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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构：我国学校禁毒教育制度的完善

莫涵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澳门）

【摘要】　开展禁毒教育是减少毒品需求的主要途径，学校的禁毒教育又是整个社会禁毒教育中的主要渠道，

抓好学校的禁毒教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何建构学校禁毒教育政策法律体系，如何建立完善的组织

领导体系，如何建构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和师资队伍体系，是新时期着力推进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完善学校禁毒教育制度，创新学校禁毒教育体系，加强学校学生禁毒教

育，防止青少年学生沾染毒品是毒品预防教育的重中之重，坚持预防为先，落实“预防为主”方针，从根本

上遏制吸毒人员滋生，从源头上减少毒品需求，这既是禁毒理论的要求，更是禁毒斗争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解决毒品问题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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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is the main approach to reduce the demand of narcotics.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programs in school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channel in the entire Social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Therefore, 

committing in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in schools can yield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to enhance the achievement 

of Social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narcotic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in the New Era, it is essential to consider 1. How to establish the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on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in 

schools; 2. How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system; 3. How to establish the interactive system 

of discipline, major, courses, textbook and education team. The priorities in precautionary education of drugs lie on 1. the 

improvement of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policy in schools; 2. the innovation of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system in schools;  

3. the reinforcement of anti-narcotics education to students in schools, thereby preventing teenage students from being 

addicted to drug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precautionary educ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being a core, 

containing the growth of drug addicts from the root, and reducing demand of drugs from the source are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anti-narcotics theory, but also what the experience learned from the long battle against narcotics calls for. 

Overall, I believe they are the cure to current problems caused by narc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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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青少年学生吸毒的现实

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40.4 万名，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0.18%，18 岁以下 1 万名，占 0.4%。[1] 

2015 年中国现有 234.5 万名吸毒人员中，学生占 0.5%，

不满 18 岁的有 4.3 万名，占 1.8%。[2]

2018 年澳门在学青少年吸食非法药物的比例为

2.92%。大学生滥药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高小生、高中

生和初中生。和 2014 年相比，大学生药物滥用的比例

增加 1 倍多（由 2.4% 增长到 4.98%）。[3]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保 安 局 禁 毒 处 发 布 的

2017/2018 学生服用药物情况调查显示，曾吸食毒品比

例为 2.5%，高小学生 0.9%、中学学生 2.6% 及专上学

生 3.9%。2014/15 年调查得到的相应数字分别为高小学

生 0.8%、中学学生 2.3% 及专上学生 2.5%。[4]

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品管理署与台湾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合作执行 2014 年物质使用调查，12 ～ 17 岁

青少年人口中，曾使用过任何一种非法药物的终身比例

为 0.52%。[3]2015、2016 和 2017 年台湾发现在校学生

药物滥用数分别为 1 749、1 006 和 1 022 人，使用者以

高中职学生为主（58.8%），大专以上学生人数增幅较 

大。[5]

学生吸毒问题在全球及我国的大陆、澳门、香港和

台湾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涉及小学、中学和大学

生。加强在校学生禁毒教育，建立完善的学校禁毒教育

体系，开展有针对性的禁毒教育刻不容缓。

1.2　禁毒教育体系的内涵

所谓教育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教育要

素所构成的教育系统，包括行使管理职能的教育行政系

统、学校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和采用远距离教育手

段的教育系统。[6] 也即广义的教育体系是指互相关联的

各种教育主体的整体及教育系统中的各种教育要素的有

序组合。狭义的教育体系仅指各级各类教育构成的学制，

或称教育结构体系。本文所指的是学校的禁毒教育体系，

除教育结构体系外，还包括教育管理体系、学科教育体

系、专业教学体系、课程教材体系、教育科研体系、师

资培训体系等。

禁毒教育是科学教育、文化教育、德育教育和生命

教育。“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7]

禁毒教育体系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深

刻理解现代学校禁毒教育体系的内涵与特征，进而探索

建立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校禁

毒教育体系，是加强学生“人”的教育的重要方面，对

于推动禁毒教育的进一步深化，提高我国学校禁毒教育

的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学校禁毒教育的政策法律体系

2.1　联合国有关学校禁毒教育的政策倡导

1987 年联合国《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

性多学科纲要》，一、防止和减少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的非法需求，目标 3. 通过教育进行预防。56. 全面而

