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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菸害防制人員訓練暨

人力聯絡網路建置之報告

報告者：賴裕和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 護理學系

2011, Sept. 5, Taipei
1

工作團隊

 資深戒菸師：林珠、黃燕華 (台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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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講師：余玉眉教授、劉潔心教授、龍芝寧主任

張佳雯主任、蘇庭進督導(戒菸專線)

 專任助理：郭文誠、田沛雯

 兼任助理：郭于甄

背 景
菸害為影響民眾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吸菸所造成的健康問題相當多，因此，菸
害防制應全面性推動到全國各角落。

鑑於醫院、社區、學校、及職場衛生單位
為接觸病人及一般民眾最頻繁的單位，且
以第一線工作之護理人員、社工師、心理
師等專業人員，與吸菸者接觸的機會相對
最多，因此，具有菸害防制及戒菸輔導能
力之衛教人員之培養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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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大力推動台灣全面性菸
害防制。

本報告為眾多菸害防制計畫中之一項，為
期2年(2010至2011)之計畫。包含：

1) 醫事人員菸害防制訓練

2) 菸害防制人力聯絡網路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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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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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訓練課程目的

 目標在發展及培養初階戒菸衛教人員之角色，能
於實務上執行戒菸服務工作，使用戒菸相關資源
蒐尋與連結，並融合目前台灣菸害防制最新法規。

 初階訓練由醫療照護機構 (醫院、社區、職業衛
生及學校等機構) 推薦專業人員(護理人員、心理
師及社工師)

 全程7小時之菸害防制與戒菸服務初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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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訓練課程內容

1. 菸害防制的國內外推動現況與台灣的菸害防制法

2. 菸害的認識及抽菸與疾病的相關性

3. 尼古丁、菸癮與戒菸藥物的使用

4. 如何帶領個人戒菸

5. 如何帶領團體戒菸及業務推動

6. 地方推動菸害防制卓越案例分享

7. 戒菸計畫書撰寫

8. 推動菸害防制與CO儀操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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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初階訓練成果

1.初階訓練場次共完成6場次。

2.於全臺灣北部（2場）、中部（1場）、南
部（2場）、東部（1場）分區辦理

3.759位參訓學員，681位學員全程參與，
並通過訓練（通過率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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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初階訓練成果

1. 初階訓練共完成6場，訓練人數為755人。
（通過率100%）

2. 場域別: 社區 241人
醫院 308人
學校 148人
其他 58人(其他職場及法務部矯正署) 。

3. 地區別：北部(台北、桃園)
中部(台中) 東部(台東)
南部(高雄、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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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訓練課程目的

 進階訓練則針對已接受過菸害防制初階訓練，且具
備實際推動菸害防制經驗人員進行進階訓練課程，
並以目前為菸害防制推動及業務執行者為優先。

 每梯次為2天，授課時數約12小時

 進階人員訓練內容，目標在發展及培養進階戒菸衛
教人員之角色與功能，能利用初階訓練後之實務經
驗，進行資源整合及整體規劃，進而開設戒菸班、
提供諮商衛教技巧，及推動菸害防制業務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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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訓練課程內容

1. 自我形象與壓力處理

2. 戒菸諮詢、溝通技巧與案例解析

3. 戒菸班課程規劃及教材實務應用技巧

4. 戒菸班執行常見問題及困難解決策略

5. 戒菸諮詢電話追蹤管理技巧

6. Life Skill如何運用於戒菸

7. 預防復吸，提供拒菸相關策略

8. 戒菸管理師角色與功能的初步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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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進階訓練成果

1.進階訓練共完成1場次，訓練人數為66人。

2. 參訓學員並全數通過訓練（通過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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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進階訓練成果

1.進階訓練場次共完成2場次，訓練人數為

170人。（通過率100%）

2.各場域訓練人數為社區59人、醫院77人、

學校18人、其他6人(含其他職場與法務部

矯正署) 

