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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序 

電子煙已成為各國重要的健康危害議題，業者不斷推出新類型產品，

及使用口味誘人之添加物，吸引青少年嘗試或購買使用電子煙，亦透過

網路社群平台大量散播電子煙資訊之行銷手法，刻意不提其對健康的危

害，以「減害」、「減少有害物質暴露」、「菸草替代品」、「幫助戒菸」、「煙

霧少」、「清香的口味」等行銷文字，藉以誤導民眾，逐漸經由各種管道

進入國內，嚴重威脅青少年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任何形式的菸品或電子煙都是有害的，電子煙

多含有尼古丁及有害致癌物，對使用者和暴露於二手煙者都有害，也沒

有證據證明電子煙是安全且可以幫助戒菸。另外，國外研究顯示，曾經

使用電子煙的青少年會有較高的吸菸意圖，且易開始有吸菸行為，青少

年若曾使用過電子煙，其嘗試紙菸的機會是沒有使用過電子煙青少年的

2 倍以上，雙重使用對身體危害更甚，且更難以戒除。 

大多數吸菸(煙)者是從兒童或青少年開始的，並未意識到吸菸(煙)的

風險和尼古丁的成癮性，且許多年輕人也高估了自己未來戒菸(煙)的能

力。而國中階段是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快速期，也是自我探索與人際發展

的關鍵期，為能於國中階段即協助青少年獲取防範電子煙危害應具備的

知識、態度與能力，此次發展的教材除蒐集國際最新電子煙健康危害實

證資料及防制策略，並結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素養導向教學模式，提

供國中教師可運用之教學資源，引導學生透過理解、思辨、批判，提升

對電子煙危害的辨識，並破解電子煙的迷思及各種行銷伎倆，進而做成

健康的決定，勇於拒絕電子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署長 

吳昭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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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案使用說明 

 

 

 

 

本手冊提供「教學活動設計參考」與「課程教學重點說明」，希望協

助教師與青少年認識電子煙的危害以及拒絕使用電子煙的技巧。  

  

一、教學活動設計參考：本手冊提供教學活動設計，由編輯小組設計，

並經多位國中教師參與試教之教學經驗所修訂完成，可提供給國中

教師授課時參考應用，課程中搭配互動遊戲資源，教師可利用電腦互

動遊戲－電子煙森林迷霧、以及各種情境之模擬動畫（電影篇、校園

角落篇、校門口篇、網咖篇與長輩篇)，讓學生與課程所學之內容相

互印證，強化拒絕電子煙的能力。教師可選擇播放所需的動畫，亦能

適時暫停播放動畫，詢問學生意見與想法，引導學生深入思考相關議

題。希望透過詳細的活動設計，引導學生思辨，進而提升防範電子煙

危害之知識、態度與能力，更期待國中教師在此基礎下可研發設計更

多元的教學方案。 

二、課程教學重點：本教學簡報是針對已上過「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危害」

課程或是其他電子煙防制教材之國中生，著重加強電子煙迷思破解、

反行銷與拒絕電子煙技巧之學習與演練。從破除六大迷思為基礎，並

延續到拒絕電子煙的技巧，藉由師生互動討論及分組演練以加強學

習效果。本課程可分為 2 小時及 1 小時授課版本，教師可依據課程進

度及需求作調整。 

 
 

教案使用說明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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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活動設計參考 

 

 

1.教學設計與核心素養連結：  

活動名稱 破除電子煙迷思與拒絕電子煙技巧 

適用對象 國中學生 

活動場地 教室 活動時間 45 分鐘 / 90 分鐘 

學習目標 

1. 透過多媒體動畫與互動遊戲，認識電子煙的真實面貌與危害資訊，

理解使用電子煙後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並能拒絕電子煙。 

2. 願意思考使用電子煙對健康的威脅感和嚴重性並願意主動規勸家

人、朋友拒絕電子煙。  

綱領核心素養 

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人性、

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輕言放棄。 

學習表現 

1a-IV-3 評估內在與外在的行為對健康造成的衝擊與風險 

4a-Ⅳ-3 持續地執行促進健康及減少健康風險的行動 

4b-Ⅳ-2 使用精確的資訊來支持自己健康促進的立場 

學習內容 

Bb-IV-3 菸、酒、檳榔、藥物的成分與成癮性，以及對個人身心健康

與家庭、社會的影響 

Bb-Ⅳ-4 面對成癮物質的拒絕技巧與自我控制 

教學資源 

1.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 

2.健康九九-菸害防制館 

https://health99.hpa.gov.tw/theme/4 

3.本計畫自行整理編製 

教學準備 

1.課程簡報 

2.電腦互動遊戲  

3.學習單 

4.回家作業 

  

教學活動設計參考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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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教學活動】 

1.展示簡報講解電子煙之危害及拒絕技巧。 

2.在課堂當中時常詢問學生們的意見以及提出

問題請學生反思回饋。 

3.透過簡報當中的備註資料可以向學生們補充

更詳細的內容。 

教學簡報電子檔 

 

口語評量 

觀察評量 

【遊戲互動】 

1.視班上人數及場地狀況，老師可考慮是否分

組派代表上台操作遊戲，或是於電腦教室安

排每位同學操作。 

2.由老師先說明示範遊戲的進行方式，並且提

醒同學遊玩中須注意的事項。 

3.同學遊玩後給予指導與說明，並補充相關電子

煙害防制資訊。 

教學互動遊戲程

式電子檔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教學小叮嚀】 

老師可以隨時觀察同學們對於電子煙防制的回饋反映，並透過提問、討論，幫助學生

們思考與解決問題，並強調正確觀念，協助他們導正錯誤觀念及破解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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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課課程活動說明: 

課程單元 預計時間 內容說明 備註 

第一節課:破除電子煙迷思單元 

破除電子煙

迷思 

15 分鐘 一般常見之錯誤訊息以及實際狀

況，敘述電子煙迷思。 

1.內含選播之顏啟華醫

師對電子煙相關迷思

說明短片，及開放師生

討論之結語。 

2.上課前可將學生 4 人

分一組，增加討論及互

動學習之機會。 

電子煙迷思

互動遊戲 

 

10-15 分鐘 電腦互動遊戲－電子煙森林迷霧 

人類和菸品的戰爭中出現新的對

手。 

在電子煙的迷霧中看誰能掙脫束縛

開創自主人生，本互動遊戲可以視

場地與人數調整授課方式，教師並

可視情況予以獎勵，增加互動。 

1.電腦設備充足，由學生

自行(個別或分組)進入

遊戲，完成各關卡。    

2.使用一套電腦設備，教

師啟動遊戲，在每個關

卡由學生(個別或分組)

舉手搶答，可加強師生

互動。 

3.另可使用遊戲側錄影

片，在每個關卡由學生

(個別或分組 )舉手搶

答，加強師生互動。 

心得討論與

分享 

10-15 分鐘 在電子煙絢麗的外表和多變的口味

下，我們對電子煙的瞭解有多少？ 

請由這張高山與冰山圖所代表印象

開始進行討論。 

 

回家作業  電子煙的宣傳手法與真實狀況對比

之迷因圖創意發想，以下提供幾張

示範圖，由學生自行發揮創意製作。 

參考圖附於教師手冊內。 

作業格式附於教師手冊

內。 

課後測驗  透過回答問題讓同學再複習課程所

學內容並檢視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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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拒絕電子煙技巧單元 

拒絕技巧 10 分鐘 敘述 6 個拒絕技巧常用語句，教師

可再請學生補充其他技巧與說明。 

上課前可將學生 4 人分

一組，增加討論及互動學

習之機會。 

拒絕電子煙

勇士動畫 

 

10 分鐘 藉由各種情境之模擬(電影篇、校園

角落篇、校門口篇、網咖篇與長輩

篇)，讓學生與課程所學之內容相互

印證，強化拒絕能力並加深學習效

果，教師可選擇播放動畫，亦能適

時暫停動畫，詢問學生意見與想法，

引導學生深入思考相關議題。 

1.動畫影片可做為補充

教材供學生課後觀看。 

2.校門口篇動畫有設計

兩種結局，一種為順利

拒絕；另一種為持續糾

纏，採開放模式供學生

討論如何因應。 

分組演練 15 分鐘 學生四人分一組演練，讓學生依據

分配之不同情境發揮創意與群體腦

力激盪，深化學習效果，並將全組

演練結果跟全班分享。 

 

