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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菸害防制專題討論」 

提綱： 

1、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2、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內吸菸？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電子四甲 

1.感覺很臭，令人不舒服。 

2.想叫吸菸的人離開。 

3.叫吸菸的人，不要吸菸。 

4.告知吸菸的人，吸菸會導致肺癌等

疾病，吸到二手菸的人也會罹患肺癌

等疾病。 

1.嚼口香糖。 

2.含喉片。 

3.早上起床後以及飯後是最想吸菸的時

候，所以避開這 2個時刻，在進學校。 

4.去醫院看戒菸門診。 

機械四甲 很難聞、不舒服感覺會想吐。 
吃口香糖，不要帶菸來學校，控制自己不

要抽菸才不會影響其他同學。 

電機四甲 

1.對於沒吸過的同學吸到二手菸會覺

得喉部不適，或者少部分同學反應會

刺激眼部、頭痛或頭暈，還會引起咳

嗽等。 

2.吸到二手菸對身體的健康危害不比

吸菸的人差，長期吸到二手菸會有以

下危害。 

(1)會引致痰多、咳嗽，減低肺功能，

增加患上支氣管炎、慢性呼吸系統疾

病及肺癌等的機會。 

(2)含血管硬化，引致冠心病。 

(3)對兒童的健康影片。 

1.吸菸請到校外的地方吸菸。 

2.忍不住的話可以玩遊戲或者聽音樂來

分散注意力。 

電機四乙 

1.厭惡。 

2.噁心至極。 

3.想伸張正義。 

4.頭暈目眩。 

5.危害自己殘害別人。 

1.不太可能。 

2.轉移注意力。 

3.有吸菸同學相約果斷拒絕。 

4.不帶香菸出門。 

5.吃戒菸口香糖。 

工管四甲 

空氣是大家共有的卻要因為有吸菸的

人讓步或是待在同一間個空間吸二手

菸，傷身體又難聞。二手菸不僅難聞，

離開後又有可能沾黏衣服和身體，更

難處理，請有吸菸的同學和人士自重

自愛也要尊重所有人。 

到學校前先吸一根菸，不要在校內吸二手

菸，如果受不了，會先離開才吸菸，會尊

重校內規定和尊重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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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企管四甲 

很臭！那些在學校吸菸的人很討厭希

望那些抽菸的人不要來學校，不知道

那些校內吸菸的有沒有同理心。 

1.走去校外抽菸。 

2.在進校前先抽一把。 

3.上課要聽課沒時間抽菸。 

企管四乙 

1.聞到很不舒服，而且有害健康。 

2.身邊有人吸菸都要憋氣，很不舒

服。3.菸蒂亂丟對環境不美觀。 

  

資管四甲 

1.吸到二手菸的感想就是很不舒服!。 

2.身上也會沾滿濃臭的菸味!。 

3.為了自己想抽得開心卻不顧其他人

的健康和感受真的很自私!。 

出校園再抽，或是忍一忍回家再抽。 

資管四乙 很臭、呼吸困難。 忍耐一下 4個小時順便當戒菸。 

應外四甲 

1.當吸到二手菸的味道很難受。 

2.感覺呼吸困難。 

3.有時那菸味還會在衣服上，光聞到

或吸到，就有點受不了。 

4.肺部感覺很不舒服，呼吸就會有點

喘，真得很討厭菸的存在。 

1.來學校上課就不攜帶菸。 

2.試著喝水和吃點小東西。 

3.認真上課轉移注意力。 

金融四甲 味道很不好。 不要帶菸來學校。 

休運四甲 

二手菸含的有害物質往往比主流菸還

要多，吸菸導致心臟病，同樣適用於

暴露於二手菸的不吸菸者長期吸二手

菸是慢性咽炎的常見發病原因導致女

性不孕直接吸菸與吸二手菸者患不孕

症的可能性比吸菸者高出 2.7 倍，丈

夫吸菸可以使非吸菸妻子患有白血病

的機率增高 79倍。 

1.戒菸。2.拒菸提倡。3.無菸環境。4.

