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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
」是國人的頭號殺手，目前台灣每年約

有兩萬人死於吸菸或二手菸相關疾病。

也就是說，每不到半小時，就有一人因吸菸而死亡。

不過，自從菸害防制法新規定上路近兩年以來，

公共場所禁菸的嚴格規定，讓吸菸者開始嚴肅考慮

戒菸，使得吸菸人口呈現下降趨勢。但，依據吸菸率

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國內每三個成年男性仍有1個吸

菸、每20個成年女性則有1個吸菸。

尤其是六、七年級的職場新世代吸菸情形嚴重，

吸菸會導致年輕時心肺功能就開始欠佳，隨著年紀增

長、健康出了問題，除影響職場表現外，也會同時影

響孕育下一代的機會。

吸菸危害健康，是每個嗜菸如命的癮君子都知道的

事。但許多有菸癮的人決定戒菸，卻又抵擋不了癮頭

發作而破戒，陷在「戒又戒不成」的苦海裡打轉。

國民健康局局長邱淑媞本身是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看過許多民眾戒菸失敗的例子，她分析戒菸尚未成

功，主要有兩項重要原因：一是吸菸者無法克服尼古

丁戒斷症狀，屢戒屢敗後，承受「害怕戒菸又失敗」

的心理壓力，對戒菸產生逃避念頭。

另一原因則是許多吸菸者誤以為靠一己之力，就能

擊退菸癮。但吸菸成癮的問題，涉及複雜的身心和社

會層面，光靠自己埋頭戒菸是不夠的，需要親朋好友

鼓勵與專業戒菸管道支持，大家共同扶戒菸者一把。

打擊菸害永不停止

專業協助戒菸，可以提高至少兩成的戒菸成功率。

國民健康局提出與時俱進的戒菸服務策略，將今年訂

為「戒菸行動年」，推出「戒菸共同照護網」，並擴

充提供戒菸服務的專業人員，除了有醫師、護理師及

戒菸諮商專業人員，還加入藥師、戒菸衛教人員等生

力軍，一起與家庭、學校及職場等各場域合作、互相

奧援，提供專業的協助，營造戒菸的支持環境。

「我們的戒菸行動有多部曲，這場打擊菸害的仗要

一直打下去！」邱淑媞口吻堅決地表示，吸菸除了嚴

重危及吸菸者自己，也會傷害家庭中不受禁菸令保護

的吸菸者家人。許多家庭的父親或阿公在家吸菸，阿

嬤、媽媽與孩子的健康往往因此遭受二手菸侵害，這

些都是國民健康局首要更努力保護的族群。

國民健康局因此想辦法把專業戒菸服務據點增多，

並深入社區，在今年培訓了700位藥師，與全台超過

300家社區藥局合作，由「社區好鄰居」的藥局藥師

提供戒菸諮詢服務，讓吸菸者獲得可近、及時的協

助，早日戒菸成功。若不想花時間上戒菸門診、戒

菸班的吸菸者，只要到住家附近的藥局尋求戒菸服

務，藥師會透過輕鬆聊天的諮詢方式，了解吸菸者

的吸菸與戒菸歷史、家庭支持狀況，提供支持與協

助戒菸相關資訊。

有心戒菸的民眾亦可以直接在藥局買到戒菸貼片、

尼古丁吸入劑、口嚼錠等尼古丁替代藥品，由藥師在

現場教導正確使用這些輔助戒菸藥物的劑量與方法。

此外，國民健康局還培訓760位的校護、廠護、勞

安人員以及2,000名醫療機構戒菸衛教人員，完成戒

菸衛教訓練課程，當這些戒菸尖兵回到自己的工作場

所中，即能發揮主動協助吸菸者遠離菸品、提供戒菸

衛教諮詢的強大效果。

把吸菸者一網打盡 協助戒菸

「戒菸共同照護網」從社區、學校到職場、醫療

機構，已經佈下大大小小的服務網絡，要把吸菸的人

「一網打盡」。

戒菸最難的地方，就是要把會讓人成癮的尼古丁

「癮」頭戒掉。許多吸菸民眾面對菸癮這個超級難纏

的對手，往往止不住對菸的思念，而敗陣下來，最後

被菸綁架一輩子。

「無菸的人生是新的人生，不吸菸最自由，真正的

自由是把菸戒掉！」邱淑媞呼籲，奉勸戒菸的人一定

要找專業的戒菸諮商人員幫忙，量身安排個人的戒菸

計畫及諮詢服務，一定要「除菸務盡」，捍衛健康與

自由。

戒菸非易事，靠自己單打獨鬥戒菸，通常不容易成功。不過，戒菸卻總是不成功的人，千萬不要灰

心，因為國民健康局已經整合各種提供戒菸服務的專業管道，透過戒菸共同照護網，作為支持戒菸的

強力後盾，一路陪伴您挺進戒菸之路，找回彩色的健康人生。

戒菸有伴，我們相挺

( It's Time to Quit Smoking )