有效的教育方案是遏制世界范围内麻醉品滥用的措施之

一。至为重要的问题是对正规的和一般的教育系统中的

所有人以致他们的家人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滥用麻

醉品的危害。57. 通过教育进行预防应看做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和一种长期而艰苦的行动。58. 为提高公众认识

而在适宜时作为一项共同确认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8]

1990 年联合国通过的《全球行动纲领》11. 为防止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滥用并提高对它们的有害作用的

认识，必须采取新闻和教育方案。22. 应制定防止吸毒

措施，并且如果情况由此需要，尽可能列入所有教育机

构的课程之中。[9]

我国作为联合国三大国际禁毒公约的参加国，除了

自觉遵循联合国的政策倡导和法律规定外，还制定了有

关学校禁毒教育的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及立法。

2.2　我国学校禁毒教育的主要政策法律规定

1. 禁毒教育政策规定。禁毒教育政策主要是指国家

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为了实现毒品

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内应该达到的禁毒教育目标、教育准则、教育任务、教

育方式、教育步骤和具体的教育措施。党和国家发布的

关于禁毒教育的政策主要有 2014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2019 年 1 月国家

禁毒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2015 年 8 月 18 日中宣部、教育部、

国家禁毒办等十四部委《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划

（2016—2018）》，2010 年 7 月 16 日国家禁毒办、中

宣部、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2005 年 1 月 31 日中宣部、教育部、

国家禁毒办等十一部委《全民禁毒教育实施意见》和中

宣部、教育部、国家禁毒办等十四部门印发的《全国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划（2016—2018）》等。

2. 禁毒教育法律规定。禁毒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制定的与禁毒有关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10] 主要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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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禁毒法》等。

《禁毒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毒

宣传教育。”

广义的禁毒法律还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等。目前，

我国与学校禁毒教育有关的部门规章主要是教育部《中

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以及教育部办公厅 2003 年印发

的《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大纲》。《大纲》分四

部分从总目标、分目标，主要是针对小学 5~6 年级、初

中和高中毒品预防专题教育的教学课时、教学内容和教

育形式作出明文规定。禁毒地方性法规如《云南省禁毒

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如《云南省孟连傣族

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禁毒条例 》等都规定有学校开展禁

毒教育的内容。

3. 港澳台地区禁毒政策法律规定。我国的港澳台地

区也制定有禁毒政策法律规范。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2009 年废止了 1991 年颁布

的《关于将贩卖及使用麻醉药品视为刑事行为以及提供

反吸毒措施》，重新颁布《禁止不法生产、贩卖和吸食

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2016 年修正）。负责澳门毒

品预防工作的澳门社会工作局防治赌毒成瘾厅预防处处

长邓雪仪介绍：澳门虽暂未有法律规定在学校课程必须

加入禁毒教育，但禁毒政策有减低需求，预防处现有健

康生活教育课程及中学预防滥药课程，为幼高至初三年

级学生提供系统式教育。另设有青少年辅助教材，让老

师与公民使用，讲解禁毒相关主题。

台湾地区政府在 1955 年 6 月 3 公布《毒品危害防

制条例》（2010 年 11 月 24 日修正），2006 年“卫生署”

订立《鸦片类物质成瘾者替代疗法作业基准》。台湾《毒

品危害防制条例》第 2-1 条规定：直辖市、县（市）政

府为执行毒品防制工作，应由专责组织办理下列事项：

一、毒品防制教育宣传。《毒品危害防制条例施行细则》

第 10 条规定：“教育部应统合下列机关，并协调社会

团体，运用各种管道，持续进行反毒倡导。”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02 年颁布《公众娱乐场

