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辦學校成果報告摘要彙整 

學校名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模式三 模式五 

目標(指標) 

1.調查引起本校教職員生使用電子煙的主要因素。 

2.扭轉本校教職員生對於電子煙認知偏差。 

3.降低本校教職員生在鄰近校園熱區的菸害環境暴露率。 

4.提升本校教職員生之「反電子煙知能」。 

推動策略 

1. 實證調查與問卷編製→新生健康型態問卷 

2. 模式三:跨處室合作→探索校外吸菸死角熱區→文創小物或藝文創作→校園投票與社會連結→校園縱貫式互動 

3. 模式五:數位行銷科技應用→強化菸害意識→隨機街訪、拍照打卡→影片剪輯、分享、轉發→線上數位互動 

4. 線上線下社群互動校園→反電子煙知能提升 

成果 
質性 量性 

1. 製作菸害 OUT、戒菸 IN 之圖騰貼紙張貼於校本部及公館校區

之共同週課表 

2. 於本校  FB 社群平台，放置前述之快問快答訪問影片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國泰綜合醫院共同合作辦理菸害防

制線上臉書直播 Kahoot!搶答競賽活動前後均對參加者施行調

查，p 值均達顯著水準 

3. 設計 Logo 與後背包、手提袋宣導品，於相關菸害防制活動時

運用、發送 

4. 設置無菸人行道，於該區域內禁止吸菸 

1. 問卷收集，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知識、態度、意圖、拒菸自我效能、

健康意向、健康飲食等面向，最後獲得有效問卷共計 401份 

2. 辦理 FB打卡週活動，網路觸及人數達1200人 

3. 與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合作進行電子煙認知小團體訪談，共辦理5場次，

每次80分鐘 

4. 菸害防制影片撥放、前後測問卷、校園菸害熱點提問方式隨機街訪， 共訪

問教職員生30人 

5. 健康中心、專責導師室、春暉社共同合作，辦理「電子煙的真相與謊言」
講座，課程2小時，共56人參加 

省思與建議 

（一）隨機街訪快問快答活動，自製影片宜再行精簡、減少播放長度，以增加觀影者吸收效果，往後有類似規劃時應留意此狀

況。 

（二）本次「拍拍」衣袖不帶來一片「雲彩」活動，其打卡板基座可再行使用，未來擬安排多元、常態型活動，以使各衛生教育

內容逐漸深化於本校教職員生心中，並進而產生行為上之影響。 

（三）真相大解密- Kahoot!搶答競賽，活動過程中投影題目字體略小，雖有即時進行改善，但在直播狀態下仍有不完美處，日後

相關活動應避免類似情形產生。 

（四）菸害熱區部分未來可參考他校科技輔助模式，以監視器、播音設備進行即時勸阻，如此可避免稽查人員趕到時，已錯過時

間點外，亦能免除大量人力需求。 

 



 

 

學校名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模式三 模式五 

圖示 

 



 

 

學校名稱 長庚科技大學 模式六 

目標(指標) 

