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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及社交媒體
無煙宣傳教育

學術報告（一）



摘要
目的：因應新冠疫情，不少機構實行在家工作，居家時間有所增加讓吸煙者的家人及鄰居更長時間
暴露於二手煙環境中。根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及公共衞生學院
進行「控煙政策調查 2020」，有 14.8% 受訪者與最少一名吸煙者同住，並有 12.7% 表示在過去七
天曾在中接觸二手煙。委員會於 2021年舉辦「二手煙．不再見」宣傳推廣計劃，讓大眾認識二手煙
禍害，一同拒絕吸煙和二手煙，並鼓勵吸煙人士在疫情下避免於家中吸煙並戒煙，保障家人健康。

內容：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進行的「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
2020 - 2021成效研究」亦顯示，分別有 20.9% 及 23%受訪小學生表示在過去七天曾在家中接觸二手
煙及三手煙。兒童長期置身於二、三手煙的環境不但有損健康，更可導致嚴重疾病甚至死亡。因此，
委員會配合疫情下教與學模式的轉變，將資訊科技融入無煙教育，從教材著手豐富學童在家學習
體驗，藉此向家庭宣傳二、三手煙的禍害。

計劃重點活動包括與插畫家張壑甯合作，創作一套兩本結合擴增實境技術的兒童繪本《無煙的家
在哪裡？》及《無煙的街道在哪裡？》，免費派發予全港小學生，同時設計無煙四格插畫於社交媒體
平台內刊登，提醒市民二手煙對鄰居的影響。

學生可透過閱讀繪本故事，結合擴增實境的立體場景設計及互動遊戲，了解吸煙、二手煙對健康的
影響。繪本內亦設有「無煙樂遊遊」康樂棋，讓學生以遊戲方式了解更多煙害資訊，從而建立正
確觀念，拒絕第一口煙。

子女鼓勵吸煙的家長及長輩戒煙的成效甚高，委員會希望藉此鼓勵家長善用留家抗疫的時間，培養
親子閱讀習慣，與子女一同建立無煙家居，亦提醒家中各成員避免二手煙影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

結果及結論：計劃吸引逾 200 間本地學校參與及支持，委員會送出逾八萬本繪本及電子版予本地
小學生。根據委員會就繪本成效進行的調查，有八成五受訪家長認同繪本有助了解二手煙和三手煙對
健康的影響，80.7% 家長及 88.3% 學生表示繪本有助學習如何遠離二手煙，85.9% 受訪學生表示
能夠從繪本中學習拒絕煙草誘惑。由此反映計劃取得豐碩成果。

參考文獻
1.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2021)。控煙政策調查 2020。
2.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2021)。學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 2020 - 2021成效研究。

多媒體電子兒童繪本   豐富無煙學習體驗 
推動家庭關注二手煙

湯修齊、陳志球、黎慧賢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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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订阅者对 “关于戒烟那点事儿”微信公众号的满意度及本公众号的影响力。

方法：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通过参考《健康类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问卷调查表》制定自编问卷调查
“关于戒烟那点事儿” 微信公众号订阅者对于本公众号的满意度，并通过质性访谈探讨本公众号对
订阅者的影响力以及订阅者对于本公众号的看法及建议。

结果：本次共调查 278 名“关于戒烟那点事儿”微信公众号订阅者，最终筛选形成有效问卷 200 份，
有效率72%。结果显示 85.5% 的调查者表示愿意继续关注并会推荐身边人使用本公众号；订阅者
日常查看推文的时间为中午12 点，偏爱的推送频率为两天一次，喜好图文结合的推文形式。质性
访谈共访谈13 位订阅者，结果显示订阅者关注本公众号的原因主要是有戒烟意愿和被推荐；订阅者
表示本公众号帮助他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戒烟的知识，对戒烟的态度也更加积极，并建议文章内容
和形式可以更加多元化。

结论：本公众号帮助订阅者了解到更多关于戒烟的知识，订阅者对戒烟的态度也更加积极。多数
订阅者对本公众号表示满意且有意愿继续关注并愿意推荐身边人使用。

關鍵詞：微信公众号 戒烟 满意度 调查 质性访谈

Abstract
Aim: This research aimed to investigate subscribers' satisfaction about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Something about Smoking Cess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ubscribers. 
Methods: A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 self-designed referred to Health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ubscribers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official account on the subscribers. 
Results: A total of 278 subscribers to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were surveyed, and 20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achieved with respondence rate of 72%. The results show that 85.5% 
participants were willing to continue to subscribe and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others around them 
to follow. Subscribers' daily article viewing time is around 12:00 noon, and preferred every two days 
updating articles. They preferred a combination of graphic and text format. A total of 13 
subscribers were interviewed in tot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subscribers to 
follow this official account were willingness to quit smoking or being recommended by others 
Subscribers indicated that this official account helped them learn more about quitting smoking and 
have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quitting. They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article could be more diversified. 
Conclusion: This official account helped subscribers learn more about quitting smoking, so that 
subscribers had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quitting. Most of the subscriber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official account and were willing to continue to follow and recommend others.
Keywords: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Smoking cessation, Satisfaction, survey, qualitative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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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学院路3号海南医学院；
[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微信公众号“關于戒烟那点事儿”
滿意度調查及質性分析

崔雪媛 [1][2]、张思琪 [1]、胡佳吉 [1][3]、邓周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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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使用电子烟的体验。

方法：采用质性研究设计，以知信行模式为框架设计访谈提纲，对来自中国湖北、福建、湖南、
海南等 12 个城市的 22名 19-24岁大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主题分析法分析资料。

结果：在认知上，大学生对电子烟的认识有限，存在如电子烟比香烟危害更大等误解。在态度上，
大学生对电子烟存在两极分化态度：一些人认为电子烟 “健康”、口味多样,有吸引力，而另一些人则
更担心电子烟的使用安全和健康风险。对电子烟的态度也存在男女差异。女性电子烟使用者对
电子烟的使用态度上较为积极，而部分男性使用者则认为电子烟无法完全满足其对尼古丁需求。
在行为上，由于电子烟的使用地点和时间限制较少，大学生的电子烟使用时间和场合的选择上较
随意，也倾向于对电子烟的风险表现出拒绝和回避行为。

结论：建议加大对电子烟科学准确信息的宣传，杜绝电子烟形象伪装。推动电子烟管控政策细则的
制定，制定针对性的电子烟公共场所管控条例。减少青少年逃避电子烟风险的行为，最终降低大学
生电子烟使用率。

关键词：大学生；电子烟；质性研究

Abstract
Aim:  To explore electronic cigarette（E-cigs）usage experience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with the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Model to 
form interview guideline. Face to face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with 22 college students aged 
19-24 years from 12 cities in China were conducted, and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For knowledge,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misconceptions and limited knowledge on 
E-cigs, for example E-cigs are more harmful than conventional cigarettes. College students 
assured E-cigs has more flavors, are healthy and attractive, while others had more concerns on its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Attitudes to E-cigs also differ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Female E-cigs 
user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E-cigs, while some male users express that E-cigs cannot 
fully meet their nicotine needs. Time and occasion choos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as more 
randomly due to less restrictions on where and when e-cigarettes can be used, yet they also 
showed rejection and avoidance behavior to E-cigs risks. 
Conclusion: More regulations specified to restrict on E-cigs using should be made, and more 
accurate an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improve public awareness on healthy 
hypocrisy of E-cigs to reduce its abuse among young peopl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Electronic cigarette; E-cigs, Qualitative research

[1]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学院路3号海南医学院
[2]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172 号湘雅医学院湘雅护理学院

大学生使用电子烟认知、态度和行为体验的质性研究
Cognitiv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students on Electronic Cigarettes Usage：
a Qualitative Research

胡佳吉 Hu Jiaji [1]，张思琪 Zhang Siqi [2]
海南医学院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Xiangya School of Nurs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摘要
目的：瞭解澳門中一至中四青少年嘗試吸食電子煙的現況及影響因素，為有針對性地制定防制青少

年吸食電子煙的幹預策略提供科學依據。

方法：數據來源於 2021年澳門 “全球青少年煙草調查”（下稱 GYTS）所收集的有效問卷，採用多階段

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抽取 27所澳門日間部中學，中一至中四學生共 2880人。採用 “全球青少年煙草

調查問卷（澳門版）”進行調查，最終收集有效問卷 2683 份。數據清洗、整理由中國控煙辦完成，

採用SPSS 20.0進行 χ2 檢驗、趨勢 χ2 檢驗與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結果：調查對象嘗試吸食電子煙率為 11.3%（95%CI：10.2%-12.6%），其中男生（12.1%）高於

女生（10.5%）。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結果：年齡大（≥17 歲）（OR=3.010）、每週可支配零用錢多
（≥ 500元）（OR=1.788）、肯定地認為電子煙比捲煙的危害少（OR=1.342）、12 個月內在課堂中被

過關於電子煙危害的知識（OR=1.668）、肯定地認為吸電子煙會使年青人有更多吸引力（OR=1.267）、

7 天內曾在家中暴露於二手煙（OR=1.326）、30天內曾在互聯網上看到煙草產品的廣告（OR=1.338）、

父母有任意一方吸煙（OR=1.583）、最好的朋友中有人吸煙（OR=3.529）為嘗試吸食電子煙行為的

危險因素（P值均<0.01）。30 天內在各類媒體接觸過任何反電子煙宣傳資訊（OR=0.808）、能肯定地

拒絕其中一個最好朋友給你電子煙（OR=0.102）、30 天內曾在媒體上看到反吸煙資訊（OR=0.830）、

能肯定地拒絕其中一個最好朋友給你的煙草製品（OR=0.746）、肯定地認為一旦吸煙很難戒斷
（OR=0.825）、肯定地認為吸煙會損害健康（OR=0.560），為嘗試吸食電子煙行為的保護因素（P值均

<0.01）。

結論：澳門中一至中四青少年嘗試吸食電子煙情況較為嚴重，影響青少年嘗試吸食電子煙的因素多

而複雜，澳門特區政府應通過立法、執法、宣教等多種方式，聯合社會多方面力量，共同推進青少年

吸食電子煙的防控工作。

關鍵詞：澳門；青少年；嘗試；電子煙；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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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一至中四青少年嘗試吸食
電子煙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摘要

殷琪淇



摘要
背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日常获得健康信息的主要渠道。在 2022 年 5 月

31日第 35个世界无烟日前后，大量的控烟宣传运动在社交媒体上开展。

目的：当人们接触到控烟宣传信息后，会与他人讨论，从而采取行动。在以往的烟草控制研究中，

绝大多数将重点集中在吸烟群体，而忽略了占绝对数量的非吸烟群体。本研究旨在探究控烟宣传运

动对非吸烟群体的影响。在世界无烟日控烟宣传运动结束后一周，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接触过

运动信息的非吸烟者进行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1367 份。研究评估了控烟宣传信息接触通过人际交流

对非吸烟群体行为的影响，并总结出影响模式。

结果：人际交流作为中介作用，对接触控烟宣传信息的非吸烟群体行为产生影响，影响模式如下图：

结论：研究表明，人际交流能够促进非吸烟群体为他人提供帮助、劝导戒烟和不尝试吸烟行为。

在评估与设计未来社交媒体控烟宣传运动时，需要充分考虑非吸烟群体对烟草控制的作用，并将

人际沟通作为提高运动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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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名稱

[1]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
[2] 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学院新媒体与传播系

社交媒体控烟宣传对非吸烟群体行为影响研究—
人际交流作为中介变量

刘时雨 [1]、吴乔飞 [2]、陈瑜 [1]、许静 [1]

图1. 人际交流作为中介变量对非吸烟群体行为影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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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oke-free Elite Teens Programme aims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smoking cessation and 

tobacco control in the secondary students, and cultivate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The programme builds 

participants’ capacity by attending tobacco control classes, organizing “smoke-free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a smoke-free and healthy lifestyle in their schools and community. This study, with a 

single-group pre-post design, aimed to (1)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is programme to increase their 

(i) knowledge in smoking hazards (14 items, e.g. 1 in 2 smokers will be killed by smoking.), (ii) positive 

attitude (Likert scale from 1 to 5) and actions in delivering smoking cessation advice, (iii) support for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Likert scale from 1 to 5) (8 items, e.g. increasing tobacco tax), (iv) leadership 

self-efficacy (5 items; Likert scale from 1 to 6), (v) interpersonal and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 (18 

items; Likert scale from 1 to 10) and (2) evaluate the promotions outcomes from those smoke-free 

activities. Participants were 199 in-school adolescents from Secondary 2 to 5 in the school year 

2020-21. All data were collected at baseline, post-class, and 5-month after the programme enrolmen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summarize their delivery of smoking cessation advice during the 

programme and the outcomes of the smoke-free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percentage of giving correct answers to knowledge questions related to smoking hazard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baseline (73.6%) to post-class (84.4%, p < .001), and to 5-month follow-up 

(88.0%, p < .001). The scores on positive attitude in delivering smoking cessation advice (baseline 

= 4.36, 5-month = 4.53, p = .004) and support for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baseline = 4.13, 5-month 

= 4.58, p < .001)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uring the 5-month programme, 58 participants asked other 

smokers not to smoke around them, and 23 reminded other smokers not smoke in non-smoking areas. 

52 gave brief cessation advice to 66 smokers in total, and 8 of them recommended smokers to us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The scores on perceived leadership efficacy (baseline = 4.13, 5-month 

= 4.73, p = .025), and interpersonal and 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 (baseline = 7.20, 5-month = 7.51, 

p = .012)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smoke-free teens organized 135 smoke-free activities to reach 

38,618 people in their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he aims of the smoke-free activities included 

education on smoking hazards, the harms of e-cigarettes/HTPs, SHS and THS exposure, smoke-free 

legislation, promotion of “smoke-free” message and smoking cessation, and prevention of smoking 

upd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moke-free Elite Teens Programme potentially increased their 

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and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rigorous randomized studies to 

assess the study outcomes are warranted.

