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投縣104學年度第1學期校園法律宣導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

★當你或你朋友施用毒品了，你該怎麼辦？

★我遇到不良幫派或被霸凌了，該怎麼辦？

★「校園簽賭」是什麼？

★你是良好的國民嗎?選舉快到了，你知道★你是良好的國民嗎?選舉快到了，你知道
要怎麼選舉嗎？

「廉政早知道」 宣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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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一級毒品：常見一級毒品：
海洛因

一級

海洛因
((白粉、四號、細仔白粉、四號、細仔))

＊濫用危害：使用初有欣快感，無法集中精神，會
產生夢幻現象。過量使用造成急性中毒， 症狀包
括昏睡、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

＊具高度心理及生理依賴性，長期使用後停藥會發＊具高度心理及生理依賴性，長期使用後停藥會發
生渴求藥物、不安、流淚、流汗、流鼻水、易怒、
發抖、惡寒、打冷顫、厭食、腹瀉、身體捲曲、
抽筋等禁斷症。一旦成癮極難戒治。

＊醫療用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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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一級毒品：常見一級毒品：
嗎啡

一級

嗎啡

＊濫用危害：使用初有欣
快感，無法集中精神，
會產生夢幻現象。過量
使用造成急性中毒，症狀包括昏、呼吸抑制、低
血壓、瞳孔變小。
具高度心理及生理依賴性 長期使用後停藥會

11

＊具高度心理及生理依賴性，長期使用後停藥會
、惡寒、打冷顫、厭食、腹瀉、身體捲曲、抽
筋等禁斷症。一旦成癮極難戒治。

＊醫療用途：鎮痛。

◎◎常見常見二二級毒品：級毒品：

二級

◎◎
安非他命

‧濫用危害：興奮中樞神經，中毒症狀包括多話、
頭痛、錯亂、高燒、血壓上升、盜汗、瞳孔放大、
食慾喪失。大劑量使用引起精神錯亂，思想障礙，
類似妄想性精神分裂症，多疑、幻聽、被害妄想
等 長期使用導致器官性腦症候群 有高血壓及

12

等，長期使用導致器官性腦症候群。有高血壓及
腦中風之危險。停用之脫癮症狀包括精神呆滯 、
昏睡、易怒、煩躁不安、憂鬱，有自殺之傾向。

‧醫療用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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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常見二二級毒品：級毒品：

MDMA(搖頭丸)

二級

MDMA(搖頭丸)
＊濫用危害：肌肉緊張、

牙關緊咬噁心、昏暈、視線模糊、畏冷及冒汗、

心跳變快、血壓上昇、體溫增高、脫水、橫紋肌

溶解、急性腎臟或心臟衰竭等病症。長期使用可

13

使人出現混淆、疲憊、記憶力受損、睡眠出現問

題、牙關緊閉、視幻覺、高血壓、顫抖、憂鬱、

或腎臟、心臟等問題。過量可能致死。

＊醫療用途：無

◎◎常見常見三三級毒品：級毒品：
K他命(俗稱「K」

三級

K他命(俗稱 K」
或「Special K」)

＊濫用危害： K他命會破壞膀胱粘膜，可能導致膀
胱縮小。患者會因此極度頻尿（一天30至50次），
生活大受影響，甚至「拉K一時，尿布一世」。

＊ K他命過量造成的現象：
藥物依賴性 記憶力及智力衰退 失眠 說話迷

14

藥物依賴性、記憶力及智力衰退、失眠、說話迷
糊、口齒不清、情緒不穩定、行動機能受損、
呼吸/心臟機能受損、背部和後頸會長出很癢的
毒瘡，俗稱「茄瘡」 。長期服用者將呈現中毒
性精神障害，其潛在的傷害持久且不易根除，一
旦成癮極難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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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常見三三級毒品：級毒品：

FM2 (約會強暴藥丸)

三級

( )