1.設計大學生菸害防制教育VR虛擬實境遊戲關卡6組，作為菸害防制創意數位行銷輔助教材。 

2.完成菸害防制教育VR輔助教材融入大學生課室與課後體驗，預計200人。 

3.完成菸害防制教育VR輔助教材「學習體驗」與「拒菸動機改變」成效評量。 

4.完成菸害防制創意微電影。 

推動策略 

1. 與軍訓室合作，招募吸菸學生與周圍親友有吸菸的高風險學生成立菸害防制教育VR輔助教材學生團隊小組。 

2. 模式六:創意數位行銷將完成之VR菸害防制創意數位行銷輔助教材，與導師及課程老師合作，以融入課程方式進行學習體

驗並評量其成效。 

3. 本校已經訂定菸害防制辦法，訂定本校為無菸校園。 

4. 校園社會環境氛圍營造與與建置:餐廳出入口建置「菸害防制生活專區」、教學區走廊以跑馬燈及海報進行菸害防制宣導，總務

處與外包廠商簽訂校園禁止吸菸違者開罰合約等。 

5. 菸害防制創意微電影。 

成果 

質性 量性 

1. 透過參與設計VR輔助教材的過程，提升吸菸同學「戒菸」動機的

可能性。 

2. 透過參與設計VR輔助教材的過程，降低高危險群同學「未來吸

菸」動機的可能性。 

3. 完成校園物質環境建置 

4. 完成校園社會環境氛圍 

5. 完成菸害防制微電影，並參與大專院校學生菸害防制創意競賽。 

1. 完成6組大學生菸害防制創意數位行銷輔助教材-VR虛擬實境遊戲關卡。 

2. VR輔助教材融入課程與活動，參與人數：師生共200位，完成學習體驗

成效評量。 

3. 透過系列性策略實施，提升學生『拒菸動機』與『拒菸議題關注

度』皆在4.5-4.9分。 

省思與建議 

（一）本計畫之創新性在於以VR虛擬實境遊戲關卡作為菸害防制教育創意數位行銷輔助教材，透過完成3組成癮與3組預防VR 

輔助教材的開發過程與活動體驗，成功觸發吸菸學生對菸害議題的關注與自省動機，獲得同學們廣大回響。 

（二）結合校內大型集會活動、時事，進行跨處室與學生團隊合作，打開界線擴大彼此效益。 

（三）因執行時程短，VR修改時間有限，但同學們對VR教材與體驗的反應極佳，也提供許多寶貴的經驗與建議，作為本計畫

VR教材再次修訂的良好依據。 



 

 

學校名稱 長庚科技大學 模式六 

圖示 

 



 

 

學校名稱 國立金門大學 模式四 模式六 

目標(指標) 

1.增進學生主動活動參與的意願、增加教職員工生對於菸害防制的認識與重視、強化身心健康中心志工隊的功能。 

2.執行校園及社區菸害防制問卷調查前測與後測各乙次，以便評估活動介入成效。 

3.結合校園與社區概念辦理實體及網路宣導活動各1場。 

4.連結戒菸門診資源提供戒菸個案輔導，提供有意願戒菸學生服務。 

5.穩定經營本中心網路平台，包括FB、IG等，期望計畫期間觸及人數達1000人以上，粉絲總數達300人以上。 

推動策略 

1. 身心健康中心衛保志工招募。 

2. 反菸大使培訓：首次將審議式民主的理念結合菸害防制議題帶入校園。 

3. 校園日、夜間菸害巡查:反菸大使2-3人組隊排班巡查日、夜間校園是否有在抽菸的人員。 

4. 實體菸害活動-收集一桶菸：全校教職員工生組隊參與，媒合社區共同參與及協助活動運作。 

5. 線上菸害活動-金門景點都禁菸嗎？結合IG及FB社交平台做宣傳。 

6. 校園及社區菸害防制問卷調查(前後測)。 

成果 
質性 量性 

1. 反菸大使培訓，知能的補足、發散到聚焦的過程讓志工有彼此

交流的機會，增加對反菸大使的認同感 

2. 實體菸害活動-收集一桶菸，加強與在地社區的連結，增進學生

主動參與活動的意願增加學生對於菸害防制的認識與重視，強

化身心健康中反菸大使的功能 

1. 校園及社區菸害防制問卷共收回533份 

2. 菸害問卷認知題分數全校學生：70.09分實體活動  前測：74.60分  後

測：91.80分 

3. 線上活動-「金門景點都禁菸嗎?」參與共計37人，IG觸及人數194人，

FB觸及人數1249人 

4. 身心健康中心衛保志工招募錄取共計31位衛保志工，並成為反菸大

使，共同推動菸害防制計畫 

5. 校園菸害巡查巡查日間：經勸導17人次 

省思與建議 

（一）預期提供戒菸個案輔導，但本校吸菸學生數不高，且多不願意戒菸，執行上困難。 

（二）計畫及經費執行期間僅4個月，且加上疫情防疫工作繁重，執行計劃期間過於短促。 

（三）願意主動提醒學生或校外人士不要在本校抽菸的不多，易造成本中心疲於應付。 



 

