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蓋菸有你的▬菸煙相抱何時了
製 作 者
郭靜靜 楊麗娟 胡仲芳 陳桂芳 張雅雯 94.11.17.
一、作品名稱：蓋菸有你的▬菸煙相抱何時了
二、作品摘要：目前我國約有四百多萬人口抽菸，青少年吸菸人口的
年齡層逐漸下降，青少年因好奇、心煩、交到損友等原因，而與
香菸或毒品有了接觸，殊不知吸菸所帶來急、慢性中毒症狀而影
響健康，青少年朋友千萬不要被菸商所堆砌出的美麗外表所迷
惑，青少年應做自己的主人，瞭解自己所要的是什麼，該拒絕什
麼。校園應積極建立學校菸害防制教育與無菸校園，降低青少年
吸菸率，讓國人免於受二手菸害，提昇對菸害的認知而有拒菸的
認知與意識，促使現代青少年身心健全成長。菸害問題日益嚴重，
董氏基金會廣泛蒐集國內外相關菸害資料，並邀集各界人士共同
參與，研擬本土的拒菸政策，並配合各種拒菸活動的推行，喚起
國人對菸害問題的重視，讓我們一起向菸害說「不」！推動本土
化菸害預防與實務工作刻不容緩。
關鍵字：菸煙相抱何時了
三、教學對象：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女生
四、教學節數：3 節課（主題式教學：限定 2-6 節課）
五、學習領域：主題式教學-軍訓與護理。
六、九年一貫能力指標（高中職組免填）
七、菸煙相抱何時了教學活動創意設計：
適用科目

軍 訓 護 理

單元名稱

菸煙相抱何時了

教學目標

建議使用年級

郭靜靜 楊麗娟
胡仲芳 陳桂芳
張雅雯
高中一年級

教 學 時 間

150 分鐘

教案設計者

教學單元學習目標
(一) 認知學習
1. 對菸草及防制菸害正確概念的認知
2. 不要被菸商給利用，防範置入性行銷
菸品廣告侵入
3. 了解香菸的成分與害處，吸菸對人體
的危害影響
4. 認識二手菸的傷害、青少年與孕婦吸
菸的害處
5. 了解戒菸的好處與菸害防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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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了解無菸環境觀念-無菸家庭、校
園、社區、餐廳
(二) 技能學習
1. 建立正確對戒菸好處的看法及達成
青少年學生之共識
2. 能說出香菸中有害物質對人體的影
響
3. 拒絕菸品的技巧及理情治療應用
4. 學習菸煙一熄大體驗-綜合教學達蓋
菸目的
5. 簡易空手道有氧運動、手部十巧運
動，靜坐與放鬆運動，達成定心定性
6. 於日常生活中，向菸說不及拒吸二手
菸
(三) 情意學習
1. 喚起青少年關懷生命防制菸害的意
識
2. 表現樂觀進取之態度及積極人生觀
3. 發揮身體力行，率行實踐防制菸害
4. 抽菸者戒除吸菸的習慣並遠離菸品
及廣告
5. 培養人人知曉無菸環境觀念的重要
6. 將防制菸害之應用擴及他人，並養成
良好生活習慣

教

學

活

動

時間

一. 菸煙相抱何時了引起學習動機 :
教學活動設計：
10 分
（1）以今日美國報的謎題公開猜謎
什麼東西每年奪走的人命比愛滋病、酗酒、車
禍、謀殺、自殺、禁藥和火災加起來奪走的人命
還要多？
正確答案 : 抽菸
蓋菸有你的-百萬大富翁遊戲（附件一），帶入對
菸草認識及蓋菸概念
（2）以藍色系列，清涼口味，置入性行銷菸品廣告，
尊容、享受、階級，低價、便宜、贈品促銷讓人
聯想錯覺，強調不要被菸商給利用了更不要被媒
體牽著走。澄清概念 : 吸菸其實吸入大量致癌
物，腦部血管收縮反而頭暈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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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power point 1-4
能引起青少年
對菸草認識及
蓋菸概念學習
之動機，並珍
惜自己，學前
遊戲取優秀者
學生予獎勵加
分一次或贈送
獎品
power point5-7

（3）引言–說明菸草的起源及最初懂享用菸草的是印
地安人 （附件二）
（4）菸害的防制-說明香菸的成分與壞處，並分析吸
5分
菸與健康的關係
（5）吸菸對人體的危害
（分組討論：二手菸、青少年吸菸、孕婦吸菸案
例討論）
15 分
1.我們有拒吸二手菸的權利嗎﹖
2.青少年吸菸的狀況與省思﹖
3.孕婦吸菸的影響﹖
（6）說明傷人的二手菸對人的影響
（7）說明臺灣地區青少年男女吸菸率及其比較
（8）說明青少年吸菸行為的五個階段及吸菸的壞處
（9）說明孕婦吸菸的害處及抽菸對胎兒產生的影響
（10）說明八大戒菸理由及戒菸好處和菸害防制法
（11）拒絕菸品的技巧及理情治療理論應用
（分組討論：你認為拒絕菸品的好方法）
（12）無菸環境觀念的灌輸
了解無菸環境理念–無菸家庭、無菸校園、無
菸社區、無菸餐廳之宣導環保推動（分組討 20 分
論：如何營造無菸家庭、校園、社區、餐廳）
（13）春暘慈暉菸害防制小尖兵
（14）蓋菸有你的–菸煙相抱何時了學後測驗
綜合結論 : 菸害防制甩掉菸癮
積極有效的防制菸害人人有責

