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菸害防制的國內外推動現況與
台灣的菸害防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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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發現的肺癌

• 1878 Rheinhardt 0.057%

• 1885 Fuchs 0.065%

• 1894 Paessler 0.083%

• 1894 Wolf 0.223%

• 1907 Oerstrom 0.31%

• 1916 Briese 0.46%

• 1922 Barron 0.9% 

Klotz O.

Can Med Assoc J. 1927 Sep;17(9):989-96.



1910-1927 多倫多大學病理學家

• 24 肺癌/2900屍體解剖 = 0.82%

• 1910-1920，1000解剖，共5個肺癌。

• 1921-1927，1900解剖，共19個肺癌。

• 在1910年之前，1000個解剖，只有2個肺癌
。

Klotz O.

Can Med Assoc J. 1927 Sep;17(9):989-96.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 1964 1967 1968 1969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8 1979 吸菸與健康、1980 女性吸菸的
健康影響、1981 改變中的菸品、1982 癌症、
1983 心血管、1984 COPD、1985 職場、1986二
手菸、 1988 尼古丁依賴、1989 25年來進展、
1990 戒菸的好處、1992 吸菸與健康、1994 青
少年吸菸、1998 不同種族/少數族群的吸菸、
2000 降低菸品使用、2001 婦女與吸菸、2004 
吸菸的健康影響、2006 二手菸的健康影響、
2010吸菸致病機轉



Office on Smoking and Health

• 145人，每年經費 1億美元。共7個單位

• Director; 

• Policy,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Unit; 

• Resource Management Unit; 

• Global Tobacco Control Unit; 

• Epidemiology Branch; 

• Health Communications Branch; 

• Program Services Branch.



World No Tobacco Day

• 1988.4.7.“世界不吸菸日” 。

• 1988年起，每年在5.31.慶祝世界無菸日，
每年各有一個主題。

• 1998WHO建立Tobacco Free Initiative (TFI)。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無煙草行動



全球吸菸問題

• 每年大約有600萬人因使用菸品而死於肺癌、
心臟病、與其他疾病。如果沒有做介入，
到2030年全世界將有800萬人因被菸品殺死。

– 20 12 WHO 世界無菸日



美國預防醫學會對菸害防制的建議

Am J Prev Med 2001; 20 (1S)



戒菸共同照護網

無菸家庭
與個人

醫療院所-
孕婦，病人

校園-青少年
老師、家長

軍隊-
青壯年

職場-士農工商，青壯年

社團或社區-
壯年，老人

國民戒菸卡

戒菸院所

戒菸班

戒菸藥局與藥物 戒菸專線

戒菸網站

戒菸指引
教戰手冊

大眾傳播

無菸法令
高菸價、低藥價

專業人力與志工

資料來源:邱淑媞局長98.01.12戒菸共同照護網講義資料



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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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經驗-1

• 1990年：加州羅迪市(The city of Lodi)，投票成
為全美第一個立法通過無菸餐廳的城市。

• 1996年：加州立法執行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
全面禁菸(但酒吧例外) ，同時禁止在自動販賣

機銷售菸品。

• 1998年：加州執行100%室內無菸環境。
• 2003年：

– 須距離室內禁菸場所20英呎(6.5公尺)外才
能吸菸。



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
12

加州經驗-2

• 2006-2008年：

– 南加州不少城市已在海邊、公園等戶外公
共場所設立相關禁菸規定，像是麗浪多灘
市已制定「海邊禁菸政策」，巴沙迪納市
、格蘭岱市等城市也陸續通過禁止在戶外
餐廳吸菸，以及其他新的禁菸條款。

– 多個城市在私人公寓建築內大部分單位禁
止吸菸。



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
13

加州經驗-3

• 2008年：

–加州1/1起，車內有18歲以下的未成年，
禁止吸菸，違者處100美元罰款。

• 2009年：

–加州貝爾蒙市推動任何人在共用牆壁、天
花板及「空氣」的建築物內吸菸，均屬違
法。

–加州議員提案所有海灘及公園全面禁菸.