◎ 清晨，一天菸癮最大的時刻，減少待在會抽菸的  

 床邊或餐桌。

◎ 上下班，不走以前邊走邊吸菸的那條路。

◎ 丟掉打火機、菸灰缸等和吸菸扯上關係的東西。

◎ 無聊或想哈菸，就去找事做，運動、聽音樂，或 

 找人抬槓。

◎ 遠離曾一起吸菸的朋友，也要避免喝酒。

◎ 昭告諸親友「本人戒菸中」，免得他們白目地遞

 根菸而前功盡棄。

◎ 乾脆請醫師開具一張「免菸牌」，謝絕別人有意

 無意的請菸動作。

（資料提供／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邱淑媞）

只要開始停止吸菸，體內的尼古丁、一氧化碳

與菸焦油就開始排出，不再堆積。

戒菸的好處身體最清楚

20分鐘
心跳及血壓恢
復正常

2-12週
血液循環大幅改善

3-9個月
減少咳嗽、哮喘等呼吸
問題，肺功能增加10％

1年
心臟病發作機會減半

10年
肺癌發生機會減半

15年
心臟病發作機率
和非吸菸者相同

8小時
血液中的尼古丁和一氧
化碳濃度減半，氧氣濃
度回到正常值

24小時
一氧化碳排除，肺部開
始清除痰液及菸品殘渣

48小時
體內無殘存尼古丁，
味覺和嗅覺改善

48小時
肺功能改善，呼吸
變得容易多了

▲歡迎民眾向各縣市衛生局

索取戒菸教戰手冊

戒菸秘訣
小叮嚀



李
伯伯是個菸齡長達30年的老菸槍，每天至少

抽一包菸。前幾年，他接受健康檢查，發現自

己是高血脂的高危險群，近來服用降膽固醇藥物，但

沒有太大起色，而新陳代謝門診醫師也苦勸他若要健

康，首要任務就是戒菸。

「我天天要戒菸，但是天天都失敗！」他每次回

診，總是向醫師懺悔自己無法克服菸癮。後來，他看

見年齡相仿的朋友發生急性心肌梗塞，終於下定決心

揮別老菸槍這個稱號。於是，醫師將李伯伯轉介到戒

菸門診，希望由戒菸專業醫師進行諮商，從他的吸菸

習慣以及失敗多次的戒菸歷程，抽絲剝繭找出最適合

的戒菸方法，協助他戒除菸癮，不再吞雲吐霧。

門診專業戒菸成功率較高

接受專業戒菸協助，擺脫菸癮的成功率，遠比自己

戒菸來得高。目前全國有超過1,800家的醫療院所提

供門診戒菸服務，吸菸者尋求門診戒菸時，國民健康

局提供補助一年2次，每次8週療程的醫師戒菸治療服

務費，以及每週戒菸藥費250元。

10年來在戒菸門診服務過2,000位戒菸人次的台

大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郭斐然表示，即使政府

有補貼戒菸的治療費與藥費，但大部分吸菸者普遍

認為，戒菸自己來就好，甚少會主動求助戒菸門診

的醫師，總是要戒菸多次始終失敗之後，才會尋求

專業醫師協助戒菸。

缺乏動機永遠不會成功

「戒菸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戒菸要趁早，而且永

遠不嫌晚，」郭斐然指出，吸菸是一種慢性成癮性疾

病，牽涉吸菸者對尼古丁的生理性及心理性依賴，生

理依賴容易克服，但最困難的當屬心理依賴。

然而，在他的觀察中，吸菸者主動上戒菸門診，

通常已經具備較大的戒菸驅動力，比方說罹患疾病

不得不戒菸、女性準備懷孕、中年男性突然覺悟健

康比較重要。這一類吸菸者戒菸意志強，在專業醫

師協助下使用藥物戒菸，只要稍微忍耐藥物帶來噁

心、睡不著覺等副作用，會比一般自行戒菸者較快

達成戒菸。

戒菸門診—與醫師攜手擊退菸癮

戒菸專線
六大優點

Q:戒菸後，體重會暴增？

A:NO！戒菸後身體恢復健康、味覺改善，剛開始體重上升，節制飲食和適度運動，健康又美麗。