[1] School of Nursi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Evaluation Study of the Smoke-free 
Elite Teens Programme 2021-2022

Christopher CW CHENG [1]、Henry SC TONG [2]、
Vienna WY LAI [1]、Derek YT CHE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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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发布为个案，分析控烟公共传播运动的传播效果，为控烟

等健康议题的公共传播运动提供策略建议。

方法：通过舆情监测获得既往半年与《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相关的首发报道38份，采取内

容分析的方法，对发布时间、发布媒体、报道体裁、报道调性、消息来源、主动性、议题结构、

修辞技巧等 8 项指标进行人工编码，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发布半年内有效相关报道总量（含转载）共计 348 份，删去

重复报道后共计原发报道 38份，平均转载率为9.2次/篇；73.7%的首发报道集中在 “世界无烟日”前后；

首发报道中，政府卫生机构或官员（73.7%）是最主要的引用消息来源；综合类网络媒体（26.3%）

是主要的传播渠道；报道体裁以消息（47.4%）与深度报道（31.6%）为主；报道调性以消极（50.0%）

为主；报道的前 3 位议题内容分别为 “吸烟及二手烟危害”（78.9%）、“电子烟与公众认知”（47.4%）、
“戒烟问题”（23.7%）；报道内容强调恐惧信息（31.6%）和数据信息（21.1%）而缺乏行为指导。

结论：此次发布有效影响了媒介议程，建议按照公共传播运动的设计框架来进行控烟事件或观念

传播、构建双向对等的信息交流模式、在细分受众的基础上创新传播内容。

关键词：健康传播；公共传播运动；传播效果

控烟公共传播运动效果研究：
以《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发布为例

靳雪征
硕士，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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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15 年以来，北京市控制吸烟协开发了 “控烟一张图”，方便广大市民利用微信对违法吸烟行为

投诉举报，效果十分明显。首先是在网络和媒体曝光，然后志愿者利用手机，即可参与控烟监督执

法工作。“一张图” 形成人人都是监督员，处处都有摄像头的社会共治局面，增强了首都智慧城市的

作用；协会的志愿者队伍已经发展到 14000 多人。协会自办的微信公众号“无烟北京”已经坚持了 7

年之久，开设了 “控烟头条”、“曝光台” 等栏目，内容新颖、观点鲜明、图文并茂新颖，稳定吸引了

60000 多名粉丝。多次被搜狐、澎湃的媒体评为行业最佳公众号。

协会在遇到控烟负面事件时，勇于在第一时间通过新媒体发声，引导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将绝大部分负面事件引出正面效果。在新媒体的运用中，协会在新媒体宣传实践中总结出：内容要

贴地气；形式要创新；时机要抢先等经验。协会获得 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 “世界无烟日” 奖，

入选 2021健康中国创新实践示范中唯一的控烟案例。

社会组织利用新媒体开展控烟宣传的探索
张建枢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



協助和鼓勵戒煙
學術報告（二）



摘要
背景和目的：中醫針灸戒煙服務在香港已推行了超過十年。本研究旨在探討吸煙者接受針刺聯合
耳穴貼壓後的戒煙率，並評估治療方法對成功及未成功戒煙者在煙草依賴、吸煙行為、焦慮程度和
睡眠質量的影響。

方法：本研究為粵港澳大灣區戒煙項目的一部分，於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2月在香港進行前瞻性、
多中心臨床試驗。30 名合資格且有戒煙意願的吸煙者接受為期 8 週（每週2 次）標準化針刺聯合耳穴
貼壓治療。主要結局指標為治療後 24 週隨訪時點的戒煙率。次要結局指標為治療 8 週後及治療後 16
週隨訪時點的戒煙率、呼出一氧化碳（CO）含量，Fagerström尼古丁依賴檢驗量表（FTND）、煙草
自製力量表（AUTOS）、漢密頓焦慮量表（HAM-A）、焦慮自評量表（SAS）、和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數量
表（PSQI）評分變化，以及醫師評價治療的安全性。

結果：30 名合資格受試者（平均年齡 47.1歲；40% 為女性）中，28 人完成了 6 次或以上治療；全部
均完成各時點評估。治療後 24 週隨訪時點的戒煙率為 46.67%。治療 8 週後及治療後16 週隨訪時點
的戒煙率分別為36.67% 和 43.33%。整體而言，FTND 評分從治療 2 週後至治療後 24 週隨訪時點均
較治療前顯著改善（P<0.05）。成功戒煙組FTND評分從治療 8 週後至治療後 24 週隨訪時點均較未成
功戒煙組評分顯著改善（P<0.01）。就 AUTOS 評分而言，總體評分從治療 6 週後至治療後 24 週隨訪
時點均較治療前顯著降低（P<0.001）；成功戒煙組評分在治療後 16 週（P=0.04）和治療後 24 週隨訪
時點（P<0.001）均較未成功戒煙組顯著改善。呼出一氧化碳（CO）含量以及漢密頓焦慮量表（HAM-A）、
焦慮自評量表（SAS）和匹茲堡睡眠品質指數量表（PSQI）各時點評分變化則沒有顯著差異。此外，
沒有與治療相關的不良事件。

結論：本研究結果表明，針刺聯合耳穴貼壓可以成為香港吸煙者戒煙和減少煙草依賴的有效中醫療法。

關鍵詞：針灸；耳穴貼壓；臨床試驗；戒煙；煙草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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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愛醫院中醫服務
[2]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3]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4]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5] 香港醫院管理局中醫部

粵港澳大灣區針刺聯合耳穴貼壓戒煙臨床研究—
香港地區研究結果總結

何麗芬 [1]、何蕙均 [1]、黃玲玲 [1]、趙詩韻 [1]、
鄧淑瑜 [1]、黃俊明 [1]、陳建新 [1]、林之蘭 [1]、

陳敏 [1]、陳錦良 [2][3]、林國華 [4]、吳鳳亮 [5]、林志秀 [2][3]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COPD 吸烟患者及护士的访谈，从两种角度的探讨 COPD 患者戒烟时面临
的支持和困难，为未来向 COPD患者设计戒烟干预时提供参考。

方法：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设计，运用目的抽样的方法确定访谈对象，通过查阅文献设计访谈提
纲，对有吸烟经历的 COPD 患者及有 COPD患者护理经历的护士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在认知
行为理论框架下通过主题分析法进行资料编码和分析。

结果：访谈涉及的医院共 6 家，护士 11 名，患者 14 名。结果发现科室及相关部门对戒烟资源建设
不够重视，护士的戒烟知识及技能不足，护士未能给予患者充足的戒烟指导且对提供戒烟服务的
态度较消极。患者仅得到护士简单的口头戒烟劝导，未能得到对戒烟过程的全程指导，导致患者对
吸烟的危害和戒烟的认知不足，也不愿意向护士寻求戒烟帮助，仅愿意通过自身毅力戒烟，导致
患者戒烟效果不理想，戒烟反复失败和复吸。

结论：应加大相关政策对戒烟资源的支持力度，提高护士戒烟技能与知识水平，为患者提供充分的
戒烟指导及护理服务，提高患者戒烟意愿，科学戒烟，提高患者戒烟成功率。

关键詞：COPD 患者；护士；戒烟；质性研究

Abstract
Aim: This study aimed to conduct double-faceted interview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smokers and their nurses to explore the support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PD 
patients when quitting smoking,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s for COPD patients. 

Methods: This study employe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Purposive sampling was 
used to recruit participants. Interview outline was conducted through wide literature review.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rough face to face or online audio call were conducted with COPD 
patients who were current or former smokers and nurses who had caring experience with COPD 
patients. Data encoding and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matic analysis metho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

Results: 11 nurses and 14 patients from six hospitals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ospitals these nurses worked at did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build smoking cessation 
resources, so their nurses had very limited smoking cess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se nurses 
were unwilling to giv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and failed to give patients sufficient guidance on 
quitting smoking. Patients merely had simple verbal talking from nurses to ask them quit without 
any detailed explanation. Neither did they have long term guidance on how to quit, so they tended 
to have limited awareness of smoking cessation, nor to seek help from nurses. Most of them 
believed they could use “cold turkey” to quit smoking. During their quitting attempts, frequent 
relapse suggested inefficient results. 

护士和患者双视角下探索
COPD患者戒烟体验的质性研究

A Qualitative study on quitting smoking experience of 
COPD smokers: from both nurse and patient perspectives

Ling Meng、Siqi Zhang、Yannan Zhang
海南医学院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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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for smoking cess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nurses to help patients quit. COPD patients need adequate 
smoking cessation guidance and nursing services so that their  willingness to quit smoking could 
be improved and their could have chance to enjoy more evidence based quit smoking approaches 
to increase their quitting rate.
Keywords: Patients with COPD; Nurses, Smoking cessation; Qualitativ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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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吸烟是 MHD 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且 MHD患者吸烟现象广泛存在，但是知晓的戒烟方法知之

甚少。医务人员提供的戒烟服务十分缺乏，而戒烟服务在血透室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本研究旨在

为了深入了解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MHD）的戒烟体验与复吸经历，为将来促进 MHD 患者戒烟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设计，对 14 例 MHD 患者，分别来自三家医院血透室，通过非结构式深度访

谈法收集资料，并通过 Nvivo 12 进行主题分析。

结果：本研究中 MHD患者戒烟体验与复吸情况可归纳 4 个主题：大部分患者透析前后吸烟量无变化，

吸烟习惯发生改变，他们对于吸烟和戒烟的认识存在误解，认为烟吸入后即刻吐出，有害物质并不

会吸收，认为吸烟仅仅影响呼吸系统，与其透析关联不大。对戒烟持有消极态度，部分患者表示对

生活没有太大的期待，到透析这一步没必要戒烟。患者因之前未接触过戒烟服务，不了解戒烟服务

内容而拒绝使用，导致其戒烟反复失败而易发生复吸。

结论：血透室是实行个性化健康教育和戒烟服务的优质场所，医务人员长期和患者接触，可以对

患者的疾病有连续的了解和追踪，能较好的为其提供戒烟服务并协助患者戒烟，预防减少相关并发症

的发生。

关键词：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戒烟；质性研究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戒烟体验的质性研究
周伊娜、杨文静、张思琪、连敏玲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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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提供尼古丁替代療法（NRT）試用裝在基層醫療中可提高戒煙率。本研究旨在評估 NRT
試用裝對提高戶外吸煙熱點吸煙者的招募和戒煙率的效用。

研究方法：本研究是一項單盲、現實的群組隨機對照研究。符合條件的受試者被隨機分配到實驗組
（獲處方 1 周的免費 NRT 試用裝和簡短護士戒煙輔導）和對照組（相同的戒煙輔導）。研究的主要結果
為1個月隨訪時的戒煙嘗試（至少 24小時不吸煙）及使用戒煙服務。

結果：本研究納入 834 名成年吸煙者，治療組有 482 名，對照組有 352名。與對照組相比，NRT
試用裝吸引更多參加者即場接受簡短護士戒煙輔導（Adjusted incident rate=1.35，95%CI: 1.12-1.62, 
P < 0.01），但並無增加額外招募成本（實驗組：77.5美元 /人 vs 對照組：98.7美元 /人）。一個月和三
個月後跟進中，兩組戒煙嘗試相似（RR=1.02 和 0.90，all P > 0.05），但實驗組的戒煙服務使用率顯
著較低（RR=0.72和 0.85，all P<0.05）。六個月後的隨訪中，自我報告和生化檢驗證實的成功戒煙率
無統計學差異。與對照組相比，此策略的增量成本效能比為 -97.4 美元（95%CI：-3,312.4-3,377.6）。

結論：在戶外吸煙熱點派發NRT試用裝有效的增加了招募時吸煙者即場接受簡短護士戒煙輔導。
此策略在短期內雖然減少了接受戒煙服務的人數，但並未影響長期的戒煙嘗試和戒煙率，亦沒有
大幅提升招募成本。

Abstract
Background: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NRT) sampling has shown effectiveness in increasing 
smoking cessation outcomes in primary care setting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NRT sampling on smokers’ recruitment and cessation outcomes at outdoor 
smoking hotspots.

Methods: A single-blind, pragmatic two-arm cluster-randomized trial was conducted. Eligibl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 group (1-week free NRT sample and outside 
brief nurse-led cessation counseling) and control group (the brief nurse-led cessation counseling 
only). The primary outcomes were self-reported cessation services utilization and quit attempt 
(intentional abstinence for 24 hours or more) at a 1-month follow-up.

尼古丁替代療法試用裝在香港戶外吸煙熱點對招募
吸煙者和戒煙療效的研究：群組隨機對照試驗
Effectiveness of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NRT) 

sampling on recruitment and smoking cessation outcomes 
of current smokers at outdoor smoking hotspots in 
Hong Kong: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張懿德 Yee Tak Derek Cheung [1]，陳靜嫻 Ching Han Helen Chan [2]，
王琪 Qi Wang [1]，赫萬佳 Wan Jia Aaron He [1]，陸子璡 Tzu Tsun Luk [1]，

王文炳 Man Ping Wang [1]，林大慶 Tai Hing Lam [3]
[1]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護理學院，香港 
    School of Nursing, LKS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 東華三院綜合戒菸中心，香港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Integrated Centre on Smoking Cessation, Hong Kong
[3]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香港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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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In total 834 adult daily smokers were recruited, with 482 subjects in treatment group and 
352 subjects in control group. NRT sample significantly attracted more participants to receive 
nurses’ onsite counseling (Adjusted incident rate=1.35, 95%CI: 1.12-1.62, p<0.01)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st per recruiting a smoker for the counseling was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tervention group: US$ 77. 5 vs control group: US$ 98.7). The two trial groups showed 
similar quit attempts (RR (risk ratio) =1.02 and 0.90 at the 1-, and 3-month follow-up, respectively, 
with all p-values > 0.05).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ported lower use of cessation services (RR=0.72, 
and 0.85 at the 1-, and 3-month follow-up, respectively, with all p-value < 0.05). Self-reported and 
biochemically validated abstinence at 6 months were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using validated abstinence was US$ -97.4 (95%CI：
-3,312.4-3,377.6). 