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
14

加州無菸環境成效

• 根據加州政府的2008年報告，加州
大規模的菸草控制運動實施後，15
年來，投入的菸害防制經費約18億
美元，但為加州節省的醫療保健費
用高達860億美元。

• 1998年加州所有室內公共及工作場
所全面禁菸後，加州人民的肺癌得
病率，比美國其他沒有實施全面禁
菸法的州少了6成之多。



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
15

美國無菸環境成效

• 紐約市政府指出，2003年4月紐約市開始實
施酒吧在內的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菸
後的十個月，所有酒吧的營業額較全面禁
菸前同期增加了8.7％。

• 美國麻州，2004年開始實施全面禁菸令，
執行後半年，總餐點營業稅額增加了9％。

•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2009
年研究報告指出，實施室內無菸環境策最
有助於減少心臟病突發住院的病例，心臟
病發病率下降41%。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FCTC)

• 世界衛生組織（WHO）為有效控制菸害造
成的全球性的健康、社會、經濟與環境問
題，於2003年5月通過國際「菸草控制框架
公約」，並開放各國簽署。

• FCTC在2005年2月27日超過40個國家批准後，
已正式生效，目前計有169簽署國
(Signatories)，180個締約方(Parties)。



內容

• I：引言(1-2)
• II：目標(3)、指導原則(4)、和一般義務(5)
• III：減少菸品需求的措施(6-14)
• IV：減少菸品供應的措施(15-17)
• V：保護環境(18)
• VI：與責任有關的問題(19)
• VII：科學和技術合作與資訊通報(20-22)
• VIII：機構安排和財政資源(23-26)
• IX：爭端處理(27)
• X：公約的發展(28-29)
• XI：最後條款(30-38)



II 第4條：指導原則

• 讓所有人知道菸品之健康後果、成癮性、
和致命威脅，政府並應保護人民免於接觸
菸霧。

• 採取措施防止所有人接觸菸霧；防止吸菸、
促進戒菸及減少菸品消費。

• 國際合作以制定和實施菸害防制法。

• 多部門聯合措施和對策以減少菸品消費。

• 民間社會的參與是必要的。



條文5.3

• 在制定和實施菸草控制方面的政策和公共
衛生政策時，各締約方應根據國家法律採
取行動，防止這些政策受到菸草業的商業
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響。

https://www.facebook.com/equit.org/photos/gm.1783862968506949/931663370208314/?type=1



條文5.3指導原則

• 菸草業的利益與公共衛生政策之間存在著
根本的和無法和解的衝突。

• 締約方在處理菸草業或促進菸草業利益者
有關的事時，應負責任和公開。

• 締約方應要求菸草業和那些促進其利益者
，應以負責和透明的方式運作和行事。

• 因為他們的產品是致命的，不應給予菸草
業獎勵以協助建立或營運。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5.3 of the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http://www.who.int/fctc/guidelines/adopted/article_5_3/en/





III 降低菸品需求

• 價格及稅捐是對抗菸品消費之重要手段，
尤其是對年輕人。

• 各會員國應建立用以降低菸品消費之價格
及稅賦政策，並應禁止或限制國際旅客購
買或輸入免稅菸品。

• 各會員國應於其定期報告中列出菸品價格
狀況及稅賦政策。



減少菸品需求的非價格措施

• 8 禁菸

• 9 菸品成分管制

• 10 菸品披露的規定

• 11 菸品的包裝和標籤：警語和訊息、誤導

• 12 教育、交流、培訓、公共意識

• 13 菸品廣告、促銷、和贊助

• 14 戒菸



8 防止接觸菸霧

• 會員國應有效制定及執行
法律，使人民在室內工作
場所、公共運輸系統、室
內公共場所及其他適當之
公共處所免暴露於菸品之
傷害。



11 菸品之包裝及標示

• 菸品包裝及標示不得有虛偽、誤導或造成對吸
菸後果之錯誤認知，亦不可使用「低焦油」、
「淡煙」、「極淡煙」或「溫和」等使消費者
誤以為較其他菸品不具傷害性之誤導字眼。

