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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題是分析原因
題。同學作答時，可
根據上文的資料，指
出青少年吸食電子煙

的原因，是因為受到朋
輩影響和追求新鮮感。參考

答案：
首先，部分青少年吸食電子煙，是

因為受到朋輩的影響。受訪者阿
Tom坦言，自己是在朋友介紹下開
始吸食電子煙的，因為身邊不少朋友
吸食電子煙或加熱煙，而且以為電子
煙的危害較傳統香煙的小，故被說服
吸食。
其次，青少年追求新鮮感，認為吸

食電子煙是刺激的行為。電子煙一般
透過社交網絡平台（如Instagram、
facebook、WeChat、YouTube 等）
宣傳，容易引起青少年注意。有調查
結果顯示，有近三成的青少年受訪者
因而對電子煙產生好奇或想加以了
解。加上電子煙的包裝新穎，味道又
多樣化，有超過8,000種不同口味，
包括水果味、汽水味、煙草味等，都
是吸引青少年吸食的誘因。

2. 此題是分析影響題。同學作答
時，必須引用上文的資料，指出吸食
電子煙對健康禍害，並加以舉例說
明。參考答案：
吸食電子煙會危害健康。雖然電子

煙以「沒有煙味」、「少尼古丁」、
「不會上癮」、「幫助戒煙」等作為
標榜。然而，世界衛生組織已表明電
子煙並非認可的戒煙工具。
此外，吸食電子煙會增加感染肺炎

和敗血症的風險；而電子煙產生的煙
霧，絕大多數含有揮發劑，是致癌物
的主要來源。這些煙霧會刺激人們的
呼吸道，輕則誘發哮喘和支氣管炎，
重則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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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電子煙在香港大行其道，青少年趨之若鶩。然

而，外國不少研究調查發現，電子煙的危害不比傳統香煙

小。電子煙的流行，逐漸引起本地社會的關注與憂慮。究

竟電子煙在港的流行情況怎樣？有何禍害？政府怎樣應

對？下文將會深入探討。 ■張揚

延 伸 閱 讀

1. 根據上文，說明驅使青少年吸食電
子煙的兩個原因。

2. 根據上文，舉例分析電子煙的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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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美國廣播公司報道，加州大學三
藩市分校發表了全球首份有關吸食電子煙
青少年的體內化學物的研究結果。研究涉及100
名三藩市灣區的青少年，當中有67人只吸食電子
煙，20人沒有吸煙習慣，其餘13人同時吸食傳統
香煙和電子煙。研究人員先採集受訪者的尿液和
唾液腺樣本作檢測，再進行化學分析。
結果發現，只吸食電子煙的青少年，尿液和唾
液腺樣本被驗出至少5種有毒物質，多屬致癌物，
濃度較非吸煙者高出3倍，同時吸食香煙和電子煙
者，尿液和唾液腺樣本亦驗出至少5種有毒致癌物
質，濃度較只吸食電子煙者高出3倍。
調查又發現，較獲受訪青少年追捧的水果味電
子煙，含較多致癌物「丙烯腈」（acryloni-
trile），含量高過糖果、薄荷、煙草等口味的電子
煙。

銷量一直升 網店難規管
近年，電子煙的全球銷量一直上升，由2008年
的約2,000萬美元，急升至2015年的近35億美
元，情況令人關注。現時，電子煙有超過8,000種
不同口味，包括水果味、汽水味、煙草味等，主
要針對追求新鮮感的年輕人市場。
電子煙的銷售渠道多以售賣潮流物品的店舖或
商場，以及網上平台為主。有輿論認為，人們透
過網上平台買賣電子煙，難以查證買家的年齡，
亦無法監管產品的安全性。

去年六、七月期間，九龍樂善堂訪問了
約1,100名9歲至22歲的青少年，調查結
果發現，77%的受訪青少年透過社交網絡
平台接觸到電子煙宣傳，當中29%的人更
稱因而對電子煙產生好奇或想加以了解；
此外，調查結果顯示，12%的受訪者曾吸
食電子煙，年紀最小僅得9歲。