Q:吸菸減量，也可以戒菸？

A:NO！世界上並沒有安全的菸品，因此，「戒」菸最好的方法，就是說戒就戒。

戒菸
小迷思

● 便利性：一通電話就有戒菸協助。              ● 保密性：強調資訊安全，確保個人隱私不外洩。

● 免負擔： 0800-63-63-63 免付費電話，不花錢。   ● 成功高：透過專業協助，戒菸成功率超過兩成。

● 個別化：專業人員一對一量身打造個人戒菸計畫。 ● 整合性：視需要轉介至門診戒菸、戒菸班或戒菸藥局。

每
次遇到工作壓力太大、辦公室氣氛緊繃，陳小

姐總想跑到外面掏菸、點菸、吸菸，吐出一個

個白色菸圈，把壓力放在菸圈上，任由隨風而逝。

菸齡有8年歷史的她，臉上膚色臘黃，眼角與嘴

角開始出現細紋，一張黯淡無光采的「抽菸臉」讓

不到30歲的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上10歲。「妳

的菸再這樣抽下去，很快就從『小姐』變『歐巴

桑』！」閨中密友屢屢用最刺耳的諫言，提醒她戒

菸的重要性。

她好幾回自己嘗試戒菸，卻熬不過情緒的低潮，

壓力沒靠抽菸的吞雲吐霧來排解，好像就無法正常

過日子。

閨中密友建議陳小姐求助戒菸門診，但她認為要上

醫院診所掛號，跟醫師面對面談起自己因情傷而學會

抽菸的過往隱私，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情，她實在不

願意這樣做。

諮商人員給予戒菸者心理支持

像陳小姐這類因心理依賴而離不開菸品，或是顧

及個人隱私，不願意到醫院診所接受專業戒菸服務

的吸菸者，可以在星期一至六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挑選自己方便或合適的時間，利用手機或市話撥打

「0800-63-63-63」的免費戒菸專線，向專業諮商

人員求助。

戒菸專線自2003年成立至今，由具有心理輔導以

及戒菸諮詢專長的專業人員提供一對一的電話心理諮

商服務，從心理輔導層面去處理吸菸者的心理依賴，

讓戒菸者對吸菸習慣有新認識，並擺脫菸癮控制，迎

向不吸菸的新生活。而透過戒菸專線協助戒菸成功的

時間平均6~8週。7年以來，約有48萬人次的民眾在

電話那端接受戒菸諮詢協助。

服務完全免費，教導戒菸撇步

戒菸專線服務中心主任張佳雯表示，目前戒菸專線

已經成功幫助1萬7千多名吸菸者戒菸，不僅省下巨額

購菸費用，更賺回無價的健康。「對吸菸者提供戒菸

諮商是省錢、成功率高且最方便的方法！」她說，吸

菸者為了自己與家人朋友，最好及早戒菸，而且在戒

菸的過程中，戒菸專線會全程陪伴吸菸者，並替他量

身規劃個別的戒菸計畫，直到戒菸成功為止。

紓解壓力、療癒情傷、排除寂寞、解憂除煩、尋找快樂與靈

感……這些都是癮君子正當心靈脆弱、無所倚靠時，拿來哈菸的

藉口。心生病了，要有心藥來醫，菸是無法永遠解決心病，而且

還會加重健康更惡化。「0800-63-63-63」的免費戒菸專線，有

專業心理諮商人員專門處理吸菸者的心理依賴，讓戒菸者對吸菸

習慣有新認識，並擺脫菸癮控制，迎向不吸菸的新生活。

免費戒菸專線—
滿載關心陪您熬過戒菸難關 有心戒菸卻失敗多次的癮君子若要徹底擺脫尼古

丁的糾纏，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戒菸方法，戒菸

就不容易失敗！而醫院戒菸門診有專業醫師的戒

菸錦囊妙計，能降低癮君子的尼古丁及心理依

賴，擊退難纏的菸癮。

( 搶救健康  戒菸ing )



