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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戒煙比賽源於1980年代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心臟戒
煙活動，透過奬品及奬金鼓勵吸煙人士加入戒煙行
列。戒煙比賽活動其後不斷推廣至美國各州及其他國
家。因為有關的研究暫時不多(只有五個)和方法學的問
題，Cochrane綜述對此未有確切的結論，但從社區基
線問卷得到的數據顯示，地區性的戒煙比賽有助增加
戒煙率。一些研究亦提出戒煙比賽有一定作用。然而
由於欠缺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有關結論仍有待商榷1。
隨著《2006年吸煙 (公眾衞生) (修訂) 條例》實施，政
府加強多項控煙政策，包括在2007年1月1日起擴大法
定禁煙區範圍，於2009年9月1日起實施定額港幣
1,500元違例吸煙罰款及在煙草稅凍結八年後，2009
年2月大幅增加煙草稅。2010年，本港十五歲以上習
慣每日吸煙人士的比率為11.1% (676,900人)。習慣每
日吸煙人士當中約33%曾經嘗試戒煙但失敗，53%從
未嘗試但想戒煙，導致他們未能成功戒煙最普遍的三
個原因包括「不夠決心」、「吸煙已經成為習慣」及
「大部份朋友/同事同為吸煙人士」 2。以上數據反映
出推廣戒煙的迫切性，以及進行對戒煙人士特性及干
預方法成效研究的重要性。
有見及此，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會)參考國際戒
煙比賽的經驗，聯同香港大學合作舉辦「戒煙大贏
家」比賽，鼓勵吸煙人士使用社區戒煙輔導服務及評
估簡短干預的戒煙輔導的成效。2009年的「戒煙大贏
家」比賽進行三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比較參賽者接
受電話或短訊(SMS)輔導對戒煙和改變吸煙行為的成
效 3。委員會在一個半月內於全港18區中的14個地區
舉辦31場招募活動，共有1,119名吸煙人士報名參加
比賽。相比醫院管理局轄下32間戒煙診所，在2009年
全年有2,854人使用服務，透過比賽的形式較能夠接觸
及吸引更多吸煙人士戒煙。比賽在六個月跟進時，自
我報告成功戒煙率達到22%，而三個研究組別的自我
報告成功戒煙率沒有明顯差異，同時比率較本地戒煙
熱線高(12%)4。
2010年委員會再次舉辦「戒煙大贏家」比賽鼓勵吸煙
人士戒煙，並進行分兩組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由已
受訓的輔導員提供現場簡短戒煙輔導，測試有關輔導

煙和改變吸煙行為的成效，並分析與吸煙行為有關的
心理因素。與2009年的比賽一樣，所有參賽者經成功
核實戒煙後可參與大抽奬。

2. 方法
2.1 招募詳情
委員會在2010年6月中至8月於全港14個地區舉行
31場招募活動。吸煙人士可以透過招募攤位報名
參加比賽。參賽者需要經過已受訓的研究助理核
實符合以下資格，方可參加比賽及參與隨機對照
試驗：
1. 年滿18歲及持有效的香港身份證；
2. 在過去六個月每天吸食至少一支煙或以上；
3. 一氧化碳測試結果達至4ppm或以上；及
4. 懂廣東話及閱讀中文。
如參賽者因心理或生理因素未能溝通，或正接受其
他戒煙輔導，會被排除在隨機對照試驗研究以外。
在獲得參賽者的書面同意後，研究助理會於現場
為參賽者填寫基線問卷、進行一氧化碳水平測試
及向參賽者派發自助戒煙小冊子。合資格的參賽
者會獲得一個參賽號碼。不欲參與隨機對照試驗
研究的參賽者仍然可以參加比賽，但會被納入於
非研究組別。
首20場招募活動的參賽者會以群組隨機方式被隨
機分配到兩個研究組別的其中一組。當中10場招
募活動的參賽者會被分配到輔導組，而另外10場
招募活動的參賽者會透過隨機號碼產生器
(http://www.random.org)被分配到對照組。輔
導組的參賽者會接受簡短的現場戒煙輔導，而對
照組的參賽者不會接受任何現場戒煙輔導。首20
場招募活動完成後，委員會因應資源情況額外再
舉辦11場招募活動，所招募的參賽者被分配到非
研究組別。