3.地區別：台北、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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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人力
聯絡網路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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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目的
1. 架設「台灣菸害防制衛教師聯盟」(Taiwan 

Tobacco Control Educator Alliance) 網站

網址：http://www.ttcea.org

2. 建立參訓學員資料庫、提供最新菸害防制相關資

訊及教材、戒菸課程訊息、會員服務、活動花絮

及經驗分享交流等。

3. 邀請專家定期回答學員在推動戒菸與拒菸服務時

之問題，經由該網站提供的資訊及專家的答問與

諮詢，支持更多的戒菸衛教人員在業務推動的困

難解決。 15

建置成果

1.瀏覽人數為16,162人

(2010年12月底至2011年08月26日)

1.定期更新網站訊息

2.每周一次專家線上諮詢服務。

3.上傳初、進階上課講義提供學員下載。

4.定期上傳戒菸相關資訊，提供學員下載使用。

5.初、進階受訓通過之學員自動成為網站會員，

目前網站會員為1,5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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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更新網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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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專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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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訓練課程教材下載(限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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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教材下載(提供給有興趣之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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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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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點閱率統計(99年12月底至10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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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種類 程式名稱 瀏覽次數

網站首頁 16162

課程訊息 學術活動詳細內容 10787

課程訊息 研討會線上報名/查詢/修改 8744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詳細內容 8180

課程訊息 學術活動行事曆 7895

課程訊息 活動錄取名單查詢 3452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3405

課程訊息 研討會線上報名清單 2937

會員專區 學術課程檔案下載 2585

會員專區 會員登入頁面 2547

會員專區 會員交流分享詳細內容 2314

學習專區 戒菸相關資料下載 1840

會員專區 線上入會申請 1227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清單 1164

學習專區 相關資料鏈結 797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相簿內容 666

會員專區 會員交流分享區 605

會員專區 問卷調查清單 275

學習專區 FAQ 194

會員專區 問卷調查詳細內容 143

會員專區 交流分享區內容維護/新增 102

會員專區 會員資料異動 92

討 論 (一)

 2010年臺灣戒菸衛教人員訓練前後之調查
1. 統計分析後，培訓後已有顯著之進步。
2. 戒菸最大的障礙因素是個案沒興趣及動機，其次
為戒菸衛教人員缺乏該方面的能力及技能。

3. 訓練前與訓練後之初階戒菸衛教人員對認為協助
戒菸的障礙因素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4. 課程訓練後，雖在戒菸活動參與方面未有顯著改
善，但在戒菸資訊或指引方面有顯著提升。

5. 醫護人員有正向的戒菸態度，經由戒菸訓練課程
後能有效提升戒菸衛教措施的執行與頻率，但在
協助個案戒菸執行層面有限，這也是未來具挑戰
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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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二)

1. 2010年訓練759位初階戒菸衛教人員及66位進階戒
菸衛教人員，2011年訓練755位初階戒菸衛教人員
及170位進階戒菸衛教人員，本計劃兩年共培養出
戒菸衛教人員共1750位。

2. 合格名單將發文給國民健康局，及轉知各縣市衛
生局、所及教育局，成為各地區及機構推動菸害
防制的寶貴人力資源。亦將本年度訓練課程相關
內容及戒菸技巧等訊息架構於戒菸網路平台，提
供被訓練人員相關問題諮詢與協助之機制。

3. 未來如何更有效率提升訓練過之學員，參與或推
動各縣市及機構之菸害防制及戒菸服務，將是更
具挑戰之議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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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整體而言，菸害防制人員訓練及人力網路
建置計畫，針對台灣菸害防制人員之及戒
菸衛教師之培訓、準備與實際執行業務之
推動有相當成效，尤其在針對不同層次人
員之訓練，以及人員在業務推動與持續專
業成長之需求面，提供實際可行及有效之
聯絡模式，對於台灣菸害持續推動，具有
實質面廣度推動、聯繫與深耕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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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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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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