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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各位健康促進醫院夥伴，大家好。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6 年健康醫院典範暨創意計畫選拔」已於日前完

成評選，並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 106 年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成果發表會進行健康

醫院典範競賽選拔頒獎，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勇奪今年

A 組(500 床以上)之健康醫院典範獎。該院從創院以來不論是在醫療服務或是員

工照顧上向來都是院務推動的重點，並將健康醫院的概念融入醫院發展的理念與

實務的推動當中。該院自 103 年起參加典範獎選拔，每年均獲得優良獎的優異成

績，今年更卯足全力，全院上下一心，獲得典範獎之殊榮實至名歸，更多推動經

驗詳見本期「得獎醫院介紹」專欄。其他獎項獲獎醫院之推動經驗，將陸續於本

雜誌中刊登。 

第二十六屆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於義大利波隆那舉辦，主題為「實現健康服務重新定位之健康促

進策略：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務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ies to achieve 
reorientation of health services: evidence-based policies and practices)」，現已開放線

上投稿，論文徵稿截止日期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敬請欲投稿者把握時

間，歡迎大家踴躍投稿及參加會議。2017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亦已開放報

名，今年僅徵求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及學術發表傑出獎參賽報名，

報名截止日期至 2018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歡迎大家踴躍參賽。詳細內容請參見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歲末年終之際，感恩各位前輩先進的支持，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持續為國民健康共同努力!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Journal of HPH Taiwan 主編 

 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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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醫院介紹 

~國民健康署 106 年健康醫院典範選拔~ 

典範獎(A 組)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以下簡稱高醫附院)今年屆滿一甲子，從創院以來不

論是在醫療服務或是員工照顧上向來都是院務推動的重點，並將健康醫院的概念

融入醫院發展的理念與實務的推動當中。本本院自103年起參加典範獎選拔，每

年均獲得優良獎優異成績，今年更卯足全力，全院上下一心，榮獲典範獎。 

高醫附院於105年通過JCI國際評鑑審查，除了致力於提供「以病人為中心」

的優質醫療服務及全人照護外，並將健康醫院理念之實踐日常化、全面化，近年

來更積極建置智能醫院，在病人照護上結合資訊科技，以提升就醫體驗，例如全

國首創腎臟病e衛教；並透過QR code讓藥袋會說話，協助民眾正確用藥順應新一

代行動化醫療系統。其他尚包含病人使用之app(如腎好app、行動掛號app、行動

繳費)，105年度獲得門急診服務、住院服務、社區健康三個領域智慧醫院標章，

其中「新慢性腎臟病(iCKD)心關懷科技網」在今年的HQIC智慧醫療競賽中，更

榮獲銅獎的殊榮。 

高醫附院今年與其他各級醫療院所成立「高醫專科醫療群」，積極推動分級

醫療，提供雙向轉診功能，並建置專科醫療群智慧網絡，以病人所屬生活圈，轉

介至可近性較高之醫療院所。 

高醫附院建構音樂走廊、杏林藝廊、美食街營養佈置等空間，提供來院病

人及家屬良好舒適的就醫環境，讓病人及家屬一面休息一面接受健康新知。硬體

設施從掛號、門診到領藥都設置友善櫃台，改善病人就醫便利性。 

得獎醫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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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附院團結全體員工一起守護高屏地區民眾健康，將員工納入健康促進

的對象，每年提供2.9億預算辦理各式健康促進活動；另外，在院內設有體適能中

心及員工休閒室，提供員工運動及休閒娛樂場地；並鼓勵員工母乳哺育，設置員

工專用哺集乳室。考量醫療環境從業壓力日益緊繃，設有員工關懷小組與員工協

助方案並建置24小時員工關懷專線，多面項協助員工解決因職場適應不良、工作

暴力、情緒等問題，藉由多元的措施協助員工處理工作、生活或健康方面問題，

以提高工作績效，營造良好互動的組織文化導向。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今年參加健康醫院典範選拔創意十足，打著「高醫

健康有GO讚」的口號，穿著橘紅色運動衫，將實地訪查搖身一變成為闖關遊戲，

並製作特色看板，讓委員將本院健康醫院特色一覽無遺，透過全體員工團隊合作，

共同打造病人及家屬、員工、社區、醫院四贏的健康典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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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短文或摘要 
 

 尼古丁的使用在懷孕期間對孕婦及胎兒的影響 
 

洪淑雲 1、李碧月 2、梁宇峰 3、林建良 4、吳曄薰 5* 
1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呼吸治療科 

2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護理部 
3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胸腔內科 

4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教學研究部 
5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疾病管理衛教室 

 

