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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校園戒菸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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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戒菸教育計畫實施歷程 

需求評估 

需求評估指標 

需求評估工具 

前置作業 

指定專責人員辦理戒菸教育 

訂定戒菸教育計畫實施細則 

訂定戒菸教育計畫實施流程 

規劃執行 

計畫進行方式 

計畫設計理念與特色 

計畫實施原則 

成效評價 

成效評價指標 

成效評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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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戒菸教育需求評估指標  

層面 需求評估指標 

吸菸學生個人層
面 

1.基本資料 

2.吸菸行為及相關因素 

3.戒菸行為及相關因素 

4.個人身心因素 

學校層面 

 

1.學生吸菸情形 

2.辦理學生戒菸教育相關因素 

3.學校過去辦理菸害防制教育經驗 

4.戒菸相關資源 



戒菸教育計畫實施流程 

一、確定吸菸學生人口 

二、通知吸菸學生及家長 

三、安排戒菸教育師資 

四、實施戒菸教育 

        1.戒菸團體活動課程：戒菸方法、反菸、拒菸，共 

    六個模組，每模組包含2主題，共計12節課。 

         2.戒菸個別輔導：以5A5R、跨理論模式和輔導的原   

    理等理論為依據，著重個別化的輔導。 

五、評量與回饋 



擬定戒菸教育計畫步驟 

  分析戒菸學生的需要 

  設定目標 

  擬定教育計畫內容 

  進行評價 

 

 



步驟一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 

 教師可蒐集及分析資料以設定學習目標。 

 專家評估之需要：可由臨床資訊、流行病學
資料、健康服務利用接受或其他實證資料獲
得。 

 戒菸學生之需要：可由問卷調查或深度訪問
方式獲得資料統計或其他實證資料獲得。 

 



SWOT 情境分析 

   主要是分析組織內部的優勢與劣勢，以及外
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SWOT是一個很有效
率的工具，它的結構雖然簡單，但是可以用
來處理非常複雜的事務。 

 S (Strength) :組織的優勢 

 W(Weakness) :組織的劣勢 

 O(Opportunity) :組織外在的機會 

 T(Threat) :組織外在的威脅 

D:/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M5JS54ZM/○○國小無菸校園計畫發展情境「SWOT」模式分析.doc


步驟二  訂定計畫目標 

 目標的功能 
 目標的層次— 
    (總)目標 (GOAL) 
      子目標 (OBJECTIVE, TARGET, AIM) 

 目標的設定對象 
      改變的性質與數量 
      完成的時間 

 子目標的設定 
      改變的內容 
      改變的時間 
      改變的量 

D:/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M5JS54ZM/臺北市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淑卿版.doc


衛生教育計畫具體目標與實施策略 

 經SWOT分析，診斷戒菸教育計畫中的
危險與保護因子 

 訂定總目標 

 訂定具體目標目標與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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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教育目標 

1.提供吸菸教職員生及家長菸害相關
訊息，了解吸菸的影響。 

2.提供吸菸教職員生及家長各種戒菸
教育計畫。 

3.協助教職員生產生戒菸、減菸行為。 



 
 (一) 確定衛教對象、時間、地點 

 (二) 訂定具體的教學目標 

 (三) 設計單元教學活動 

 (三) 靈活運用教學策略與方法 

 (四) 選擇可運用的教學資源:教學影片、戒菸
自助手冊、成功案例等 

  

 

步驟三  擬定戒菸教育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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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評價 

 

