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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前後測成效評價(行動研究)方案-菸檳防制議題 

拒菸大聯盟─領域協同、統整與生活技能融入菸害防制教育 

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八年級 11個班 人數 277人(男:152 女:125 ) 

執行策略

摘要 

1. 學校衛生政策 

1-1成立「校園菸檳防制推動小組」，召開會議擬定計畫。 

1-2 擔任新北市菸檳議題中心學校，邀請中央/地方輔導委員到校諮

詢輔導暨校群學校工作坊。 

1-3訂定菸檳防制校本課程計畫，實施領域協同、統整教學，列入學

校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2. 健康服務方面 

2-1提供菸檳戒治服務資訊與網站─單張、手冊、專線與門診等轉介

資料。 

2-2建立吸菸嚼檳個案學生進行個別戒菸、檳輔導或轉介服務。 

3. 健康教學與活動：校本課程與素養導向 

3-1 健體領域健康教育教學-拒菸大聯盟(一)「無菸正青春」生活技

能融入菸害防制 

3-2 領域協同教學(自然領域理化、健體領域健康教育)-拒菸大聯盟

(二)包著糖衣的「菸」分身─電子煙健康危害 

3-3跨領域統整教學-拒菸大聯盟(三)健康我最萌生活技能教學 

(1) 無菸週(配合 5 月 31 日、6 月 3 日禁菸日)實施無菸校園分站闖

關 

(2) 探究教學、合作學習策略完成菸害防制學習任務 

(3)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強調學生菸害情境、脈絡化的學習歷程與

拒菸健康行動展現 

3-4推動多元校園拒菸活動，促進拒菸行動的實踐力行，讓所學遷移，

持續精進 

(1) 拒菸反檳宣導講座與宣言 

(2) 菸藝文競賽─網紅影片、海報、標語等 

(3) 推動學生拒菸小尖兵學習護照 

4. 健康物質與物質環境 

4-1設置菸檳防制教育主題網頁、專欄櫥窗，張貼海報標語 

4-2結合友善校園、安全校園相關活動之推動 

5. 社區/家長關係 

5-1與衛生局結盟辦理菸檳防制入班教學宣導 

5-2推動家長拒菸守護大使護照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寫出所測之變項與相關數據，重點為主。若有推論統計，則請寫

出推論統計 t值、卡方值、備註使用之統計方法…等，若無則無須填)  

研究工具: 新北市積穗國中八年級學生菸害防

制認知、態度與效能問卷(前測與後測) 
前後測時距: 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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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或% 

後測值 

M(SD)或% 

t 值 
* p<.05  

 ** p<.01  
*** p＜.001 

結果簡述 備註 

菸害知識 

3.19/5 

答對率 

63.8% 

4.76/5 

答對率 

95.2% 

21.157*** 

1.前後測 t檢定分析，

菸害知識呈現顯著進

步。 

2.介入後知識答對率為

95.2%，達到校本指標

90%以上。 

1.描述性
統計 
類別資料
以百分率
方式描述
分佈情
形，等距
資料以平
均數、標
準差描述
各變項分
佈情形。 
 
2.推論性
統計 
以配對 t
檢定檢定
教學方案
介入對學
生認知、
態度與自
我效能之
效果。 

拒菸態度 

3.54/4 

同意程度 

88.5% 

3.88/4 

同意程度 

97.0% 

12.060*** 

1.前後測 t檢定分析，

拒菸態度呈現顯著進

步。 

2.介入後態度正向率為

97.0%，達到校本指標

90%以上。 

拒菸效能 

3.38/4 

把握程度 

84.5% 

3.84/4 

把握程度 

96.0% 

14.064*** 

1.前後測 t檢定分析，

拒菸自我效能呈現顯著

進步。 

2.介入後自我效能率為

96.0%，未達到校本指標

90%以上。 

變項名稱 
前測值 後測值 

結果簡述 備註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校園二手菸

接觸情形 
6 2.2% 5 1.8% 

介入後，校園看見有人

菸情形的人數減少，並

達到校本指標 2%以下。 

最近一周

內曾經在

校園裡看

見有人吸

菸 

其他量性/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測量工具: 滿意度問卷、學生學習單、學生護照 

成效簡述 

1. 學生對「拒菸大聯盟」教學活動滿意程度，達到校本指標 80%以上： 

(1) 表示「非常喜歡」：201人(72.6%)、「喜歡」：69人(24.9%) 

(2) 表示「非常有幫助」：231人(83.4%)、「有幫助」：40人(14.4%) 

2. 學生學習單(學習任務)完成度 100%，達到教學目標。 

3. 學生參與拒菸小尖兵護照活動，執行情形良好，家人親友認同度高，並延伸健康

倡議宣導學習任務，繪製菸害防制海報、標語與影片。 

4. 家長參與拒菸守護大使護照活動，執行情形良好，家人親友認同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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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拒菸大聯盟 

─領域協同、統整與生活技能融入菸害防制教育 

【摘要】 

一、前後測成效評價背景與目的 

本校於 107-108學年度選定以「菸害防制」為健康促進學校重點議題，進行實

證導向的前後測成效評價，以驗證發展有效的菸害防制教育計畫的模式。學校菸害

防制工作推動，面臨著國人吸菸年輕化、電子煙問題與迷思，以及同儕與家長吸菸

對青少年吸菸行為的影響力等挑戰。經由學校健促工作團隊正視與探究後，研擬與

實施「拒菸大聯盟」跨領域協同、統整與生活技能融入菸害防制教育教學方案，以

維護青少年身心健康之發展。國中階段是學生好奇、嘗試吸菸的關鍵時期，校園適

時實施菸害防制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促進健康之教育工作，期能教導學生具備健康素

養，增進拒菸正確認知、態度與因應情境的生活技能的自我效能，乃是健康促進菸

害防制教育的重要內涵。 

「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呼應 12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理念與健康教育課綱內

涵，聚焦於青少年菸害相關生活情境與議題，包括：電子煙與菸害覺察、媒體影響

與法規、拒菸抉擇、無菸健康生活型態問題解決等，結合健康促進學校模式與策略，

實施領域協同統整、生活技能融入、家長參與、社區結盟，全面、多元的教育介入，

強化實證導向支持性環境策略，以達成菸害防制的教學目標，即是提升學生拒菸知

能，建立拒菸態度與習得因應吸菸情境需求與挑戰的能力，成健康自主的終身拒菸

者。 

「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實施目的有：（1）增進學生菸害正確認知(2)提升學生

菸害防制的正向態度(3)促進學生拒菸生活技能的自我效能，以提升拒菸健康素養。 

二、前後測成效評價方法 

本成效評價方法與步驟（1）診斷問題－分析與探究：分析青少年菸害現況與問

題，進行文獻探討與掌握學生教育需求。（2）發展策略－共識與規劃：團隊凝聚共

識與整合資源，研發介入教育計畫。（3）執行方案－啟動與深耕：健促學校六大範

疇整合，實施校本菸害防制教育，強化領域協同統整、融入生活技能、結合家長參

與與社區結盟。(4)評估成效－鑑賞與錘鍊:擬定評價內容與指標，進行量化問卷與

質性回饋蒐集，評估方案成效。 

三、前後測成效評價發現 

   針對八年級 11個班級實施「拒菸大聯盟」教學活動介入後，以自編問卷進行前

後測(有效問卷份 277份)發現：(1)教學方案入對「菸害防制」之知識、態度、自我

效能的提升均有顯著效果。(2)學生大多數給予正向的回饋，並對此教學活動給予高

度的滿意評價。(3)實施領域統整協同、生活技能融入教學能增進學生拒菸知能的深

化與深層拒菸態度與行為效能的展現。(4)菸害防制教學應配合學校健康促進相關活

動對學生影響更顯著，整體而言，多元、整合性的教學方案介入具有可行性且有良

好的成效。故此前後測成效評價的結果值得做為學校青少年菸害防制教育之參考。 

關鍵字：菸害防制、領域協同統整、生活技能 

聯絡人：姓名：龍芝寧  e-mail：ljn0430@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民街街 66號 (積穗國中） 

mailto:ljn043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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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菸大聯盟 

─領域協同、統整與生活技能融入菸害防制教育 

目錄 

壹、 前言 

一、 前後測成效評價動機 

二、 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三、 國內外執行成效說明與探究 

四、 前後測成效評價目的 

貳、 前後測成效評價方法 

一、 前後測成效評價對象 

二、 前後測成效評價工具 

三、 前後測成效評價過程或介入方法 

參、 前後測成效評價結果 

一、 量性資料結果 

二、 質性資料結果 

肆、 討論與建議 

一、 討論 

二、 結論與建議 

    伍、參考資料 

    陸、附件資料 

 附件一：菸害防制前後測問卷 

 附件二：拒菸大聯盟(一)健康教育「無菸正青春」生活技能融入菸害

防制教學大綱與學習紀錄 

 附件三：拒菸大聯盟(二)領域協同教學(理化、健康教育)-包著糖衣

的「菸」分身─電子煙健康危害教案與學習紀錄 

 附件四：拒菸大聯盟(三)領域統整教學-健康我最萌生活技能分站教

學活動設計與學習紀錄 

 附件五：「拒菸小尖兵」護照與學生執行紀錄 

 附件六：「拒菸守護大使」護照與家長(志工)執行紀錄 

 附件七：校本菸害防制教育媒材-海報、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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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台灣在 2002年起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創新校園衛生教育的價值，開啟無

