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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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FCTC)

• 世界衛生組織為有效控制菸品導致的健康、
社會、經濟與環境問題，於2003年5月通過
FCTC，並開放各國簽署。

• FCTC在2005年2月27日正式生效，目前計有
169簽署國(Signatories)，181個締約方
(Parties)。

• 2年開一次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內容

• 術語(1)、公約和其他協定、法律文書的關係(2)
• 目標(3)、指導原則(4)、和一般義務(5)
• 減少需求的措施(6-14)
• 減少供應的措施(15-17)
• 保護環境(18)
• 責任(19)
• 合作與交流(20-22)
• 機構安排和財政資源(23-26)
• 爭端解決(27)
• 公約的發展(28-29)
• 最後條款(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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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一般義務

• 各締約方建立包括國家機制在內的菸品控
制基礎設施，制定和實施多部門綜合菸品
控制戰略、計畫和立法以預防和減少菸品
使用、尼古丁成癮和二手菸暴露。

• 在制定和實施這些政策時要防止受菸草業
利益的影響。

• 各締約方應當和國際組織以及其他締約方
合作。

• 為本公約的實施籌集必要的財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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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條價格和稅捐

• 以價格和稅捐作為減少菸品需求的有效手
段。

• 增加稅捐。

• 禁止或限制銷售免稅菸品。



減少菸品需求的非價格措施

• 8 禁菸

• 9 菸品成分與燃燒釋放物管制

• 10 菸品成分披露的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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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警示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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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不得低於30%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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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3菸品的廣告、贊助、促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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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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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締約方會議決議TAPs

• 號召各締約方全面涵蓋娛樂媒體中的跨國
廣告以及菸品廣告、促銷與贊助。

• “情況仍然令人堪憂。因此，締約方再次
對關於擴大利用娛樂媒體來促進菸品使用
問題引發關注，並且要求提出針對性的措
施來解決這一問題。”

• 針對娛樂媒體以及跨國廣告中菸品廣告、
促銷與贊助的監測也包含在決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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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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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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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菸品使用與預防政策

• 監測是關鍵。良好的監測能追蹤菸品流行
的程度和特徵，並指出如何最好地制定政
策。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6

台灣歷年成人吸菸率



2015年18歲以上各年齡層吸菸率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6



歷年國中生目前吸菸率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6



歷年高中職學生目前吸菸率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6



中學生吸菸率高二前隨年級上升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6



2015 年熱門電影vs. 菸品露出

電影名稱 菸品訊息露出次數 級別 電影語言

陳真精武風雲 163 輔導級 華語片

劍魚 111 輔導級 外語片

獄火重生 75 輔導級 外語片

哈比人意外旅程 67 保護級 外語片

酷英雄 57 輔導級 華語片

黑金 42 輔導級 華語片

刺激1995 36 輔導級 外語片

警察故事3 之超級警察 28 保護級 華語片

決勝焦點 16 輔導級 外語片

黃飛鴻之英雄有夢 16 輔導級 華語片

國民健康署菸害防制年報2016



P 保護人民遠離菸霧

• 許多國家的職場禁菸政策已平均降低員工
菸品總消費量29%。



O 提供戒菸協助

• 知道吸菸有害的人大部分都要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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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警告吸菸的危險

• 菸品包裝的圖形警告阻止菸品使用。

• 禁止使用有誤導性與欺騙的包裝名詞，如：
“淡”、“低焦油”。



菸品警示圖文

• 西元2001年，加拿大成為全球第一個菸品
容器印製警示圖文的國家，至今，全球已
78個國家執行此項政策！

• 當年，加拿大政府只要求菸商印製50%面積
的警示圖文，但2012年4月起，菸品容器印
製警示圖文面積則擴大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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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 Australia

• 發現菸盒是一種廣告/促銷，為

• 減少菸品的吸引力

• 強化健康警語

• 避免包裝誤導消費者

• 2011-Dec. 通過菸盒素面包裝法案Tobacco 
Plain Packaging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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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盒素面包裝

• 2012.12.1 澳洲實施行菸盒素麵包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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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戒菸網 >菸品容器警示圖文

• 澳洲政府無畏菸草公司的威脅與訴訟，
2012年12月起，成為全球第一個執行素面
包裝的國家。

• 菸品容器正反面最大表面積上方印製90％
與75％的警示圖文，還要求菸品容器兩側
須詳述各種有害致癌物質，且所有菸品販
售必須下架、不得公開陳列。

華文戒菸網首頁 > 菸品容器警示圖文 > 菸品容器警示圖文



吸菸不是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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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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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菸率(每月)



菸品消費金額



各國效仿

• 英國、法國皆於2016年5月相繼實施菸品素
面包裝，愛爾蘭預計2017年5月開始實施，
紐西蘭、土耳其等國家也正在研擬立法跟
進。

華文戒菸網首頁 > 菸品容器警示圖文 > 菸品容器警示圖文



WHO肯定
菸盒素麵包裝

影片：WHO 2016 世界無菸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XUCTSp2_58&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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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高所得國家，每包菸價增加10%，菸品消
費會減少2.5-5%(平均4%)；在中低收入國家
，菸價增加10%會降低菸品消費2-8%(平均
5 %)。

• 菸稅與菸價上升導致的菸品消費減少有半
數是由於吸菸者戒菸，另外半數是由於吸
菸者減少吸菸量。
– IARC handbooks of cancer prevention: tobacco control. Volume 14: effectiveness of tax and price policies for tobacco 

control. Lyon, Franc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2011



• 美國在1990-2014菸價增加350%，主要是因
為平均州菸稅增加5倍，聯邦政府菸稅增加
6倍。在這期間每個人平均菸品消費量減少
一半以上，吸菸者人數減少1/3。
– The tax burden on tobacco. Historical compilation, volume 49. Arlington, VA: Orzechowski and Walker; 2014

• 巴西在1989-2010年間成人吸菸率減少46%
，菸稅與菸價的調升就解釋吸菸率下降的
半數。
– Levy D, de Almeida LM, Szklo A. The Brazil SimSmoke policy simulation model: the effect of strong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on smoking prevalence and smoking attributable deaths in a middle-income nations. 