(一)影響(Impact)評價 

     學生因參與戒菸教育計畫而使co值下降 

     或產生戒菸行為。 

(二)結果(Outcome)評價 

     學生因參與戒菸教育計畫而使健康狀態 

     改善或其他相關結果。 



 全國目標：於民國101年時，降低吸菸率至
34％（男 性）、3％（女性） 。 

 如臺東縣市目標  

(1) 70％的民眾向給菸者說不 

(2) 50％的吸菸民眾不再吸菸 

(3) 50％的不吸菸民眾能主動勸阻正在吸菸
的同儕不要吸菸 

步驟五 列出期待的改變以及測量方法 



步驟六：設計學習經驗 

 例：1.大眾傳播管道 

     2.面對面宣傳 

       (1)相關衛生單位種籽培訓研習營 

       (2)戒菸研習營 

       (3)教師教導學生 

       (4)由衛教指導員在社區衛生委員 

          會對有學齡子女之父母演講 

步驟七：發展組織，分工及人員訓練 

步驟八：設定預算及進度 



 計畫必須針對五個w的問題加以周詳考慮 

為何要去做- Why    緣起 

何時去做- When    目標 

如何做- How          計畫內容 

在何處做- Where   實施地點 

誰去做- Who          權責區分 



戒菸教育計畫參與者 

戒菸教育計畫 

   提供戒菸服務之人員 
（如戒菸專線或門診戒菸） 

 相關醫療衛生組織代表 
(如署立醫院ヽ健康服務中心) 贊助衛生教育活動者 

學生 
計畫擬定者 

校內 
校外 

  

其他戒菸教育師資   

校內相關組織代表   



戒菸教育校內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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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與政策面 

 各校應貫徹菸害防制法第16條規定，校園
內除吸菸區外全面禁止吸菸。 

 各校應自訂校園菸害防制計畫，加強校園
安全巡邏稽查，取締教職員工生之吸菸行
為，另結合當地衛生所及醫療機構開辦戒
菸班，積極推動成為「無菸校園」。 

 透過校規、行政規範等，宣示與推動校園
全面禁菸政策與支持性環境。 



校內資源一 
 以健康促進學校及春暉專案委員為基礎，組織戒菸
教育工作小組，鼓勵教師專業社群發展教材。 

 教職員工安排參與課間巡察，能降低校園菸害。 

 運用學生志工隊協助推動相關活動。 

 營造無菸校園之環境(融入各項活動、海報、紅布條、
立牌、校刊、電視牆、跑馬燈、網路資訊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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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資源二 
 提供戒菸衛教輔導及轉介服務平台(健康中心) 

 人事規章明定教職員工遵守菸害防制法相關規定
並納入聘任審核要點與 

 每年新進人員研習、校務會議說明，期以身作則，
成為學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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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資源一 

 結合社區衛生局所及醫療機構共同推動，並
舉辦吸菸教職員工生之 CO檢測。 

 參與戒菸教育種籽教師培訓，強化教學設計
與技能。 

 充分運用媒體(例如：民間團體製作之手冊、
光碟或電子數位多媒體) ，強化菸害防制之
宣導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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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戒菸教材 

 2005蓋菸有你的：菸害防制創意教學活動設
計競賽成果手冊  

 菸害媒體識讀教學手冊：國小、國中、高中 

 台安醫院：清新戒菸計畫 



校外資源二 

 結合相關計畫及爭取補助經費推動： 

 -教育部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相關計畫 

 -國民健康署相關計畫 

 Quit & Win 

 華文戒菸網、戒菸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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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基金會華文戒菸網 

*菸害恐怖圖片、*戒菸方法提供、*戒菸藥物資訊 



三個六三，戒菸有靠山 

 0800-63-63-63  

 

2014/6/30 www.tsh.org.tw 

+ 免付費戒菸諮詢專線： 

     0800-63-63-63 

+ 行政電話：02-2886-6363 

+ 中心傳真：02-2886-7373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六早上9點至晚
上9點 

+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4段16
號（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 中心網站：www.tsh.org.tw 
                   

 



青少年戒菸教育叢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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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氣
青
春
－
青
少
年
戒
菸
教
育  
29 

「青春元氣」青少年戒菸教育
教材與光碟 

本叢書共有六本，其中兩本是提供國中學校使用，有兩本是提供高中
職學校使用，另兩本是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共同使用。 

※國中組： 
    青春再出發：國中戒菸團體活動手冊 
    青春再出發：國中戒菸團體學員手冊 

※高中職組： 
    青春踢踏行：高中職戒菸團體活動手冊 
    青春踢踏行：高中職戒菸團體學員手冊 

※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合用： 
    青春加油站：青少年戒菸個別輔導手冊 
    青春百科：青少年戒菸教育實務暨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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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戒菸教育叢書(教材與光碟) 



 
 
 

 
 
 
 
 
 
 
 
青
春
百
科 
： 
實
務 
暨
資
源
手
冊 

實務篇 
 

資源篇 
 

  青少年吸菸及戒菸現況  
  菸害知多少 
  戒菸面面觀 
  資源篇附錄  

  需求評估  
  前置作業 
  規劃執行 
  成效評價  
  實務篇附錄  



         戒菸教育計畫之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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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戒
菸
教
育
計
畫 