 

學校名稱 國立金門大學 模式四 模式六 

 （四）夜間部學生多為社會人士，吸菸情況較日間部情形嚴重許多，由於夜間人力不足且菸害巡查及糾舉活動，宿舍寢室牽涉

私領域，可能會有爭議情形。 

（五）希望中央衛生單位能再增加基層稽查人手及經費，才能確實落實把關及配合工作。 

（六）監視錄影影像模糊辨識困難造成送衛生局開罰時而有爭議。 

圖示 

  



 

 

學校名稱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模式三 模式五 

目標(指標) 

1.跨處室合作推動各處室及單位訂定預期達成之執行目標 

2.教育介入成效分析 

3.邀請學生參與菸害防制創意數位推廣行銷。 

推動策略 

1. 進行戒菸輔導介入教育—對違規吸菸同學進行戒菸輔導介入教育 

2. 模式三-推動無菸校園-跨處室合作推動各處室及單位訂定預期達成之執行目標 

3. 模式五-創意數位行銷，徵選本校籃球校隊球員，以「網紅就是你」為推廣行銷意象。 

4. 結合本校與新生相關的動態競賽活動，邀請獲得競賽活動冠軍之隊伍(學生)，參與菸害防制創意數位行銷一系列菸害防制創

意數位推廣行銷。 

成果 
質性 量性 

1. 於校園內明顯處設置禁菸標示與管理事項，校園工程契約訂定

無菸校園規範條款 

2. 對所屬系(所)空間及教職員生積極推動，有志工同學加入宣導，

有效推動無菸校園，營造校內不吸菸的氛圍 

3. 將設計思考教學模式應用於護理系與通識國防課程，並將生活

技能融入菸害防制教育 

4. 辦理兩場《菸害防制創意數位推廣行銷》培訓研習工作坊 

1. 進行戒菸輔導介入教育 

2. 校安中心及生輔組進行校內禁菸稽查到，此期間共稽查到24位違規

同學，惟在方案介入期間僅有前測及焦點團體訪談，最後僅6位完成

前後測，達成情況不理想。 

3. 培訓研習工作坊51中參加過《拒絕菸品和電子煙》相關教育課程者：

36人(70.6%) 

省思與建議 

（一）《菸害防制創意數位推廣行銷》教育介入成效分析上，因所介入之時數甚短，後測分數較前測分數略微增加，但未達

統計上之顯著差異，未來若是要透過工作坊形式來顯著達成效上影響，則介入的時間需再作調整。 

（二）本次計畫僅邀請護理系某課程及通識國防課程教師試辦，將菸害防制及思考設計融於教學中，未來將逐步將納入於其

他學科課程之中。 

（三）建議未來之計畫的申請截止日可以提前至7-8 月，計畫執行期程可以自9月初開始，這樣在整體計畫的規劃及執行上較能與

學生在校上課之期程配合。 



 

 

學校名稱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模式三 模式五 

圖示 

 



 

 

學校名稱 長榮大學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八 

目標(指標) 

1.降低學生及教職員工吸菸率及暴露於校園二手菸或三手菸比例。 

2.提升戒菸相關服務、資源或轉介專業戒菸機構之執行比例。 

3.提升菸害衛生教育及對菸品之認識。 

4.建立校園拒菸氛圍，積極創造無菸校園，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 

推動策略 

1. 模式三-跨處室合作，定期招開跨處室合作會議，校園內吸菸熱點及特定地點巡邏稽查，電子煙知識、態度及意圖調查。 

2. 模式四-招募反菸大使共11名自願同學，受訓後實施校園菸害環境稽查及宣傳活動，加強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之佈置，參與戒菸