菸校園工作的契機。期待能在原有的學校衛生工作模式中，以全人健康的思維，發

揮在地學校特色，永續精進地營造無菸的健康校園。前言包括四節，前後測成效評

價動機、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執行成效說明與探究與前後測成效評價目

的。 

一、前後測成效評價動機 

本校於 107-108學年度選定以「菸檳防制」為健康促進學校重點議題，藉由前

後測成效評價進行實證導向的推動計畫，研擬「拒菸大聯盟」領域協同、統整與生

活技能融入菸害防制教育教學方案，持續地精進校園菸害防制教育推動，希望透過

學校健促工作團隊問題診斷、文獻探討、凝聚共識等歷程，進行學生菸害(含電子

煙)現況分析，討論介入教育方案，並由評估成效、驗證發展有效的菸害防制教育

計畫的模式，以維護青少年身心健康之發展。因青少年階段是嘗試吸菸的關鍵時

期，校園實施菸害防制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促進健康之教育工作，期能教導學生拒菸

正確認知、態度與因應自我效能，乃是校園菸害防制教育的重要內涵。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根據 2015年台灣地區成人吸菸行為調查也指出，有 63.3%的曾吸菸者吸第一支

菸的年齡在 18歲以前，且有 51.8％的人在 18 歲幾即已養成吸菸習慣（國民健康

署，2017a）。研究指出吸菸青少年約每 3人就有 2人會成為持續吸菸者，所以青少

年如果早年吸菸，則易於成年時期養成吸菸習慣，成為重度吸菸者，長年累積的危

害更為嚴重（Colby,Tiffany,& Shiffman, 2000）。 

(一) 持續積極關注─青少年吸菸率 

    青少年吸菸將導致健康危害，更可能影響未來身心及社會發展，依據國民健康

署國人吸菸行為調查發現(取自國民健康署網站健康數字123 https://olap.hpa.gov.tw/index.aspx)，國

人開始吸菸年紀仍有年輕化的趨勢，幸而，依據 2018年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結果

顯示，國中學生吸菸率由 2008年的 7.8%（男生 10.3%，女生 4.9%）降至 2018年

的 2.8%（男生 4.0%，女生 1.4%），已經降低超過一半（63.8%）。整體而言，國內

青少年學生吸菸率已獲控制，已逐步邁向 WHO NCD 2025年減少 30%吸菸率之目標。

同時由 2018年度臺灣菸害防制年報指出雖以非世代追蹤研究設計調查，從國中至

高中職歷年吸菸率變化發現，可初窺由國中升學至高中職青少年的吸菸率跳升是值

得關注的焦點。以及校園二手菸暴露情形(校園二手菸暴露定義：係指在過去一個

禮拜內，在學校校園中有人在面前吸菸。)已有改善，國中學生學校二手菸暴露率

自 2008年 21.0%降至 2018 年 6.6%，進一步分析發現，國中二手菸最主要來源為其

它校外人士（47.9%），其次為吸菸同學（27.2%），再其次為老師（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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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面對新隱憂-電子煙吸食率 

    雖然成人與青少年吸菸率呈現下降趨勢，但國中學生電子煙吸食率卻由 2014

年的 2.0%，竄升至 2016 年 3.7%，增加近一倍，幸而各級學校將電子煙納入校規規

範管理，且將電子煙危害納入菸害或其他相關課程授課宣導，青少年電子煙吸食狀

況開始獲得控制，2018年降為 1.9%，然而吸食狀況仍有隨年級愈高而增加之趨勢，

由於中央現尚無明確法規可管制電子煙，推估現今我國總計約有 3.8萬青少年(國

高中學生)正使用電子煙。在國人電子煙與紙菸交叉使用情形，調查發現，國中生

同時吸電子煙及紙菸比率達 0.8%，而國一生同時吸食紙菸及電子煙比率也為

0.6%，至高一增加為 1.3%，到高三時更增至 2.4%，比率正不斷升高。依據 2016

年國內有關電子煙知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對於電子煙危害知能較缺乏，

因而傾向相信菸商對電子煙的行銷手法。根據 2018年美國國家科學工程與醫學研

究院報告也發現，使用電子煙青少年會增加使用菸品的風險，成為持續吸菸者並導

致咳嗽、氣喘症狀惡化；青少年若曾在 2年內吸過電子煙，嘗試一般菸的機會是沒

有吸過電子煙青少年的 6倍。 

(三)正視影響力─同儕與家長吸菸，影響青少年吸菸行為 

青少年的吸菸行為，受到有吸菸的父母或同儕影響最深！根據國健署青少年吸

菸行為調查顯示，青少年有較多好友有吸菸或父母吸菸者，吸菸率較高，以 2018

年為例，父親或母親有吸菸的國中生吸菸率各為 4.3%，為父母均不吸菸的學生吸

菸率的 3.6倍。此外，在家中暴露於二手菸者，其曾經吸菸率、目前吸菸率及可能

吸菸率均較未暴露者高，顯示家人吸菸對於青少年來說，可能間接鼓勵吸菸行為，

無菸家庭是必須特別重視，呼籲家長儘速戒菸，樹立好榜樣，不要使青少年因吸菸

而輸在起跑點。 

另發現青少年有較多好友吸菸，其目前吸菸率也呈現比較高之現象，例如國中

生有多數好友吸菸的吸菸率近 27.2%，為沒有或少數好友吸菸的學生吸菸率 15.1

倍。若未來一年內好友提供紙菸時，10.9%未曾吸菸國中學生中即有 1名表示可能

會因此吸菸，換言之，不少青少年學生深受來自朋友吸菸態度的影響，呼籲應留意

孩子朋友交往狀況。 

 三、國內外執行成效說明與探究  

(一)領域協同與統整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就 

    符合全人教育的精神，菸害防制教育應以學生為本位思考課程統整。透過跨領

域、跨學科之主題課程設計，例如整合自然領域理化實驗教學，引導學生認識電子

煙的原理，以及煙油內含的有害成分，進而與健康教育或輔導活動課教學銜接，透

過討論分享與情境模擬，強化菸害認知與拒菸信念、態度，經由不同領域及科目間

橫向連結與擴展，以豐富菸害防制教學內涵。因此透過與其他領域的整合與連結，

可以更完整的探究影響健康的各個面向，並更能夠以學生遇到的問題出發，透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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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跨領域課程，有層次、有系統的學習，以尋求最佳的健康因應策略。 

    研究發現學校進行跨領域統整課程設計與教學時，教師在跨領域統整教學的角

色有引導、陪伴分享及共同學習者，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上呈現正向發展(曾祥

榕，2016)。建議學校進行跨領域統整課程設計與教學時，可從以下四點來思考： 

1.跨領域統整的知識觀是從學習者的視野出發 

    在學習者心中原本就沒有科目、沒有領域的概念與意義，學習者的生活經驗是

真實的、整體的、文化情境的學習。學科專家為有系統、有結構性的教授個別學科

的專業抽象知識，忽略極度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對學生來說，是越遠離生活情境脈絡

的特徵，而此特徵不利學生進行學校學習與生活經驗的聯結。因此，跨領域統整的

知識觀是要從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出發。 

2.跨領域統整教學需要教師轉換教材與緩衝學科知識和生活經驗的差距 

    學生對知識、態度與技能的許多假設質疑與信念認同，往往是傳承自其本身的

生活經驗與文化價值，並依此經驗與價值對所接觸的新事物進行真偽善惡辨別。然

而，學校的教科書卻無法包含來自不同族群、階級、地區的文化價值與生活故事，

若教師完全以課本的內容進行教學，缺少對教材的轉換converter或對學生生活經驗

與學科知識教學之間的差距完全不做緩衝buffer處理，學生的動機與興趣不會與教師

教學投入的教學時間成正比例增加。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與維持高度學習動機，

教師對教材的轉換、以及緩衝學生生活經驗和學習內容的落差，教材與教學切合脈

絡化情境化的要求是需要且必要的。 

3.跨領域的教與學是師生共同學習過程 

    從研究訪談資料中可以得知，教師採用多元評量的方式，是認為知識應由學生

傳授給同儕，利用提問、討論、發表、表演等方式達成學生的自主學習，不是將書

中的專家學者或撰寫者的知識轉拷貝給同儕，而是學生從自己實際參與並執行的經

驗中，將學習經驗成果轉化成知識，分享給同儕。而老師面對跨領域的教學發現到

自己在另一領域的專業知能不足時，其所扮演的就是共同學習者與陪伴者的角色。

因此，教師只要對陌生的學科展現出高度的學習熱忱，就算是跨領域教學導致學能

不足，學生也能體會人生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在學習的道理。 

(二)菸害防制融入生活技能教學的重要 

    生活技能的教學協助人能夠建立有利於人類發展所需的能力，並有意願採取正

向的行為面對每日生活的挑戰。課程設計以學生面對菸害(含電子煙)情境(校園、家

庭、媒體)的網路使用經驗為導向，設計多元適性的學習活動：影片引導分組討論、

影片案例分析、自我反思檢核與情境演練等，以培養學生運用自我覺察、批判性思

考、人際溝通與拒絕、做決定、目標設定、倡議宣導、自我健康管理等生活技能技

能，經由覺察菸害情形，增進拒菸認知與觀念，提升防制與因應相關知能，進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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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健康。「生活技能」導向的健康教育課程教學，學習的主體應是學生積極主動參