power point8-11
以講述法之菸
害防制教學能
認識香菸對人
體危害情況，
以問答法由學
生說出
同學可全神灌
注一起聆聽
powerpoint12-15
全班同學參與
度高，可引導
學習氣氛
powerpoint16-18
powerpoint19-21
抽菸對胎兒產
生不良影響
powerpoint22-27
每四到五人分
組討論
powerpoint28-29
powerpoint30-32
經由經驗分享
印象深刻，可
靈活應用，啟
發學生思考
powerpoint33-36

二、菸煙一熄大體驗創意教學活動設計（附件三）
激發學生菸害防制之創造力與內省力

5分
綜合教學活動將全班每六到八個人分成一組共
七組，每組有一封信內含--蓋菸有你的創意活動，
每一組 30 分鐘完成即成功
活動準備器材：麥克筆〈紅藍黑 3 色每色各兩
支〉、尺〈七支〉、美工刀、橡皮〈七個〉、鉛筆
〈七隻〉，對開海報紙〈七張〉、A4 影印紙〈十
四張〉
、磁鐵〈十支〉
、病床一張、點滴架、拐杖、
毛筆、墨水、筆記型電腦、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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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專注傾
聽並作經驗分
享

每組有一封信內含--蓋菸有你的創意活動（附件三）
（1）菸飛煙滅詩歌朗誦（替代活動菸害防制漫畫）
（2）請從菸害防制教育創造出七字詩以書法及數來
寶表現
（3）請由抽菸聯想對生命教育的想法並寫出七項
5分
（4）請由抽菸的好處壞處討論-構思大富翁遊戲設計
（5）防制菸害標語海報設計-都是香菸惹的禍
（6）菸害角色扮演-急診室的春天
（7）簡易空手道有氧運動、手部十巧運動、靜坐與
5分
放鬆技巧運用與學習單設計

按認養方式或
抽籤均可
powerpoint37-39
各組組長是小
幫手，活動準
備器材，按每
小組之不同主
題配合，菸煙
相抱何時了在
班級之應用

三.成果發表-創作理念與心得分享
序

活動內容

時間

器材及其他說明

1

音樂及介紹
無菸的天堂(演奏
版)

5分

歌曲、筆記型電腦、 音樂(台
印表機、單槍
北藝術家
合唱團)

2

活動設計理念及
活動的意義

5分

Powerpoint

3
4

分組及活動說明
活動開始

5分
30 分

Powerpoint
每小組 30 分，共七
小組

5

5分

6

活動結束、成果展
示
心得分享

40 分

每小組以三分鐘為
原則，共 7 小組 21
分，加上回饋時間 40
分

7

結

10 分

Powerpoint

語

備註

7 小組分
組同時進
行
音樂、音
響

（1）詩歌朗誦-菸爺爺 您別來了
（2）七字詩以書法、數來寶表現
（3）抽菸聯想對生命教育的想法
（4）蓋菸大富翁遊戲設計
（5）標語海報設計-都是香菸惹的禍
（6）角色扮演-急診室的春天
（7）靜坐運動與學習單設計及簡易空手道有氧運動
四. 結論-遠離菸害 菸之非福
讓我們的肺清新自然▬無菸的污染
綜合結論 :
每人都有參與、團隊合作展現，團隊智慧，增進
學習動力與興趣充分準備採用「分組活動」，採
用「團體完成」的活動方式，建立團體意識，是
參與者主動貢獻智慧，大家都有收穫
4

5分

30 分

40 分

10 分

菸煙一熄大體
驗-學生體會活
動設計動靜兼
具的原則，運
用活動作為教
學設計的參考
並期望培養團
隊默契，凝聚
團隊情感，集
思廣益、發揮
團隊精神
由發表中評量
青少年抽菸的
問題同學參與
度高以青少年
問題為出發
點，有身歷其
境之感同身受
powerpoint40-55
以減少人數太
多的疏離感，
並希望試圖建
立「團體體驗」
的模式
powerpoint56-60