• 應於菸盒及其外包裝「警語或信息」，該等警
語應：經政府機關核可、多樣性替換使用、清
楚明確、佔主要展示區域50%以上或至少不得
低於30%之空間、可使用圖片或標誌。



12教育、宣導、訓練及公眾覺醒

• 廣泛取得有效與全面的教育和提醒大眾的關於
菸害與菸癮的計畫。

• 大眾瞭解與本公約有關的菸草工業的資訊。
• 給予人員(如：醫療、社區、社工、媒體、教
育、決策、管理者)有效與適當訓練或讓他們
瞭解或敏感於菸品控制計畫。

• 機構瞭解與參與發展與執行菸品控制的跨部門
計畫與策略。

• 使大眾瞭解菸品製造與使用對健康、經濟、環
境的負面影響。





醫院決策及管理者參與菸品控制

28



菸品的廣告、贊助、促銷 (TAPS)

• 菸草業者銷售產品的核心策略是廣告
(advertising)、促銷(promotion)、與贊助
(sponsorship)。



好心情 女性魅力 放鬆

天然 青少年小孩不用怕

電子菸 薄荷菸 無菸菸品



菸品廣告、贊助、促銷

• 1/3青少年因為廣告嘗試菸品。
– Emery S, Choi WS, Pierce JP. The social costs of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s. Nicotine and Tobacco Research, 1999, 1(Suppl.2):S83-S91.

• TAPS钜額花費用於誘惑人們使用菸品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igarette report for 2003. Washington, DC, 2005 

• 全世界13-15歲的學生有78%說規則暴露於
某種TAPS，而成人只有31%。
– Global Youth Tobacco Survey Collaborative Group. Tobacco use among youth: 

a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Tobacco Control, 2002, 11:252-270 

– WHO calculations combining data from the Global Adult Tobacco Survey ( 
http://www.who.int/tobacco/surveillance/survey/gats/en/index.html ) from 
six countries representing almost 50% of the world’s adult population: 
Bangladesh, Brazil, China, India, Mexico and Russian Federation.



菸草業者內部文件

• 我們自然更有興趣想知道你打算如何吸引
即將成為年輕成人的女性吸菸者，而非較
年長的女性吸菸者。

• Leiber C. Philip Morris Asia, inter-office
correspondence, 25 October 1989



13 菸品廣告、促銷及贊助

• 全面禁止菸品之廣告、促銷及贊助。

• 電台、電視、平面、網際網路。



14 菸品依賴、戒菸

• 促進戒菸和對菸品依賴的治療。

• (a)制定和實施促進戒菸的有效計畫，如在教育、
醫事、職場、體育環境等地點的規畫。

• (b)在醫療、社區、社工參與下，將診斷和治療菸
草依賴及戒菸諮詢納入全國健康與教育規劃、計
畫與策略。

• (c)醫療機構與衛生體系建立診斷、諮詢、預防與
治療菸品依賴。

• (d)可及與負擔得起的菸品依賴治療。



2005世界無菸日

• 醫療專業人員在菸品控制上有明顯的角色。
他們受到民眾、媒體、意見領袖的信任，
他們的聲音出現在非常多種社會、經濟、
政治舞臺。



醫療專業人員的角色

• 個人層次：教育民眾吸菸與二手菸的傷害。
他們幫助菸品使用者戒菸。

• 社區層次：某些活動的開始者或支持者，
例如推動無菸職場與推廣戒菸。

• 社會層次：參與全國或全球菸品控制的努
力，如增加菸稅，並介入國家推動WHO 
FCTC。



英國醫生推動禁止賣菸給2000年
後出生的人

• 醫生團體準備要投票推動永久禁止販售菸
品給2000年後出生的人。

• 如果這項行動於英國醫學會年度代表大會
上通過，醫生團體將遊說政府通過實施這
項政策，如同先前英國醫學會在2002和
2011成功投票要求政府推動達到公共場所
禁菸令，及在有孩童的車內禁菸。

