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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禁煙法例
簡單指引

英格蘭將於 20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開始實施新禁止吸煙法例。實施這項新法例是為了
保護僱員及公眾免受二手煙的危害。

從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在實際上幾乎所有封蓋的公眾場所、工作地方及公共和工作車
輛內吸煙都是違法的。只有很少情況獲得豁免。

實際上幾乎所有公眾場所和工作地方，將不准再設有室內吸煙室。

所有禁煙場所和車輛的管理人員，都將有法律上的責任去阻止人們吸煙。

新法例規定在所有禁煙場所和車輛，都必須貼上嚴禁吸煙的標誌。

新法例適用於任何可以吸食的煙草，包括：香煙、煙斗（包括水煙斗，例如 shisha 和水煙
筒）、雪茄和草本香煙。

不遵守這新法例將會是一項刑事罪行。以下說明觸犯禁煙法例的刑罰和罰款（減額罰款請
看第 15 頁）。

若在禁煙的場所內或工作車輛內吸煙：將會向吸煙的人士發出 £50 定額罰款告票。或者
一經檢控及被法庭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200 。

沒有貼出禁煙標誌：將會向管理或佔用該禁煙場所或車輛的人士發出 £200 定額罰款告
票。或者一經檢控及被法庭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1,000 。

沒有在禁煙地方內阻止他人吸煙：管理或佔用該禁煙場所或車輛的人士一經檢控及被法庭
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2500 。

地方當局將會負責執行新法例。他們會提供資訊和支持，以協助商界履行他們根據新法例
應負起的法律責任。

欲知有關新法例的詳情，請瀏覽英格蘭禁煙 (Smokefree England) 網址：
smokefreeengland.co.uk 。你亦可以聯絡你的地方當局以獲得資訊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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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指引由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編印，目的是幫助那些負責管理公眾場所和工作
地方的人士，讓他們瞭解和遵守新的禁煙法例。我們亦提供一些免費的資源，以幫助你的公
眾場所或工作地方於 20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起全面禁止吸煙。

這是政府發出有關新的禁煙法例的官方指引。這份指引的目的是提供一般資訊，它無法涵蓋
新法例適用的每項情況。如果你需要有關具體情況的指導，我們建議你與你的地方當局聯
絡，或尋求你本身的法律指導。



從 2007 年
7 月 1 日起，
在英格蘭實際上
幾乎所有封蓋的
公眾場所和工作
地方，都將會開
始禁止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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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英格蘭要實行
禁止吸煙？

實施新的禁煙法例是為了保護僱員和公眾免受二手煙的危害。

二手煙對健康有嚴重的危害，而事實上接觸二手煙是沒有安全水平的。每次有人吸入二手
煙，便會吸入超過 4,000 種化學物，其中很多是有毒的。有超過 50 種已知會導致癌症。

醫學及科學證據顯示，接觸二手煙會增加患上嚴重疾病的風險，例如肺癌、心臟病、哮喘發
作、兒童患上呼吸系統疾病、嬰兒猝死綜合病癥 (SIDS) 及肺功能減退。

科學證據亦顯示，通風系統不會完全消除二手煙在封蓋場地對人們健康的風險。唯一能提供
有效保護的方法，首先是防止人們吸入二手煙。因此，政府將會實施新的禁煙法例。

據估計新法例將會在未來 10 年挽救數以千計人的性命，防止嚴重疾病發生，及協助為人們
創造更清潔和更健康的工作和消閒環境。

二手煙含有超過 4,000 種化學物，其中有 50 多種已知會導致癌症。

有大約 85% 的二手煙是無形和無味的。

欲知有關這新法例的詳情，請瀏覽英格蘭禁煙網址： www.smokefreeengland.co.uk 。
你亦可聯絡你的地方當局以獲得資訊和支持。

3為何英格蘭要實行禁止吸煙？



所有禁煙場所
的負責人，
都有法律責任
阻止人們在
該建築物內
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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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須怎樣做以實行
禁止吸煙？