FCTC第6條菸稅

• 在1999年世界銀行建議各國政府應該提高
菸品稅捐至佔零售價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
三。
– Jha P, Chaloupka FJ, editors. 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s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1999

• 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依據新的資訊補充了
這項建議，認為稅捐應佔菸品零售價格70%
以上。在到達這標準後，持續上漲的幅度
應大於通貨膨脹率和收入增長。
– WHO technical manual on tobacco tax administr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 歐盟的“菸草稅指令”是旨在保障菸草稅
的公共衛生影響力的例子。其中包括每
1000支捲菸最少90歐元的絕對高稅率，和
消費稅至少佔加權平均零售捲菸價格的60%
（2014年1月生效）。通過設定稅收底線，
歐盟也可以降低成員國之間的菸品價格差
異，同時允許各國政府自行增加菸稅。
– European Union. Council directive 2011/64/EU, 21 June 2011, on the structure and rates of excise duty applied to 

manufactured tobacco.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Taxation and Customs Union; 2011



菸價上升(因菸稅增加)與肺癌死
亡率 France 195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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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th World 
Conference on 
Tobacco or Health

WCTOH 2018 Mar. 
7th -9th



2018 彭博慈善事業獎(菸害防制)

• Monitoring tobacco use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evention policies: 越南

• Protecting the public from the dangers of tobacco 
through smoke-free laws: 薩爾瓦多

• Offering help to those who want to quit their 
tobacco use: 墨西哥

• Warning people about the dangers of tobacco 
smoke: 塞內加爾

• Enforcing bans on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sponsorship:烏幹達

• Raising the price of tobacco:阿根廷



2018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Awards for Global Tobacc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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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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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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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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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高中生菸品使用，電子菸已
超過紙菸 2011–2014



電子煙的崛起

• 廣告說，電子煙可以幫助戒菸？

• 又說，吸入的只是無害的蒸氣？



Maciej Goniewicz是個紐約癌症研究機構
(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的毒物學家

• 它是蒸氣，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是水。電子
煙霧化的液體主要成份是丙二醇與甘油。
加熱後，這些液體產生類似吸菸的霧氣。
大多數的電子煙液也含有調味劑與防腐劑
。

• 大多數電子煙的研究都來自實驗室。我們
還不知道使用者的健康影響，特別是長期
使用。



Propylene glycol 丙二醇

• 造成眼睛與肺部刺激，應避免吸入。

– Dow Chemical Company的產品安全說明。
– Sciencelab.com, Inc. 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Dowfrost MSDS. Houston, 

TX:Sciencelab.com, Inc. (updated 21 May 2013). Available: 
http://www.sciencelab.com/msds.php?msdsId=9925835 [accessed 20 August 2014].

– Dow Chemical Company. Product Safety Assessment (PSA): Propylene Glycol [website]. 
Midland, MI:Dow Chemical Company (2014). Available: 
http://www.dow.com/productsafety/finder/prog.htm#HealthInfo [accessed 20 August 
2014]



甲醛 Formaldhyde

• 甲醛是一種已知
的丙二醇降解產
物，其在蒸發過
程中與丙二醇和
甘油反應生成半
縮醛(hemiacetals)
。半縮醛是工業
用的甲醛釋放劑
。



芳香劑

• 丁二酮(diacetyl)、戊二
酮、3-羥基丁酮
(acetoin)是電子煙常見
芳香劑

• 吸入丁二酮已知會
造成爆米花肺。

• 47/51電子煙液含有
這類芳香劑



吸電子煙的青少年日後容易吸菸

• 沒用過燃燒菸品的9年級中學生2530人。

• 6個月及12個月後追蹤是否使用燃燒菸品。

• 調整前曾經使用電子煙，日後使用燃燒菸
品的勝算比是4.27(3.19-5.71)。

–紙菸 2.65(1.73-4.05)，雪茄 4.85(2.29-4.62)，水
菸 3.25(2.29-4.62)

• 調整後勝算比是2.73(2.00-3.73)。

–紙菸 1.75(1.10-2.77)，雪茄 2.96(2.00-4.38)，水
菸 2.26(1.56-3.29)

JAMA. 2015;314(7):700-707. doi:10.1001/jama.2015.8950



6個月追蹤 2473人

沒用過電子煙 曾過過電˙子煙 盛行率差(95%CI)

任何燃燒菸品 182(8.1%) 67(30.7%) 22.7(16.4-28.9)

紙菸 68(3.0%) 21(9.7%) 6.7(2.7-10.7)

雪茄 70(3.1%) 37(17.3%) 14.2(9.0-19.3)

水菸 122(5.5%) 38(17.8%) 12.3(7.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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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