八、教具使用及教學評量方法：
1.個人部分：自願參與活動情形、發言情形、學習單製作等
2.小組部分：小組討論結果（媒體分析、拒絕技巧方法）(一)課
程猜謎及蓋菸有你的-百萬大富翁遊戲（個人評量）
，帶入對
菸草認識及蓋菸概念
(二)教學以講授法、問答法、價值澄清法、發表法、媒體教學法
(三)分組討論：學生發言參與度評量（個人與小組評量）
1.二手菸 我們有拒吸二手菸的權利嗎﹖如何拒吸二手菸﹖
2.青少年吸菸 青少年吸菸的狀況與省思﹖
3.孕婦吸菸 孕婦吸菸的影響﹖
4.你認為拒絕菸品的好方法
5.如何營造一個無菸家庭、無菸校園、無菸社區、無菸餐廳
(四)將課程內容融入綜合活動中，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五)各項佈置包括作文、書法、海報設計、戒菸宣導單張之張貼
(六)健康新主張：我家不吸菸(我爸爸不抽菸)、無菸校園(春暉專
欄宣導及衛生糾察隊無菸校園宣導)、無菸社區(剔除菸蒂日
活動，電動天橋打掃，推行環保運動)
(七)菸煙相抱何時了學後測驗
(八)蓋菸有你的–創意教學活動
融入綜合教學活動，每一組 30 分鐘，全班每六到八個人分
成一組共七組，每組有一封信內含-蓋菸有你的創意活動說
明(小組評量）
(九)採用「分組活動」，以減少人數太多的疏離感，並希望試圖
建立「團體體驗」的模式。採用「團體完成」的活動方式，
建立團體意識，是參與者主動貢獻智慧，大家都有收穫。在
30 分鐘完成並做成果發表即成功
附件一 蓋菸有你的▬百萬大富翁遊戲
設計十題選擇題每題四選項，全班分兩組，各選出一個代表答題，
如答案無法確定可用消除法即四消除兩答案，剩二選一再作答，
或 call out 尋求同學協助解答，答多題者給予獎品
1. 菸草的起源 (1)亞洲 (2)澳洲 (3)南美洲 (4)非洲.
2. 最初懂得享用菸草的是 (1)印地安人 (2)臺灣原住民 (3)爪哇
人 (4)尼泊爾人.
3. 菸草是一種 (1)麻醉劑 (2)興奮劑 (3)鎮靜劑 (4)安眠劑.
4. 吸 菸 人 口 以 那 一 種 年 齡 群 最 多 (1)20-25 歲 (2)25-40 歲
(3)50-60 歲 (4)60-7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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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吸菸受家庭教育影響大，多數家裡的 (1)兄長 (2)母親 (3)
父親 (4)姊姊 有吸菸.
6. 戒菸多久 (1)二個月 (2)一個月 (3)二周 (4)三個月 咳嗽、
呼吸急促現象減少.
7. 頭號致癌物質對健康違害，指 (1)一手菸 (2)主流菸煙 (3)
二手菸 (4)側流菸煙 .
8. 吸菸者罹患 (1) 心臟病 (2)食道癌 (3)喉頭癌 (4)肺癌比率
最高應接受戒菸教育.
9. 香菸的成分有 (1)焦油 (2)二氧化碳 (3)尼古丁 (4)致癌原
以上那一項是錯的.
10. 免 費 戒 菸 專 線 : 0800- (1) 63-63-63 (2)531-531
(3)83-83-83 (4)24-24-24.
附件二 菸草的認識
我國每年罹病而死亡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二十因吸菸而造成，因
此推估約每年約有一萬七千五百人因吸菸而死亡。此外，因吸菸相
關疾病而消耗之醫療資源亦每年超過二百億。統計資料顯示，國人
吸菸人口約四百五十萬人其中成年男性為 47.3％、女性為 5.2％；
青少年男、女各為 11.3％、3.2％(1999 年研究調查）
，我國於二 000
年三月菸酒稅法立法通過徵收菸品健康福利捐，為本國政府反菸之
重要里程碑。菸品健康福利捐其中百分之十每年約十億元專款專用
於中央及地方菸害防制工作。為妥善運用以有效降低國人吸菸率、
提高戒菸率、預防二手菸害，並能推廣無菸家庭、校園、社區、餐
廳，營造無菸環境。菸草原產南美洲，屬於副熱帶極為重要的經濟
作物，最初懂得享用菸草的是印地安人。菸草葉片經過乾燥及輕度
發酵後是製造香菸、嚼菸、鼻菸的原料，由於附加價值高，全世界
有超過 100 個國家種植菸草。台灣橫跨副熱帶、熱帶，光復後，台
灣菸酒公賣局管轄所有菸葉的發展及製造，包括菸葉價格的制定，
因此，價格高且穩定，吸引了美濃鎮農民自日據時代以來，即開始
種植菸草作為植物。
附件三 菸煙一熄大體驗綜合教學活動
一、教學活動設計理念
本活動融入綜合教學活動設計透過團體合作的方式，使學生
體會活動設計動靜兼具的原則，運用活動作為教學方式的設計參
考；並期望藉課程的活動達到培養團隊默契，凝聚團隊情感，集
思廣益、發揮團隊精神，展現團隊智慧，增進學習動力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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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參與者特質分析
1.學生以高一班級，已經具備國中健康教育基本知識及學習經驗。
學生中部份是春暉社成員對菸害教育具備一定程度的使命感與熱
忱。
2.參加者均為女生，班級人數五十人，彼此全部都認識。
3.參加者上「健康教育」課程已三年，護理課程亦一段時間，已具基
本健康概念及學習技巧對「春暉專題」有高於一般學生的體驗。
4.參加者希望自活動當中，學習活動之技巧概念。
5.參加者天資聰穎、學習態度認真，故啟發式思考，生動活潑方式進
行，採動態式教學法及演練操作，可提高同學學習興趣。
三、教學活動設計策略
1. 以「分組活動」進行，可減少人數太多的疏離感，並希望試圖建
立「團體體驗」的感受。
2. 活動創新設計須注意「引發興趣」
，避免索然無味；活動應有成果，