Doctors to vote on cigarette sale ban for those born after 2000/ The Guardian– June 23, 2014

台灣菸害防制聯盟翻譯自英國衛報



行動發起人Tim Crocker Buque說

• 行動的理念源於「21世紀的新世代不應受
20世紀世代所受上億人死亡的苦。」

Doctors to vote on cigarette sale ban for those born after 2000/ The Guardian– June 23, 2014

台灣菸害防制聯盟翻譯自英國衛報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4/jun/23/doctors-vote-cigarette-sale-ban-children-born-2000



醫療機構

• 因為它的專業，可以在菸品控制上領導，
並成為其他專業機構與社會的模範。







減少菸品供應

• 15. 菸草製品的非法貿易

• 16.向未成年人銷售和由未成年人銷售

• 17.對經濟上切實可行的替代活動提供支持



可以避免菸品流行

• 菸品的流行是人為的且可以完全避免的。

• 只有全世界人口的5%居住的國家，有用任
何一個顯著降低菸品使用的重要政策介入，
以保護居民。



扭轉菸品流行的政策： MPOWER

• (Monitor)監控菸品使用與預防政策

• (Protect)保護人民遠離菸霧

• (Offer)提供戒菸協助

• (Warn)警告菸品的危險

• (Enforce)禁止菸品廣告、促銷、與贊助

• (Raise)提高菸稅



M 監控菸品使用與預防政策

• 評估菸品使用並強化它的衝擊。

• 目前全球半數國家─2/3在開發中國家─沒有
關於青少年與成人菸品使用的任何資料。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台灣歷年成人吸菸率



歷年紙菸銷售總量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美國人吸菸率與年齡

N Engl J Med. 2013;368(4):341-350

20-75歲之間，年紀越大戒菸者越多，吸菸者越少



台灣地區歷年各年齡成人吸菸率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男性吸菸率最高在31-45歲，尤其是36-40歲

2006年前女性吸菸率最高在26-30，目前在31-35歲



25-39歲歷年吸菸率與學歷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亞洲各國吸菸者曾戒菸比率差不多



升國二、升高一吸菸率增加



國高中生二手菸暴露率降低



國軍義務役官兵入出口吸菸率

國民健康局菸害防制年報2012



各國男性吸菸情形

國民健康局菸害防制年報2012



P 保護人民遠離菸霧

• 全世界半數以上的國家，幾乎2/3的全球人
口允許在政府辦公室、職場、與其他室內
場合抽菸。許多工業化國家的職場禁菸政
策已平均降低員工菸品總消費量29%。



歷年職場吸菸率改變趨勢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成人歷年二手菸暴露率

國民健康局菸害防制年報2012



超商違規賣菸給青少年比率

國民健康局菸害防制年報2012



職場禁菸政策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歷年來主流菸焦油值

國民健康局菸害防制年報2012



O 提供戒菸協助

• 知道吸菸有害的人大部分都要戒菸。只有
21個國家，全世界人口的15%有全國性完整
的戒菸服務，提供戒菸費用完全或部分給
付。



101.3. 戒菸服務沿革表

類別 2002 2003 2005 2006 2012.3 2012.9

專科醫師 家醫/內 家醫/內/
精神

西 醫

療程 每年一療程 每年兩療程

提供方式 門 診 門/急診/
住院

門/急診/住
院/藥局

服務費/次 250 350 250

藥品費/週 250 400 250 藥品部分負擔
低收入戶、山地原住民
暨離島地區免部分負擔

低收入戶：500

孕婦轉介 100/次

個案追蹤費 50元/次(3,6個月)