扮演角色要求:擔任推銷角色時必

須由自己所知道之電子煙推銷模式

出發，藉由同學提出之反對理由來

反思為何需要拒絕使用電子煙。 

各組依分配(抽籤)之情

境演練。 

情境:校園內同學聊天、

公車站碰到叔叔推薦、飲

料店外陌生人搭訕、夜市

攤販推銷。 

角色:輪流一人扮演推銷

(薦)角色，另三位同學想

拒絕的辦法來互動。 

心得討論與

分享 

10-15 分鐘 藉由上台分享，增加學生面對群眾

發表看法以及互動之經驗。 

各組將演練結果分享給

同學。 

課後測驗  透過回答問題讓同學再複習課程所

學內容並檢視學習成效。 

 

學習單  菸商為了吸引青少年使用電子煙，

會將其包裝美化，面對電子煙炫麗

的外表、多變的口味與給人流行與

新潮的感覺，你該如何辨識與抉擇

呢？ 

(提出質疑、思考問題、收集(查詢)

資料、歸納整理、提出你的見解) 

學習單格式附於教師手

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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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課課程活動說明: 

課程單元 預計時間 內容說明 備註 

破除電子煙迷

思 

10 分鐘 一般常見之錯誤訊息以及實際狀

況，敘述電子煙迷思。 

內含開放師生討論之結

語。 

拒絕技巧 10 分鐘 敘述 6 個拒絕技巧常用語句，教師

可再請學生補充其他技巧與說明。 

上課前可將學生 4 人分

一組，增加討論及互動

學習之機會。 

情境模擬討論 10-15 分鐘 播放拒絕電子煙動畫校門口篇持續

糾纏模式後，供學生討論如何運用

課堂所學知識來因應。 

1.拒絕電子煙勇士動畫

(電影篇、校園角落篇、

網咖篇與長輩篇)可做

為補充教材供學生課

後觀看。 

2.教師可適當引導學生

思考各種反應模式與

討論結果。 

電子煙迷思互

動遊戲 

 

10-15 分鐘 電腦互動遊戲－電子煙森林迷霧 

人類和菸品的戰爭中出現新的對

手。 

在電子煙的迷霧中看誰能掙脫束縛

開創自主人生，本互動遊戲可以視

場地與人數調整授課方式，教師並

可視情況予以獎勵，增加互動。 

 

1.電腦設備充足，由學生

自行 (個別或分組)進

入遊戲，完成各關卡。    

2.使用一套電腦設備，教

師啟動遊戲，在每個關

卡由學生 (個別或分

組)舉手搶答，可加強

師生互動。 

3.另可使用遊戲側錄影

片，在每個關卡由學生

(個別或分組 )舉手搶

答，加強師生互動。 

回家作業  電子煙的宣傳手法與真實狀況對比

之迷因圖創意發想，以下提供幾張

示範圖，由學生自行發揮創意製作。 

作業格式附於教師手冊

內。 

課後測驗  透過回答問題讓同學再複習課程所

學內容並檢視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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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單元 預計時間 內容說明 備註 

學習單  菸商為了吸引青少年使用電子煙，

會將其包裝美化，面對電子煙炫麗

的外表、多變的口味與給人流行與

新潮的感覺，你該如何辨識與抉擇

呢？ 

(提出質疑、思考問題、收集(查詢)

資料、歸納整理、提出你的見解) 

學習單格式附於教師手

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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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教學重點說明 

  
 

背景資料: 

科學家已經研究紙菸超過 50 年，並知道哪些化學物質會導致健康損傷甚至癌

症。反觀電子煙只存在了 10 多年，所以我們對它們的瞭解還在持續進展中。然而，

初期研究階段就已經顯示出電子煙的許多危害，除了含有尼古丁具成癮性外，添加

成分複雜且含有害物質也是電子煙造成健康危害的原因。雖然使用電子煙對健康的

長期影響仍然需要持續研究探討，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些產品對健康是有害的

(Traboulsi et al., 2020)。 

根據 Friedman (2015)的分析，有關電子煙的諸多誤解，導致如何管理電子煙成

為公共衛生政策的核心辯論議題。Fairchild 等人(2014)認為，電子煙可能促使那些本

來不會使用紙菸的人開始使用電子煙，雖然近幾十年來美國年輕一代使用紙菸情形

逐漸減少，但該國年輕人使用吸菸替代品的數量卻呈上升趨勢。根據 Murthy (2017)

的研究，市場上最引人注目的吸菸替代品是電子煙，減少紙菸的努力亦無法影響青

年使用電子煙的意願。在美國，2011 年至 2012 年期間，青少年使用電子煙的比率從

3.1%增加到 6.8% (Schraufnagel, 2015)。依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及毒物管控中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oison Control Center，

AAPCC)目前最新統計數字顯示，電子煙中毒通報事件已成長 14 倍，其中包含成人

自行注射液態尼古丁自殺、嬰幼童誤食導致中毒、致死，以及青少年將毒品(K2，三

級毒品)攙混於電子煙中使用，發生中毒昏迷等案例(衛生福利部，2016)。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8 年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結果，我國國中學生電

子煙使用率由 107 年 1.9%(男生 2.8%，女生 1.0%)上升至 108 年的 2.5%(男生 3.8%，

女生 1.1%)，增加 0.6%，增幅約 3 成；進一步分析國中學生使用電子煙的原因，包

括「朋友都在吸(26.8%)」、「口味比較好(15.2%)」、「健康危害低(10.6%)」、「身上才不

會有菸臭味(6.3%)」、「為了戒菸(4.1%)」、「不讓別人知道有吸菸(2.6%)」等(國民健康

署，2021 )，由上述資料可知，青少年對電子煙充滿迷思並可能對其危害過份低估而

受到吸引進而嘗試使用，是公共衛生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本教材蒐集電子煙健康危害實證資料及防制策略，製作電子煙防制教材，俾提

供國中教師可運用之教學資源，協助青少年獲取防範電子煙危害應具備的正確知識、

態度與能力，除了本身具備拒絕電子煙之能力外，並進而幫助同儕、朋友與家人拒

絕電子煙。 

 

 

 

  

課程教學重點說明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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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課課程內容 

第一節課:破除電子煙迷思單元 
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電子煙的美麗謊言 

電子煙除了含有尼古丁，具成癮性外，添加

成分複雜且含有有害物質，也是電子煙造成

健康危害的原因之一，雖然使用電子煙對健

康的長期影響仍然未知，但是越來越多的證

據表明，這些產品並非無害。 

科學家已經研究紙菸超過 50 年，並知道哪

些化學物質會導致健康損傷甚至癌症。電子

煙只存在了 10 多年，所以我們對它們瞭解

不多，然而，初期研究階段就已經顯示出電

子煙的許多危害。 

 

參考資料：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

olkit/ppt-

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Traboulsi, H., Cherian, M., Abou Rjeili, M., 

Preteroti, M., Bourbeau, J., Smith, B. M., 

Eidelman, D. H., & Baglole, C. J. (2020). 