而且成果可以提供大家作為發表與參考。
3. 以「定時闖關」方式活動，激發榮譽感及增加時間壓迫感，使活
動進行時間容易掌控，並做時間資源管理。
4. 活動設計力求「每人都有參與」
，而避免只由一兩位同學就可以搞
定的活動內容。
5. 每項活動之設計「應賦予意義」
，避免空洞淪為純遊戲。
6. 以「團體完成」的活動方式，建立團體意識，並希望發展產生團
體智慧，是參加者主動貢獻智慧，每位同學都有收穫。
四、教學目的(知、情、意)
1. 經活動過程了解人際關係之互動。
2. 經活動過程學習貢獻個人成長的智慧與經驗。
3. 經活動過程體驗如何整合團體中不同的意見。
4. 經活動過程了解並注意珍惜大自然的資源與環境。
5. 經活動過程學習重視及確實遵守遊戲規則的精神。
6. 經活動過程如何使自己與他人共同快樂學習與成長。
7. 經活動過程學習如何愛惜並爭取團隊榮譽，追求卓越。
8. 經活動過程練習信任他人或是如何使自己感到受到信任。
9. 經活動過程學習接納與同理他人不同的看法、立場與建議。
10. 經活動內容領會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角色與地位而能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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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準備器材：〈各活動之材料如活動設計表內材料欄〉
麥克筆〈紅藍黑三色每色各兩支〉
、尺〈七把〉
、美工刀〈七支〉
、橡
皮〈七個〉
、鉛筆〈七支〉
，對開海報紙〈七張〉
、A4 影印紙〈十四張〉、
B4 圖畫紙〈十四張〉
、磁鐵〈十個〉
、病床一張、點滴架、拐杖一支
〈血壓計一台、聽診器兩個〉
、毛筆、墨水、筆記型電腦、印表機、
十二色臘筆〈一盒〉
、信封〈七個內含活動說明〉。
六、活動流程：全程在軍護教室進行，將全班每六到八個人分成一組
共七組，每一組有一封信內含說明--蓋菸有你的創意活動設計討論
七、分組活動內容及規則
※共同注意事項：
1.每小組必須自行計時〈時間到立即結束〉
、自行裁判〈沒有裁判即
是一種信任，
「蓋菸有你的」重要的一環，就是誠實〉。
2.每小組必須指定一位或一組負責活動後的心得分享，其他人可以
提供意見給他。
3.請把握各組之活動說明、規則、精神。
4.每小組人數應該平均分配〈分組編隊時應注意〉
。
八、成果發表會
1. 菸飛煙滅詩歌朗誦 ▬ 菸爺爺 您別來了
王子變青蛙隊 菸飛煙滅詩歌朗誦
設計理念
防制菸害人人有責，請以香菸對人體的危害，針對青少年及老人
拒絕菸害及拒吸二手菸，引導青少年避開引誘，生活規律、不減
肥、不熬夜，而能潔身自好，創作一首詩歌朗誦
活動說明
請在限定時間內，集合眾人之智慧，以菸害媒體識讀手冊為參
考，發展討論出有押韻、有口號的打油詩歌，容易表達並配合動
作，選取五人小組，上台發表
成
果
菸爺爺 您別來了 打油詩一首配合動作說明，五人各寫一張或打
字列印亦可
器
材
橡皮〈三個〉、鉛筆〈五支〉、A4 影印紙〈七張〉、筆記型電腦、
印表機、信封〈一個內含活動說明〉、菸害媒體識讀手冊〈中學
篇、國民篇各一本〉、菸害知多少〈一本〉
時
間
30 分鐘
給小組長
小組長您好:
的
信
大家一起動動腦，集合眾人之智慧，以菸飛煙滅發展出有押韻、
有口號的打油詩歌，容易表達並配合動作，吸引他人之菸害防制
詩詞
菸飛煙滅詩歌朗誦創作理念說明：
以連爺爺 您回來了 構思，以分組討論菸害菸品危害
以案例受害個案思考菸害，以菸害媒體識讀手冊參考
詩歌朗誦▬由五位同學上臺朗誦，其中一位是詩歌朗頌的常勝軍，我們可
是唱作俱佳，叫我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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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爺爺，您別來了
快快帶著尼古丁和菸焦油離開
去去去
打火機也到旁邊涼快去
菸爺爺，您別來了
別再吸引著食指和中指同行
快快大聲宣告
刁菸吐氣的情節早就退流行了
菸爺爺，您別來了
別再帶來惱人的咳嗽聲
流鼻血的.中風的
就跟菸爺爺一起走吧
菸爺爺，您別來了
窒息的感覺不適合我
我不抽菸 我也不吸二手菸
菸爺爺，您別裝了
清涼醒腦的品牌
只是 air waves 和濃煙的合成品
佯裝上流社會的憧憬
背後全是憔悴的歐巴桑
強調活力的假象
造就一個個體虛的國家棟樑
菸爺爺，您快離開
想減肥的‧留下，想耍帥的‧留下，想熬夜的‧留下
我介紹你們更好的人選
就讓菸爺爺漸漸的走遠吧
菸爺爺，您別再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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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從菸害防制教育創造出七字詩，可手語、書法、歌仔戲、數
來寶均可
惡作劇之吻隊 菸害防制教育創造七字詩
設計理念
菸害防制教育對青少年尤其重要，降低青少年抽菸率，擴展青少年
人際關係，減少自我壓力，情緒管理顯得重要，以菸害防制教育集
思廣義發展七字詩，可手語、書法、歌仔戲、數來寶表達均可
活動說明
菸害防制教育七字詩，易記、易表達且押韻
成
果
菸煙相抱何時了，…育營無菸的環境，本小組以書法一張加數來寶
成果表現吸引同學對菸害防制教育有深刻意涵
器
材
尺〈一把〉、橡皮〈一個〉、鉛筆〈二支〉、對開海報紙〈一張〉、A4
影印紙〈二張〉、毛筆、墨水、信封〈一個內含活動說明〉、竹板四
支
時
間
30 分鐘
給小組長
小組長您好:
的
信
請發揮團隊精神動動腦，以菸害防制教育延伸設計七字詩，易記、
易表達且押韻，引導伙伴防制菸害