摘要 
懷孕，是女性生命中獨特的階段，此時身體不再只屬於自己，而是孕育著另

一個生命承載了兩人，甚至嬰兒出生之後的健康。有超過八成的吸菸婦女為了胎

兒的健康，決定在懷孕期間停止吸菸，但仍有2-3成吸菸孕產婦無法戒菸。女性

的吸菸行為與身心社會的問題呈高度相關性，而且懷孕吸菸婦女戒菸藥物的治療

並不建議。因此，針對懷孕婦女戒菸介入策略，更需要專業人員投入。本文針對

尼古丁對孕婦的影響，來探討孕婦戒菸之技巧。 
 
一、前言 

孕婦孕期戒菸是唯一可預防孕婦和嬰兒罹病或死亡的健康促進方法，吸菸存

在著威脅在既期待的母親和她的新生兒。與吸菸有關的妊娠問題和分娩結果，包

括異位妊娠、早期破水、胎盤早期剝離、前置胎盤、流產、死胎、早產、低出生

體重和先天性異常的風險增加和新生兒或嬰兒突然的死亡等。在大多數高收入的

歐美國家至少 10%的女性在懷孕期間吸菸，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中卻有更

高的傾向。在懷孕期間戒菸可改善嬰兒分娩的結果，行為的支持則有助孕婦戒菸。

然而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於吸菸的孕婦上，似乎是沒有效果，且使用藥物戒菸對

於孕婦而言卻又是禁忌[1]。 
近十年來，台灣女性吸菸的人口比率已從 5%降至 3.5%[2]，然而 21 歲至 40

歲間的女性吸菸人口比率卻高達 6.8% ~ 8.3%，這個年齡層正好是女性的生育年

齡。國民健康局在 2005 年委託的研究計畫中，共調查了 342 位孕婦，顯示有的

學術短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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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孕期吸菸；曾經吸菸婦女知道自己懷孕之後，有 55.2%戒菸，31.0%減少

菸量，5.2%維持懷孕前的菸量。有 48.88%的婦女配偶或家人吸菸，在家中仍暴

露在二手菸的環境[3]。雖然，吸菸婦女有 55.2%在孕期初期戒菸，但另一令人憂

心的是，源於青少女吸菸率的增加，未來孕婦吸菸的人口也會增加。吸菸危害身

體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且是全身性健康風險，若是孕婦吸菸，那受菸害的不只是

媽媽自己，也會「禍延下一代」。婦女懷孕之後，主要是體認到繼續吸菸對胎兒

是一種風險，因而決定戒菸。戒菸可以促進健康，減少罹癌風險，因此台灣的醫

療院所自 2002 年開始有戒菸門診，希望藉由提供尼古丁替代品，減輕戒菸者的

戒斷症狀，協助吸菸者戒菸。由於無菸政策的推動，孕婦吸菸或被動二手菸的風

險極受重視，臨床上許多孕婦想戒菸，需多元介入措施持續關懷、專業諮商技巧

及後續長期追蹤介入，因此本文針對尼古丁對孕婦的影響，來探討孕婦戒菸之技

巧。 

二、菸品的成份與體內的生理影響 

(一) 菸品的成份 
菸品經過燃燒熱解而產生的化學物質約有 7000 多種，其中超過 250 種對人

體健康有害，更有 70 多種已被證實為致癌物。菸品包括菸草、捲菸紙和濾嘴，

除此之外，還包括多種添加物，例如阿摩尼亞、醛、乙醯丙酸及薄荷醇等。主要

的成份尼古丁具有高度的成癮性（其和古柯鹼及海洛英為相同等級的成癮物質），

為一種有毒、無色的物質，是目前最容易成癮的物質之一，多數的吸菸者都會對

菸中的尼古丁產生生理依賴。菸草燃燒會產生焦油，在肺部堆積，使得肺容積老

化功能衰退，會薰黃吸菸者的手指、牙齒，菸草中 70%的焦油會囤積於肺部，並

損害那些保護肺部的纖毛，進而損害肺部功能。其餘化學物質有一氧化碳、福馬

林、丙酮、氨及氰化物等化學成分[2]。 

(二) 尼古丁對神經系統的作用及成癮原因 
尼古丁是一種植物鹼，主要作用於腦部的尼古丁乙醯膽鹼接受體，具有影響

腦部認知功能及調節情緒的藥理作用，肝是主要代謝尼古丁的器官，主管分解的

酶為細胞色素 P450(主要是 CYP2A6)、代謝物為可替寧(cotinine)，半衰期約為 2
小時。尼古丁對身體有許多複雜的作用，包括心跳加快、血壓升高和加速新陳代

謝，同時也會影響吸菸者的情緒和行為[4]。大部分的吸菸者都曾經嘗試戒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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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F%E6%9B%BF%E5%AF%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8%A1%B0%E6%9C%9F


               
二○一七年十二月 

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Taiwan Society of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7 

回饋 E-journal 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 hphtwmail@gmail.com 可獲得精美小禮物!! 

