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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MPOWER-
扭轉菸品流行的政策：

Monitor:：成人吸菸行為調查、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

教職員吸菸行為調查、醫學院校學生吸菸行為

調查等監測

Protect：法定禁菸場所與無菸環境宣導

(保護人民遠離菸霧)

Offer：戒菸治療服務與戒菸專線服務(提供易得的戒菸服務)

Warning：菸品容器健康警示圖文與宣導

Enforce：全面禁止菸品廣告、促銷與贊助

Raise：每包菸課徵菸稅與健康福利捐

(增加10%約降低菸品消耗4%)



2014年



World No Tobacco Day 2015: 
Stop illicit trade of tobacco products

 2015世界無菸日（WNTD）：

停止非法交易菸草製品

 2015年5月31日



戒菸是最符成本效益的服務
 戒菸可同時預防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與癌症

(效益多於治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

 妻兒亦受益。

 短期就有效益:  
 戒菸1年，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機率減少一半；

 戒菸5年，中風機率甚至可降低至與不吸菸者一樣；

 戒菸10年，死於肺癌的風險降低一半；

 戒菸15年，得心臟病的風險降至與一般非吸菸者相同。

 每位接受門診戒菸治療服務的成功者，戒菸前後
六個月的醫療費用相比降低5,481元。

 每幫助1位吸菸者成功戒菸，對社會未來11-15年
的經濟效益可達42萬元以上 。

 101年幫助4.5萬人成功戒菸，短期節省2.4億元的
醫療費用，長期創造185億元的社會效益。



菸害防制工作重點

 落實研修菸害防制相關之法規

 落實執行地方菸害防制之工作

 強化菸害防制人力資源與培訓

 推動菸害防制宣導與支持環境

 提供可近性之多元化戒菸服務

 開發國際交流與多邊合作通路

 辦理菸害防制相關監測與研究



小環境
無菸家庭
與個人

醫療院所-
孕婦，病人

校園-
青少年老師

家長

軍隊-青壯
年

職場-士農工商，青壯年

社團或社區-
壯年，老人

中環境

服務體系

國民戒菸卡

戒菸院所

戒菸班

戒菸藥局與藥物 戒菸專線

戒菸網站

戒菸指引
教戰手冊

大眾傳播

無菸法令 高菸價、低藥費
負擔

專業人力與志工

大環境

資料來源:邱淑媞局長99.01.12戒菸共同照護網講義資料

戒菸共同照護網



善用資源
拒菸,戒菸的資源

 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教育部

 各地區衛生局/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

 董氏基金會華文戒菸網

 戒菸班

 戒菸門診

 戒菸專線:0800-63-63-63

 社區藥局





健康九九



菸害防制資訊網: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菸害防制資訊網:單張手冊



戒菸專線

../../../104短片/董氏戒菸短片/戒菸專線服務中心-戒菸電影院.asf


華文戒菸網

../../../104短片/董氏戒菸短片/Film.創作與拒菸-6.mpg


整合資源
推動拒菸、戒菸的資源在哪裡？

 公部門

國民健康署、衛生局、教育局、健康服務
中心與衛生所、學校、社區大學、軍隊……

 社區

社區藥局、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家
長會、宗教團體、民間團體、志工組織……. 



戒[菸] ，非戒[煙]

 菸害防制專業人員
要戒[菸]

 大陸使用[烟]



方便性可近性的戒菸管道

1.各醫療院所門診戒菸治療

2.戒菸班

3.社區戒菸藥局(戒菸諮詢站)

4.戒菸專線

5.戒菸網站

6.Quit and Win網站—「戒菸就贏」比賽



門診藥物戒菸服務

 服務對象

1.18歲（含）以上，

2.(1)尼古丁依賴度評量表4分以上，或

(2)平均一天抽10支菸（含）以上

 服務內容:

1.專業醫師提供戒菸諮詢或開立處方藥物

2.國民健康局負擔戒菸治療服務及戒菸藥品
費用



戒菸班

 時間:6-8次課程(視各地規定安排)，一次2小時，
持續四週，陪伴學員戒菸。

 課程內容:菸害、上癮心理 、自我形象 、減緩
戒斷症狀的方法 、體重控制 、健康生活型態、
壓力調適、阻斷誘因與拒菸練習、團體動力、
改變習慣、預防復發。

＊至少上4次課以上，

一次2小時。

＊小團體討論。



戒菸專線服務- 0800-63-63-63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六 9：00 AM- 9：00PM
(除過年期間與週日外，國定假日照常服務。) 

