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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 0 1 9冠狀病毒感染疾患 ( c o r o n a v i r u s 

infectious disease 2019, COVID-19)是由嚴重急
性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
傳染病。該病毒與SARS-CoV和MERS-CoV一
樣，被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CTV）命名為嚴
重急性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2，屬於β-冠狀病
毒屬（β-COV） (1)。SARS-CoV-2的基因序列
與SARS-CoV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有79.5%的相似度，SARS-CoV-2
進入人體所使用的感受體與SARS-CoV所使用
的感受體相同，為血管張力素轉換受體酶  2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然
而，SARS-CoV-2 的尖峰包膜與人體ACE2 的結
合親和力約為SARS-CoV的10-20倍，具有極高的
人與人感染率(2)。

2019年12月下旬，在中國的武漢市公開報導
首例COVID-19的病例後不久，這種疾病就成為
21世紀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僅僅幾個月的時
間，導致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從零星的區域性暴

發蔓延到中國各地又擴展到全世界。遭受影響

的病人數量、疾病的嚴重性和高死亡率都是前

所未見。截至2022年4月底，全球感染COVID-19
的確診病例超過5億1千萬，死亡的人數超過623
萬。由於感染COVID-19的病例數急速攀升，
COVID-19疫情大流行已經引起人們的恐慌和焦
慮，對醫療資源造成重大的負擔，並且對全世界

的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疾患與菸品使用

從2020-2021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所發表的幾個臨床研究結果顯示，罹患
COVID-19產生重病風險者的特徵是65歲以上；
長期住在護理機構；罹患哮喘、糖尿病、腎臟疾

病、肝臟疾病或高血壓及其他的心臟血管疾病、

癌症、精神病，因為疾病而有免疫系統缺陷，以

及有不健康行為，例如使用菸品、飲酒、使用毒

品(3)(4)。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 lth 
Organization, WHO)在2021年7月發表的說明書，
指出全球每年有超過800萬人死於使用菸品，其
中700萬人是直接使用菸品(主動使用菸品者)，
120萬人是吸入二手菸或三手菸(被動使用菸品
者)。由於感染COVID-19而罹病為處於肺炎或呼
吸衰竭的嚴重階段，而使用菸品者本身的肺部免

疫功能就會低下，兩者加成後，更容易使疾病的

嚴重度惡化。目前在這種呼吸道疾病的大流行疫

情下，會如何的影響人們的成癮相關行為呢？例

如人們在新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對於菸草製品

的成癮是否會改變？或者是否會有那些的情況可

能更容易造成成癮，這一個問題有待研究。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大流行對於菸草製品的消
費、菸草相關疾病負擔的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增加了人們的壓力，

也增加了情緒上的緊張、焦慮、擔憂、不安，而

這些狀況都可能會導致人們使用菸品。各國政府

為因應疫情流行而採取的前所未有的對策，特別

是社會隔離和封城，已經產生對社會和經濟方面

的重大後果（例如暫時沒有工作、失業、收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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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經濟蕭條），並且衍生了各種的負面影響，