所条例规则》《公众娱乐场所（豁免）令》等，防止

“派对药物”公共安全。香港教育局《学校行政手册》

（2019/2020 学年）规定有：3.7.2 吸食及贩卖毒品 1. 预

防措施为加强学生认识吸食毒品（包括危害精神毒品）

的祸害及协助他们远离毒品，学校必须加强禁毒预防教

育。学校应参阅教育局通告 002/2010 号「健康校园政

策」，制订包含禁毒元素的校本「健康校园政策」，建

构无毒校园文化，有关政策包括以下各主要范畴：c. 学

校须定期对校本「健康校园政策」作出检视及成效评

估，以便作出适切的改进；e. 以全校参与模式推行禁毒

预防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加入禁毒信息，其教学目的应

包括纠正学生对毒品的谬误，并为学生提供辅导服务；

d. 发展校本的禁毒教育课程，加强学生的知识、技能和

价值观，以助他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e. 以全校参与

模式推行禁毒预防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加入禁毒信息，

其教学目的应包括纠正学生对毒品的谬误，并为学生提

供辅导服务；f. 在校内营造互相关怀的气氛，促进学生

的健康成长，从而建立正面的价值观；g. 安排家长禁毒

教育活动以加强家长的禁毒知识及识别子女有否吸毒的

技巧；i. 主动与专业机构联络（包括政府及非政府机构，

其资料刊载于附录 3），安排禁毒预防教育活动及辅导

服务；及 j. 制订内部信息分享指引 / 守则和程序，以辨

识需要帮助的学生和建立相关转介机制。禁毒常务委员

会、保安局禁毒处及教育局委托香港青年协会制作了学

校禁毒资源套，以支援学校制订包含禁毒元素的「健康

校园政策」。[11]

3　学校禁毒教育的组织体系

3.1　禁毒教育的领导系统各级禁毒委员会

国家禁毒委员会是 1990 年成立的中国最高的禁毒

领导机构，它主要负责研究制定禁毒方面的重要措施和

政策，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国的禁毒工作。国家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是其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安部禁毒局。

各级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各地方的禁毒工

作，居于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组织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2008 年 6 月 16 日出版的第二十四期《澳门特别行

政区公报》第一组，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79/2008

号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禁毒委员会。澳门的禁毒教育是

由澳门社会工作局防治赌毒成瘾厅预防药物滥用处具体

负责。

香港的禁毒教育工作则由保安局禁毒处负责。并设

有一个禁毒常务委员会，是一个非法定的咨询机构，下

设禁毒教育及宣传小组委员会，负责就禁毒教育和宣传

政策和计划向禁毒常务委员会提出意见，监察政策和计

划的成效，以及统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

台湾“行政院”有一个“行政院毒品防制会报”，依

据 2015 年 9 月 21 日修正「行政院毒品防制会报设置要

点」下设“拒毒预防”工作分组。依据台湾《毒品危害

防制条例施行细则》，教育部为拒毒预防组之主责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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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教育由教育部牵头统筹，其他多个部委作为成员单

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根

据 2020 年 1 月 15 日修订之《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 2-1

条，直辖市、县（市）政府为执行毒品防制工作，应由

专责组织办理下列事项：一、毒品防制教育倡导。

3.2　禁毒教育的组织系统教育、禁毒部门和学校

教育系统、禁毒系统、学校系统三大系统是国家

禁毒委员会领导下执行具体禁毒教育工作计划的机构。

教育系统是指从国家教育部到县级教育局的教育行政部

门，他们是学校禁毒教育的组织者和协调者。禁毒系统

是指从国家公安部到地方的各级禁毒部门，主要是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负责输出

最新禁毒教育知识和为学校禁毒教育提供支持帮助。学

校系统是指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是大学、中学和小学，

以及各类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主要负责具体落实

学校禁毒教育的课程、课时、师资等，是禁毒教育的第

一线。

3.3　禁毒教育的支持系统教育专家组和教育工作者

禁毒教育工作体系包括禁毒教育领导体系、禁毒教

育专家组及禁毒教育工作者三部分。三大部分中包含专

家组及教师队伍，专家组负责研究全民禁毒教育工作面

临的重大问题，制定禁毒教育指导原则和规范，向禁毒

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对全民禁毒教育教材、培训方案和

宣传材料的编制进行指导和审核，参与对全民禁毒教育

工作的评估；教师队伍分为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负责

日常禁毒教育教学工作，并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

学质量。禁毒教育还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不同规模的

禁毒志愿者组织，发展禁毒志愿者队伍。

4　学校禁毒教育的学科体系

4.1　学科的含义

学 科 是 什 么？《 牛 津 高 级 英 汉 词 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定

义 为 知 识 的 分 支、 教 学 科 目（branch of knowledge；

subject of instruction）。我国《教育大辞典》中对“学科”

