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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署部分補助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於106年9月3日至9月5

日辦理第9屆兩岸四地菸害防制交流研討會，邀請貴校踴躍

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研討會目前各界投稿數已達80篇，內容包括：青少年

戒菸教育、戒菸服務、無菸醫院、少數民族菸草的文化含

義及影響因素、兒童對紙菸的看法、吸菸者的抑鬱自評、

水菸、電子煙等議題進行研究探討，更邀請到世界衛生組

織高級政策顧問 Judith Mackay、International Tobacc

o Control Policy Evaluation Project全球總負責人Dr.

 Geoffrey Fong進行專題演講，更多精彩內容將在會議中

展現(會議議程如附件)。

二、106年8月21日(星期一)前線上報名一律免費!免費名額有

限，請各學校把握機會踴躍報名參加!

三、報名及會議資訊如下：

(一)線上報名表: https://goo.gl/daPoJh

(二)會議資訊:華文戒菸網http://www.e-qu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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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人：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呂姿毅小姐，電子郵件se

rvice108@jtf.org.tw、電話02-2776-6133分機112。

正本：大仁科技大學、大同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大

葉大學、大漢技術學院、中山醫學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中信

金融管理學院、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華

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仁

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元智大學、文藻學

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世新大學、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

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正

修科技大學、玄奘大學、佛光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宏國德霖

科技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亞太學校

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亞洲大學、和春技術學院、明志科

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東方設計大學、東吳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東海大學、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長庚大學、長庚

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南亞技術學院、南華大學、南開科技大

學、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致理技術學院、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真理

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醫學院、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高苑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金門

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康寧大學、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淡江大學、逢甲大學、景文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

技大學、華梵大學、開南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濟大學、慈濟學校財

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義守大學、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約翰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城

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臺灣觀光學院、輔仁大學學

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輔英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銘傳大學、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黎明技術學院、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德科技

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靜宜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

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蘭陽技術學院

副本： 2017-08-15
1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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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兩岸四地菸害防制交流研討會 議程 

會議日期：2017 年 9 月 3 日-6 日 (3 日報到，4 日上午進行開幕式) 

會議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 樓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會議主題：「菸品-對全球健康發展的威脅」暨「兩岸四地菸害防制建構及展望」 

9月 3日(日) 大會報到 

13:00~18:00 與會者報到（202室） 

17:00-21:00 四地領袖圓桌會議暨晚宴(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9月 4日(一) 大會第一天 

08:00~09:00 與會者報到（2F報到處） 

09:00~10:20 

開幕式（201室) 
主持人：終身義工陳淑麗女士、台北醫學大學高志文博士 
 董氏基金會 謝孟雄董事長 致歡迎詞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 代表(安排中) 致詞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鄺祖盛主席 致詞  
 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 陳剛副會長 致詞  

專題報告：臺灣菸害防制之現況與展望-國民健康署 王英偉署長  
 

兩岸四地菸害防制華人貢獻獎頒獎 
 -得獎人事蹟介紹 
  (大陸-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與經濟政策合作中心主任 鄭榕教授 
   香港-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何世賢副教授 
   澳門-(8/10前提供) 
   台灣-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黃嵩立教授) 
 -頒獎人：監察院張博雅院長 

 -得獎人發表感言 

10:20~10:40 大合照 暨 茶敘 

10:40~12:00 

專題演講（201室） 

主持人：董氏基金會執行長 姚思遠教授 
 菸草業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危害  WHO高級政策顧問 Judith Mackay 
  中文與談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前主席 左偉國醫師 
 菸草業對付控菸政策的新武器-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林大慶教授 

12:30~13:15 

午餐專題：室內 PM2.5-菸害的真相與威脅（201室） 
主持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名譽研究員/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發起人 温啟邦教授 
與談人：中國癌症基金會控菸與肺癌防治部支修益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高志文博士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龍世俊研究員 

13:30~14:50 

菸草業對控菸政策的阻力與兩岸四地的因應方式（201室） 
主持人：亞太地區拒菸協會榮譽秘書長陳紫郎教授 
 大陸-中國公共場所控菸立法進展-(安排中) 
 香港控菸立法與進展-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黎慧賢總幹事 
 澳門控菸立法與進展-澳門控菸聯盟 代表 
 台灣控菸立法與進展-董氏基金會 姚思遠執行長 
 目前台灣菸害防制的功過檢討-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發起人 温啟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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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10 攤位時間/茶敘 

15:00~16:20 

學術報告(一)201室 

主題: 戒菸治療服務與傳播 

主持人:花蓮慈濟醫院蔡世滋醫師、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前主席 

左偉國醫師 

學術報告(二) 203室  
主持人: 中國癌症基金會控菸舆肺癌

防治部 支修益教授 

1.台灣建立的全面性戒菸治療服務體系-

服務之內容、財務規劃、給付制度與

行政  

講者：國民健康署健康教育及菸害防

制組 羅素英組長 

1. 中國大陸控菸與肺癌防治策略-  
  中國癌症基金會控菸舆肺癌防治部 

支修益教授  

2.醫療人員之專業訓練與持續教育- 課

程之規劃、執行成效 

講者：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郭斐然醫

師 

2. 2015年捲菸消費稅調整的效應分析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世界衛生組織
菸草控制與經濟政策合作中心主任 