戒菸諮詢費 100元/次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門診戒菸服務量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實施



歷年門診戒菸成功率



戒菸專線服務量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3



戒菸就贏



W 警告吸菸的危險

• 菸品包裝的圖形警告阻止菸品使用。然而
只有15個國家，代表全球人口的6%，要求
圖形警告面積佔主要版面的30%以上。

• 超過40% 人口居住的國家沒有禁止使用有
誤導性與欺騙的包裝名詞，如：“淡”、
“低焦油”。沒有任何一個真的明顯降低
健康的傷害。



E 禁止菸品廣告、促銷、與贊助

• 大約全球半數的孩童 住在並未禁止菸品自
由行銷的國家。在禁止菸品行銷前後，全
國的研究發現菸品消耗量可減少達16%。



2009-2011違規廣告或促銷開罰

縣市別 處分數 罰款金額

臺北市 6 10,305,000

基隆市 2 5,100,000

新北巿 1 100,000

苗栗縣 1 6,700,000

臺中市 2 200,000

高雄市 2 5,300,000

合計 14 27,705,000





R 提高菸稅

• 最有效的降低菸品使用政策。但是全世界
人口中，只有8%住在菸稅夠高的國家

http://www.who.int/campaigns/no-tobacco-day/2014/en/



• 菸價增加10%，在高所得國家大約會降低菸
品消耗4%；在中、低所得國家大約會降低
5%。

• 世界各國菸稅增加50%，全世界會少4900萬
吸菸者(38M成人，11M青少年)，全世界少
1100萬人吸菸死亡。



菸價上升(因菸稅增加)與肺癌死
亡率 France 1950-2010



2012菲律賓在菸商強烈抗爭下提
高菸稅

• 總統核可“罪惡稅”改革為重大法案。

• 這不僅是罪惡稅，也是抗癌稅。這為吸菸
導致醫療負擔，使醫療體系被迫必須支付
數十億比索負責。

• 許多人相信不可能通過“罪惡稅”法，因
為阻止它通過的力量太強大、吵雜、且有
組織。但是我們已證實，對於往這方向前
進、心懷正義、且願意為自己的原則奮鬥
的人來說，沒有不可能的事。



M
監
控
菸
品
使
用
情
形

P保護人民
無菸害

在醫療、教育機構，以及室內公共區域(包括職場、餐廳、酒
吧)全面禁菸。

O提供戒菸
幫助

強化醫療體系，使勸導戒菸成為初級健康照顧，支持戒菸專
線與其他相關社區活動，適時提供易得的藥物治療。

W警告菸品
危害

要求使用有效的包裝警告標誌。

展開反菸廣告。

得到反菸活動的免費媒體報導

E確保禁止
菸品廣告、
促銷ˋ贊助

有效立法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直接菸品廣告、促銷、與贊助。

有效立法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間接菸品廣告、促銷、與贊助。

R提高菸稅 提高菸品的稅率，隨著通貨膨脹定期調整稅率，確保稅率上
升速度比消費能力上升速度快。

加強稅收管理，減少菸品走私。





WHO 2009

• 在過去一年菸品控制已經有許多進步。

• 接近4億人新受到至少一條完全MPOWER方
法的保護，因為有17個國家對抗菸品流行。



有7個國家開始全面禁菸

• 在2008年有7個國家，新採用全面禁菸的法
律。

• 這些國家中有幾個以前完全沒有全國性的
禁菸或只有極少數公共場所或特定職場禁
菸。



開創一個無菸世界

• WHO FCTC設定高門檻，而且為朝向全球菸
品控制創建強大動能。

• 藉由持續優先菸品控制，我們可以擴大我
們的成功，並開創一個無菸世界。



• 不丹 2005禁止賣菸，
但是可以自行從其他
國家帶入。黑市交易
菸品。

• 芬蘭在2010年立法，
要在2040年前全國無
菸品。

• 紐西蘭2011年提出要
在2015年前菸者減半
，2025全國無菸。



http://aspire2025.org.nz/

http://aspire2025.org.nz/


男性吸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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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治療人數 x 半年戒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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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菸害防制法」