Inhalation Toxicology of Vaping Produ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lmonary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1(10), 3495. 

https://doi.org/10.3390/ijms21103495 

 

破除電子煙迷思單元之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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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在二十世紀初，吸菸和疾病的關係尚不明

朗，人們沒有意識到菸草的危害，再加上吸

菸對人的傷害是需要時間慢慢累積才出現

的，因此對吸菸的危害初期並沒有引起注

意。這些是當時菸草公司的宣傳海報，展現

唯美優雅的氣氛吸引人們的目光。 

 

參考資料：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

olkit/ppt-

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一般菸草產品的宣傳中常使用許多主題，

包括獨立性及反叛性，這些也常被用於宣

傳電子煙。電子煙也被廣告倡導能作為較

健康的吸菸替代品，它能彈性控制尼古丁

含量，並比紙菸釋放較少有害物質，但這些

並非是事實。近年來，由於製造商及銷售商

藉由各種宣傳途徑的渲染，導致全球電子

煙的銷售和青少年使用率顯著增加，成為

近年來關注的議題之一。 

 

補充資料:青少年接觸的電子煙電視廣告的

頻率亦超乎想像。美國一項研究發現，青少

年接觸的電子煙電視廣告，在 2013 年每季

度高達 347 次。 

例如： 

Facebook：以「電子煙」之類別成立社團、

粉專等活動為最大宗。 

Instagram：以「ejuice」、「水果煙」、「維他命

棒」、「電子果汁」等的貼文增幅，均有增加

趨勢。而「電子果汁」的相關貼文增幅更高

達 92.7％，顯示電子煙等新類型產品在

Instagram 社群逐漸蓬勃發展。 

YouTube：上半年度以電子煙作為關鍵字，

搜尋到的前 100 部影片來看，總計有 35 部

影片的觀賞人次超過 1 萬人；而下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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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觀賞人次持續增加中。影片上傳者包含網

紅、電子煙販售商家、網友個人與新聞台。

與電子煙相關的影片，上傳內容以「經驗分

享／教學」偏多。 

 

參考資料： 

臺灣菸害防制年報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47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 

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介入輔導計畫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食品香料安全評估是依據添加到食物中經

口攝食而不是吸入肺中，就像水是用喝的，

但吸入肺裡有嗆傷和感染的風險，更何況還

有香料成分對身體有害之研究或案例。 

 

參考資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電子煙毒性物質成

分探密

https://health99.hpa.gov.tw/article/18723 

 

電子煙多採用香料調味，例如在煙油中加入

芒果、香蕉、巧克力等新奇口味香料，降低

使用的不適感並讓煙霧更滑順、清涼易被吸

入，吸引年輕人好奇嘗試，目前已知可能有

多達 7,500-15,000 種以上之添加物。 

  

參考資料： 

Krüsemann, E. J., Boesveldt, S., De Graaf,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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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 Talhout, R. (2019). An e-liquid flavor  

wheel: a shared vocabulary based on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e-liquid flavor  

classifications in literature. Nicotine and 

Tobacco Research, 21(10), 1310-1319.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檢測資料，

市面上絕大多數之電子煙均含尼古丁，而且

可能比菸品還高，讓人不自覺吸入更多或上

癮。 

 

參考資料： 

國民健康署對於紙菸銷量及電子煙管理提

出說明 

https://www.mohw.gov.tw/cp-2636-21203-

1.html 

電子煙油標示不清，驗出尼古丁涉嫌違反

《藥事法》 

https://www.consumers.org.tw/product-detail-

2735014.html 

 

電子煙油的尼古丁濃度約有  2~18mg/ml 

(一般 6mg/ml)。 

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發育中的大腦，長期暴

露於尼古丁下，造成持久的影響與風險，包

括尼古丁成癮、永久性的情緒障礙、衝動控

制降低，也改變了神經突觸形成的方式，這

可能會損害大腦中控制注意力和學習的部

位。 

 

參考資料: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

o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您應該了解有關電子煙的知識演講影片 

https://www.ted.com/talks/suchitra_krishna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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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sarin_what_you_should_know_about_vaping

_and_e_cigarettes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電子煙業者經常以電子煙危害較小為推銷

策略，雖然部分有害物質如焦油或一氧化碳

等較低，但其他有害物質或多或少會出現在

電子煙中。在後面投影片中，以最近之研究

結果說明電子煙的危害，除了已知之有害物

質與健康危害外，還有更多未知成分以及長

期健康效應亦尚待追蹤研究。 

 

參考資料：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

o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您應該了解有關電子煙的知識演講影片 

https://www.ted.com/talks/suchitra_krishnan_

sarin_what_you_should_know_about_vaping

_and_e_cigarettes 

Schmidt, S. (2020). Vaper, beware: the unique 

toxicological profil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https://ehp.niehs.nih.gov/doi/full/10.1289/EH

P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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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電子煙成分中以及燃燒之煙霧中一樣含有

致癌物。   

重金屬：鎳、鉻、銅、鋅、錫、鉛、鋁、砷

等，具多重器官毒性與致癌性。 

超細微粒(例如PM2.5)：深入肺部造成傷害，

屬於一級致癌物。 

致癌物：亞硝胺、甲醛、丙烯酸、乙醛等，

誘發多種癌症。 

  

參考資料：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

o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您應該了解有關電子煙的知識演講影片 

https://www.ted.com/talks/suchitra_krishnan_

sarin_what_you_should_know_about_vaping

_and_e_cigarettes 

Schmidt, S. (2020). Vaper, beware: the unique 

toxicological profil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https://ehp.niehs.nih.gov/doi/full/10.1289/EH

P6628 

 

電子煙目前已知可能有添加溶劑、香料、尼

古丁或其他非法藥物等，可能約有 7,500-

15,000 種化學品成分在煙油中。 

 

參考資料: 

Krüsemann, E., Boesveldt, S., de Graaf, K., & 

Talhout, R. (2019). An E-Liquid Flavor 

Wheel: A Shared Vocabulary Based on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E-Liquid Flavor 

Classifications in Literature. Nicotine & 

Tobacco Research, 21(10), 1310–1319. 

https://doi.org/10.1093/ntr/nty101 

Tehrani, M. W., Newmeyer, M. N., Rule, A. 

M., & Prasse, C. (2021). Characterizing the 

Chemical Landscape in Commercial E-

Cigarette Liquids and Aerosols by Li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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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Chromatography-High-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 Chemical research in 

toxicology, 34(10), 2216–2226. 

https://doi.org/10.1021/acs.chemrestox.1c002

53 

Breitbarth, A. K., Morgan, J., & Jones, A. L. 

(2018). E-cigarettes-An unintended illicit 

drug delivery system.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192, 98–111. 

https://doi.org/10.1016/j.drugalcdep.2018.07.

031 

美國研究：電子煙溶液發現近 2,000 種未

知化學物質  

https://technews.tw/2021/10/14/thousands-of-

unknown-chemical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E-cigarette Use Among Youth and 

Young Adults: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Atlanta, GA: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DC; 2016. 

Accessed July 27, 2018.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Health and 

Medicine Division; Board on Population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Practice; 

Committee on the Review of the Health 

Effects of 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Public Health Consequences of E-

Cigarettes. Eaton DL, Kwan LY, Stratton K, 

edito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S); 2018 Jan 23. PMID: 

29894118. 

CDC-使用電子煙比例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

m6937e1.htm 

衛生福利部，2015。電子煙防制知能。 

https://www.mohw.gov.tw/dl-4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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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2d462600-3730-4086-80b9-

39f72dbb7275.html 

衛生福利部，2016。電子煙危害健康。 

https://www.mohw.gov.tw/dl-47372-

f3df7a1a-351b-4a21-9fdc-dda7e9a68a0b.html 

CDC-青少年電子煙使用率下降，但仍有 

360 萬人使用電子煙

https://www.cdc.gov/media/releases/2020/p09

09-youth-e-cigarette-use-down.htm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lavored tobacco product use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United States, 

2014.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15a;64(38):1066–70. 

 

電子煙除了含有尼古丁，具成癮性外，添加

成分複雜且含有有害物質，是電子煙造成危

害的原因之一，雖然使用電子煙對健康的長

期影響仍然未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些

產品並非無害，已知的相關危害如畫面所

示。 

 

參考資料: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

olkit/ppt-

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

o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您應該了解有關電子煙的知識演講影片 

https://www.ted.com/talks/suchitra_krishnan_

sarin_what_you_should_know_about_vaping

_and_e_cigar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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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電子煙業者經常以電子煙幫助戒菸為推銷

策略，但是沒有科學證據支持這個論點，反

而會增加以後吸菸的機會。 

美國 FDA 亦未核准做為戒菸輔具，儘管許

多研究表明電子煙可能會產生許多有害物

質，但長期使用電子煙對健康的影響仍具不

確定性，許多使用者傾向將電子煙作為戒菸

工具，然而，電子煙與戒菸之間關係的證據

也多不一致。 

美國 CDC 收集相關報告結果指出，電子煙

沒有充分之證據可以幫助戒菸 (CDC, 

2020)。 

 

參考資料：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

olkit/ppt-

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

o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顏啟華醫師說明電子煙無助於戒菸。 

  

可列為參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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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這個研究共有 2 次年度追蹤。第 1 年追蹤

時，有 9.4%的人成功戒菸，37.1%改使用其

他產品代替，其中有 22.8%人改使用電子

煙。 

但在第 2 年追蹤時，研究人員發現，改使用

電子煙的人，比起完全不使用任何替代品的

人，成功戒菸的人數更少。而且，如果想成

功戒菸，採用改使用電子煙的方法，那重染

菸癮的風險其實更高，比率多出 8.5%。 

 

參考資料: 

全國首例！台北市全面禁電子煙，電子煙

能幫助戒菸嗎？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85

277 

Melissa Patrick. Does vaping help smokers 

stay off cigarettes? Here's what a new study 

says 

https://www.courier-

journal.com/story/life/wellness/health/2021/1

0/25/vaping-study-e-cigarettes-wont-stop-

return-traditional-tobacco/8539858002/ 

Pierce JP, Chen R, Kealey S, et al. Incidence 

of Cigarette Smoking Relapse Among 

Individuals Who Switched to e-Cigarettes or 

Other Tobacco Products. JAMA Netw Open. 