班、健康促進活動及校外參訪。 

3. 模式八-多元戒菸服務：新生健康檢查抽菸習慣調查，社區菸害闖關活動、研習或推廣參訪活動，戒菸班。 

成果 
質性 量性 

1. 定期招開跨處室合作會議，討論菸害防制進度、協調如何有效

營造無菸校園環境及菸害宣導活動分配。 

2. 校園內吸菸熱點及特定地點巡邏稽查邀請反菸大使及志工一同

參與。 

3. 學生吸菸熱點進行調查，每次撿取之菸蒂秤重，調查一個月時

間，並在學校無菸政策實施下，觀察此三個熱點區菸蒂皆有下

降的情況，表示無菸政策是有成效。 

4. 戒菸班成效，2 人成功戒菸，頒發獎勵以玆鼓勵持續保持下 

5. 去，結訓當天讓學員分享戒菸心得並寫下來，做為激勵紀錄 

1. 抽樣調查各系學生對於電子煙知識、態度及意圖，抽樣人數為1,300人

次，填寫完成人數為1,082人次(男性佔38.5％、女性佔61.5％)。 

2. 戒菸諮詢服務：共4次諮詢服務，共23人參與。 

3. 健康闖關活動藉由闖關宣導菸害並填寫問卷，共計200人次參加。 

4. 調查各系學生對於電子煙知識，共42個系所。 

5. 新生健康檢查抽菸習慣調查其中教職員不抽菸有190人/95％，其中成

功戒菸20人。學生不抽菸；習慣不抽菸450人/90％，偶爾抽菸30人/6％，

每天抽菸5人/1％，已經戒菸25人/5％。 

6. 共辦理7場研習，總計餐與人數達283人 

 
省思與建議 

（一）校園環境廣大，雖有智慧監控系統協助及教官不定期巡視環境，但仍有少許同學躲在角落暗地抽菸，甚至離開校園取締範

圍抽菸，形成師長與同學之間諜對諜的狀況，故第二學期開始運用各管道加強菸害防制宣導及規劃一系列活動課程，為避

免產生認知差異，若於課程期間有新加入學員，皆先已個別諮詢輔導方式進行，待新課表排定在一起加入學 習，才能有

效增進學員菸害防制完整的概念。 

（二）本計畫實施含括問卷調查，內容多有重疊，但由於是不同活動中進行調查，故填寫學生不 會有重疊的困境及狀況，未來

建議可簡化問卷內容，以利作答。 



 

 

學校名稱 長榮大學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八 

圖示 

 



 

 

學校名稱 南臺科技大學 模式三 模式五 

目標(指標) 

1.與總務處共同合作，在校園吸菸熱點處建置監視與廣播系統，進行科技化菸害防制稽查工作，及時規勸學生吸菸行為。 

2.與學務處服務學習組共同開設設大一融滲式課程和師生共學，由衛保組安排菸害防制衛生教育講座課程。 

3.與各系所和行政單位合作，宣導全校教職工生對校內違規吸菸者，均有勸阻和糾舉之義務與權利。 

4.與社團和資傳系合作拍攝相關影片，預計受測者前後測測驗，對菸害防制的觀念和認知分數會提高。 

推動策略 

1. 透過遠端監視設備，監控違規吸菸並進行即時廣播，一旦經舉發行為確認，依校內菸害防制要點，將依校規記小過1次。 

2. 鼓勵鄰近商家推動無菸店家，與鄰近醫療院所合作，辦理多場菸害防制相關講座。 

3. 利用新生體檢活動，舉辦CO檢測，促使未吸菸同遠離菸害，並引發吸菸同學戒菸動機。 

4. 針對有意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提供轉介門診戒菸、戒菸專線及戒菸班等戒菸服務及資源。 