鄭榕教授  

3.藥師之專業訓練與持續教育- 課程之

規劃、執行成效 

講者: 藥師公會全聯會古博仁理事長 

3. 中國內地省份的中年人士和老年人
士的吸菸和戒菸分析-澳門大學政
府與行政學系 陳建新助理教授 

4.衛教師專業訓練與持續教育- 課程之

規劃、執行成效 

講者: 臺灣護理學會 賴裕和教授 

4. 併發症可能是台灣戒菸預測因素之
一-亞東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 陳
志道主任  

5.大型醫院的責任與角色：以高雄榮總為

例 

   講者：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薛

光傑醫師 

5. 台灣紙(捲)菸香味料成分分析及指
紋圖譜建立-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

術中心 方澤沛博士  

6.以基層醫療為中心的戒菸服務 

  講者: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 陳宏賓主

任 

6.《冰山之下——從聚類的角度看吸菸
者的抑鬱自評量表評分》-廣州醫科
大學附屬腦科醫院(廣州市惠愛醫
院) 蕭鯤醫師  

7.歷年服務成果與所遭遇困境 

  講者:台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賴

志冠醫師 

7. 新疆某三甲醫院無煙醫院創建工作
過程、效果及其影響-新疆醫科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昌吉分院 沈豔玲醫
師 

16:30~17:30 

學術報告(三) 201室 
主持人: 花蓮慈濟醫院蔡世滋醫師、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前主席 

左偉國醫師 

學術報告(四) 203室 

主題:控菸稽查與民間參與 

主持人:文化大學法律系 林信和教授 

1. NRT樣本導引吸菸者加入戒煙計劃的
有效性-東華三院戒煙綜合服務中心 
霍偉賢副主任 

1. 香港控菸與督察(安排中)  

2.戒菸診所服務評估工具的開發-香港大
學公共衛生學院 林大慶教授 

2. 控菸一張圖為志願者服務插上互聯
網的翅膀-北京市控制吸菸協會 張建
樞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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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A’s 原則之住院戒菸應用-以台灣南
部某醫學中心為例-成大醫院家庭醫
學部 陳全裕醫師 

3. 臺北市首創禁菸商圈  「香堤廣場」
shopping好健康-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劉銘龍局長 

4.台灣戒菸專線 15年成效與評估-戒菸
專線服務中心 張佳雯主任 

4. 從臺灣民眾菸害申訴看菸害防制現
況及發展-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心 
陳盈君副主任 

5.臺灣「戒菸就贏比賽」創造的社會效應
及戒菸成效-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
心 林清麗主任 

5. 醫院、警察、社區、學校、家長跨
領域合作模式共同驅動青少年自制力
攜手共同治理青少年菸癮-以台中市某
國中為例-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傅黎葳健康管理師 

6.面對面的個別風險溝通與鼓勵癌症患
者戒菸諮詢的有效性：隨機對照試驗-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Dr. LI, Ho Cheung 

6. 建立菸害稽查取締網絡-以新北市
為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林奇宏局長 

17:40~20:30 
兩岸四地菸害防制交流 10周年大會暨歡迎晚宴（101室）                                             
-董氏基金會 謝孟雄董事長致詞 
-晚宴、表演節目 

9月 5日(二) 大會第二天 

09：00~10：10 

學術報告(五) 201室 
國際菸害防制政策評估計畫專題               
主持人：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 王克安
主任 

學術報告(六) 203室  

主持人：台北醫學大學副校長邱弘毅教

授 

1. ITC計畫的介紹-ITC全球總負責人Dr. 
Geoffrey Fong  

1. 年輕人對水煙的使用及認知-香港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黎慧賢總幹事 

2. ITC在中國大陸的經驗-中國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 姜垣主任 

2. 澳門青少年吸食煙草風險因素之探
討-無煙澳門健康生活協會 何世賢教
授 

3. 對菸草業追蹤監測的探索和實踐-新
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 李金奎研究員 

3. 青少年無菸大使領袖培訓計畫效益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夏薇博士研究
生 

4. 從國際菸害防制發展趨勢談兩岸四地
菸品素面包裝之規範-台北大學法律
學系王震宇教授 

4. 香港青少年繼續使用電子煙的因素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梁樂彤博
士研究生 

5. 香港兒童及未成年人對於紙菸包裝看
法的焦點團體研究-香港大學 莫海茵
博士研究生 

5. 台灣青少年的菸害防制推廣 30年-
董氏基金會終身義工 陳淑麗女士 

6.台灣控菸評估-台北醫學大學 高志文
博士 

6. 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民間團體
控菸成功的模式-國家衛生研究院 
呂柏融研究助理 

7. 淺談階段式戒菸干預-香港大學深
圳醫院 胡瀟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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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1:40 

嚴道博士紀念講座(201室) 
主持人：終身義工陳淑麗女士                                                                                                                                                
專題演講~民間組織成為菸害防制社會倡議及政策推動的主流--美國能、兩岸四
地也能  亞太地區拒菸協會榮譽秘書長 陳紫郎教授 

專題演講~台大醫院楊泮池教授：吸菸的隱形殺手-COPD肺阻塞 
專題演講~社會公益終身義工孫越：「往事如煙」 

癌症病友團體的聯手呼籲 

演藝人員致敬代表~李㼈、李明依、周子寒 

11:40~12:00 

閉幕式(201室) 
主持人：亞太地區拒菸協會榮譽秘書長 陳紫郎教授 
董氏基金會執行長 姚思遠教授 致閉幕詞 
閉幕宣言/印鑑交接 
合照 

12:00~13:00 會議結束~午餐-臺灣味便當 

13:00~20:30 
香堤禁菸廣場/無菸商圈等景點參訪 
無菸寧夏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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