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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拒絕毒害 健康無礙』創意微電影徵選比賽辦法 

 

一、 活動目的： 

為增進職場重視反毒及鎮靜安眠藥的正確使用，乃辦理本活動以發掘具創意、貼近社會

工作職場的宣導微電影，以為企業職場宣導之用，讓守護健康、力行反毒的行動能夠持

續地擴散貫徹。 

 

二、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 

3. 協辦單位：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 

 

三、 活動主題： 

以毒害預防或鎮靜安眠藥的正確使用為主題擇一創作。 

1. 內容需以發生在勞工或工作職場中的遭遇為故事背景(亦可以發生在職場真實案例改

編)  

2. 結合並融入「反轉毒害四行動」或「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能力」之宣導 

【註：相關宣導內容說明如後（附件三），另可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反毒資

源館（https://consumer.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及法

務部反毒大本營(https://antidrug.moj.gov.tw/lp-1188-2.html)查詢參閱相關資料】 

 

四、 活動時程： 

1.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2018年 5月 11日(五)止。 

2. 公布日期：以公文及電話通知得獎者，預計在 2018 年 5 月底以前，並公告於活動官

方網頁(http://anti-drugs.ml)。 

 

五、 參加對象：  

全國高中職(含)以上在學學生及社會人士。 

 

六、 參賽組別： 

分為學生組及社會組。 

1. 學生組：高中職(含)以上在學學生。參賽者若為 2 人(含)以上之團體，每位成員皆

需為在校生，才歸類為學生組，否則視為社會組。 

2. 社會組：非在學中的一般社會人士（不含在職進修之學生）。 

https://antidrug.moj.gov.tw/lp-1188-2.html
http://anti-drug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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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1. 參賽者須進入活動官方網頁(http://anti-drugs.ml)下載報名表及切結書，填寫報

名表及切結書(需繳交書面正本，並且親筆簽名蓋章)。 

2. 於 2018年 5月 11日(五)前，將參賽作品光碟(內含影片檔及參賽報名表電子檔，報

名資料必須填寫完整)、切結書及報名表，一倂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逕送至財

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陳小姐收(地址：10092臺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 24巷 10號 5

樓之 2；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至 12：00、13：30至 17：30)，逾期恕不受

理。 

 

八、 作品規格： 

1. 作品規格：影片時間以 3至 5分鐘為限,另須剪輯 30秒精華版影片 1支，HD影片格

式(檔案類型可為*.avi ; *.wmv ; *.mpg ; *.mov)。 

2. 影片字幕：影片若有對白或旁白，必須附上中文字幕，影片字幕請一律用繁體中文，

對白或旁白音檔不限國語。 

 

九、 評選標準： 

評分配比如下 

1. 主題切合性占 30％。 

2. 創意占 30％。 

3. 劇情占 20％。 

4. 拍攝技巧占 20%。 

 

十、 獎勵方式: 

分為學生組及社會組，每組分別取第一、二、三名各一名,佳作各兩名。 

1.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五萬元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獎狀 1只。 

2.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三萬元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獎狀 1只。 

3.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一萬元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獎狀 1只。 

4. 佳  作：獎金新台幣五千元整，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獎狀 1只。 

 

十一、 繳件明細： 

1. 參賽作品光碟一式五份。 

2. 報名表。 

3. 切結書。 

 

http://anti-drug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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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其他 

(一)版權聲明注意事項 

1. 參賽之作品須未經公開發表(含作者本身相雷同作品及網路上發表之作品)，應

具原創性，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法律責

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其衍生之民、刑事責任悉由作品提供者自行負法律上

責任，與主辦單位無關。若評定獲獎後之單位遭檢舉發現有上述情形，除取消

其得獎資格，追繳回奬項、獎金外，並送交相關單位處理，並由次優作品遞補；

如主辦單位已將作品運用於相關文宣製作，因侵權致生之損害，由該作品提供

者負責賠償。 

2. 參賽者同意將參賽原創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專屬授權比賽主辦單位，以

作為其於任何形式之媒體(如電視、網路等)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發放等，

進行相關藥物濫用防制活動推廣之用。 

3. 參賽者同意於獲獎後，將參賽原創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讓與比賽主辦單

位，且不得對其及其授權之第三人行使任何權利。否則，得取消參賽者獲獎資

格，參賽者應返還獲獎所受領之全部獎金、贈品及獎狀，並應賠償主辦單位全

部損害，且不得對主辦單位主張任何權利。 

(二)注意事項 

1. 參賽者須詳閱活動相關規範，並視為認同本辦法一切規定，若參賽者作品或所

提供之相關資料不符規定，則不列入評選。 

2. 得獎者須配合主辦單位後續作業。 

3. 參賽作品內容不得有毀謗他人，侵害隱私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或違法之內容。