Conclusion: Delivery of NRT sampling at outdoor smoking hotspots increased smokers who 
received onsite nurses’ brief counseling. This strategy reduced enrolment in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in the short term but did not alter quit attempts and tobacco abstinence afterwards. This 
strategy did not substantially raise recruitment expenses in recruiting smokers for further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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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吸烟护士对吸烟和戒烟的看法及提供戒烟服务的经历，探索吸烟护士的吸烟行为对其向
患者提供戒烟服务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设计，通过面对面或电话访谈等对来自 9 个城市、8 家医院的 15 例
吸烟护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资料在认知失调理论框架下通过 Nvivo12 进行主题分析。

结果：本研究中的大部分受访护士在学习护理之前染上烟瘾，护士作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主要倡
导者，对吸烟造成的身体危害较为清楚，对戒烟服务的概念和科学戒烟的方式较为模糊，其吸烟行
为和对戒烟服务的有限认知使其发生认知行为失调，主要表现为不自信、否认及逃避、委屈等。
护士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失调，如不提供戒烟服务并将原因指向为患者的戒烟依从性差和
工作忙没时间、合理化吸烟危害和行为、没有掌握全面的戒烟方法所以拒绝提供戒烟服务等。一些
护士表示希望获得单位支持，愿意积极参加戒烟培训，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戒烟服务。

结论：护士自身的吸烟行为可影响其为患者提供戒烟服务，建议通过院内戒烟方法培训和针对护士
的戒烟干预来提高其戒烟意愿并帮助其戒烟，并为将来患者能获得高质量的戒烟服务打下基础。

关键詞：体验；吸烟；戒烟服务；护士；质性研究

Abstract
Aim: To understand the perceptions of nurses on smoking and smoking cessation and their 
experiences on delivering cessation servic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urses' smoking behaviors 
on their cessation services to patients. 

Methods: A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was employed and face-to-face or telephon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5 smoking nurses from 9 cities and 8 hospitals were conducted.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by using Nvivo12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Results: Most of the nurses interviewed in this study became addicted to smoking before they had 
nursing training. As the main health professional and health promotor for patients, nurses knew 
smoking harms but with limited knowledge on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and methods to quit 
smoking. The smoking behavior and ambiguous perceptions of smoking cessation led to their 
cognitive behavioral dissonance, mainly performed as lack of confidence, denial and avoidance, 
and grievance. To deal with the dissonance, nurses had serval coping mechanism, such as not 
engaging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due to poor compliance of patients and lack of time, 
rationalization of smoking harms, and do not acquire comprehensive smoking cessation skills. 
Some nurses expressed their needs on getting support from hospital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smoking cessation training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cessation services 
for patients. 

Conclusion: Nurses own smoking behavior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to patients to quit smoking. 
It is recommended that hospital should organize more trainings on smoking cessation and build 
cessation interventions for nurse smokers to increase their willingness to quit and help patients qui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xperience; Smoking;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Nur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关于护士吸烟体验及提供戒烟服务经历的质性研究
张延楠、张思琪、惠玥、张彩虹

海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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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標：吸煙是死亡的一個重要而可改變的風險因素。醫療人員在戒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

由於培訓不足，他們沒有積極地幫助吸煙者戒煙。故此，我們採用了服務學習模式來運營青少年戒

煙熱線。護理學生接受培訓及監督，同時作為臨床實習，通過青少年戒煙熱線提供戒煙輔導。

方法：我們透過單組前後測設計評估護理學生在青少年戒煙熱線實習提升戒煙和控煙方面的知識、

態度和實踐的有效性。護理學生需在戒煙熱線完成 80 小時實習 (分為 20 節 )，其中 4 節用來招募社區

中的青少年吸煙者，在剩下的 16節提供電話戒煙輔導。在實習前，學生們需參加為期 2 天的戒煙培訓。

結果：共 61名三年級精神健康護理學生參加了項目。從 2021年1月至 2021年 6 月，學生開展了105 次

外展活動，接觸社區中 3142名吸煙者，並通過青少年戒煙熱線為 336 名青少年吸煙者提供電話戒煙

輔導。與基線相比，學生在實習後 3 個月的戒煙和控煙方面的知識、態度和實踐在統計學上有顯著

性差異。

結論：青年戒煙熱線的實習提高了護理學生在戒煙和控煙方面的知識、態度和實踐，從而提高了

他們在未來幫助吸煙者戒煙的能力。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許多地方的實習受到限制。將服務

學習模式加入現有的社區服務可為護理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及實習機會。

透過青年戒煙熱線實踐服務學習模式
林家慧，何家欣，麥艷華

香港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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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来说，我国是世界上 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人数居世界第一，吸烟给人们带来的

健康损失巨大，所以对于吸烟患者提供优质规范的戒烟服务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当前上海市

各类戒烟资源的介绍，以提供服务的机构类型不同进行分类，对当前上海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

部门的主要戒烟服务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以梳理的结果来看，上海市目前能够提供的戒烟服务

包括医疗机构提供的戒烟服务（普通的戒烟门诊、其他科室的转诊、戒烟俱乐部、中医院的中医戒烟

门诊等）、社区提供的戒烟服务（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提供的简短戒烟干预、中医疗法、戒烟沙龙等）、

卫生部门提供的戒烟服务（以 12320 为品牌的集电话、短信为一体的综合戒烟服务、线下主题活动、

线上新媒体等），可见上海市目前存在的戒烟服务资源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如何能将各类资源发挥

更大的作用仍然值得思考，本文对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加强戒烟服务网络建设提出建议。

上海市戒烟服务网络介绍及优化策略研究
谢臣晨、陈德、承语芝、丁园、贾晓娴、

龚正阳、孙源樵、乐坤蕾、王剑、殷竹琰、习佳成
上海市健康促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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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探究护士视角下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患者的戒烟经历，
分析 AMI 患者在面临心梗发作的死亡威胁后，面临戒掉吸烟这一致病因素产生抗逆力的过程及其
风险性和保护性因素。

方法：通过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在海口市三家三甲医院选取10名具有照护吸烟AMI患者经验的心
血管内科护士，在 Kumpher 个体―环境抗逆力运行模型的框架构建访谈提纲，并进行一对一半
结构访谈和资料分析，双人应用主题分析法进行手动独立编码，并通过研究小组讨论复核编码，

后确定主题。

结果：本研究发现在 AMI 发作的刺激下，吸烟患者所处环境中的保护或风险因素的平衡被打破，
其不同的个人特质持续与变化的环境互动，其中个人特质包括认知、身体、情感、行为及精神五种
特质， 终患者会在选择继续吸烟与戒烟之间形成四种不同类型的抗逆力结局，即戒烟成功、准备
戒烟或开始戒烟、复吸和放弃吸烟等，四种抗逆力结局在会个人特质和环境的不断变化下会不断
切换并反作用于个人特质和其所在的环境因素。

结论：护士应提高自身戒烟相关知识水平，积极进行戒烟宣教，增加护士对 AMI 患者的积极影响力，
帮助患者科学戒烟。

關鍵詞：护士；急性心肌梗死；戒烟；质性研究 

Abstract
Aim: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smoking cessation experience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patients from nurses perspective through analyzing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MI smokers 
who had heart attack faced when they were aware of that smoking as a key risk. 

Methods: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10 cardiovascular nurses with 
experience in caring for AMI smokers were recruited in three Haikou tertiary hospitals. Interview 
outline was conduc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Kumpher's individual-environment resilience model, 
thereafte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data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ly. 
Two researchers applied thematic analysis to code and analyzing data independently, 
disagreements was resolved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 till themes was finally determined.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al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ve or risk factors was broken 
when AMI smokers had heart attack. Their different internal self characteristics would therefore be 
changed subsequently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which included cognitive, physical, 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Patients would then have four different resilience outcomes 
between choosing to continue smoking or quitting smoking, such as successful smoking cessation, 
ready or willing to quit smoking, smoking relapse, and completely give up smoking. These four 
resilience outcomes would constantly shift with each other and conversely change their internal self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 

[1]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学院路 3 号海南医学院
[2]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心内科护士向急性心梗患者
提供戒烟服务体验的质性研究

惠玥 [1][2]、张思琪 [1]、蒙玲[1]、张延楠 [1]、杨文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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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Nurses should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about smoking cessation, actively deliver 
health education for patients to increase their positive influence on AMI patients and help them quit 
smoking scientifically.

Keywords: Nurs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Quit smoking, Qual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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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We have conducted 9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annually (2009-2018, except 
2011)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smoking abstinence. 
The RCTs were nested in “Quit to Win” (QTW) Contests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We synthesised individual-participant data to compare and rank the 
effectiveness of all tested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s. 

Methods: Daily cigarette users (N=9837) were proactively recruited from communities to join the 
RCTs. Main intervention components tested in these trials were AWARD model based brief advice 
(Assess, Warn, Advice, Refer, Do-it-again ) (n=3680, 37.4%), active referral to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n=1360, 13.8%), active referral plus instant messaging (IM) support (n=591,6.0%) , self-help 
booklet (n=720,7.3%) , short message service-based (SMS) intervention (n=1139, 11.6%) , and very 
brief advice-based (VBA) intervention (n=2347, 23.9%) . Outcome measures were biochemically 
validated smoking abstinence and self-reported 7-day point of abstinence (PPA) at 6 months follow-up. 
An incentive of HK$500 for passing biochemical validation has been offered since 2013 for all 
participants passed the validation. We conducted a Bayesian network meta-analysis using 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 and estimated posterior distributions of odds ratios (ORs) and rank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quitting outcomes for each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

Results: Participants’ mean age were 43.2±14.2 years and 18.5% were female. The trials never 
included usual care ( i.e., received none of the intervention) as a reference arm. An AWARD model 
based brief advice intervention was the most tested intervention and has been used as the 
reference. Compared with AWARD model based brief advice alone, SMS for referral (OR 1.73, 
95%CrI 0.66 to 4.44) , active referral (OR 1.63, 95%CrI 0.75 to 3.74) , and active referral plus IM 
support (OR 1.49, 95%CrI 0.59 to 3.82) with incentives yielded higher validated smoking 
abstinence, though the models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se three interventions also 
rank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ones for improving self-reported 7-day PPA (OR ranged 1.54 to 1.79, 
ranked 1 to 3 ) . AWARD model based cut down to quit, self-help booklet, SMS, VBA, with or without 
the incentive for successful quitting were less effective than AWARD model based brief advice
(OR ranged 0.53 to 0.89) . 

Conclusion: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synthesised the available evidence to guide the design of future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s for community-recruited smokers. Actively referring participants to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with or without additional mHealth support, were more effective than 
brief advice alone to promote quitting. Less intensive interventions (e.g., cut-down-to-quit, self-help 
booklet, very brief advice) were less effective than brief advice. Many trials used combined 
interventions with different compone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icacy of each individual 
components (e.g., mHealth alone) based on synthesised data are warranted.

[1] School of Nursi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Hong Kong
[3]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s for smoking cessation in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within “Quit to Win” Contests:
A network meta-regression approach

Zhao SZ [1]、Wu Y [1]、Tong HS [2]、Lai V [2]、Lam TH [3]、Wang M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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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控煙法的生效及修訂 
自 2012 年 1月 1日起新澳門控煙法生效,此法案的目的是：1）防止居民接觸煙草煙霧；2）規範煙草
製品成份、信息；3）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及贊助；在澳門生效六年後，並在 2018 年 1月 1日作出
修訂，而新修訂的《新控煙法》主要內容包括︰擴大禁止吸煙範圍，除機場及娛樂場可設吸煙室外，
所有室內公眾場所全面禁煙；此外，巴士站及的士站十米範圍內亦不准吸煙；電子煙將納入規管
範圍，除了不准售賣，以及不得進行廣告促銷外，在禁止吸煙地點吸食電子煙亦屬違法；法律
生效後，煙草製品 亦不得公開展示；娛樂場內不得銷售煙草製品；而違法吸煙罰款 高金額亦將由 
現時澳門幣 600 元調升至澳門幣 1500 元，其他違法行為罰款金額亦大幅度調升。有關修訂致力降低
煙草製品及電子煙在本澳的使用，保護公眾尤其是青少年免受 煙草危害，以減低市民因煙草導致的
疾病或死亡。

控煙法生效十年下的澳門 
澳門控煙法生效十年,在澳門衛生局的帶頭下多個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合作下透過教育宣傳及鼓勵
戒煙等方式推動澳門無煙環境的建設，並通過對控煙工作的適時檢 討及修改，現時實施的控煙法例，
在禁煙地點、罰款金額、煙草銷售限制及對電 子煙的監管等均更趨嚴格，澳門的吸煙人數亦正不斷
下降，15 歲及以上人口的傳統捲煙使用率由《新控煙法》生效前的 16.6% 逐步下降至 2019 年的 
10.7%，相對下降 35.5%。對比世界衛生組織倡議世界各國在 2025 年，煙草使用率較 2010 年
相對下降 30% 的目標，澳門已提前達標。
而在 2021年青少年煙草使用調查,調查結果果顯示，2021年澳門 13 至 15 歲學生傳統煙草的使用率
為 3.8%，較 2015 年的 6.1% 下降 2.3 個百分點，降幅顯著。可見降低青少年吸煙方面取得成效。
但調查亦顯示13 至 15 歲學生現時電子煙使用率為 4.0%，較 2015 年的 2.6% 高出 1.4 個百分點，
且青少年使用電子煙的比例已超過吸食捲煙者，電子煙的流行趨勢及影響不容忽視。

疫情下的控煙工作
一項由鍾南山院士團隊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大型研究顯示，吸煙者需要入住重症加護
病房（ICU）、需要呼吸機支持治療或死於新冠肺炎的概率是不吸煙者的 2.4 倍，說明吸煙的新冠肺
炎患者發生重症和死亡的風險更高。