與，教學活動必須強調互動式/參與式之教學策略運用，教學原則有： 

1.營造自動改變的歷程，引發學生參與學習動機及建立價值觀。 

2.設計與生活經驗相連結之教學活動，呼應學生生活情境，強調問題解決。 

3.塑造學習者自身成功的經驗，經由示範、演練、修正等學習歷程。 

(四)菸害防制實證導向支持環境-家長參與與社區結盟 

   Allensworth(1993)對 21世紀健康教育教學提出建議：讓學習活動延伸到家庭與

社區中，強化家長與學校合作共同支持與促進學生健康，將有助於學生健康行為的

落實，及健康生活型態的建立。健康促進學校家長參與有三個層面：連結(connect)、

參與(engage)與支持 (sustain)，本課程針對「參與(engage)」內涵，提供家長拒

菸護照，設計菸害防制相關倡議宣導活動，提供在家學習的策略，鼓勵家長與孩子

共學、討論。 

   學校針對菸害防制課程的實施，引導學生了解並設定需解決之問題，與了解社區

中有哪些相關機構組織可以提供協助與支持，透過社區結盟行動(CCAT)與機構組織

建立互利共好的合作關係，與店家簽約無菸商店，協力持續建立無菸社區。 

四、前後測成效評價目的 

(一) 目的： 

1. 增進學生菸害的正確知識 

2. 培養學生拒菸的正向態度 

3. 提升學生拒菸的自我效能。 

4. 降低校園二手菸的情形(學生減少暴露於吸菸的情境)。 

5. 增加學生菸害防制課程的滿意程度。 

(二) 校本指標或成功標準 

1. 學生菸害知識正確率達 90%以上。 

2. 學生拒菸態度正向達 90%以上。 

3. 學生拒菸自我效能掌握程度達 90%以上。 

4. 降低校園二手菸的情形(學生減少暴露於吸菸的情境)達 2%以下。 

5. 學生參與菸害防制課程之喜歡程度、幫助程度均達 80%以上。 

貳、前後測成效評價方法： 

一、前後測成效評價對象： 

(一) 對象為立意取樣方式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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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本學年度八年級 11個班級學生為實驗組，進行菸害防制教育教學方案介

入與前後測問卷調查。 

二、前後測成效評價工具：  

   (一)量性問卷： 

   本前後測成效評價量性問卷工具為自編：「新北市積穗國中健康促進學校【菸

害防制】問卷」(附件一)，內容分述如下： 

1.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性別、班級座號、校園二手菸暴露情形等 3題 

2. 第二部分菸害知識題：共 5題 

3. 第三部分拒菸態度題：共 5題 

4. 第四部份拒菸自我效能題：共 5題 

5. 第五部份菸害防制課程滿意程度：共 2題 (後測) 

 (二)質性工具： 

1. 拒菸大聯盟(一)健康教育「無菸正青春」學生學習單與課後作業：「無菸方

程式」、「菸品訊息防火牆」、「新聞事件簿 (一)～(四)」、「無菸祝福卡」、「健

康選擇題」、「無菸新主張生活運動」、「無菸夢想家」等，內容詳見附件二說

明。 

2. 拒菸大聯盟(二)「包著糖衣的「菸」分身─電子煙健康危害」學習單與課後

作業：「菸相大白(一)、(二)」，內容詳見附件三說明。 

3. 拒菸大聯盟(三)-健康我最萌生活技能分站教學活動學習單：「健康不「菸」

沒」、「反「菸」練習曲」、「最佳「菸」替身」、「勇闖菸森林」、「無「菸」立

法院」等，內容詳見附件四說明。 

4. 拒菸護照：拒菸小尖兵護照(學生)、拒菸守護大使護照(家長)內容：拒菸承

諾簽名、參與動機、拒菸倡議服務紀錄等，

內容詳見附件五、六說明。 

三、前後測成效評價過程或介入方法 

(一) 前後測成效評價實施架構，如右圖 

 

(二) 團隊之職責與分工 

    組織推動小組、凝聚共識，將「健康

促進學校」概念推展至全校教職員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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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推展校園菸害防制教育的基礎。本校團隊成員整合學校行政人力（見下表），定

期召開小組會議，規劃、討論與協調工作之執行，監督瞭解各項性教育計畫工作之

推動情況。 

職稱 姓   名 工作項目 

指導專家 

輔大公衛系 陳富莉教授 

健促輔導委員 劉麗梅校長 

健促輔導委員 劉秀汶校長 

提供專業諮詢與輔導 

召集人 鄭建立校長 

1.領導推動菸害防制教育計畫。 

2.核定各項推動策略及其設備事項。 

3主持定期工作會議。 

4.與校外有關機構建立夥伴關係。 

副召集人 游鎧澤 學務主任 
1.襄助召集人規劃辦理校園菸害防制工作計

畫相關事務。 

執行秘書 張武雄 衛生組長 
1.規劃執行校園菸害防制工作計畫及相關活

動 

健康服務組 
賴維正 輔導主任 

陳玉玲 校護 

1.提供菸害防制資訊、健康諮詢與戒治轉介

輔導。 

2.辦理戒菸教育小團輔。 

3.落實三級輔導機制。 

健康教學組 

 莊志勇 教務主任 

龍芝寧 健康教育老師 

張惠華 健康教育老師 

洪靜怡 健康教育老師 

領域召集人 

1.研發菸害防制主題課程與教材。 

2.實施協同統整菸害防制課程與教學。  

健康活動組 

游鎧澤 學務主任 

張武雄 衛生組長 

年級導師與學生代表  

1.配合行事曆，規劃與辦理菸害防制各項校

園活動。 

物質與社會

環境組 

張武雄 衛生組長 

賴維正 輔導主任 

1.設置菸害防制主題專欄櫥窗，張貼海報標

語。 

2. 整合友善校園、安全校園與無菸校園等活

動。。 

社區關係組 

游鎧澤 學務主任 

李尚仁 總務主任 

與家長代表2位 

1.引進社區資源，進行菸害防制策略結盟。 

2.辦理菸害防制主題之親職教育活動。 

3.提供家長菸害防制相關資訊 

成效評估 

與推廣組 

張武雄 衛生組長 

龍芝寧 健康教育老師 

1.執行菸害防制前後測評價成效問卷設計與

調查 

2.分析與評估成效、檢討提出建議 

3. 菸害防制教學觀摩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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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行動與介入方法 

     從 108年 2月至 108年 10月(為 107學年度下學期至 108學年度上學期)期間

進行前後測成效評價，及過程與步驟涵蓋「診斷問題」、「發展策略」、「執行方案」

與「評估成效」等四個階段重要活動內容，以及工作期程說明如下表: 

前後測成效評價實施階段與內容 

階段 內容 

（一）診斷問題期 
分析與探究：分析青少年菸害(含電子煙)現況與問題，進行文

獻探討與掌握學生教育需求 

（二）發展策略期 

共識與規劃：團隊凝聚共識與整合資源，訂定菸害防制校本指

標，研發介入教學計畫與活動，擬定評價問卷內容，進行前測

量化問卷與蒐集學生訪談資料。 

（三）執行方案期 

啟動與深耕：健促學校六大範疇整合，實施「拒菸大聯盟」素

養導向校本課程，實施領域協同、統整與生活技能融入，並結

合家長參與與社區結盟之菸害防制教學。 

（四）評估成效期 

鑑賞與錘鍊: 進行菸害防制問卷後測，進行問卷統計與成效分

析與質性回饋，評估與檢討本教學方案之成效，撰寫行動研究

報告.  

前後測成效評價工作期程與內容 

期程 內容 

108 年 2 月 1. 「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前後測成效評價工作計畫擬定 

108 年 2-3 月 

1. 「拒菸大聯盟」教案、教材設計與彙編 

2. 前後測問卷設計(附件一) 

3. 實施前測問卷調查 

108 年 3-6 月 

1. 拒菸大聯盟(一)健康教育「無菸正青春」教學介入(附件二)。 

2. 拒菸大聯盟(二)「包著糖衣的「菸」分身─電子煙健康危

害」教學介入(附件三)。 

3. 拒菸大聯盟(三)-健康我最萌生活技能分站教學活動介入

(附件四) 

4. 學生執行拒菸小尖兵護照學習任務(附件五) 

5. 家長執行拒菸守護大使護照任務(附件六) 

108 年 6-8 月 

1. 實施後測問卷調查(附件一) 

2. 前後測問卷分析統計 

3. 學習單、護照學習成果彙整 

108 年 9-10 月 
1. 量化與質性成效分析與評估與檢討 

2. 撰寫前後測成效評價(行動研究)報告與建議 

 



12 
 

(四) 執行介入修正過程 

問題內容 修正與微調 

1. 菸害防制教育跨領域協同統

整，各領域進度不同，無法

配合教學實施？ 

利用開學前備課會議，教務處召開會議與領域

召集人討論，將本教學分案規劃為學校彈性學

習課程計畫，並結合申請健康教育專業社群，

進行菸害防制校本課程發展，與生活技能融

入、健康素養教學專業能力提升。 

2. 生活技能融入與素養導向的

菸害防制教學，要如何引導

學生應用所學，因應解決日

常菸害相關的問題與需求？ 

結合新北市衛生局學生拒菸小尖兵護照以及家

長拒菸守護大使護照的教學活動資源，提供學

生學習與家長參與的生活實踐與維持。 

參、前後測成效評價結果 

一、量性資料結果 

「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介入，其成效評估經前後測問卷調查，以統計分析

的方式來評估介入後學生在菸害知識、態度與自我效能等方面的改變情形： 

(一) 學生基本資料： 

     介入對象為本校八年級 11個班級學生，收回前測問卷 282份、後測問卷

279份，扣除漏答數、前測或後測無法配對之無效問卷，能確實進行配對的有

效問卷數共有 277份。由表 3-1可知，男生 152人（54.9％），女生 125（45.1

％），男生比率略高於女生。 

      表 3-1八年級受測學生性別之人數與百分率分佈 

變項 
介入學生(277 人） 

人數（n） 百分率（％） 

性別      男 152 54.9 

          女 125 45.1 

(二) 菸害知識題 

    學生接受本教學方案後，在 5 題菸害知識題目，「正確回答」計分 1 分；「錯

誤回答」或「不知道」計分 0 分，以正確回答情形(答對率)進行統計，答對率越

高代表菸害知識越佳。結果發現：（見表 3-2） 

1. 整體與個別 5 題菸害知識題平均答對率都有進步，均達校本指標 90%以上。  

2. 以配對 t 檢定，全部 5 題知識題的進步情形達到顯著差異。 

3. 整體菸害知識題平均答對率由 63.8%(3.19 分)提升到 95.2%(4.76 分)，達到顯著

差異。 

4. 顯示「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介入確實有助於提升國中學生菸害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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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學生菸害知識題前後測作答情形 