2021;4(10):e2128810.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28810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依不同研究調查顯示，青少年使用過電子煙

則嘗試紙菸的機會是沒有使用者的 2 倍。 

 

補充資料: 

美國 CDC 公布：青少年使用電子煙人數快

速成長三倍。 



 

21 
 

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在

2015 年的「尼古丁及菸草研究(Nicotine and 

Tobacco Research)」期刊發表調查的結果指

出，2011 年美國有 7 萬 9 千位從未使用菸

品的青少年(六到十二年級)曾經嘗試電子

煙，到了 2013 年這個數字遽增到 26 萬 3 千

人，也就是說，美國青少年嘗試使用電子煙

的人數成長了三倍。 

研究還發現，嘗試過電子煙的非吸菸青少年

族群中，其中 44%表示打算未來使用紙菸；

相較之下，從未使用電子煙的青少年中，僅

22%有意使用紙菸。顯示曾經使用過電子煙

的青少年，日後使用紙菸的可能性是從未使

用過電子煙青少年的近 2 倍。 

 

參考資料： 

Jessica L. Barrington-Trimis, Robert Urman, 

Kiros Berhane, Jennifer B. Unger,  Tess 

Boley Cruz, Mary Ann Pentz,  Jonathan M. 

Samet, Adam M. Leventhal,  Rob 

McConnell. Cigarettes and Future Cigarette 

Use. Pediatrics (2016) 138 (1): e20160379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6-0379 

Rebecca E. Bunnell, Israel T. Agaku, René A. 

Arrazola, Benjamin J. Apelberg, Ralph S. 

Caraballo, Catherine G. Corey, Blair N. 

Coleman, Shanta R. Dube, Brian A. King. 

Intentions to smoke cigarettes among never-

smoking US middle and high school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rs: National Youth 

Tobacco Survey, 2011-2013. Nicotine & 

Tobacco Research, 2015, 228–235. 

doi:10.1093/ntr/ntu166 

CDC-電子煙對兒童、青少年和年輕人的風

險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

on/e-cigarettes/Quick-Facts-on-the-Risk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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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E-cigarettes-for-Kids-Teens-and-Young-

Adults.html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電子煙產生的二手氣膠，即二手煙，是直接

從電子煙/煙油匣的設備和使用者的肺部釋

放到環境中的化學物質的氣流。釋放的化學

物質包括有害物質，如尼古丁、重金屬、深

入肺部的超細顆粒、致癌性化學物質和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暴露可能導致癌症、呼吸道

感染，並使氣喘惡化等問題。 

常見暴露於二手氣膠的場所包括餐館、公

園、車輛和指定的吸煙區。 

 

參考資料： 

正視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危害 

https://www.pediatr.org.tw/people/edu_info.a

sp?id=51 

電子煙無二手煙比較健康？ 

https://www.havemary.com/article.php?id=54

71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

olkit/ppt-

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CDC-二手煙和氣溶膠 

https://www.cdc.gov/tobacco/infographics/sec

ondhand-smoke/index.htm 

 

對電子煙使用者以外的人構成危險的另一

種方式是通過三手氣膠，即三手煙。 

三手氣膠是電子煙氣膠中的化學物質混合

物，即使在氣膠消失後仍保留在物質表面和

灰塵中，並與環境中的其他化學物質反應形

成有毒化學物質。這些潛在有害的化學物質

可以通過呼吸系統、攝入和皮膚暴露給其他

人或動物。小孩子特別容易接觸三手氣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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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因為他們傾向於把東西放進嘴裏，而且皮膚

更脆弱。 

  

參考資料： 

正視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危害 

https://www.pediatr.org.tw/people/edu_info.a

sp?id=51 

電子煙無二手煙比較健康？ 

https://www.havemary.com/article.php?id=54

71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

olkit/ppt-

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CDC-二手煙和氣溶膠 

https://www.cdc.gov/tobacco/infographics/sec

ondhand-smoke/index.htm 

 

 

顏啟華醫師說明電子煙迷思。 

 

可列為參考教材。 

 

例句: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電子煙是全球新興的健康危害議題，業者透

過不斷推陳出新的產品類型及行銷手法吸

引青少年使用電子煙，除設計酷炫又多樣化

口味之外，亦透過網路社群平台大量散播電

子煙資訊，以幫助戒菸、煙霧少、比紙菸危

害較少等不正確訊息吸引青少年掏錢購買，

而且刻意不提其對健康的危害。 

 

補充資料: 

電子煙以青少年為行銷對象，可能成為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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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年使用菸品新的入門(gateway)物質。青少年

特別容易嘗試使用電子煙，除了因為電子煙

煙油的包裝、名稱、香味等設計皆採用青少

年偏愛的風格，有些更添加多種風味，例如

添加糖類可使煙具有甜味或焦糖香味等，來

吸引青少年接觸及使用。先前的研究顯示，

青少年普遍知道電子煙對於健康是有危害

的，但低估了對個人的健康危害風險，這經

常是因為誤解了所含成分對相關疾病的嚴

重程度，或是認為他們的個人危害風險較一

般同儕低。  

 

參考資料： 

臺灣菸害防制年報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471 

衛生福利部，2015。電子煙防制知能。 

https://www.mohw.gov.tw/dl-47373-

2d462600-3730-4086-80b9-

39f72dbb7275.html 

衛生福利部，2016。電子煙危害健康。 

https://www.mohw.gov.tw/dl-47372-

f3df7a1a-351b-4a21-9fdc-dda7e9a68a0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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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遊戲 重點說明 

 

 

 

進入遊戲，點擊”開始”按鈕就可以開啟遊

戲，遊戲一開始會列出本遊戲的說明及目

標，在下一步後便會開始遊戲，遊戲共 8 道

題目，在進入每條道路時可以隨機選擇題目

回答，每個問題出現後會有 O 與 X 的選項

供選擇，答錯的話會提示說明，回答完題目

後繼續前進並選擇尚未答題的題目，當回答

完所有題目則會重新檢討答題歷程供複習。 

 

學生藉由課程所學知識，在由電子煙煙霧形

成的森林迷霧中找到正確方向，並在遊戲中

加強電子煙危害知識，深化學習效果。 

 

本互動遊戲可以視場地與人數調整授課方

式，教師並可視情況予以獎勵，增加互動。 

電腦設備充足，由學生自行(個別或分組)進

入遊戲，完成 8 題問題關卡而走出迷霧森

林。     

使用一套電腦設備，教師啟動遊戲，在每個

關卡由學生(個別或分組)舉手搶答，可加強

師生互動。 

本互動遊戲亦另外提供過關影片，可提供學

生課後觀看複習。 

三、心得討論與分享 重點說明 

 

由冰山之一角談起在電子煙絢麗的外表和

多變的口味下，是否隱藏許多尚未清楚之危

害。 

科學家已經研究紙菸超過 50 年，並知道哪

些化學物質會導致健康損傷甚至癌症 (可

參考資料多如顯而易見之高山圖) 。 

電子煙只存在了 10 多年，所以我們對它們

瞭解不夠深入(可參考資料較少且有許多未

知之成分與可能之影響，如隱藏在水下之冰

山圖，令人無法一眼望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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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家作業 重點說明 

 

 

 

藉由迷因圖請同學發揮創意，就電子煙的迷

思(如：電子煙的業者宣傳手法與真實狀況

對比)設計對白。 

 

範例： 

P27 

左圖: 

上:電子煙能幫助戒菸? 