這可能增加了菸品的消費量以及戒菸者復吸的可

能性。在法國的報告指出，總人口中四分之一以

上的使用菸品者在封鎖期間菸品的消費量增加
(5)；同樣的，在美國疫情流行的早期階段，也觀

察到了類似的趨勢。然而，疫情的流行也可能促

使一些使用菸品者考慮減少使用菸品或戒菸。

這種流行性傳染疾病還會造成一些常規醫療

照護的危機，不論是封城、隔離、醫療資源的轉

向、以及對醫院和去醫院可能感染疾病的恐懼，

降低了民眾的常規就醫和接受醫療照護的可及

性，戒菸服務也不例外。在法國就發現因為疫情

而封城，導致藥房尼古丁替代療法產品的通報量

急劇下降(6)。

有人建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開展的

公共衛生活動應該提及預防和戒菸的重要性，醫

療保健提供者應該提供具有遠程支持的戒菸藥物

和行為戒菸療法。戒菸服務專線應該向所有使用

菸品者，包括有症狀或無症狀的COVID-19使用
菸品者，提供足夠且適當的服務(7)。使用菸品者

在經濟條件較差的族群中更為普遍，介入的應變

措施要特別針對這些弱勢的群體，因為他們感染

COVID-19的風險可能更高，因為COVID-19疫情
的影響而減少服務，可能會導致死亡率過高以及

與使用菸品相關的發病率、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會

增加。

使用菸品和COVID-19病毒傳播的相關性
COVID-19病毒會傳染給任何年齡層的人。

該病毒有多種的傳播方式，通過接觸、飛沫、空

氣、污染物…等方式，其主要的傳播方式是呼

吸道飛沫傳染。而除了接觸傳播外，感染源還可

以是呼吸道的分泌物、飛沫、氣溶膠和受污染的

表面，所以不管有或沒有症狀的感染者都可以傳

播病毒。而這些傳播方式都可能與使用菸品的

行為有關，使用菸品者的手和紙菸濾嘴都可能

受到SARS-CoV-2的污染；使用菸品者習慣聚集
在封閉的環境中聊天、喝酒並將菸品遞交給其

他的使用者，也增加了感染COVID-19的風險；
所產生的菸霧會導致使用者與周遭的人咳嗽或

打噴嚏，以上種種過程也可能會產生大量含有

SARS-CoV-2的氣溶膠，它們會以飛沫或微氣溶
膠的形式在空氣中停留約3小時，也可以在物體
表面（例如塑膠、紙張和金屬）上存活幾個小時

到幾天。所以即使保持嚴格的社交距離政策，受

污染的人仍然可能被感染。此外，無煙菸草製品

可能會導致COVID-19流行並且增加傳染的危險
性(8)。使用者將無煙菸草製品放入口中，反覆咀

嚼，最後隨著唾液一起吐出，唾液中含有多種

的病原體，當然也包括SARS-CoV-2。無煙菸草
的使用者亦可能會表現出吐痰的行為，並且經

常出現呼吸道的症狀，容易罹患癌症、呼吸系

統疾病和其他高發病率的疾病，這些可能都與

COVID-19的流行產生密切相關。所以使用菸品
者的相關文化可能會促進新冠病毒的傳播。

使用菸品是影響COVID-19預後的因素嗎？
在COVID-19疫情流行期間經常提到的問

題，就是使用菸品是否會增加罹患後天性呼吸

道感染的風險或影響尼古丁對SARS-CoV-2的作
用。目前沒有很強的證據支持使用菸品者會增加

罹患COVID-19的風險(9)。但菸草的菸霧已知具

有免疫抑制作用，使得使用菸品者較容易受到感

染。對於使用菸品者誘導產生痰液的生化分析

結果表明，CD4+/CD8+ T細胞的比率較高，而T 
CD8+淋巴細胞的比率較低，其活性對於快速解
決急性病毒感染至關重要，這表明細胞介入引導

的免疫缺陷和對病毒感染有更大的敏感性。使用

菸品還會增加上皮細胞的通透性並引起氧化應激

反應和炎症反應，導致更容易受到病毒和細菌的

感染(10)。

然而，有許多研究的結果間接證實相較於不

使用菸品者，使用菸品者有比較高的風險罹患重

症，入住加護病房(ICU)、使用輔助呼吸器和死
亡率也比較高。

Patanavanich和Glantz(2020)的後設研究分
析結果顯示(包括了19項研究，涉及11,590名
COVID-19病人)，使用菸品與COVID-19的進展
和預後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OR 1.91，95% CI 
1.42–2.59，p=0.001），並且提醒由於某些研究
的質量限制實際上可能低估了這種的影響(11)。

使用菸品的住院病人發生嚴重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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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入住重症加護病房和 /或在院內死亡來衡
量）的風險始終比較高。根據Reddy RK, Charles 
WN, Sklavounos A, et al(2020)一項的大型後
設分析結果(包括47項研究，共納入32,849名
COVID-19有關住院病人)(12)，證實目前使用菸

品者會增加罹患嚴重的COVID-19（相對風險
比[RR]：1.80；95%置信區間[CI]：1.14–2.85；
p = 0.012）和嚴重或病危的COVID-19的風險
（RR：1.98；CI：1.16–3.38；p = 0.012）。有
使用菸品史都會使嚴重的C OV I D - 1 9（R R：
1.31；CI：1.12–1.54；p = 0.001）、嚴重或病
危的COVID-19（RR：1.35；CI：1.19–1.53；
p < 0.0001）、院內死亡（RR：1.26；CI：1.20–
1.32；p< 0.0001）、COVID-19 疾病惡化(disease 
progression)（RR：2.18；CI：1.06–4.49；p = 
0.035），以及需要使用呼吸器（RR：1.20；
CI：1.01–1.42；p = 0.043）的風險增加，這些結
果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使用菸品與其他