2.2 戒煙干預及追踪
輔導組 – 參賽者在現場接受已受訓的戒煙輔導員
提供的五分鐘簡短戒煙輔導，當中包括戒煙建議

3.結果

及有關煙害的警告，輔導員使用AWARD方法進
行輔導：(1)詢問吸煙歷史(ASK)、(2)警告吸煙的
危害(WARN)(如兩個吸煙人士當中有一個會因吸
煙引致的疾病死亡)、(3)建議戒煙(ADVISE)、(4)
轉介吸煙人士至現有戒煙服務(REFER)及(5)重覆
以上步驟(DO IT AGAIN)。參賽者會獲得戒煙熱
線的電話號碼以便尋求進一步協助，同時會獲派
發委員會八頁的自助戒煙小冊子，內容包括戒煙
的好處、戒煙貼士、尼古丁依賴評估測試以及戒
煙服務資訊。

招募期間，共有1,139名參賽人士到訪招募攤位及索取
自助戒煙小冊子，其中1,103名 (96.8%) 符合參賽資格
及同意參加比賽。在1,103名參賽者當中，來自首20場
招募活動的831名參賽者參加隨機對照試驗研究(輔導
組：N=441；對照組：N=390)。在其後舉辦的11場
招募活動報名的272名參賽者被分配到非研究組別。

基線調查結果
3.1 所有參賽者的基線人口特徵
表一顯示1,103名參賽者當中大部份(83.8%)是男
性，接近三分之二(63.9%)為四十歲或以上及
73.1%已婚，超過一半的參賽者(54.2%)的教育程
度達中三或以下，33.6%達中四至中七教育程度，
接近三分之二(65%)為在職人士，大部份參賽者
(76.6%)家庭月入不超過港幣20,000元。847名參
賽者為已婚人士或有子女的未婚人士，當中55.8%
擁有超過一名子女。兩個研究組別的社會經濟特
徵相同 (p值均大於 0.05)。

對照組及非研究組別 – 參賽者沒有接受任何戒煙
輔導，但會獲派發委員會的自助戒煙小冊子。

在參加比賽六個月後，所有參賽者均會接受已受
訓的學生訪問員的電話跟進，回答標準化的問卷
調查，訪問員並不知道參賽者的所屬組別。如在
不同時段致電參賽者七次或以上依然未能成功聯
絡，會被視為失訪個案。參賽者如在電話跟進時
報稱在過去七天沒有吸煙，會被邀請接
受一氧化碳水平測試及可的寧口水測
表1 參賽者基線人口特徵
試。如果參賽者的一氧化碳水平測試結
2
果低於4ppm及可的寧口水測試低於
總數
非研究組
輔導組
(N=1103)(%) (N=272)(%) (N=441)(%)
10ng/ml，該名參賽者就被核實為成功
924 (83.8)
227 (83.4)
376 (85.3)
男性
性別
戒煙及可以參加委員會舉辦的大抽奬。
179 (16.2)
45 (16.5)
65 (14.7)
女性
研究的主要結果測量是在六個月電話跟
平均值(標準差)
進時得出的自我報告成功戒煙率(在過去
45.91 (15.0) 42.65 (15.1) 47.40 (15.2)
年齡1
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次要結果測量是
人數 (%)
經生物化學測試核實的成功戒煙率、吸
1
161 (14.7)
59 (23.9)
60 (13.6)
18-29
年齡組別
煙量減低一半或以上的比率及嘗試戒煙
237
(21.6)
64
(25.9)
84 (19.1)
30-39
的次數。
在六個月跟進時，共有13位參賽者停止
吸煙及通過生物化學測試，贏得抽奬禮
物。當中3名參賽者各獲得港幣10,000元
現金禮券及10名參賽者各贏得港幣4,000
元現金禮券。除參賽者外，3名成功戒煙
參賽者的提名人各獲得港幣3,000元現金
禮券。
本報告描述所有參賽者的基線人口特徵
(N=1103)，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會就兩個
研究組別在六個月跟進時的戒煙比率、
吸煙狀況及心理社交因素進行比較。
研究會採用治療意向分析(假設失訪的參
賽者沒有改變其在基線問卷表示的吸煙
行為)評估多種的戒煙結果。同時由於輔
導組沒有回覆的比率較對照組高(分別為
30.2%及25.4%)，所以是項研究同時會採
用完整資料分析(排除所有失訪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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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1

子女數目3

69 (17.7)
46.45 (14.3)
42 (10.8)
89 (22.9)

263 (24.0)

58 (23.5)

99 (22.4)

106 (27.2)

50-59

211 (19.3)

52 (21.1)