為禁止吸煙作好準備

如果你管理或負責任何受這新法例監管的建築物或車輛（請看第 9 頁），你在法律上有責任
確保它們成為及保持為禁煙地方。

要為 7 月 1 日星期日實施的新法例作好準備，你須確保：

你已貼出全部所需的禁煙標誌（第 13 頁）。

你的職員、顧客、會員或訪客，都清楚知道你的建築物和工作車輛都是法定禁煙區。

你已取消任何現有的室內吸煙室。

保持你的建築物和車輛禁止吸煙

新法律一旦實施後，任何控制或管理禁煙場所和車輛的人士，都有法律責任阻止人們在這些
地方吸煙。

你必須顯示已採取合理的步驟去遵行新法例的規定，包括：

取走煙灰缸

實行禁煙政策（請看下文）

培訓員工以便他們瞭解新法例及他們的責任

為你的業務實施禁煙政策

你可能有意在你的工作地方推行一項禁煙政策。這會有助於確保你的員工清楚知道新的禁煙
法例，及他們現今是在一個禁煙環境中工作。這項政策亦會告訴他們要怎樣做以符合新法例
的規定。

你應與僱員和他們的代表磋商，共同訂出禁煙政策。

禁煙政策可以是你與僱員之間口頭上的共識；歸納在你現有的公司整體或健康與安全政策
內，或你可以另外制訂一份書面政策。

我們在本指引冊內包括一份建議的禁煙政策。你亦可以從英格蘭禁煙網站下載這份政策，
網址 smokefreeengland.co.uk/resources

5我須怎樣做以實行禁止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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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將需
作好準備，
當有人在其負責
的禁煙地方內
吸煙時
採取行動。



如有人在我負責的禁煙地方內吸煙，我應怎樣做？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有信心人們會尊重新法例。不過，你將需要作好準備，當有人在
你負責的任何禁煙地方或車輛內吸煙時採取行動。我們的建議是：

向該人士指出嚴禁吸煙的標誌，並要求他們停止吸煙

指出在禁煙地方或車輛內吸煙是犯了刑事罪行的

提醒該人士根據法例，你有責任阻止任何人吸煙，否則你們雙方都有可能被罰款。

至於在禁煙地方吸煙而違反新禁煙法例的人士，你應考慮拒絕招呼他們或為他們提供服務。

如果一名顧客或訪客繼續吸煙，你可以要求他們離開你的場所。如果一名僱員違反法例，
你可以考慮採取紀律處分行動。如果吸煙者恐嚇使用暴力，我們建議你通知和／或向警方
求助。

本文件尾頁有一張可撕下的流程圖，建議你可以採取的合理步驟，以處理在任何
禁煙場所或車輛發生的吸煙事件。

是否有任何為有意戒煙人士提供的支持？

有大約 70% 的吸煙人士說他們有意戒煙，而新的禁煙法例可能提供戒煙的額外推動力。如
果你想協助你的僱員和客戶戒煙，國民保健服務 (NHS) 可提供很好的免費支持，包括：

當地的 NHS 戒煙服務－要知道你當地的服務，請致電 NHS 戒煙輔助專線，免費電話
0800 169 0 169 ，瀏覽網址 gosmokefree.co.uk ，發出短訊 ‘GIVE UP’ 和你的詳細郵區
編號到 88088 ，或向你區內的家庭醫生 (GP) 診所、藥房或醫院查詢。

NHS 戒煙輔助專線－個別人士可以與專門顧問傾談，請致電 0800 169 0 169（每天由
上午 7 時至晚上 11 時服務）。

網址 gosmokefree.co.uk －提供戒煙和保持不吸煙所需的所有指導、資訊和支持的網上
資源。

攜手合作 (Together) 項目－這個支援計劃可免費參加，其目的是透過醫療研究及已成功
戒煙人士的經驗來協助人們戒煙。你可以選擇接收電子郵件、文字短訊、郵寄套件和電
話。欲查詢詳情，請致電 NHS 戒煙輔助專線，電話 0800 169 0 169 ，或瀏覽網址
gosmokefree.co.uk 。

僱主可以與當地的 NHS 戒煙服務組傾談，有關在工作時間內外為僱員提供的支持。

全國醫療及臨床優異學會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 NICE) 會建
議僱主可以怎樣幫助僱員戒煙。欲知詳情，請瀏覽網址 nice.org.uk 。

