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好
young

國小中年級學生 適用

教育部校園反毒教育學習教材

學期圓滿結束，學生滿心期盼假期到來的同時，

也正是毒品惡勢力趁虛而入的危險時機，

請家長和孩子共學完成「健康好young，不獨特」學習任務，包括：
影片觀賞、遊戲互動、情境討論、測驗挑戰、反毒行動與展現等。

學校和家庭攜手引領孩子知毒、識毒、拒毒、迎向健康幸福人生!



健康好young，大補帖

親愛的家長與同學：

今天健康了嗎？邀請您們一起加入「健康好young， 」

知毒反毒學習的行列，天天快樂學習、天天健康成長！

毒品變身百百種，你能辨識有幾種？
快看這邊，教你破解毒品新偽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n81_9Suq0&t=4s



想知道更多毒品危害與防制的訊息
請查詢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站與專線

親子一同打擊毒品，
成功過關！寫下鼓勵一句話：

【影片觀賞】
毒品偽裝辨識、
覺察與求助

□已觀看 教育部

【遊戲體驗】
我反毒我驕傲
-打擊毒品動茲洞
□已體驗



  

  

健康好young，事件簿 與家人㇐起共讀

小寶受邀參加好同學的生日聚會，發現…

想唱歌的時候，吃
了它，立刻讓歌聲
響亮又很嗨…

想㇐想，同學生日聚會，發生了什麼事情？哪些是可能跟毒品
危害有關，要小心注意的地方？和家人㇐起討論，回答問題：

【what】事件故事中，有哪些可
能是隱藏著毒品的地方？(請勾選)

【so what】有人請你試吃這些糖果、飲
料時，你會如何做呢？

(A)嘗試㇐次，看看有沒有效
(B)保持懷疑，不要嘗試，勇敢拒絕和離開
(C)是朋友邀請，應該接受，不會有問題
(D)其他： (寫出來)

小心變裝毒品在身邊!!

我選擇【 】
原因是：

有好多同學都來參加
喔，好像也有些不認
識的人耶…

咦...你們在
分享什麼？是
糖果、飲料嗎？

不知道是
是哪個廠
商出的？

告訴大家，這
些都是新奇好
東西，廠商還
研發更新又酷
的新產品…

小寶 小寶

試試看這提神飲料，
免費是試用，保證
有效啦!…

真的有效嗎？他
推銷的這些東西，
看起來怪怪的，
會不會有問題呢?

小寶

誇大效果
的糖果

神秘包裝
奇特的食品

成分不明
的提神飲料

其他發現
(寫出來)







健康好young，練功坊

1.毒品違法、吸毒危害，知多少？正確打〝〞；錯誤打〝X〞。

( )如果是朋友請小寶使用毒品(例如：搖頭丸等)，因為是免費的，所以沒有犯法。

( )因為小寶還是學生，如果使用或販賣毒品(例如：安非他命等)，不會有法律責任的。

( )小寶只有在朋友間炫耀、展示毒品(例如：毒奶茶包等)，自己沒有使用，就不違法。

( )小寶只是幫朋友「保管毒咖啡包」，應該沒關係、不犯法的。

( )使用摻有愷他命(K他命) 成分的糖果，可能會導致膀胱萎縮，終身必須包尿布。

2.如果你是小寶，對於參加生日聚會時的敘述，哪㇐項是最符合你的想法？【 】

A. 發現同學可能使用毒品，跟我沒關係，裝作沒看到就好

B. 可以提神又嗨的新奇食品，我嘗試㇐下應該不會有害的

C. 會表示自己很膽小，不敢嘗試，我會找理由，離開回家去

知毒反毒等你來挑戰，思考後填寫答案：

得分：

(參閱【下㇐頁】正確答案說明)