92 (20.9)

67 (17.2)

60歲或以上 224 (20.4)

14 (5.7)

105 (23.9)

85 (21.9)

單身

263 (23.8)

82 (30.1)

98 (22.2)

83 (21.3)

已婚/同居

806 (73.1)

183 (67.3)

330 (74.8)

293 (75.1)

其他

34 (3.1)

7 (2.6)

13 (2.9)

14 (3.6)

人數=874

人數=192

人數=346

人數=309

無

100 (11.8)

34 (17.7)

37 (10.7)

29 (9.4)

一名

274 (32.3)

54 (28.1)

111 (32.1)

109 (35.3)

兩名

272 (32.1)

63 (32.8)

113 (32.7)

96 (31.1)

教育程度1 無正式接受教育

就業情況

321 (82.3)

40-49

三名或以上

1

對照組2
(N=390)(%)

201 (23.7)

41 (21.4)

85 (24.6)

75 (24.3)

人數=1103

人數=272

人數=441

人數=390

37 (3.4)

5 (1.8)

17 (3.9)

15 (3.8)

中三或以下

560 (50.9)

108 (39.7)

243 (55.4)

209 (53.6)

中四至中七

370 (33.6)

108 (39.7)

139 (31.7)

123 (31.5)

大專或以上

134 (12.2)

51 (18.8)

40 (9.1)

43 (11.0)

學生

17 (1.6)

2 (0.7)

9 (2.0)

6 (1.5)

自僱/在職人士

710 (65.0)

203 (74.9)

269 (61.0)

238 (61.0)

失業

110 (10.1)

20 (7.4)

43 (9.8)

47 (12.1)

主婦

64 (5.9)

11 (4.1)

28 (6.3)

25 (6.4)

退休

201 (18.4)

35 (12.9)

92 (20.9)

74 (19.0)

總數
非研究組
輔導組2
(N=1103)(%) (N=272)(%) (N=441)(%)
家庭每月 少於$9,999 450 (40.8)
1

總收入

$10,000-

對照組2
(N=390)(%)

87 (32.1)

208 (47.2)

155 (39.7)

395 (35.8)

98 (36.2)

144 (32.7)

153 (39.2)

148 (13.4)

50 (18.5)

49 (11.1)

49 (12.6)

109 (9.9)

36 (13.3)

40 (9.1)

33 (8.5)

3.3 環境因素影響
在基線問卷調查中，參賽者表示他們戒煙的支持
主要來自(1)伴侶(58.9%, 650/1103)、(2)子女
(52.5%, 579/1103)、及(3)父母(18.8%, 207/1103)，
但亦有12.8% (141/1103)的參賽者表示沒有期望
在戒煙期間得到任何人支持。與對照組比較，較
少輔導組的參賽者的戒煙支持來自父母(13.4%比
19.7%，p值小於0.05)。兩個研究組別其他的戒煙
支援在統計上未有任何差異(p值均大於0.05)。

19,999
$20,00029,999
$30,000
或以上
1
2
3

缺失數據被排除在外
兩個研究組別(輔導組及對照組)的數據在隨機對照試驗的比較中沒有顯著差異
單身及沒有子女的未婚參賽者被排除在外

約30%的參賽者(輔導組：30.8%及對照組：
29%)與一位或多於一位的吸煙家人同住(圖4)。
約80%(輔導組：81.6%及 對照組：81%)表示一
半或以上的朋友是吸煙人士(圖五)及約50%(輔導
組：55%及對照組：51.8%)表示一半或以上的
同事是吸煙人士(圖6)。兩個研究組別面對的環
境因素在統計上沒有明顯差異(p值均大於0.05)。

3.2 吸煙狀況
在輔導組及對照組中，大部份參賽者(69.4%及
71.5%)在二十歲之前開始吸煙(圖1)。約一半輔導
組的參賽者(47.8%)每日吸食十一至二十支捲煙，
10.4%的參賽者每日吸食超過二十支捲煙(圖2)。
在對照組中，45.9%的參賽者每日吸食十一至二
十支捲煙，13.1%的參賽者每日吸食超過二十支
捲煙。70%的參賽者(包括輔導組及對照組)曾嘗試
戒煙(停止吸煙超過二十四小時)。在過去十二個月
曾嘗試戒煙的參賽者只有19%(輔導組)及23%(對
照組)(圖3)。兩個研究組別的吸煙及戒煙狀況相約
(p值均大於0.05)。

