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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吸菸率調查

新生吸菸率

吸菸

不吸菸

吸菸率 8.3%

不吸菸率 91.7%

教職員吸菸率

吸菸

不吸菸

吸菸率
3.7%

不吸菸率
96.3%

全校吸菸率

吸菸

不吸菸

不吸菸率
91.5%

吸菸率8.5%

實施教職員工生吸菸現況調查問卷(教職員樣本數102份
、日間部全校學生樣本數2188份、新生樣本數1423份)，
瞭解校園內教職員工生之吸菸人數狀況，本校107年吸菸
率約9﹪，108年約為8.5﹪有明顯下降之趨勢。



全校二手菸暴露率調查

實施108年教職員工生二手菸暴露率現況調查問卷(樣本
數2290份)，瞭解校園內教職員工生之二手菸暴露率
17.3﹪有明顯下降之趨勢。(較107二手菸暴露率19﹪下
降1.7﹪)

二手菸暴露率17.3%



菸害防制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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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校前、後校門口，懸掛大型無菸校園帆布條，加強
宣導無菸校園觀念。

校內菸害防制倡議



校園內戶外及大樓樓梯間張貼禁菸標誌、無菸海報、帆
布條、電子看板公告等宣導標語。



成立facebook臉
書社團-正修菸害
防制專區

將菸害防制相關訊
息及觀念，有效且
快速的傳播，今年
宣導重點為電子菸
的危害，目前社團
人數已達2091人。

校內社群媒體倡議



成立IG(Instagram)
社群-
csu_ban_smoking

IG以圖為主，將菸
害防制相關訊息及
觀念，簡單而迅速
的傳播，滿足學生
追求速得訊息需求
，目前追蹤人數已
達1503人。

校內社群媒體倡議



於108年9月5、6日「新生入學輔導」始業典禮，辦
理祈願儀式由祈願代表帶領全體新生祈願，宣示防
制菸害決心。

我願意配合 遠離菸害 健康一生

菸害防制倡議



召集校園志工巡邏隊：

1.不定點、不定時舉牌提醒同學不得於校園內吸菸。

2.針對有菸蒂、菸頭予以打掃並統計，加強巡邏。

3.由教官不定時至校園各處巡邏，糾舉抽菸同學。

菸害防制倡議



教官校內菸害防制巡查分配表，各教官分配責任區，由
教官不定時至校園各處巡邏，糾舉抽菸同學。

菸害防制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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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進修部及假日班加強取締抽菸：

1.提醒同學不得於校園內吸菸。

2.針對有菸蒂、菸頭之地方加強巡邏並取締吸菸同學。

菸害防制倡議



•劃設「無菸通學步道」拓展無菸環境，將校園外人行步道
劃定範圍列入禁菸規範之場所，建立學生菸害防制觀念，
由學校推展至社區，引導學生與社區民眾對自我健康的重
視。

菸害防制倡議



公布各系館菸蒂數量統計並於學務會議請各系
協助勸導擴大菸害防制工作成效

菸害防制倡議



公布各系館菸蒂數量統計，並於學務會議請各系協助勸導，以
擴大菸害防制工作成效，10/14-25日平均菸蒂減少11%。

系別 地點 11/5-9 11/12-16 菸蒂減少率（%）

工管系 工業工程與管理館 58 56 3

土木系 土木工程館 78 72 7

機械系 機械工程館 82 76 7

電子系 電子工程館 89 81 8

電機系 電機工程館 145 138 4

建築系 圖科大樓9樓 124 121 2

資管系 圖科大樓8樓 75 68 9

時尚系 生創大樓8樓 45 29 35

休運系 生創大樓1樓 176 154 12

觀光系 人文大樓1樓 168 152 9

應外系 人文大樓6樓 48 39 18

金融系 人文大樓7樓 34 25 29

國企系 管理學院大樓1樓 157 146 7

企管系 管理學院大樓3樓 75 68 9

資工系 綜合大樓6樓 75 62 17

妝彩系 綜合大樓4樓 30 25 16

數位系 幼保大樓3樓 38 35 7

幼保系 幼保大樓1樓 24 23 4

餐飲系 南校區教學大樓4樓 52 45 13

菸害防制倡議



結合與善用校內外資源

辦理戒菸班，轉介戒菸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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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校內外資源辦理戒菸班