下:都不吸菸最健康 

 

右圖: 

(上)電子煙能幫助戒菸? 

(下)沒有證據證明電子煙是安全且可以幫

助戒菸，很多電子煙含尼古丁，含量可能比

紙菸高，會讓人不自覺吸入更多或上癮 

 

P28 

左圖: 

上:尼古丁、甲醛及乙醛、pm2.5、重金屬 

下:調味香料、非法藥物或毒品、其他未知成

分 

 

右圖: 

上:我只是吸到一口二手煙而已 

中:二手煙也有有害物質 

下:二手煙飄出的煙是分布最廣且有害的，

室內空氣汙染物會釋放約 93 種致癌物及有

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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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後測驗  

 

 

 

【是非題】 

1.電子煙的尼古丁含量很少，可以助人戒菸 

  是  否 

2.電子煙會造成心血管受損、視網膜異常以

及肺部損傷 

   ⬛是 否 

3.電子煙中含有尼古丁成癮物質之外，沒有

其他有害物質 

   是 ⬛否 

4.當有人詢問我是否要使用電子煙時，我要

堅持拒絕 

   ⬛是 否 

5.電子煙含有許多重金屬，同時也會造成身

體的危害 

   ⬛是 否 

【選擇題】 

1.請問使用電子煙會造成腦部甚麼影響？ 

⬛大腦發育遲緩 咳嗽 胃痛 以上

皆是 

2.下列何者不是使用電子煙會造成的影響 

 支氣管炎 胸痛 ⬛肥胖 以上皆是 

3.請問電子煙有哪些有害物質？ 

 尼古丁  致癌物  ⬛以上皆是 

4.請問使用電子煙會造成心血管功能甚麼影

響？ 

 血液速度變快 ⬛血管內皮受損 以上

皆是 

5.請問電子煙中的重金屬會造成甚麼影響？ 

  多重器官毒性 致癌性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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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拒絕電子煙技巧單元 

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既然知道電子煙對健康有不良影響，那我們

要如何拒絕電子煙？ 

 

 

 

拒絕電子煙技巧單元之課程架構 

 

把握拒絕 3 原則 

(1)堅定說出自己的想法 

(2)真誠說明自己拒絕的原因 

(3)肯定自己有拒絕的權利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發

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發

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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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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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拒絕電子煙勇士動畫 重點說明 

 

 

 

 

 

藉由各種動畫情境之模擬，讓學生與課程所

學之內容相互印證，強化學習效果與拒絕能

力，教師可適時暫停動畫，詢問學生意見與

想法，引導學生深入思考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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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組演練  重點說明 

 

學生四人分一組，依分配之情境演練拒絕電

子煙技巧，並將全組演練結果跟全班分享。 

情境:校園內同學聊天、公車站碰到叔叔推

薦、飲料店外陌生人搭訕、夜市攤販推銷 

 

角色:輪流一人扮演說服或推銷角色，另三位

同學想出拒絕的辦法來互動。 

 

把握 3 原則 

(1)堅定說出自己的想法 

(2)真誠說明自己拒絕的原因 

(3)肯定自己有拒絕的權利 

 

要求:擔任推銷角色時，必須由自己所知道之

電子煙推銷模式出發，藉由同學提出之反對

理由來反思為何需要拒絕使用電子煙。 

四、心得討論與分享 重點說明 

 

藉由學生分組演練拒絕技巧，讓學生與課程

所學之內容相互印證，學生發揮創意與群體

腦力激盪，深化學習效果，並藉由上台分享，

增加學生面對群眾發表看法以及互動之經

驗。 

 

 

五、課後測驗 

 

1.請問電子煙會造成爆炸事件發生嗎？ 

  會不會 

2.請問電子煙會有二手煙的危害嗎？ 

  會不會 

3.請問電子煙釋放出的尼古丁會造成身體哪

些危害？ 

肺損傷 

免疫系統損壞 

以上皆是 

4.請問電子煙比傳統紙菸更健康嗎？ 

電子煙比紙菸更健康  

電子煙以及紙菸都會危害身體，甚至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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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煙的傷害可能比紙菸高 

以上皆非 

5.請問電子煙有哪些危害？(可複選) 

二手煙三手煙 電子煙不會有二手

煙及三手煙的危害 

6.請問您會選擇以下哪些拒絕技巧，正確地

遠離電子煙？(可複選) 

遠離現場法 告知理由法  

轉移話題法  

7.請問遇到以下情況，您應該怎麼做才能拒

煙呢？ 

小霖:我這裡有很酷炫的電子煙，你要不要

嘗試啊？ 

您的回答:      

好哇!  

使用轉移話題法，今晚有籃球比賽，要不

要一起去看  

8.請問遇到以下情況，您應該怎麼做才能拒

煙呢？ 

小晨:我這裡有個可以達到吸菸效果的東

西，你想不想嘗試啊？ 

您的回答:     

這個東西一定是不健康的 

不行啦，我會怕~ 

以上皆可 

9.請問您會選擇以下哪些說法來遠離電子

煙？(可複選) 

使用堅持拒絕法，說:我不會也不想用 

使用友誼勸服法，說:不要使用啦!對我們

不好 

使用離開現場法，說:我弟弟在家等我陪

他打遊戲，先回家囉 

10.請問不管是紙菸或電子煙，都會造成身體

哪些影響？ 

肺損傷  

得到新冠肺炎的機會跟嚴重程度會增加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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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教材(大富翁遊戲-拒絕電子煙知識王) 

 

1.使用卡牌及地圖盤面： 

【大富翁地圖盤面】1 張 

【機會卡牌】全部共 5 張 

【命運卡牌】全部共 5 張 

【分數卡牌】各種分數共 3 種類各 15 張 

【角色卡牌】全部共 5 張 

2.玩法與大富翁流程相同，玩家先選擇各自

要擔任的角色卡牌，並從原點開始，以猜拳

決定先後順序。 

3.開始遊戲並擲骰，走到對應格子後須回答

該格子上的問題或抽機會及命運卡牌。 

4.遊戲時間 10-15 分鐘，時間到停止遊戲，結

算各玩家的分數，以分數高低作排名。 

*詳細規則請參考教師手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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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課課程內容  

一、課程簡報 重點說明與參考資料 

 

電子煙的美麗謊言 

電子煙除了含有尼古丁，具成癮性外，添加

成分複雜且含有有害物質，也是電子煙造成

健康危害的原因之一，雖然使用電子煙對健

康的長期影響仍然未知，但是越來越多的證

據表明，這些產品並非無害。 

科學家已經研究紙菸超過 50 年，並知道哪些

化學物質會導致健康損傷甚至癌症。電子煙

只存在了 10 多年，所以我們對它們瞭解不

多，然而，初期研究階段就已經顯示出電子

煙的許多危害。 

  

參考資料：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ol

kit/ppt-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Traboulsi, H., Cherian, M., Abou Rjeili, M., 

Preteroti, M., Bourbeau, J., Smith, B. M., 

Eidelman, D. H., & Baglole, C. J.  