圖4
整體參賽者吸煙家人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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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
0%

6.8 7.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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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整體參賽者每日吸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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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整體參賽者同事是吸煙人士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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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數據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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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或以上

年齡

缺失數據被排除在外

50%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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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以內

缺失數據被排除在外

8.0 9.5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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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5.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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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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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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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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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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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

同事是吸煙人士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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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的跟進結果

自我報告成功戒煙，當中55.6%(45/81)接受生物
化學測試，88.9%(40/45)成功通過測試。相應數
據在對照組中是53.7%(29/54)及89.7%(26/29)。
兩個研究組別通過生物化學測試的比率沒有明顯
差異，分別是88.9%(40/45)比89.7%(26/29)；p
值等於0.61)。根據完整資料分析，輔導組在六個
月跟進時的經生物化學測試核實的成功戒煙率是
13%(40/308)，比率較對照組(8.9% (26/291))高
但兩個研究組別的比率邊緣地不顯著差異(p值等
於0.11)(圖8)。

3.4 個案保留率
在六個月的跟進中，整體的個案保留率是74.1%
(787/1103)，輔導組的個案保留率是69.8%
(308/441)，對照組的個案保留率是74.6%
(291/390) (p值等於0.15)。

3.5 成功戒煙及吸煙量降低一半或以上比率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在六個月的跟進時，輔導
組、對照組及非研究組的整體自我報告成功戒煙
率(在過去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分別是18.4%
(81/441)、13.8%(54/390)及16.9%(46/272)。
輔導組的比率較對照組高，但分別只是邊緣顯著
差異(p值等於0.078)(圖7)。在對比所有完整個案
時，自我報告成功戒煙率在輔導組、對照組及非
研究組在六個月跟進時分別是26.3%(81/308)、
18.6%(54/291)及24.5%(46/188)。輔導組的自
我報告成功戒煙率相比對照組顯著較高(p值等於
0.015)(圖8)。以上結果反映輔導組的參賽者成功
戒煙比率較對照組的參賽者的成功戒煙比率高
(33%(18.4%/13.8%)至41%(26.3%/18.6%))，但其
效應值輕微。

包括成功戒煙的參賽者的數據在內，在六個月跟
進時，輔導組及對照組的吸煙量降低一半或以上
比率(與基線問卷調查對比時減少吸煙量一半或以
上)分別是40.4%及35.4%(p值等於0.14)(圖7)。根
據完整資料分析，輔導組及對照組吸煙量降低一
半或以上比率分別是55.8%及47.2%，兩個研究組
別的吸煙量降低一半或以上比率有顯著差異(p值
等於0.02)(圖8)。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排除成功戒煙的參賽者的數
據，在六個月跟進時輔導組及對照組吸煙量降低
一半或以上比率分別是32.2%及32.1%。兩個研
究組別在排除成功戒煙的參賽者的數據後的吸煙
量降低一半或以上比率相約(p值等於0.55)。以上
數據根據完整資料分析得出的比率是42.7%及
35.9%，兩個研究組別的吸煙量降低一半或以上
比率只有邊緣顯著差異(p值等於0.08)。

圖7
成功戒煙率、吸煙量降低一半或以上及
１
嘗試戒煙次數比率(六個月跟進結果) (治療意向分析)
輔導組 (N=441)
50%
40%

對照組 (N=390)

40.4

非研究組別 (N=272)

35.4 36.0

30%
20%

18.4

13.8

3.6 戒煙原因、戒煙方法及復吸原因
整體而言，在六個月跟進時，340名參賽者曾經
嘗試戒煙至少一次(輔導組：138、對照組：
122、非研究組：80)，參賽者認為戒煙的五個最
主要原因是：(1)預防吸煙引致的嚴重疾病
(50.6%=172/340)、(2)政府增加煙草稅或煙價昂
貴(18.2%=62/340)、(3)得到其他人的鼓勵或壓
力(16.2%=55/340)、(4)為子女作榜樣(12.4%=
42/340)、及(5)很多地方禁煙後吸煙不方便(6.2%=
21/340)(圖9)。與對照組比較，在輔導組中較多
參賽者因為患病而嘗試戒煙(11.6%比0.8%；p值
少於0.001)，較少參賽者因為政府增加煙税或煙
價昂貴而嘗試戒煙(13%比25.4%；p值少於0.001)。