6.如果你是小寶要和朋友聚會，你覺得約
在哪裡會最安全呢？【 】

A. 網咖打電動

B. 速食店聊天

C. 封閉式的KTV包廂唱歌

3.如果你是小寶，對於毒品的態度，哪㇐項最符合你的想法？【 】

A. 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堅決拒絕毒品，遵守反毒的規範

B. 大家㇐起聚會嘗試使用毒品可以增加友誼、交到更多朋友

C. 如果毒品成癮，也是很容易戒除的，不用太擔心

5.如果你是小寶，聚會時有朋友邀約使用酷炫的「電子煙」時，哪㇐項是最符合你的做法？【 】

A. 語氣堅定的跟他說「我不想要抽」，並找機會離開現場

B. 電子煙不是菸，也不可能有毒品，為了交朋友我會好奇試㇐下

C. 先收起來，等其他人都有使用時，自己再試試看

4.如果你是小寶，聚會時喝了飲料後，覺得頭有點昏時，哪㇐項是最符合你的做法？【 】

A. 不要太在意，自己找地方休息㇐下就好

B. 立刻想辦法求助，盡快離開聚會，不要停留

C. 繼續喝沒關係，會有其他認識的朋友來照顧自己





健康好young，生活家

當你聽到同學或朋友說以下這些話的時候… 你覺得是懷疑 相信
(圈選越多表示越懷疑或越相信)

1.因為好奇㇐兩次嘗試毒品，是不會成癮的。  

2.只要是熟識的人給的食物，就安全不會有問題。 

3.只要不被別人發現，偷偷使用毒品沒關係。  

4.參加好朋友慶生會，喝酒、吸菸都可以讓氣氛
更快樂。  

5.大家都嘗試新奇的糖果、奶茶包，如果你不想
用，就是不合群。  

6.覺得是不安全的聚會時候，要立刻離開，不要
不好意思。  

7.能夠拒絕毒品的誘惑和危害，才是真正勇敢、
有自信的人。  

跟家人㇐起討論後，
說出你的反毒真心話：

對於下列標語，有哪些你會按讚 呢?

拉K一時、尿布一世

青春嚐新 不嚐毒
㇐日服毒，終身糊塗

毒品是萬惡之源！

逢毒必輸

對於以上有關毒品的想法，你的(懷疑)比較多？還是(相信)比較多呢？
第1-5是屬於毒品的誘惑，你能覺得越多(懷疑)，表示有正確的反毒態度。
第6-7是屬於反毒的行動，你能覺得越多(相信)，表示有堅定的拒毒信心！



國泰慈善基金會、教育部國教署

勇敢說不堅定搖搖頭，
我們都是反毒小英雄。
小朋友和家人趕快相揪來
跟著影片 健康反毒動起來！



健康好young，行動GO

家人㇐起反毒帶動唱後，
有什麼感想：

反毒帶動唱與跳：快樂歌聲唱出來、活力身動起來！
家人㇐起完成作業有
(1)請參考「反毒小英雄」歌曲音樂，改編歌詞
(2)跟著「反毒小英雄」影片帶動舞蹈，唱出自編歌曲(可以錄影分享給親友喔!)

mi mi mi so mi re do d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每天都開心的生活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do mi so mi mi so 
一起來動動
do mi so mi mi so 
一起來蹦蹦
抬頭挺胸大步向前走
我是反毒小英雄
頭好壯壯健康活力多
one two three Let’s go!!!

反毒小英雄【原本歌詞】

mi mi mi so mi re do d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每天都□□的生活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do mi so mi mi so 

一起□□□
do mi so mi mi so 

一起□□□
□□□□大步向前走

我是□□□□□
□□□□健康活力多

one two three Let’s go!!!



健康好young

學校叮嚀：
面對誘惑展現「拒毒八招」，打擊毒害、健康勝投！

【知毒反毒留言版】

寫下自己對未來反毒人生的期待，並請家人簽名鼓勵：
我的反毒人生期待：

我的親愛家人 (簽名)

與鼓勵 。

 學習單圖片來源:教育部「有愛無懼 翻轉人生」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家長親職手冊、九藏喵窩拒毒八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