＊原為臨床治療失眠及麻

醉前之用藥。FM2藥過量產生的毒性作用有心跳
快、心臟抑制、低血壓、休克、心跳快、心衰竭

等。台灣的中學生濫用藥物的排行榜中，FM2僅

15

等 台灣的中學生濫用藥物的排行榜中 FM2僅

次於安非他命及強力膠，位居第三名。可怕的是

，如果濫用的劑量達到28毫克以上，則隨時都有

死亡的危險。



9

17

案例分享：

暑假期間，同學約玲玲去KTV唱歌，慶祝玲玲的
18歲生日18歲生日。

同學還買飲料及啤酒進來助興，「玲玲，我敬
你，我們乾杯。」身為壽星的玲玲是全場關注的
焦點，大家輪流對玲玲敬酒。

個性豪爽的玲玲，一杯接著一杯。在酒精及電子
舞曲的催化下，包廂內的氣氛越來越熱烈。

「玲玲，試試這個！」突然有人拿出了一些不知
名的藥丸，還有一些咖啡包裝的飲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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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什麼？是毒品嗎？」玲玲對要吞食不知名的
東西，感到有些不安。東西 感到有些不安

「別擔心！不會害你的，保證吃下去會更興奮。」
在朋友的慫恿下，玲玲半推半就的吞下藥丸。酒精
和毒品將現場歡樂的氣氛推向另一個高潮。

這時候，玲玲突然全身癱軟倒在地上，「你怎麼這時候，玲玲突然全身癱軟倒在地上， 你怎麼
了？沒事吧！」突如其來的狀況，嚇壞了一行人，
有人趕緊請店家叫救護車。而警方在獲報後，也隨
即到場了解狀況，將其餘人都帶回派出所處理。

19

你知道施用毒品必須負擔
哪些刑事責任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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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10條規定，施用第
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是初犯施用毒品，檢察官會向法院聲請
裁定，命施用毒品者進入勒戒處所觀察勒戒。
觀察勒戒的結果，如果沒有繼續施用毒品的
傾向，檢察官將會以不起訴處分。

反之，如果有繼續施用毒品，檢察官會向法
院聲請裁定，命令吸毒者進入戒治處所，進
行強制戒治，期間是6個月以上，1年以下。

21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6條規定：
＊以強暴、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

用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年
以上有期徒刑；處無期徒刑或十年以上有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金。

＊以前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
萬元以下罰金。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者，處五年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金。

＊以第一項方法使人施用第四級毒品者，處三年
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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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不良嗜好

情緒管理 舒緩壓力情緒管理（舒緩壓力）

正確用藥觀念

遠離是非場所

提高警覺（不接受陌生人飲料、香菸）

培養健康正當休閒活動培養健康正當休閒活動

23

Q:請問戒毒成功專線的電話是
幾號?

0800 770 885

24

0800-77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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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學生不加入就暴力相向
或交錢

恐 嚇 脅 迫

幫派在校園吸納成員的方式

或交錢
恐 嚇 脅 迫

‧打工薪資優渥、掌握商品源頭下游
成員無法脫離(如毒品、光碟等等)傳 銷

‧在校販毒，學生成癮後需依
毒 品

30

賴黑道供毒
毒 品

‧引誘同學簽賭，自己可以抽成或展
示奢華生活，使學生羨慕加入

簽賭或以金錢
利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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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

讀國一的阿翔接到死黨阿浩的電話，叫他馬上到學
校 阿翔一到 看見以阿浩的哥哥為首 聚集了二校。阿翔一到，看見以阿浩的哥哥為首，聚集了二、
三十個人。阿浩上前招呼，阿翔說：「我哥的老大要
我們去教訓人，你跟我們一起去。」阿翔弄不清楚狀
況，就被拉著一起走了。

一行人來到學校附近的麵攤，看見幾個人正在吃麵，
阿浩的哥哥大喊：「給我打！ 吃麵的人拔腿就跑，阿浩的哥哥大喊：「給我打！」吃麵的人拔腿就跑，
其中一個被圍起來揍。

31

阿翔仔細看，奄奄一息的不正是隔壁班的阿泰
嗎？阿浩揪住阿泰的頭髮，叫他在一張紙上簽名。
紙上寫著：「和解書：本人為向吳天理表示歉意，
願意給付新臺幣十萬元給吳天理，並無條件放棄追
究被霸凌施虐的事件。」

32



17

你知道加入幫派以及傷害別
人必須負擔哪些刑事責任呢？

33

◎本案中，圍毆阿泰的人可能涉及刑法強制罪、傷害
甚至重傷害罪，且依刑法第283條：「聚眾鬥毆致人
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
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即便阿翔沒動手，仍有可能
構成聚眾鬥毆在場助勢罪。構成聚眾鬥毆在場助勢罪