16.9
9.1 6.7 9.2

10%
0%

32.2 32.1 29.8

自我報告
成功戒煙率

經生物化學
核實的成功戒煙率

吸煙量減低
一半或以上比率

嘗試戒煙次數比率

*減少吸煙量及戒煙次數包括成功戒煙人士的數據
假設所有失訪個案未有改變在基線問卷調查中表示的吸煙行為

1

圖8
成功戒煙率、吸煙量減低一半或以上及
１
嘗試戒煙次數比率(六個月跟進結果)(完整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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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生物化學
核實的成功戒煙率

吸煙量減低
嘗試戒煙次數比率
一半或以上比率

*減少吸煙量及戒煙次數包括成功戒煙人士的數據
排除所有失訪個案

1

以治療意向分析六個月跟進時的數據，輔導組及
對照組經生物化學測試核實的成功戒煙率分別是
9.1%(40/441)及6.7%(26/390)(p值等於0.20)。整
體而言，經生物化學測試核實的成功戒煙率較自
我報告成功戒煙率低，54.8%(74/135)自我報告成
功戒煙的參賽者接受生物化學測試，當中89.2%
(66/74)成功通過測試。在輔導組中，81名參賽者

4

整體參賽者嘗試戒煙至少一次的原因
1
(六個月跟進結果) (N=340)
50.6%

預防吸煙引致的疾病
18.2%

政府增加煙草稅/價格昂貴

16.2%

其他人鼓勵/壓力

12.4%

為子女作榜樣

1

太多禁煙範圍

6.2%

患病

6.2%

懷孕

1.2%

參考自助戒煙小冊子

0.6%

獎金/獎品吸引

0.3%
0.3

包括在六個月跟進時表示曾經嘗試戒煙的參賽者，參賽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在340名參賽者中(輔導組：138、對照組：122、
非研究組：80)，大部份曾經嘗試戒煙的參賽者
(83.5%)沒有使用任何特定方法戒煙，少部份參賽
者於嘗試戒煙期間參考別人意見(7.4%)及參考自
助戒煙小冊子(6.5%)(圖10)。相比對照組，輔導
組的參賽者較少參考自助戒煙小冊子(2.2%比
8.2%；p值均少於0.05)。

3.8 與戒煙相關的心理社交因素
(重要性、信心及困難度)
以0(最低)至10(最高)的量度下，輔導組及對照組
的參賽者於基線問卷調查中的「戒煙重要性的認
知」的平均值分別是7.93(標準差=0.14)及7.77
(標準差=0.14)(圖12)，「戒煙困難度的認知」分
別是7.15(標準差=0.16)及6.89(標準差=0.16)(圖
13)，「戒煙自信度的認知」分別是5.81(標準差
=0.15)及5.88 (標準差=0.15)(圖14)。兩個研究組
別在基線問卷調查中的心理社交因素的顯示結果
相約(p值大於0.05)。

圖10
整體曾經戒煙至少一次的參賽者使用的戒煙方法
1
(六個月跟進結果)(N=340)
83.5%

沒有特別方法
參考別人意見
參考戒煙小冊子

兩個研究組別在「戒煙重要性的認知」的平均值
在基線問卷調查的結果相約(p值等於0.17)(圖
12)。通過比較兩個研究組別的基線問卷調查結果
與六個月跟進結果的平均值的百份比差異(計算方
法：TFU-Tbaseline/Tbaseline)，可評估簡短戒煙輔導對
於提升參賽者三個心理社交因素的成效。在六個
月跟進時，對照組的參賽者在「戒煙重要性的認
知」的下跌幅度比輔導組的參賽者較大(12.5%比
5.5%；p值等於0.004)，輔導組的參賽者的平均
值比對照組的平均值顯著較高(平均值(標準差)=
7.49(0.14)比6.94(0.14)；p值少於0.01)(圖12)。

7.4%
6.5%

到診所/醫院接受輔導

2.1%

使用尼古丁補充劑

1.8%

參與其他戒煙計劃

1.5%

致電戒煙熱線 0.3%
接受戒煙輔導
網上戒煙服務 0.3%
1

包括在六個月時跟進時表示曾經嘗試戒煙的參賽者，參賽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在六個月跟進時未能戒煙成功的606名參賽者(輔
導組：227、對照組：237、非研究組：142)表示
令他們恢復吸煙的主要原因為(1)渴望吸煙
(64.5%)、(2)身邊有其他吸煙者(23.8%)、(3)工作
壓力(22.3%)及(4)感到沉悶(16.7%)(圖11)。兩個
研究組別的戒煙失敗的原因分佈相約(p值均大於
0.05)。