在新型冠狀病毒目前仍在全球肆虐，疫情反覆不斷，自本澳進入抗疫常態化後，控煙辦公室在平常
性和策略性巡查相結合下，加強對包括晚上12點後的夜間營運餐廳及食肆，進行了近 3,400間次巡查，
以打擊違法吸煙行為。衛生局亦公佈 2022 年上半年控煙執法數據，當中控煙執法人員共巡查場所 
149,748 間次，較去年同期增加 3,364 間次（2.3%），其中日間巡查數為 115,707 間次（77.3%），
夜間包括晚上 12 點後的巡查次數為 34,041 間次（22.7%）。

未來與願景
為實現全面無煙社會的願景，澳門特區政府將通過修訂法例，加強對電子煙的管制，禁止製造、

分銷、銷售、電子煙的進出口，以杜 絕新型煙草製品於本地區流通，保護下一代免受新型煙草製品

的危害。

在控煙法生效十年的澳門控煙近況
陳永豪、温泉、李少平

澳門控煙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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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第 5 / 2011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
經第 9 / 2017 號法律修改的第 5 / 2011 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
澳門衛生局煙草控制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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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门诊评估指标体系由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解放军总医院和香港大学共同研发制定。通过

定性访谈结合专家讨论，初步构建了以支持性指标、服务功能落实指标和结果指标为基础的戒烟门

诊评价三级指标体系，并进行两轮专家论证，通过 Delphi 专家咨询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和评分。

之后又进行多次专家讨论，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分， 终确定戒烟门诊评估指标体系。

该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机构评估（满分为17分）、环境评估（满分为 14 分）、过程

评估（满分为 28 分）、效果评估（满分为 11 分）、发展指标评估（满分为 30 分），满分为 100 分。每个

部分包含多个指标，机构评估有 11个指标、环境评估有 10 个指标、过程评估有 10 个指标、

结果评估有 2 个指标、发展指标评估有 14 个指标，共 47个指标。其中前四部分为基础指标，合格

标准为基础指标分数达到 50 分及以上，且总分得分达 60 分及以上。

中国戒烟门诊评估指标体系探讨
杨焱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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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北京朝阳医院前期开发了提供科学戒烟资讯的戒烟微信公众号、辅助戒烟心理与行为干预的戒

烟微信小程序和提供实时戒烟咨询与群体干预的微信群，并将上述基于微信的戒烟干预技术与戒烟门

诊医生专业全程戒烟干预相整合，构建了线上 +线下 “五位一体”的新型戒烟服务模式。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展一项戒烟公益项目― “北京市民线上戒烟活动” 在吸烟者中评价此种新型

戒烟服务模式辅助戒烟的效果和吸烟者对其的满意度。

方法：通过微信线上招募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为其提供基于新型戒烟服务模式的戒烟干预 3 个月。

同时，在微信群内组织丰富的互动活动增加群活跃度和促使参加者使用线上戒烟服务。在收集基线

信息后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时，通过线上或电话随访收集参加者的戒烟情况、使用线上戒烟服务

的数据和对服务的满意度评价。戒烟效果的主要结局指标为第 3 个月自报的 7天时点戒烟率。

结果：共 527名吸烟者参与公益活动，以男性为主（89.9%），平均年龄为 40.7±10.9 岁，近 80% 具

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平均烟量17.4±9.1支 /日，烟龄19.1±9.8年。96.8%的参加者联合使用了至少两

种线上戒烟服务。第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自报的7天时点戒烟率分别为 13.9%（73 /527），23.1%
（122/527），另有 22.0%（116 / 527）、24.7%（130 / 527）和 15.0%（79 / 527）的参加者虽未成功戒烟

但在第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随访时报告进行了戒烟尝试。吸烟者对戒烟微信群、戒烟小程序、

戒烟公众号的满意度评分为 8.9±2.2、8.8±2.3 和 8.9±2.2。

结论：新型戒烟服务模式具有潜在促进吸烟者戒烟的效果，并且吸烟者对该模式的接受度和满意度

较高。在后疫情时期，该模式有望成为戒烟门诊和戒烟热线等线下戒烟服务的有力补充。

[1] 烟草依赖治疗研究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
[2]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

后疫情时代新型戒烟服务模式的建立与应用
褚水莲 [1]、景行 [1]、张迪[1]、童朝晖 [2]、梁立荣 [1]



聯合社會各界
推動無煙環境

學術報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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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與目的：香港逾四分一房屋管理業從業員（從業員）有吸煙習慣1，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

會）為保障從業員及公眾健康，於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期間舉辦「無煙安居樂業」計劃，以鼓勵
從業員投入無煙生活，並加強業界宣揚無煙文化的角色，亦期望透過計劃凝聚房屋管理業界力量，

提醒住戶、業戶、租戶及公眾遵守禁煙法例，共同締造無煙生活環境。

內容及成效：計劃設有「無煙房屋管理」認證，鼓勵業界推動無煙，吸引近400間業界公司及機構
踴躍參加，受惠員工數目超過二萬五千人。參與的業界公司均有傑出表現，包括自發性地於非法定

禁煙物業範圍推行全面禁煙、設立戒煙獎勵制度及提供戒煙支援等。計劃獲得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及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擔任合辦機構，以及多個業界組織動員旗下會員參與，將戒煙

資訊滲透至不同階層。

委員會針對業界對吸煙及禁煙法例執行的迷思，分別製作無煙短片及宣傳紀念品，並為他們提供

健康講座、戒煙轉介服務等。委員會亦舉辦「無煙安樂窩」設計比賽，邀請全港市民一家大小參與，

推動吸煙的家人及鄰舍儘早戒煙，共收到超過 370份作品及逾 4,000人支持活動。獲獎作品亦於
港鐵社區畫廊內展出，將無煙信息帶入社區。

結論：隨著僱主重視員工健康，配合計劃內所提供的戒煙支援及宣傳推廣，造就是次計劃取得豐碩成果。

業界的踴躍參與既展示其企業社會責任，亦提升整體員工的健康水平。更重要的是，透過推行

無煙管理，如自發性擴展全面禁煙至非法定禁煙物業範圍，有效減低公眾接觸二手煙，保障市民健康。

市民安居樂業 應由無煙開始
陳志球、湯修齊、黎慧賢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參考文獻
1.   職業安全健康局。( 2006 )。物業管理行業之職業安全健康狀況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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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與目的：社團是澳門極具特色的社會結構組成部分，68萬人口的城市有近1.1萬個社團，在各
領域建設中形成了政府主導、社團配合、市民支持的有力發展模式。在控煙領域，社團起到承上

啟下、深度推進的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總結控煙社團聯合社會各界推動無煙環境的行動和作用，

並探討展望未來的挑戰和方向，以進一步降低人口吸煙率。

內容及成效：作為控煙主力社團，無煙澳門健康生活協會等在衛生局、教青局及社工局的大力支

持下，與社會各界積極合作，開展系列多元控煙推廣活動。針對青少年群體，協會與學校合作，

開展｢無煙校園工作坊｣，場次從 2012年 50餘場攀升至 2022年的近130場；定期舉行｢無煙校園｣
互動劇場巡演，以輕鬆互動模式啟發同學對煙草的辯證思考；舉辦｢控煙與健康｣校際問答比賽及｢控

煙青年先鋒好友營｣等活動，以青年榜樣力量推動無煙文化的傳播。企業機構方面，合作開展｢無煙

企業｣路演，向員工開展健康教育，科普疾病預防常識及煙草危害，促進健康生活習慣與理念的建立。

還與各領域社團合作，面向不同群體開展煙害展覽、講座、戒煙指導等活動。

自澳門 2012年新控煙法實施以來，在社會各界的努力下，澳門吸煙率穩步下降，其中15歲以上人
口吸煙率由2011年的16.9%下降至2019年的 11.2%，13 -15歲青少年吸煙率由2010年的 9.5%下降
至 2021年的3.8%。

結論：社團是澳門社會各組成部分的粘合劑，在澳門經濟建設、文化推廣、社會服務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無煙澳門｣的發展道路上，面臨新型煙草製品的挑戰，亦有傳統煙草商的持續博弈，需要更充分發揮

社團的力量，將控煙工作更深入到市民群體當中，予以其更直接細緻的幫助。

關鍵字：社團；無煙環境；吸煙率

澳門控煙社團在推動無煙環境所發揮的作用
張耀鴻、陳雅靜 

無煙澳門健康生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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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有些企業會為職員提供戒煙支持，但少有研究評估該支持對正在參與戒煙項目的職員的戒煙

率的影響。本研究旨在評估企業提供的戒煙支持對參與戒煙項目的職員戒煙率的影響。

方法：九龙乐善堂在香港 76間企業開展「愛．無煙」前線企業員工戒煙計劃，並在干預開始後第
六個月的隨訪中，評估參加者過去七日自訴戒煙率。從三個維度，包括對戒煙者提供獎勵、支持

戒煙嘗試、無煙環境的落實，對企業提供的戒煙支持進行評估。採用多變量邏輯回歸評估企業提供

的戒煙支持與職員戒煙率的關聯，同時校正了戒煙意願，尼古丁依賴程度，戒煙的自我效能和一般

人口學資料對戒煙率的影響。同時對不同行業的僱主進行質性訪談以了解其對提供企業戒煙支持的

看法，主題分析法用於分析該數據。

結果：在對 383名參加戒煙項目的參加者進行分析後，發現企業提供的越高的戒煙支持和戒煙率相關
(aOR 1.32 ; 95% CI 1.08 -1.61)。支持戒煙嘗試 (aOR 1.93 ; 95% CI 1.21-3.07 )以及無煙環境的落實
( aOR 1.51 ; 95% CI 1.08 -2.11 )都與戒煙率相關。質性研究發現僱主提供戒煙支持為樹立良好的企業
形象，在決定提供戒煙支持時會考慮成本效益，缺乏戒煙相關知識是企業提供戒煙支持的一個阻礙。

結論：企業提供的戒煙支持能提高參與戒煙項目的職員的戒煙率，需要促進企業提供戒煙支持。

企業提供的戒煙支持提高參與戒煙項目的
職員的戒煙率：一項混合性研究

Ziqiu Guo [1]、Alice Oi Sze Lau [2]，
Yongda Wu [1]、Matthew Chak Hang Ng [2]、Xue Weng [1][3]、

Tai Hing Lam [4]、Man Ping Wang [1]
[1] School of Nursi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China
[2] The 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Kowloon, Hong Kong SAR, China
[3]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t Zhuhai, Zhuhai, China
[4]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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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烟草危害是一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烟草暴露已被证实是导致孕妇多种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

目前孕产妇被动烟草暴露的情况不容乐观，但针对孕产妇这一特殊人群尚无确切的烟草管理办法。

为了更有针对性且更有效开展对孕产妇的烟草暴露干预工作，有必要了解和掌握孕产妇人群的二手烟

暴露现状，认识被动烟草暴露对孕产妇的危害。本文针对孕产妇二手烟暴露情况及干预措施研究进展

进行综述，并提出展望。

关键词：二手烟暴露；干预措施；研究进展

基金项目:
[1] 健康上海行动专项（2022- 2024年 )―控烟示范管理建设及戒烟网络能力提升（JKSHZX- 2022-15 )
[2]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2022年卫生健康政策研究课题―上海市电子烟使用情况调查及应对策略研究（2022HP42 )

孕产妇二手烟暴露现状及干预措施研究进展
承语芝 [1]、车贝贝 [2]、陈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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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控烟投诉举报工单数据分析，了解上海市控烟状况，
为今后提高控烟执法能力和控烟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持和思路。

方法：选取2020年 5月至 2021年4月间已办结的全部上海市12345市民热线控烟工单为研究对象，
剔除重复工单和缺失数据等，利用SAS 9.3统计分析软件对工单数量、工单类型、工单来源、工单
发生场所和工单内容等进行分析。

结果：10945条控烟工单中，工单内容涉及最多的两大核心问题是禁烟场所存在吸烟现象、无人
劝阻或管理，分别占总工单数的97.6%和13.3%；排名前 5位的投诉举报场所分别是餐饮商业场所
3664条（33.5%）、工作场所 3291条（30.1%）、住宅楼2151条（19.7%）、文体娱乐酒店783条（7.2%）
和网吧 380条（3.5%），合计占了总数的93.8%；而投诉量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市区以及辖区面积
较大且商业中心密集的区；此外，除 2月春节外，冬春季工单数量较高，夏秋两季工单数量较低，
这一现象与全年的温度变化趋势正好相反。

结论：控烟需要发挥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也需要广大市民公众、志愿者的积极参与，
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提供了良好的控烟社会监督平台，今后应进一步探索应用，不断加强控烟
社会共治的成效。

关键词：市民服务热线；控烟工单、禁烟场所；社会共治

[1]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2]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控烟投诉举报工单分析
孙源樵 [1]、丁园 [1]、陈德[1]、黄智勇 [2]、

乐坤蕾 [1]、杨建军 [1]、王剑 [1]、龚正阳 [1]、贾晓娴[1]、
谢臣晨 [1]、殷竹琰 [1]、承语芝 [1]、习佳成 [1]、袁静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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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是国家制定控烟政策和电子烟监管措施的重要因素和动因。2022年北京
大学联合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控烟协会、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开展 “无烟文化，青春同行”健康中国行
动控烟行动大学生科普辩论大会，借助互联网强大的传播能力，以海报、视频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

形式，通过微博、B站、公众号等青少年群体聚集的多种渠道触及目标受众。

结果：24所高校的157辩手报名和参与了辩论赛，超过50万人在线观看辩论赛视频，视频总播放量
超过 300万，在微博上产生超过 5000万阅读量。活动结束后结合参与改变理论和知信行模型对辩论
赛的效果进行评估，近半受访者对烟草带来的危害的了解更加深入了, 近四成受访者对控烟政策了解
更加深入了, 赞同 “在中国，应该进行无烟立法”比例达到近八成。

讨论：创新青少年控烟倡导活动可以有效支持控烟政策改变，以大学生群体为代表的青少年作为控烟行

动的主体，以 Z时代（Z generation）所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通过亲身参与体现新媒体的赋能（new 
media empowerment）效果，通过更多的亲身参与、平等对话和辩论讨论等形式，更具策略性地进行
控烟政策倡导，如倡导全国性全面无烟法规、加强电子烟控制与监管、提高烟草税、警示图片上烟包等。