推廣之內容必須以達到正確推廣防制藥物濫用和提升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的

觀念，嚴格禁止散播負面訊息，並不得有色情、暴力、人身攻擊、違反社會風

俗等內容，如有違反法律規定，參賽者應自行負責。並將依情節輕重，採取必

要之措施，包括取消參賽資格等，並追回奬項、奬金，其衍生之民、刑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4. 參賽之作品須未經公開發表(含作者本身相雷同作品及網路上發表之作品)，違

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得奬資格，並追回所有奬項、奬金。 

5. 全部參賽作品均不予退件，並同意將作品著作權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使用於媒宣

素材、宣導品、公開展覽或其他用途權利。 

6. 參賽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之圖案、文稿、肖像或音樂，並涉及相關著作財產權時，

需自行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等相關證明文件。若牴觸任何有關著作權之法

令，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7. 參賽作品請自行留存原稿備用，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任何災變、意外等事故

所造成之毀損，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交付備份作品，對毀損之作品恕不負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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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 

8. 得獎獎項主辦單位有權視參加作品表現與評選結果以「從缺」或「增加得獎名

額」辦理，獎金隨實際情況彈性調整，以不超過原獎金總額為限。 

9. 得獎者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負擔應課之稅額。 

10. 未獲獎作品恕不另行公布。 

11. 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享有無償使用權，得公開播放、公開推廣、重

製、編輯之權利，不另提供稿費。 

12.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於活動網站公布之。 

13. 主辦單位將於評選後一週內，進行得獎者聯繫(公文、電話通知)，如一週內因

得獎者聯絡方式錯誤，致無法聯繫得獎者而未能完成領獎，則視同放棄得獎資

格，並不予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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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拒絕毒害 健康無礙』創意微電影徵選比賽報名表 

影片名稱 
 

參賽組別 
□學生組 

□社會組 

參加人數 
□個人 

□團體_____人 
作品長度 

 

參賽者姓名 就讀學校系級/工作單位 參賽者姓名 就讀學校系級/工作單位 

  （代表人）   

    

    

    

    

聯絡電話 
（代表人） 

日： 

夜： 

手機： 

主辦老師 
□有，姓名：_____________ 

□無 

聯絡地址 
（代表人） 

1. □□□-□□（請填寫至少三碼郵遞區號） 

 

 

2. 學校地址：□□□-□□ 
 

 

E-mail 
（代表人） 

 

影片 

創作理念 
（300字內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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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8『拒絕毒害 健康無礙』創意微電影徵選比賽 

【切結書】 

作品名稱： 

 

參 賽 人：                         (代表人) (以下簡稱甲方)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方參加乙方主辦之 2018『拒絕毒害 健康無礙』創意微電影徵選比賽，甲方同意遵守

履行事項如下： 

一、甲方應確保參賽原創作品之內容，皆為自行創作，絕無侵害第三人之著作、商標、專利

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若第三人對作品主張侵害其權利，經乙方查明屬實者，乙方

得取消甲方獲獎資格，甲方倘經取消獲獎資格，應返還全部獎金、贈品及獎狀，並應賠

償乙方全部損害，乙方並得對甲方追究法律責任。甲方對於侵害第三人權利應自行負責。 

二、甲方同意將參賽原創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專屬授權乙方，並同意乙方於任何形式

之媒體(如電視、網路等)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發放等，進行相關藥物濫用防制活動

推廣之用。 

三、甲方同意於獲獎後，將參賽原創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讓與乙方，且不得對乙方及

乙方再授權之第三人行使任何權利。否則，乙方得取消甲方獲獎資格，甲方應返還全部

獎金、贈品及獎狀，並應賠償乙方全部損害，且不得對乙方主張任何權利。 

四、甲方完成報名參加本比賽活動時，已充分瞭解並遵守本比賽活動相關規則。 

 

立書人：                                   (代表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電話： 

法定代理人簽章： 

(未滿20歲者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及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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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反轉毒害四行動 

 