圖11
1

圖12
「戒煙重要性的認知」的轉變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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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開心/不開心
沒有別人支持/鼓勵
覺得沒有信心
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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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基線問卷

對照組

六個月跟進

輔導組及對照組的參賽者在基線問卷調查及六個
月跟進時在「戒煙困難度的認知」的轉變相約，
均少於3個百份比(輔導組：2.8%及對照組：
2.4%；p值等於0.94)(圖13)。兩個研究組別在
「戒煙困難度的認知」的平均值在基線問卷調查
及六個月跟進時相約(p值均大於0.05)。

4.8%
4.8%
2.3%
0.8%

包括在六個月跟進時曾經嘗試戒煙但恢復吸煙的參賽者

在六個月跟進時，完成跟進問卷調查的787名參
賽者(輔導組：308、對照組：291、非研究組：
188)表示在戒煙期間得到支援，支援的主要來源
自伴侶(42.3%)、子女(28.5%)、朋友(15.6%)及父
母(13.1%)。相反，29.4%的參賽者未有在戒煙期
間得到任何來自社交上的支援。兩個研究組別的
社交支援來源分佈模式相約 (p值均大於0.05)。

輔導組

組內成對樣本T檢定 (前後對比):
輔導組：p值等於0.10
對照組：p值少於0.01
跨組獨立樣本T檢定:
基線問卷調查：p值等於0.17
六個月跟進：p值少於0.01
時間與組別的交互作用：p值等於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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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戒煙期間的社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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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仍然吸煙的參賽者繼續吸煙的原因(N=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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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戒煙困難度的認知」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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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成對樣本T檢定(前後對比):
輔導組：p值等於0.29
對照組：p值等於0.31
跨組獨立樣本T檢定:
基線問卷調查：p值等於0.20
六個月跟進：p值等於0.19
時間與組別出現的交互作用：p值等於0.94

成功戒煙因素
1
(治療意向分析；N=817 )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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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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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對照組

基線問卷

六個月跟進

組內成對樣本T檢定(前後對比):
輔導組：p值少於0.01
對照組：p值少於0.01
跨組獨立樣本T檢定：
基線問卷調查：p值等於0.18
六個月跟進：p值等於0.22
時間與組別的交互作用：p值等於0.62

3.9 預測成功戒煙的因素 (六個月跟進結果)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運用廣義估計方程式(GEE)評
估817名參賽者，得出以下提高成功戒煙率的因
素：(1)年齡50歲或以上、(2)擁有較高的教育程
度、(3)每日吸煙數量10支或以下、(4)開始每星
期吸煙年齡為18歲或以上、(5)參加比賽時已準備
戒煙、(6)過往曾經嘗試戒煙及(7)較高「戒煙自信
度的認知」，擁有以上因素的參賽者在六個月跟
進時較有機會成功戒煙。接受現場簡短戒煙輔導
的參賽者有機會增加在六個跟進時的戒煙成功
率，然而有關影響在統計上並不顯著(調整對比值
=1.46，95%信賴區間為0.86 – 2.49)。

表2 根據廣義估計方程式(GEE)及治療意向分析預測
成功戒煙的因素(六個月跟進結果) (N=817)
成功戒煙因素
1
(治療意向分析；N=817 )

0.04

1.01-3.98

1.26

0.52

0.61-2.60

考慮階段前期
過往曾經嘗試戒煙

1

-

-

1.60

0.02

1.06-2.40

1.19

<0.001

1.09-1.30

(有嘗試相對沒有嘗試)
參加比賽時的「戒煙自信度
的認知」(0-10)
14 個在基線問卷調查中的缺失數據被排除在外
研究會根據群組隨機分配設計對部份變數進行調整
以下變數沒有造成明顯影響及已被排除在外
(1)「戒煙重要性的認知」及「戒煙困難度的認知」；
(2)社會環境因素 (擁有同住的吸煙家人、吸煙朋友和同事的數量、
對無煙宣傳活動的認知及戒煙期間得到的支援)；及
(3)其他人口特徵(擁有子女數目、居住地區及家庭每月總收入)

根據完整資料分析，得出以下提高成功戒煙率的
因素：(1)年齡50歲或以上、(2)擁有較高的教育
程度、(3)每日吸煙數量10支或以下、(4)開始每
星期吸煙年齡是18歲或以上、(5)參加比賽時已準
備戒煙、(6)較高「戒煙自信度的認知」及(7)較低
「戒煙困難度的認知」。接受現場簡短戒煙輔導
的參賽者有機會增加在六個跟進時的戒煙成功
率，然而有關影響在統計上並不顯著(調整對比值
=1.56，95%信賴區間為0.92–2.65)。