的定义为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

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及

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

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的定义为“学科是

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4.2　禁毒学科的体系归属

学校禁毒教育的学科体系主要指的是高等学校的

学科体系。目前，禁毒学尚未列入我国教育部的学科目

录。由于禁毒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涉及社会

学、公安学、法学、教育学、化学等学科，关于归属于

哪个学科，学者们的争议较大，尚无定论，倾向于社会

学、公安学的居多。对于禁毒学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

级学科）设置。就我国目前禁毒专业均设置于公安院校

的现状而言，禁毒学学科建议作为公安学一级学科下的

二级学科设置，港澳台地区的禁毒学科考虑在社会学学

科下设置。

5　学校禁毒教育的专业体系

5.1　专业的含义

什么是专业？《教育大辞典》第 3 卷（上海教育出

版社，1992 年）将专业定义为中国、前苏联等国高等

学校培养学生的各个专业领域，大体相当于《国际教育

标准分类》的课程计划或美国学校的主修。专业可根据

社会职业分工、学科分类、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状况及

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划分。

5.2　禁毒学专业设置

学校禁毒教育专业体系的核心是禁毒学专业。目

前，该专业以社会学、法学、化学、侦查学、法化学等

优势学科为依托，构建了以禁毒教育为先导，以社会学、

法学等理论为支撑，以缉毒情报及侦查活动为核心，以

毒品检验和戒毒矫治为基础的，具有公安禁毒特色的教

育教学体系。它以培养系统掌握禁毒学的基础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缉毒侦查及参与其他禁毒

社会工作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禁毒学专业是

法学门类公安学一级学科中的特设专业，我国再早的大

学禁毒教育始于 1997 年的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本

科教育始于 2001 年云南大学与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联合举办的本科禁毒学专业教学。

目前，大陆地区高校禁毒（戒毒）专业设置全部在

警察（司法）院校，主要有云南警官学院、中国刑事警

察学院、广东警官学院、四川警察学院、福建警察学院、

湖南警察学院、广西警察学院、新疆警察学院等 10 余

所大学。在 2018 年本科禁毒学专业排行榜中，云南警

官学院雄踞榜首。原有普通高校云南大学设置的禁毒学

专业，遗憾的于 2018 年停止招生，这非常不利于专业

建设发展。禁毒专业的发展需要普通高校中的社会学、

法学、化学等学科支撑，建议继续在普通高校设置禁毒

专业招生。港澳台地区高校至今没有设置禁毒专业，建

议可开设这样的专业，以满足社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

同时拓展高校学科专业的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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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校禁毒教育的教学体系

6.1　教学的含义

1903 年英国学者 J.J. Findly 提出，instruction 的含

义是教授和学习。1960 年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书

中指出，instruction 指的是教学，包括教师的教授和学

生的学习。用 instruction 替代 teaching，标志着一种崭

新教学观的诞生和确立。[12] 教育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

学的共同活动。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

积极主动地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

能力，增强体质，并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13]

6.2　不同层次的禁毒教育

“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有着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不同，因此需要有区别、有重

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禁毒教育。”[14] 禁毒教育要建立

分层次的教育体系，可分为研究生、本科、专科、高中、

初中、小学教学体系。

针对小学生开展的禁毒教育，主要目标是使其远离

毒品，通俗来讲就是如何“躲开”毒品，而不是要求他

们与毒品“作斗争”。

初中禁毒教育要让学生认识到人为什么会去尝试

毒品，还有关于吸毒的常见诱惑和谎言，不结交损友，

不进入特殊场所，学习生活技能知识，学会拒绝毒品的

技巧。

高中生除了需要巩固初中学习的禁毒知识之外，还

要学习相关的禁毒法律知识，对毒品问题有一个理性的

认识，比如为什么吸毒属于违法、贩毒属于犯罪等，在

校内积极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参与禁毒。

大学生的禁毒教育第一要把他们作为禁毒教育的

对象，让大学生自身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第二要逐渐

把他们培养成禁毒教育的志愿者，让他们参与到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中，提高全社会的禁毒意识。