呼吸道感染之間存在相關性(11)。現在已經知道使

用菸品會上調血管張力素轉換酶2受體(ACE-2)，
這是SARS-CoV-2的潛在靶標，這可能會導致使
用菸品者增高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2)。

無論當前的使用菸品的狀況如何，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COPD）以及心腦血管疾病等，幾種
與菸草相關的慢性疾病都會增加罹患COVID-19
重症的可能性。

基於各種文獻的報告，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

衛生部證實使用菸品者可能會比不使用菸品者出

現比較嚴重的COVID-19併發症。

電子煙、加熱菸、其他的菸草製品與
COVID-19的相關性

在COVID-19肆虐期間，使用紙菸以外的
其他菸草製品(例如：電子煙、加熱菸、菸斗、
嚼菸、水菸…等)會引發什麼狀況？目前可以找
到使用電子煙和COVID-19的預後的直接證據很
少，有些學者預測使用電子煙會使COVID-19的
病況惡化，其推論為使用電子煙會引致肺損傷，

罹患肺疾患的病人使用電子煙後症狀會比較嚴

重，因此電子煙被認為會使COVID-19病人的預
後變差(13)。加熱菸與其他的菸草製品的情形應該

類似。共享菸草製品與增加傳染的風險有關，紙

菸、電子煙和水菸的使用都可能透過呼出可能含

有病毒的氣溶膠來傳播SARS-Cov-2(14)。

COVID-19感染的性別差異與使用菸品的關係
COVID-19的大流行暴露了長期因社會經濟

和環境因素所造成的的性別和種族的健康差異。

COVID-19的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示，男性的發
病率、疾病的嚴重程度和死亡率高於女性(15)，其

原因可能是使用菸品與ACE-2相關，ACE-2具有
提供COVID-19抗性的等位基因，因為這些基因
位於X染色體上，女性呈現和男性相比為較低的
COVID-19罹病死亡率。性激素（如睾固酮和雌
激素）對免疫功能有明顯的影響，會影響免疫防

禦或疾病的嚴重程度，雌激素似乎上調了年幼兒

童和成年女性的ACE-2，導致他們ACE-2的水平
高於老年人，如此可以解釋婦女和兒童有較多輕

微的COVID-19表徵，表明其具有保護作用。另
外，這種疾病的發病率和重症的比例有明顯的性

別依賴性，男性發病率高於女性，和男性的使用

菸品的比率較高應該也有關。

菸草製品對於SARS-CoV-2的感染有保護作
用嗎？

流行病學的數據表明，使用菸品與感染

SARS-CoV-2之間存在矛盾的關聯。使用菸品似
乎可以降低感染的易感性，但是會增加罹患嚴重

疾病的風險。一些研究的結果顯示，菸草可能對

SARS-CoV-2具有保護作用，因此各國媒體對於
這些研究的結果做了廣泛的報導，而引發了爭

議，因為使用菸品者罹患傳染病的風險通常會增

加，而且由於重複的手對口和脫戴口罩的動作

增加，預估他們罹患COVID-19的風險應該會更
高。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研究人員「要謹慎說明菸

草或尼古丁可以降低COVID-19風險的這種未經
證實的說法」，主要是因為一些未經同行審查的

研究中指出尼古丁或菸草可能具有保護作用，他

們發現COVID-19病人的使用菸品率較低(16)。探

討菸品具有保護作用的假設來自於醫院的研究，

而在病歷中住院病人的使用菸品的比率通常會低

估，資料經常不符合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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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的因素限制了這些研究的有效性：1.一
般而言，使用菸品的狀況在醫院病歷記錄經常

是不完整、或有錯誤或有分類的偏差。針對2016
年美國教學醫院紀錄的審查結果發現，只有2.9%
的病人被記錄為主動使用菸品者，但是有36.4%
的病人被記錄為「未知」或者發現隨著時間的

推移，他們的使用菸品狀況記錄並不一致。同

樣的，在法國醫院一項關於COVID-19危險因素
的研究結果顯示，當打電話給門診病人確認其

使用菸品狀況後，比起原先病歷紀錄的使用菸

品者的比例增加達三倍。原本在醫院紀錄中只

有3.2%的人被登錄為使用菸品者，而通過電話聯
繫後發覺有11.1%的人報告自己是使用菸品者。
2.關於使用菸品狀況的紀錄通常缺乏與目前使用
菸品者的菸品使用量和之前使用菸品者的戒菸持