成功率只有 5%左右，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尼古丁成癮。吸菸時尼古丁經肺泡吸收，

直接進入體循環，迅速到達腦部，改變腦部許多神經傳遞途徑，增加 dopamine、
norepinephrine、5-hydroxytryptamine、GABA、endogenous opioid peptides 等神經

傳遞物質的釋出，讓吸菸者感到愉悅、提神、放鬆、集中注意力，增加工作效率

等正向加強的作用，同時神經細胞也會對尼古丁產生適應性及耐受性[5]。當尼古

丁濃度不斷下降時，吸菸者便會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焦慮、易怒、坐立不安、沮

喪、飢餓感、渴求香菸等戒斷症狀。為了緩解這些症狀，吸菸者不得不再吸下一

根菸。吸菸者剛開始可能是為了獲得尼古丁的正向加強作用而吸菸，但之後則是

為了緩解尼古丁的戒斷症狀而吸菸。隨著對尼古丁耐受性(tolerance)的增加，不

吸菸時的戒斷症狀也會隨之增加，這種惡性循環便形成慢性的尼古丁依賴。再加

上心理、社會、生活習慣等各層面的複雜影響，使得吸菸行為很不容易戒除[6]。 

(三) 尼古丁對呼吸系統的作用 
依據統計，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慢性阻塞性肺臟發病與死亡與吸菸有關。當

菸進入氣管內時，它會刺激氣管粘膜產生分泌物，破壞粘膜上的纖毛運動，抑制

吞噬細胞的功能，破壞粘膜上的表面張力素，使氣管容易發炎，最後形成慢性氣

管炎。吸菸亦可刺激肺內的蛋白質酵素的增加，破壞肺組織，造成肺氣腫。因此

吸菸者得到慢性阻塞性肺臟疾病(包括慢性氣管炎及肺氣腫)的比率比不吸菸者高。

吸菸者死於慢性阻塞性肺疾者為不吸菸者的十倍；如果病人本身已有慢性阻塞性

肺炎，再加上吸菸時，常可使症狀加劇。 

(四) 尼古丁對心血管系統的作用 
根據統計報告，吸菸者因冠狀動脈性心臟病死亡的機會大於不吸菸者。尼古

丁會活化交感神經、使心跳加快、血壓上升及冠狀動脈收縮，造成心肌缺氧。吸

菸產生一氧化碳，導致血液攜氧量下降，影響心肌氧氣利用，增加血小板活性，

交互作用下，使血壓升高、心跳加速、心肌耗氧量增加、血小板凝集、血管收縮

及栓塞等因素，以致使吸菸者粥狀血管硬化發生率大增，得到冠狀動脈性心臟病

的機會加倍。如果婦女同時吸菸及服用避孕藥物，則心血管疾病風險可增加至十

倍左右。研究發現：吸菸會升高糖尿病的發生率 4 成以上，菸品會直接造成胰臟

發炎、胰臟癌與胰島素抗性增加，導致癮君子患糖尿病的機會比較高，而且菸癮

越重、吸菸量越多，罹病機率隨之高升，暴露於二手菸之環境下亦可能增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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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糖尿病之發生機率[7]。 