• 1997年9月19日開始施行。

• 立法院在2005年1月14日通過批准FCTC。

• 2007年6月15日，立法院三讀完成「菸害防
制法」修正案。

• 2007年7月11日，公佈。

• 2009年1月11日，實施。



對消費者販賣菸品不得以

• 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
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

• 開放式貨架等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且無法
辨識年齡之方式。

• 每一販賣單位以少於二十支及其內容物淨
重低於十五公克之包裝方式。



不得誤導

• 菸品、品牌名稱及菸品容器加註之文字及
標示，不得使用淡菸、低焦油或其他可能
致人誤認吸菸無害健康或危害輕微之文字
及標示。

• 但本法修正前之菸品名稱不適用之。



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

1. 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
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
、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
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
紀錄物為宣傳。

2. 以採訪、報導介紹菸品或假借他人名義之
方式為宣傳。



3. 以折扣方式銷售菸品或以其他物品作為銷
售菸品之贈品或獎品。

4. 以菸品作為銷售物品、活動之贈品或獎品

5. 以菸品與其他物品包裹一起銷售。

6. 以單支、散裝或包裝之方式分發或兜售。

7. 利用與菸品品牌名稱或商標相同或近似之
商品為宣傳。

8. 以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
、演講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或其他類
似方式為宣傳。

9.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方式。



未成年活動場所全面禁菸

•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少
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高中以下學校



醫事及社會福利機構全面禁菸

•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
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

• 例外：老人福利機構
醫院機車停車場醫院空中花園



有易爆物品全面禁菸

• 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易爆物品之場所。



交通設施

• 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遊覽車、捷運系
統、車站及旅客等候室。

車站室內室外計程車



室內禁菸、室外原則禁菸(可設吸菸區)

•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
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 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其他供公眾休閒、
娛樂場所

北投圖書館

大華技術學院



室內禁菸、室外原則禁菸(可設吸菸區)

•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
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 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其他供公眾休閒、
娛樂場所板橋林家花園 體育館



室內禁菸、戶外未禁菸

•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

• 公共場所：供公眾消費、供公共使用之室
內場所

• 工作場所：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



開會、洽公與休閒場所室內禁菸

•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 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 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 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
展覽室、會議廳（室）及電梯廂內。

• 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
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內場所。



室內可設吸菸室、戶外未禁菸

• 老人福利機構，。

• 旅館、商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
場所



公告指定禁菸場所

•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內場所及經各級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不禁菸的公共場所

• 半戶外開放空間之餐飲場所

• 雪茄館

• 下午九時以後開始營業且十八歲以上始能
進入之酒吧、視聽歌唱場所，不在此限。



場所負責人之義務

• 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 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 違反者罰1-5萬



公告與巡查



董氏基金會 JOHN 

TU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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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室內無菸環境的國家

1. 愛爾蘭共和國Ireland

2. 挪威Norway

3. 紐西蘭New Zealand

4. 義大利Italy

5. 不丹Bhutan

6. 馬爾他Malta

7. 瑞典Sweden

8. 烏拉圭Uruguay

9. 烏幹達Uganda

10.博茨瓦納Botswana

11.伊朗Iran

12.愛沙尼亞Estonia

13.英國UK

14.法國France

15.尼日爾Niger

16.幾內亞Guinea

17.台灣Taiwan



各國菸品容器警示圖文-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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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面35%   2009年1月實施

未標示者，罰一百萬至五百萬元



賣菸地點必備



澳大利亞 Australia

• 2011-Dec. 280萬成人(16.3%)每天吸菸

• 素面包裝的目的是減少菸草製品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明顯化健康警語，提高其功效
，並降低零售包裝誤導消費者對吸菸危害
的能力。