 服務方式：請使用市內電話、公用電話及手機
撥打免付費專線0800-63-63-63。

 服務內容：提供專業的戒菸諮詢服務。
視需要免費提供戒菸手冊、轉介至門診戒菸

或社區藥局接受服務。
 服務對象：吸菸者本人、吸菸者的親友或希望
取得戒菸資訊者等。

 專線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號



社區藥局戒菸諮詢站
（各縣市的社區藥局陸續推出）

 配合門診戒菸、牙醫
師及戒菸專線的轉
介﹐由專業藥師提供
戒菸民眾優惠的戒菸
藥物與諮詢

 請向各縣市衛生局查
詢



充分發揮共同照護網功能..

與其他單位配合提供最佳的後續醫療協
助如:戒菸班、戒菸門診、門診戒菸、社
區戒菸諮詢藥局..

1.與在地資源合作，如張貼海報於社區諮
詢藥局門口。

2.與衛生所、健康中心、鄰里長、社區諮
詢藥師、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團體…合
作提供宣導、拒菸、戒菸、志工勸導訓
練..（主題要依民眾需求介入）。



與有用的網際網路資源連結

 菸害防制資訊網
http://tobacco.bhp.doh.gov.tw/

 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Health99.doh.gov.tw

 華文戒菸網http//www.e-quit.org/

 戒菸專線http//www.tsh.org.tw/

 門診戒菸管理中心
http//ttc.bhp.doh.gov.tw/quit

 台灣菸害防制衛教師聯盟

http//www.ttcea.org

http://www.health99.doh.gov.tw/default.aspx


健康九九-衛教資源網
健康九九網站-Health99.doh.gov.tw

1. 搜尋-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2. 點選-宣導資源

3. 點選-單張/手冊/海報/多媒體/其他

(文宣類別-菸害防制戒菸教育影音資
料、戒菸教育書面資料)

歡迎上網索取或下載有更多的資源!!!

http://www.health99.doh.gov.tw/default.aspx
http://health99.doh.gov.tw/box2/smokefreelife/Default.aspx
http://health99.doh.gov.tw/box2/smokefreelife/Default.aspx


世界衛生組織(WHO)



台灣菸害防制衛教師聯盟







戒菸教育海報



國健署海報使用案例：

 使用教材:

菸與肺

實務案例:

短劇-小黑小紅
的故事（松山
健康營造中心志
工到小學使用）



善用國民健康署海報及教材！

 教材:

1.清新戒菸計劃學員個
人手冊

2.元氣青春

-青春踢踏行(高中職)

-青春再出發(國中)



輔助教材及教具

 海報、 DVD
 CO儀
 吹氣大菸具
 吸菸小傻瓜
 菸害對對碰、拼圖
 拒菸角色扮演書籤
〈例：向各縣市衛生局專案申請，配合社
區兒童拒菸活動使用〉



吸菸小傻瓜(董氏基金會)

董氏基金會

左為吸菸後取出之棉花
，右為乾淨棉花

../../../104短片/董氏戒菸短片/吸菸小瓜呆(影片).mpg


開發資源
輔助教材及教具

 宣導的好幫手

 自行設計



臺安醫院教材

 健康課程>清新戒菸班>戒菸教材、
教具刊物

 尼古丁的癮/終獲自由

 重生的機會

 大型塑膠吹氣菸具

 清新戒菸計劃學員用講義

 清新戒菸計劃個人計劃手冊



戒菸班學員個人手冊、講義



DVD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尼古丁之癮終獲自由(2片)