创新青少年控烟倡导活动支持控烟政策—
以2022 年世界无烟日首届中国高校控烟辩论赛为例

刘时雨、陈瑜、许静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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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中明星偶像的吸烟镜头，抵消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知，诱惑青少年和年轻女性吸烟。为了解

影视作品中烟草镜头的现状，推动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禁止在影视作品中拍摄烟草镜头的文件，我协会

从 2007年开始至今，已连续14年对年度热播的前 30名国产电影、电视剧进行烟草镜头的监测，
将监测结果举办新闻发布会，并对无烟影视作品颁发“无烟影视奖”，对烟草镜头最多的颁发 “脏烟
灰缸”奖。同时，还向国家广电总局负责人汇报监测结果。最终成功促成国家广电总局两次发布了
《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通知》红头文件，禁止在影视作品拍摄吸烟镜头，净化

银幕形象。

监测影视作品中烟草镜头   促进拍摄无烟影视作品
许桂华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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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未成年是保护民族的健康和希望。烟草控烟对中国未成年人的保护意义重大。但从1991年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来没有看到烟草专卖局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的案例处罚和报道。未成年人保护

需要议题设置和基础数据的支持。

北京控烟协会从2018年开始，监督调查学校周边100米调查烟摊设置和向未成年出售卷烟的情况。
与2015年市疾控中心调查数据比较，进步很小。此话题引起新华社和检察院系统的积极参与。
2020年协会参与国家未保法修订，提出 “要让未保法长出牙齿”。全国人大在新法中将违法售烟
“处以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然而，2021年底新探中心在北京用高中生着校服买烟试验调查，结果100%的买烟者未被检验身份

证购买成功。今年9月，协会组织未成年人免受烟草危害研讨会，市人大及各主管局均参会，就存
在问题进行讨论。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在修改市未成年保护条例时，所有措施要严于一般法规；

要充分重视控烟保护，对学校周边100不设置烟草销售点的测量要从学校围墙作为起点。严格执行
不准在学生面前吸烟和不准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规定。

多部门合作在保护未成年人预防烟草危害中的作用
崔小波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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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電子煙及加熱煙草產品 ( 加熱煙 ) 等另類吸煙產品 ( 另類煙 )，近年於全球迅速興起，成為年輕

人的吸煙途徑，更阻礙吸煙人士戒煙，其害處亦陸續被證實。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早年已倡議禁

止另類煙，並在 2018 年至 2021年期間不懈地進行宣傳教育、研究調查、倡議游說等工作，結合

全港社會力量支持控煙，以通過全面禁止另類煙的法例。

挑戰及策略：面對嚴格控煙政策，煙草商利用偏頗的研究數據，斥資進行誤導宣傳，包括另類煙有

助戒 / 減煙、較傳統煙減害、獲得認可等等，並誇大其使用情況和潛在私煙問題。它們更資助建立

前線組織，營造反對控煙的輿論，企圖阻礙立法進程。

因此，委員會團結社會所有界別的代表，包括醫學團體、控煙組織、學術界、教育界、家長、病人

組織及社會服務團體等對抗煙草業的干預，聯合向政府部門建議、舉辦宣傳活動、向立法會議員及

政策制定者進行游說禁止另類煙。委員會同時加強跨媒體的宣傳教育，透過記者會、邀請專家合作

進行訪問報導、撰寫專欄文章，以及社交媒體宣傳等，以最新的科研數據澄清坊間對另類煙的誤解。

內容及結果：長達三年的立法過程中，委員會共舉行了六次記者會，獲超過200篇媒體訪問及報導，引起

社會廣泛關注。為教導大眾認識另類煙禍害，委員會舉行了 20 場健康講座及 28 場地區教育展覽，

並透過社交媒體專頁「煙害 2.0」發佈超過 130 篇貼文，向過百萬名市民宣揚另類煙的正確資訊。

委員會分別與近 45 位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政黨及社會領袖進行會面，積極爭取政策制定者的

支持。為鼓勵市民共同發聲，委員會亦推動超過 130 名人士出席立法會會議發表意見支持，並遞交

超過 4,000 份書面意見，同時收集近 12 萬個市民及機構的簽名，展現社會共識。

結論：在社會各界鍥而不捨的努力下，全禁另類煙的條例最終獲得通過，避免煙草商以不同形式的吸煙

產品誘導吸煙，防止煙害變種蔓延，荼毒下一代。即使面對煙草商的大力干預和反對，政府及控煙工作

者應堅定秉持捍衛公眾健康的決心，並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

積極動員社會各界以及多方位倡議
宣傳推動全面禁止另類吸煙產品立法

湯修齊、陳志球、黎慧賢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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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Heated tobacco products (HTPs) ar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Hong Kong (HK). HTP use 
in never or former cigarette users has been reported, which risks renormalizing tobacco use in HK. 
HTPs have not been formally launched and the sale of duty-not-paid tobacco sticks is illegal, 
but promotion and sale of HTP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were not uncommon. How these platforms 
facilitate the rapid increase in HTP use is understudied. We investigated how Facebook was used 
against regulations to sell HTPs in HK. 

Methods: A 2-stage search for Facebook pages run by HTP businesses targeting HK users was 
conducted in June 2019. We first searched using the most common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s 
and the four most common brands of HTPs. Combined search results were screened by checking 
the most recent 10 posts of each page. To capture HTP-related pages that might have been 
missed, we checked recommended (related) pages shown on the “Home” tabs of each of the 35 
pages identified in the first stage and screened the recommended pages using the same method. 
A total of 59 pages were found through the 2-stage search and 30 (50.8%) pages that received 
over 300 “Likes” were included for inductive content analysis sinc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visited 
by potential customers. We coded pages’ attributes listed on the “About” tab and all posts 
including comments published since January 2017. HTPs included heating devices, accessories, 
and tobacco sticks. Various attributes were recorded including methods of customer inquiries 
(telephone, Instant Messaging (IM), address), business responses (comments or private messages, 
PM), and services provided (warranty/repair).

Results: PAmong 30 pages, 8 (26.7%), 10 (33.3%), and 12 (40.0%) received 300-499, 500 – 999, 
and 1000 or more likes, respectively. Thirteen pages (43.3%) were exclusively about HTP business 
while other pages also sold other products. Two-thirds provided phone numbers (66.7%), IM 
accounts (65.5%), and addresses (66.7%). Age gating was absent from all pages, i.e. the minor 
account (aged 15) we created can access all pages. Most pages sold heating devices (26, 86.7%) 
and accessories (22, 73.3%) with over 72% providing phone numbers, IM accounts, or addresses. 
Only 8 pages (26.7%) sold tobacco sticks with 75.0% providing telephone numbers but fewer 
provided IM accounts (62.5%) and addresses (50.0%). All pages responded using PMs and only 
12.5% also used comments.

[1] School of Nursi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content analysis of heated tobacco 
product business in Hong Kong on Facebook

Yongda Socrates Wu, PhD [1] ; Hiu Laam Chan, MPH [1] ; 
Sai Yin Ho, PhD [2] ; Sheng Zhi Zhao, PhD [1] ; Tzu Tsun Luk, PhD [1] ; 

Tai Hing Lam, MD [2] ; Man Ping Wang, Ph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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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ubstantiated health-related claims were found in all pages. Seventeen pages (56.7%) posted 
videos and articles to improve HTP users' knowledge of these products and four pages (13.3%) 
even encouraged customer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using different devices and tobacco 
sticks. Thirteen (43.3%) pages provided warranty to the devices sold or offered repair services, of 
which 2 (15.4%) even offered express repair services (within 1 hour) for malfunctioned devices in 
their retail outlets. Advocacy for less stringent regulations on HTPs was also observed on 8 (26.7%) 
pages.

Conclusion: We found Facebook pages were used as dedicated stores to promote and sell HTPs 
including heating devices, accessories, and even illicit tobacco sticks in HK, a non-offici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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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煙、加熱非燃燒煙草產品及草本煙。

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包括電子煙、加熱煙在內的所有煙草製品，均對健康有害。
電子煙於 2004 年發明，近年興起，通常氣霧型電子煙稱為第一代電子煙，即通過鋰電池加熱煙油
使其霧化以供吸食的一種煙品。煙油主要成分是丙二醇及甘油，易刺激呼吸道，傷害肺部，進而引發
一些急性癥狀。第二代是加熱煙草型電子煙，是將特製的捲煙式煙草，套於電子加熱裝置產生氣霧，
以供使用者吸食。使用電子煙可增加患上癌症（如肺癌、膀胱癌）、呼吸系統疾病（如慢性阻塞肺病、
哮喘、閉塞性支氣管炎（俗稱「爆谷肺」）、心血管疾病、生殖系統疾病之風險。

2019 年年底，美國爆發疑似使用電子煙引起的肺病，使用電子煙後入院甚至死亡的個案急增。當地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把此病命名為「與電子煙產品使用相關的肺損傷」（E-cigarette, or vaping, 
e-product use-associated lung injury, EVALI）。截至 2020 年 2月，當地錄得接近3,000 宗個案，當中
68人死亡。英國、加拿大、菲律賓、台灣亦有出現類似個案。曾經使用電子煙的人士患上 2019冠狀
病毒病（俗稱「新冠肺炎」）的風險比從不吸煙者（包括電子煙及傳統捲煙）高 4至 6倍。

當中主要成份尼古丁，具有高度成癮性並會影響腦部發育，含尼古丁的電子煙、加熱煙對兒童和青少
年的危害尤其嚴重；尼古丁亦會影響胎兒的發育，增加罹患心血管和肺部疾病。多溴聯苯醚會干擾
甲狀腺分泌及影響生殖能力和胎兒發展。

電子煙可發生爆炸，導致燒傷和彈片造成的損傷。尤其當電池品質不佳、儲存方法不當或經用家自行
改造時，該風險顯著上升。過往亦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報導因電子煙爆炸而導致的不同程度燒傷、骨折、
甚至死亡等個案。

全球各大醫療專業團體（包括歐洲心臟科學會，美國肺科學會，防癆協會）對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
煙、加熱非燃燒煙草產品及草本煙均予負面評價。而近年全球的控煙措施正面臨新型煙草製品衝擊

（包括電子煙及加熱煙等產品），各地政府對這些產品亦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就以加熱煙（一種以電子
裝置加熱而非燃燒煙草的產品）為例，這類產品雖在新加坡、泰國、巴西等地被禁，但在中國內地、
日韓及大多西方國家則已制訂監管框架，將這類產品納入規管範圍，並在不同程度上鼓勵煙民轉用。
事實上，目前超過六十個發達國家基於科學數據讓加熱煙產品合法進入市場。

在內地，国家煙草專賣局於 2022 年 3 月 11日發佈《电子煙管理辦法》其中有保護未成年人政策―
包括第六條明確規定國家和社會加強吸電子煙危害健康的宣傳教育，勸阻青少年吸電子煙，禁止
中小學生吸電子煙。第三章銷售管理規定在普通中小學、特殊教育學校、中等職業學校、專門學校、
幼兒園周邊不得設置电子煙產品銷售網點。第二十二條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電子煙產品。電子煙經營
者應當在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銷售電子煙的標誌；對難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應當要求其
出示身份證件。

澳門特區政府在數年前已關注到包括電子煙在內另類吸煙產品的相關問題，並於  2015 年 7月提交的
《修改第 5 / 2011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下簡稱《新控煙法》）法案中，特別提出了規管電
子煙的法律條文，新修改的法案已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2] 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

兩岸及港澳地區對另類吸煙產品的
研究、宣教及相應處置法

溫泉 [1]、李少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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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地區，傳統煙草使用率呈逐漸下降的趨勢，2019 年15 歲或以上居民使用率降至 10.7%；
13至15歲青少年使用傳統煙草由 2015年的 6.1%降至 2021年的 3.8%，但使用電子煙比例則由 2.6%
升至 4%，情況令人擔心，政府從實際數據及未來趨勢，希望杜漸防微，通過修法把新型煙草產品
使用降到最低。因此特區政府遂於 2022 年 5 月通過《修改第5/2011號法律〈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
法案。最新法案禁止製造、分銷、銷售、進口和出口電子煙，包括禁止攜帶該等產品出境和入境
澳門，違法者將被科處澳門元四千元罰款，倘屬私人實體，將被科處二萬至二十萬澳門元罰款。
而《新控煙法》中有關電子煙條文的規定內容包括了禁止在法定禁煙範圍內使 用電子煙，禁止售賣
電子煙以及供口服或鼻吸的煙草製品，禁止任何形式的煙草、煙草製品及電子煙的廣告及促銷，
包括透過廣告媒介或資訊公司的服務以隱晦、掩飾及暗示的方式製作的廣告，違法者將會被檢控。
根據《新控煙法》的規定，在網路銷售煙草製品或電子煙，以及進行有關製品的廣告及促銷均屬
違法。針對網上售賣電子煙或煙草相關製品的行為，衛生局持續關注相關情況，並會將資料轉交
司法警察部門協助，以便追查和辨認違法者的身份。根據現時法律的規定，個人自行攜帶電子煙
入境澳門並不構成違法行為，衛生局將繼續加強與海關部門的溝通和合作，並依法檢討《新控煙法》
的執行情況及提出適當的修訂建議，不斷完善控煙的政策措施。

澳門特區政府加強宣教吸煙危害，重點面向少年兒童持之以恆地開展煙草尤其是電子煙危害的宣教。
今年是新控煙法生效十周年，開展“無煙校園工作坊”十周年，有控煙社團去年推出電子煙害主題
工作坊。在政府的支持下，無煙工作坊由初期一年四十餘場到目前一年接近一百五十場，越來越多
的學校重視煙害教育。有控煙社團建議加強電子煙管控政策法規的大眾媒體宣傳，包括禁煙標誌
加入電子煙圖標，並通過公共巴士電子屏播放電子煙危害的科普短片及控煙法規短片等，營造拒煙
的社會大環境。