7我須怎樣做以實行禁止吸煙？



新法例將會協助
為人們創造
更清潔和更健康
的工作和
消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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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非大部分封蓋場所
的例子 ✓

圖 1.
大部分封蓋場所
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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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地方必須
禁止吸煙？

全面禁煙的公眾場所和工作地方

新的禁煙法例將會適用於實際上幾乎所有‘封蓋’(enclosed) 和‘大部份封蓋’(substantially
enclosed) 的公眾場所和工作地方。這包括永久或臨時性的建築物，例如帳篷和戶外大帳
篷。這亦意味著在公眾場所和工作地方將不再容許設有室內吸煙室。

任何有天花或屋頂，並且（除了門窗或走廊通道外）是完全圍封的，不論是永久或臨時的建
築物，均會被視為‘封蓋’的場所。

任何有天花或屋頂，但牆上有開啟口，而其面積是少於所有牆壁總面積的一半的建築物，均
會被視為‘大部份封蓋’的場所。開啟口的面積並不包括可以開關的門窗或其他裝置在內。

新法例並無規定要為僱員或公眾提供戶外的吸煙處。

如果你決定興建一個吸煙處，我們建議你與地方當局討論你的計劃，因為你需要考慮多項問
題，包括規劃准許、牌照、建築物管制、噪音和垃圾等。

請注意，衛生部不能提供有關興建吸煙處的設計或建造的指導。

哪些地方必須禁止吸煙？

如果你需要有關你的建築物是否‘封蓋’或‘大部份封蓋’的進一步指導，請聯絡
你的地方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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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人以上使用的
工作車輛必須禁止
吸煙。



禁煙車輛

新法例將規定以下用途的車輛不論何時都必須嚴禁吸煙：

用來接送公眾的車輛

由超過一人使用進行有酬勞或志願工作 – 不論他們是否同一時間在車內。

禁煙車輛必須在可接載乘客的每個車廂內，貼上嚴禁吸煙的標誌。這標誌必須顯示國際禁煙
圖樣，其直徑不可少於 70 毫米 (mm)（欲知詳情，請看第 13 頁）。

至於其車頂可收起或除下的禁煙車輛，若車頂在接載乘客時已完全除下或收起，則無需
禁煙。

主要供私人使用的車輛無需禁煙。

船隻和水上交通工具將會由交通部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正在考慮中的特定條例管制。
欲知詳情，請寄電子郵件到交通部 smokingonships@dft.gsi.gov.uk 或致電 020 7944 5427。

任何駕駛、管理或負責車輛上的秩序和安全的人士，都有法律責任去阻止
人們吸煙。

私人寓所

一般來說，私人寓所是不受新法例監管。不過，如屬以下情況，在建築物內任何與其他建築物
共用的封蓋或大部份封蓋部份，例如在一幢寓所大廈內的公共樓梯間或升降機，均須禁煙：

若它是開放給公眾的

若它是用作工作地方，例如，給清潔員工、郵差或保安人員使用。

法例並沒有規定作臨時或渡假用途的獨立設施住宿地方（例如，渡假屋或旅行拖車）需要禁
煙。不過，其擁有人可以選擇在這些地方禁煙。

任何在工作上要到訪私人寓所的人士，例如，送貨或提供服務，例如修理水喉、建造或理
髮，可以從網址 smokefreeengland.co.uk/resources 下載進一步的指引。

在家工作

私人寓所內，任何純粹只供工作用途的部份，如屬以下情況則必須禁煙：

有超過一名並非在該寓所居住的人士使用該地方

公眾會到此收／送貨品及／或提供／接受服務。

11哪些地方必須禁止吸煙？



如果你管理禁煙
場所或車輛，
你有法律責任確保
已張貼規定的
嚴禁吸煙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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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貼出
甚麼標誌?