小團體 
活動 

個別 
輔導 

  配合戒菸團體課程  
  強化戒菸動機 
  戒菸支持系統 

  建立檔案持續追蹤  

  增進戒菸意圖動機  
  增加菸害認知 
  擬定戒菸策略 
  提升戒菸自我效能  

戒菸成效評估  



學校辦理戒菸教育方式之建議 

 城鄉差距 

都會型、班級數較多的學校：可自行辦理戒菸教育 

偏遠地區、班級數較少的學校：可結合健體領域、綜合
領域合作辦理小團體或個別輔導，亦可採學校聯盟的方
式辦理。 

 資源多寡 

資源較多之學校：可安排完整之戒菸團體活動課程(12節
課)，並搭配個別輔導。 

資源較少之學校：可利用衛生所、醫療院所等校外資源
合作辦理。 

 吸菸學生人數多寡 

小團體人數不超過10-15人，吸菸學生人數多時，建議可
分梯次辦理。 

 初次或再次違反的吸菸學生 

初次違反：不得少於3小時之戒菸教育 

一年內再次違反：得延長戒菸教育時數，可視情況通知
家長或做家庭訪視，並可強化戒菸個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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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團體課程 

無
意
圖 

動機篇 
資訊篇 

健康體位篇 

意
圖
期 

準
備
期 

行
動
期 

維
持
期 

支持篇 
計畫篇 

成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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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戒菸課程內容  
國中組－課程名稱：青春再出發 

 模組名稱 授課節數 單元活動名稱 課程內涵 

戒菸開步走 2 
戒菸喜相逢 

菸霧全記錄 

認識團體成員，凝聚團體向心力。 

瞭解團體成員的吸菸經驗與態度。 

探究青少年的吸菸原因。 

遵守團體規範並能發展出戒菸願景。 

瞭解CO檢測的意義及實施方式。 

學習紀錄檢視自我的吸菸狀況。 

體會無喉患者心路歷程，進而珍惜健康拒絕菸害。 

菸幕大進擊 2 
菸幕後的事實 

菸幕追追追 

體會吸菸會影響了青春期青少年的生長發育。 

探討吸菸對人體立即性的危害。 

表達吸菸對自我生活上的影響。 

瞭解修正菸害防制法的重要內容。 

培養媒體識讀能力，以揭露菸商行銷技巧。 

健康活力動
起來 

2 

健康 

UP UP UP 

體控GOGOGO 

評估個人心肺功能的情況。 

瞭解吸菸對體能與運動表現的影響。 

體會吸菸對於個人身體活動的影響。 

瞭解戒菸過程可能產生的體重變化。 

運用適當的體重控制方法，以因應戒菸過程中體重
增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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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戒菸課程內容(續)  
國中組－課程名稱：青春再出發 

 
模組名稱 授課節數 單元活動名稱 課程內涵 

戒菸達人就
是我 

2 
抗菸總動員 

反菸大作戰 

探討戒菸對自己的好處和壞處。 

學習各種有效的戒菸方法。 

增進戒菸行動的信心。 

體會同儕力量對戒菸者的影響。 

尋求戒菸過程的支持系統。 

訂定個人的戒菸計畫書。 

踏上戒菸路 2 
戒菸診療室 

戒菸向前行 

增強個人戒菸自信與意志。 

分析個人在戒菸行動過程面臨的阻力與助力因素。 

瞭解戒菸行動過程產生的壓力、情緒、飲食問題。 

探討對抗菸癮之因應方式。 

練習戒菸有氧運動，提升個人戒菸行動的自我效
能。 

無菸新生活 2 
無菸心情頌 

清心好少年 

瞭解個人意志對於戒菸行動的影響。 

認識戒菸過程的戒斷症狀及處理。 

強化個人戒菸行動支持系統的方式。 

能自我肯定並分享個人戒菸的成功經驗。 

能堅定、持續個人的戒菸行動。 

總節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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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戒菸課程內容(續)  
高中職組－課程名稱：青春踢踏行 