香港地區由 2022 年 4 月30日起，任何人不得進口、推廣、製造、為商業目的而管有或售賣另類吸煙
產品，包括電子煙；任何人不得在法定禁煙區使用另類吸煙產品。

在香港含有尼古丁的電子煙（不包括煙草產品），一般被歸類為《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內的「藥劑
製品」。根據第 138 章，符合「藥劑製品」定義的產品，必須在第138 章的要求下符合安全、素質和
效能方面的規定，並獲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的註冊才可在本地銷售或分銷。所有已註冊的藥劑
製品須於包裝附上香港註冊編號，格式為「HK-XXXXX」。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未經評審，安全、
品質及成效未獲保證。此外，在第 138 章下，尼古丁（煙草除外）亦被列為第 1 部毒藥，非法管有或
銷售第 1 部毒藥或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均屬違法，一經定罪，每項罪行最高可被判罰款 10 萬元及
監禁兩年。2021 年 10 月 29日在憲報刊登《2021年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例》禁止進口、製造或
售賣；任何人違反此條款，即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而香港和澳門的控煙社團組織均支持政府立法禁止另類吸煙產品。

台灣的煙害防制法修訂草案（包括禁止另類吸煙產品之內容）「煙害防制法」修正，主要是強化電子
煙及加熱煙等新類型產品的管制法源，包括全面禁止電子煙在內等類煙品，也禁止加味煙，提高
禁止吸煙年齡至 20歲、擴大室內外公共場所禁煙等，並加重罰則，同時也就符合煙品定義的新類型
煙草產品如加熱煙，加以規範。也於 2022年9月送交立法機關審議。因此，很多關於另類吸煙產品
的研究仍在進行中，究竟是將其納入監管範圍？還是以一刀切模式將其禁止銷售 / 攜帶入境 / 使用？
爭議在於兩者皆有利弊。而這些議題都值得專家學者們去深思熟慮的考量！而對於另類吸煙產品的
管控在於全社會參與，特別是防止未成年人吸煙的宣傳教育和加強電子煙管控政策法規的大眾媒體
宣傳對於政府實施控煙政策大為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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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政府對於控煙工作一直採取積極的態度，以保障澳門市民的健康，推動澳門無煙環境的

建設。本澳於 2012 年1月1日實施《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至今經過十年的努力，控煙已取得顯著

的成效。

醫學研究已明確指出，電子煙包含多種有害物質，對健康的影響不容忽視。年輕一代吸食電子煙的

比例在本澳及世界各地快速增長。且青少年使用電子煙的比例已超過吸食捲煙者，電子煙的流行

趨勢及影響不容忽視。

有鑑於此，澳門政府自一八年起已禁止電子煙的售賣、廣告及促銷電子煙，均屬違法。雖然現時

澳門法律禁售電子煙，同時禁止任何形式的電子煙廣告及促銷，但可在網絡平台找到相關產品，

透過網購渠道便可購得電子煙。也可從口岸從境外攜帶電子煙入境澳門，未能導絶市面上的流通。

有見及此，澳門特區政府於本年提出修改控煙法草案。該草案提出禁止製造、分銷、銷售、進口和

出口電子煙，包括禁止攜帶該等產品出境和入境澳門。而此修法已於 2022 年 8 月 29 日於立法會

獲細則性通過。期望透過修法令新型煙草產品使用降至最低。寄望將來政府在教育課程中加入

電子煙的課題，讓學生知道吸食電子煙的害處，從年輕一代著手建立電子煙害的認知。

澳門預防電子煙之現況
梁華昌

澳門志願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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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上海市电子烟使用者对电子烟的认知、态度情况，为提出针对电子烟的干预措施和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上海本地数据和科学依据支撑。

方法：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RDS）招募 400名电子烟使用者进行问卷

调查，通过使用 SPSS 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从电子烟使用的相关知识来看，电子烟使用者对电子烟烟油（烟液）、电子烟气溶胶具体成分的

知晓情况欠缺；对电子烟会对呼吸系统产生健康危害的知晓率较高，但对于电子烟的其他危害知晓率

较低；了解电子烟相关内容的途径渠道以网络媒体居多。对电子烟的认知情况来看，有超过半数认为主

动与被动使用电子烟的危害均小于传统烟草；半数调查者认为电子烟能否帮助戒烟因人而异。对电子烟

的监管态度来看，支持将电子烟监管纳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调查者居多。

结论：电子烟使用者对电子烟的 “知、信”上具有一定特征，开展电子烟危害相关的宣传教育及制订政策、

干预策略，应针对使用人群的知识、态度及行为特点及相关认知误区，予以精准施策。

上海市电子烟使用者情况分析及干预策略研究
谢臣晨、陈德、承语芝、丁园、黄智勇、夏周骁、唐云龙、贾晓娴、

龚正阳、孙源樵、乐坤蕾、王剑、殷竹琰、习佳成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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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海南医学院学生对电子烟的认知及使用现状，为新型烟草制品挑战下无烟校园的创建
提供现实依据。

方法：在前期质性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的电子烟调查问卷的基本信息、认知、态度和使用行为四个
模块，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海南医学院在校大学生对电子烟认知及使用现状，并运用频数和
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分析。

结果：共收回问卷 501份，有效问卷 499 份，海南医学院大学生中电子烟知晓率为 11.0%，调查
对象大部分在大学第一次接触电子烟，其中大一年级接触占比最高；大学生对电子烟的作用和危害
认识不足，大部分认为电子烟比传统卷烟更健康。大学生电子烟使用率为 4.6%，其认为的流行原因
主要为使用者好奇心强且价格适宜。大部分大学生认为电子烟会在无聊或与朋友聚会时使用，但总
体对使用电子烟呈反对态度。

结论：海南医学院大学生电子烟知晓率较高，但认识局限，对电子烟健康影响相关知识认知存在
误解和偏差，大学校园应加强对电子烟的知识科普宣传教育，关注防控大学生电子烟使用泛滥，
同时警惕非吸烟大学生使用电子烟的危害影响。

关键词：电子烟；认知；使用现状；大学生

Abstract
Aim:  To underst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elctronic cigarettes (E-cigs) awareness and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MU), thereafter to provide statistics for creation of smoke-free 
campus under the challenge of new nicotine delivery products.

Methods: Based on previous qualitative research, four modules of demographic data, cognition, 
attitude and usage behavior of  e-cigs formed this questionnaire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igarette cognition and usag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Hainan Medical College by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Statistical descript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Results: A total of 501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with 499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awareness 
rate of e-cig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HMU was 11.0%, and most of participants used e-cigs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went to college, and the highest percentage falt into the first year student. College 
students were not sufficiently aware of the effects and hazards of e-cigs, and most believe that e-cigs 
were healthier than conventional cigarettes. The usage rate of e-cigs was 4.6%, and the reason for 
popularity of e-cigs was mainly because users were curiousity and the suitable price. The major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e-cigs were used when they were bored or social with friends, but overall 
they did not support to the use e-cigs. 

[1] 海南医学院
[2]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3] 湘雅医学院

海南医学院大学生电子烟知晓现状分析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igarettes known to 

college students at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杨文静 [1][2]、张思琪 [1]、曹卫洁 [1]、张延楠 [1]、胡佳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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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students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d higher awareness rate of e-cigs, however, 
their perception on it was limited. These students also showed  misconceptions on the impact of e-cigs 
on health. University should strengthen education on e-cigs and focus more on preventing e-cigs use 
by non-smoking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e-cigarettes, cognition, status of use,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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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Apart from traditional cigarettes, alternative smoking products such as e-cigarettes 
and shisha (hookah) were easily accessible and consumed in Hong Kong. As the bill on ban of 
alternative smoking products (ASP) came into effect on 30th April, 2022, more smokers tend to 
seek for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to safeguard themselves from violating the law and paying fine. 
While the perceived harmfulness on such smoking products were assessed among smokers 
during consultation of smoking cessation, health awareness responded by smokers becomes a 
performance index on health education of tobacco control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response 
from the clients should be evaluated and measure specifically for further implements on 
tobacco control.

Aim & Objective : To study the effect on health promotion on cigarettes and alternative smoking 
products amongst the public, especially amongst the smokers attending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Methods: Smoker who attended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 were assessed on their knowledge of 
perceived harmfulness on different tobacco products including traditional cigarettes, e-cigarettes, 
and Shisha (Hookah). 
A 5-points scale was used to assess their perceived harmfulness on different tobacco products, 
while 5 indicates the most harmful and 1 indicates no harm at all. An option for “not sure” was 
also available.

Results: Smokers Enrolled in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APR 2021- MAR 2022 (N=1006)

・ Perceived Harm avg. score (SD)

・ E-cigarette Smokers (N=111)

Awareness on Perceive Harmfulness of Traditional 
Cigarettes, and Alternative Smoking Products 

amongst smokers in Hong Kong
John K.H. LEE、Sharmila Gurung、 

Joyce S.F. Tang、Adonis C.K. Lam、Keith K.W. Chau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me, 

United Christian Nethersol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igarette E-cigarette Shisha (Hookah)

4.18 (1.26) 1.90 (2.10) 1.63 (2.18)

 Percentage avg. score

Male (N=78) 70.3% 2.96
Female (N=33) 29.7%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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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ived Harm avg. score on E-cigarettes (SD)

Conclusion : The finding shows that the public especially the smokers are aware that cigarettes are 
harmful but not all of them understood the harmfulness of ASP. Those who scored high on the 
harmfulness on e-cigarettes were mostly the e-cigarettes smokers themselves. Therefore ASP 
especially on e-cigarettes 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amongst the public even 
after the bill on ban of ASP. Support and enhancement on ASP cessation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smoking cessation clinics.

Keywords: Cigarettes, E-cigarette, Shisha, Hookah, Perceived Harm

Cigarette Smokers E-cigarette Smokers
(N=895)   (N=111)

1.76 (2.18)   3.1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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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E-cigarettes (ECs) and heated tobacco products (HTPs) are popular in youth 
smokers. Our previous study showed a lack of association between ever use of ECs and quitting in 
smokers of the HKU Youth Quitline. We investigated current use of ECs or HTPs on quitting in these 
smokers.

Methods : The HKU Youth Quitline provides telephone-based peer support counselling for 
smoking cessation in youth smokers aged ≤ 25 years. From June 2015 to February 2022, 
we collected baseline data of current cigarette smokers (used traditional cigarettes in the past 30 
days) on smoking duration (years), nicotine dependence, use of ECs and HTPs, waterpipe 
smoking, alcohol use, past quit attempts, intention to quit, perceptions of quitting (importance, 
confidence, difficulty on a scale of 0-10),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icotine dependence was assessed by 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Current use of 
ECs or HTPs was defined as having used at least one of these two products in the past 30 days. 
Ex-users and never users of ECs and HTPs were combined as non-current users. The Centre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was used to assess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he past week. Self-reported past 7-day point prevalence of abstinence, biochemically verified 
abstinence and smoking reduction (cigarette consumption reduction ≥50% compared to baseline, 
excluding quitters) were assessed at 6-month follow-up. Intention to treat was adopted for missing 
observations of abstinence status, assuming non-respondents as continuing smokers.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yield adjusted odds ratio (aOR) for quitting outcomes in relation to current 
use of ECs or HTPs, adjusting for sex, age, nicotine dependence and intention to quit.

Results: Overall, 22.6% (302/1338) of current cigarette smokers (mean age 19.4 ± 3.1 years; male 
81.2%) were current users of ECs and/or HTPs at baseline. Compared with non-current users, 
current users of ECs or HTPs were younger (18.9 ± 3.2 vs 19.5 ± 3.1 years), had shorter smoking 
duration (3.5 ± 3.0 vs 4.0 ± 3.1 years),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16.9 ± 12.6 vs 14.8 ± 
11.3), and perceived a lower level of importance of quitting (6.2 ± 2.8 vs 6.8 ± 2.6) (all p<0.05). 
More current users than non-current users of ECs or HTPs were full-time students (71.9% vs 
62.6%), used alcohol regularly (68.9% vs 56.4%), and smoked waterpipe in the past 30 days 
(21.8% vs 6.9%) (all 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quitting outcom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current and non-current users of ECs or HTPs in crude or adjusted models (all p>0.05). 
Current use of ECs or HTPs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6-month self-reported abstinence (22.9% vs 
21.1%, aOR 1.19, 95% CI 0.87-1.64), biochemically verified abstinence (9.3% vs 9.3%, aOR 1.10, 
95% CI 0.70-1.74) and smoking reduction (26.3% vs 25.0%, aOR 1.06, 95% CI 0.75-1.49).