所有禁煙場所和車輛，都必須貼上符合新法例規定的禁煙標誌。這些標誌會清楚說明哪些場
所和車輛是全面禁煙，及顯示你有採取所需的步驟以遵行新法例的規定。

禁煙場所規定需要貼出甚麼標誌？

由 7 月 1 日星期日起，在禁煙建築物每一入口的顯眼位置，都必須貼上嚴禁吸煙的標誌。這
些標誌必須符合以下的最低規定：

至少有 A5 的面積（210 毫米 x 148 毫米）

展示直徑至少有 70 毫米的國際禁煙圖樣

有可以清楚閱讀的以下字句：
‘嚴禁吸煙。在此建築物內吸煙乃屬違法。’

你亦可以將這些標誌個人化，將“此建築物內”的字眼改為你場所的名稱或業務類別－例如
“此健身室”、“此髮廊”或“此餐館”。

至於屬以下類別的禁煙場地，你可以代而在入口處張貼一個較小的標誌，而標誌上要有一個
直徑至少有 70 毫米的國際禁煙圖樣：

若只有職員使用該場地－但該場地必須貼上一個至少有 A5 面積的標誌

若它是位於一個較大的禁煙建築物內，例如位於一個室內購物中心內的商店。

禁煙車輛必須張貼甚麼標誌？

禁煙車輛將必須在可載客的每個車廂，貼上一個嚴禁吸煙標誌。這標誌必須顯示直徑至少有
70 毫米的國際禁煙圖樣。

我可以在何處找到標誌？

為了幫助你遵守新法例，我們在本指引內免費附有一些符合新法例規定的禁煙標誌。你可以
從網址 smokefreeengland.co.uk/resources 下載和印出或預訂更多標誌。你亦可以從英格
蘭禁煙資訊專線訂這些標誌，電話 0800 169 169 7 。

或者，我們歡迎你自行設計和印製嚴禁吸煙標誌，但它們必須符合最低規定。

我需要貼出甚麼標誌?

國際禁煙標誌只包含一個圖樣，有一個直徑至少為 70 毫米的紅色圓圈圍繞著一支
燃燒著的香煙，上面有一條橫跨的紅色粗線。



地方當局會與
商界緊密合作，
以協助確保大家
都為新禁煙法例
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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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禁煙法例
將會怎樣執行呢？

地方當局1 將負責在英格蘭執行新法例。在 2007 年 7 月 1 日之前，他們會與商界緊密合
作，以協助確保大家都知道必須怎樣做以實行禁煙。

他們執法的方法將會是支持商界遵守新法例。不過，他們將會有法律上的權力進入樓宇內或
登上車輛，以確定它們是否有遵循新法例。

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亦將會有一條電話專線 (0800 587 1667) 投入服務，讓僱員及公眾
舉報可能違例的事件。這些資料會轉交予地方當局以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在其他禁止吸煙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愛爾蘭、蘇格蘭和紐西蘭，人們一般都非常遵守法例，
而法例很快便得以自動執行。

如果你對新法例將會怎樣影響你的業務有任何具體疑問，請與你的地方當局聯絡。

違例行為將有甚麼懲罰？

任何不遵守新禁煙法例的人士，將是犯了一項刑事罪行。以下說明每項罪名的定額罰款告票
和最高罰款。

新的禁煙法例將會怎樣執行呢？

如果你管理或負責任何受新法例監管的場所或車輛，你將會有法律上的責任去確
保這些地方成為及保持為禁止吸煙的地方。

罪行 誰須負責？ 定額罰款告票
（在 15 天內繳交）

定額罰款告票
（在 29 天內繳交）

法庭判處罰款

在禁煙地方吸煙 任何在禁煙地方吸
煙的人士

£30 £50 最高罰款 £200

沒有貼出
禁煙標誌

任何管理或佔用該
禁煙場所或車輛的
人士

£150 £200 最高罰款 £1000

沒有在禁煙地方
阻止他人吸煙

任何管理或控制該
禁煙場所或車輛的
人士

不適用 不適用 最高罰款 £2500

定額罰款告票包括所犯罪行的詳細資料及繳款方法。任何收到定額罰款告票的人士，可以選
擇將事件交由法庭處理。如果不繳交定額罰款，該事件亦可能被轉交法庭處理。

1 在港口，此法例會由當地港口衛生局執行。



是否有任何地方將會
獲得新法例豁免？

只有少數場所會獲得新禁煙法例豁免，而且所有豁免都有嚴格條件。具有一些特別情況的工
作地方將可獲得豁免。

豁免的目的是容許以下各類場所的管理人員，可以指定某些特定房間為吸煙室：

提供住宿的酒店、賓館、旅館、宿舍及會所，可以指定個別房間為可吸煙的客房，但該
建築物內所有其他地方都必須禁止吸煙。在宿舍和其他根據不同安排提供的共用住宿地
方，則不論何時都必須禁止吸煙。