(五) 尼古丁造成細胞癌化 
除了生理成癮問題，到目前為止，經過動物實驗及流行病學之調查已經證實，

吸菸與癌症之發生有絕對的關係[8]。主要的關係如下：癌症至少三分之一是因吸

菸所引起，主要有肺癌、咽喉癌、食道癌、口腔癌等。吸菸量的多寡與癌症的發

生呈正相關，吸菸開始的年齡愈年輕，罹患癌症的機會愈大，男性吸菸者較易引

起癌症的發生及二手菸亦可增加周邊人癌症的發生[9]。 
女性乳癌在國內一直是婦女癌症頭號殺手，國內醫學中心研究團隊已證實抽

菸、二手菸會刺激乳房上皮細胞的尼古丁受體(α9-nAchR)活化，將導致癌化與腫

瘤迅速生成。有抽菸的人乳癌惡性度較高，罹癌比例較不吸菸者高 6 倍，即使是

工作場所有人抽菸或另一半有抽菸習慣的二手菸受害者，罹乳癌機率也是不抽菸

者的 2.8 倍。足見尼古丁受體對「一點點」尼古丁的挑釁都非常敏銳，也顯示吸

二手菸同樣會增加罹患乳癌的風險[10]。 

三、吸菸對孕婦身心社會的影響 

根據研究女性抽菸的動機以社會心理因素佔最大，另一個因素是源自青少年

時期即會抽菸。對懷孕前即有吸菸的孕婦做分析，有將近八成孕婦在青少年時期

就有吸菸的行為。環境因素的影響，懵懂的青少女從嚐試抽菸開始，可能這一生

就與菸結下了不解之緣，自然到了生育期仍持續吸菸行為！則很容易成為終身癮

君子，可能在壯年或中年之前遭受各式各樣的器官病變及癌症威脅。青少年越早

接觸菸品則健康威脅就越高[9]。 

(一) 生理影響 
吸菸婦女本身比較容易有心臟血管方面的疾病，子宮外孕發生率也較高，若

是懷孕期間繼續吸菸，對自身的健康與胎兒都有較高的風險。美國婦產科醫學會

早在 2000 年發表聲明，表示研究明確指出，婦女在懷孕期間繼續吸菸，容易流

產、死產或早產；孕婦本身也比較容易引起胎盤早期剝離，胎兒子宮內生長遲滯，

出生嬰兒的體重也比較低。吸菸婦女有比較高的比率不孕、子宮外孕、流產、死

產[11]。 

(二) 心理與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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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研究調查都顯示，「壓力」及「憂鬱」是女性吸菸的主要原因，也發

現有不少人不敢戒菸的原因是因為怕體重增加、發胖，尤其是女性族群更比較注

重自己體型，甚至以抽菸當作體重控制的方法[12]。由於婦女罹患憂鬱症是男性

的兩倍，憂鬱症的患者也發現要多 4 倍抽菸比非吸菸者，許多婦女抽菸是為情緒

管理及應對壓力，因此女性吸菸的社會心理因素更甚於男性。國外研究女性吸菸

的主要原因，壓力、抑鬱(生理週期賀爾蒙的變化)、負面的家庭互動關係(尤指與

父親)、有問題的人際交往及較少的社會支持，影響他們的吸菸習慣[11]。 
對一個女性來說，懷孕已經是生活中一個新的壓力來源，若同時又要戒除菸

癮的壓力，等於是在兩股壓力中拉鋸，對孕婦來說確實很辛苦。社會上普遍會對

吸菸女性貼上負面標籤，再加上懷孕婦女吸菸的社會道德壓力大，女性希望尋找

隱密、安全的戒菸管道，加上懷孕期間使用戒菸藥物對胎兒健康的疑慮，因此以

心理諮商為主，更可能滿足懷孕婦女戒菸的需要。 

(三) 胎兒的影響 
吸菸婦女因著每日的吸菸量不同，對婦女本身和胎兒的生理健康上有不同影

響，吸菸量越大，早產和胎兒子宮內生長遲滯的比率越高、嬰兒低出生體重、早

產的機會越大。因為吸菸使孕婦體內有較高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減少胎盤、

子宮內血流灌注，因此限制胎兒的營養與氧流量，使得胎兒有比較低的體重。嬰

兒出生體重低，生產時，子宮收縮壓迫到胎頭或臍帶，容易引起胎兒心搏減速，

可能造成胎兒缺氧或胎兒窘迫[13]。 
國內學者研究發現母親在懷孕期間暴露到菸害環境的頻率，會與嬰兒的早產、

胎兒小於妊娠週數(SGA)、急診和住院有顯著相關。再者，懷孕期間或生產後為

主動吸菸的母親，會與嬰兒的低出生體重、SGA、急診和住院相關，但該相關除

SGA外，其他則在校正後消失。此外，若母親懷孕期間或生產後，在同住家人二

手菸暴露量越高的婦女及嬰兒，會呈現較高的住院風險，並與其家人的抽菸量成

正比。最後，研究發現在懷孕期間暴露到菸害環境的母親，比沒有暴露到的母親

其嬰兒之出生體重較少約200公克[14]。因此，如果吸菸婦女在懷孕期間戒菸，並

且能夠擁有無菸的家庭環境，菸所造成健康上的風險及危害就減少很多，即使在

懷孕後期戒菸，都能有顯著的好處。 
國內研究都發現，懷孕期間是否戒菸，與孕婦的年齡、胎次、菸齡、家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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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吸菸，孕婦的社經地位都有關係。孕婦的年齡越長、菸齡越長、第二胎以上、