從菸害防制教育創造出七字詩創作理念說明：
本小組以書法加數來寶成果表現
菸害防制人人有責 菸害影響抽菸危害
戒菸時機立即商機 戒制觀念來自教育
菸▬
害▬
防▬
制▬
教▬
育▬

菸煙相抱何時了
害人不淺吸菸癮 吸菸癮
防制菸害從今起
制度法則共遵守 共遵守
教育拒吸二手菸
育營無菸的環境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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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蓋菸有你的-請由抽菸聯想對生命教育的想法請寫出七項
大長今隊 抽菸聯想對生命教育的想法
設計理念 生命教育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從抽菸與健康、抽菸與生命聯想蓋菸行
動，每個人都會看待生命，以抽菸防制怎樣看生命教育，話出生命
活動說明 以小組之智慧作腦力激盪，由抽菸聯想對生命教育的想法請寫出七項
成
果 抽菸者等於慢性自殺，為了你我健康請戒菸，…我熱愛生命我不抽菸
等簡單、具體的由抽菸到對生命的詮釋經由共同討論而出並寫出呈現
器
材 麥克筆〈紅藍黑三色每色各兩支〉、尺〈一把〉、美工刀〈一支〉、橡
皮〈一個〉
、鉛筆〈二支〉
、對開海報紙〈二張〉
、A4 影印紙〈二張〉、
信封〈一個內含活動說明〉
時
間 30 分鐘
給 小 組 長 小組長您好:
的
信 生命教育的意義在於活出生命意義感，從抽菸與健康、抽菸與生命聯
想蓋菸行動，每個人都會看待生命，以抽菸防制怎樣看生命教育，簡
單、具體話出生命

抽菸聯想對生命教育的想法創作理念說明：
從抽菸與健康、抽菸與生命聯想蓋菸行動
1.
3.
5.
7.

抽菸者等於慢性自殺
吸菸燃燒錢燃燒生命
吸菸有害身心的健康
為了你我健康請戒菸

2. 吸菸者請要珍惜生命
4. 防制菸害與關懷生命
6. 我熱愛生命我不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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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蓋菸有你的-大富翁遊戲設計-請設計出 24 格大富翁
惡魔在身邊隊 蓋菸有你的-大富翁遊戲設計
設計理念
小時候大家玩過大富翁遊戲，大富翁將生活中的模擬財富運用紙
有人財產散盡，並無真正破產危機。藉由大富翁遊戲架構設計一
抽菸的好處、抽菸的壞處，或影響抽菸帶來的環保意識，設計一
正向、能引導蓋菸意義的大富翁
活動說明
以蓋菸有你的出發討論抽菸的好處、抽菸的壞處，或影響抽菸帶
來的環保意識，設計一個活潑的、正向意義的大富翁
成
果
完成 24 格左右的大富翁遊戲並作說明
器
材
麥克筆〈紅藍黑三色每色各兩支〉
、尺〈一把〉
、美工刀〈一支〉、
橡皮〈二個〉
、鉛筆〈三支〉
、對開海報紙〈二張〉
、A4 影印紙〈二
張〉、磁鐵〈四個〉、信封〈一個內含活動說明〉
時
間
30 分鐘
給小組長
小組長您好:
的
信
藉由大富翁遊戲架構設計一個以抽菸的好處、抽菸的壞處，或影
響抽菸帶來的環保意識，設計一個有正向、能引導蓋菸意義的大
富翁