(2020). Inhalation Toxicology of Vaping 

Produ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lmonary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1(10), 3495. 

https://doi.org/10.3390/ijms21103495 

 

說明課程架構。 



 

35 
 

 

在二十世紀初，吸菸和疾病的關係尚不明朗，

人們沒有意識到菸草的危害，再加上吸菸對

人的傷害是需要時間慢慢累積才出現的，因

此對吸菸的危害初期並沒有引起注意。這些

是當時菸草公司的宣傳海報，展現唯美優雅

的氣氛吸引人們的目光。 

 

參考資料：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ol

kit/ppt- 

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一般菸草產品的宣傳中常使用許多主題，包

括獨立性及反叛性，這些也常被用於宣傳電

子煙。電子煙也被廣告倡導能作為較健康的

吸菸替代品，它能彈性控制尼古丁含量，並

比紙菸釋放較少有害物質，但這些並非是事

實。近年來，由於製造商及銷售商藉由各種

宣傳途徑的渲染，導致全球電子煙的銷售和

青少年使用率顯著增加，成為近年來各國關

注的議題之一。 

  

補充資料： 

青少年接觸的電子煙電視廣告的頻率亦超乎

想像。美國一項研究發現，青少年接觸的電

子煙電視廣告，在 2013 年每季度高達 347

次。 

例如： 

Facebook：以「電子煙」之類別成立社團、粉

專等活動為最大宗。 

Instagram：以「ejuice」、「水果煙」、「維他命

棒」、「電子果汁」等的貼文增幅，均有增加

趨勢。而「電子果汁」的相關貼文增幅更高

達 92.7％，顯示電子煙等新類型產品在

Instagram 社群逐漸蓬勃發展。 

YouTube：上半年度以電子煙作為關鍵字，搜

尋到的前 100 部影片來看，總計有 35 部影

片的觀賞人次超過 1 萬人；而下半年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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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人次持續增加中。影片上傳者包含網紅、

電子煙販售商家、網友個人與新聞台。與電

子煙相關的影片，上傳內容以「經驗分享／

教學」偏多。 

  

參考資料： 

臺灣菸害防制年報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47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 

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介入輔導計畫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食品香料安全評估是依據添加到食物中經口

攝食而不是吸入肺中，就像水是用喝的，但

吸入肺裡有嗆傷和感染的風險，更何況還有

香料成分對身體有害之研究或案例。 

  

參考資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電子煙毒性物質成

分探密

https://health99.hpa.gov.tw/article/18723 

 

 

電子煙多採用香料調味，例如在煙油中加入

芒果、香蕉、巧克力等新奇口味香料，降低使

用的不適感並讓煙霧更滑順、清涼易被吸入，

吸引年輕人好奇嘗試，目前已知可能有多達

7,500-15,000 種以上之添加物。 

 

參考資料： 

Krüsemann, E. J., Boesveldt, S., De Graaf, K., 



 

37 
 

& Talhout, R. (2019). An e-liquid flavor wheel: 

a shared vocabulary based on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e-liquid flavor classifications in 

literature. Nicotine and Tobacco Research, 

21(10), 1310-1319.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檢測資料，

市面上絕大多數之電子煙均含尼古丁，而且

含量可能比紙菸還高，讓人不自覺吸入更多

或上癮。 

  

參考資料： 

國民健康署對於紙菸銷量及電子煙管理提出

說明 

https://www.mohw.gov.tw/cp-2636-21203-

1.html 

電子煙油標示不清，驗出尼古丁涉嫌違反

《藥事法》 

https://www.consumers.org.tw/product-detail-

2735014.html 

 

 

電子煙油的尼古丁濃度約有 2~18mg/ml (一

般 6mg/ml)。 

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發育中的大腦，長期暴

露於尼古丁下，造成持久的影響與風險，包

括尼古丁成癮、永久性的情緒障礙、衝動控

制降低 ，也改變了神經突觸形成的方式，這

可能會損害大腦中控制注意力和學習的部

位。 

  

參考資料: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

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您應該了解有關電子煙的知識演講影片 

https://www.ted.com/talks/suchitra_krishnan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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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n_what_you_should_know_about_vaping_a

nd_e_cigarettes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電子煙業者經常以電子煙危害較小為推銷策

略 ，雖然部分有害物質如焦油或一氧化碳等

較低，但其他有害物質或多或少會出現在電

子煙中。在後面投影片中以最近之研究結果

說明電子煙的危害，除了已知之有害物質與

健康危害外，還有更多未知成分以及長期健

康效應亦尚待追蹤研究。 

  

參考資料：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

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您應該了解有關電子煙的知識演講影片 

https://www.ted.com/talks/suchitra_krishnan_s

arin_what_you_should_know_about_vaping_a

nd_e_cigarettes 

Schmidt, S. (2020). Vaper, beware: the unique 

toxicological profil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https://ehp.niehs.nih.gov/doi/full/10.1289/EHP

6628 

 

 

 

電子煙成分中以及燃燒之煙霧中一樣含有致

癌物。 

重金屬：鎳、鉻、銅、鋅、錫、鉛、鋁、砷等，

具多重器官毒性與致癌性。 

超細微粒(例如 PM2.5)：深入肺部造成傷害，

屬於一級致癌物。 

致癌物：亞硝胺、甲醛、丙烯酸、乙醛等，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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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多種癌症。 

  

參考資料：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

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您應該了解有關電子煙的知識演講影片 

https://www.ted.com/talks/suchitra_krishnan_s

arin_what_you_should_know_about_vaping_a

nd_e_cigarettes 

Schmidt, S. (2020). Vaper, beware: the unique 

toxicological profil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https://ehp.niehs.nih.gov/doi/full/10.1289/EHP

6628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電子煙業者經常以電子煙幫助戒菸為推銷策

略，但是沒有科學證據支持這個論點，反而

會增加以後吸菸的機會。 

美國 FDA 亦未核准做為戒菸輔具，儘管許多

研究表明電子煙可能會產生許多有害物質，

但長期使用電子煙對健康的影響仍具不確定

性，許多使用者傾向將電子煙作為戒菸工具，

然而，電子煙與戒菸之間關係的證據也多不

一致。 

美國 CDC 收集相關報告結果指出，電子煙沒

有充分之證據可以幫助戒菸(CDC, 2020)。 

  

參考資料：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ol

kit/ppt-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CDC-關於電子煙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

n/e-cigarettes/about-e-cigaret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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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啟華醫師說明電子煙無助於戒菸。 

  

可列為參考教材。 

 

 

 

 

 

這個研究共有 2 次年度追蹤。第 1 年追蹤時，

有 9.4%的人成功戒菸，37.1%改使用其他產

品代替，其中有 22.8%人改使用電子煙。 

但在第 2 年追蹤時，研究人員發現，改使用

電子煙的人，比起完全不使用任何替代品的

人，成功戒菸的人數更少。而且，如果想成功

戒菸，採用改使用電子煙的方法，那重染菸

癮的風險其實更高，比率多出 8.5%。 

  

參考資料: 

全國首例！台北市全面禁電子煙，電子煙能

幫助戒菸嗎？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852

77 

Melissa Patrick. Does vaping help smokers stay 

off cigarettes? Here's what a new study says 

https://www.courier-

journal.com/story/life/wellness/health/2021/10/

25/vaping-study-e-cigarettes-wont-stop-return-

traditional-tobacco/8539858002/ 

Pierce JP, Chen R, Kealey S, et al. Incidence of 

Cigarette Smoking Relapse Among Individuals 

Who Switched to e-Cigarettes or Other 

Tobacco Products. JAMA Netw Open. 

2021;4(10):e2128810.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2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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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依不同研究調查顯示，青少年使用過電子煙

則嘗試紙菸的機會是沒有使用者的 2 倍。 

  

補充資料: 

美國 CDC 公布：青少年使用電子煙人數快速

成長三倍。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 在

2015 年的「尼古丁及菸草研究(Nicotine and 

Tobacco Research)」期刊發表調查的結果指

出，2011 年美國有 7 萬 9 千位從未使用菸品

的青少年(六到十二年級)曾經嘗試電子煙，到

了 2013 年這個數字遽增到 26 萬 3 千人，也

就是說，美國青少年嘗試使用電子煙的人數

成長了三倍。 

研究還發現，嘗試過電子煙的非吸菸青少年

族群中，其中 44%表示打算未來使用紙菸；

相較之下，從未使用電子煙的青少年中，僅

22%有意使用紙菸。顯示曾經使用過電子煙

的青少年，日後使用紙菸的可能性是從未使

用過電子煙青少年的近 2 倍。 

  

參考資料： 

Jessica L. Barrington-Trimis, Robert Urman, 

Kiros Berhane, Jennifer B. Unger,  Tess Boley 

Cruz, Mary Ann Pentz, Jonathan M. Samet, 

Adam M. Leventhal,  Rob McConnell. 

Cigarettes and Future Cigarette Use. Pediatrics 

(2016) 138 (1): e20160379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6-0379 

Rebecca E. Bunnell, Israel T. Agaku, René A. 

Arrazola, Benjamin J. Apelberg, Ralph S. 

Caraballo, Catherine G. Corey, Blair N. 

Coleman, Shanta R. Dube, Brian A. King. 

