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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
 個案管理是管理性照護的一種方法，是一
個健康評估、計劃與提供照護、協調、與
監測等服務的系統。

 在合理內提供符合個案需求的整體性、連
續性的照護服務，重視目標導向及結果導
向(outcome-oriented care)，希望降低成
本以達到成本效益與品質兼顧的照護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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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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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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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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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菸諮詢技巧-5A及5R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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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藥局的戒菸諮商服務

3.團體戒菸課程:認知行為介入

4.NRT及戒菸藥物治療

5.戒菸專線諮商

6.網路戒菸

7.其他方法



戒菸衛教師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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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菸衛教師的優勢-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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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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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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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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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藥學專業：藥師熟悉戒菸產品的藥理及使用方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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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菸衛教師的優勢-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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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關懷

 照護有意戒菸者: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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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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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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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病人戒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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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入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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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有沒有抽菸

 評估成癮程度

 評估戒菸的意願

 鼓勵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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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戒菸衛教師的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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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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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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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學生家長共同參與建立 無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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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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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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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利用網際網路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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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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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菸治療全面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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