因抽菸帶來的行為設計大富翁遊戲創作理念說明：
討論抽菸的好處、壞處，因抽菸帶來的行為設計蓋菸有你的大富翁遊戲，從開始休息菸害防制所董氏基金會為四個
角落，另有四次機會命運設計四題問題，答對向前進五格，答
錯向後退八格
抽菸的好處: 1.減輕壓力
2.提神省腦
3.找尋靈感
4.促進人際關係 5.排除寂寞無聊 6.成熟表徵
7.降低食慾
抽菸的壞處: 1.心肺功能影響 2.呼吸不順暢
3.得到肺癌
4.污染空氣
5.引起火災
6.亂丟菸蒂
7.咳嗽不停
8.不良朋友引誘 9.手指發黃
10.痰液增加
11.菸霧迷漫
結論 : 抽菸的壞處比好處多，省思 : 青少年我不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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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防制菸害標語設計並畫海報圖，另外請寫出五項於 A4 紙上
戰神隊 防制菸害標語設計並畫海報圖
設計理念 運用團隊精神討論防制菸害標語能達成菸害宣導的警語數個，並從中
選擇一個製作成一張 A4 大小達成共識以圖畫展現概念團體創作之美
活動說明 提供材料共同創作防制菸害標語，能達成菸害宣導的警語圖畫一張
成
果 都是香菸惹的禍 防制菸害標語設計並畫海報圖畫一張，海報標語設
計說明一張
器
材 尺〈一把〉、美工刀〈一支〉、橡皮〈一個〉、鉛筆〈一支〉、對開海報
紙〈一張〉
、A4 影印紙〈二張〉
、筆記型電腦、印表機、十二色臘筆〈一
盒〉、信封〈一個內含活動說明〉
時
間 30 分鐘
給 小 組 長 小組長您好:
的
信 運用團隊精神共同討論防制菸害標語，能達成菸害宣導的警語數個，
並從中選擇一個製作成一張 A4 大小達成共識以圖畫展現概念團體創
作之美呈現個人想法的增進

都是香菸惹的禍創作理念說明：
共討論十五項防制菸害標語，都是香菸惹的禍創作理念說明：
在護理教室以電腦小畫家畫出並列印
以毛爺爺抽了二十多年的菸為例構圖，長期的肺氣腫侵襲著
他，導致呼吸道塌陷閉塞，呼吸困難、咳嗽有痰、哮喘時而反
覆發作、瘦弱，住院常需氧氣及蒸汽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治療，
才能緩和呼吸困難的痛苦。
1. 我是少年郎，我絕不抽菸
2. 菸消雲散樂逍遙
3. 越早開始戒菸就越早擺脫菸
4. 只要有決心戒菸不擔心
5. 青少年向菸說不!
6. 菸煙相抱何時了
7. 遠離菸臭口齒留香
8. 一個人抽菸全場人受害
9. 戒菸才是福
10. 有氧 123，戒菸好簡單!
11. 共攜手拒二手無菸環境人人有 12. 無菸家庭—我家不吸菸
13. 非吸菸者有拒吸二手菸之權利 14. 都是香菸惹的禍
15. 別說:我戒菸了；告訴自己:我不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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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菸害角色扮演-急診室的春天
海豚灣戀人隊 菸害角色扮演戲劇
設計理念
以菸害防制故事為架構設計一齣戲劇，讓學生藉角色演出內省菸
害對人體的傷害與影響
活動說明
提供護理教室的環境，由學生自己角色扮演
成
果
急診室的春天 經由戲劇表演達成菸害省思之目標
器
材
橡皮〈二個〉
、鉛筆〈三支〉
、對開海報紙〈一張〉
、A4 影印紙〈五
張〉
、病床一張、點滴架、拐杖一支、血壓計〈一台〉
、聽診器〈兩
個〉、筆記型電腦、印表機、信封〈一個內含活動說明〉
時
間
30 分鐘
給小組長
小組長您好:
的
信
經由討論劇本，選出個人適當角色以菸害防制故事為架構設計一
齣戲劇，讓學生藉角色演出內省菸害對人體的傷害與影響