 
前測 後測 

t值 正確回答

人數 
答對率 

(%) 
正確回答 

人數 
答對率 

(%) 

1. 大部分的電子煙中不含

尼古丁，可以幫助戒菸

(X) 

236 85.2 269 97.1 6.925*** 

2. 新北市政府規定，在校園

中吸菸或使用電子

煙，最高可處罰 1 萬

元罰鍰。(O) 

201 72.6 271 97.8 8.997*** 

3. 使用空氣清淨機可以有

效清除殘留在屋內的

「三手菸」。(X)  

165 59.6 242 87.4 7.945*** 

4. 「二手菸」已經被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頭

號致癌物質』。(O) 

69 24.9 264 95.3 25.619*** 

5. 若使用電子煙或水果口

味的加味菸，比較不易

上癮，也容易戒除(X) 

214 77.3 272 98.2 8.369*** 

知識總平均答對率 63.8% 95.2% 21.157*** 

*** P<.001  

(三) 拒菸態度題 

    學生接受本教學方案後，在 5 題拒菸態度題目，其中第 2、4、5題是「正

向題」；第 1、4題是「反向題」，計分方式「正向題」非常同意=4分，同意=3

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意=1分；「反向題」計分則反之。每題得分範圍 1~4

分。得分愈高，代表「拒菸態度」越健康正向。結果發現：（見表 3-3） 

1. 整體與個別 5 題拒菸態度回答情形都有進步，均達校本指標 90%以上。  

2. 以配對 t檢定，個別 5題全部拒菸態度的達到顯著進步情形。 

3. 整體拒菸態度平均值由 3.54(88.5%)提高為 3.88(97.0%)，達到顯著進步。 

4. 統計顯示「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介入有效提升國中學生「拒菸正向態度」。 



14 
 

表 3-3：學生拒菸態度前後測作答情形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值 

(%) 
標準差 平均值 

(%) 
標準差 

1. 我認為吸菸的人看起來很

酷，會受到同儕的歡迎(反

向計分) 

3.62 

(90.5%) 

.611 3.82 

(95.5%) 

.388  5.490*** 

2. 我認為國中學生是不可以

吸菸的 

3.58 

(89.5%) 

.871 3.93 

(98.3%) 

.259  6.634*** 

3. 我認為菸害防制法規範了

公共場所禁菸，可以保障我

們的健康 

3.48 

(87.0%) 

.927 3.88 

(97.0%) 

.395  6.762*** 

4. 我認為拒絕朋友的吸菸邀

約，會對不起朋友(反向計

分) 

3.55 

(88.8%) 

.672 3.87 

(96.8%) 

.337  7.951*** 

5. 我認為勇敢說出拒菸主

張，可以提醒更多人一起

拒菸 

3.43 

(85.8%) 

.844 3.93 

(98.3%) 

.259  9.216*** 

態度總分平均與同意程度(%) 

 

3.54 

(88.5%) 

2.482 3.88 

(97.0%) 

.846 12.060***  

*** P<.001 

備註：第 1.4題態度分數做反向處理 

(四)拒菸自我效能題 

    學生接受本教學方案後，在 5 題拒菸自我效能題目，選項計分「非常有把

握」=4分、「有把握」= 3分、「沒把握」= 2分、「非常沒把握」=1分，分數越

高代表拒菸自我效能越高，結果發現：（見表 3-4） 

1. 整體與個別 5題拒菸自我效能回答情形都有進步，均達校本指標 90%以上。  

2. 以配對 t檢定，個別 5題全部拒菸拒我效能進步情形達到顯著差異。 

3. 整體自我效能平均值由 3.38(84.5%)提高為 3.84(68.0%)，進步情形未達到

顯著差異。 

4. 顯示「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介入有效提升國中學生拒菸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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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學生拒菸自我效能前後測作答情形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值 

(%) 
標準差 平均值 

(%) 
標準差 

1. 當同學邀約吸菸時，我能

夠告訴對方不吸菸的決定 

3.62 

(90.5%) 

.656 3.83 

(95.8%) 

.376  4.892*** 

2. 當有人要我吸菸時，我會

使用適當的方法有效地拒

絕他 

3.59 

(89.8%) 

.646 3.84 

(96.5%) 

.366  5.985*** 

3. 如果周遭親友吸菸，我能

夠告訴他們吸菸的壞處，鼓勵

他們戒菸 

3.22 

(80.5%) 

.808 3.79 

(94.8%) 

.408 11.137*** 

4. 當有親友想要戒菸時，我

能夠告訴他戒菸的資源 

3.25 

(81.2%) 

.821 3.83 

(95.8%) 

.376 11.496*** 

5. 如果在網路上看到販賣電

子煙的相關訊息，我能夠

指出訊息中不正確的地

方，澄清迷思 

3.20 

(80.0%) 

.803 3.91 

(97.8%) 

.292 13.928*** 

自我效能總分平均與把握程度 
3.38 

(84.5%) 

2.781 3.84 

(96.0%) 

2.288 4.834***  

 

(五) 校園二手菸接觸情形(減少暴露於吸菸的情境) 

     統計前後測學生回答「最近一周內曾經在校園裡看見有人吸菸？」的情形

（見表 3-5），結果發現：同住家人無吸菸人數與比率由 128人(47.8%)進步為

137人(51.1%)，增加 3.3%，達校本指標 3%以上。在家庭中學生減少暴露於吸

菸的情境。介入後，校園看見有人菸情形的人數減少，並達到校本指標在 2%

以下。 

       表 3-5學生校園裡看見有人吸菸情形 

 沒有 百分比% 有 百分比% 

前測 271 97.8 6 2.2 

後測 272 98.2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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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菸害防制教學方案滿意程度 

        後測問卷教學滿意程度共 2題：「我喜歡拒菸大聯盟教學」、「拒菸大聯盟教

學對我有幫助」，分析統計結果如表 3-6，學生對較學方案滿意程度：非常喜歡

與喜歡的比率(人數)為 97.5%(270人)；非常有幫助與有幫助的比率(人

數)97.8%(271人)，均達校本指標 80%以上。整體而言滿意程度趨於正向滿意評

價。 

表 3-6學生對菸害防制教學方案滿意度作答情形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我喜歡教學 201 72.6 69 24.9 7 2.5 -- -- 

教學對我有幫助 231 83.4 40 14.4 6 2.2 -- -- 

二、質性資料結果 

(一)拒菸大聯盟(一)健康教育「無菸正青春」根據教學之目標與評量設計，如下表

3-7，檢核學生學習單填寫情形，其 100%學生都能完成，且達成目標(附件二)。 

表 3-7拒菸大聯盟(一)健康教育「無菸正青春」教學目標與多元評量說明 

教學/學習目標 多元評量說明 

1-1 認識菸是一種成癮物質，並了解其成

分。 

 「無菸方程式」投影片提問與學生回

答情形 

1-2 探討吸菸對健康的危害與影響分析。

(自我覺察) 

 「無菸方程式」學習單學生填寫紀錄

分析 

1-3 分析青少年吸菸的原因，並澄清大多

數的青少年是不吸菸的。(自我覺察) 

 「無菸的青春」投影片提問與學生回

答情形 

2-1 於接觸媒體中的菸品促銷廣告相關訊

息時，能辨識、評估其正確性和理性，並

提出反制論點。(批判性思考) 

 「菸品訊息防火牆」學習單學生學生

討論報告與紀錄 

2-2 了解菸害防制相關的法律規定及罰

則，並培養遵守法律規範的態度。 

 「新聞事件簿」學習單學生討論報告

與紀錄 

2-3 培養「青少年不吸菸是榮譽」的正向

態度，進而表達反菸立場。(倡導能力) 

 「無菸祝福卡」學習單學生填寫紀錄

分析 

3-1 探討吸菸對個人短期與長期的生理、

外觀、人際關係、社會與經濟的影響。(自

我覺察) 

 「吸不吸有關係」投影片提問與學生

回答情形 

3-2 面對吸菸邀約情境時，整合分析吸菸  「健康選擇題」學習單學生填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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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利弊，並做出有益健康的決定。(做

決定) 

分析 

3-3 人際互動中明確表達拒菸意願，與展

示自我肯定的拒絕技巧。(人際關係、有

效拒絕) 

 「健康行動劇」投影片提問與學生演

練情形 

4-1 澄清菸的迷思，強化與拒菸的信念。

(批判性思考) 

 「無菸真心話」投影片提問與學生回

答情形 

4-2 建立自己將來不吸菸的期許，學習為

「自己健康負責」與願意投入無菸環境行

動。(目標設定) 

 「無菸新主張」學習單學生學生討論

報告與紀錄 

4-3 透過自我增強、管理的策略，執行促

進無菸環境的行動。(健康自我管理) 

 「無菸夢想家」學習單學生填寫紀錄

分析 

 