包裝不列成分
27歲的阿Tom吸食傳統香煙9年，在朋

友介紹下開始吸食電子煙，但因電子煙的

包裝盒沒有列明化學成分，擔心較傳統香
煙更影響健康及引起爆炸問題（電子煙內
的電子裝置安全成疑，外國偶有電子煙加
熱或充電時爆炸），吸食不久後便停止。
他指出，身邊有不少朋友吸食電子煙或

加熱煙，他們以為轉食電子煙有助戒煙，
但卻從未見有朋友成功，有人更加愈食愈
多，同時吸食電子煙和傳統香煙，變相吸
入「雙重尼古丁」。
此外，調查亦同時訪問了約3,130名家

長、社工和教育工作者，86%的受訪者認
為，禁止售賣電子煙有效預防青少年吸
煙；逾九成人贊成全面禁售。
至 10月，特首林鄭月娥發佈施政報

告，宣佈立法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
產品入口、製造及銷售，並計劃在
2020年前提交禁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

煙產品的法例修訂建議。

水果味多致癌物

鑑於愈來
愈多青少年
吸 食 電 子
煙，各地政
府紛紛推出
法例規管，
例子如下︰

美國
2016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宣佈

將對電子煙進行與傳統香煙和捲煙同等
的管治，即禁止店舖向18歲以下人士出
售電子煙。2017年，該局宣佈押後針對
電子煙銷售的監管，原本要求電子煙商
必須在2018年前提交相關產品的資料，
供局方審核獲批後，才可繼續銷售，但
現時將限期推遲至2022年。

英國
倫敦大學的研究指出，吸食電子煙會

增加感染肺炎和敗血症的風險，認為不應
無視其危險性。2015年，英國開始禁止零
售商向18歲以下人士售賣電子煙及相關產
品。

新加坡
新加坡於2018年2月起，全面禁止購買、

使用及擁有電子煙，並計劃把吸煙法定年齡，
逐步由18歲調高至21歲。新加坡衛生部表
示，修定法例會減低年輕人吸煙的可能，

保護國民免於接觸煙草產品。

台灣
2017 年 12 月，台灣通過

《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
送交「立法院」審議。草案
修正要點包括增訂電子煙定
義；禁止電子煙的製造、輸
入、販售與廣告（獲許可證
者除外）；任何人不得供應
電子煙、電子煙專用零組
件、供電子煙使用的物質或
液體予18歲以下人士。

多 角 度 觀 點
1.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現時沒有詳細科學研究證明電子
煙百分百有助戒煙。本院於2014年
至2015年進行的研究調查結果顯
示，在曾使用電子煙的年輕吸煙者
中，只有約13%的人在6個月後戒
煙，低於沒用電子煙的20.8%。世
界衛生組織已表明電子煙並非認可
的戒煙工具，因此政府應在電子煙
尚未流行時，盡快立法禁止。

2. 香港大學「青少年戒煙熱線計劃」

近年越來越多吸食傳統香煙的青少
年轉食電子煙，當中不少人誤信電子
煙是「戒煙、減煙的另類吸煙方
法」，但礙於電子煙的吸食量難以量
化，不少人變得肆無忌憚，反而加重
煙癮。有鑑電子煙以「沒有煙味」、
「少尼古丁」、「不會上癮」、「幫
助戒煙」等作為標榜，青年容易因覺
得產品新奇而吸食。

3.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電子煙的煙霧大多數含有揮發
劑，是致癌物的主要來源。這些煙
霧會刺激人們的呼吸道，輕則誘發
哮喘和支氣管炎，重則致癌。

4. 英國公共衛生部

實驗以人工肺分別吸入香煙及電子
煙，結果發現吸入電子煙的人工肺較
雪白，而且對健康的風險最少低
95%，建議煙民以電子煙取代香煙。

無助戒煙 愈食愈多
新 聞 背 景

■電子煙的煙液含多種有害成分，例如尼古
丁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