □每年 

次數 服務日期 志工簽名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當日累積

時數 
指導學生 機構簽章 

範例 01/01 黃小明 16:00 18:30 2.5 hr 林小美 OOO機構印章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月服務時數    共_______小時 衛生局簽章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110年度臺中市向日葵反毒大專志工陪伴輔導計畫 

機構受輔學生獎勵品申請表 

申請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名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輔學生數每 5人可申請 1名額，至多 10名) 

 

 

機構簽章：_________________                    衛生局簽章: 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年級 獎項名稱 得獎原因簡述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高關懷青少年)前測問卷  

1070112 製 

填寫問卷日期：        年       月      日 

 

 

 

 

一、 基本資料 
 

1. 姓名：                             

2. 學校：                           (未就讀免填) 

3. 年級：  □國小      年級   □國一   □國二   □國三 

4. 年齡：                         

5. 家 庭 狀 況 ：□單親家庭(未婚、離婚、一方已逝)  □雙親家庭  

□繼親家庭(有繼父、有繼母)  □隔代教養   □新住民(父母)    

□其他                 

6. 目前家庭經濟狀況：□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般  □小康  □富裕 

7. 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家人   □親戚   □父母   □其他              

8. 家中成員對孩子的支持度：□良好   □普通   □不良   □不了解 

9. 是 否 曾 嘗 試 過 ：□酒     □香菸   □檳榔  □毒品 

 

二、 與機構配合度 

2.孩子與機構的配合程度 
非常不同

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2-1.志工介入前，孩子願意尋求機構的協助。     

2-2.志工介入前，孩子願意遵守機構的規定與管理。     

2-3.志工介入前，孩子與機構人員相處愉快。     

2-4.志工介入前，孩子對機構有認同與歸屬感。     

 

目的： 

    設計此份問卷為了解孩子在大專志工的陪伴輔導前後(家庭支持度、自我認同、人際關係、

課業、態度)之比較，本問卷採四分法，並有前後測，請依現實情形勾選「志工介入後」最符合

受測孩童的狀況，以了解陪伴輔導後是否有顯著差異。感謝您！ 

附件三 



三、 自我認同 

3.孩子對自我是否認同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3-1.志工介入前，孩子認為自己是有用的     

3-2.志工介入前，孩子對自己的未來抱持正面態度。     

3-3.志工介入前，孩子願意面對並主動提起過去的經驗。     

3-4.志工介入前，孩子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四、人際關係 

4.孩子在群體內的互動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4-1.志工介入前，孩子可以融入大群體活動。     

4-2.志工介入前，孩子在群體中會扮演領導者角色。     

4-3.志工介入前，孩子願意與他人溝通協調、尊重他人意

見。 
    

4-4.志工介入前，孩子擁有穩定的人際對象。     

五、學業表現 

5.孩子在課業學習及本身能力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5-1.志工介入前，孩子的評量成績良好。     

5-2.志工介入前，孩子的作業完成度良好。     

5-3.志工介入前，孩子會主動學習新事物或技能。     

5-4.志工介入前，孩子會專心於學習課業。     

六、情緒狀態 

6.孩子在機構內的情緒反應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6-1.志工介入前，孩子遇到問題會以正向的態度解決。     

6-2.志工介入前，孩子的個性樂觀開朗、時常保持笑容。     

6-3.志工介入前，孩子會適時表達自己的感受。     

6-4.志工介入前，孩子有能力控制自己不良的情緒。     

 

 



臺中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高關懷青少年)後測問卷  
1070112 製 

填寫問卷日期：        年       月      日 

 

 

 

 

一、 基本資料 
 

10. 姓名：                             

11. 學校：                           (未就讀免填) 

12. 年級：  □國小      年級   □國一   □國二   □國三 

13. 年齡：                         

14. 家 庭 狀 況 ：□單親家庭(未婚、離婚、一方已逝)  □雙親家庭  

□繼親家庭(有繼父、有繼母)  □隔代教養   □新住民(父母)    

□其他                 

15. 目前家庭經濟狀況：□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一般  □小康  □富裕 

16. 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家人   □親戚   □父母   □其他              

17. 家中成員對孩子的支持度：□良好   □普通   □不良   □不了解 

18. 是 否 曾 嘗 試 過 ：□酒     □香菸   □檳榔  □毒品 

二、 與機構配合度 

2.孩子與機構的配合程度 
非常不同

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2-1.志工介入後，孩子願意尋求機構的協助。     

2-2.志工介入後，孩子願意遵守機構的規定與管理。     

2-3.志工介入後，孩子與機構人員相處愉快。     

2-4.志工介入後，孩子對機構有認同與歸屬感。     

三、 自我認同 

3.孩子對自我是否認同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3-1.志工介入後，孩子認為自己是有用的     

目的： 

    設計此份問卷為了解孩子在大專志工的陪伴輔導前後(家庭支持度、自我認同、人際關係、

課業、態度)之比較，本問卷採四分法，並有前後測，請依現實情形勾選「志工介入後」最符合

受測孩童的狀況，以了解陪伴輔導後是否有顯著差異。感謝您！ 

附件四 



3-2.志工介入後，孩子對自己的未來抱持正面態度。     

3-3.志工介入後，孩子願意面對並主動提起過去的經驗。     

3-4.志工介入後，孩子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四、人際關係 

4.孩子在群體內的互動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4-1.志工介入後，孩子可以融入大群體活動。     

4-2.志工介入後，孩子在群體中會扮演領導者角色。     

4-3.志工介入後，孩子願意與他人溝通協調、尊重他人意

見。 
    

4-4.志工介入後，孩子擁有穩定的人際對象。     

五、學業表現 

5.孩子在課業學習及本身能力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5-1.志工介入後，孩子的評量成績良好。     

5-2.志工介入後，孩子的作業完成度良好。     

5-3.志工介入後，孩子會主動學習新事物或技能。     

5-4.志工介入後，孩子會專心於學習課業。     

六、情緒狀態 

6.孩子在機構內的情緒反應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6-1.志工介入後，孩子遇到問題會以正向的態度解決。     

6-2.志工介入後，孩子的個性樂觀開朗、時常保持笑容。     

6-3.志工介入後，孩子會適時表達自己的感受。     

6-4.志工介入後，孩子有能力控制自己不良的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