不帶菸。5.轉移注意力。 

休運四乙 很臭、很討厭。 忍耐、吃戒菸片、吃口香糖。 

觀光四甲 
吸到二手菸有如世界末日，非常之不

舒服會呼吸困難。 
多替旁人著想透過吃東西等來克制菸癮。 

妝彩四甲 吸菸死到看不到的地方謝謝。 本班沒人抽菸。 

妝彩四乙 
非常不舒服、空氣很臭、都要憋氣才

能通過。 

班上同學都去校外去吸菸，多走幾步路就

到校外了，同學反映因在後門口設置一個

菸灰桶，才不會到處地上都是菸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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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時尚四甲 

1.很臭、不舒服，想到抽菸的人出去。

2.造成周圍的人空氣汙染，很困擾。

3.健康無價，不想因這些菸危害我的

健康。 

1.就不吸…，放學出去再抽。 

2.把菸在上課之前放在車廂。 

3.不帶打火機就沒得抽。 

數位四甲 

很難聞﹐呼吸道會感到難受。衣服會

沾到菸味，短時間內部會消失。二手

菸對身體不好，在外都會避免靠近吸

菸者。 

不帶打火機和香菸。想抽菸的時候，找其

他事情來分心。注意力，緩解想抽菸的心

情。 

餐管四甲 
吸二手菸比吸菸的人還痛苦，很臭也

更沒道德心。 
因為學校內如果被發現倒會被記警告。 

餐管四乙 

1.二手菸很臭，難聞，而且吸菸的觀

感不佳。 

2.二手菸吸的會得癌症。 

3.二手菸會造成空氣汙染。 

4.菸蒂亂丟造成環境髒亂。 

1.當同學邀約吸菸時，勇敢拒絕。 

2.想吸菸時就去洗臉，讓自己清醒。 

3.培養運動習慣，轉移吸菸注意力。 

機械三甲 

1.很臭。 

2.想吐。 

3.室內抽菸不好。 

1.校外抽。 

2.回家抽。 

3.不可能抽。 

電機三甲 1.味道不好。2.對身體不好。 
1.去可吸菸場所。2.不帶菸去學校。3.

貼尼古丁片。 

電機三乙 

1.不舒服。 

2.衣服會卡菸味，造成家人吸入二手

菸。 

1.需有特定區域可以吸菸(管制區)。 

2.校內全面禁菸難度大、建議控管、地點

集中。 

工管三甲 

1.臭。 

2.煙燻到眼睛造成不適。 

3.對健康造成影響。 

4.對環境造成汙染。 

1.不帶菸品進入學校。 

2.不想度他人造成影響。 

3.戒菸。 

建築三甲 

1.刺鼻，對於有些支氣管，比較不好

的同學較容易產生不適。 

2.感覺周遭的空氣品質及環境都下

降。 

3.容易引起吸多有頭暈，咳嗽的現象。 

1.自我的約束力，周遭朋友及師長的告知

提醒。 

2.透過口香糖來轉移對菸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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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企管三甲 

