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8樓1801室及25樓2550室 

電話：2961 8823   傳真：2575 8944   網址：www.tco.gov.hk 
 

健 康 教 育 素 材 申 請 表 
 
 

申請需知﹕ 1.  衞生署控煙辦公室保留一切權利決定教育素材的批核數量。申請機構必須同意並確保該等素材的使用與煙草 

推廣和宣傳無關，也與任何接受煙草相關機構或煙草業提供贊助或資金的機構無關。 

2.  申請之教育素材只可用作非牟利用途。 

3.  未經衞生署許可，申請人或機構不得複製或撮用有關教育素材。 

4.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961 8823與本辦公室聯絡。 
 

申請機構的資料 (請刪去不適用者*) 
 

機構名稱﹕ 

申請人姓名﹕ 職位﹕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地址﹕ (室) (層) (座) (大廈名稱)

(屋苑名稱) (街號及街名)

(區) * 香港／九龍／新界

申請用途﹕ 

 

 

派發地點及時間 
 

地點﹕香港灣仔堅尼地道99號灣仔分科診所地下G12室 

時間：逢星期四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正 

 
 
 
 
□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註﹕請在空格內加上「 」號以選擇領取教育素材的時段，本辦公室會通知閣下前來領取。 
 
 
 
 
 

簽署及公司蓋印﹕  申請日期﹕   
 
 
 

( 本欄由控煙辦公室職員填寫 ) 
 

機構地區  批核職員  

負責組別  批核日期  
 
 
 

取貨日期﹕ 取貨時間﹕ 

取貨人姓名﹕ 派發職員姓名﹕ 

取貨人簽署﹕ 派發職員簽署﹕ 

資料輸入職員簽署及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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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素材領取處：灣仔分科診所 
 

地址：香港灣仔堅尼地道99號G12室 

電話：  2961 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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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填寫所需的教育素材數量。 

種類 內容 形式 申請數量 批核數量#

中文   吸煙(公眾衞生)條例(第371章)(2006年最新修訂) - 
室內禁止吸煙區的釋義及指引 英文   

中文   
校園全面控煙措施實施指引 

英文   
無煙食肆簡易實施指引 中英文   
無煙列明場所簡易實施指引 中英文   

中文   

法例實施指引 

無煙工作間簡易實施指引 
英文   

禁止吸煙區 中英文   
煙草廣告 中英文   
煙草產品的售賣 中英文   

法例撮要 

禁止售賣或給予煙草產品 中英文   

塑膠片 本大廈所有室內範圍嚴禁吸煙 -- 最高罰款 $5,000 
20 x 20 厘米(不適用於住宅及商住大廈) 白色 中英文   

本大廈所有室內範圍嚴禁吸煙 -- 最高罰款 $5,000 
20 x 20 厘米(不適用於住宅及商住大廈) 銀色 中英文   

金色 中英文   嚴禁吸煙－最高罰款 $5,000 
21 x 12 厘米 銀色 中英文   

金色 中英文   嚴禁吸煙－最高罰款 $5,000 
25 x 14 厘米 銀色 中英文   

金色 中英文   

鋁片 

嚴禁吸煙－最高罰款 $5,000 
29 x 16 厘米 銀色 中英文   

金色 中英文   禁煙標誌 
4  x  4  厘米 銀色 中英文   

金色 中英文   禁煙標誌 
8 x 8 厘米 銀色 中英文   

嚴禁吸煙－最高罰款 $5,000 
11 x 15 厘米 

  

嚴禁吸煙－最高罰款 $5,000 
14 x 20 厘米 

淺藍色 
中英文   

金色 中英文   無煙工作間 
20 x 9 厘米 銀色 中英文   

金色 中英文   嚴禁吸煙 
18 x 8 厘米 銀色 中英文   

嚴禁吸煙(遊戲機中心適用) 紅色    中英文 
  

 
嚴禁吸煙(酒吧適用) 中英文   
嚴禁吸煙(夜總會適用) 中英文   
嚴禁吸煙(浴室適用) 中英文   
嚴禁吸煙(按摩院適用) 中英文   
嚴禁吸煙(麻將天九耍樂處所適用) 中英文   
嚴禁吸煙(會所適用) 中英文   
禁止售賣煙草產品予18歲以下人士 
38 X 20 厘米 粉紅色    中英文   