成果 
質性 量性 

1. 利用醫療專業的講師專業菸害知識講解，與學生互動問答，藉

由有獎徵答，讓學生更加了解菸害防制知識。 

2. 結合師生共學的實作課程，讓師生親身體驗菸害造成的環境汙

染，也讓 他們自己動手清潔，使學校周遭環境變乾淨。 

3. 經由講座衛教，能有效提升同學的自我效能。 

1. 每節下課時間，透過攝影機監視，並以週計算，統計數據顯示，第2

週(日/夜)人數：151/72人次；第六週(日/夜)人數：23/18人次，違規人

數明顯下降。 

2. 與鄰近商店推廣成為無菸，共20家商店聯署同意，目標達成率100%。 

3. 菸害防制影片徵選youtube 觀看次數：260次。 

4. 前後測的問卷，答題人數共358人，菸害知識方面答對率從91%，講

座學習後提高至95%，對於菸害防制清楚知道者，提升10-20%，顯見

成效。 

5. 無菸校園調查共364人填寫，統計有71.4%贊同撤除吸菸區，28.6%則

不同意。 

6. 辦理菸害防制知能宣導講座，共5場。 

省思與建議 

（一）此次菸害防制活動宣導的成效大，監視與廣播系統在短時間內經過2周觀察發現，學生會躲到無攝影機的隱密處，且學

生並未因菸害宣導就決定戒菸，是本計畫需持續努力的部分，但學生因一系列的活動及課程衛教，學會如何拒絕吸菸，

對菸害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此次計畫時間較為倉促，須完成多項的活動，希望下次能提早知會計畫入選，拉長活動時程，以有更多充裕時間規劃進

行，會更完善。 



 

 

學校名稱 南臺科技大學 模式三 模式五 

圖示 

 



 

 

學校名稱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模式八 

目標(指標) 

1.透過各項校內菸害防制之起始數據及問卷調查，以利設計具體可行及貼近校內師生需求之菸害防制活動。 

2.持續辦理菸害講座及多元體驗宣導活動，讓全校師生增加菸害防制知能，共同營造無菸害環境。 

3.結合本校系所及處室，共同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藉由知識傳播、同儕間訊息交流，營造無菸害校園。 

4.透過本校健康服務社社團與當地醫療衛生單位共同合作，進行社區菸害防制工作。 

5.製作勸戒菸說帖及手冊及利用網路社群APP建立群組。 

推動策略 

1. 針對菸害防制活動進行前後測問卷調查。 

2. 辦理菸害知能講座至少6場次、菸害諮詢活動1場次、菸害競賽己闖關活動2場次。 

3. 各處室共同辦理大型或全校性菸害防制宣導活動，藉由知識傳播、同儕間訊息交流，讓菸害議題在校園中發酵，共同營造無

菸害氛圍。 

4. 辦理戒菸班課程以吸菸同學為主軸進行團體課程。 

5. 製作勸菸及戒菸說帖及個人化戒菸手冊。 

6. 衛生股長社群APP建立、戒菸班社群APP建立、外國學生社群APP建立。 

成果 
質性 量性 

1. 問卷發現同學知能測驗中，以下題型正確率偏低，未來也將針

對電子煙議題加強宣導。 

2. 手寫明信片寫給有吸菸的親朋好友，鼓勵遠離菸品讓吸菸者知

道有人關心及鼓勵他戒菸。 

3. 持續轉PO菸害新知，後續將針對外國學生針對電子煙進行線上

回饋，了解其想法及觀念並適時澄清其錯誤迷思。 

4. 製作本學期菸害活動花絮並融入電子煙及加熱式菸品的宣導內

容。 

1. 辦理活動前共286人進行線上GOOGLE表單填寫，活動後有128人填

寫。 

2. 辦理5場次菸害宣導講座，共112人參加。 

3. 菸害知識題(10題)-後測答對率為92.3%，前後測分析平均提升66.7%。 

4. 衛生股長LINE群組有113位衛生股長加入，每週導師週報，共有202

班7,330人受惠。 

5. 辦理6堂戒菸班課程，有7人參加(6人吸紙菸)。 



 