◎另外，因為本案是透過幫派組織進行犯罪，依組織
防制犯罪條例第3條規定：「發起、主持、操縱或指
揮犯罪組織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金；參與者，處6月以上5年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金。」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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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發起人是阿浩哥哥的老大，而由阿浩哥哥負責
吸收成員，並由阿浩等人實施犯罪，全部人都屬於
犯罪組織的成員。其中阿浩哥哥吸收了十八歲以下
的青少年 依同法第4條規定 「犯前條之罪 而的青少年，依同法第4條規定：「犯前條之罪，而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三、
教唆、幫助、吸收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
而一干人等如果滿12歲而未滿18歲，都適用於少年
事件處理法處理。

35

你知道除了刑事方面的處罰
之外，民事方面還有哪些主
張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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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泰被迫簽的和解書，依民法第77條規定：「限制
行為能力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
理人之允許。」

◎同法第92條：「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
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所以這份和解書在法
律上是得撤銷的和解，就算阿泰付出10萬元，仍可
依民法不當得利的相關規定請求返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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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肢體的霸凌：踢、打弱勢同儕搶奪財物等。

（二）言語的霸凌：取綽號、用言語刺傷、嘲笑（二）言語的霸凌：取綽號、用言語刺傷、嘲笑
弱勢同儕、恐嚇威脅

（三）關係的霸凌：排擠弱勢同儕散播不實謠言
中傷某人等

（四）性霸凌：以身體、性別、性取向、性徵作
取笑或評論的行為。以性的方式施以身體上的
侵犯。侵犯。

………等等

39

 Yes —遇到被嘲笑或欺負的情形，要溫和但堅

定地拒絕對方─例如：「我不喜歡這樣，定地拒絕對方 例如： 我不喜歡這樣，

請你停止。」並且多練習幾次。

 Yes —遇到其他同學被嘲笑、排擠或欺負，應

該要想辦法阻止。

— 如果擔心欺負人的同學會反過來欺負你，

就請大人來幫忙！幫助弱小是正確的行

為，跟「打小報告」完全不同！

 Yes —尋求師長親友的協助，或撥打教育部反

霸凌免付費專線080020088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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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 不要因為身體的特徵、成績、家庭背景等原
因嘲笑別人。
每個人都有他的優點 缺點和與其他人不同─ 每個人都有他的優點、缺點和與其他人不同
的地方，同學們應該要互相尊重和欣賞！

 No —不要因為其他人都這麼做，就只好跟著做。
—雖然你的好朋友可能都會排擠某一個人，但
這不是值得學習的好行為，你可以勇敢地說
『不！』

 No —不要因為一次的求助失敗就放棄。
─多嘗試幾次，你也可以變成校園反霸凌的和
平大使。

41

Q:請問教育部反霸凌24小時專
線電話是幾號?

42

0800-2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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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
李洋就讀於某國立大學電機系，他是一位標準的

職棒迷，平日除了熱衷觀看國內各項職業棒球比賽
外，更自行架設了一個職棒網站，提供國內職棒的
各項比賽資訊，以及職棒球星們的動態花絮，供人
上網瀏覽查詢，並設置有討論專區，提供愛好國內
職棒的粉絲們，上網交換心得並相互交流，由於該
網站的網頁內容生動，各項資訊既及時又豐富，每
天都能吸引上萬名的網友上網瀏覽。

最近，李洋看到國外有www.sportingbet.com等
運動型賭博網站將來台成立據點的新聞，靈機一動，
決定在其既有網站上，增加以單場勝負對賭決定輸
贏的「職棒遊戲」方式，提供職棒同好上網簽賭。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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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測試之後，李洋的「職棒遊戲」網頁終於開
張營運，且透過各大ＢＢＳ佈告欄加以廣為宣傳，張營運 且透過各大ＢＢＳ佈告欄加以廣為宣傳
並宣稱其所架設的網站畫面精美、絕對公正、新鮮
刺激、不用花大錢即可享受「贏」的快感。

該網站採會員制，加入會員必須事先預付金額以
購買一定點數，點數可以國內劃撥或轉帳等方式購
買，李洋於收款後，馬上會提供會員帳號、使用者
密碼以及所購買的點數，讓玩家馬上置身於職棒競密碼以及所購買的點數 讓玩家馬上置身於職棒競
賽的勝負刺激之中，玩家如欲將點數兌換現金，李
洋也會於三日內以國內劃撥或轉帳的方式，支付會
員所兌換的現金。

