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班會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間部
班 級

日五甲

保金二甲

財稅三 1

老服三 A

建議事項

會辦單位處理情形

衛生保健組:
一、本組於每學期經由班會活動，實施政府相關
法令宣導、討論及調查各班吸菸人數外，已
於本校 106 年菸害防制計畫中，開辦戒菸班
建議學校可以開辦戒菸
課程，共計 10 位同學參與。
課程。
二、鑒於開辦戒菸班，必須預先規劃(時間、人
員、場地及經費等)，恐與本校教學需求產
生衝突，建議有戒菸需求之學子，可尋求相
關管道或由本組實施轉介服務。
建議學校請專家來宣導 軍訓室(校安中心):
菸害、毒品….等相關知 一、本室於 107 年 8 月 1 日起，負責本校之「防
制藥物濫用」工作，未來將持續於相關活動
識。
(新生訓練、幹部訓練、宿舍活動、校慶活
建議可以多辦關於藥
動及班會討論等)宣導相關訊息。
物、毒品方面的講座，
二、107 學年本室規劃邀請專家學者，實施「防
可讓同學更深入了解這
制毒品」講座。
些狀況。
三、有關「防制藥物濫用」宣導內容及最新訊息，
歡迎至本校軍訓室(校安中心)網頁參考運
用。
衛生保健組:
一、本組於每年度配合各項活動計畫申請(健康
促進、菸害防制及愛滋病防治等)，皆適時
辦理相關活動之專題演講，建議有興趣參與
同學，及時注意學務處年度行事曆，並邀集
同儕參加。
請學校多加宣導戒菸及
二、另於每學期藉由班會活動時間，委由各學制
反毒知識。
及班級導師，針對「防制藥物濫用」、
「愛滋
病防治」及「菸害防制」等內容，由導師協
助宣導及由同學實施討論，期將相關理念即
時傳達於年輕學子，避免因一時之好奇，造
成個人身心理之傷害。
三、有關「愛滋病防治」及「菸害防制」等宣導
內容及最新訊息，可於學務處衛保組網頁中
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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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三乙

應該加強巡查頂樓吸菸
同學。

流管三 A

校園為無菸環境，但在
晚上有一些樓梯間、停
車場及中商靠近中華路
門口，都有人在抽菸，
建議有人去取締，並設
立更嚴謹的規定阻止與
防制抽菸。

國貿三 2

多加裝監視器，抓違規
抽菸者。

護理三 A

近期有新興電子菸及仿
糖果之毒品，為了讓學
生獲得相關知識，可以
在佈告欄、電梯及走廊
張貼宣導海報。

總務處(警衛隊):
針對校園各出入口附近地區，如發現吸菸人
士，將由本隊值班人員柔性勸離，以配合校園菸
害防制工作之執行。
軍訓室(校安中心):
一、本室於接獲反映，值勤人員即赴現場查察，
依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
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在校園內吸菸者，皆有
協助糾舉之義務………，據上全校師生共同
勸導防制。
二、校安中心定期安排巡查，自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7 月止，執行菸害防制巡查 271 次，
實施勸阻吸菸 37 次(校外人士 1 次)、開單
告發 4 人次、發現菸害物品 124 次。
衛生保健組:
依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規定，除各行
政單位分工、各附屬學制及各學院（含系、科、
所），應負責該部之菸害防制工作及教育宣導，
全校教職員工生皆有責任協助勸阻、糾舉或反映
等。
總務處:
一、本組(事務組)建置校園監視系統，並非為菸
害防制，而以校園安全防護為主要考量；監
視器之架設地點，係由校安中心及警衛室共
同評估擇定。
二、倘本校菸害防制主辦單位有藉由監視器輔助
其業務之需求，可洽本單位研議。
三、建議菸害防制單位加強宣導，並可透過各系
科及導師巡行宣導。
軍訓室(校安中心):
本室將適時公告及張貼最新防制藥物濫用
宣導資訊。
民生校區學務組:
一、不定時在校內張貼相關海報週知。
二、彙整相關知識及資訊，傳達到班代群組，協
助轉發同學知悉。
衛生保健組:
除將最新訊息、宣導海報適時張貼於佈告欄
或公告於本組網頁，並與政府各專責部門連結，
以提供最新訊息於本校師生參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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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校安中心):
一、本室於接獲反映，值勤人員即赴現場查察，
依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
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在校園內吸菸者，皆有
協助糾舉之義務……，據上全校師生共同勸
導防制。
二、校安中心定期安排巡查，自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7 月止，執行菸害防制巡查 271 次，
實施勸阻吸菸 37 次(校外人士 1 次)、開單
告發 4 人次、發現菸害物品 124 次。
生活輔導組:
該班之建議若可執行，本組可協助後續愛校
服務之管制。

會資三乙

翰英頂樓常常有菸蒂，
建議可以請人在下課或
放學時間去巡查，並以
記點的方式警告，集三
點就愛校服務之類的。

衛生保健組:
一、依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
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在校園內吸菸者，皆有
協助糾舉之義務，違反規定學生處分如下：
(一)第一次違規：得強制參與戒菸影片觀賞。
(二)第二次違規：得強制參加戒菸班教育，拒不
參加者，得以學生獎懲辦法第十條第八款辦
理。
(三)第三次違規(含)，除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另依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由學校提供相關
資料(照相或錄影、何人、何時、何地)，逕
向台中市衛生局舉發處理。
二、106 學年依軍訓室(校安中心)於執行校園安
全及菸害糾察時，開立違規吸菸人員告發單
計 4 件，違規人員須於 10 日內向本組報到
(參加教育講習)，未依時限報到者，依學生
獎懲辦法辦理。
三、本校菸害防制工作，目前已有「菸害防制實
施要點」及「菸害巡查」等措施，惟仍須全
校師生共同配合實施勸阻及糾舉吸菸行
為，才能全面落實「無菸校園」環境之維護，
徹底根除校內吸菸行為，維護教職員工生之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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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二 2