每次到學校上課，我們的學員都會有

很多的菸蒂，表示還是有很多大學生

會利用下課空檔來吸菸，還隨地亂丟

菸蒂呢！雖然經過政府的大力宣導之

下，許多的人已經戒菸了，但是有在

路上，還是看到不少的人在抽菸，這

對我們不抽菸的同學感到很反感，相

對也會想到電視上報導吸二手菸會對

身體造成多大危害，尤其是肺。如果

吸了菸，肺部就會從健康的鮮紅色，

慢慢變黑，等到完全變黑的時候，就

連神仙也沒辦法救你了。所以有聽過

一位醫師說：你吸幾根菸，就等於少

活幾天喔！看來一點都不假。從以上

的幾個觀點來看，吸菸實在是有百害

而無一益，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 

還記得剛讀一年級的時候，身邊就有好幾

位同學會抽菸，但因為二手菸的味道很難

聞，剛開始會請同學忍一忍四個小時回家

抽，一開始同學雖然不習慣，但是會跟他

說你就買口香糖吃呀，嘴巴一直動就不會

想抽菸了，這樣情形就好多了，我們也不

會再聞到二手菸的味道，雖然有些人吸菸

是為了讓自己可以野精神工作，可是這個

訪法並不好，因為會讓自己的身體受到不

好的影響。其實不管是在家或則是學校有

人抽菸，也要勸他戒菸，否則也會傷害自

己的身體，如果想要自己能活得健康又長

壽，就要遠離香菸，可以自己與家人越來

越健康喔！另外，我覺得學校可以做些宣

導戒菸的標語或海報，貼在校園中容易發

現的地方，例如訓導處的牆壁或公佈欄，

還有廁所也可以貼，也可以放一些戒菸宣

導的文章。如果我們學校有這樣的標語或

海報，學校抽菸的人應該會比較少吧。 

企管三乙 感覺肺受到損害、很臭。 忍耐、專注在別的東西上。 

資管三甲 很臭。 忍耐、遠離同學。 

資管三乙 覺得噁心，感覺把對方的味道吸進去 盡量克制自己到校外抽菸 

應外三甲 

1.很臭，不喜歡。 

2.吸完會有不舒服、呼吸不順暢的感

覺。 

3.會一直憋氣、不舒服。 

1.忍到出校園再抽。 

2.如果忍受不了，想抽菸也會避開人潮，

拒絕在室內抽菸，菸蒂也絕不亂丟。 

3.盡量回家之後再抽。 

休運三甲 不喜歡。 到校園外吸菸。 

資工三甲 
就臭臭的、有點頭暈而且看起來不美

觀。 
克制自己、分散注意力、吃口香糖代替。 

觀光三甲 很臭、不舒服。 
真的忍不住的話，會到校外抽，或著抽完

再進校園。 

觀光三丙 覺得很臭汗染環境。 找事情轉移想吸菸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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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妝彩三甲 很臭很不舒服，二手菸更影響身體。 

基本上不太可能，除非有設置吸菸區，才

比較有可能不再校園內抽菸，但如果設置

了也很奇怪，所以就是自己懶不懶得走出

去了。 

妝彩三乙 味道很臭很重，會心悸會噁心。 
1.可以用口香糖做替代。 

2.溝通勸導的方式。也可以到戒菸中心。 

時尚三甲 

1.同學覺得很臭，希望吸菸的人離開。 

2.規勸吸菸者不要吸菸。 

3.不帶髒字罵他(認識的朋友)。 

4.覺得對身體很不好，對吸菸者與二

手菸者，甚至有三手菸影響到更多人。 

1.抽電子菸味道比較好一些。 

2.吃口香糖替代，減緩菸癮。 

數位三甲 

許多吸菸者都知道吸菸不僅影響自

己，也危害暴露在煙霧中的其他人

們，但一人吸菸影響全家，多數人卻

不知道就連孩童也可能因此罹病甚至

死亡。 

1.躲開吸菸的人群。 

2.勸說身邊吸菸的朋友改吸電子菸。 

3.多吃水果、多喝水排出體內有害物質。 

餐管三甲 
很臭，對身體不好，雖然菸是吸菸者

抽，二手菸卻是不吸菸者在吸。 

很困難！不然在外面抽完再進來或著吃

口香糖。 

餐管三乙 

1.抽菸不但要花錢，還會傷身體。 

2.買來抽根本不會越抽越健康，時間

久了，還可能得到肺癌。 

3.我們沒有抽菸，可是一直在吸二手

菸，我們身體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要常好好勸吸菸者不要再抽

菸！因為菸是不好的東西。 

1.深呼吸。 

2.別讓嘴巴閒下來。 

3.做有氧運動。 

4.喝健康飲品。 

5.找到新的愛好。 

6.改變日常習慣。 

7.尋求專業指導幫助。 

8.學校除室外場所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

吸菸有關之器物。 

電子二甲 

1.聞到二手菸會覺得很臭，希望學校

真的能做到無菸校園。 

2.很討厭，吸菸容易影響肺部，他傷

害他的肺我還要被牽連。 

3.菸味很臭還有害身體，真希望菸這

種東西可以消失。 

1.之所以可以不在學校抽煙是因為學校

是無菸校園，保護學校由你做起。 

2.上學前抽一下之後放學再抽，不要造成

同學們的困擾。 

3.多做一些事讓自己忙碌，多喝水克制一

下。 

機械二甲 

1.當吸入二手菸時，就像喉嚨被鎖死

一樣。 

2.就像空氣瞬間被抽乾一樣。 

不吸菸已經是一種趨勢，能不在公共場合

吸菸也是一種基本的禮貌。更能得到別人

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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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機械二乙 