安養院1 、療養院2 及監獄可以指定個別睡房或房間，給 18 歲以上人士只是用來吸煙之用。

精神健康住宿院所3 可以指定個別睡房或房間，給 18 歲以上人士只用來吸煙之用。這項
豁免只適用至 2008 年 7 月 1 日為止，到時這些地方將必須禁止吸煙。

離岸建設4 可以指定只用來吸煙的房間

專門煙草店5 可以容許人們在店內試吸雪茄樣品或少量的煙斗煙草，但禁止吸食任何其他
產品，包括香煙。

研究和測試機構可以指定一些房間只供吸煙之用，但只限於當這些房間是用來進行新禁
煙法例指定的研究或測試活動時。

1 安養院的定義如 2000 年護理標準法令 (Care Standards Act 2000) 第 3 條所載。

2 療養院的整體或主要目的，是為在該院所居住的末期病患者提供緩和護理。

3 精神健康住宿院所是指任何機構（或機構的一部份）其整體或主要目的，是收容和治療有任何形式精神病的人士，

如 1983 年精神健康法令 (Mental Health Act 1983) 第 1(2) 條所規定。

4 離岸建設的定義如 1995 年離岸建設和管 工程（管理和行政）法例 (Offshore Installations and Pipeline Work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1995) 第 3 條所載。

5 只限能符合 2002 年煙草廣告和促銷法令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Act 2002) 第 6(2)條規定的專門煙

草店

16 是否有任何地方將會獲得新法例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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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吸煙室必須符合甚麼條件？

如要容許人們在第 16 頁所述的指定房間或睡房吸煙，任何控制或管理該樓宇的人士，在法
律上有責任確保遵守以下的條件：

任何准許吸煙的房間必須：

由該樓宇的負責人以書面指定。這份標明書需要永久保存，及當執法人員要求時出示以
供查核。這條件並不適用於專門煙草店。

有天花和除了門窗外，四邊圍牆由地面至天花都有實心牆完全圍封。

沒有通風系統通風到該建築物內任何其他部份（其他特定吸煙房除外），或進入其他禁煙
建築物內。

有機動關上的門，而這些門亦須符合其他法例規定，包括消防法例。這條件不適用於
監獄。

清楚標明為准許吸煙的房間。你可以自行創製標誌，警告人們可能會在該處吸入二手煙。

如果未能符合以上所有條件，該房間便不能用來吸煙，並不論何時都須禁煙。任何控制或管
理該建築物的人士，有法律上的責任阻止人們在所有禁煙地方吸煙。

如果你不能確定你建議的指定房間是否符合以上所有條件，最好是事先與你的地方當局討論
你的建議。

當一間房間指定為‘只供吸煙用的房間’（請看第 16 頁），這意味著該房間不可有任何其他
用途，例如，作為電視室或圖書室。

雖然法例提供以上的豁免，任何工作地方如不願意的話，都無法律義務提供指定吸煙室或
睡房。

僱主仍然有法律責任根據現行的工作地方健康與安全法例，保護僱員的健康、安全和福利。
欲知詳情，請看第 18 頁。

表演者

如果是為了忠於表演藝術而需要藝人在演出時吸煙，那麼只限在表演期間，該藝人可以在演
出的那部份場地吸煙，但排演時則不獲此豁免。

藝人和任何控制或管理該場地的人士，均有責任遵守新法例。否則，雙方都可能被罰款或檢
控，這將視乎所犯罪行情況而定。欲獲得更詳細指導，最好是事先與你的地方當局討論你的
建議。

是否有任何地方將會獲得新法例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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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獲豁免禁煙地方工作的僱員的健康與安全又怎樣呢？