美容三 1

目前對學校沒有任何建
議，環境良好，行政效
率良好，老師有效的教
導，所以感到很滿意。
藉由班會討論，加強大
家對於各疾病的認識，
並幫忙身旁家人朋友戒
除不好的習慣，並告知
其造成的嚴重性為何。

無

無

進修部
商社三 A

多加強校園禁菸，加強
巡邏取締校園抽菸。

休閒三 1

請教官及警衛多加於校
園內巡邏，以落實無菸
校園。

國貿一 1

討論主題可更為新穎、
流行?

國貿三 A

財金四 2

進修部:
本部於每日 14:30、18:00 及 21:00 等三個
時段，由學務組黃教官實施校園巡邏，106 學年
第 2 學期計取締吸菸 10 件次。
軍訓室(校安中心):
一、本室於接獲反映，值勤人員即赴現場查察，
依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
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在校園內吸菸者，皆有
協助糾舉之義務………，據上全校師生共同
勸導防制。
二、校安中心定期安排巡查，自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7 月止，執行菸害防制巡查 271 次，
實施勸阻吸菸 37 次(校外人士 1 次)、開單
告發 4 人次、發現菸害物品 124 次。
進修部:
本部討論之主題，均結合最新之時勢話題，
期使引發同學對議題共鳴性。

可以在課堂或宣導時播 進修部:
放的一些畫面(肺黑、癌 一、本部規劃於 107 年 9 月 7 日新生始業輔導活
症等等)。
動時機，加強宣導本校為無菸校園，讓同學
知悉抽菸及吸毒之危害。
一、加強校園反毒反菸
二、另於 107 年 9 月 10 日班及幹部講習時機，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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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戒菸戒毒成功
人士來校演講。
國貿三 1
休閒二 1

會資一 1

在週會時，宣導抽菸及
吸毒之害。
宣傳的部分可以多一
點，或是可以舉辦相關
活動。
強宣導電子菸也是有害
物質，甚至比香菸具有
更高危險性。

由黃朝聰教官宣導春暉專案，實施拒絕菸、
酒、檳榔、防制藥物濫用及防治愛滋病之宣
導。
三、運用週會及班會時機，加強宣導電子菸及新
興毒品危害，並規劃邀請戒毒、戒菸成功人
士實施經驗分享。

研究所

碩一

為了防範毒品及菸害進
入校園，每位師生都應
共同來參與及努力。

衛生保健組:
本組將持續執行各項宣導工作，以維護全校
師生身心健康，並歡迎全校師生於宣導活動時機
踴躍參與。
軍訓室(校安中心):
一、藥物濫用防制:
(一)本室於 107 年 8 月 1 日起，負責本校之「防
制藥物濫用」工作，未來將持續於相關活動
(新生訓練、幹部訓練、宿舍活動、校慶活
動及班會討論等)宣導相關訊息。
(二)107 學年本室規劃邀請專家學者，實施「防
制毒品」講座。
(三)有關「防制藥物濫用」宣導內容及最新訊
息，歡迎至本校軍訓室(校安中心)網頁參考
運用。
二、菸害防制:
(一)本室於接獲反映，值勤人員即赴現場查察，
依本校「菸害防制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
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在校園內吸菸者，皆有
協助糾舉之義務………，據上全校師生共同
勸導防制。
(二)校安中心定期安排巡查，自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7 月止，執行菸害防制巡查 271 次，
實施勸阻吸菸 37 次(校外人士 1 次)、開單
告發 4 人次、發現菸害物品 12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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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事項
民生校區學務組:
由於全校性各種集會，民生校區學生需要搭
公車至三民校區參加，較為不便且辛苦，原則
上，體諒同學可以晚點到，以安全為主；另外也
會請承辦單位選擇較合適的時間辦理。
總務處(警衛室):
本校三民校區為開放式校園，尚無限制校外
人士進入校區之規劃。此外，本校教職員工生人
數近 2 萬人，各單位舉辦活動繁多，「陌生人」
之認定實有困難。
進修學院:
一、電腦設備故障隨時可至本院綜合業務組登記
反映，假日有維修人員駐點，可隨時處理。
二、麥克風如持續有聲音斷訊，亦請至綜合業務
組通報，經維修人員確認(損壞)後，可即更
新。

日間部
美容一 1

希望學校舉行校內幹部
會議時，預留一些時間
給民生校區同學，希望
學校能夠調整。

日間部
品設四 A

避免陌生人進入校園。

進修學院
日一 A

電腦設備等，時有故
障，麥克風接觸不良，
致聲音斷續，建議採購
新品時，應首重品質。

進修學院
英一 C

建議學校於更新網站資
料時，也能將手機端之
應用程式一同更新，以
方便學生即時查詢資
料，並建議能增設 APP
填寫事/病假之功能。

進修學院
休閒一 B

H416 教室投影機線路有 進修學院:
問題。
107 學年度開學已向系辦反應，沒問題。

進修學院
休閒二 C

3 月 31 日(六)本班使用
中正大樓 3801 教室時卻
進修學院:
無法進入(疑因教室換
當日已解決，並知會系辦，請事先告知，以
鎖)，請學校注意此類問
免影響學生上課權益。
題，以維護學生上課權
益。

進修學院:
此建議會反應至電算中心，請該單位詳細評
估後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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