1.覺得噁心想吐。 

2.遠離吸菸同學。 

3.非常影響健康。 

吸菸對身體不好以觀感及習慣來說也不

好因此吸菸同學應主動戒菸。 

電機二甲 

吸到二手菸，第一個反應，當下會覺

得很臭怎麼會在這抽菸，怎麼不去別

的地方抽，也是要看個人，我聞到我

會臭臉，吸菸區吸或廁所吸，都可以

接受，但校園內好像都禁止吸菸。 

能盡量克制自己，不去吸菸，要吸菸去吸

菸區或廁所吸，但校園內好像都禁止吸

菸。 

工管二甲 
臭!!! 雖然有些味道很香，但對身體

不好。 

1.全都到廁所解決了。 

2.忍耐。 

國企二甲 其實也還好欸，習慣就好。 進校們前先抽個半包。 

建築二甲 

不喜歡吸到菸，因為本身過敏嚴重，

所以聞到時會很難受，而且味道太重

時會鼻子過敏。 

維護校園，愛護同學，不在學校抽菸。 

企管二甲 

1.長期吸到二手菸會對身體不好，影

響健康狀況。 

2.菸味很臭、很重。 

1.在進校園前把菸吸一吸或上課期間真

的很想抽菸請到校外。(距離校園須至少

500公尺以上)。 

2.分散想抽菸的注意力、想法。 

企管二乙 

1.吸到二手菸真的很痛苦，我本身是

不抽菸的人。 

2.不吸菸的人在教室內上課，卻要聞

著外面抽菸的人的二手煙，真的很困

擾。 

3.同學難道我來上課繳學費，是為了

帶一顆黑掉的肺回來嗎？ 

1.先在學校外面抽完再進來上課。 

2.忍著，下課了再出去抽。 

資管二甲 

1.覺得很臭，很不衛生。 

2.會想咳嗽、喉嚨不舒服、打噴嚏。 

3.感覺吸菸的人較自私不顧及不吸菸

者的健康及感受。 

4.二手菸會吸附在頭髮和依附上帶回

家，全身會有菸味。 

1.需要告自制力和意志克制想吸菸。 

2.想吸菸時，轉移"想"的念頭，把思緒轉

移到其他事情讓自己忙碌。 

3.和吸菸的同學互相鼓勵約制不吸菸。 

4.要想到會跟吸到二手菸的同學，感到不

舒服，就不會想吸菸了。 

應外二甲 

1.整個人很不舒服，加上鼻子過敏，

常因為吸到二手菸而過敏鼻子癢，鼻

涕流到睡前都停不了。 

1.在到學校上課之前先抽個兩根緩和自

己。 

2.買飲料喝或嚼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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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2.覺得很臭，原本的好心情會因為吸

到二手菸而不開心。 

3.在公共場合吸二手菸的人很沒良心

和同情心，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

受，卻不顧他人感受，讓人覺得氣憤。 

3.將菸鎖在後車廂或不帶出門。 

金融二甲 
味道刺鼻，呼吸困難，害怕因而導致

肺功能衰退，甚至是肺癌。 

1.戒菸。 

2.意志力控制。 

3.出校園再吸菸。 

休運二乙 吸到二手菸、不去聞、很難受。 
約束自己、想要抽菸請至校外抽菸，給不

吸菸的同學有一個乾淨的環境。 

觀光二甲 
很臭聞到氣管會不舒服，怕聞久了自

己沒抽菸也變黑心肝。 
不要把菸帶出門。 

觀光二乙 

1.有些同學會在廁所抽菸，上廁所時

都是菸味更讓人受不了，只想趕快出

來。 

2.吸二手菸很怕會影響身體健康。 

要忍、菸癮很難受，看能不能戒菸。 

妝彩二甲 

1.聞到煙味會開始狂咳嗽。 

2.會噁心想吐，暈暈的。 

3.一聞到煙味就會頭暈、鼻塞。 

1.請身邊同學時刻提醒。 

2.不帶菸來學校。 

妝彩二乙 非常不舒服。 覺得學校要加強抓抽菸的同學。 

時尚二甲 很排斥煙味。 忍耐。 

餐管二乙 很不舒服加上味道很臭。 找事情作分散菸癮注意力。 

土木一甲 

1.聞到覺得刺鼻。 

2.喉嚨很癢想咳嗽。 

3.吸太多二手菸，會頭暈想吐。 

抽菸也要有水準，每個人都有抽菸或不在

意菸味，在校一直有在宣導禁菸，所以應

該一起維護無菸校園。 

電子一甲 

1.很難聞。 

2.本身很不喜歡菸味，覺得很討厭。 

3.很沒同理心，不去其他地方抽害我

聞到。4.知道二手菸對身體很不好，

間接影響我們健康，感覺很差。 

1.盡量別讓自己閒下來太久，這樣才不會

給自己想去吸菸的想法。 

2.利用中午午休時間去校外找吸菸區抽。 

3.專注於上課或學吸避免分心。 

機械一甲 

覺得很臭，很難聞，聞起來有一種想

吐的味道，而且還會一直在衣服上。

有些時候經過一些地方，聞一下就知

道剛剛有人在這抽菸。 

1.只要沒錢買菸，就不會在學校抽菸。 

2.只要沒帶打火機，就不會抽菸了。 

3.有些同學認為學校是無菸校園，所以它

們只要想抽菸就一定會千里迢迢地跑到

學校外去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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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機械一丙 聞到不舒服。 忍住。 

