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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陽萎是普遍的健康問題 ，嚴重影響中年人生活質素。

• 近期有數據顯示，吸煙的劑量與患有陽萎的危機有直接關係1 。

• 另一在中國進行的橫斷面研究顯示， 吸煙者患上陽萎的風險有
增加趨勢 2 。

• 陽萎是其中一項吸煙引致的健康問題。相比起其他疾病，這問
題有機會引起社會的關注並有效推動更多年輕人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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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1. Lam TH, Abdullah ASM, Ho LM, Yip AWC, Fan S. Smoking and sexual dysfunction in Chinese males: findings from men’s

health survey. Int J Impot Res 2006;18:364‐369.
2. He J, Reynolds K, Chen J, Chen CS, Wu X, Duan X, et al. Cigarette smoking and erectile dysfunction among Chinese men

without clinical vascular disease. Am J Epidemiol 2007;166:80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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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究數據

Smoking and
reproductive life

研究背景

國際研究數據 (2004) 

有大量證據表明，吸煙會導致不
舉

吸煙者高出50％風險患有不舉

當吸煙量及吸煙時間增加，風險

reproductive life
The impact of smoking on sexual,
reproductive and child health

當吸煙量及吸煙時間增加，風險
亦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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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www.bma.org.uk/ap.nsf/Content/Smoking
ReproductiveLife/$file/Smoking.pdf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Board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 Tobacco Control Resource Centre

www.bma.org.uk

研究背景 ‐ 香港研究

根據過往的一些香港研究，吸煙與陽萎有關

每日吸≥ 20 支煙的吸煙者比起非吸煙者患有陽萎的機會
多50%

前吸煙者比起每日吸≥ 20 支煙的現時吸煙者患有陽萎的
機會少30%

將會進行更多研究去進一步證實這因果關係。

(Lam et al. Int J Impot Res 2006;18: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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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background –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evidence is suggestive but not sufficient to infer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moking and erectil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moking and erectile 
dysfunction”
(U.S. Surgeon General Report 2004)

Re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moking: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Atlanta, GA: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Office on Smoking and Healt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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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otence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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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行動 ‐ 健康忠告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 MPOWER 」 : 在煙草產品包
裝上展示健康忠告。

不過，有些政府使用:  

「吸煙引致 陽萎」而其他使用

「吸煙可引致 陽萎」 。

9

加拿大的行動 ‐ 健康忠告
在2000年6月， 加拿大是首個國家立法在煙草產品的
包裝上展示健康資訊。

在16個健康資訊中，其中一個表明「吸食煙草令你不
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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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Health Canada. Graphic Health Warnings.
http://www.hc‐sc.gc.ca/hl‐vs/tobac‐tabac/legislation/label‐etiquette/graph/impotent‐impuissant4‐eng.phpCanada.

Accessed October 16, 2008.

Health Canada
www.hc-sc.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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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有關「吸煙引致陽萎」的健康忠告

巴西 (2009年至現在)
委內瑞拉

埃及 (2010年至現在)

委內瑞拉
(2009年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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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傷害精子及減低生殖能
力」拉脫維亞 (2010年至現在)

香港的行動 ‐ 健康忠告
健康忠告應佔煙草產品包裝至少 50% 。
設計了6款健康忠告， 其中一款指「吸煙可引致陽萎

。」。

12

Reference: Tobacco Control Office, Department of Health, HKSAR Government. Smoking (Public Health) (Amendment) Bill
2005 Guidelines on Health Warning on Packet or Retail Container of Tobacco Products.



7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

陽萎在香港的情況

羅善清醫生羅善清醫生

13

家計會男性健康服務

於2001年成立
期間總就診人數2001‐2009 期間總就診人數 : 15873

就診原因:
•性功能障礙 : 35.7%

• 陽萎 : 26.2%
• 其他性功能障礙 : 9.5%

泌尿系統疾病 / 外科疾病 : 26 2%•泌尿系統疾病 / 外科疾病 : 26.2%
•性病 : 19.3%

陽萎病人總人數(自2001年)：415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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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萎的原因

心理• 心理
• 生理

年紀漸長
糖尿病 (5.4%)
血壓高病 (9.1%)
高血脂(6 9%)高血脂(6.9%)

心血管疾病(2.2%)
吸煙
酗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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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萎病人的吸煙的習慣及模式

患有陽萎的病人數目患有陽萎的病人數目

非吸煙者 3306

吸煙數目 848

4154

20% 曾經是吸煙者
72% 已吸煙超過10年
13% 每天吸食> 20 枝煙

17

總結
主動尋求協助主動尋求協助

關注自己的健康

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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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

有關是次研究

陳肇始教授

19

尼古丁補充劑 (NRT) 使戒煙成功率增加兩倍 但少

尼古丁補充劑有效協助戒煙

尼古丁補充劑 (NRT) 使戒煙成功率增加兩倍，但少
數的吸煙者能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療法3。

Burns 及其研究團隊調查吸煙者在戒煙過程中沒有
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的原因， 但沒有研究其他干
預方法以提高對使用尼古丁補充劑的堅持4 。