續時間相關的詳細資料，而上述的研究都是未經

過進行生化驗證的使用菸品狀況。此外，具有嚴

重COVID-19症狀的人可能在進入護理機構之前
已經戒菸，因此可能未被記錄為目前使用菸品者

（反向因果偏差）。3.COVID-19的病人可能在
性別、年齡、居住地區、社會經濟地位和其他已

知或未知的混雜因素方面與一般的人群不同。

4.其他的幾份報告發現，使用菸品與SARS-CoV-2
的檢測呈現陽性的機率下降有關。

根據迄今為止最全面的審查，該審查僅限

於「良好」和「一般」質量的研究，其中包括45
項的研究，這些研究具有符合當地檢測標準的

人群中SARS-CoV-2感染的數據，目前使用菸品
者與從不使用菸品的人比較，使用菸品者檢測

出SARS-CoV-2陽性的風險降低（RR = 0.74，95% 
CrI = 0.58–0.93，τ = 0.41，95% CI = 0.24–0.64）。
除了已經在醫院的研究中描述的偏差之外，這些

觀察的結果還可能受到其他許多偏差的影響。主

動使用菸品可能會影響鼻咽病毒的載量，從而改

變RT-PCR檢測的敏感性。此外，如果使用菸品
者有慢性咳嗽或其他非特異性的症狀，他們可能

比不使用菸品者更有可能去接受檢測。

儘管這些觀察性的研究在方法上存在限制，

但是他們的結果確實值得進一步研究。具體而

言，對於使用代表性的樣本和經過驗證的標準化

方法來確定使用菸品狀況是很有前瞻性的。基於

人群的血清學研究最適合進行風險估計，不會因

使用菸品者和不使用菸品者對醫療保健系統的不

同而產生偏差。收集有關使用電子煙和尼古丁替

代療法的數據也有助於進一步探討尼古丁可能造

成的影響。

由於對觀察性研究的結果沒有結論性的解

釋，目前已經出現幾種利用使用尼古丁病理生

理學發展出來的理論。尼古丁乙醯膽鹼感受體

(nicotine acetylcholine receptor)可能在COVID-19
感染的病理生理中產生關鍵性的作用(17)，或者尼

古丁可以維持或恢復膽鹼抗炎系統的功能。現在

已經知道尼古丁還可下調ACE2受體。與使用菸
品相關的熱量也可能降低鼻咽病毒的載量，從而

降低感染的風險。將使用菸品與使用電子煙和燃

燒菸等替代品進行比較可能會很有趣。

或者可以假設這些研究的結果根本不能歸

因於病理生理因素，而是可以用使用菸品者和不

使用菸品者的行為差異來做解釋。COVID-19是
一種「接觸性的疾病」。先前的研究已經確定使

用菸品者和不使用菸品者的社會接觸模式存在一

些差異。使用菸品者和不使用菸品者被組織成群

體（即這些群體內部的接觸多於群體之間的接

觸），反菸的措施增加了群體之間的距離。使

用菸品者的社交關係可能比不使用菸品者少。此

外，禁菸令和清潔室內空氣的政策意味著使用

菸品者可能較少接觸封閉的空間，而這似乎是

COVID-19感染的主要來源。這些都可能是導致
研究結果呈現使用菸品有保護作用的原因。

COVID-19疫情大流行和戒菸
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實施的家庭

隔離政策是否會增加使用菸品者的戒菸動機？

Heerfordt和Heerfordt從谷歌(Google)搜尋趨勢的
角度調查COVID-19大流行期間（2020年1月至4
月）戒菸信息的全球搜尋趨勢，發現谷歌上戒菸

信息的搜索量沒有顯著的增加(18)。相較之下，由

於疫情期間長期居家隔離和區域封鎖，民眾出現

了一系列的精神症狀，包括恐慌、焦慮、睡眠障

礙等(19)。這種隔離也可能對尼古丁成癮者產生了

一定程度的影響，促使他們使用物質，尤其是菸

品或酒精來緩解壓力和負面的情緒。有一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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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疫情期間使用菸品者的每日使用菸品率增

加49.9%，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菸草業在如此嚴重
的疫情期間並沒有受到影響。2020年4月義大利
針對吸菸行為和心理動機的調查（包括1,825名
參與者）結果顯示，待在家裡導致大多數的使用