菸盒素麵包裝

• 2012.12.1 澳洲開始菸盒素麵包裝，深棕色
單調包裝，加上大型警示圖片。無菸草業
者的標誌、品牌形象、顏色、或宣傳文字

http://www.who.int/tobacco/en/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ustraliaandthepacific/australia/920

8436/Tobacco-companies-to-challenge-Australia-plain-packaging-legislation.html

澳洲素面菸盒



• 非常多的吸菸者都表示，他們不喜歡新包
裝的外觀，相信菸品的味道更壞。

– Kylie Lindorff, Chair,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s 
Tobacco Issues Committee

http://www.scilogs.com/sifting_the_evidence/tobacco-control-plain-packaging-and-

media-misinformation/



菸盒素麵包裝

• 去除菸商推銷致命商品的方法。

• 增加健康警語的影響力。

• 降低品牌的吸引力。

• 去除「吸菸是正常的文化」。

http://www.tntmagazine.com/news/new-

zealand-news/new-zealand-

announces-all-tobacco-products-to-

come-in-plain-packaging



菸草業反擊

• 澳大利亞英美菸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Australia) 

提出大型法律訴訟以反對菸品素麵包裝。

• BATA說如果計畫落實，政府可能必需付出
數十億美元來補償菸草業者。

• Winfield, Dunhill and Benson & Hedges都說，
這法案將侵犯國際商標和知識財產權。

The Australian, APRIL 07, 2011 4:11PM

Coalition hedges on Roxon’s plain cigarette packing law for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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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outh Wales

• 依據衛生調查，這個州成年人吸菸率2013
是16.4%，比2011年的14.7%還高，菸商說
菸盒素麵包裝無效。

• 沒說的是，2012吸菸率是17.1%，也就是
2013吸菸率比2012還低(17.1%→ 16.4%)

• 2012 (17.1%) 吸菸率比2011 (14.7%)高可能是
研究方法不同所致，2011調查對象包含手
機號碼，這會抓到更多年輕人，尤其是年
輕男性，他們的吸菸率較高。



South Australia

• 某大型報紙報導，去年南澳大利亞吸菸率
從16.7%上升到19.4%。

• 州政府在長期投資反菸媒體廣告之後，自
2013年6月起停止所有廣告支出。



戒菸專線

• 雪梨大學與新南威爾士大學癌症研究所發
現，導入素麵包裝後，每週打給戒菸專線
的電話增加78%，這效應持續了幾乎一年。

• 從2014年五月開始，每年會投資110萬美元
做為媒體反菸宣導。



澳大利亞14歲以上吸菸率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tobacco-kff



• 2012年8月，澳大利亞高等法院駁回了菸草
業提出菸品素麵包裝法案違憲的控訴，稱
許澳大利亞政府為此付出的努力。

• 世界貿易組織和澳大利亞-香港雙邊投資條
約的法律爭議還待確定。



• 很多國家都在關注澳大利亞的素麵包裝經
驗。紐西蘭已聲稱有意導入相似立法。法
國、印度、南非、英國、歐盟也在考慮更
強硬的菸品包裝法律。



電子菸

• 2013年 8 月，電子菸市場規模已超過 10 億
美元，從 2009 年開始，這個市場的規模每
年都以 100% 的幅度增長，四年內從區區
5000 萬美元膨脹到目前的規模，同時估計
將在 10 年內超過傳統的菸草市場。

• 美國吸菸者1/5使用過電子菸。



電子菸每年快速成長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lorillard-research-on-e-cigarettes-2013-11



The Future of Smoking

Time Sep. 30. 2013



管制電子菸聲浪起

• 使人尼古丁依賴，吸入許多有毒物質，使
人吸菸。

• 許多青少年開始使用尼古丁，就從電子菸
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