行動一、珍愛生命 

愛自己就不要毒害自己。 

(一) 做自己的主人：認識自我的獨特性並接受自己的優缺點。當他人妨害或強迫

自己時，表達出負向並自我保護的感覺，設定界線與表達自我需要，減少被

人利用的可能性。 

(二) 增進交友技巧：溝通能力會直接影響人際關係的品質，藉由主動傾聽、語言

與非語言的表達、給予回饋、同理與肯定等方式，與人建立連結與歸屬感。 

(三) 學習壓力調適:維持規律的運動，適當的營養、休息與睡眠，對問題採前瞻式

的看法並持正向的態度，了解自己的能力與限制，降低壓力使它成為一種挑

戰。 

(四) 設定個人目標：幫助青少年自我檢視，設定可達成的目標，發展行動計畫，

建立支持網絡及獎勵系統。 

行動二、防毒拒毒 

拒菸反毒非口號，身體力行最重要。 

(一) 遠離是非場所：如網咖、Pub、夜店等；提高警覺，不輕易接受陌生人的飲料

及菸品；特別小心朋友的朋友，即使是熟識或女性也不可掉以輕心；不幸被

性侵或遭受其他傷害，應把握時間撥打1996等專線，或尋求親近親友的協助。 

(二) 拒絕成癮物質：一日用毒，終身戒毒。使用健康方式交朋友，菸、酒、檳榔

或任何毒品的使用均可能成癮，影響身心健康，應避免接觸。 

(三) 學會拒絕技巧：朋友經常是毒品取得的來源。面對同儕的壓力要求使用菸、

酒、檳榔及毒品時，可使用直接拒絕、找尋藉口、速離現場、轉移話題、自

我解嘲、友誼勸服等方式，口氣委婉態度堅定的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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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三、知毒反毒 

健康不吸毒，手牽手反毒。 

(一) 認識毒品作用：毒品依其對人體的作用，可分為中樞神經抑制劑（如鴉片類、

K他命），中樞神經興奮劑（如安非他命、搖頭丸）及迷幻劑（如大麻、強力

膠、LSD﹝搖腳丸、一粒沙﹞）。 

(二) 了解新興毒品：又稱俱樂部藥物，包括大麻、搖頭丸、K他命、FM2等。這些

藥物以新穎的名稱及外型吸引人，使用後容易成癮，且毒品本身性質，會迫

使使用者尋求更強烈的毒品。 

(三) 聯手打擊犯罪：毒品的製造、販賣、施用、非法使人施用或引誘人施用均觸

犯法律，使用毒品者自動向合格醫療機構請求專業治療，可減免其法律責任。 

(四) 防範毒品危害：毒品對個人健康與危害至鉅，如造成神經損傷、膀胱萎縮、

性功能障礙、呼吸抑制、心血管毒害、愛滋病或其他傳染病風險等，還有混

用產生的交互作用，以及常見的因用毒衍生出來的犯罪如搶劫、自傷、傷人

等。 

行動四、關懷協助 

誤入毒窟不用慌，師長親友來幫忙。 

(一) 發現吸毒者的徵兆：吸毒者常出現作息混亂、精神恍惚、皮膚經常紅疹，身

上或房間有特殊氣味、金錢花費變大、偷竊說謊、暴躁易怒、注意力降低、

食慾差或消瘦、攜帶吸毒相關器具等。 

(二) 提供專業協助與轉介：家庭、朋友及社會的支持，是協助吸毒者坦誠面對自

我、積極面對現實、脫離毒品困境的最大助力。可以撥打免費戒毒專線

0800-770885，由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提供專業諮詢輔導，或轉介至衛

福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戒毒輔導機構如基督教晨曦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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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能力~讓你安心睡好覺 