同住的家人有吸菸及低社經地位，越不容易在懷孕期間戒菸。想戒菸的吸菸者，

無法停止吸菸的因素包括：吸菸習慣養成、戒菸的戒斷症狀無法忍受、生活壓力

大、負向情緒、要控制體重。婦女懷孕之後戒菸，多半是因為不想冒著可能影響

胎兒健康的風險、也考慮到嬰兒出生之後的經濟狀況，希望減少花費。懷孕初期

通常是因為噁心、不舒服，順勢戒菸。然而，孕婦的年齡越大、菸齡就越長，本

身也可能有生下健康嬰兒的經驗；這經驗讓吸菸婦女覺得沒有戒菸的必要。低社

經地位的吸菸婦女，取得戒菸的服務有困難；因為工作期間長，小孩沒有人幫忙

帶，缺乏可以讀取戒菸資料的電腦設備。打算戒菸的婦女看到人家吸菸，難免想

起吸菸時的享受，以至於無法戒菸[15]。 

(四) 兒童的影響 
研究證實，在家吸菸，會造成有毒物質在家中持續高濃度的殘留，即使菸已

經熄滅很久了，這些物質仍會在家庭裡各種表面上(例如桌椅、地板、牆壁、衣

廚等家具)以微粒的形式，形成一層附著物；同時也可以附著於飛塵上；或成為

揮發性的有毒複合物。這些物質在低濃度就具有毒性，包括數種一級致癌物，菸

害的暴露，沒有安全範圍且兒童對於三手菸害特別敏感。依據全球知名「兒科學」

（Pediatrics）的研究報告(「Beliefs about the health effects of “third hand” smoke and 
home smoking bans」)指出，所謂「三手菸」(third-hand smoke)，是指菸熄滅後在

環境中殘留的污染物。研究發現，三手菸中的有毒物質包括用於化學武器的氰化

氫、打火機油中的丁烷、油漆稀釋劑中的甲苯、砷、鉛、一氧化碳，甚至還包括

致癌物亞硝胺(TSNAs)、具高度放射性的致癌物質釙 210 等，共有 11 種高度致癌

化合物。研究發現，三手菸會引起嬰幼兒的呼吸系統問題，增加嬰幼兒哮喘機率，

讓他們體質下降，增加中耳炎風險等及煙霧中的微粒能造成兒童認知能力出現缺

陷，暴露在這環境中成長，孩子的閱讀能力便會愈差[16]。 

四、影響孕婦戒菸的因素 

在英國的一個世代研究(Cohort Study)發現，社會人口因素與懷孕期間吸菸有

關，如：年輕、低社經地位、低教育水平、單親母親及其他家庭成員有抽菸等，

更容易在孕期仍抽菸。吸菸婦女會因為懷孕戒菸，且比率高達五成以上。吸菸的

婦女得知自己懷孕之後，大部分會選在第一孕期戒菸。不讓胎兒冒任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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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第一孕期的婦女，常會遇到噁心、嘔吐等不適的症狀，以至於連菸都沒有辦

法吸，有的婦女就趁此機會停止吸菸[17]。 
另一個孕婦二手菸的問題，本身雖然停止吸菸，卻無法避免吸到家人的二手

菸。家人尤其是先生的二手菸仍引誘著戒菸婦女；有六成以上的戒菸婦女，因為

受到吸菸家人的影響，在生產後不到六個月就回復吸菸，所以國健局這幾年孕婦

吸菸的重大政策，已全力介入避免家人的二手菸，推動孕婦同住家人的戒菸策略

[2]。 

五、孕婦的戒菸方法 

根據菸害防制規定：孕婦不得吸菸或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為其他有害胎兒發

育之行為等。任何人不得強迫、引誘或以其他方式使孕婦為有害胎兒發育之行為。

孕婦及未滿 18 歲青少年不建議使用戒菸藥物，而非藥物的戒菸方式包括參與戒

菸班、專業人員提供面對面會談衛教、戒菸專線電話、自我幫助的小冊子。專業

的戒菸衛教是以非藥物方式改變戒菸者的認知與行為，包含技巧 5A’s+5R’s(Ask、
Advise、Assess、Assist、Arrange 及 Relevance、Risks、Rewards、Roadblocks、
Repetition)及動機式晤談引發病患省思來協助戒菸。5A 的介入模式是以證據為基

礎的模型，利用臨床醫療人員登載吸菸狀態及簡短有力的方法[2][16][18]。目前，

醫療院所都會發一本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編印的孕婦健康手冊給孕婦，手

冊中就記載著戒菸專線電話。協助孕婦戒菸的會談包括下列程序，首先，詢問吸

菸史或同住家人二手菸，請孕婦描述過去和現在吸菸的行為。然後清楚明白的對

孕婦提出戒菸建議。再針對其吸菸成癮狀況與戒菸動機，並且詢問孕婦是否願意

接受協助，就可以與她們討論如何面對戒菸後可能遇到的尼古丁戒斷症狀並提供

調適方法；另外家人的支持、無菸家庭環境的建置及提供外在資源來輔助戒菸計

畫等，如：參加戒菸班、向戒菸門診諮詢、或者是撥打戒菸諮詢專線 0800-63-63-63
等多元介入方法。最後，安排追蹤的時間，最好會談之後的 7-10 天就持續電話