 

學校名稱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模式八 

省思與建議 

（一）活動參與人數不如預期，本學期軟能力認證修改，很多學生已通過門檻，需求下降，學生課後常安排校外打工，且吸菸

學生尚未有想戒菸的想法，參與意願低，導致活動較難推展。 

（二）建議針對青少年可以更有彈性的補助使用戒菸輔助品(例如:戒菸貼片或藥物)對抗戒菸戒斷症狀，輔以學校關懷陪伴，應

可增加戒菸成效。 

（三）建議應該在電子煙源頭把關，讓電子煙不易取得，並公布更多吸電子煙危害案例，讓青少年有所警惕，做出正確選擇。

（四）電子煙及加熱菸迷思前三名為(1)電子煙只是水蒸氣和香料，所以沒有二手煙問題。(2)聽店家說電子煙可以幫助戒菸。(3)

電子煙液(油)常標榜成分為食品添加物，所以不會危害身體。未來將加強此三項錯誤迷思宣導，供他校參考。 

（五）COVID-19疫情期間常有活動規範限制，本次辦理FB留言、票選活動，校園尋寶並線上回覆對電子煙的看法、設置學生

LINE群組及導師週報系統，在校園人潮多的餐廳播放宣導影片…等，將新知傳導給全校師生，運用社群媒體及人群聚集

處進行活動與宣導，此類型活動適合在疫情期間辦理，供他校參考。 

圖示 

 



 

 

學校名稱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七 

目標(指標) 

1.合作瞭解兩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的吸菸率及校園二手菸暴露率。 

2.菸害防制倡議及修法重點宣導。 

3.結合與善用校內外戒菸資源、鼓勵戒菸。 

4.招募訓練醫護聽三系高年級學生進行一對一個案認輔。 

5.毛寶社擔任反菸志工，與護專春暉社洽兩社合作反菸宣導。 

推動策略 

1. 運用吸菸行為調查問卷調查 兩校 教職員工生吸菸現況、二手菸暴露現況。 

2. 預計採用網路問卷表單填寫，以班級及行政單位進行統計。 

3. 利用社交軟體、公佈欄、全校班級、系會幹部 line 群組分享菸害防制新知及活動。 

4. 結合與善用校內外戒菸資源、鼓勵戒菸，提供有意願戒菸同學相關醫院、衛生所及藥局等資源，及利用收集之抽菸者問卷，

關懷有抽菸習慣同學，鼓勵戒菸或加入戒菸支持團體。 

5. 模式七-醫護類大學學生增能，訓練高年級醫學系從問題導向學習(PBL)課程—肺阻塞教案中，學到肺阻塞的病生理及藥理

等知識，也要知道吸菸的危險性與戒菸的重要（共病症），並且了解到菸癮的戒治方法 (國健署菸害防制 )及協助機構。 

成果 

質性 量性 

1. 本次國健署菸防計畫擴大辦理，項目增加，惟因執行期程未隨

之加長，整體執行較為緊湊，期望來年計畫期程能酌予增長， 

以利有較充足時間推動。 

2. 校院合作機會，強化模式七，精進醫護類大學學生增能，給予

學生更多資源，自發性辦理菸防活動。 

3. 持續辦理多年菸防計畫，模式三跨處室合作融洽，各系所及處

室爭取合作。 

4. 聘請淡水馬偕戒菸門診暨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蘇佩甄副教授辦

理醫護類學生反菸強化醫護類學生增能講座。 

1. 本年度執行校內外菸害防制宣導教育活動共計56場次，宣傳無菸校

園、戒菸及拒菸與健康等理念。 

2. 瞭解戒菸課程的目的及重要性，採用五分法計算，83.5提升至94.1。 

3. 戒菸資訊管道及戒菸班，採用五分法計算，81.1提升至94.1。 

省思與建議 
（一）持續辦理多年菸防計畫，模式三跨處室合作融洽，無困難。 

（二）校院合作機會，強化模式七，精進醫護類大學學生增能，給予學生更多資源，自發性辦理菸防活動。 



 