即使有新的禁煙法例，僱主仍然要根據工作地方健康與安全法令承擔一般的照顧責任。當認
為僱員無可避免要在工作地方接觸二手煙時，僱主應考慮必須怎樣做以減少僱員所接觸到的
二手煙，或者設法保護僱員以免受吸入二手煙之害。

欲知工作地方健康與安全的詳情，請上網與健康與安全管理局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聯絡，網址 hse.gov.uk 或致電 0845 345 0055 。

是否有任何地方將會獲得新法例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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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新的禁煙法例將於何時開始生效？ 20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

新法例會由誰執行？地方當局及港口衛生當局將會執行此新法例，並有權聘請執法人員，例
如環境衛生官員、貿易標準或地方社區支援人員。

這法例是否只適用於香煙？否，它涵蓋所有人們可以吸食的物質，包括廠製香煙、手捲香
煙、煙斗、雪茄、草本香煙和水煙筒（包括 shisha ，水煙筒和水煙袋）。

我是否仍可設有一個職員吸煙室？否，但你可以設立一個戶外吸煙處，雖然法例沒有規定你
要這樣做。若你決定這樣做，你必須確保該地方並非‘封蓋’或‘大部份封蓋’的。你可能
亦需考慮其他問題，例如規劃、牌照和建築物管制、噪音和垃圾等問題。

我可以在自己的車內吸煙嗎？可以，新法例並不包括主要是私人使用的車輛。

我與另一吸煙者共用一輛工作車。我們是否仍可吸煙？否，法例的作用是要保護吸煙和非吸
煙人士不會吸入二手煙。若工作車輛只供司機一人使用，而任何其他人都不會作為司機或乘
客使用該車來工作，才容許司機在該工作車上吸煙。

我在家中工作。是否需要禁煙？如果有超過一名人士使用私人寓所中任何部份純粹作為工作
地方，該地方便必須禁止吸煙。

新的禁煙法例是否適用於用作志願工作的場所和車輛？是，新法例適用於所有工作，包括志
願工作。

我偶爾才使用我的私家車做志願工作，在車上是否亦要禁煙？否，主要是私人使用的車輛不
用禁煙。

在文化遺產建築物內，是否亦必須張貼嚴禁吸煙標誌？任何必須禁煙的建築物，都必須在入
口處顯眼地方，張貼符合新法例規定的嚴禁吸煙標誌。這新法例容許人們彈性地設計和張貼
這些標誌，以配合建築物的裝飾。

我可從何處獲得更多資料？欲獲得更多資料，請瀏覽網址 smokefreeengland.co.uk 或致電
英格蘭禁煙資訊專線，電話 0800 169 169 7 。你亦可以向你的地方當局尋求指導和支持。



禁煙政策

目的

這項政策是為了保護所有僱員、服務使用者、顧客和訪客，避免接觸二手煙，及協助遵循 2006 年健康
法令 (Health Act 2006) 的規定。

接觸二手煙會增加患上肺癌、心臟病和其他嚴重疾病的風險。通風設備或在同一空間內分隔吸煙者與不
吸煙者，並不能完全防止接觸到有害的二手煙的風險。

政策

本公司 ..................................................................... 的政策是在我們所有的工作地方禁止吸煙，及所有僱
員都有權在一個禁煙環境中工作。這政策將於 20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起生效。在工作地方內所有封蓋
和大部份封蓋的場所內，都嚴禁吸煙。這包括公司的車輛在內。這政策適用於所有僱員、顧問、承辦
商、顧客或會員和訪客。

實施

承擔實施和檢討此政策整體責任的人士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過，所有職員都有責
任遵循和支持此政策的實行。上述人士將會通知現有全部僱員、顧問和承辦商有關此政策，及他們在實
行和監察此政策方面的任務。他們亦會在聘用／職員上任時，將這份政策的副本發給所有新職員。

在有關建築物內及所有入口處，及在所有禁煙車輛內，都必須清楚張貼適當的‘嚴禁吸煙’標誌。

不遵守法例

若任何職員不遵行此政策，將會以地方紀律程序處分。違反禁煙法例的人士亦可能被罰定額罰款和可能
受到刑事檢控。

協助戒煙

NHS 偍供一系列的免費服務來幫助吸煙者戒煙。欲知詳情，請瀏覽 gosmokefree.co.uk 或致電 NHS 戒煙
輔助專線，電話 0800 169 0 169 。或者，你可以發出文字短訊 ‘GIVE UP’ 連同你的詳細郵區編號到
88088 ，以找出你當地的 NHS 戒煙服務。

簽名 .................................................................................................... 日期 .............................................