Intentions to smoke cigarettes among never-

smoking US middle and high school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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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arette users: National Youth Tobacco 

Survey, 2011-2013. Nicotine & Tobacco 

Research, 2015, 228–235. 

doi:10.1093/ntr/ntu166 

CDC-電子煙對兒童、青少年和年輕人的風

險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

n/e-cigarettes/Quick-Facts-on-the-Risks-of-E-

cigarettes-for-Kids-Teens-and-Young-

Adults.html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電子煙產生的二手氣膠，即二手煙，是直接

從電子煙/煙油匣的設備和使用者的肺部釋

放到環境中的化學物質的氣流。釋放的化學

物質包括有害物質，如尼古丁、重金屬、深入

肺部的超細顆粒、致癌性化學物質和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暴露可能導致癌症、呼吸道感

染，並使氣喘惡化等問題。 常見暴露於二手

氣膠的場所包括餐館、公園、車輛和指定的

吸煙區。 

 

參考資料： 

正視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危害 

https://www.pediatr.org.tw/people/edu_info.asp

?id=51 

電子煙無二手煙比較健康？ 

https://www.havemary.com/article.php?id=547

1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ol

kit/ppt-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CDC-二手煙和氣溶膠 

https://www.cdc.gov/tobacco/infographics/seco

ndhand-smok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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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子煙使用者以外的人構成危險的另一種

方式是通過三手氣膠，即三手煙。 

三手氣膠是電子煙氣膠中的化學物質混合

物，即使在氣膠消失後仍保留在物質表面和

灰塵中，並與環境中的其他化學物質反應形

成有毒化學物質。這些潛在有害的化學物質

可以通過呼吸系統、攝入和皮膚暴露給其他

人或動物。小孩子特別容易接觸三手氣膠，

因為他們傾向於把東西放進嘴裏，而且皮膚

更脆弱。 

  

參考資料： 

正視電子煙對青少年的危害 

https://www.pediatr.org.tw/people/edu_info.asp

?id=51 

電子煙無二手煙比較健康？ 

https://www.havemary.com/article.php?id=547

1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菸害預防工具包 

https://med.stanford.edu/tobaccopreventiontool

kit/ppt-pages/History_to_Set_the_Stage.html 

CDC-二手煙和氣溶膠 

https://www.cdc.gov/tobacco/infographics/seco

ndhand-smoke/index.htm 

 

例句: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電子煙是全球新興的健康危害議題，業者透

過不斷推陳出新的產品類型及行銷手法吸引

青少年使用電子煙，除設計酷炫又多樣化口

味之外，亦透過網路社群平台大量散播電子

煙資訊，以幫助戒菸、煙霧少、比紙菸危害較

少等不正確訊息吸引青少年掏錢購買，而且

刻意不提其對健康的危害。 

  

補充資料： 

電子煙以青少年為行銷對象，可能成為青少

年使用菸品新的入門(gateway)物質。青少年

特別容易嘗試使用電子煙，除了因為電子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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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油的包裝、名稱、香味等設計皆採用青少

年偏愛的風格，有些更添加多種風味，例如

添加糖類可使煙具有甜味或焦糖香味等，來

吸引青少年接觸及使用。先前的研究顯示，

青少年普遍知道電子煙對於健康是有危害

的，但低估了對個人的健康危害風險，這經

常是因為誤解了所含成分對相關疾病的嚴重

程度，或是認為他們的個人危害風險較一般

同儕低。  

  

參考資料： 

臺灣菸害防制年報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471 

衛生福利部，2015。電子煙防制知能。 

https://www.mohw.gov.tw/dl-47373-2d462600-

3730-4086-80b9-39f72dbb7275.html 

衛生福利部，2016。電子煙危害健康。 

https://www.mohw.gov.tw/dl-47372-f3df7a1a-

351b-4a21-9fdc-dda7e9a68a0b.html 

 

既然知道電子煙對健康有不良影響， 那我們

要如何拒絕電子煙？ 

 

 

把握拒絕 3 原則 

(1)堅定說出自己的想法 

(2)真誠說明自己拒絕的原因 

(3)肯定自己有拒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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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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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有動畫設計，教師可以留空格讓學生

發表看法或討論。 

  

如文字敘述， 

教師可視情況再請學生補充相關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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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境模擬討論 重點說明 

 

 

教師可適當引導學生思考各種拒絕模式

與結果。 

藉由師生互動與模擬演練，讓學生與課

程所學之內容相互印證，學生發揮創意

與群體腦力激盪，深化學習效果。    

把握 3 原則： 

(1)堅定說出自己的想法 

(2)真誠說明自己拒絕的原因 

(3)肯定自己有拒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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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遊戲 重點說明 

 

 

進入遊戲後，點擊”開始”按鈕就可以開啟

遊戲，遊戲一開始會列出本遊戲的說明及目

標，在下一步後便會開始遊戲，遊戲共 8 道

題目，在進入每條道路時可以隨機選擇題目

回答，每個問題出現後會有 O 與 X 的選項供

選擇，答錯的話會提示說明，回答完題目後

繼續前進並選擇尚未答題的題目，當回答完

所有題目則會重新檢討答題歷程供複習。 

  

學生藉由課程所學知識，在由電子煙煙霧形

成的森林迷霧中找到正確方向，並在遊戲中

加強電子煙危害知識印象，深化學習效果。 

  

本互動遊戲可以視場地與人數調整授課方

式，教師並可視情況予以獎勵，增加互動。 

電腦設備充足，由學生自行(個別或分組)進入

遊戲，完成 8 題問題關卡而走出迷霧森林。    

使用一套電腦設備，教師啟動遊戲，在每個

關卡由學生(個別或分組)舉手搶答，可加強師

生互動。 

本互動遊戲亦另外提供過關影片，可提供學

生課後觀看複習。 

四、回家作業 重點說明 

 

 

藉由迷因圖請同學發揮創意，就電子煙的迷

思(如：電子煙的業者宣傳手法與真實狀況對

比)設計對白。 

 

P36 

左圖: 

上:電子煙能幫助戒菸？ 

下:都不吸菸最健康 

 

右圖: 

(上)電子煙能幫助戒菸? 

(下)沒有證據證明電子煙是安全且可以幫助

戒菸，很多電子煙含尼古丁，含量可能比菸

品高，會讓人不自覺吸入更多或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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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 

左圖: 

上:尼古丁、甲醛及乙醛、pm2.5、重金屬 

下:調味香料、非法藥物或毒品、其他未知成

分 

 

右圖: 

上:我只是吸到一口二手煙而已 

中:二手煙也有有害物質 

下:二手煙飄出的煙是分布最廣且有害的，室

內空氣汙染物會釋放約 93 種致癌物及有害

物質 

五、課後測驗 

 

 

【是非題】 

1.電子煙的尼古丁含量很少，可以助人戒菸 

  是 否 

2.電子煙會造成心血管受損、視網膜異常以

及肺部損傷 

  ⬛是 否 

3.電子煙中含有尼古丁成癮物質之外，沒有

其他有害物質 

  是 ⬛否 

4.當有人詢問我是否要使用電子煙時，我要

堅持拒絕 

  ⬛是 否 

5.電子煙含有許多重金屬，同時也會造成身

體的危害 

  ⬛是 否 

【選擇題】 

1.請問使用電子煙會造成腦部甚麼影響？ 

⬛大腦發育遲緩 咳嗽胃痛 以上皆

是 

2.下列何者不是使用電子煙會造成的影響 

 支氣管炎 胸痛 ⬛肥胖 以上皆是 

3.請問電子煙有哪些有害物質？ 

 尼古丁  致癌物  ⬛以上皆是 

4.請問使用電子煙會造成心血管功能甚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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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血液速度變快 ⬛血管內皮受損 以上

皆是 

5.請問電子煙中的重金屬會造成甚麼影響？ 

  多重器官毒性 致癌性 ⬛以上皆是 

6.請問電子煙比紙菸更健康嗎？ 

電子煙比紙菸更健康  

電子煙及紙菸會危害身體，甚至電子煙

的傷害可能比紙菸高    

以上皆非 

7.請問電子煙有哪些危害？(可複選) 

二手煙 三手煙 電子煙不會有二手

煙及三手煙的危害 

8.請問您會選擇以下哪些拒絕技巧，正確地

遠離電子煙？(可複選) 

 遠離現場法 告知理由法  轉移話題

法  

9.請問遇到以下情況，您應該怎麼做才能拒

煙？ 

小霖:我這裡有很酷炫的電子煙，你要不要

嘗試啊? 