角色扮演-急診室的春天創作理念說明：
你有菸癮的困擾嗎?藉角色扮演防制菸害-因材施教、價值澄
清、潛能開發，看我們精彩演出
場景一(舞台右手邊是一家醫院，一位年輕人站在舞台中間，刁
根菸)
年輕人: (吸一口菸，開始咳嗽，又抽了一口，大力的吐口氣)
最近不知怎麼搞的，常常咳嗽(舞台左方走來一位老人家，
走路慢慢的，一手扶著胸口，另一手攙著柺杖，呼吸愈來
愈急促，停下來喘不過氣來，年輕人丟下菸趕緊過來扶著
老人家到醫院)
場景二(舞台中間是醫院裡面，醫生拿出支氣管擴張劑給老人家
吸，護士協助，年輕人站在一旁看著)
醫生:剛是你帶他來的嗎?真是謝謝你，他因為長期的抽菸，自從
得了肺氣腫之後，就會常常這樣，一開始可能只有上樓時
很喘，到後來，可能連走幾步路都會喘到呼吸不過來。
年輕人:肺氣腫怎麼那麼可怕，抽菸會很容易得肺氣腫嗎?
醫生:肺氣腫的病例中有 80%-90%是因吸菸而起，因為菸草中的
化學物質會破壞肺部組織，損壞肺氣囊，導致呼氣吸氣的
困難。
年輕人:他這樣常跑醫院，連呼吸都有問題，好可憐喔
醫生: 肺氣腫屬於慢性長期疾病，如果不好好控制，很有可能致
命
年輕人: 只不過抽個菸怎麼會這麼嚴重
醫生:抽菸雖然看似沒什麼，其實對人體的傷害極大，就拿這老
伯來說好了，他因為肺泡壁的彈性纖維受損，而使肺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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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缺少彈性，造成呼吸困難，肺失去彈性後導致氣管腔塌
陷，空氣因此無法排出肺部，積存在肺裡動彈不得
護士:這時就要用打上點滴加入止喘藥劑、並裝上氧氣，支氣管
擴張劑治療，常帶在身上，隨時可吸，便能緩和呼吸困難
的痛苦，像我值大夜班時，就要協助他翻身，胸部叩擊，
姿位引流，氧氣及蒸氣吸入都不可少，幫助胸腔內分泌物
排除，因為肺缺乏彈力後，他想自己吐痰都很困難
醫生:肺一旦受損後，就不可能再恢復成原來健康那樣，而且還
要小心肺炎、心肌梗塞等合併症
年輕人:我最近常常一直咳嗽，這是不是得肺氣腫的前兆，我會
不會像那老伯一樣痛苦
醫生:像你這種吸菸的人，都會長期咳嗽，這會使肺內壓力增高，
肺泡失去彈性不能回縮，就會造成肺氣腫，我勸你最好在年
輕時就快戒菸，就會和肺氣腫絕緣。
年輕人:我的朋友們都抽菸，我爸、我叔叔都抽菸，他們也常一
直咳、、一直咳，也都沒怎樣啊
醫生:你也可以繼續抽，如果得肺癌、口腔癌、食道癌、咽喉癌
之後你才想戒也可以，只是你把你的健康也賠進去了，你原
本以為抽個菸沒什麼，但你現在知道了其實是會有什麼的，
何必冒險用健康作賭注
年輕人: (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的老先生，辛苦的吸氣、吐氣)
我…….會戒菸的，我也會叫我爸、我叔叔、我朋友都戒菸，
我要告訴他們，我今天看到了什麼，我要告訴他們抽菸一點
都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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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腦力激盪-請共同設想戒菸的方法，可包含靜心定性減輕學生壓
力、有氧運動或任何可設計之方法
浪漫滿屋隊
設計理念
活動說明
成
果
器
材

腦力激盪戒菸的方法
以教室空間、場合大小設計運動可動態、可靜態活動或兩者均可
設計運動可動態、可靜態活動或兩者均可
可運用的靜坐與放鬆技巧運動及空手道有氧運動訓練
橡皮〈二個〉
、鉛筆〈三支〉對開海報紙〈一張〉
、A4 影印紙〈四張〉、
筆記型電腦、印表機、信封〈一個內含活動說明〉
時
間 30 分鐘
給小組長 小組長您好:
的
信 帶領小團隊以教室空間、場合大小設計運動，可動態、可靜態活動
或兩者均可，並寫出簡易動作之教導，易記、易學，並留下印象