電機一乙 
1.感到難聞又噁心。 

2.菸蒂亂丟，製造環境髒亂。 
由該邊授課老師於下課時巡查取締。 

建築一甲 

1.俗擱大碗。 

2.小確信。 

3.省錢省時間。 

4.覺得很糟。 

1.不帶菸來學校。 

2.在外面抽飽再進學校。 

3.翹課(不來學校 or請假)。 

4.不要吸菸。 

建築一乙 感到不舒服、噁心想吐。 進校門前先抽一隻，專心上課不分心。 

企管一甲 吸二手菸很臭，味道很不舒服。 

1.請學校用一塊吸菸區，並且有抽風設

備。 

2.上課前就先吸飽，再進校園。 

企管一乙 
很不舒服，希望抽菸的同學自重。傷

人傷己傷荷包，二手菸的傷害更大。 

希望設置室內吸菸區，架設排煙管往外排

出，即使在學校周圍抽菸，還是會飄進校

園。 

幼保一甲 

非常不舒服，覺得吸菸的人對自己的

身體不重視外也沒想到別人吸到的感

受，很沒禮貌。 

想吸菸就到校外。 

資管一甲 

1.頭暈。 

2.惡心想吐。 

3.臭。 

1.吃口香糖。 

2.多喝水。 

3.吃東西。 

休運一甲 危害身體健康。 忍一忍，不要在校園裡抽菸。 

休運一乙 

1.平常並不喜歡那個味道，在學校聞

到感覺不太舒服想吐。 

2.吸菸的人很缺德，越多手菸越毒，

有害身體健康，二手菸會致癌。 

1.忘掉帶打火機。 

2.在校園抽菸會被記小過。 

資工一甲 

1.很臭。 

2.有害身體健康。 

3.吸菸的人很自私。 

4.得到癌症的機率變高了。 

5.吸菸的人為何不回家吸？出來殘害

別人。 

1.不可在校園裡抽菸。 

2.害人害己。 

3.被抓到丟臉，人在做天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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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請不吸菸的同學分享吸到二手菸感想 

請吸菸的同學分享如何讓自己不在校園

內吸菸？ 

觀光一甲 

1.吸菸有害身體健康，可是吸到二手

菸的對健康的危害程度不如主動吸

菸，如果每天聞菸聞菸味 15 分鐘以

上，時間長達 1 年以上，等於自己在

抽菸。長期下去影響健康。 

2.長期吸到二手菸患肺癌的機率增加

了 20%~30%。 

1.克制自己。 

2.互相執行反菸行動。 

3.下定決心，不再吸菸。 

4.利用口香糖代替香菸，不讓自己想抽

菸。 

妝彩一甲 

1.同學說吸到二手菸會讓身體感覺非

常的不舒服，會盡快離開此處，避入

二手菸進到體內。 

2.同學說畢竟在開放空間沒辦法避

免，所以只好戴上口罩，盡速離開。 

3.設置吸菸區很好啊!，像現在學校的

吸菸區雖然是在外面，但畢竟那個地

方是大家必定會經過得地方。連樓上

的教室也會聞到菸味，這對不吸菸的

同學造成很大的困擾，也設適當的排

煙管，這樣也是很好。 

1.校園外面先進行吸菸，才不會在學校內

忍不住吸菸。 

2.在出門前先解決，這樣到學校才不會想

吸菸。 

3.吸菸長遠對身體有害，因此基於真正的

愛心，親人、朋友、師長…..等，應該為

了長遠考慮，不惜許逆當下個人吸菸的選

擇，強迫戒除，方才是真正的愛心，而非

相對考慮個人全力與利害。 

時尚一甲 
味道很難聞，也會讓身體受到不好的

影響。 

改變日常習慣，做其他事情分散注意力。

別讓嘴巴閒下來，可以嘗試咀嚼口香糖。 

數位一甲 

心情與味覺十分難受，對身體造成極

大影響，不論是二手貨電子菸，會使

心情身體不舒服，若有心血管疾病，

聞到會影響健康更加不適。 

上課專心，下課準時離開克制、運動喝

水、抄筆記、心情沉澱。 

數位一乙 
對身邊的人造成困擾，像是有些人就

不喜歡煙味，也對人的身體造成危害。 
意志力，多為同學的身體健康著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