菸品者考慮戒菸；然而，大多數的電子煙使用者

並未考慮停止使用電子煙，菸品和電子煙油的購

買量增加；三分之一的目前使用菸品者認為自己

會復吸(20)。

世界各國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於鼓

勵戒菸不重視甚至忽略，因此應該要各政府修

正政策，鼓勵使用菸品者戒菸來保持健康。迄

今許多的政府和衛生機構尚未將使用菸品者納

入COVID-19的高危險群，也很少就使用菸品對
COVID-19傳播的影響及預後發出警告。隨著對
使用菸品與COVID-19之間關係的研究增加，這
種情況可能會改變，人們應該要多留意。

部分公共衛生策略可能有助於減少

COVID-19疫情期間使用菸品的風險：1.規劃關
於使用菸品諮詢的臨床策略，鼓勵人們戒菸，提

供建議、支持和提供戒菸藥物治療。2.嚴格規範
使用菸品的營業場所。3.提高菸稅、菸捐和菸品
的價格。4.加強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菸品、禁止
菸品的廣告、促銷和贊助菸品相關的法律的執

行。5.禁止菸草業針對年輕、弱勢族群的菸品行
銷。6.提供有關的衛性教育教材及活動，鼓勵戒
菸或減少菸草相關的產品消費。7.讓菸害成為重
要的公共衛生議題。

停止使用菸品能夠減少感染COVID-19的風
險嗎？

要確定使用菸品者容易罹患COVID-19，更
容易出現嚴重的COVID-19併發症，其因果關係
以及為病人提供有關的建議和有效的介入措施

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戒菸後是否可以降低發生

與菸品相關的COVID-19感染風險。不幸的是，
COVID-19大流行期間關於戒菸影響的現有數據
很有限。

戒菸很有可能有助於減少COVID-19在社區
中的傳染和嚴重程度，因此減少使用菸草和其相

關的產品應該成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間控

制措施的一部分。提高戒菸率可能有助於最大限

度地減少SARS-CoV-2的社區傳播。有證據呈現
在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期間結合藥物和行為介入的

各種策略，可以更好地通過鼓勵戒菸來減少相關

的併發症。考慮到上述的情況，在這個大流行的

階段，戒菸計劃應該是一個優先進行的事項。

偵測呼氣中的一氧化碳(CO)是戒菸計劃中的有
用工具，但是如果沒有特定的一次性過濾器、

足夠的一次性咬嘴和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在

COVID-19流行期間不應該在臨床操作中使用。

結  語
儘管世界各國針對C O V I D - 1 9採取前所

未有的隔離措施，尤其是封城、鎖國，但是

COVID-19的傳染已經超過2年，並且疫情的多
次急劇惡化。由於COVID-19具有人與人之間傳
染的特性，社交距離和嚴格的衛生規劃是限制

社區之間傳播的主要策略。感染SARS-CoV-2的
無症狀使用菸品者，使用紙菸和其他的菸草製品

會產生唾液飛沫以氣溶膠的形式傳播。集體使用

菸品涉及頻繁的身體接觸和唾液接觸，這不僅是

COVID-19的危險因素，而且也是通過呼吸從環
境中獲得的其他傳染源的危險因素。此外，由於

共用一些菸草製品（包括水菸和電子煙…等）而

導致的感染傳播更可能是災難性的。無症狀感染

的使用菸品者通過菸霧和氣溶膠被動感染的發生

也是可以想像的。所以應該鼓勵使用菸品者戒

菸，在公共場所和團體中更不能使用菸品。此

外，吸菸區必須通風良好，而且單獨使用。

此時正是通過提供戒菸服務來鼓勵和支持

戒除菸品的大好時機。介入的措施可能包括利用

新技術向使用菸品者提供有實證基礎的信息和

資源（例如衛教單張和手冊、手機、戒菸服務專

線、社交媒體…等），衛生保健機構提供簡短的

戒菸建議，另外提供遠程的戒菸醫療服務，有多

種選擇的戒菸建議，增加獲得免費或低成本的

戒菸藥物療法（例如：戒菸藥物bupropion SR及
varenicline和各種的尼古丁替代療法製劑）的機
會，並且提供相關的行為諮詢。

在這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流行的期間，各

國政府必須提供適合使用於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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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菸品使用指導方針，以鼓勵戒菸和訂定

在公共場所禁止使用菸品的政策。為了提供日後

有用的支持性的數據，一定要持續進行調查及

研究，建議未來有關的研究要探討菸品使用與

COVID-19疾病的傳播、疾病進展、治療處置、
恢復期後之管理和復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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