青
少年吸菸是全球各國相當頭痛的問題，台灣

也不例外。為了防止菸害侵襲學子的健康，

國民健康局從過去以來一直推動無菸校園、開設校園

戒菸班，設法不讓菸害危害年輕人的健康。

強力捍衛無菸校園

台科大是全面禁菸的大學，校規規定學生在校吸

菸，一律記小過。「學校應該堅守禁菸，捍衛校園無

菸的支持性環境，」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學務長欒斌

表示，台科大在禁菸的強硬態度與不讓步的地方，就

是落實無菸校園，除了對在校園內吸菸的學生會被記

過，承包廠商在台科大吸菸也會被教官追著勸導，如

不遵守台科大禁菸規定，就等著被罰款。

不過，現代年輕人自主意識強烈，要大學生戒菸

得用他們願意接受的軟招數。「不能硬幹，得從側面

包抄！」欒斌認為，台科大請學生務必尊重師生的健

康權，而校方並不會嚴格要求吸菸學生要戒菸，但是

學務處站在維護學生健康的立場，出動年輕女護士向

學生宣導戒菸、開設戒菸班。

他笑說，這個做法對吸菸學生倒是能產生吸引力，

加深學生追求健康的動力，讓學生自願主動來戒菸。

宣傳拒菸要投年輕人所好

最近，衛生署邀請流行音樂創作天王、青少年偶

像周杰倫及87歲的外婆，代言「不吸菸做自己，我挺

你！」的拒菸活動，拍攝公益廣告。而外婆在記者會

上，驕傲地向在場媒體說：「杰倫不吸菸，我們家的

囝仔都不吸菸；希望年輕人都不要吸菸。」

這則新聞播出後隔天，負責執行這項拒菸活動

的董氏基金會接到許多家長、老師的來電與電子郵

件，希望索取文宣品，甚至建議製作以周杰倫為主

角的拒菸互動網路遊戲，趕快讓孩子們聽周杰倫的

話，戒掉菸癮。

「青少年拒菸的宣導就需要靠有創意、有知名度

的人，來幫忙說服青少年！」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

組主任林清麗指出，青少年是目前各國菸害防制的

重點族群，但研究菸害宣傳的國際學者發現，許多

國家目前執行的策略計畫，因欠缺整體性，像提醒

青少年未滿18歲不能抽菸的宣導效果，並沒有震撼

到青少年，反而刺激他們產生叛逆心態，把吸菸當

做成年禮的儀式。

吸菸對健康危害大，但是年輕人對一般傳統的教育

宣導方式並不感興趣。現代年輕人追求時尚、崇拜偶

像，若能讓健康意識及拒菸觀念成為潮流及時尚的生

活態度，透過偶像代言，將會更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讓年輕人發自內心拒菸、不吸菸！