(1) 靜坐與放鬆技巧運動，協助同學定心定性，鬆解壓力。
全班學生以最舒適的姿勢坐椅背上，應用一連串口語式公式表
達，帶領學生參與。
A.全班靜坐與心智鬆弛運動：請學生以最舒適的姿勢坐著，
將注意力集中於一個思想的精緻部分。
B.靜坐後隨心性的意念放鬆，藉深而長的吸氣與呼氣（一般
以腹式呼吸為佳）達到放鬆效果。
C.自生訓練：應用一連串口語公式，使自己進入鬆弛狀態，
例如：「我感覺很平靜……很輕鬆……」
「我的腳感覺很鬆
弛……」等。
練習的訓練公式：
(A)安靜感：感覺到很舒服，很寧靜（反覆）。
(B)重感：右手感覺到很重……（一般由慣用手開始，依次為：
左手→右手→右腳→左腳→雙腳→雙手腳）
。
(C)溫感：右手覺得很溫暖……（一般由慣用手開始，依次為：
左手→右手→右腳→左腳→雙腳→雙手腳）
。
(D)心臟調整：心臟很溫和、很規律的跳動……（反覆）。
(E)呼吸調整：很輕鬆、很舒服地呼吸……（反覆）
。
(F)腹部溫感：胃附近覺得很溫暖……（反覆）。
(G)額頭冷感：額頭感到很涼爽……（反覆）
。
靜坐與放鬆技巧運動學習單
年輕的歲月總是莽撞急躁，課業之外，往往還有許多社團
活動與課外聯誼，其實愈忙碌的日子愈需要靜心沉澱，如此，
每一次的開始才能愉快、自在，讓自己隨時保持有承擔無負擔！
一、你覺得靜坐帶給妳什麼樣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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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你靜坐時，是否會有某些情形讓你覺得很舒服（不舒
服）？請概述於下。
三、你認為靜坐是值得推廣的活動嗎？為什麼？
四、根據你的經驗，靜坐時，應注意那些事項？請寫下來。
(2) 健康體適能有氧運動
空手道有氧運動訓練教導
A.深呼吸暖身四個回合
B.用力伸展四肢，做擴胸運動及原地跳躍，活動筋骨
C.空手道握拳、右手前旋轉、左手前旋轉(上段中段下段)
D.空手道握拳、右手左旋轉、左手右旋轉(上段中段下段)
E.空手道左腿側踢、右腿側踢
F.空手道左腿回旋踢、右腿回旋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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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自我檢討與心得分享：
1.設計本活動之想法是藉活動使菸害防制教育有動力感，並且期望
透過活動的設計，引發更多的想法，在反思、團體活動、貢獻智
慧、接納與尊重等活動中學習與成長。
2.本活動希望動靜得宜，但是有可能不如預期。
3.本活動的設計對象是同學，所以假想學生具備基本能力，而且認
為參與活動者，對菸害防制教育具有相當程度的熱愛與熱忱(部
分是春暉社社員)，如果背棄這個條件，可能活動將遜色不少。
4.本活動設計希望希望藉著榮譽感、誠實來帶領「成功」的意志，
「成功」指完成各隊的任務，與一般活動不同之處是「同一時間
只有一隊在做這件事」，時間內達成即是成功。
5.本課程也希望藉機會自我反思，在審視菸害防制教育的廣度〈可
以多樣化〉
，深度〈可以深入探討〉
、活動力〈可以在活動中體會〉
，
彼此觀摩對同一件事的不同見解，以及如何展現菸害防制教育的
能量〈合作學習、體諒、服務的時機〉等等。
6.每隊共費 30 分，在設計主題上力求每隊需求及欲達成目標之活
動量能調整一致性，否則個別小組時間延長；影響全班進度，但
是有些活動好像不太容易完成〈例如：菸害角色扮演〉，時間控
制是否延長或縮短，或是調整活動內容，都是可以檢討的，以作
為下一次活動之參考。
菸煙一熄大體驗教學活動授課教師注意事項：
1.確立達成活動主要目標，場地動線規劃完善、參加學生之特質及
學生人數安排。
2.菸煙一熄大體驗，雖為遊戲活動，著重體驗中的省思，故在信封
中的提供訊息與引導方向應明確。
3.學習體驗之內容應活潑化，學習領會藉活動精緻化設計課程，避
免空洞無趣讓學生感覺無聊，最好有一分活動、三分討論。
4.活動後續之檢討改進
(1)準備活動是否周詳﹖安排是否順暢合宜﹖
(2)下次可改進修正之處或可避免的地方﹖
(3)器材準備是否齊全﹖活動周延與否﹖
(4)過程中有令人感動及那些安排較容易收到預期效果﹖
5.與各小組長作檢討改善之討論
6.體驗教學
(1)教師本身需要的準備:最好已有教學體驗活動的參與經驗
(2)體驗活動可遵循背景、輸入、過程、輸出原則(李琪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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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包括班級氣氛、環境、學生差異、人力、物力、目標、
過程評量、內容、方法、評量總結、評量學生表現
(3)在體驗中營造自由民主、開放自然創作的和諧氣氛探索省思

第

隊 主題

之心得與建議

本主題可
以改善的
內容

參加本主
題活動的
心得

您認為本
活動可以
那一個主
題替代作
相同的活
動體驗

小隊長

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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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煙相抱何時了活動-菸煙一熄大體驗
隊

名

主 題

使用時間 成功紀錄

王子變青蛙隊
1.菸飛煙滅

分

成功
失敗

詩歌朗誦
惡作劇之吻隊
2.菸害防制教育

分

成功
失敗

創造七字詩
書法與數來寶
大長今隊
3.抽菸聯想生命

分

成功
失敗

話出生命
惡魔在身邊隊
4.大富翁遊戲

分

成功
失敗

分

成功

遊戲設計

戰 神 隊
5.防制菸害

失敗

標語海報設計
宣導語與圖畫
海豚灣戀人隊
6.菸害角色扮演
戲

分

失敗

劇

浪漫滿屋隊
7.靜坐與放鬆技
巧及簡易空手
道有氧運動
學習單製作
運動訓練

成功

成功
失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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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活動
分享伙伴

改善建議紀錄

參考文獻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春暘慈暉教師手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發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993）。環境戒菸(二手菸)危害知多少。
行政院衛生署（1997）。菸害防制法。
李景美(2003)。青少年菸害預防-策略層面之探討。醫護科技學
刊第五卷第四期 293-307。
李景美(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物質濫用課程講義
汪朝月、張聿瑩（2004）。高中軍訓（一）授課指引。台北市：
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林信男（1994）。藥物濫用。台北市：橘井文化公司。
凌黔遵、邱秀桃、林月貞、陳月玲（2005）。高中軍訓第一冊教
師手冊。台北市：科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孫小英、陳薇婷、王淑芬、陳學凌（2004）。高中軍訓教師手冊
第一冊。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郭良文等（2004）
。菸害媒體識讀教學手冊(中學篇)。行政院衛生
署發行。
賴美淑（1997）。菸害知多少。載於林信男主編：藥物濫用與防
制台北市：橘井文化公司。
行政院衛生署健康 99 網站
董氏基金會網站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