禁煙標誌 

標貼 

公共運輸設施實施禁煙 中英文   
A4 中英文   

無煙食肆 個個讚好 (食肆專用) 
A2 中英文   
A4 中英文   

 無煙食肆人人愛 食得開心又自在 (食肆專用) 
A2 中英文   

 列明場所 全面禁煙 (娛樂場所專用)   A2 中英文   
 無煙環境 有你支持 A2 中英文   
 遊戲機中心內嚴禁吸煙  A2 中英文   
室外及室內場所全面禁煙 A2  中文   
室內場所全面禁煙 A2  中文   
此處已實行無煙措施 請勿吸煙 A2  中英文   

A2  中英文   
禁煙區內  請勿吸煙 (大份禁煙區適用) 

A3  中英文   
A1  中英文   

嚴禁吸煙 (工作間和商場專用) 
A2  中英文   
A2  中英文   

公共交通工具內 嚴禁吸煙 
A1  中英文   
A2  中英文   

商場禁煙 
A1  中英文   

升降機內 嚴禁吸煙 A3  中英文   
電影院內 嚴禁吸煙 A2  中英文   
衞生署戒煙熱線 1833183 A2  中英文   

(33 x 60 厘米)中文   

海報 

放下手中煙 輕鬆又自然 
(33 x 60 厘米)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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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x 60 厘米)中文   
吸煙可導致性無能 

(33 x 60 厘米)英文   
(33 x 60 厘米)中文   

吸煙會損害健康和儀容 
(33 x 60 厘米)英文   
(33 x 60 厘米)中文   

二手煙 NO WAY 
(33 x 60 厘米)英文   

“1=2＂  有分別? 冇分別。 A2  中文   
支持室內禁煙 無煙香港多謝你 A2  中文   
無煙工作間 僱主僱員同獲益 A2  中英文   
無煙工作間 提升室內空氣質素 A2  中英文   
違例吸煙定額罰款 $ 1 500. A2  中英文   

 

輪候舒適 乘客得益 A2  中英文   
電話查詢及投訴熱線資料咭 中英文   

中文   
禁煙區域咭 

英文   
中文   

資訊咭 

戒煙資訊咭 
英文   

衞生署 控煙辦公室 中英文   
中文   

吸煙與男士 
英文   
中文   

吸煙與女士 
英文   
中文   

吸煙與青少年 
英文   

走出煙霧瀰漫 中文   
飲食從業員戒煙指南 中文   
食得開心 笑得清新 無煙食肆 人人放心 中文   
拒絕二手煙 步向清新世界 中英文   
明智抉擇 助你戒煙 中英文   
酒吧、夜總會、會所、浴室、按摩院和麻將天九耍樂 
處所全面禁煙 

中英文 
  

控煙專訊 第    期  中文   
吸煙罪行 定額罰款 中英文   
吸煙 (公眾衛生) 條例 (第 371 章) 公共運輸設施指定禁
止吸煙區 

中英文 
  

中英文   

單張 / 小冊子 

吸煙(公眾衞生)條例 - 新增指定禁止吸煙區指南 
簡體中文   

“嚴禁吸煙＂ 白色小型膠牌 3 x 4 厘米    
食肆酒吧禁煙用品 

“嚴禁吸煙＂ 透明A字膠牌    
影像光碟 “我愛無煙香港2008＂ DVD (片長25分鐘)    

 
#  此欄只供控煙辦公室職員填寫 

 
備註 

A1= 594mm x 840mm 

A2= 420mm x 594mm 

A3= 297mm x 420mm 

A4= 210mm x 297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