追蹤，並適時給予回饋與鼓勵，協助孕婦達到戒菸的目標[2]。 
國外研究發現孕婦在產前保健門診，依據「孕婦戒菸臨床指引」，社會心理介

入可提供支持及有效勸戒方法，能提高孕婦戒菸的成功率[19]，證實比常規護理

中獲得孕婦戒菸懷孕時有效得多[16]。使用認知行為、動機，和支持方法來説明

戒菸婦女的非藥物治療策略。這些策略包括諮詢、健康教育、回饋、獎勵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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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家人伴侶的支持。國外學者研究指出初次產檢時，就與吸菸的孕婦面對面會

談，是最有效的戒菸方式，身為醫護人員必須接受戒菸諮詢的訓練，才知道如何

介入，給予支持，讓孕婦不僅需要知道吸菸對自身和胎兒的影響，也需明白戒菸

之後的好處。同時也與孕婦討論預防復抽的方法，讓孕婦有心理準備，任何一種

不會影響傷害胎兒的不抽菸方法，都可被孕婦使用，並直接開始進行戒菸的行動

[2][16][20]。 
另一篇有關孕婦戒菸網路平台介入的質性訪談研究發現，針對孕婦量身訂作

的戒菸網站，可提供全面性和最新的戒菸訊息，並在懷孕期間戒菸給予持續的支

持，還有持續追蹤復發者，使她們有更多的支持。參與研究訪談者還認為提供一

個討論孕婦戒菸的平台，讓有想戒菸者與其他孕婦交流，並由戒菸專家提供個別

化的支持，及有關寶寶的健康和發展的進展是重要的目標[20]。 

六、結論 

尼古丁對孕婦及胎兒的影響包括異位妊娠、早期破水、前置胎盤、胎盤早期

剝離、流產、早產、死胎、低出生體重和先天異常的風險增加，和新生兒或嬰兒

突然死亡等，懷孕婦女進入產前護理時有吸菸行為，臨床醫師能重視孕婦吸菸問

題、評估吸菸狀況、與孕婦明確說明其風險並勸戒，及提供轉介服務的機會，則

能提高孕婦戒菸的行動，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繼續在懷孕期間吸菸的婦女可能有

各種心理問題，易患各種社會弊端(如：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沒有夥伴、生活在

貧困中)、社會支援較低與個人問題(如：高壓力、抑鬱和他們在人際交往中存在

的問題)，瞭解吸菸母親的社會狀況和心理特徵是重要的。國外一些介入型的研

究發現個人輔導技能可能會影響成功的介入與否。因此，醫護人員提供專業的戒

菸諮商輔導，善加運用以下六項衛教技巧協助孕婦戒菸：1.能提供完整且專業的

孕婦抽菸及戒菸的資訊。2.採全面性及具動機激勵的會談方式。3.情緒同理勿予

批判。4.戒菸過程戒斷症候群的調適技巧及持續支持，亦可利用電子郵件的提醒。

5.提供其他孕婦成功經驗的故事分享，提供正向獎賞。6.擴展支持環境做自我監

測和回饋，設定戒菸日及同住家人一起戒菸；是推動孕婦戒菸服務最核心的動力，

是我們應重視的重要健康議題。 

另外孕產期的照護是以家庭為中心，健康的胎兒是夫妻兩人共同的責任及期

待。孕婦或配偶吸菸都影響胎兒，因此醫護人員協助孕婦戒菸的同時，藉機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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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吸菸的配偶了解二手菸的危害，才不至於讓戒菸孕婦在家中孤軍奮戰，也降低

產後婦女回復吸菸的誘惑及嬰幼兒處在三手菸的風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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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CC HPH 網絡最新消息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領袖工作坊檢視如何領導 
健康照護服務改革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3 

2017 健康促進醫院領袖工作坊於 10 月 19 日在臺灣新北市舉行，主題為如何

應用健康促進醫院模式領導機構健康照護服務改革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3之全球

健康收益。共有 65 位來自印尼和臺灣的醫院管理者和教授與會，包括印尼健康

促進醫院網絡主席及協調人。 

該工作坊由印尼大學 Hadi Pratomo 教授提出，並由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發

起人邱淑媞醫師籌劃，旨在幫助領導者為達成 2030 議程之永續發展目標 3 準備

就緒、檢視健康促進醫院模式與以人為中心之健康照護及永續發展目標 3之關係、

學習健康促進醫院計畫及持續品質改善之技能及獲得典範健康照護機構領導者

之經驗與見解。工作坊內容包括演講、實地訪視及討論。協辦單位為陽明大學國

際衛生學程(臺灣)、印尼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教育與行為科學系(印尼)、宜蘭

濁水溪教育基金會(臺灣)及永和耕莘醫院(臺灣)。此外，耕莘醫院及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管理團隊出席與印尼與會者更直接地交流。 

工作坊取得幾項重要見解：(1)健康促進醫院為支持提供以人為中心之健康照

護服務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3 之有效工具。(2)領導者的承諾加上功能良好的協調