研究生的禁毒教育也有 2 个层次。一是针对普通研

究生，要使他们在大学教育的基础之上更全面地了解禁

毒工作，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参与到禁毒事业中来，

去研究发展禁毒理论或相关理论；二是针对专业研究生，

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云南警官学

院为主培养禁毒高级专门实务人才，以能开展研究和实

际参与禁毒工作为目的。

禁毒教育的教学顺序应按照知识传授（学生掌握基

本的毒品知识和禁毒常识）、态度情感（学生对毒品产

生抵制情绪）、行为转变（从对毒品充满好奇向远离毒

品转变），能力提升（提高参与禁毒志愿工作的能力）

逐步深入。教学过程应以导入、展开、讲解、拓展、归

纳的形式进行。教学方式以理论讲授与实践探索相结合

为主，理论讲授应当富有趣味性。通过“角色扮演”方

式活跃禁毒教育的课堂教学，实践探索方面，可通过到

禁毒基地开展体验课加深学生的认识。最后要开展教学

评估，对组织是否健全、活动是否完整、受众是否合适、

效果如何等进行评估。对于青少年的毒品预防教育效果

的评价，必须尽快建立评估体系，由第三方采取随机访

谈、问卷或电话、网络等进行调查，量化评估。

7　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的课程体系

7.1　课程的含义

课程（curriculu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教育家斯

宾塞（H. Spencer）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859）

一文中。它是从拉丁语“currere”一词派生出来的，意

为“跑道”。根据这个词源，最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

习的进程”（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这一解释

在各种英文词典中很普遍，《英国牛津字典》《美国韦

伯字典》《国际教育字典》都是这样解释的。课程是教

学的科目，可以指一个教学科目，也可以指学校的或一

个专业的全部教学科目，或指一组教学科目。[15] 课程

广义上指所有学科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各

种活动的总和；狭义上指一门学科。[16]

7.2　学校禁毒教育课程的开设

一是禁毒专业课程。它大致可分为以掌握禁毒实战

工作为核心的主干课程和以掌握相关公安业务为核心的

基础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前者包括禁毒学导论、毒品学

（含检验）、禁毒法学、禁毒情报、公开查缉、毒品案

件侦查、毒品预防、戒毒学等，后者包括刑事侦查学、

痕迹检验、刑事照相、公安通讯与电子技术等。

二是其他专业教学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应以普及毒

品危害，自觉抵制毒品为主。可辅以具有本专业特色的

其他课程，如法学专业可开设禁毒法学；社会学、社会

工作专业开设禁毒社会工作课程；教育学专业开设毒品

预防教育课程；医学、药学专业可通过教导学生辨认毒

品原植物、知道药用部位和主要功效，如何遵守医药管

理制度等加深学生对禁毒工作的认识。这些具有针对性

的课程设置能实现学校禁毒教育的成效最大化。

三是中小学普及教育课程。这一部分课程的内容较

多，但应浅显易懂，以科普为主，以毒品的概念、种类、

危害、预防、拒绝技巧、生活技能培训等为主，旨在增

强学生的禁毒意识，提高拒毒能力。澳门特区自开展禁

毒教育以来，就先以学校并以中学生为主要推广对象。[17]



Chinese Journal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020.  Vol.  26,  No.3

