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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醫療機構服務市民大眾，在推行無煙政
策及建立健康生活環境上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
葵涌醫院早於2002年已成立反吸煙工作小組，並
在2005年推行「全院無煙政策」，是本地公營機
構推廣無煙文化的先行者之一。

葵涌醫院是醫院管理局轄下的精神科醫院，在
1981年10月15日正式投入服務。位於荔景山的葵涌
醫院，全院設有920張病床，為荃灣、葵青，深水
埗、旺角、黃大仙及北大嶼山的精神病患者提供評
估、治療及住院服務。現有員工1,300人，去年訪客
人數平均每日500人。

克服困難 貫徹執行
推行無煙政策多年，葵涌醫院共有50名員工成功戒
煙，而在該院範圍內，現已不再見到院友或訪客吸煙，大
部分院友和家人對無煙文化已有認知並願意合作。最令麥
國風感到驕傲的，是多個內地和海外組織也前來參觀考
察，以了解和汲取該院在推廣無煙文化方面的經驗。

工都欠缺信心，而計劃推行至中期，更有員工想走回頭

葵涌醫院於2002年成立反吸煙工作小組，並已於2005年推行全院無煙
政策，上下一心推動無煙文化。圖為醫院的反吸煙工作小組。

移山的精神來克服種種困難，嚴格執行各項措施。工作

Kwai Chung Hospital set up the Anti-Smoking Working Group in 2002 and
implemented smoke-free policies in 2005 to promote a smoke-free culture
through collective effort.

中討論對策，令員工
下一心。」

吸煙宣傳活動，並邀請成功戒煙或形象健康的名人出
席分享心得。過往曾舉辦的活動包括不吸煙推廣日、
無煙環境攝影展覽、無煙歌曲創作大賽等，得到不少
院友、員工，以及訪客參加支持。

參考。院方明白到戒煙輔導是需要專業訓練，所以該院

是吸煙人士，吸煙不但影響他們的治療進度，還

派出前護士修讀醫管局和香港大學主辦的戒煙輔導課

參觀葵涌醫院，不難發現四周都貼上無煙的告示

會增添院友家庭的經濟負擔，破壞院友和家人的關係，

程，並為有需要的院友提供戒煙輔導服務。該院更開辦

和巨型海報，提醒院友和訪客該院為無煙醫院。而院

同時對其他院友、員工和訪客的健康也帶來負面影響。

各類興趣班，例如烹飪班、繪畫班等，協助正在戒煙的

內垃圾桶原有的煙灰缸都蓋上鐵片，以營造不鼓勵吸

院友將注意力投入其他有益身心的活動，而不再吸煙。

煙的環境。該院員工更會向不遵守無煙條例的人士，

為了持續推廣無煙文化，葵涌醫院每年舉辦大型反

小組每遇到問題，都會向院方提出，並在最高決策會議
認同院方的目標，上

涌醫院曾於2005年進行調查，發現約有3成院友

推動無煙 始於教育

路。他續說：「要成功推行無煙政策，院方必須以愚公

作出勸喻及警告。

葵涌醫院反吸煙工作小組

▲

鋪天蓋地 無煙全方位

葵

供借鑑，所以當年院方提出要成為無煙醫院時，許多員

Professional medical counselor conducts smoking cessation counseling
workshops for the hospital's patients and family

▲

葵涌醫院

麥國風指出，由於沒有先例可循，也無他人經驗可

▲ 葵涌醫院為有需要的院友及家人舉辦戒煙輔導班，並由曾受專業訓練
的醫護人員進行。

麥國風認為要成功推行
無煙政策，院方須以堅
定的決心來克服種種困
難，嚴格執行各項措
施，令員工認同院方的
目標。
Michael Mak attributes
the success to hospital's
determination in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strict enforcement of
the policy at all levels

主席麥國風指出，該院執行無
煙政策的對象不只是院友，同

Kwai Chung Hospital pulls out all stops
for omnidirectional smoke-free implementation

時也鼓勵員工戒煙。「醫護人
員一向予市民健康和專業的印

Kwai Chung Hospital is a psychiatric hospital under the

Over the years, 50 hospital staff have successfully

Hospital Authority umbrella commencing its service in 1981.

quitted smoking. Michael Mak, Chairman of Anti-Smoking

The hospital set up an anti-smoking work group in 2002

Working Group attributes the success to hospital's

and subsequently implemented a hospital-wide smoke-free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i n o v e r c o m i n g d i ff i c u l t i e s a n d s t r i c t

policy in 2005 . The hospital promotes a smoke-free culture

enforcement of the policy at all levels. Michael is very

through providing smoking cessation counseling service,

proud of Kwai Chung Hospital becoming a showcase to

辦無煙健康教育講座，又製作

organizing large-scale smoke-free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attract many organizations from overseas and China to

有關戒煙和健康的小冊子和壁

giving warnings to those violating the hospital's smoke-free

visit and learn about its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smoke-

報板，供有需要的院友和家屬

policy.

free culture.

象，戒煙既有助保持他們的形
象，也可提升他們的工作效
率，令服務質素獲得改善。」
推動戒煙須由教育做起，
所以葵涌醫院為院友和家屬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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