您的回答:      

好哇!  

使用轉移話題法，今晚有籃球比賽，要不

要一起去看  

10.請問遇到以下情況，您應該怎麼做才能拒

煙？ 

小晨:我這裡有個可以達到吸菸效果的東

西，你想不想嘗試啊？ 

您的回答: 

這個東西一定是不健康的 

不行啦，我會怕 

以上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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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教材(大富翁遊戲-拒絕電子煙知識王): 

 

1.使用卡牌及地圖盤面： 

【大富翁地圖盤面】1 張 

【機會卡牌】全部共 5 張 

【命運卡牌】全部共 5 張 

【分數卡牌】各種分數共 3 種類各 15 張 

【角色卡牌】全部共 5 張 

2.玩法與大富翁流程相同，玩家先選擇各自

要擔任的角色卡牌，並從原點開始，以猜拳

決定先後順序。 

3.開始遊戲並擲骰，走到對應格子後須回答

該格子上的問題或抽機會及命運卡牌。 

4.遊戲時間 10-15 分鐘，時間到停止遊戲，結

算各玩家的分數，以分數高低作排名。 

 

*詳細規則請參考教師手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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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破除電子煙迷思與拒絕電子煙技巧 

回家作業 

班級：              座號：               姓名： 

電子煙的宣傳手法與真實狀況對比之迷因圖創意發想，以下提供幾張圖，請同學參

考課程範例自行發揮創意填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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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破除電子煙迷思與拒絕電子煙技巧 

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菸商為了吸引青少年使用電子煙，會將其包裝美化，面對電子煙炫麗的外表、多變

的口味與給人流行與新潮的感覺，你該如何辨識與抉擇呢？ 

 

提出質疑: 

 
   
   

思考問題: 

 
 
   

收集(查詢)資料: 

 
 
   

歸納整理: 

 
 
   

提出你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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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電子煙迷思與拒絕電子煙技巧 

 學習單說明 

 
菸商為了吸引青少年使用電子煙，會將其包裝美化，面對電子煙炫麗的外表、多變

的口味與給人流行與新潮的感覺，你該如何辨識與抉擇呢？ 

 
提出質疑:  

提示:請學生就課程所學，對電子煙宣傳策略或健康危害等提出懷疑之處，例子:酷

炫與流行是吸引青少年使用電子煙，但是安全嗎？  

 

思考問題:  

提示:請學生就自己懷疑之處思考一下問題的核心在哪裡，例子:電子煙的內在到底

是甚麼，只有了解它才能破解問題。 

 

收集(查詢)資料: 

提示: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學生應該由哪些管道收集資料，例子:國民健康署網頁、

教育部菸檳危害防制計畫與教師上課資料等，過程中看到哪些有用的資訊以及這些

資訊是否正確？  

 

歸納整理:  

提示:學生自己要思考如何整理資料以及確認資料是否正確，例子:可就本次上課內

容整理幾個重點。 

 

提出你的見解:  

提示:既然已經完成歸納整理，學生可以自己提出一番見解，例子:電子煙成分複雜

且很多還在持續研究中，為了健康應該堅決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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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破除電子煙迷思與拒絕電子煙技巧 

卡牌互動遊戲說明 

拒絕電子煙知識王(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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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使用卡牌及地圖盤面： 

【大富翁地圖盤面】1 張 

【機會卡牌】全部共 5 張 

【命運卡牌】全部共 5 張 

【分數卡牌】各種分數共 3 種類各 15 張 

【角色卡牌】全部共 5 張 

機會卡牌: 

 

 

 

 

命運卡牌: 

 

 

 

 

分數卡牌:  

 

 

 

角色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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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玩法與大富翁流程相同，玩家先選擇各自要擔任的角色卡牌，並從原點開始，以猜拳決

定先後順序。 

03 開始遊戲並擲骰，走到對應格子上須回答該格子上的問題，正確回答即可獲得分數，答

錯則扣分；如走到機會及命運卡牌格子時，則抽一張對應的機會或命運卡牌，抽到機會

卡牌請回答問題，正確回答即可獲得分數；抽到命運卡牌，則檢視卡牌是否符合拒絕電

子煙，而得加分或扣分。 

※ 回答題目時以規則書上的對應答案為參考，檢視答題是否正確，並請玩家自行計算

加、減分，從分數卡牌中拿取或收回相應的分數積分，如分數卡牌不敷使用，則請

玩家們自行計算！ 

※ 老師可將本規則書印製出來發給每組，作為題目答案參考。  

04 遊戲時間 10-15 分鐘，時間到停止遊戲，結算各玩家的分數，以分數高低作排名。 

題庫內容 

 機會卡牌： 

1.今天你的朋友在使用電子煙，你會如何勸他不要使用？(請與組員演出 20-30 秒的情境

劇)  

+1500 分 

2.今天你和同學一起去操場跑步，遇到了學長姐，而他們向你推薦電子煙，你會如何拒

絕他？(請與組員演出 20-30 秒的情境劇) 

+1000 分 

3.今天你剛學完電子煙的危害知識，你想向朋友分享什麼寶貴的經驗。(請與組員演出

20-30 秒的情境劇) 

+1200 分 

4.請說出電子煙會造成的危害(至少三種) 

+1000 分 

5.請用簡短文字形容你對電子煙的印象 

+12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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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運卡牌： 

1.今天家人有使用電子煙，我會告知他們不要使用。 

+500 分 

2.我向朋友推薦電子煙 

-1000 分 

3.我學會電子煙的危害知識，並且不會嘗試它 

+600 分 

4.我會想嘗試電子煙 

-1000 分 

5.我學習了電子煙的危害知識及拒絕技巧，並且分享給朋友 

+1000 分 

 

 格子題目： 

1.選擇題：下列何者不是使用電子煙會造成的影響? 

☐支氣管炎   

☐胸痛   

☐肥胖   

☐以上皆是 

答對+1000 分 

答錯-500 分 

答案：肥胖 

2.大聲唸出：電子煙及傳統紙菸會危害身體，甚至電子煙的傷害可能比傳統紙菸高。 

+2000 分 

3.選擇題：請問使用電子煙會造成腦部甚麼影響? 

☐大腦發育遲緩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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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痛   

☐以上皆是 

答對+1000 分 

答錯-500 分 

答案：大腦發育遲緩 

4.是非題：電子煙中含有尼古丁成癮物質之外，沒有其他有害物質了嗎?  

答對+800 分 

答錯-300 分 

答案：否，有其他有害物質 

5.是非題：電子煙會造成心血管受損、視網膜異常以及肺部損傷嗎?  

答對+800 分 

答錯-300 分 

答案：是 

6.問答題：請說出三種拒絕技巧，正確地遠離菸(煙)害。 

+2000 分 

7.大聲唸出：接觸電子煙的青少年，日後使用紙菸的可能性比未接觸電子煙者增加約 2

倍。 

+2000 分 

8.是非題：如果電子煙不含尼古丁，外形像菸品是不會違法的嗎? 

答對+800 分 

答錯-300 分 

答案：否，仍屬於違法的 

9.大聲唸出：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任何形式的菸品或電子煙均會對人體產生危害。 

+2000 分 

10.是非題：電子煙有可能成為傳遞毒品的媒介嗎? 

答對+8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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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錯-300 分 

答案：是，有可能的 

11.選擇題：電子煙霧中有哪些危害物質?  

☐尼古丁  

☐致癌物  

☐以上皆是 

答對+1000 分 

答錯-500 分 

答案：以上皆是 

12.大聲唸出：電子煙會產生二手煙及三手煙的危害。 

+2000 分 

13.大聲唸出：電子煙油成分以及煙霧中一樣含有致癌物。 

+2000 分 

14.是非題：電子煙可能引發爆炸危機嗎？ 

答對+800 分 

答錯-300 分 

答案：是，可能會引發爆炸 

15.大聲唸出：電子煙不能幫助戒菸！ 

+20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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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師使用回饋意見 

※本教材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智創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辦理「國中學生電子煙防制教材發展計畫」所製作，提供各

級學校戒菸教育輔導人員使用，為瞭解使用者應用情形，惠

請協助提供回饋建議，俾供國民健康署參考。 

連結: https://forms.gle/DvLqWN57tHR3Nvef9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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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嘉義縣立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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