 

學校名稱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七 

 （三）本次國健署菸防計畫擴大辦理，項目增加，惟因執行期程未隨之加長，整體執行較為緊湊，期望來年計畫期程能酌予增

長，以利有較充足時間推動。 

圖示 

 



 

 

學校名稱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五 

目標(指標) 

1.校園菸害防制活動、國健署問卷及拒電子煙活動問卷回饋。 

2.引起學校教職員工生對菸害防制議題之重視。 

3.增加學校整體拒菸/煙氛圍，減少教職員工生誤用電子煙、新興吸菸人口等。 

推動策略 

1. 拒電子煙—「健康無煙菸」教材介入活動，計畫採用「青春無煙菸」校園電子煙防制教學活動媒材，以引導教師有效推展教   

學，促進學生樂於參與學習。 

2. 社群媒體、網路經營，線上宣導創新媒材。 

3. 結合社區衛生護理課程，在校外進行服務學習課程時，由授課老師帶領學生與鄰近的內湖健康服務中心和內湖里辦公處共

同倡導無菸環境，發揮護理專長，推廣無菸社區。 

4. 訪談「成功變身」學校，了解如何從有吸菸區校園變無吸菸區校園，將深度訪談內容透過文字探勘方式，瞭解改變過程之關

鍵，提供相關經驗參考。 

成果 
質性 量性 

1. 「健康無煙菸」以4F教學法帶領學生進行思考，提出事實、覺

察、反思、行動。 

2. 拍攝菸害防制宣傳影片由學生擔綱編輯團隊，可貴的是可以想

像學生在發想過程中具有深刻思考。 

3. 「世界中風日」活動，藉此機會向周邊同步參與的攤位、路過

的行人推廣拒菸資訊。 

4. 校園菸害防制政策訪談，訪談了新北市某大專校院。 

5. 學生經營社群媒體「康寧護理天使」，促進同儕分享。 

1. 拒電子煙活動參與者68人皆為健康相關學院。 

2. 學生課程參與程度明顯上升，10題中共9題達顯著程度，整體參與度

後測顯著大於前測。 

3. 校園菸害防制辦理，個別活動問卷回饋本次活動共計收集181位參與

者回饋資料。 

4. 校園菸害防制辦理，無菸校園整體活動問卷回饋共計找到 84 位學

校成員協助填答感受。（5成以上對校園菸害防制相關策略清楚知道） 

省思與建議 

（一）夜間部菸害防制實施部分，由於比對他校經驗，倘若對吸菸懲處要求較緩和，甚至設立夜間部吸菸區，夜間菸害仍難以

杜絕，美其名為日間無菸，實則難以落實整體無菸校園。可能使學生對吸菸這件事仍抱有期待。故應實行校園全面禁菸，

不分日夜就讀之學生。 

（二）抓到校內、穿制服在校外吸菸，將以記大過進行處分，此嚴格規定，使學生不會輕易嘗試吸菸，進而減低學生接觸菸

品的機會。 

（三）由學生發起的宣導活動、創作的宣導媒材等，更能使其從發想的過程對此議題有加深、加廣的瞭解，也對產出的作品 



 

 

學校名稱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五 

 更為珍視。 

（四）為尊重學生之隱私，校方在稽查學生是否攜帶非法物品時，仍需依法行事，如提前告知學生、不隨意翻動學生物品

等，由學生主動呈交檢核項目，確保師生之間互信及尊重。 

（五）將電子煙等納入校園菸害防制相關辦法。 

圖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