吸菸人口年輕化，年輕學子的吸菸人數有增無減，是台灣目前推動菸害防制工作遇到的一個難題。

該如何讓這些自我意識強烈的年輕人，自己願意主動拒菸、戒菸，需要高度智慧的做法。

校園戒菸—
不吸菸做自己，我挺你！

在
科技業擔任研發工程師的小李，兩三個小時不

吸菸，就覺得渾身不自在、坐立難安。一年多

前，他在同事的帶動下，迷上登山運動。但是，每回

他跟著同事攀登台灣百岳，一路上總是氣喘噓噓，體

能、肺活量都不及別人來得好。

由於登山體力差，小李決定戒菸，但又深怕自己可

能難以抗拒菸癮，他認為有專業醫師協助戒菸的醫院

戒菸門診，是他最適合採取的戒菸求助管道。不過，

小李因為工作關係，常外派出差，無法挪出固定時

間，接受醫院為期八週的戒菸療程。「我沒辦法找到

專業醫師幫我戒菸，這可怎麼辦？」他擔心自己可能

這一輩子戒菸無望了。

藥局主動性服務強

事實上，像小李這樣有心戒菸卻沒時間上醫院戒菸

門診的上班族，大可不必怨嘆。從現在起，全台有超

過300家的社區藥局提供專業的戒菸諮詢服務，歡迎

吸菸民眾就近登門求助。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長李蜀平表示，社區

藥局親近民眾，是民眾的健

康守護神，國民健康局結合

社區藥局便利性、即時性、可

近性的在地化資源，挑選全台300多家社區藥局接

受戒菸服務培訓，提供民眾在醫院外的專業戒菸用

藥諮詢管道。

藥局就在社區裡營業，藥師就像民眾的老朋友，

會主動提醒吸菸民眾趕快戒菸。「社區藥局的藥師

可以把戒菸的醫藥專業生活化，主動服務性要比戒菸

門診、戒菸班來得強，就近讓民眾獲得妥切的戒菸服

務，」李蜀平強調。

與家人一起督促吸菸者戒菸

遇到吸菸的鄰居上門買藥，藥師李錦炯總會跟顧客

聊上幾句，探看客人有沒有戒菸的動機。如果有顧客

意願戒菸，他會評估客人狀況，建議顧客利用尼古丁

替代藥品的戒菸療法，或是到醫院戒菸門診尋求醫師

的諮商與其他醫師處方戒菸藥品的協助。「如果有顧

客願意接受尼古丁替代療法，我會請他的家人鼓勵他

戒菸，並提供支持性環境，提醒他持續來藥局接受我

的戒菸諮詢與使用合適的尼古丁替代藥品，這樣戒菸

才會有效。」李錦炯道出他執行戒菸服務的流程。

「藥局戒菸的門永遠為您敞開，」李錦炯鼓勵癮君

子不要因一、兩次的失敗，就放棄戒菸，只要癮君子

肯立下戒菸的決心，加上藥師專業戒菸的協助，就有

機會成功戒除菸癮。

戒菸很難，不僅要靠意志力遏止菸癮，最好也要尋求醫藥專業的協助，提升戒菸成功率。如果沒時間到

醫院戒菸門診就醫，不妨直接前往住家附近社區藥局，尋求專業的戒菸諮詢。全台目前有超過300家社區

藥局，主動為吸菸者提供正確而豐富的戒菸資訊與諮詢，全力協助癮君子重新找到健康的起點。

社區藥局—助您戒菸的好鄰居

● 睡覺時想吸菸：尼古丁貼片，維持穩定的尼古丁濃度，一覺到天明。

● 嘴巴少點東西：尼古丁口含錠或咀嚼錠，舒緩菸癮來時嘴裡空空不適感。

● 工作中想吸菸：上班前四小時使用尼古丁貼片，隱密又可持續抵抗菸癮。

● 長途開車有菸癮：尼古丁咀嚼錠或口含錠，即時補充體內尼古丁，確保行車安全。

● 搭機時有菸癮：尼古丁咀嚼錠、口腔吸入劑、口含錠或在搭機前4小時使用貼片，

              讓旅途更安心。

藥物使用
時機

( 搶救健康  戒菸ing )



絕大多數的吸菸者都想戒菸，但有時可能欠缺決心，或是少了意志力，或是不得要法，而無法戰勝菸

癮。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多次嘗試戒菸，但常常失敗，他曾經嘲謔自己：「戒菸容易，我常常在戒！」

道出了他想戒卻又戒不掉的無奈。

決心＋意志力＋方法＝戰勝菸癮

( 我能戒菸成功，你也行！)