尼古丁的癮 片長15分33秒
片中提供戒菸策略，使戒菸

變得容易，本片為「上癮生理學」

課程講授時極有效果輔助教學。

終獲自由 片長16分18秒

片中提供如何發展一組更加強神經線路替代的戒菸
策略，本片為「菸癮與習慣」課程精選教材。



DVD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重生的機會 片長38分

片中以電影手法拍攝

一名飛行員罹癌過程，

包含真實肺癌開刀過程，

本片為「菸害認知」課程精選教材。

DVD內附影片教學Q&A ，可供課後分組
討論。



大型塑膠吹氣菸具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直徑15cm，高121cm

菸具上標有各種菸中有害
物質。

每天一包菸一年的菸量。



資源及專家的資料充分運用：

 資源運用：借由專業間轉介服務可提供吸菸
者更多與吸菸有關資訊(如吸菸對人體的傷
害、二手菸的危害、戒斷症狀及戒菸方式選
擇等)。

 專業配合：設計轉介單讓藥師與醫師或心理
諮商單位、護理師可合作協助同一病患。

電話關心，决不輕易放棄！



宣傳的資源？

 新型態的宣傳模式(手機簡訊)

 策略合作/企業/團體/學校

 網路行銷/電子報/社群/遊戲

 媒體行銷/紙上戒菸/網路戒菸

 跑馬燈、侯診間電視、海報

 戒菸成功者是最好的介紹人



 規劃推動「實施二代戒菸治療試辦計畫」，於101
年1月31日公告，自101年3月1日上路

 門診及住院、急診病人都納入戒菸治療適用對象
 規劃增加培訓專業的戒菸衛教人員，以面對面方式，

進行戒菸衛教及個案管理服務外；並透過整合轄區
內資源，於職場、學校等場域，團隊出擊，提供戒
菸衛生教育指導、諮詢、戒菸教育服務

 加強品質要求
 對戒菸用藥比照一般健保用藥，病人每次處方，僅

須付兩成以下、最高200元之部分負擔(低收入戶、
山地暨離島地區藥費全免)

 全國可望有約2000家醫療院所、遍及各地，提供此
項服務

二代戒菸介紹及計畫內容（附件）



非戒菸專業之簡單介入與轉介



醫院

先由病歷基本資料了解個案情況，並以堅

定語氣建議病人戒菸，並協助安排有戒菸

意願者轉介至戒菸專業人員及單位接受戒

菸治療。醫院需有轉介單與轉介流程並公

告週知。



醫院:門診-AAR  

Ask電腦主動提示系統詢問→

師:請問你有沒有抽菸?(註記)

Advice進行勸誡→

師:先生你要戒菸，戒菸對你比較好!

Refer轉介及接受戒菸治療(門診戒菸或戒菸

班)→追蹤戒菸成功與否



住院

1.師: XX先生你好，現在覺得怎麼樣，請問你有沒有
抽菸?(記錄有或沒有)

2.個案A:沒有-
師: 很好(給予稱讚後結束)

3.個案B:有-
師:先生你要戒菸，戒菸對你比較好!我跟你安排戒
菸衛教師(或戒菸藥師或醫師)跟你談一下好嗎?
個案B情況1:好-
師: 填寫轉介單(轉介戒菸衛教師或醫師、或提供
戒菸班資訊)
個案B情況2 :不要-
師:可提供戒菸單張文宣並註記吸菸狀況下次追蹤



社區
1.師:先生你好，我是XX(自我介紹)，請問你有沒有抽菸?

2.個案A:沒有-
師:很好(給予稱讚後結束)

3.個案B:有-
師:您知不知道現在可以用健保卡看戒菸?也可以在家打
免費戒菸專線電話很方便，要不要給你一些相關資
料?(或簡單勸誡後詢問戒菸意願)
個案B情況1 :現在不要-
師:提供戒菸資訊文宣給他攜回
個案B情況2 :要-
師: (1)提供社區戒菸資源地圖與戒菸資訊

(2)填寫轉介單(轉介戒菸衛教師、社區戒菸醫療院
所/藥局、 戒菸專線、或提供戒菸班資訊)            



轉介單(戒菸服務申請單)

1.轉介單依單位需要可自行設計。
2.轉介單至少應有下列內容:

(1).個案:姓名、性別、年齡等基本資料及方
便的連絡方式。
(2).申請人、申請單位及聯絡人資料。
(3).受理人及單位。
(4).個案目前吸菸量、戒菸意願及已知應注意
相關資料。
(5).轉介日期。
(6).承辦人簽署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