－ 130－

例如澳门社会工作局防治赌毒成瘾厅开发了《健康生活

教育课程》（适合 5~12 岁学童）[18]、《中学药物教育

课程》（适合初一至初三学生用）[19] 和《青少年禁毒

辅助教材》[20]。香港教育署将关于禁毒教育的内容列入

学校的正式课程，还有禁毒基金支持计划的“参与体育，

拒绝毒品”课程等。禁毒处委托非政府机构为本地小学

生、英基国际学校、国际学校，以及非华语学生举办抗

毒教育。根据学校需要，抗毒教育备有多元化的学习模

式，让学生了解吸毒的祸害，并提高学生的抗毒意识，

令他们决心远离毒品。抗毒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拒绝毒

品诱惑的技巧，干犯毒品罪行的后果，常见毒品种类和

吸毒的严重后果，过来人分享，增强正向抗逆能力。[21]

台湾地区要求设置专门的反毒课程，要求高中及高中以

下学校运用“健康与护理”“健康与体育”等课程，安

排 1 堂课以上的反毒认知教学，邀请专家学者组成“反

毒宣讲团”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宣传教育。[22]

8　学校禁毒教育的教材体系

“资料不到位，缺乏专业教材”是制约学校禁毒教

育的重要因素。[23] 构建学校禁毒教育的教材体系应当

按照受教育群体的不同分为专业教材体系和普及教育教

材体系。

目前，我国专业教材体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马

敏艾主编的《禁毒教程》，莫关耀、张斌主编的《毒品

犯罪案件侦查教程》，于燕京、张义荣、莫关耀主编的

《禁毒学》[24]。其中警察院校的教材由公安部人事训练

局组织统一编写或由各学校自己编撰。

普及教育教材体系由国家禁毒委员会禁毒教育协

调指导组和专家咨询组配合编写。主要有《全民禁毒教

育读本》《青少年禁毒知识读本》《禁毒志愿者手册》

《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读本》等。教材来源主要

分为国家推荐，如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的禁毒系

列丛书。还有省市自编禁毒教育读本，如云南、广东、

苏州等地都有自己的禁毒教育普及性读本。此外，还有

教学科研机构编写和大学自编等。

台湾地区要求研发反毒教材，建设反毒网站。“教

育部”开发了系列“防制学生药物滥用参考教材”，建

立对应的教材网站，以确保学校教师的线下和线上学 

习。[22] 澳门开发了《健康生活育课程》《中学药物教

育课程》和《青少年禁毒辅助教材》等系列教材。

9　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的师资体系

提高禁毒教育质量有赖于“强化专业队伍建设，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人民满意的禁

毒宣传教育队伍；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毒品预防教

育专兼职教师、校外禁毒辅导员、禁毒专家库等禁毒师

资建设，加大教师培训中毒品预防教育内容比重，培育

善教育、懂禁毒、能担当的禁毒师资骨干队伍。”[25]

台湾通过举办一系列“药物滥用辅导人员训练工作

坊”“大专及国中防制学生药物滥用业务承办人”研习、

“高中职防制学生药物滥用补充教材”研习、“教师反

毒知能研习”等多项研习活动，培养、提升学校教师防

制药物滥用辅导的知识技能及专业素养。[22]

香港教育局《学校行政手册》（2019/2020 学年）规定：

3.7.2 吸食及贩卖毒品 1.a. 委任一位资深教师，负责统

筹校内所有健康事务；b. 学校须确保校内每一位员工，

都清楚认识及支援「健康校园政策」；h. 鼓励、支持和

安排教师参与有关禁毒预防教育的培训和学习最新的知

识和技巧。[11]

由教育学、禁毒学、公安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

域的专家组成的国家禁毒办专家库是禁毒教育师资体系

的智囊核心，为全国禁毒教育师资培养提供指导和建议。

省级禁毒、教育行政部门也设有专家库、讲师团，是各

省毒品预防教育的智囊团和主力军。学校要设立专、兼

职教学团队及校内外合作教学机制，通过内外配合，为

学生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禁毒教育。

10　结语

在着力推进毒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中，必须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落实“预防为主”

方针，从根本上遏制吸毒人员滋生，从源头上减少毒品

需求。加强学校禁毒教育，创新学校禁毒教育体系，防

止青少年学生沾染毒品是毒品预防教育的重中之重，这

既是禁毒理论的要求，更是禁毒斗争长期实践经验的总

结，是解决毒品问题的治本之策和重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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