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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地區煙害防治研討會 

會議日程 

 

主題：實踐控煙目標 邁向無煙害環境 

日期：2022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五） 

語言：中文／普通話 

形式：線上會議 

 

時間 程序 

9:00 – 9:30 大會開幕禮 

1. 致歡迎辭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        湯修齊 

2. 領導致辭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規劃發展與信息化司司長 毛群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 盧寵茂教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署長         林文健醫生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會長 胡大一教授 

 澳門控煙聯盟召集人 鄭成業醫生 

3. 開幕儀式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規劃發展與信息化司司長 毛群安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 盧寵茂教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署署長         林文健醫生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一級巡視員 賀青華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        湯修齊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會長 胡大一教授 

 澳門控煙聯盟召集人 鄭成業醫生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副主席 陳志球博士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總幹事 黎慧賢 

 

9:30 – 10:30 專題報告（一） 各地控煙進展報告  

主持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副主席 陳志球博士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 林哲玄醫生 

1. 中國內地控煙工作進展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副主任、研究員 肖琳 

2. 邁向「零煙害」香港的目標與展望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總幹事 黎慧賢 

3. 澳門控煙工作進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預防及控制吸煙辦公室代主任 柯慶建醫生 

4. 討論 

 

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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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 12:15 專題報告（二） 另類吸煙產品規管方案的控煙啟示 

主持人：中國控制吸煙協會主持工作副會長 廖文科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主席 劉文文 

1. 另類煙的戒煙迷思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副教授 王文炳博士 

2. 電子煙及加熱煙的健康風險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副教授 何世賢博士 

3. 台灣促請禁止【新型煙品】電子煙、加熱煙立法歷程 

台灣羅東聖母醫院副院長 賴志冠醫師 

4. 大陸電子煙法規以及管制新興煙草的方向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副會長 姜垣 

5. 從澳門日報新聞報導看澳門電子煙立法的影響 

澳門控煙聯盟—戒煙保健會理事 張銳 

6. 討論 

 

午休 

13:15 – 14:15 學術報告（一）電子及社交媒體無煙宣

傳教育 

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

及基層醫療學院副教授 巫潔嫻教授 

1. 控煙公共傳播運動效果研究：以

《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 2020》發

布為例 

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健康传播部副主
任 靳雪征 

2. 社會組織利用新媒體開展控煙宣傳

的探索 

北京市控煙協會會長 張建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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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黃靖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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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控煙聯盟 殷琪淇 

5. 「無煙 Teens 精英計劃」2021-2022

的評估研究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鄭志威 

 

學術報告（二）協助和鼓勵戒煙 

主持人：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副會長兼秘

書長 高玉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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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張懿德 

2. 對比戒煙大贏家隨機對照實驗中不

同行為干預對於戒煙的效果：網絡

薈萃回歸分析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趙盛之 

3. 後疫情時代新型戒煙服務模式的建

立與應用 

首都醫科大學朝陽醫院呼吸疾病研
究所主任 梁立榮 

4. 中國戒煙門診評估指標體系探討 

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研究員 楊焱 

5. 在控煙法生效十年的澳門控煙近況  

澳門控煙聯盟 李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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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 15:20 學術報告（三）聯合社會各界推動無煙

環境 

主持人：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助理教授

（研究） 陸子璡博士 

1. 發揮影視界社會擔當 淨化銀幕形象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研究員 許桂華 

2. 市民安居樂業 應由無煙開始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朱偉康 

3. 澳門控煙社團在推動無煙環境所發

揮的作用 

澳門控煙聯盟 張耀鴻 

4. 企業提供的戒煙支援提高參與戒煙

項目的職員的戒煙率：一項混合性

研究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郭紫璆 

5. 多部門合作在保護未成年人遠離煙

草危害的作用 

北京市控煙協會秘書長 崔小波 

 

學術報告（四）另類吸煙產品的研究、

宣教及倡議 

主持人：澳門控煙聯盟—無煙澳門健康

生活協會總幹事 陳雅靜女士 

1. 電子煙與青少年控煙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主持工作副會長 
廖文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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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 湯修
齊 

3. 兩岸及港澳地區對另類吸煙產品的

研究、宣教及相應處置法規 

澳門控煙聯盟 溫泉 

4. 香港吸煙者對傳統捲煙和另類吸煙

產品的危害認知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李嘉
康 

5. 上海市電子煙使用者情況分析及干

預策略研究 

上海健康促進中心 陳德 

 

15:25 – 16:25 學術報告（五）實踐控煙公約及

MPOWER 政策 

主持人：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副會長 佟

麗華 

1. 河南省控煙立法 基本思路和實踐

探索 

河南省愛衞辦副主任 王仲陽 

2. 中國捲煙稅價聯動機制與控煙效果

研究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
研部副主任、教授 許正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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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赫萬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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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煙草

使用、使用意向的關聯性探究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史含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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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陳天麒 

學術報告（六）新型冠狀病毒與嶄新控

煙研究及政策 

主持人：澳門控煙聯盟—無煙澳門健康

生活協會副理事長 張耀鴻  

1. 新冠疫情下的控烟策略和肺癌防控 

首都醫科大學肺癌診療中心主任 

支修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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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梁樂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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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孫玉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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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

研究院 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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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挑戰還是機遇？新冠疫情對於吸煙

者戒煙意願與煙草消費的影響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 鄭頻頻 

 

16:30– 16:45 大會閉幕禮 

1.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致辭 

2. 交接儀式 

3. 澳門控煙聯盟召集人鄭成業醫生致辭 

 

第十一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地區煙害防治研討會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