20

參考資料:
3. Killen JD, Fortmann SP, Davis L, Strausberg L, Varady A. Do heavy smokers benefit from higher dose nicotine patch 
therapy? Exp Clin Psychopharmacol 1999;7:226‐233.
4. Burns EK, Levinson AH. Discontinuation of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among smoking‐cessation attempters Am J 
Prev Med 2008;34(3):2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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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對照試驗的目的

我們進行了隨機對照試驗去測驗:我們進行了隨機對照試驗去測驗: 
「為有陽萎問題吸煙者而設的戒煙干預」之成效

戒煙可否改善陽萎問題

「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干預」可否使有陽萎問題的吸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干預」可否使有陽萎問 的吸
煙者更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

21

招募參加者

由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

參加者由廣華醫院及2間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陽
萎診所轉介

亦有參加者由其他公立及
私家醫院轉介

廣告、 新聞發報會及宣傳
單張吸引亦有陽萎問題的
吸煙者參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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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參加者

18歲或以上的中國藉男性

自我報告現有陽萎問題

每日吸 1 支煙或以上

有意在7日內戒煙

會使用尼古丁補充劑 (不抗拒
使用尼古丁補充劑)

並沒有參加任何戒煙干預
23

干預

當簽署參加同意書後，參加者會被隨機分配到
以下其中 個組別:

干預組 (A1)
面對面戒煙輔導+尼古丁補充劑+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
劑的輔導+自助戒煙手冊

干預組 (A2)
面對面戒煙輔導+尼古丁補充劑+自助戒煙手冊

以下其中一個組別:

對照組 (B)
簡單戒煙忠告+自助戒煙手冊+飲食與健康建議手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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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程序
隨機分配

干預組
A1 (n=249) 

對照組
B (n=218)

一個星期及一個月跟進

三個月電話跟進

干預組
A2 (n=252)

25

六個月電話跟進

三個月電話跟進

如參加者已戒煙會獲邀出席生化檢驗

由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 (40 個月)

719名參加者

參加研究時，吸煙者資料 (1)

名參加者

基本資料 平均/百分比

平均年齡 (年) 48.9

已婚 (%) 80%

教育程度 (%)

小學或以下 21%

26

- 小學或以下 21%

- 中學 66%

- 大學或以上 13%

3組(A1, A2, B)的結果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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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與過去戒煙資料 (n = 719) 平均/百分比

開始吸煙年齡 (年) 18.5

參加研究時，吸煙者資料 (2)

平均吸煙年資 (年) 30.3

過去30日內，每日吸煙數量平均 20.6

平均尼古丁上癮度
(0‐3 = 輕微; 4‐5 = 中度; 6‐10=嚴重)

4.5

(= 中度)

嘗試戒煙次數 (%)

27

嘗試戒煙次數 (%)

‐ 沒有 28%

‐ 1次 21%

‐ 2‐5次 41%

‐ 5次以上 10%

3組(A1, A2, B)結果相約

陽萎的程度
自我報告勃起功能的國際指數

28
3組(A1, A2, B) 的結果相約

本指數是量度對勃起功能及性交時的滿意度

超過半數參加者表示有中度至嚴重的陽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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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結果 (1)
成功跟進比率: 干預組 (73%), 對照組 (72%)
(假設未能跟進的參加者有負面結果)

戒煙情況(百分比)
(n = 719)

干預 A1+A2

(n = 501)

對照B

(n = 218)

干預 vs. 對
照

戒煙率
(自我報告已7日沒有吸煙)

23.0% 12.8% +79%

戒煙率 (接受生化驗證#)

• 化碳呼出量> 8ppm

• 尿液的可的寧> 115ng/mL

11.4% 5.5% +107%

29

尿液的可的寧 g/

減煙一半或以上 42.5% 28% +52%

# 只有 63% 干預組的參加者(A1+A2) 及50%對照組的參加者參與

干預組(A1+A2)的戒煙率明顯較高

•改善陽萎的參加者比例 (至少在勃起功能的國際指數提升一
級)

6個月結果 (2)

有改善 有改善

沒有改善
沒有改善

在6個月時已戒煙 (n = 143) 在6個月時仍吸煙 (n =576)

30

戒煙者比吸煙者可改善陽萎的機會高出91.5% (即高出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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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

參加者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 (%) 干預 A1 干預 A2

在1個月時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4星期 13.7% 12.7%

在3個月時堅持使用尼古丁補充劑8星期 7.2% 3.6%

兩組的結果沒有明顯差異

31

結論

本研究是首個隨機對照試驗，以評估為陽萎病人提供
戒煙輔導加上尼古丁補充前劑可否幫助戒煙及改善陽
萎。

研究結果顯示，以病人為中心的戒煙輔導加上尼古丁
補充劑可有效幫助陽萎病人戒煙及減少吸煙量

戒煙的陽萎病人有更高機會改善陽萎問題 (機會高出
91.5%)

研究結果對中國及亞洲地區的男性有重大影響 。 因
為相比起西方國家，陽萎問題在亞洲非常普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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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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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政府的戒煙政策

劉文文MH 太平紳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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