人來應用計畫性的組織方法是成功的關鍵。(3)健康促進醫院倡議不需要太多額外

的預算，但政府預算及管理政策確實有助於吸引更多醫院成為一員。(4)明確表達

健康促進醫院之價值需要依據當地健康照護狀況調整以處理最急迫的議題 

資料來源：邱淑媞醫師，臺灣健康促進醫院及照護機構網絡發起人及前協調人；

臺灣陽明大學醫學院兼任副教授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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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徵求參賽者現在開放報名 

今年徵求參賽者現在開放報名，請按照下方文件所列步驟進行，並記得於

2018 年 3 月 1 日前將報名表寄至 awards@hphnet.org。  
 
緣起與目的 

健康促進醫院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與監理委員會(Governance Board)決議

每年頒發三項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競賽獎項給健康促進醫院/健康服務機構會

員、國家/區域網絡及學術團隊，以提升 HPH 的能見度、表彰將健康促進醫院標

準/策略性目標傑出實踐者，及促進學術性文章的發表數。 
 
獎項類別(並非每個獎項每年都會頒發)：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 
(僅限由 HPH 會員提出) 

健康促進醫院策略傑出實踐獎(2017 年不開放報名) 
(僅限由國家/區域網絡提出) 

學術發表傑出獎 
(僅限於一或多名作者獲獎，且此類不接受報名。此獎項將由「臨床健康促進-病人、員工及社

區之研究及最佳案例」科學期刊編輯處遴選出。) 
 
頒獎時間與申請截止日 

所有 HPH 競賽獎項是每年頒發的(2017 年 HPH 競賽將於 2018 年頒發)，獲獎者

將事先被告知。獎項於每年的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中頒發。報名表(使用 HPH 
Awards Entry Form)須於 2018 年 3 月 1 日前提交至哥本哈根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

絡秘書處。報名資料需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awards@hphnet.org 
 
競賽報名、參加資格與評選 

任何 HPH 競賽僅限由健康促進醫院/健康服務機構會員或國家/區域網絡提出申

mailto:回饋E-journal閱讀心得或建議至學會信箱hphtwmail@gmail.com
mailto:awards@hphnet.org
http://www.hphnet.org/images/HPH_Awards_Entry_Form_2017.doc
http://www.hphnet.org/images/HPH_Awards_Entry_Form_201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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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健康促進醫院策略傑出實踐獎僅限由國家/區域網絡提出(2017 年不開放報名)。 
WHO 健康促進醫院標準傑出實踐獎僅限由健康促進醫院及健康服務機構會員提

出。 
策略與標準傑出實踐參賽資料將由 HPH 監理委員會成員中選出之委員會進行審

查和評比。 
學術發表傑出獎可由一或多名作者提出。 
學術發表傑出獎將由「臨床健康促進-病人、員工及社區之研究及最佳案例」科

學期刊編輯處遴選出。 
 
競賽過程及規範 

每一位獲獎者皆會得到獎項證書，以表揚其傑出成就，並於年度 HPH 國際研討

會中進行頒獎典禮。 
國際網絡並不會支付獲獎者至研討會領獎之旅費。若獲獎者無法到場領獎，則獎

項將會如期於大會宣佈，並於事後將證書郵寄給獲獎者。 

HPH 競賽規範部分為： 
1.所有相關文件須以英文(English)填寫。 
2.多家機構一起合作的努力，可以單一申請資料來參賽，若獲獎，所有機構將會

獲頒一份獎項證書。 
3.申請表格須以 HPH Award Entry Form 提交，若資料不全或以其他方式提交則不

予考慮。 
4.參賽者必須備齊所有相關參賽文件，參考文件可如以下範例：自我評估表的結

果、策略計畫或成果摘要、出版品、文章、工作描述、計畫描述等。 
5.所有的表格與申請資料皆須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寄至 awards@hphnet.org(紙本文

件將不予受理)。 
 
附件: 

HPH Awards Entry Form 2017.doc[ ]1583 kB 

HPH Awards Framework 2017.doc[ ]1587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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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HPH 通訊第 87 期，2017 年 8 月 

 第二十六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義大利波隆納 

繼 2016 年美國及 2017 年奧地利之後，下一屆國際研討會將移師南歐。明年，

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在義大

利波隆納舉辦。主辦單位為義大利 Emilia-Romagna 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 
科學委員會現正研擬主題、次主題、主講者及平行討論嘉賓。研討會主題為

「實現健康服務重新定位之健康促進策略：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務」。 

因此，我們誠摯地邀請您開始思考對此獨特事件之貢獻。如同往年，論文徵

稿除了與健康促進醫院相關的主題外，亦將開放其他與研討會主要主題相關之議

題。進一步資訊請見研討會網站：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論文徵稿將於 2017 年 9 月底至 12 月開放。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健康醫院認證 