能力一、做身體的主人 

失眠原因多，建議從尋找失眠原因、改變生活習慣與主動就醫做起。 

(一) 養成良好作息與睡眠習慣：生活作息保持正常規律，按時起床與上床；避免

使用含咖啡因飲品(咖啡或茶)；白天不要補眠、午睡不宜過久(不宜超過 1小

時)；睡前勿吃太飽，睡前避免激烈運動或從事過度興奮的活動，如網路遊戲、

線上聊天等。 

(二) 不要自行購買安眠藥：遇到失眠的問題應先檢視自己的生活與睡眠習慣，有

失眠問題應尋求專業醫師的診治，不要自行購買安眠藥服用，也不要拿親友

正在使用的安眠藥自行服用。 

(三) 請勿重複就診：請勿重覆要求醫師開立安眠藥品，避免自己不當使用而容易

成癮。 

能力二、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失眠就醫時，向醫師清楚說明自身狀況： 

(一) 失眠狀況:何時開始、持續多久、較易失眠的情境或內外在因素、生活型態

如輪班或夜班工作、失眠型態是入睡困難、睡眠中斷、早醒、多夢、作惡

夢等、白天精神與工作表現如何、白天睡眠狀況，如午睡、補眠、晚起等，

是否有壓力或心事，有無其他身體不適等。 

(二) 特殊體質：有無藥品或食物過敏史，以及特殊飲食習慣。 

(三) 過去病史：曾經發生過的疾病，包含各種身體或心理疾病、家族性或遺傳

性疾病。 

(四) 使用中藥物：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包含中(西)藥、其他精神或神經科用

藥或保健食品。 

(五) 工作特質：是否需要開車或從事操作機械等需要專注力的工作，以及近期

是否要考試等。 

(六) 懷孕(或哺乳)：女性需告知是否懷孕、正準備懷孕或正在哺餵母乳。 

(七) 打呼情形：是否會因打呼而中斷睡眠。 

(八) 其他可能影響睡眠的生活習慣：如喝茶或咖啡、喝酒、持續上網、聊天到

凌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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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三、看清楚藥品標示 

領安眠藥時，請看清楚藥袋標示、仿單（藥品使用說明書）及用藥主辦單張

並請攜帶健保卡(或身分證明文件)。 

(一) 姓名：領到藥品時，先核對藥袋上的姓名與年齡是否正確。 

(二) 藥品用法：請依藥袋上之劑量與時間服用，勿自行增減藥量。 

(三) 藥品適應症：檢核自己的疾病或症狀是否有出現在藥袋上藥品適應症的描

述內。 

(四) 藥品名稱和外觀：藥品的形狀、顏色等是否與藥袋上的描述相符。 

(五) 注意事項、副作用或警語：看清楚藥袋上註明的注意事項，了解藥品使用

後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或重要警訊、發生頻率。服用安眠藥期間，避免開車、

從事需要專注力的工作或操作危險的機械。 

(六) 使用天數：核對藥品應該服用多久，並當場核對藥品總量。 

(七) 藥品保存方法與期限。 

能力四、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吃安眠藥時，請了解藥品的特性與服用時間。 

(一) 服藥時間：服用安眠藥請在就寢前提早 15~30分鐘服用，服藥完畢後就立

刻到床上準備入睡，避免其他活動。 

(二) 服藥劑量：請依醫囑用藥，不要因藥效不夠而自行加量，或擔心副作用而

自行減量。 

(三) 服用天數：安眠藥可輔助治療失眠，但應搭配正常作息與運動等，且應與

專業醫師討論後，依醫囑用藥，不宜自行增減。 

(四) 常見副作用：鎮靜安眠藥常見的副作用包括： 

1.過量服用時可能出現頭暈、頭痛、嗜睡、恍惚，甚至夢遊。 

2.不當長期使用安眠藥，易出現藥物生理依賴性，或會造成記憶力減退、

反應力下降等；突然停藥，也可能出現焦慮、厭食、抽搐等症狀。 

3.孕婦使用可能有風險，某些藥品可能造成畸形胎、早產、新生兒體重過

輕、昏睡、無力等。 

(五) 交互作用：請勿自行混用多種安眠藥品，也應避免同時使用酒精，以免因

藥理作用，增加使用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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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勿轉售或轉讓：鎮靜安眠藥屬於第三、四級管制藥品，未服用完之安眠藥，

不可任意轉售或轉讓，以免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七) 避免突然停藥：停藥需與醫師討論，以漸進式減量方式來停藥。不要自行

停藥，否則容易產生戒斷症候群與反彈性失眠。 

(八) 配合良好習慣：使用安眠藥時需配合情緒調適及生活作息調整，並減低壓

力，效果才會好。 

(九) 告知同住親友正在服用安眠藥：服用安眠藥後可能會發生夢遊或淺睡現象，

宜請家人及同住者應多留意，避免服用藥物者發生危險。 

能力五、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失眠診治找醫師，用藥諮詢找藥師。 

(一) 紀錄諮詢電話：將認識的醫師或藥師的聯絡電話記在緊急電話簿內，以作

為健康諮詢之用。 

(二) 有問題問專家：用藥的任何問題，應請教醫師或藥師(或直接撥打藥袋上的

藥師電話諮詢請教)，不要聽信非醫藥專業人員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