Current use of e-cigarettes or heated tobacco 
products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quitting in 

HKU Youth Quitline smokers: a prospective study
Hong Chen、Tzu Tsun Luk、Denise Shuk Ting Cheung、

Sophia Siu Chee Chan, Tai Hing Lam、Man Ping Wa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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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 Current use of ECs or HTPs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elf-reported 7-day abstinence,  
biochemically verified abstinence and smoking reduction at 6-month follow up in HKU Youth 
Quitline smo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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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国家控烟目标必须重视青少年控烟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确定了控烟目标。实现人群吸烟率下降的路径：减少存量、控制增量。
减少存量：现有吸烟者戒烟或自然消失。中国成人戒烟意愿低，戒烟有难度，但仍需继续努力。 
控制增量：让青少年不吸烟或少吸烟。中国疾控中心调查：2019年初中学生吸烟率明显下降。给控
制增量带来希望。
2008 - 2015 年出生的人口近 1.3 亿，将在 2030 年前陆续进入15 岁以上人群，是控制增量的关键
人群。目前，该年龄段青少年全部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必须抓住这一宝贵时期，做好青少年
控烟工作。

二、电子烟对青少年控烟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9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初中学生卷烟使用率明显下降，电子烟使用率显著上升。电子
烟对青少年控烟提出了严峻的新挑战。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开展电子烟危害宣传、
积极推动公共场所禁止吸电子烟、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国家烟草专卖局颁布《电子烟管理办法》，对加强电子烟管理做出了全面的规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三、电子烟管理的思考
盯紧重点人群、加强监督管理、强化专业指导、夯实科研基础。

电子烟与青少年控烟
廖文科

中国控烟协会



實踐控煙公約及
MPOWER政策

學術報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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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香港
[2]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香港

香港青少年家中二手煙暴露的
流行趨勢和相關因素：重複橫斷面研究

陳天麒 [1]、王麗君 [1]、王文炳 [2]、張懿德 [2]、林大慶 [1]、何世賢 [1]

研究背景
二手煙對青少年構成重大健康風險。然而香港青少年家中二手煙暴露的流行趨勢和相關因素鮮有報道。

研究目標
探究香港青少年家中接觸二手煙的流行趨勢，包括來自屋內和屋外（如鄰居家中、走廊）的二手煙並

相關因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整合了既往五輪以學校為基礎，具有區域代表性的「香港中學生吸煙與健康調查」，分別涵蓋

了61,810（2010 年）、45,875（2012年）、40,202（2014年）、26,648（2016年）、32,355（2018年）和 
25,653（2020年）名中學生。主要結局變量為過去7天在家中來自屋內和來自鄰居的二手煙暴露，以

及家中任何形式的二手煙暴露。二手煙暴露的流行率經加權估計並經 x 2 檢驗以驗證差異，各年度二

手煙暴露的相關因素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歸探索。

研究結果
過去10年，青少年家中來自屋內的二手煙暴露流行率從23.2%（2010年）上升至30.8%（2018年）和

29.8%（2020年）；家中來自鄰居的二手煙暴露流行率顯著升高，從17.1%（2010年）至40.7%（2020
年）（p< 0.05）。家中任何形式的二手煙暴露流行率從 2010 年的 33.3% 升高至 2020 年的 60.3%。

年齡較大、女性、家庭不富裕、父母教育程度較低、介意吸入二手煙、對吸煙持積極態度均與家中

二手煙較高的暴露風險相關。

研究結論
近年來家中來自屋內的二手煙有上升高趨勢，來自鄰居的二手煙逐漸成為香港青少年家中二手煙暴

露的主要來源。本研究提示極需針對住房的控煙政策，以減少二手煙對青少年的危害。

研究撥款：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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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控烟政策执行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

罗甲东
深圳市控制吸烟协会

摘 要
吸烟所释放出的 “二手烟” 中已被科学研究证实含有多种的致癌物，吸烟者在公共场所吸烟会危害场

所内其他人员的健康，因此，推动公共场所禁烟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利于减少 “二手烟” 对人身体的

危害，是保障公众健康，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必然要求；深圳市于 2019 年通过修订后的

《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条例》将电子烟纳入控烟管理，公交站台、

旅游景点室外购票区被纳入禁烟区。但根据深圳市卫健委调查数据指出，部分公共场所违法吸烟

情况仍较为普遍。

本文运用文献法、比较研究法与问卷调查法，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础上，首先从 “二手烟”、
外部性和政策执行的涵义，以及政策工具理论、执行过程模型、公共治理理论三方面，对有关概念

及理论进行阐释；其次，对深圳市控烟政策现状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内外公共场所禁烟政策，提出

完善深圳市公共场所禁烟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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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增加煙草稅是有效降低煙草使用的政策之一。然而，香港自 2014 年增加 11% 的煙草稅後再無增加。

本文探究香港自2015年至2020年每年增加煙草稅支持率的變化趨勢及支持加煙稅的因素。 

研究方法
二次分析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自2015至2020 年的6次控煙政策調查中與增加煙草稅相關的數據。

用泊松回歸分析和校正後的風險比（Adjusted risk ratio（ARR）, p）分析贊成每年增加煙草稅的支持率

和現時吸煙者中支持加煙稅的因素。 

結果
研究納入12,401名受訪者。2015-2020年，支持率每年以1.5%增加（incident rate ratio（IRR）=1.02, 
p < 0.001）: 從不吸煙者的平均支持率為86.8%（95%CI: 85.7%-88.0%），已戒煙者為 81.4%（95%CI: 
80.2% - 82.7%），現時吸煙者為 29.6%（95%CI:27.1% - 32.1%）。支持度與受訪者的社會―人口

因素和受訪年份無關；從不吸煙者（ARR 2.87）和已戒煙者（ARR 2.60）的支持率均比現時吸煙者高（all 
p< 0.001）。現時吸煙者中，有戒煙決心（30 天內戒煙：ARR 1.91；30 天後戒煙：ARR 1.40 對比無戒煙

決心）、起床後吸煙時間 > 60分鐘（ARR 1.67對比< 5分鐘）、過往 8 - 30日有煙草花費行為（ARR 1.48
對比 7 日內有）和過去 6 個月未買平煙（ARR 1.38 對比買過）的支持率較高（all p <0.05）。

結論
香港大眾支持每年增加煙草稅整體略微升幅，現時吸煙者的支持率較低。提升戒煙決心及降低尼古丁

依賴程度，對現時吸煙者增加煙草稅的支持率可能有正面作用。

[1]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護理學院，香港
[2]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香港
[3]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香港

2015至 2020年香港大眾支持
加煙草稅的趨勢及支持加煙稅的因素

赫萬佳 [1]、張懿德 [1]、伍永達 [1]、陸子璡 [1]、
王文炳 [1]、湯修齊 [2]、黎慧賢 [2]、林大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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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烟上海，传承典范：上海是中国较早开展控烟工作的城市之一，1994年上海制定了政府规章《上海

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2010 年 3 月1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简称《条例》）

生效实施，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大陆地区首部省级人大颁布的

控烟地方法规。2010 年，《条例》助力诞生了世博会 159 年历史上首个 “无烟世博”，并推动大陆

地区的城市控烟立法进程。2017 年 3 月1日《条例》修订后实施，实现室内全面禁烟，世界卫生组织

授予上海市人民政府 “世界无烟日奖”。

厚积薄发，成效显著：2022年是《条例》实施12周年。全市公共场所控烟状况不断改善，法定

禁烟场所违规吸烟发生率进一步降低至12.1%，室内 “无烟具” 场所和 “无烟蒂” 场所比例保持稳定，

分别为95.3% 和 90.4%，室内 “无吸烟室” 场所比例上升到 99.7%；市民对《条例》的知晓率为

88.1%，对室内全面禁烟的支持率达 98.7%；上海市成人吸烟率已连续 11年呈下降趋势，至 19.4%。

自 2010 年上海控烟立法以来，吸烟率已下降了 7.5 个百分点。提前达到 “健康中国 2030”目标任务。

创新模式，寻求突破：2019 年上海市政府制定出台《健康上海行动（2019 -2030年）》，其中控烟

行动规划了上海控烟工作的线路图和任务书，形成和完善控烟宣传与监督执法 “六个一” 特色

管理模式，即：一套制度（控烟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一个机制（多部门协同合作与社会共治机制）、

一根线（12345控烟投诉举报热线）、一幅图（控烟热力地图）、一张网（全市综合戒烟服务网络）和

一系列工作方法（专业支撑、问题导向、人文关怀等），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打造健康城市。

深入推进控烟 “六个一” 模式
共建、共治、共享无烟上海
陈德、黄智勇、丁园、崔元起、王彤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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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上慢病人群增多，甚至年轻化情况。尤其深刻戒烟与健康中国责任与使命。方法：通过回顾

2016.12 - 2021.05 在务川县人民医院慢病门诊或者高血压门诊中，慢病与吸烟关系，进行戒烟干预慢

病患者戒烟与不戒烟患者预后遽然不同回顾。目的：重视慢病管理戒烟处方落实与开展。意义：通过

戒烟干预开展，努力推进健康中国中国，尤其健康乡村。

关键词：戒烟与戒烟干预、戒烟处方、吸烟与慢病、健康教育。

1. 认识吸烟（包括二手烟）与慢病关系。

 a. 长期吸烟导致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

 b. 长期吸烟导致动脉硬化：如脑卒中、冠心病、外周血管动脉硬化，尤其颈部血管、肾血管；

 c. 长期吸烟导致脑萎缩，老年性痴呆，记忆力下降；

 d. 长期吸烟导致牙齿发黑；

 e. 吸烟导致恶性肿瘤

2. 认识吸烟；

 a. 吸烟主要烟草中尼古丁，故吸烟以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

 b. 吸烟导致动脉硬化、恶性肿瘤见前述；

 c. 吸烟包括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

3. 吸烟与慢性疾病；

 a. 通过观察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开展慢病管理戒烟处方：可以提高慢病达标率，尤其依从性。

 b. 通过观察高血压、糖尿病并发脑卒中、冠心病患者，其中男性人数1920人，其中有高血压
  （810人）、糖尿病（432 人）有 1350 人，其中高血压、糖尿病共病 389人。其中单纯吸烟，无高

  血压、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550人。

  尼古丁依赖量表测定（160人）。

  主要进行尼古丁依赖评估。

  通过健康教育。

  其中成功戒烟约 330人。

  戒烟患者再发 5 年类未发生心梗或脑卒中。

  未戒烟患者 1 年再发心梗约 78 人，2 年内再发心梗 158人。

  未戒烟患者 1 年再发脑卒中 58 人，2 年内再发脑卒中 112人；

  未戒烟患者 1 年心梗患者发生脑卒中 23人，未戒烟患者1年内冠心病发生脑卒中19人。

  戒烟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达标率增加；

  戒烟患者脑卒中、冠心病再发明显延缓，同时管理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积极落实烟草危害县域研究及落实戒烟开展
周义

务川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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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通过观察，尤其吸烟患者，尤其容易发现脉压差增大，一般大于 60nnHg,排除甲亢、贫血等

  原因导致脉压差增大除外。尤其对脉压差增大患者具有特点：

  -年轻化；

  -约 55% 颈部彩超颈部斑块，即动脉粥样硬化；

 d. 通过观察吸烟伴高血压患者。

  特点：

  -既往血压测量正常；

  -1级高血压患者，SBP140-160 / DBP90-100mmHg;
  -如果血压在 3月内，排除有高血压并发症情况。

  -通过健康教育，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低盐饮食、运动、控制体重血压回复常约 9人。

4. 如何开展烟草危害研究：

 a. 烟草危害及烟草早期危害研究；尤其对慢预防及康复重大作用；

 b. 烟草危害认识开展戒烟处方：通过戒烟与不戒烟对比，评估他们再发病率，致贫等情况；

 c. 研究烟草中尼古丁依赖量表评估在指导戒烟中重要性；

5. 意义

 a.  探索县域开展戒烟门诊重要性与必要性；

 b. 探索戒烟在健康中国中地位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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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香港已禁止煙草廣告，但銷售點展示和社交媒體促銷很常見。我們對於青少年接觸銷售點煙草展示、

認為銷售點展示具有吸引力以及接觸煙草促銷與當前使用和使用煙草產品意向之間的關聯進行探究。

方法論
這是一項於 2018 年10月至2019年7月進行的全港性、以學校為基礎的調查。我們以 “在過去 7 天中，

你看到商店展示煙草產品的次數？” 這一項目評估了銷售點的暴露情況。選項為 “0天”、“1- 6天” 和
“每天”。我們還問了“你覺得商店裡陳列的煙草製品有吸引力嗎？” 有 “是” 與 “否” 的選項。對於菸草

促銷，我們詢問“在過去的 30 天內，你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接觸過傳統煙、電子煙、加熱煙草製品和

水煙的促銷信息”，每個都有選項 “是” 與 “否”。對於每種煙草產品，還評估了當前使用情況（過去

30 天，是與否）和使用煙草的意向（在從不吸煙者中，是與否）。我們使用具有穩健標準誤差的邏輯

回歸模型的調整比值比（AOR）來定義關聯性。

結果論
該研究包括 32,355 名平均 年齡為14.2（1.8）歲的中學生，其中 54.1%為男孩。 91.6% 的學生在過去 
7 天內看過銷售點的煙草展示。6.4% 的學生認為銷售點展示很有吸引力。 據報導，促進了傳統煙

（18.1%）、電子煙（7.1%）、加熱煙草製品（1.9%）和水煙（1.7%）。每天接觸銷售點煙草展示與當前

傳統煙使用呈正相關（AOR：3.01）。將銷售點展示視為有吸引力與（i）當前使用（AOR：傳統煙草

22.43，電子煙 14.42，加熱煙草製品 22.18，水煙 16.24）和（ii）使用煙草意向（AOR：傳統煙草

2.28，電子煙 3.42，加熱煙草製品 2.48，水煙 2.35）。接觸傳統煙草、電子煙或加熱煙草製品促銷

活動與各自當前的煙草使用顯著相關。

結論
青少年接觸銷售點展示、認為銷售點展示具有吸引力以及接觸煙草促銷與當前煙草使用呈正相關。 
認為銷售點展示具有吸引力與從不吸煙者的使用意向呈正相關。

資金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

[1]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關於香港青少年暴露於零售煙草產品，煙草產品促銷
信息與当前煙草使用，使用意向的關聯性探究

史含煦 [1]、王麗君 [1]、王文炳 [2]、張懿德 [2]、林大慶 [1]、何世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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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烟草全产业链的财务分析，了解中国烟草行业在农业、生产、批发和零售等各个环节

的成本、利润和税收状况，并为加强中国控烟的税收政策措施提供以下证据：（1）通过烟叶种植成本

收益研究，从烟农的角度了解增税对该利益群体的影响；（2）通过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成本收益分析，

向消费者展示一包烟的成本、利润和税收等财务信息；（3）提出可行的进一步增税的方案；

本研究是对实现 2030 控烟目标提高烟草税路线图研究的的补充，烟草税路线图项目揭示了提高烟

草税和价格对于实现 2030 健康中国战略所制定的将成人吸烟率降至 20% 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本研究的财务分析则是从可行性的角度寻找确定提高烟草税的最佳征税环节和加税空间，财务分析