 
模組名稱 授課節數 單元活動名稱 課程內涵 

菸霧 

不瀰漫 
2 

當我們同在一起 

戒菸一念間 

1.認識團體成員，凝聚團體向心力。 

2.增進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 

3.了解課程目標並建立團體規範。 

4.了解個人吸菸的原因。 

5.體會無喉患者心路歷程，進而珍惜健康，建立拒菸態
度。 

菸煙 

相抱何時了 
2 

菸消雲散 

菸煙一熄 

1.了解吸菸對自身外表及生理的長期性危害。 

2.了解吸菸對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在人際、社會、環境
等的危害。 

3.能說出吸菸的各種危害。 

4.了解修正菸害防制法的觀念。 

5.了解菸品行銷手法及建立媒體識讀之批判思考能力。 

6.透過偶像及流行歌曲反菸的正向媒體範例，建立反菸
的態度。 

青春體能百
分百 

2 
體能大進擊 

青春不要重 

1.瞭解自己的心肺耐力現況。 

2.體驗長期吸菸對個人呼吸系統功能的影響。 

3.了解吸菸、戒菸對體能與運動表現的影響。 

4.了解戒菸與體重的關連性。能運用體重控制的方法，
因應戒菸後體重上升的困境。 

5.體會運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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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戒菸課程內容(續)  
高中組－課程名稱：青春踢踏行 

 模組名稱 授課節數 單元活動名稱 課程內涵 

健康路口 

停看聽 
2 

菸癮攻防戰 

無菸好自在 

1.思考菸對現階段吸菸學員的意義與社會觀感。 

2.吸菸行為的好處與壞處的衡量。 

3.破除一般人與個人的戒菸迷思與障礙。 

4.呈現戒菸行為所衍生的利益。 

戒菸魔法
書 

2 
驅菸大法 

戒菸練功坊 

1.透過吸菸行為紀錄分享了解學員遇到的吸菸情境，
並思考各種引誘吸菸情境的解決對策。 

2.了解拒絕技巧並演練。 

3.認識並了解菸癮的戒斷症狀。 

4.了解戒菸要訣並計畫戒菸。 

5.進行戒菸行動的決心強化。 

向煙癮說
Bye 

Bye 

2 
我一定要成功 

健康風雲榜 

1.能說出戒菸的方法。 

2.透過戒菸計畫執行經驗，加強成功經驗以及了解失
敗原因，以增強學員戒菸效能。 

3.增強戒菸意志力。 

4.強化並鼓勵學生戒菸意願。 

5.透過回顧活動加強學員課程結束後繼續戒菸之效能。 

總節數 12 



改變階段與戒菸輔導策略  

改變階段 定義 戒菸輔導策略 

無意圖期 
未來六個月內沒有採取戒菸 

行動的打算 

輔導過程強調菸害認知，使青少年能瞭 

解吸菸的影響，以提高戒菸的動機。會 

談初期，積極建立輔導關係，營造和諧 

氣氛及建立信任感。 

意圖期 打算在未來六個月內戒菸 
輔導過程強調青少年目前吸菸行為與菸 

害認知間的矛盾。 

準備期 打算一個月內開始戒菸 
討論戒菸方法、社會支持系統與菸癮復 

發等。 

行動期 
已有規律戒菸行為出現，但還 

沒有超過六個月 

鼓勵小部分改變、討論戒菸初期遭遇的 

困擾。 

維持期 已維持戒菸行為六個月以上 
找出持續戒菸的誘因、增強戒菸自我效 

能。 

5A5R原則與輔導要點 



【模組一:動機篇】 

     戒菸開步走 
1.建立對吸菸行為的自我覺醒與發展
戒菸動機。  

2.營造信任與安全的團體氣氛。  
3.主要內容: 
  凝聚共識  
  團體規範與願景 
  吸菸經驗與原因 
  吸菸迷思澄清 

  CO檢測與吸菸紀錄  



學習目標: 
1-1-1認識團體成員，凝聚團體向心力。 

1-1-2擬定團體規範並發展戒菸願景。 

 

1-2-1自我表露吸菸經驗與對吸菸行為態度。

1-2-2探究青少年的吸菸原因。 

1-2-3了解CO檢測的意義及實施方式。 

1-2-4學習紀錄與檢視自我的吸菸狀況。  

【模組一:動機篇】 
     戒菸開步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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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 

青春加油站 

滿足青少年個別化的需求，強化青少年
戒菸動機，提供個別化的協助，得到資
訊與情緒支持 

實務篇 
 

理論篇 
 

青少年戒菸個別輔導手冊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