2017 年臺灣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出版之原版健康促進醫院自我評估與五大標

準推出最新健康促進醫院認證標準。新的本土化版本的標準整合臺灣之特性如高

齡友善設計、無菸型態及環境友善，最終成為「健康醫院認證」。 

新版本共有七大標準及 38 項子標準組成。新標準由來自不同領域(醫學、建

築、行政管理等)的 60 位專家推廣至臺灣 163 家健康促進醫院會員。 
 

 
認證訪查委員觀摩雲端在宅血壓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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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7 年，有 98 家醫院參與新的認證程序，且有 17 家機構提出申請加入

國際健康促進醫院網絡。若通過，將使臺灣健康促進醫院會員數達到 180 家。 
臺灣健康促進醫院網絡協調人王英偉醫師表示：「健康醫院將健康識能與醫病共

享決策概念融入至行動中，藉由以病人為焦點之查證方式、專家實地訪視監測及

改善服務、發展操作手冊及工具包，並強調以病人為中心之健康照護及員工福利

以執行健康促進醫院工作。在認證過程期間，同時進行健康識能調查，並規劃建

立符合臺灣需求之特定教育工具，因而使整體服務品質及健康結果得到大幅改

善。」 
 

 
認證訪查委員與醫院代表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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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HPH 通訊第 88 期，2017 年 10 月 

 第二十六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義大利波隆納 

第 26 屆健康促進醫院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6 月 6 日至 8 日在

義大利波隆納舉辦。研討會將聚焦於「實現健康服務重新定位之健康促進策略：

以實證為基礎之政策與實務」。義大利 Emilia-Romagna 健康促進醫院區域網絡欣

然主辦此研討會。 

請預留時間！ 

論文徵稿將於 11 月初開放！因此，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對此事件提出貢獻。

研討會致力於反映處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共同照護、策略性臨床網絡之健康促進、

以人為中心之健康照護、強化初級保健服務、預防及健康促進。主要研討會主題

以外之論文亦將納入考量。更多研討會議程與線上論文投稿即將公佈於網站：

http://www.hphconferences.org/bologn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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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院聯盟 2018 年世界醫院大會徵稿及報名資訊 

國際醫院聯盟 2018 年第 42 屆世界醫院大會將於 10 月 10~12 日於澳洲布里

斯本 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BCEC)舉行，由澳洲醫院協會

(Australian Healthcare and Hospitals Association, AHHA)主辦，主題為「INNOVATE 
| INTEGRATE | INSPIRE – How can healthcare evolve to meet 21st century 
demands?」。大會將邀請多位重量級的國際政府/非政府組織代表人發表演說，並

有多場分場發表及海報展示、專案獎項評選及頒獎、醫院參訪活動等，此為一年

一度的國際性醫院大會暨學術研討活動，邀請會員醫院有興趣者一同參加！ 

※公開徵求口頭或海報論文摘要，徵求領域及次主題如下： 
【投稿截止日為 2018 年 1 月 15 日】 

INNOVATE | INTEGRATE | INSPIRE – How can healthcare evolve to meet 21st 
century demands? 
* From Volume to Value - examples of relevant topics could include: 

•  Value-based care 
•  Patient reported outcome and experience measures 
•  Achieving funding value 
•  Preparing for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 From four walls to the neighborhood – examples of relevant topics could 
include: 
•  Integrated health care (hospital and primary care) case studies 
•  Funding and structural support systems for integrated care 
•  Universal health care 
•  Developing partnership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alth providers 

* From information to intelligence – examples of relevant topics could include: 
•  Health technology and security 
•  Use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政府健康促進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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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ised medicine 
•  Data 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大會報名費用及涵蓋項目如下：【早鳥優惠報名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Full Congress Registration includes: 
-   Attendance to all Congress sessions and the Trade Exhibition, daytime catering on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  A Congress satchel containing the Congress Program Book 
-  Attendance to The Aussie Sundowner on Friday 12 October. 
-  Tickets to the Congress Gala Dinner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registration fee and 

must be purchased in addition to Congress registrations.  

Day Only Registration includes: 
-  Attendance to sessions and daytime catering and access to the Trade Exhibition on 

the day of the registration  
-  A Congress satchel containing the Congress Program Book. 
-  Day only registration does not include attendance at the social functions, however 

day delegates are welcome to purchase tickets to the Congress Gala Dinner and/or 
The Aussie Sundowner. 

※本會為 IHF 會員，所屬會員醫院可享有 IHF Member 優惠價格(報名時須輸入

優惠代碼 Promotional Code: BRISIHF18) 

※所有價格均為澳幣(AUD)，已含 10％的消費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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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徵稿/報名/活動之相關細節資訊，請逕行參閱 2018 大會官

網： http://event.icebergevents.com.au/whc2018 

※台灣醫院學會洽詢窗口：劉思妤專員 02-2808-3300 分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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