表3 根據廣義估計方程式(GEE)及完整資料分析預測
成功戒煙的因素 (六個月跟進結果) (N=586)
成功戒煙因素
1
(完整資料分析；N=586 )

調整對比值2

p值

95%信賴區間

戒煙輔導干預

1.56

0.10

0.92-2.65

年齡50歲或以上

1.83

0.03

1.07-3.13

性別 (女性相對男性)

1.14

0.53

0.75-1.75

大專或以上

2.66

0.002

1.45-4.86

中一至中七

1.78

0.03

1.06-3.00

小學/幼稚園

1

-

-

教育程度

調整對比值2

p值

95%信賴區間

戒煙輔導干預

1.46

0.16

0.86-2.49

1 至 10 支

4.08

0.004

1.57-10.60

年齡50歲或以上

1.85

0.003

1.23-2.78

11 至 20 支

1.55

0.31

0.66-3.62

1

-

-

1.48

0.04

1.03-2.14

性別 (女性相對男性)

1.21

0.32

0.83-1.76

每日吸煙數量

20支以上
18歲或以上開始每星期吸煙

教育程度
大專或以上

2.67

<0.001

1.66-4.31

參加比賽時準備階段

中一至中七

1.56

0.03

1.04-2.35

準備階段

2.10

0.06

0.98-4.50

小學/幼稚園

1

-

-

考慮階段

1.40

0.39

0.65-3.01

考慮階段前期

每日吸煙數量
1 至 10 支

4.04

0.004

1.57-10.35

過往曾經嘗試戒煙

11 至 20 支

1.65

0.25

0.70-3.87

(有嘗試相對沒有嘗試)

1

-

-

一半以上同事是吸煙者

1.40

0.08

0.96-2.04

20支以上
18歲或以上開始每星期吸煙

6

2.01

考慮階段

5.29
5.09

4.5

準備階段

2

平均值

5.5

95%信賴區間

1

「戒煙自信度的認知」的轉變

5.81

p值

參加比賽時準備階段

兩個研究組別在「戒煙自信度的認知」的平均值
在基線問卷調查及六個月跟進時相約(p值均大於
0.05)(圖14)。兩個研究組別的參賽者在基線問卷
調查及跟進時的的平均值跌幅相約(輔導組：
10.0%及對照組：12.4%) (p值等於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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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對比值2

1

-

-

1.39

0.10

0.93-2.08

0.70

0.13

0.44-1.11

成功戒煙因素
1
(完整資料分析；N=586 )
參加比賽時的「戒煙自信度

調整對比值2

p值

95%信賴區間

1.23

<0.001

1.12-1.35

0.95

0.07

0.89-1.01

的認知」(0-10)
參加比賽時的「戒煙困難度
的認知」(0-10)
1

245 個缺失數據被排除在外，當中232個是失訪個案，失去相關的戒煙數據
研究會根據群組隨機分配設計對部份變數進行調整
以下變數沒有造成明顯影響及已被排除在外
(1)「戒煙重要性的認知」；
(2) 社會環境因素 (擁有同住的吸煙家人、吸煙朋友的數量、對無煙宣傳活動
的認知及戒煙期間得到的支援)；及
(3) 其他人口特徵(擁有子女數目、居住地區及家庭每月總收入)

