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www.smokefree.org.mo

第五屆兩岸四地菸害防制交流研討會
澳門戒煙保健會控煙工作之回顧與展望

歐家輝1、區耀榮2,3、曾康敏3,4、陳建新3,4

1
戒煙保健會
2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同學會

3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

4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

澳門戒煙保健會

理事長-歐家輝博士

2011年09月 www.smokefree.org.mo

前言
 澳門戒煙保健會（戒煙會）於1980年由

一班熱心公益的醫務、文藝和教育界

之人士成立；

 戒煙會一直抱着“戒煙為號召、保健為

中心”的理念，推動本澳戒煙工作和活動三

十一 年；

 戒煙會每年舉行不同類型的反吸煙活動覆蓋至各
個社會層面，使無煙文化根植於本澳社會；

 探討未來改善的地方是本會下一步更好地履行控
煙責任的基礎，並嘗試以社會脈絡的角度(Social 
Context Approach)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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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面對吸煙問題
 惡性腫瘤、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肺阻塞性

肺病是本澳居民的三大頭號“殺手”，而
這些疾病與 吸煙有着密切的關係；

 吸煙的人口以45-54歲的年齡層的人士最
多；

 男性吸煙率遠高於女性，男性的吸煙率為（40.1％），
而女性則以（6.7％）；

 吸煙年齡年輕化﹑女性化趨勢。

戒煙會活動回顧
 個人層面
例如各中小學的講座巡禮、無煙與藥物濫用暨青少年學

生健康品德講座，每年參與舉
辦世界無煙日的宣傳活動，利用“
流動無煙禁毒宣傳車”走入各社區
向市宣傳無煙信息等；

與個人生活壓力有關；
戒煙會為澳門居民提供免費的戒煙服務，當中包括為煙

民減壓的心理輔導治療，催眠式的戒煙方法；
戒煙會與衛生局在每年協辨的「世界無煙日」大型宣傳

活動，通過無煙大使分享戒煙經驗以提升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促使其決心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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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煙會活動回顧
 社交層面
根據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Theory)理論和社會控制

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青少年吸煙是模仿了其
父母的吸煙行為或者為了尋求吸煙的朋輩的認同，故要
預防及控制煙民的吸煙行為，家人或朋友的(情感)支持
（Emotional Support）亦顯得十分重要；

戒煙會過去亦舉行不少針對性的活動，當中包“青少年
學生戒煙圖畫及漫畫比賽”、“全澳幼兒填色比賽”、
“無煙親子攝影比賽”、“無毒無煙宣傳片創作比賽”、
“國際戒煙賽”、“青少年學生無煙拒毒話劇”、“網
頁設計”、“T-Shirt設計比賽”等；

其中2011年的“青少年學生戒煙圖畫及漫畫比賽”已吸引
近3,000名的學生參與，過程中得到了家人或朋友的支持
和鼓勵，對反吸煙的態度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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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煙會活動回顧
 組織層面
人們的工作條件、環境、性質都是影響他們吸煙的主要

因素；

在澳門，不少居民都從事博彩行業，而戒煙會近年亦應
邀於本澳大型的娛樂場所，而設立“免費戒煙諮詢”攤位，
為該公司的員工提供免費的諮詢服務，並為他們進行一
氧化碳含量吹氣測試；

近年戒煙會亦積極協助推廣政府的
“無煙食肆”和“無煙工作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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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煙會活動回顧
 社區或社會層面
在社區或社會層面，影響個人

吸煙行為主要包括社會媒體的
宣傳、法律條例、禁煙區的設
置、煙草稅率水平、香煙銷售
對象的規管等；

戒煙會配合特區政府加強宣傳
的大型綜合活動, 如“澳門健康
日工作上，並不斷在各社區舉
行嘉年華”、“國際戒煙競賽”、
“澳門樂活展暨優質生活嘉年華”
等；

新的控煙法──《預防及控制吸
煙制度》在本年度於立法會上
通過，並於2012年年初正式生
效標誌着本澳控煙工作進入新
的一頁的同時，亦反映着過往
戒煙會所作出的努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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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煙會活動回顧

 區域合作層面
戒煙會都會定期組織多項對外交流活動，包括亞太地區

性會議、與內地交流大會、每年的兩岸四地煙害防菸交
流研討會、組織各參觀拜訪活動等；

戒煙會多年來亦透過在世界各地成立分會，目前分會的
設置已遍及各大城市和地區包括香港、廣州、北京、台
灣、北美等地，對加強各地的控煙工作聯絡、推動戒煙
運動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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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發展

 社交層面
將戒煙服務對象由本澳市民

逐步擴展到所有居住人口例
如人數眾多的外地僱員；

在澳門，外地勞工佔比例甚
重，控煙工作應包括外地勞
工；

增設戒煙熱線及社交网提供
戒煙諮詢服務；

邀請成功戒煙人士做义工，
定期為希望戒煙的人士分享
個人戒煙經驗。

 組織層面
做好準備工作，例如調整煙

民對政策的認知和態度；
加強與各公共及私人機構合

作，開辦戒煙輔導的課程。
 社區層面

加強合作
誠意邀請澳門心理學會和澳

門社會保障學會參與和合作，
發表數篇集不同範疇和界別
的文章；

未來更希望可以聯合各社會
團體的成員，成立包括社會
各界的吸煙問題關注小組，
以擴展控煙工作的社會網絡，
加強社會對吸煙危害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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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發展

 社會層面
戒煙會將加強與有關機構的

合作，招募學生做義工，走
進公共場所，以各種形式包
括海報展示，派發小冊子，
問卷調查等方式，向公眾講
解吸煙的危害及二手煙的影
響；

未來本會將加強實證驗證的
研究工作，加強這些方法和
措施的社會實踐經驗，可以
能加強社會信任，最後加強
市民對煙害的認識和其反吸
煙態度，與及控煙措施成效。

 區域合作層面
隨着兩岸四地的經濟進一步

融合，控煙工作已不可以只
是地區工作了，如何加強四
地合作，甚至協調四地控煙
政策，來處理四地煙害問題
將是未來四地控煙工作的新
挑戰；

有如這次會議，加強四地控
煙團體的合作，和協助澳門
政府在協調兩岸四地的控煙
法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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