(二)拒菸大聯盟(二)「包著糖衣的「菸」分身─電子煙健康危害」根據教學之目標

與評量設計，如下表 3-8，檢核學生學習單填寫情形，其 100%學生都能完成，且達

成評分標準 B等級以上目標(附件三)。 

表 3-8拒菸大聯盟(二)「包著糖衣的「菸」分身」教學目標與多元評量說明 

教學/學習目標 
多元評量 
說明 

評分規準 

A 等級 
(精熟) 

B 等級 
(良好) 

C 等級 
(不足) 

1.學會乾餾法實驗動手操
作，認識有機物及其衍生產
物與其原子組成。 

實作觀察 
能 精 熟 正
確 完 成 操
作 

能 正 確 完
成操作 

能 部 分 正
確 完 成 操
作 

2.藉由認識毒性的有機化合
物，了解菸品與電子煙油的
有害成分，以及對健康的危
害影響分析。 

口頭回答 
討論報告 

能 充 分 且
正 確 回 答
與報告 

能 正 確 回
答與報告 

能 部 分 正
確 回 答 與
報告 

3.認識物質物理變化與霧化
原理。 

舉手說明 
能 充 分 且
正確說出 

能 正 確 說
出 

能 部 分 正
確說出 

4.了解電子煙與紙菸的煙霧
的成因不同，但對健康都具
高度危害性。 

口頭回答 
討論報告 

能 充 分 且
正 確 回 答
與報告 

能 正 確 回
答與報告 

能 部 分 正
確 回 答 與
報告 

5.於接觸菸商促銷電子煙廣
告與相關訊息時，能辨識、
評估其正確性和理性，並提
出反制論點。 

參與遊戲 
-健康密碼 
踴躍回答 

能 充 分 且
正 確 回 答
與 提 出 論
點 

能 正 確 回
答 與 提 出
論點 

能 部 分 正
確 回 答 與
提出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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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運用批判性思考技巧，釐
清電子煙的健康迷思。 

記錄分析-
回答與填寫
「菸」相大
白(一) 討
論單 

熟練且適

切地運用

批判性思

考技能 

(完整且正

確的回答

1-4步驟) 

適切地運

用運用批

判性思考

技能 

(正確的回

答 1-4步

驟) 

需引導後

運用批判

性思考技

能(部分正

確的回答

1-4步驟)  

7.培養「青少年不吸菸是榮
譽」的正向態度，進而表達
倡導拒絕電子煙的健康立
場。 

記錄分析-
回答與填寫
「菸」相大
白(二)學習
單 

能勾選正

向菸害防

制的立場

並充分提

出意見 

能勾選正

向菸害防

制的立場

並提出意

見 

能勾選菸

害防制的

立場 

 

(三)拒菸大聯盟(三)健康我最萌生活技能分站闖關活動，根據教學之目標與評量設

計，如下表 3-9，檢核學生學習單填寫情形，其 100%學生都能完成，且達成評分標

準 B等級以上目標(附件四)。 

表 3-9拒菸大聯盟(三)健康我最萌生活技能分站闖關活動教學目標與多元評量說明 

教學/學習目標 多元評量說明 

1. 運用國語文成語能力，自我覺察吸菸

健康危害與影響。 

 紀錄分析小組合作完成「健康不「菸」

沒」學習單討論與提問 

2. 運用音樂創造能力，表達反菸健康立

場進行倡議宣導 

 紀錄分析與展演小組合作完成「反

「菸」練習曲」學習單討論與提問 

3. 運用邏輯思考能力，展現吸菸情境明

智抉擇，尋求替代活動 

 紀錄分析小組合作完成「最佳「菸」

替身」學習單討論與提問 

4. 運用表演藝術能力，展演面對菸品邀

自我肯定的拒絕技能 

 實作演練小組合作完成「勇闖菸森林」

學習單提問 

5. 運用公民意識的能力，提出相關菸害

防制規範以解決青少年菸害問題。 

 紀錄分析與展演小組合作完成「無

「菸」立法院」學習單討論與提問 

 

(四)拒菸護照 

1.拒菸小尖兵護照-學生(附件五) 

（1） 對象：學生課後願意擔任拒菸小尖兵，欲招募 50人(每班 4-5人) 

（2） 執行任務前：簽署拒菸承諾卡、表達參與動機與期許與自我檢核 10項拒菸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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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任務：邀請至少 10位你想關心的家人、親友或同學等，向其宣導所學

的菸害防制相關資訊，完成拒菸服務表紀錄後，即可獲得拒菸小尖兵服務

時數 2小時認證。 

（4） 學生參與踴躍，達 50人，100%完成任務。 

（5） 學生延伸菸害倡議宣導學習任務，繪製菸害防制海報、標語與影片。(附件

七) 

3. 拒菸守護大使護照-家長(附件六) 

（1） 對象：學生課後詢問家長或學校志工願意擔任拒菸守護大使，欲招募 50人

(每班 4-5人) 

（2） 執行任務前：簽署拒菸承諾卡、表達參與動機與期許與菸害防制知識自我

評量 8題目。 

（3） 執行任務：邀請至少 10位你想關心的家人、親友或同學等，向其宣導所學

的菸害防制相關資訊，完成拒菸服務表紀錄後，於係下學期家長日公開表

揚。 

（4） 學生家長或志工參與踴躍，達 50人，100%完成任務。 

肆、討論、結論與建議 

一、討論與結論 

    「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依據校本與素養導向理念，實施領域協同、統整與生

活技能融入的菸害防制教育，並連結健康促進學校家長參與、社區結盟等支持性策

略，針對八年級學生進行教學介入後，由前後測成效評價問卷分析，發現學生有效

地提升菸害認知、拒菸態度與自我效能，並減少暴露校園二手菸情形，以及學生有

高度的教學滿意度與參與護照拒菸宣導任務的執行： 

1. 前後測問卷調查學生：八年級 11個班級共 277位學生，男生佔 54.9%、女生佔

45.1%，男生比率高於女生。 

2. 介入後學生整體菸害知識，包含二手菸、三手菸與電子煙新興菸品等，整體認知

的答對率由 63.8%提高為 95.2%，達成校本指標(90%以上)；t檢定分析，「拒菸

大聯盟」教學方案介入對於菸害知識答對率呈現顯著進步情形。 

3. 介入後學生整體拒菸態度同意程度由 88.5%增加為 94.6%，達到校本指標(90%以

上)；t檢定分析，「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介入對於拒菸正向態度進步呈現顯著

差異。 

4. 介入後學生整體拒菸自我效能由 84.5%增加為 96.0%，達到校本指標(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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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檢定分析，「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介入對於拒菸自我效能進步呈現顯著差異。 

5. 介入後學生校園二手菸暴露情形比率由 2.2%下降為 1.8%，達校本指標 2%以下。 

6. 後測分析學生對教學方案滿意程度：喜歡比率 97.5%；有幫助比率 97.8%，均達

校本指標 80%以上。整體而言滿意程度趨於正向評價。 

7. 100%學生都能完成「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學習任務，包括學習單填寫、小組合

作，生活技能演練等學習表現。 

8. 學生參與拒菸小尖兵護照；家長(含志工)參與拒菸守護大使護照，均達 50人，

100%完成任務，展現拒菸宣導服務行動，延伸健康倡議宣導學習任務，繪製菸害

防制海報、標語與影片。 

二、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1.成就每一個孩子健康，心動所以行動 

    「行動研究」的概念與無菸校園計畫的結合，是希冀第一線推動活動的執行者，

在行動與研究的過程當中，實際解決面臨的問題。讓「研究」不僅是專家學者的權

力，也是發揮教師的專業經驗的證明，為自己經年累月成就的實務知識，找到一個

發聲的機會與價值。 

    菸害防制教育的工作一直是不討喜的，學生拒菸行動成效並非立即可見，對參

與工作的夥伴彼此應互相加油氣。在跨領域召集人會議中興奮地說明要執行菸害教

育行動研究，發現有幾位伙伴猶豫不決的表情，一句：「這個重要嗎?原本的教學工

作好忙，還要做研究嗎？沒有時間啦！」著實澆熄心中的熱情，經過私下『見面三

分情的溝通』、『綿密的同事情誼呼喚』以及『關懷學生健康的明確的目標』，漸漸地

在會議中有了善意的回應與共識─成就每一個孩子健康「夢想起飛、無菸青春(Up 

with hope、down with smoke)」 

2.無菸校園健康促進成功方程式 

    經過健康促進無菸校園工作的發展與實踐的歷程，我們看到孩子面對菸害問題

的成長與學習，也看到學校團隊的合作與投入，更看到家長的肯定與支持，同時也

讓我們更有能量持續研發與推動創新性、在地化的學校菸害防制教育計畫工作，朝

向更優質的健康促進學校邁進，尋得積穗國中無菸校園健康促進成功方程式： 

 組織政策能支持，全校動員愛健促 

 課室教學需落實，健促生活有技能 

 整合學校多活動，時時處處做健促 

 友善校園親師生，健促境教功效彰 

 鼓勵家長來參與，健促親職不缺席 

 推動社區好結盟，健促共享與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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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學生學習歷程與表現，我們欣慰積穗國中「培養孩子帶得走生活能力、並實