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烟草行业战略，并防止未来烟草税调整后的潜在定价策略。

从一包烟的财务分析看进一步提高烟草税的空间
郑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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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先行，共建共享无烟环境
控烟立法被认为是控制吸烟和保护群众健康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河南主动适应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

新形势，全面落实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推动控烟立法，努力满足人们群众对健康生活的

新期待。经过多轮调研论证、多番沟通协商、数次修改完善，于2020年率先修订了《河南省爱国卫生

条例》，颁布了《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规定：城市市区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和

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含电子烟）。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由卫生健康部门处五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自此，河南全域控烟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控烟执法更有底气、更具氛围。

在省级立法带推动下，省会郑州市及时修订出台《郑州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成为全省最早出

台全面无烟法规的省辖市。信阳、周口、鹤壁、濮阳、许昌等省辖市也积极响应，相继出台或修订

了当地的全面无烟法规或规章，全省控烟立法工作加快推进。为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烟草危害共识，

省爱卫办联合省文明办、健康中原行动推进办印发《河南省居民健康文明公约》，把有关戒烟限酒、

定期体检等新生活方式规范为 20 条公民公约，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在省内外连续举办多期控烟

能力培训班，组织人大法工委、司法部门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各级爱卫骨干学习考察先进城市控烟

立法、执法工作。全省 2020 年 15 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降至 22.28%，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比例

接近 40%，各级无烟党政机关建成率达到 94% 以上。

推动省市联动控烟立法，积极构建无烟环境
王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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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高烟草消费税和卷烟价格，一方面可以得到控烟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本文

基于 2011- 2019 年 27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进行了验证:首先，从烟草消费总量来看，

烟草消费税的提升对卷烟消费量的影响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烟草消费税的提升也显著地促进了烟草

税收入的增加。其次，烟草消费税的提高对不同种类的卷烟消费量具有不同的影响，对于高档烟
（一类）的消费量影响不降反升，对于低档烟（五类）的消费量影响达到了控烟的效果。再次，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烟草消费总体来说具有抑制的作用，而对于不同种类的烟草具有不同的影响，

对于高档烟消费具有抑制的作用，对于低档烟的消费具有促进的作用。最后，不论是机理分析还是

实证分析都可以得出，烟草消费税率的提升是通过烟草价格的提升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关键词：烟草税；控烟；增收

Abstract
Raising tobacco excise tax and cigarette price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tobacco control on the one 
hand, and increase national tax revenue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19, this paper verifies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tobacco consumption, the impact of tobacco excise tax increases on cigarette consump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he increase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increase in tobacco 
tax revenue. Secondly, the increase of tobacco excise tax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igarettes. The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high-end cigarettes (category 1) does 
not decrease but increases, and the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low-end cigarettes (category 5) has 
achieved the effect of tobacco control. . Thirdly, the increase of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obacco consumption as a whole, but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types of 
tobacco, inhibiting the consumption of high-end cigarettes, and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of low-end 
cigarettes. Finally, both the mechanism analysis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can conclude that the 
increase of tobacco excise tax rat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the increase of 
tobacco price.

Keywords: tobacco tax; tobacco control; income increase

中国卷烟税收和价格的研究与进展
Construct a price-tax linkage mechanism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obacco control and income increas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creasing tobacco 
consumption tax on tobacco control income in China

许正中 Xu Zhengzhong Min Lu Lu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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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使用不同煙草產品者
對吸煙行為與新冠肺炎相關風險的認知

湯修齊 [1]、黎慧賢 [1]、梁樂彤 [1]、伍永達 [2]、
張懿德 [2]、何世賢 [3]、林大慶 [3]、王文炳 [2]

背景
吸煙增加新冠肺炎的風險。香港的吸煙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整體有減少吸煙，尤以捲煙為主，加熱煙

及電子煙的減少卻不多，可能由於他們低估新冠肺炎對煙草使者的健康風險。本文探討香港使用不同

煙草產品者對吸煙行為與新冠肺炎相關風險認知的差異。

方法
控煙政策意見調查於2021年3月至7月期間，透過家居及手提電話訪問共5,112位15歲或以上人士，

當中1,701位現時吸煙者由 0 至 10 分（完全不可能至非常有可能），評估吸煙行為增加感染新冠肺炎

及其重症的風險。數據按 2021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狀況分佈加權。捲煙、加熱煙及電子煙

使用者風險評估的差異以線性迴歸分析，並按年齡及性別作調整。

結果
吸煙者中有 82.1% 只吸捲煙、4.2% 只吸加熱煙或電子煙、9.7% 同時吸捲煙及加熱煙或電子煙。

吸煙者整體不認為吸煙增加感染新冠肺炎（平均分 2.72 分）或感染後患重症的風險（平均分 4.78分）。

吸加熱煙或電子煙者比只吸捲煙者更低估吸煙增加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只使用捲煙者︰2.78 分；

只吸加熱煙或電子煙者︰2.50 分；同時吸捲煙及加熱煙或電子煙者︰2.42 分）及感染後患重症的

風險（4.89 分；4.11分；4.29 分），但差異在統計學上不顯著。

總結
加熱煙及電子煙或許減低吸煙者對吸煙行為與新冠肺炎相關風險的認知，這是否與其「減害」形象

有關仍尚待研究。政府應加強教育吸煙者，尤其加熱煙及電子煙使用者，吸煙相關的新冠肺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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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香港立法規定自 2020 年 7 月 29 日起，室外公共場所必須佩戴口罩，吸煙不獲豁免。本研究

旨在評估 2019 冠狀病毒病（新冠）流行期間強制佩戴口罩令對室外吸煙熱點吸煙人數的影響。

方法：2019 年 7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 33 個月內，我們在 10 個室外吸煙熱點完成了 253 次非干擾

觀測（距離吸煙者10 米左右記錄一定時間內的總人數及人口學特徵）。觀測均在行人流量的高峰時段

（上午11點 -下午2 點，下午3 - 6點）進行。以按月計平均每小時的吸煙人數作為主要因變量，並使用

廣義線性模型進行中斷時間序列分析。主要自變量為口罩令實施前後的二分類變量，調整變量

包括自首次觀測以來的時間變量、口罩令實施後的時間變量、季節、新冠第 1 - 2 波、第 3 波、

第 4 波、第 5 波爆發。再用按日計平均每小時的吸煙人數作因變量來檢驗主要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

關聯的穩健性。另外加入兩項敏感性分析，分別將熱點所在位置的二分類變量（商業區、商業與住宅

混合區）和所有行人的數量作為偏移量納入模型。

結果：按月計平均每小時的吸煙人數在口罩令生效後即時減少約 50%（發生率比 [ incidence rate ratio, 
IRR]：0.505，95% 置信區間 [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374-0.680，P< 0.001）。按日計因變量和

兩項敏感性分析均支持該結論。然而自口罩令實施後，吸煙人數又按月逐步增加（IRR：1.110，

95% CI：1.074-1.147，P<0.001）。第 5 波疫情爆發時吸煙人數再次大幅減少（IRR：0.415, 95% CI：
0.327-0.525，P<0.001）。

結論：香港的室外吸煙熱點吸煙人數在口罩令生效後即時減少，之後反彈至新冠流行前的水平，

但在最嚴重的第5 波疫情時再次下降。

[1]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中國香港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2]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中國香港 School of Nursi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2019 冠狀病毒病流行期間強制口罩令對室外吸煙的
影響：33 個月非干擾觀測研究的中斷時間序列分析

Impact of mandatory masking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outdoor smoking: an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a 33-month unobtrusive observational study
孫玉穎 Yuying Sun [1]、吳永達 Yongda Wu [2]、

張懿德 Yee Tak Cheung [2]、王文炳 Man Ping Wang [2]、
陳健久 Jianjiu Chen [1]、梁樂彤 Lok Tung Leung [1]、

張瀟予 Xiaoyu Zhang [1]、翟鍵洋 Kin Yeung Chak [1]、
林大慶 Tai Hing Lam [1]、何世賢 Sai Yin H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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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Hong Kong, masking has become mandatory for both indoor and outdoor public 
places since 29 July 2020 with no exception for smoking. Our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andatory mask regulation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outdoor smoking.

Methods: We completed 253 unobtrusive observations (232 days) at ten outdoor smoking hotspots in 
33 months from July 2019 to March 2022. All observations were conducted during peak hours with the 
highest flow of pedestrian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the main analysis was monthly outdoor smoking 
(monthly mean volume of smokers per hour), which was count data and assumed to follow Poisson 
distribution. Residual autocorrelation was checked using the Durbin-Watson test and th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ACF) plot. We conducted interrupted time-series analyses using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ime since the first observa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 time since the policy, seasonality, wave 1-2 COVID-19 outbreak, wave 3, wave 4 and wave 
5 outbreaks. We check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association using daily mean volume of smokers per 
hour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wo sensitivity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he first one included a 
dichotomous variable of hotspot location (business district mainly vs. business and residential district) 
for the daily-based dependent variable. The second sensitivity analysis included the number of all 
pedestrians as offset.
Results: Monthly outdoor smoking de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gulation (incidence rate ratio 
[IRR]: 0.50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374 to 0.680, P<0.001). Daily smoking analysis and two 
sensitivity analyses supported the results. However, monthly outdoor smoking increased generally 
since the regulation (IRR: 1.110, 95% CI: 1.074 to 1.147, P<0.001). An exception was observed at the 
most serious wave 5 outbreak when monthly outdoor smoking decreased (IRR: 0.415, 95% CI: 0.327 
to 0.525, P<0.001).

Conclusions: Outdoor smoking in Hong Kong fell immediately after mandatory masking, rebounded to 
pre-pandemic levels but decreased again at the most serious w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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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大量證據表明，吸煙者有很大風險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新冠」）並發展成重症。開展吸煙與

新冠的煙害教育是否能增加戒煙率，尚未有定論。本次隨機對照試驗運用移動醫療（mobile health, 
mHealth）的方法，旨在檢驗發送與吸煙有關新冠風險的警示信息，相較于發送常規戒煙建議信息，

對增加戒煙率的有效性。

方法：在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期間（2020 年 6 -10月），本研究在全港十八區招募每日吸煙者參加第

十一屆「戒煙大贏家」比賽。干預組的參加者在基線和此後三個月通過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
收到與吸煙有關新冠風險的警示信息。對照組的參加者在基線和此後三個月通過短信接收常規戒煙

建議。本研究分析 6 個月的隨訪結果，包括自我報告戒煙率和減煙率（每日煙量比基線減少一半或

以上的比率）。

結果：1166 名參加者被隨機分配到干預組（人數 =583）和對照組（人數 =583）。參加者大多數為

男性 (79.1％)，平均每日吸 13.5 支煙，50.3% 的人準備在未來 30 天內戒煙。根據治療意向分析，

在6 個月，干預組與對照組在自我報告戒煙率（15.6% 和 19.4%，P=0.09）和減煙率（20.4% 和 17.5%，

P=0.21）ß上沒有顯著差異。

結論：相較于常規戒煙建議，在疫情期間發送吸煙相關新冠風險的警示信息沒有增加6個月的戒煙率。

有必要對新冠風險警示信息的傳播機制進行進一步探究。

臨床試驗註冊編號：NCT03565796 (ClinicalTrials.gov)
資助：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吸煙相關新冠風險的警示信息對戒煙的影響：
基於移動醫療的隨機對照試驗

[1] 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珠海
[2]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香港
[3]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香港
[4]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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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控烟策略和肺癌防控
支修益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

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高位运行。截至 2022 年10月24日，全球累计 62.34 亿名确诊新冠病例，

655.6 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我国本土聚集性新冠疫情呈现点多、

面广、频发的特点，新冠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截至 2022 年10 月 24 日，我国累计 813.8 万人为确诊

新冠病例，2.79 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据新华社报）。

在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挑战中，我国继续坚持 “动态清零” 的总方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 的抗疫理念，秉行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科学防控、依法防控、精准防控。

对我国疾病负担的研究显示，吸烟每年导致我国 159 万余人死亡，导致死亡原因的前三位疾病是

肺癌、COPD和缺血性心脏病。在吸烟导致的男性死亡占比（23.66%）远高于女性（8.30%）；导致的

期望寿命损失最高的是西部地区的男性人群（数据来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针对新冠疫情防控策略，政府鼓励民众出门戴口罩、回家勤洗手、尽量少聚会、定期测核酸。三年

的新冠疫情使民众加大了对肺健康的重视，出门戴口罩的习惯使烟民在室内外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

明显减少，集聚活动的减少也使不吸烟人在室内外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暴露的机会减少，特别是在

已经出台了控烟立法的 30 多个城市。

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深入开展控烟工作,是降低吸烟相关疾病发生的风险，提高我国人群健康

水平的重要防控措施。应对吸烟对我国居民造成的严重健康危害，尤其是降低发生肺癌和肺癌死亡

风险，需坚持科学和精准理念，把握 “防、筛、诊、治、康” 关键环节，全方位、全过程应对在致癌

因素暴露、癌变发生进程、癌症诊治中的各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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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方法：从 2020 年 3 月至 4 月通过滚雪球抽样方式，招募1388名吸烟者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横断面

调查，了解疫情前后吸烟者吸烟量和戒烟意愿的变化。

结果：107人（7.7%）吸烟量增加，267人（19.2%）吸烟量减少。受访者平均吸烟量从日均15 支下降

到 13 支。有 270 名（19.5%）受访者戒烟意愿增强，而 91名（6.6%）受访者的戒烟意愿较弱。烟草

成瘾性、对吸烟和新冠肺炎关系的总体认识、对新冠肺炎的关注程度、焦虑、独居和家庭中吸烟者

的数量与吸烟量和戒烟意愿的变化相关，其中独居是吸烟量费增加的最强影响因素（OR=5.29，95% 
CI:1.51-18.56）。

结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国吸烟者的烟草消费量略有下降，戒烟意愿增加。应提升吸烟者对焦虑的

理解，并在家庭中创造支持性的环境来帮助吸烟者戒烟。社区应对独居人群予以更多关注。

挑战还是机遇？新冠疫情对于
吸烟者戒烟意愿与烟草消费的影响

郑频频
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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