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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平均餘命



世界主要國家兩性平均餘命



男女生活習慣不同



菸害防制新法2009.1.11月上路

新法精神

1.將嚴格取締菸害。

2.擴大全面禁菸場所，提高罰鍰。

3.營造更多的無菸環境，保護不吸菸者免於二手

菸害

4.符合2007年WHO(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公約

中『防止接觸菸草菸霧準則』之國際規範。



菸害防制目標
1. 預防兒童及青少年、婦女吸菸

2. 提高成人、孕婦與青少年的戒菸

3. 減少二手菸的危害

4. 建立菸害防制基礎建設



戒菸服務全程關懷

 重視衛教，提供民眾戒菸專業的支持及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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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用藥，降低戒斷症狀的不適

戒菸藥品依公告額度補助，每次領藥週數，依合

約醫師專業認定，且一次不得超過4週

 全程關懷，發展團隊

於職場、學校、軍隊、監所等場域，團隊出擊，

提供戒菸衛生教育指導、諮詢、戒菸教育服務



戒菸治療全面啟動

 住院、急診亦可戒菸: 把握機會，不限門診

 戒菸衛教: 團隊出擊, 共同照護; 用藥之外，
亦給付16次戒菸衛教關懷及追蹤

 個案管理全程追蹤： 3個月及6個月個案追蹤

 雙重努力，論服務計酬+論表現計酬

論服務計酬：新增「戒菸治療服務品質改善措
施」，接受各合約院所申請辦理；經審查通過者，
將取消該合約醫療院所戒菸治療服務量年度申報診
次上限

論表現計酬：視年度服務量、個案戒菸情形填報率、

戒菸成功率、成功戒菸之單位成本等服務績效，擇表現優異
者，以醫療院所為單位，予以獎勵



 醫 師：於醫院診所提供吸菸者之戒菸衛教及轉介門診

戒菸、戒菸專線、戒菸班、社區藥局等服務

 牙醫師：於門診時提供吸菸者之戒菸衛教及轉介社區藥

局、戒菸專線、戒菸班等服務

 社區藥局：提供吸菸者勸戒、販售尼古丁替代藥物、諮

詢及轉介門診戒菸、戒菸專線、戒菸班服務

 戒菸班：各縣市醫療院所之各種團體戒菸服務。

 戒菸專線：免費電話專線0800636363，9：00AM-9：00PM

 校護廠護或勞安人員：提供吸菸者之戒菸衛教及轉介門

診戒菸、戒菸專線、戒菸班、社區藥局等服務

多元化戒菸服務



戒菸服務人力培訓
 持續辦理醫師、護理人員、藥師戒菸訓練
 戒菸服務之宣導
 提供多元化、便利可近的戒菸服務 。

 擴大提供相關門診戒菸及戒菸專線服務
 擴大醫事人員參與社區戒菸服務及戒菸班服

務
 結合藥師公會全聯會、社區藥局等資源，辦

理社區藥局戒菸諮詢站，提供戒菸諮詢服務
 擴大培訓戒菸服務醫事相關人力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戒菸衛教師的師資

醫院：醫師、護理人員、心理師…等

社區：護理人員、藥師、社工師…等

學校：身教輔導老師、教官、護理人員..

職場：職業衛生護理人員、衛生所…等



戒菸衛教師的角色

1. 個案發現者 (Case Finder)

2. 健康代言者 (Health Advocate Role)

3. 照護者 (Care Provider)

4. 教育者 (Educator)

5. 個案管理者 (Case Manager)

6. 諮詢者 (Consultant)

7. 研究者 (Researcher)



戒菸衛教師的角色

1.個案發現者：掌握每個機會去詢問

2.健康代言者：唱導菸品對人體的傷害

3.照護者：依評估擬定個別化的戒菸計畫

4.教育者：菸害教育

5.個案管理者：資料建檔、追蹤與轉介

6.諮詢：提供戒菸諮詢服務

7.支持者：支持與協助戒菸者行為改變並克服戒

菸的困難

8.研究者：評值菸害防制推動成效與改進



(一)戒菸衛教師達成戒菸諮詢服務
需具備的條件:

1.要具有專業知識

2.要瞭解戒菸者的問題

3.要瞭解戒菸者的日常生活型態

4.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與態度

5.評估要戒菸者瞭解的程度及鼓勵提問

6.說明的內容應書面化來指導戒菸者



(二)如何開始幫助民眾戒菸?
介入的方法：5A

 詢問(Ask)--掌握每一個機會都去詢問

『有沒有抽菸?』

 建議(Advice)--在適當的情況下堅定的建議抽菸者戒

菸『先生你要戒菸!戒菸對你很重要唷!』。

 評估(Assess)-- 評估戒菸意願

 協助(Assist)--幫助他戒菸

 安排追蹤(Arrange)--安排下次見面/轉介



(三)了解個案現在處於戒菸中那個階
段(行為改變的階段模式)應如何幫
助個案？

 依個案階段特性處理方法…

例:無意圖期期不認為問題存在不願意作任何改變吸菸
興趣大於戒菸在未來六個月不會想戒菸

 給予吸菸壞處以及戒菸好處的資訊，以減低吸菸的興趣。
著重在讓個案引起戒菸動機，利用5R的技巧增強動機

Relevance(相關性)

Risk(危險性)

Reward(戒菸好處)

Roadblock(障礙)

Repetition(重複嘗試) 

以其個人化的方式評估戒菸的可行性。安排再討論。



(四)戒菸衛教諮詢彙整個案資料

 由衛教師彙整個案資料。

 一系列的戒菸追蹤服務，並協助訂定戒菸計畫；
必要時以戒菸藥物協助戒菸個案，使其達到戒
菸之目的。

 (藥師)第一次見面為首次諮詢，面對面戒菸個
案諮詢為戒菸日第零天、第二天、第四天的個
案追蹤、第八天、第十五天（可回藥局）、一
個月、二個月、三個月六個月共八次的個案追
蹤諮詢服務。



戒菸策略

1.提供支持性環境

2.醫療院所、社區藥局的戒菸諮詢服務

3.團體戒菸課程:認知行為介入

4.NRT及戒菸藥物治療

5.戒菸專線諮詢

6.網路戒菸

7.其他方法



戒菸服務之態度

 扮演一個導師勝於專家，給予支持、鼓
勵、傾聽、不批判。

 建議戒菸
告知持續吸菸可能的危害
解釋戒菸的好處



A.藥師在戒菸服務上的優點

 深入社區接近民眾具方便性與可近性

 可提供較完整諮詢

 具藥學專業知識

 具經濟性-不需掛號不需等待



社區藥師如何幫助民眾戒菸(一)
 提供社區民眾戒菸諮詢
(2012/7/1社區藥局給藥試辦)

 運用社區藥師戒菸衛教教材、戒菸產品

 轉介戒菸門診

 轉介戒菸專線及索取單張，發放社區需要的民眾

 轉介減重門診或減重班

 充分運用健康九九-衛教資源網



社區藥局（社區戒菸諮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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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菸宣導講座

 戒菸諮詢（CO儀）

 健保申報

 網站登錄

 個案記錄表



（二）提供戒菸藥事照顧服務的建議

1. 建立介入的結構化計劃書

2. 安排吸菸者的諮詢

3. 吸菸者戒菸準備及鼓勵不吸菸的諮詢

4. 給予吸菸者可帶走的手冊或單張

5. 吸菸者到藥局時，藥師應鼓勵戒菸

6. 讓吸菸者了解戒菸藥事照顧服務

7. 掌握機會

8. 努力安排一個「無菸日」

藥師在執行戒菸上需要做的改變



社區戒菸諮詢站(藥局)

1. 搜尋-國民健康署

2. 點選-菸害防制

3. 點選-菸害防制資訊

4. 點選-戒菸服務

5. 點選-戒菸諮詢站

6. 進入-全國社區藥局戒菸諮詢站



戒菸藥師資格取得

1.藥師須經過48小時以上的戒菸初階、進階及高階認
證課程與實務演練，以期提供更專業且全方位的
戒菸諮詢發揮專業才能。

3.藥學專業：藥師熟悉戒菸產品的藥理及使用方法

4.具備諮詢技巧：諮詢的要點應包括－得到家人和朋
友的鼓勵、以其他活動替代吸菸、處理吸菸慾望/
戒斷症狀的方法、打支持電話、建議加入戒菸計
劃、避開引誘吸菸的人 / 地方、並做紀錄。