踐於真實生活中，擁抱健康、展現活力的青春歲月！」，這也是「領域協同統整」、「生

活技能融入」學校本位素養導向的菸害防制教育教學方案努力的目標！ 

(二)建議 

1. 校園菸害防制教育應重視實證與成效評估，有效且持續推動健康促進工作 

實施校園菸害防制工作建議基於學校本位精神與健康促進學校裡念，並能重視

評價機制與績效，據以作為改善與精進參考。有效策略包括： 

(1) 透過教學協同與統整，結合現有的學科教材與學生生活經驗，設計菸害防

制主題教學方案。一方面既可促進學習內容的意義化、簡化、內化與遷移，

另一方面又能發揮教師的專業，頗能符合當前的教育情境與改革需求。 

(2) 校本與統整的菸害防制教學方案必須兼顧垂直與水平連結，在垂直組織安

排，需考慮學習內容的先後次序的順序性原則，以及教學過程中所包含的

要素在不同學習階段予以重複練習的繼續性原則。在水平組織的鋪排，讓

菸害防制教育教學內容能夠和其他的領域學科課程內容建立融合一致的關

係，讓學生能夠把所學的各種課程貫串起來，以增加菸害防制學習的意義

性、應用性和效率性。 

2. 強化學校菸害防制教學，呼應循序漸進、延續加深與生活連結的素養教學 

(1) 菸害防制素養與生活技能的教學需要更充分的時間進行重複演練與示

範，方能達到較理想的學習效果。 

(2) 菸害防制程介入應與全校性健促活動搭配進行，例如拒菸護照、無菸

家庭宣導等。延續與增加實踐的行動動機，單純教學影響力就顯得較

為薄弱，僅能在知識層面有顯著的效果。拒菸大聯盟教學方案成效評

估顯示要達成改變態度與自我效能等較深層的教學目標，仍有賴系統

化且內容涵蓋完整的教學設計與熟練的教學技巧引導，透過提供多元

化的能力展現機會讓學生學以致用，以促進學生健康素養的展現。 

3. 校園菸害防制教育工作推動應連結家長參與 

      無菸家庭是必須特別重視，呼籲家長儘速戒菸，樹立好榜樣，不要使青少

年因吸菸而輸在起跑點。健康促進學校強調家長與學校一起合作，共同支持與

促進學生拒菸行動，強化「學校－家庭－社區」夥伴關係，在菸害防制課程中，

可以增加家長在家庭的角色，家長協助子女性教育學習重要的是陪伴、傾聽、 互

動、討論、 監督、獎/鼓勵等。 

4.校園菸害防制教育行銷與分享與推廣，一群人同行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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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多元管道的行銷與分享與推廣，獲得校內同仁、社區、家長的更多的

認同支持，成為其他學校觀摩學習典範，工作團隊也更加自我肯定，包括：校

內健康教育專業社群、校際健康促進學校菸檳防制議題校群作坊等。菸害防制

教育成果分享傳播，進入新的循環，行動研究應該著重在關注的問題，是否獲

得解決，以及參與者自我的成長與感受，未來應透過分享和推廣，以及更多的

觀摩示範，發揮知識經濟的精神，讓經驗與智慧，有一個分享機會的平臺，以

發揮行動研究的價值，也能永續經營與成長。 

伍、參考資料 

1. 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GYTS)，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725&pid=9931  

2. 拒售菸品予未成年之調查，董氏基金會華文戒菸網(2011) 

http://www.e-quit.org/CustomPage/HtmlEditorPage.aspx?MId=670&ML=2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菸害防制多媒體 

https://www.aide.edu.tw/Resources/GenderEqual.aspxhttp://health99

.hpa.gov.tw/EducZone/e_rList_Detail.aspx?Type=004 

   4.臺灣健康促進學校-菸檳防制議題 

  https://hps.hphe.ntnu.edu.tw/topic/betelnut_tobacco  

5.跨領域統整的教與學，曾祥榕(2017)，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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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菸害防制前後測問卷 

新北市積穗國中健康促進學校【菸害防制】問卷(前測) 

親愛的七年級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想要瞭解你對於菸害防制的想法，你填答的內容不會公開，也與學

校成績無關，僅供研究之用。在填答過程中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舉手發問，非常

感謝你的用心作答! 

敬祝    健康  快樂                 積穗國中 敬上  2018年 9月 

一、基本資料 

1. 你的性別：□(1)男 □(2)女 

2. 學校名稱： ，班級： ，座號： 

3. 最近一周內，是否曾經在就讀的校園裡看見有人吸菸？ □沒有 □有 

二、菸害知識：請判斷下列題目敘述是否正確，在適合的空格打勾 對 錯 不
知
道 

1. 大部分的電子煙中不含尼古丁，可以幫助戒菸。 □ □ □ 

2. 新北市政府規定，在校園中吸菸或使用電子煙，最高可處罰 1 萬元罰

鍰。 
□ □ □ 

3. 使用空氣清淨機可以有效清除殘留在屋內的「三手菸」。 □ □ □ 

4. 「二手菸」已經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頭號致癌物質』。 □ □ □ 

5. 若使用電子煙或水果口味的加味菸，比較不易上癮，也容易戒除。 □ □ □ 

 

三、拒菸態度：下列題目敘述沒有對錯的分別，請根據你對題目

敘述的同意程度，在合適的選項打勾。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 

同意 

非常

不 

同意 

1.我認為吸菸的人看起來很酷，會受到同儕的歡迎。 □ □ □ □ 

2.我認為國中學生是不可以吸菸的。 □ □ □ □ 

3.我認為菸害防制法規範了公共場所禁菸，可以保障我們的健康。 □ □ □ □ 

4.我認為拒絕朋友的吸菸邀約，會對不起朋友。 □ □ □ □ 

5.我認為勇敢說出拒菸主張，可以提醒更多人一起拒菸。 □ □ □ □ 

 

四、拒菸效能：對於下列題目敘述，你能做到的把握程度有多少？ 

請在合適的空格打勾。 

非常 

有 

把握 

有 

把握 

沒 

把握 

非常

沒 

把握 

1. 當同學邀約吸菸時，我能夠告訴對方不吸菸的決定 □ □ □ □ 

2. 當有人要我吸菸時，我會使用適當的方法有效地拒絕他 □ □ □ □ 

3. 如果周遭親友吸菸，我能夠告訴他們吸菸的壞處，鼓勵他們戒菸 □ □ □ □ 

4. 當有親友想要戒菸時，我能夠告訴他戒菸的資源 □ □ □ □ 

5. 如果在網路上看到販賣電子煙的相關訊息，我能夠指出訊息中

不正確的地方，澄清迷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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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積穗國中健康促進學校【菸害防制】問卷(後測) 

一、基本資料 

1. 你的性別：□(1)男 □(2)女 

2. 學校名稱： ，班級： ，座號： 

3. 最近一周內，是否曾經在就讀的校園裡看見有人吸菸？ □沒有 □有 

二、菸害知識：請判斷下列題目敘述是否正確，在適合的空格打勾 對 錯 不
知
道 

1. 大部分的電子煙中不含尼古丁，可以幫助戒菸。 □ □ □ 

2. 新北市政府規定，在校園中吸菸或使用電子煙，最高可處罰 1 萬元罰

鍰。 
□ □ □ 

3. 使用空氣清淨機可以有效清除殘留在屋內的「三手菸」。 □ □ □ 

4. 「二手菸」已經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頭號致癌物質』。 □ □ □ 

5. 若使用電子煙或水果口味的加味菸，比較不易上癮，也容易戒除。 □ □ □ 

 

三、拒菸態度：下列題目敘述沒有對錯的分別，請根據你對題目

敘述的同意程度，在合適的選項打勾。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 

同意 

非常

不 

同意 

1.我認為吸菸的人看起來很酷，會受到同儕的歡迎。 □ □ □ □ 

2.我認為國中學生是不可以吸菸的。 □ □ □ □ 

3.我認為菸害防制法規範了公共場所禁菸，可以保障我們的健康。 □ □ □ □ 

4.我認為拒絕朋友的吸菸邀約，會對不起朋友。 □ □ □ □ 

5.我認為勇敢說出拒菸主張，可以提醒更多人一起拒菸。 □ □ □ □ 

 

四、拒菸效能：對於下列題目敘述，你能做到的把握程度有多少？ 

請在合適的空格打勾。 

非常 

有 

把握 

有 

把握 

沒 

把握 

非常

沒 

把握 

1. 當同學邀約吸菸時，我能夠告訴對方不吸菸的決定 □ □ □ □ 

2. 當有人要我吸菸時，我會使用適當的方法有效地拒絕他 □ □ □ □ 

3. 如果周遭親友吸菸，我能夠告訴他們吸菸的壞處，鼓勵他們戒菸 □ □ □ □ 

4. 當有親友想要戒菸時，我能夠告訴他戒菸的資源 □ □ □ □ 

5. 如果在網路上看到販賣電子煙的相關訊息，我能夠指出訊息中

不正確的地方，澄清迷思 
□ □ □ □ 

五、我喜歡「拒菸大聯盟」教學活動(包括：無菸正青春、包著糖衣菸分身、

健康我最萌等)：□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六、「拒菸大聯盟」教學活動對我有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七、你對「拒菸大聯盟」教學活動有什麼特別收穫、感受或建議？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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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拒菸大聯盟(一)健康教育「無菸正青春」生活技能融入菸害防制教學大綱與學習紀錄 

(一)教學大綱 

無菸正青春-生活技能融入向菸害防制教育 

 教學對象：八年級學生           教學節數：4節（共計 180分鐘） 

單元名稱 

(時間/節) 
教學活動重點說明 

【單元一】 

菸魔現身 

/ 

菸害覺察 

(45分鐘/1節) 

活動一無菸方程式 分析吸菸(含電子煙)可能造成的影響以

及青少年吸菸的原因，包括內在因素 (感

覺、經驗、信念…)與外在因素(媒體、家

庭、同儕、文化… ) 活動二無菸的青春 

【單元二】 

無菸寶典 

 / 

媒體影響 

與法規 

(45分鐘/1節) 