2

4. 討論
總括而言，「戒煙大贏家」比賽成功在社區層面上推
動戒煙。透過在全港18區當中14個地區的購物商場及
公眾地方舉辦31場招募活動，成功在一個半月期間(由
2010年6月19日至8月26日)招募超過1,000名吸煙人
士參加。比較醫院管理局轄下32間戒煙診所的服務，
在2010全年(12個月)使用及接受的基線輔導有4,156
人5，比賽成功吸引一批在社區內較難接觸的吸煙人士
(較年長及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人士)參加，他們一般
較少尋求戒煙服務 2。相對香港吸煙人口 2及向戒煙診
所求助的吸煙人士4，比賽能夠吸引一群失業、於年輕
時已經開始吸煙及吸煙嚴重指數較高的吸煙人士參
加。透過奬金鼓勵，「戒煙大贏家」比賽提供一個平
台推動那些在社區內不會向現有戒煙服務尋求協助的
吸煙人士嘗試戒煙。
整體參賽者的自我報告成功戒煙率及經生物測試核實
的成功戒煙率在六個月跟進時分別達到16.4%及8.3%
(治療意向分析)，成效與近期的國際戒煙比賽結果相
約 1。然而2009年「戒煙大贏家」的整體自我報告成
功戒煙率達22%，比率顯著較現時數據高(z=3.13；p
值少於0.01)。跌幅可歸因於香港經過30年逐步收緊控
煙措施後吸煙人口大為降低，而仍有吸煙習慣的人士
的戒煙困難度較高，對戒煙的抗拒度亦較大。
在治療意向分析下，輔導組及對照組在自我報告成功
戒煙率在六個月跟進時分別是18%及14%。而2009
「戒煙大贏家」中，三個研究組別(短訊組、電話輔導
組及對照組)的自我報告成功戒煙率分別是21%、22%
及20%。在2010年，輔導組與對照組戒煙的相對危險
比率(輔導組戒煙比率/對照組戒煙比率)及相差危險性
(輔導組戒煙比率-對照組戒煙比率)分別為1.33(95%信
賴區間=0.94-1.88)及0.046(95%信賴區間= -0.01 0.10)，而2009年電話輔導組的相對危險比率及相差危
險性為1.09 (95%信賴區間=0.79 - 1.52)及0.019(95%
信賴區間=-0.04-0.08)(與對照組比較)，短訊組為1.01

(95%信賴區間=0.72-1.42)及0.003(95%信賴區間
=-0.06-0.06)(與對照組比較)。在完整資料分析下，相
對危險比率為1.41(95%信賴區間=1.00-1.99)。以上
結果發現面對面的現場輔導比起提供電話輔導及短訊
更有效地幫助吸煙人士戒煙。同時，結果顯示參賽者
在參加比賽時接受戒煙建議比其後透過電話接受戒煙
輔導是較好的教導時機。然而，使用較保守的分析方
法-治療意向分析-沒有發現輔導組及對照組在戒煙比
率、吸煙量降低比率及戒煙次數上顯著的差異。根據
廣義估計方程式顯示戒煙干預與戒煙有關連但在統計
上兩者沒有顯著分別(治療意向分析-p值等於0.16及完
整資料分析-p值等於0.10)。在輔導組的參賽者比對照
者有較大機會成功戒煙(46%(治療意向分析)及56%(完
整資料分析))，但有關戒煙干預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分
別。在研究中沒有發現顯著分別主要是因為樣本數量
受到資源及其他因素的限制，因此未來進行隨機試驗
研究時需要更大的樣本數量。同時，如之前所預測，
簡短的現場輔導所造成的效應值不會太大。
輔導組的參賽者在六個月跟進時的「戒煙重要性的認
知」能夠維持，然而對照組的參賽者的「戒煙重要性
的認知」就有明顯的下降(圖12)，證明提供額外的現
場輔導對維持「戒煙重要性的認知」有一定成效。
同時研究發現以下因素有機會影響成功戒煙，包括年
齡50歲或以上、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每日吸煙數量
10支或以下、開始每星期吸煙年齡為18歲或以上、參
加比賽時已準備戒煙、曾經嘗試戒煙及擁有較高的
「戒煙自信度的認知」但較低的「戒煙困難度的認
知」。

5. 結論
總括而言，「戒煙大贏家」比賽成功接觸社區內一大
群較少機會接受其他戒煙服務的吸煙人士參加，並成
功推動他們戒煙或減少吸煙。比賽提供有利環境鼓勵
吸煙人士戒煙。隨機對照試驗能提供一些證據顯示簡
短的現場戒煙輔導對戒煙、減少吸煙及「戒煙重要性
的認知」有些好處。

6. 建議
這類以比賽形式進行的戒煙活動應該每年定期舉辦，
為那些不會向社區戒煙服務尋求協助的吸煙人士提供
一個戒煙診所以外的平台。同時比賽為隨機對照試驗
研究提供數據測試不同戒煙輔導的成效。對於未能成
功戒煙及恢復吸煙的戒煙人士，提供進一步的跟進有
機會增加戒煙率，如轉介他們到現有戒煙服務，然而
成效視乎吸煙人士是否願意接受額外的跟進及尋求更
深入的服務，有關情況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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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臨床試驗註冊編號
臨床試驗註冊編號: (ISRCTN3730513, http://www.controlled-tri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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