B.護理人員在戒菸上的優點

為健康照護系統中:

 人數最多

 分佈最廣:醫院、學校、社區、職場、軍隊

 與病患接觸時間最長

 與民眾接觸最廣

 具醫護專業知識



護理人員參與菸害防制

 菸害防制教育與宣導

 戒菸諮詢

 戒菸指導

 個案發現

 轉介

 追蹤與管理



護理人員在菸害防制之功能

 提供不想戒菸者:提供資訊與關懷

 照護有意戒菸者:提供諮詢服務與協助戒菸

 社區菸害防制計畫推動之協助者

 左右鄰居之個案發現者

*推動戒菸由醫院做起主動走入社區。

*善用成功案例介紹…

*失敗案例永不放棄（以他身體狀況需求關懷他）

*建立護理人員專業形象關心別人。



戒菸衛教師應該接受那些訓練課程

1.接受完成戒菸衛教人員初、進、高階課程與實
習訓練

2.社區資源整合與培訓：

（1）基本菸害與法令

（2）勸導技巧社區無菸環境維護與安全

（3）引起戒菸動機與強化戒菸動機重點原則技

巧應用



1.參與病人的戒菸過程

1.提供菸害的資訊給病人，鼓勵他們戒菸。

2.提供諮詢服務，評估個案戒菸的狀況。

3.了解病人的困難所在，協助處理戒菸過程遇到的困

難，安慰挫折感。

4.以面對面或電話定期進行追蹤。

5.建立醫院連絡網，請社區護理人員及門診護理人員

予以追蹤。

6.與其他戒菸單位形成網路，追蹤病人戒菸效。



評估病人的吸菸行為及處理

門診病人

住院病人

急診病人

＊戒菸門診、門診戒菸



1.詢問吸菸史並記錄於病歷中。

2.運用 5A、 5R諮詢原則，提供20-30分鐘會談。

3.提供戒菸衛教單張並協助轉介至戒菸相關單
位協助轉介戒菸班、戒菸專線、戒菸門診。

4.電話追蹤。

介入的技巧



介入的技巧

詢問有沒有抽菸

評估成癮程度

評估戒菸的意願

鼓勵戒菸



2.建立無菸環境

1. 於醫院入口處貼明顯
禁菸標示

2. 於病室內張貼戒菸標
誌或小型宣導海報。

3. 公共區域張貼菸害防
制宣導標語。

4. 嚴禁於醫院中吸菸。

5. 每日按時播放宣導院
內全面禁菸



無菸環境
無菸環境的佈置與維持

 院內各入口明顯處張貼禁菸標誌。

• 定時早晚各一次廣播

『本院全面禁菸，請勿吸菸，謝謝合作』

• 一樓藥局前的多媒體。

• 院內電視機播放菸害宣導短片

（臺安醫院健康頻道）。

• 院內員工在識別證上配有禁菸標示。



禁菸標示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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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病室內張貼戒
菸標誌或小型宣導
海報。
•公共區域張貼菸
害防制宣導標語。
•嚴禁於醫院中吸
菸。



本院依菸害防制法規定:
全面禁菸
院區紅線內為禁菸範圍
違著最高可罰鍰新台幣1萬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臺安醫院 關心您



3.戒菸班----- 課程安排

 時間:8次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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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課程以上，一次2小時，持續四週。
＊小團體坐談會：門診戒菸個案…



 介入措施：

1.詢問每位住院病患吸菸史並記錄於病歷中

2.戒菸管理師訪視每位吸菸病患，運用戒菸

諮詢技巧，提供20分鐘會談。

3.提供戒菸衛教單張並協助轉介至戒菸相關
單位協助轉介戒菸班、戒菸專線、戒菸門診

4.病患出院1週後予以電話追蹤。

4.住院吸菸病患個案管理追蹤



5.菸害防制推廣志工
之建立與教育訓練

• 志工勸阻吸菸行為之SOP

• 週一~週五:志工輪值表

• 定期開志工會議及安排教育訓練

• 每日巡視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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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區菸害防制計畫的推動