活動一菸幕 MV秀 知道媒體是菸品資訊的主要來源之一，辨

識相關資訊的正確性與合理性，進而有效

的運用對於菸害防制能夠正確的陳述自

己的立場，進而影響他人 活動二青春事件「不」 

【單元三】 

拒菸中學堂 

/ 

明智決定 

有效拒菸 

(45 分鐘/1節) 

活動一健康選擇題 綜合分析各項吸菸行為抉擇之可能後

果，並選擇最有利健康之行為表現。覺知

自己對於拒絕吸菸的意願，並能人際互

動)中運用溝通有效表達自己的想法，與

拒絕過程中尊重與同理別人的立場。 
活動二健康行動劇 

【單元四】 

拒菸青世代 

/ 

健康生活型態 

健康促進 

(45分鐘/1節) 

活動一無菸真心話 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與需求，擬定促進個

人健康的具體目標與規劃相關策略，透過

自我增強、管理的策略，執行與落實促進

健康的行動。 活動二無菸夢想家 

 

(二)學習紀錄 

1上課情形與學生回饋 

上課情形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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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菸魔大現身 

1. 能讓我更清楚的知道菸裡

的成份以及後果會如何 

2. 讓我知道吸菸的後果很慘 

3. 幹嘛吸菸，吸菸你的健康

會不好 

4. 這堂課讓我知道吸菸的嚴

重太恐怖了 

5. 讓我知道抽菸不但會掉

牙，還會讓皮膚加速老

化，所以我們不要接觸菸。 

6. 有這堂課對我非常好，可

以防止我們抽菸 

7. 菸和檳榔會使人成癮，所

以能不抽菸就絕對不要抽 

 
【單元二】無菸寶典  

1. 我覺得吸菸真的很不好，

除了會影響健康，還有很

多方面也會影響，所以我

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吸菸。 

2. 很多收穫，也讓我知道菸

稅年年增長，我會告知家

人不要再花錢了。 

3. 我認為吸菸所吐出的白

煙，其實是惡魔的一部份 

4. 我對這次的課有學到，吸

菸是不好的行為，所以我

要勸大人不要再吸菸 

【單元三】拒菸中學堂  

1. 告訴我菸的危害跟如何拒

絕 

2. 以後有人吸菸，要勇敢說

不 

3. 拒菸永遠不會太遲 

4. 吸菸朋友會影響身邊的人

~要遠離 

5. 可以讓我們不要抽菸 

6. 對菸有更深入的了解 

7. 讓我體會吸菸對生活的影

響 

8. 抽菸是不好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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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拒菸青世代 

1. 無菸生活是值得追求的人

生目標 

2. 要過健康的生活就要立刻

改變 

3. 累積拒菸健康資本~才有

健康的未來 

2.學習單與學生填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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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拒菸大聯盟(二)領域協同教學(理化、健康教育)-包著糖衣的「菸」分身─電

子煙健康危害教案與學習紀錄 

(一)教案 

1. 教學大綱 

主題名稱 

領域或學科 

/教學時間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與 

媒材運用 

包著糖衣的

「菸」分身─電

子煙 

健康危害 

 

理化課 

90 分/2 節課 

 

健康教育 

或輔導活動 

45 分/1 節課 

1. 學會乾餾法實驗動手操作，認

識有機物及其衍生產物與其原

子組成。 

2. 藉由認識毒性的有機化合物，

了解菸品與電子煙油的有害成

分，以及對健康的危害影響分

析。 

3. 認識物質物理變化與霧化原

理。 

4. 了解電子煙與紙菸的煙霧成因

不同，但對健康都具高度危害

性。 

5. 於接觸菸商促銷電子煙廣告與

相關訊息時，能辨識、評估其

正確性和理性，並提出反制論

點。 

6. 運用批判性思考技巧，釐清電

子煙的健康迷思。 

7. 培養「青少年不吸菸是榮譽」

的正向態度，進而表達倡導拒

絕電子煙的健康立場。 

【單元一】 

1. 竹筷乾餾實驗：「乾餾

與霧化」實驗影片 

2. 常見的有機化合物：原

子模型 

3. 物質的三態變化及其

特性：「乾餾與霧化」

實驗影片 

 

【單元二】 

1. 打擊「菸」勢力：「吸

菸的真實代價-實驗課

篇 "Science 

Class"」、影片 

2. 青春不「菸」沒：「丟

你的菸_老菸槍」影片 

2.教學活動 

活動內容流程  教學時間  教材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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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菸」見為憑  

活動一：竹筷乾餾實驗  

1. 教師提出問題:食物烤焦時的黑色物質為何?  

2. 學生分組進行竹筷乾餾實驗，流程:  

(1) 將竹筷以鋁箔紙包裹，並使其另一端留下空

隙。  

(2) 用坩堝鉗夾住來回烘烤。  

(3) 當鋁箔紙開口出現濃煙時，將點燃的火柴靠

近，並觀察是否可燃。  

(4) 待鋁箔冷卻後打開觀察殘留物，再以滴管加

入，約 5滴的水，以石蕊試紙檢驗殘留物酸鹼

性。 

(5) 乾餾後的固態產物置於火焰上，觀察是否可

燃。  

3. 教師提問以下問題，學生問答與討論:  

(1) 為何要將竹筷以鋁箔紙包裹?  

Ans:以隔絕空氣加熱分解法，分解並分析組成的

有機物。  

(2) 乾餾時的濃煙是否可燃燒?  

Ans:有可燃的氣體產生，可燃燒。  

(3) 乾餾後的竹筷與原本的外觀有何不同?能否再

加熱燃燒?  

Ans:變成黑色的木炭，可燃燒。  

(4) 以菸品及電子煙油替代竹筷實驗，是否也有類

似的結論? 

   4.教師播放「乾餾與霧化實驗」輔助學影片前半段，

說明電子煙油加熱，類似乾餾，雖然沒有燃燒，

但還是會分餾產生毒害物質，經抽查市售電子煙

油約近 8成含高濃度尼古丁，以及其他甲醛、乙

醛等致癌物質。 

 

 

 

活動二：常見的有機化合物  

1. 教師說明有機化合物定義，以碳原子為中心，並衍

生連結出多種類似架構的化合物：  

(1). 碳原子在週期表中屬於 4A族，有機會得

到或失去 4個電子。  

 

 

45分鐘 

 

 

 

 

 

 

 

 

 

 

 

 

 

 

 

 

 

 

 

 

 

 

 

 

 

 

 

 

 

 

20分鐘 

 

 

 

 

1.竹筷 

2.鋁箔紙 

3.坩堝鉗 

4.酒精燈 

5.火柴 

6.滴管 

7.石蕊試紙 

8.影片 

 

 

 

 

 

 

 

 

 

 

 

 

 

 

 

 

 

 

 

 

 

 

 

 

 

1.黑板 

2.粉筆 

3.原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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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原子間得失電子主要是形成共用的電

子分組狀態，以此結合成化合物。 

(3). 得失電子的狀態，可依週期表區分。   

(4). 碳原子有 4根化學鍵、氫原子有 1根化學

鍵、氧原子有 2根化學鍵。  

2.教師示範紙菸及電子煙油中有機物成分結構的原子

模型，學生分組進行演練操作： 

(1). 尼古丁                (2).二甘醇 

 

 

 

 

 

    (3). 甲醛(P%=37%稱福馬林)  (4).乙醛 

 

 

 

 

 

    (5).丙二醇 

 

 

 

 

 

3.教師提問上述有機化合物質進入人體後，對健康有哪

些危害？ 學生自由回答。 

4.教師統整回饋：電子煙多含有尼古丁、甲醛、乙醛、

丙二醇、等有害物質，不僅會成癮、導致癌症，傷害人

體健康，還潛藏爆炸的危機，甚至會遭有心人混入毒品。 

 

活動三：物質的三態變化及其特性 

1.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從生活中所觀察到的霧的現

象，如冬天呵氣，水滾時冒出的白煙等等，進一

步說明霧的成因及特性  

2. 教師講解-簡易霧化器的原理及生活中常見之霧

化器，例如：芳香劑、空氣清淨機  

3. 分組製作霧化芯零件－發下材料，聽從教師指示

 

 

 

 

 

 

 

 

 

 

 

 

 

 

 

 

 

 

 

 

 

 

 

 

 

 

 

 

 

 

 

 

 

25分鐘 

 

 

 

 

 

 

 

 

 

 

 

 

 

 

 

 

 

 

 

 

 

 

 

 

 

 

 

 

 

 

 

 

 

 

 

 

 

1.霧化裝置 

2.棉花棒 

3.鐵絲 

4.棉花  

5.香精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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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霧化芯 ： 

 

 

 

 

 

 

 

 

 

 

4. 請學生帶著已完成的零件輪流到檯前沾取具有

不同香味的霧化液  

5. 請學生帶著裝置到檯前，由教師將其接上電路後

通電，引導學生體驗觀察通電後的反應並輕聞煙

霧味道  

6. 全班進行討論： 

(1) 電子煙是以霧化與紙菸燃燒產生的煙霧的差

別是什麼？可以從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的角度

帶學生討論電子煙與紙菸的差別，電子煙一般

由主機（裝有電池，常是鋰離子聚合物電池）、

霧化器（將煙油填入）二部分組成。。 

(2) 兩者的形成的煙菸霧，對人體健康影響有不同

嗎？  

(3) 配合「乾餾與霧化實驗」輔助學影片說明電子

煙和紙菸對人體健康都具高度危害性。 

 

 

 

 

 

 

 

 

 

 

 

 

 

 

 

 

 

6.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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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流程(時間/教學目標)  教學時間  教材教具 