49

 刑法第266條
（普通賭博罪與沒收物）（普通賭博罪與沒收物）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
千元以下罰金。但以供人暫時娛樂之物為賭者，不
在此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不
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刑法第268條 刑法第268條
（圖利供給賭場或聚眾賭博罪）
意圖營利，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年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元以下罰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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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深夜出門或不歸、與朋友出遊地點不明

家中常遺失金錢或物品家中常遺失金錢或物品

常帶回來路不明之物品或徒然擁有手機、汽車，稱朋友界的或
保管

書包攜帶螺絲起子、折疊刀等危險物品

常身懷鉅款並出入高消費場所

51

情緒變化大，過份堅持獨處及隱私權

減少與家人溝通，迴避問題及眼光，為小事起衝突

食量改變、體重變化大、目光呆滯、反應遲緩

協 助 管 道

學生—家人、老師、朋友、（張老師）（ ）

家長-支持孩子、求助學校或警政機關

學校-老師、教官、警政/教育機關.（張老師）

諮 詢 電 話

青少年保護專線 0800-05-9595

52

各縣市生命線 1995

各縣市張老師 1980

教育部投訴電話 0800-200-885

中華民國反毒運動促進會 （02）2381-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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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如果有人在校園內簽賭
你會怎麼怎麼做?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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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
週末清晨，小和跟著爺爺參加「敦親睦鄰一日遊」，

里長在車上發送免費的早餐 小和好奇的問：「為什里長在車上發送免費的早餐。小和好奇的問：「為什
麼有免費的早餐？」「午餐也是里長伯招待呵！」爺
爺神情愉悅的回答。小和想起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
餐」這個道理，於是追問原因。鄰座大叔聽見了，壓
低聲音說：「聽說是要競選連任的那個民意代表出的
錢，免費招待里民用餐、旅遊。」

午餐時，里長介紹民意代表出場：「請熱烈鼓掌，
感謝金主！」民意代表熱情的拜票，還送上知名品牌
的保溫杯，說：「本人要競選連任，請大家多多支持，
惠賜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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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長接受了民意代表的金錢，舉辦旅遊，招待里民，
有沒有構成犯罪？

里長是以「答應投票支持某位候選人」為條件，
假藉敦親睦鄰名義，招待有投票權的里民出遊及用假藉敦親睦鄰名義，招待有投票權的里民出遊及用
餐，里長雖然不是候選人，同樣成立賄選罪，而且
里長和民意代表成立共同正犯關係。

◎參與免費旅遊的里民，有沒有構成犯罪？

如果里民同意投票給出錢的民意代表 才接受招如果里民同意投票給出錢的民意代表，才接受招
待，里民構成刑法第143條第1項的投票受賄罪，最
重會被判處3年有期徒刑，得併科5千元以下的罰金。

59

◎民意代表出錢，指示里長舉辦免費旅遊，招待里民
用餐及出遊，並贈送禮物的行為，有沒有犯法？

民意代表為了贏得選舉連任，在正式競選活動前，
出錢舉辦免費旅遊，又贈送有經濟價值的保溫杯，出錢舉辦免費旅遊，又贈送有經濟價值的保溫杯，
也會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的賄選
罪，法院可以判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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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贈送現金、日用品或禮物

2、招待旅遊2 招待旅遊

3、贈送免費餐卷

4、提供走路工、茶水費、誤餐費

5、加薪或提供工作獎金

6、假藉節慶之名義發放獎品或利用經費核撥與

補助之名義提供經費

7 免除債務7、免除債務

8、代繳黨費、保險費或罰款

9、暴力威脅

10、行求、期約或交付其他類型或不正利益..等等

61

1、「接」-- 接近賄選候選人；

2 「保 保存賄選證據；2、「保」-- 保存賄選證據；

3、「打」-- 撥打檢舉電話；

4、「訴」-- 起訴就領1/4獎金；

5、「搞定」-- 判決有罪確定，領取全額獎
金。

反賄選檢舉專線0800-024-099撥通後再按
4，踴躍提出檢舉，扮演「賄選終結者」角
色，共同掃除賄選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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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買票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台幣100萬元以上，1 000萬元以下罰金。科新台幣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金。

2.賣票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15
萬元以下罰金，所收受的賄賂沒收之。

3.預備買票者處1年有期徒刑，賄款沒收。

4.對買票當選者可提當選無效訴訟，一次買
票判決有罪 終身不得參選票判決有罪，終身不得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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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024-099撥通後再按4

Q:請問反賄選檢舉專線是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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