1. 組織與策動相關團體推動菸害防制計畫

2. 發展與執行菸害防制計畫

3. 發展一套完善菸害防制計畫的評估標準

4. 進行菸害防制推動的成效評值

5. 散播菸害防制推動的成效



社區菸害防制

1.社區民眾：運用5A原則技巧鼓勵吸菸者戒菸及轉介戒菸門
診 、門診戒菸、戒菸班、專線

2.參與里長活動並協助里長推動無菸社區活動：如社區無菸
日對吸菸的民眾『一氧化碳濃度測量』『尼古丁成癮成度
測試表』給予單張或轉介

3.將菸害宣導置入健康講座中

4.訓練社區推動菸害志工﹝故事、宣導、勸導、轉運清新戒
菸班小組輔導..﹞

5.藉由市場調查行銷來降低特定族群開始吸菸的人數

6.公共區域張貼菸害防制宣導海報標語



無菸-社區、公園、
無菸一條街等

經公告為..

無菸公園、無菸社區、
無菸一條街等之公
共空間，視同禁菸
場所。



志工拒菸勸導技巧演練-舉排

 無菸公園遇到的困難！！

 勸阻演練…. 



C.學校戒菸衛教師的角色與功能

1.健康促進者：評估吸菸者及非吸菸者

的健康需要，計畫並執行合宜的學校

戒菸、反菸、拒菸計畫

2.健康教育者：在學校中找出高危險群

（如吸菸的教職員生和學生家長），

教導並與其一同改變吸菸行為，以達

到疾病預防或健康促進的目標



3.健康倡導者：倡導「無菸校園」、「無菸環境」

和「我不吸菸、拒吸二手菸」等理念，強化學

校教職員生和學生家長對健康的重視

4.健康管理者：找出吸菸者並評估其戒菸的需求

性，協助其抉擇合宜的戒菸方式、轉介社區戒

菸資源，提供完整性的服務及持續性的追蹤

學校戒菸衛教師的角色與功能(續)



5.健康輔導者：對於戒菸者和想要戒菸

者提供戒菸的輔導與追蹤。

6.健康服務者：找出學校中需要健康服

務的教職員生和學生家長，以便早期

發現個案、早期管理。

學校戒菸衛教師的角色與功能(續)



學校菸害防制計畫的推動
1. 規劃與推動菸害預防教育

2. 成為無菸校園工作組織中推動委會的一員，
參與學校菸防制政策的規劃、執行、提供
建議及政策宣傳

3. 執行戒菸教育

4. 推動校園拒菸活動

5. 結合學生家長共同參與建立無菸校園

6. 與社區結盟共同推動拒菸

7. 塑造無菸校園環境



結合學生家長共同參與建立
無菸校園

 發送「給家長的一封信」或「學生戒菸班」
家長通知單。

 家長會協助、參與無菸校園工作。

 學校日宣導活動。

 無菸家庭宣導。

 愛心媽媽/志工家長參與無菸校園工作。

 家庭二手菸害調查。



轉介服務系統－教職員工

     戒菸資訊站提供服務 

1.主動發送戒菸資訊 

2.提供戒菸健康諮詢 

   

評估教職員

工戒菸需求 

 建立有戒菸

意願教職員

工名冊 

     
健康中心建卡 

追蹤戒菸狀況 

     轉介社區資源 

1.戒菸專線 

2.門診戒菸 

3.醫院戒菸班 

   

 



轉介服務系統－吸菸學生
     提供戒菸教育 

1.個別輔導 

2.戒菸資訊站 

3.戒菸班 

(可與醫療院所合作) 

   

發現吸 

菸學生 

 
建立吸菸 

學生名冊 

     建立吸菸學生 

個別輔導與追

蹤機制 

     轉介社區資源 

1.戒菸專線 

2.醫院戒菸班 

   

 



戒菸衛教諮詢服務的未來展望與
建議----資源整合

（1）醫院戒菸衛教師

（2）社區：社區戒菸藥師與戒
菸諮詢站（藥局）、社區單
位與社區志工、協助社區資
源管道連結…

（3）戒菸專線

（4）戒菸門診/門診戒菸

（5）職場與學校



Q & A ……

敬請指導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