【單元二】「菸」相大白 
活動一：打擊「菸」勢力  

1. 教師配合簡報(p.1-2)播放「吸菸的真實代價-實驗課

篇 “Science Class”」影片(30秒)，學生觀賞。  

2. 教師提問：在「「菸」見為憑」的乾餾實驗與討論中，

你了解紙菸燃燒會產生碳，那碳對人體有何危害？以及

電子煙(煙油)有哪些危害人體健康的成分呢？ 

3. 學生回答，教師回饋：電子煙中所含的尼古丁的比例

高於一般菸品，具有高度的成癮性，一樣含有多種致癌

物質，對身體的傷害也很大。因為不同製造商的設計與

成份差異甚大，製造品質良莠不齊，所以國內外都發生

電子煙突然爆炸的案例，造成口腔被炸個洞、全身燒傷

等。甚至有些電子煙裡面還被加了毒品的成份，讓青少

年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就染上毒癮。 

 

 

 

 

4. 教師配合簡報(p.3-4)引言：菸商為了吸引青少年使

用電子煙，傳遞有關電子煙的相關廣告或訊息，例如：「電

子煙不算是一種菸品」，提問學生：這樣的訊息正確嗎？

提出你反對的想法是什麼？ 

5. 請 1-2位學生回答，教師回饋：(1)訊息不正確，(2)

因為電子煙煙油大多含有高濃度尼古丁，是與菸品相同

的。 

6. 教師配合簡報(p5-12) 引導學生進行「打擊「菸」勢

力」健康密碼遊戲，反制電子煙菸商促銷的伎倆： 

(1) 請每位學生在 1-6的數字中選 3個數字作為自

己的密碼。 

(2) 全班分為六組，每組派 1位學生為「打擊「菸」

勢力」答題代表。 

(3) 本遊戲方法類似樂透彩，各組答題代表學生正

確回答「電子煙訊息辨識與反制」就會開出一個

20分鐘  
1.簡報  
2.影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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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先開得三個號碼的學生獲勝，給予獎勵 

(4) 輪流由各組答題學生進行活動流程為：選題→

呈現「電子煙的相關廣告或訊息」→提問學生：

這樣訊息正確嗎？提出你反對的想法是什麼？→

正確回答→開啟密碼→完成任務。 

(5) 「電子煙的相關廣告或訊息」題庫： 

電子煙沒有紙菸有害的物質，所以比較健

康  

水果口味的電子煙，對人體傷害減低  

抽電子煙比較省錢  

電子煙沒有傳統菸味，比較不會影響周遭

的人  

電子煙可以幫助戒菸  

電子煙沒有燃燒，所以比較安全  

   7.教師獎勵獲勝與積極發表意見學生，配合簡報(p13)回

饋說明「第 63屆世界醫師(2012年)會對電子煙五大重點

提出聲明」，以澄清菸商促銷電子煙的話術。 

活動二：青春不「菸」沒 

1. 教師搭配簡報(p.14-17)提問：「菸商為什麼要花錢、花

心思在網路、廣告傳送電子煙是較健康的訊息呢？」學

生自由回答。 

2. 教師播放「丟你的菸_老菸槍」影片(30秒)，學生觀賞。

並說明電子煙對健康危害大於菸品，有更強大的殺傷

力，明智健康的消費者你會怎麼面對菸商的行銷伎倆

呢？配合投影片說明批判性思考技能-質疑、省思、解

構、重建四個步驟與其思考重點內容，並以「曉華面對

網路電子煙訊息」的例子，引導學生運用與演練批判性

思考四個步驟，轉化為為「停」、「看」、「聽」、「想」來

澄清電子煙的健康迷思。 

 

 

 

3. 教師搭配簡報(p.18)進行分組討論： 

(1) 全班分為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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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現兩個情境，每個情境分配 3小組進行討論 

情境青少年覺得抽電子煙是流行、很新潮 

情境電子煙的吐煙方式有很多花樣，青少年覺得很

有趣 

(3) 將討論結果記錄在「「菸」相大白(一)」討論單 

4. 各組報告分享，教師搭配簡報(p.19-20)統整回饋：學習

「停」、「看」、「聽」、「想」正確識讀、「解毒」菸商行銷

電子煙的迷思，並強調「絕大部分青少年是不嘗試使用

電子煙」、「不抽電子煙的青少年才是值得驕傲、感到榮

譽的」的正向態度。 

教師搭配簡報(p.21) 說明課後活動：「菸」相大白(二)學習

單，請每位學生完成學習單，表達拒絕電子煙的健康立場。  

3.教學簡報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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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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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4.學習單 

(1)「菸」相大白(一)討論單 

「菸」相大白(一) 
 面對菸商的行銷伎倆，明智健康的消費者你會怎麼樣呢？ 

「識讀、解毒」電子煙迷思，請勾選： 

 

 

 

 

「識讀、解毒」 討論內容 

停細心檢查：是誰傳播的訊息？   

看仔細觀看：目的是什麼？   

聽多方聆聽：詢問別人的意見？  

想思考反駁：提出不一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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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菸」相大白(二)學習單    

「菸」相大白(二) 

 

你對管制電子煙的立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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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紀錄 

1.上課情形與學生參與 

 

【單元一】「菸」見為憑  

活動一：竹筷乾餾實驗 

 

 

【單元一】「菸」見為憑  

活動二：常見的有機化合物 

 

 

【單元一】「菸」見為憑  

活動三：物質三態變化以其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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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菸」相大白  

活動一：打擊菸勢力 

活動二：青春不菸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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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單填寫情形 

(1) 「菸」相大白(一)討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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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菸」相大白(二)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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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拒菸大聯盟(三)領域統整教學-健康我最萌生活技能分站教學活動設

計與學習紀錄 

(一) 教學活動設計 

1.對象：全校八年級學生，各班 4-6 人一組 

2.時間：無菸週星期三下課時間，每站活動時間 10 分鐘完成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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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內容 

分站名稱 生活技能 領域/學科 活動說明 

健康 

不菸沒 

吸菸健康危

害(自我覺

察) 

國語文 1. 把「成語字卡」與吸菸危害對身

體各部分的危害，進行配對。 

2.  將「成語字卡」擺放在學習單上

正確的位置上。(速度快，且正確

者，得加分鼓勵) 

3.  請每組選擇最在意的「成語字

卡」，並說明該「成語字卡」所表

示的吸菸危害是什麼？ 

4.  完成上述任務者，即過關。 

反菸   

練習曲 

反菸創意歌

曲(倡議宣

導) 

音樂 1. 請抽取「反菸創意歌」的曲目以

及「宣導對象」。 

2. 配合桌上提供的各式「拒菸文

宣」(單張、海報、手冊等)內容，

完成「反菸創意歌」歌詞，寫在

學習單上。 

3. 進行表演 Show「反菸創意歌」(具

創意活潑生動者，得加分鼓勵)。 

4. 完成上述任務者，即過關。 

最佳 

菸替身 

吸菸情境明

智抉擇(做

決定) 

體育 1. 小組討論(5 分鐘)：根據五種吸

菸情境決定「替身」方案(越多

越好喔)，寫在學習單上。。 

2. 接著由「萌主」先說出自己選擇

的的「替身」方案。 

3. 小組如果能提出與「萌主」不同

的「替身」方案，即過關。(視

提出的方案內容是否適切，得加

分鼓勵) 

勇闖 

菸森林 

拒菸行動

(拒絕技能) 

表演藝術 1. 輪流擲兩個骰子，其中一個骰子

點數決定前進的步數、另一個骰

子點數決定使用的拒絕方法。 

2. 「萌主」扮演「吸菸邀約者」，

小組派學生演練拒絕方法(能演

練正確拒菸技巧者才能前進與

過關)。 

3. 時間內走到終點或走到最遠處

者為優勝。(拒菸演練生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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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得加分鼓勵) 

無菸 

立法院 

菸害防制規

範(問題解

決) 

公民 1. 小組討論：根據學習單提出可以

改善台灣菸害問題的法律規範。 

2. 請小組派代表站在立法院「質詢

台」，向大眾提出有力的立法原

因與政見。(立法內容具體可

行、有效解決菸害問題，得加分

鼓勵) 

3. 完成任務，即過關。 

4.分站活動闖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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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海報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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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二) 學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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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拒菸小尖兵」護照與學生執行紀錄 

 
學生完成「拒菸小尖兵」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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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拒菸守護大使」護照與家長(志工)執行紀錄 

 

家長志工完成拒菸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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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校本菸害防制教育媒材 

(一) 成果分享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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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創作菸害防制海報 

 

(二) 學生菸害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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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菸害防制微電影與行動劇 

1.積穗國中網紅就是你菸檳防制影片-名稱：《淹冰》(諧音台語菸檳) 

   影片三個片段，分別為＜愛＞、 ＜渴望＞與＜自尊＞。依照馬斯洛需求金字塔，

描述著自己或他人接觸菸和檳榔後，我們的哪些需求被淹沒冰封。 

＜愛＞講述一位愛抽菸的青少年想要追求他們學校的校花，因而向校花的閨蜜討

教，得知校花最討厭的就是抽菸的男生，未料告白當天…… 

＜渴望＞敘述一個單親家庭，阿嬤依靠做資源回收來養活自己的無所事事愛抽菸吃

檳榔的兒子和青春期的孫子，孫子有一個夢想就是成為電競選手，有一天孫子向阿

嬤要錢買電競滑鼠未成，才發現家中的秘密…… 

＜自尊＞的故事是說明一個因長期酗酒抽菸得肺癌而死的大學生，同學幫他舉辦生

前追思會，未料在追思會上的同學們，對死者並無留戀，反而發現更多的人情糾

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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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積穗國中拒菸行動劇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