代表本公司 .........................................................................................

加入管理人員姓名

加入公司名稱

加入公司名稱



如果一名僱員拒絕
停止吸煙：

如果一名顧客拒絕
停止吸煙：

解釋若他們繼續吸煙，
職員將會拒絕為他們服務，
及要求他們離開你的場所。

指出嚴禁吸煙的標誌，
並要求該人士停止吸煙或離開這場所。

告訴他們如你容許他們吸煙，你將是犯了罪，
及他們在禁止吸煙的場所或車輛內吸煙是違法的，

而你們雙方都會被罰款。

提醒他們新法例是為了保護
僱員和公眾，免受二手煙危害。

若他們不肯離開，實行你用來處理
場所內發生反社會或非法行為的

正常程序。

若有需要，就該員工不遵守公司的
禁煙政策，實行你的
紀律處分程序。

以書面記下這事件發生的
地點和時間、該人士的

姓名和結果。

怎樣處理在禁止吸煙地方
的吸煙事件

如果你是禁煙場所及／或車輛的負責人，你會有法律上的責任阻止人們在這些地方內吸煙。
如果有人在你負責的任何場所或車輛內吸煙，以下是你可以採取的一些實際行動。

若吸煙者恐嚇使用暴力，我們建議你通知警方和／或向他們求助。



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smokefreeengland.co.uk

英格蘭禁煙諮詢專線

0800 169 169 7

檢查清單

這是你在 20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英格蘭開始實施新禁煙法例時必須做的事情：

採取合理的措施，以確保職員、顧客、會員和訪客，都清楚知道法例規定建築物內和車
輛內都必須嚴禁吸煙

關閉任何現有的室內吸煙室

在禁煙建築物和車輛，張貼‘嚴禁吸煙’標誌

確保無人在禁煙建築物或車輛內吸煙

你可能亦有意：

與員工磋商，發展一套禁煙政策

為職員和顧客提供戒煙的支持

25檢查清單

✔

✔

✔

✔

✔

✔



為有意戒煙人士
提供的協助

有大約 70% 的吸煙人士說他們有意戒煙，而新的禁煙法例可能提供戒煙的額外推動力。如
果你想協助你的僱員和客戶戒煙，國民保健服務 (NHS) 可提供很好的免費支持，包括：

當地的 NHS 戒煙服務 － 要知道你當地的服務，請致電 NHS 戒煙輔助專線，免費電話
0800 169 0 169 ，瀏覽網址 gosmokefree.co.uk ，發出短訊 ‘GIVE UP’ 和你的詳細郵區編
號到 88088 ，或向你區內的家庭醫生 (GP) 診所、藥房或醫院查詢。

NHS 戒煙輔助專線－個別人士可以與專門顧問傾談，請致電 0800 169 0 169（每天由
上午 7 時至晚上 11 時服務）。

網址 gosmokefree.co.uk －提供戒煙和保持不吸煙所需的所有指導、資訊和支持的網上
資源。

攜手合作 (Together) 項目－這個支援計劃可免費參加，其目的是透過醫療研究及已戒
煙人士的經驗來協助人們戒煙。你可以選擇接收電子郵件、文字短訊、郵寄套件和電
話。欲查詢詳情，請致電 NHS 戒煙輔助專線，電話 0800 169 0 169 ，或瀏覽網址
gosmokefree.co.uk 。

僱主可以與當地的 NHS 戒煙服務組傾談，有關在工作時間內外為僱員提供的支持。

欲知有關英格蘭新禁煙法例的更多資料，或索取其他形式的資
料，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smokefreeengland.co.uk 或致電英格蘭禁
煙資訊熱線 0800 169 169 7 ，或與你的地方當局聯絡。

281238/0407/6000C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