108年5/20-6/7、11/18-12/6與高雄榮總戒菸團隊，合作開
辦正修健康戒菸班，協助吸菸同學戒菸。



吸菸同學轉介吸菸門診

轉介吸菸同學至校外醫院(長庚醫院)、診所(文德診所)戒菸
門診，加強戒菸意願及成功率，幫助有效戒菸。



推動電子煙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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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電子煙防制工作

於108年9月30日本校行政會議中，修訂本校菸害防制管理
辦法，將電子煙納入管理--本校為無菸校園全面禁止吸菸
及電子煙，並持續將電子煙納入本校菸害防制工作推動，
透過社群、講座及宣導活動等，強化學生防制知能。



推動電子煙防制工作

授課教官於國防課程授課時將電子煙傷害相關
概念融入教學課程



推動電子煙防制工作

校園大型電視牆撥放電子煙防制短片
美國麻州電子煙背後靈



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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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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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短片宣導
於校內電視牆前說明吸菸壞處並請學生觀看-Jolin
「我拒菸 我驕傲」宣導短片，加強菸害宣導效益



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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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菸 誓師簽名活動
製作大型拒菸簽名看板，舉辦拒菸誓師簽名活動，所有
學生表達拒菸的決心，並宣誓-我拒菸，我驕傲，紙
菸、水菸、嚼菸、含菸、雪茄菸、電子煙丶加熱菸⋯所
有菸品get out



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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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班同學體驗教育-公益農場
持續推動戒菸班同學參與本校公益農場，以體驗教育方
式，提供有意義的休閒活動，了解生命與健康價值，加
強宣導菸害防制觀念。

育苗 茁壯 豐收 義賣



特色亮點

28

戒菸班同學體驗教育-公益農場
公益農場義賣所得，幫助本校弱勢學生，與本校學生餐
廳合作，提供學生代用餐服務，108年度提供學生代用
餐計35人次，義賣所得至今餘額45070元。



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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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大菸害防制活動辯論比賽

題目:電子煙是否是菸?
藉由辯論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生對於電子煙議題思辨能
力，以達宣導的教育意義。



山地部落偏鄉菸害防制宣導-高雄市桃源國小

特色亮點

培訓本校有志學生擔任菸害防制宣導活動人員，至山
地偏鄉學校表演，讓學子了解菸品的危害，進而擴大
影響其對生命的尊重。



離島偏鄉菸害防制宣導-小琉球全德國小、琉球國中

特色亮點

培訓本校有志學
生擔任菸害防制
宣導活動人員，
至離島偏鄉學校
表演，讓學子了
解菸品的危害，
進而擴大影響其
對生命的尊重。



結合正修科大反毒特展，設攤宣導菸害防制

特色亮點

本校與市府毒防局、中信反毒基金會攜手舉辦「正修
科大反毒特展」，於展覽中設置菸害防制宣導攤位，
加強宣導吸菸及電子煙的危害，參觀人次計5400人。



宣導無菸商家活動

帶領本校春暉社學生，至本校周邊商家宣導拒菸無
菸運動，勸導商家勿提供菸品及呼籲店內全面禁菸，
共計36間商家配合此項活動，全面禁菸。

春暉社團主導辦理之倡議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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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灘活動

本校春暉社學生，至墾丁海灘宣導拒菸無菸運動，
並進行淨灘活動，體驗一堂深刻的教育課程。



結語
本校除藉由菸害防制研習訓練，提升教職
員生菸害防制相關知識及技能外，並針對
菸害防制現況，提出具體計畫目標與方
向，營造無菸校園教育環境，近年來經全
校師生共同努力下，吸菸比例自107年9﹪
降為108年8.5﹪已有明顯下降之趨勢，如
何不讓少數吸菸人口影響大多數人權益，
仍是本校持續不斷努力的目標。



簡報完畢
恭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