劉興光　戒掉菸癮完成愛情承諾

24歲，從15歲開始吸菸，菸齡9年

每日菸量20根，最高菸量20根

白天從事模具雕刻工作，晚上在夜間部念書的劉興

光，唸國中時因為好奇，跟著同學學抽菸，一吸就上

癮，之後就菸不離手。

後來，劉興光追求現任女友時，不吸菸的女友很

討厭菸味，也不希望自己的男友因為吸菸而傷害健

康，就一直以「戒菸」才同意交往為條件，鼓勵劉

興光戒掉菸癮。劉興光說，女友的爸爸管教嚴厲，

也不喜歡自己女兒的男友吸菸，如果不把菸戒掉，

一定無法通過女友家長這一關。只是身邊的夜間部

同學，有一大半人吸菸，每天晚上跟這些同學在一

起，就很難戒掉。

雖然，他後來好不容易追到女友，但是仍然無法

戒菸成功。女友看到了「戒菸就贏」比賽的號召，對

他祭出「愛的呼喚」，希望他再接再厲、再度挑戰戒

菸。在一個月期間，劉興光不斷閃躲吸菸的同學、謝

絕別人的請菸，克服了眾多挑戰後，劉興光終於戒菸

成功，實現對女友的承諾。

衛生署署長楊志良也分享自己母親戒菸成功26年

的故事。他表示母親從年輕時就開始吸菸，直到60

歲時，孫女因為聽到老師說吸菸對身體有害，告訴

阿嬤：「妳再抽菸，就不給你抱！」這才讓母親決

心戒菸，也從那時候戒菸成功直到今日。楊署長鼓

勵每位有心戒菸的朋友，沒有年齡的限制，只要下

定決心，戒菸永遠不嫌晚！

小叮嚀

若您得分為3分以下，而且想戒菸了，

請趕快找戒菸專線協助您戒菸！

若您得分為4分以上，而且想戒菸了，

請趕快找醫師/藥師協助您戒菸!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邱淑媞呼籲全民一起加入

「戒菸就贏」！

癮
君子真的戒不掉菸嗎？在今年國民健康局與

董氏基金會合辦「2010戒菸就贏比賽」中，

就有兩萬五千多位吸菸者參賽，體驗一個月不吸菸

的清新感受。累計歷年參與戒菸就贏活動的人數已

超過11萬人，前四屆活動後，追蹤一年戒菸成功率

超過35％，遠高於其他國家的15％-25％，顯示戒菸

就贏活動成效出色，讓許多老菸槍真的戒菸成功！

今年，「戒菸就贏比賽」亦首次進入矯正機關。法

務部部長曾勇夫呼籲全國超過6萬名的收容人及矯正

機關員工，積極參與「2010戒菸就贏」活動，總計

有超過兩千位收容人一起加入5月2日-5月29日、連

續四週不吸菸的「2010戒菸就贏」比賽隊伍，靠著

意志力，不僅遠離菸品控制，也讓家人及社會感受

他們改過之決心。

一起來看看這些戒菸成功得獎者們擺脫菸癮束縛的

心得吧！不管您吸菸或不吸菸，透過這些分享，每個

人都能幫助自己或者家人朋友挑戰戒菸成功脫離癮君

子的苦海！

周龍發　為一家團圓而戒菸

86歲，從26歲開始吸菸，菸齡60年

每日菸量20根，最高菸量30根

來自台東蘭嶼的周龍發，抽了一輩子的菸，菸齡有

一甲子，長期為胃潰瘍所苦。每當他抱著肚子喊痛，

不吸菸的大兒子就會勸他趕快戒菸，但他總愛回應兒

子說：「我要到90歲再戒。」

周龍發住在達悟族傳統的地下屋，家裡空間很小，

沒辦法讓大兒子一家回來居住，非常不方便。他想擴

建老家但缺少資金，結果兒子看見國民健康局與董氏

基金會合辦「戒菸就贏」比賽，首獎可獲得三十萬獎

金，問他要不要戒菸，他立即拉著兒子報名參賽，要

兒子做老爸戒菸的見證人。

要戒除60年的菸癮，的確不容易。兒子不忍見到

周龍發菸癮發作時，呆坐客廳，兩眼呆滯地看電視，

想起周龍發喜歡喝花生牛奶湯，趕忙買來給爸爸解解

饞，並告訴鄰居、親友不要拿菸給爸爸抽，協助爸爸

戰勝菸癮。

周龍發戒菸成功，得到30萬元獎金後，開始興建

房子，希望能把住在桃園中壢的孫子們接回來家鄉，

早日全家團圓。

尼古丁依賴度評量

起床後多久抽第一支菸?

A. 5分鐘以內

B. 5-30分鐘

C. 31-60分鐘

D. 60分鐘以上

(3分)

(2分)

(1分)

(0分)

1

4

起床後幾小時內，是一天
中抽最多菸的時候嗎?

A. 是

B. 否

5

在禁菸區不能吸菸會
讓您難以忍受嗎?

A. 是

B. 否

2

一天最多抽幾支菸?

A. 31支以上

B. 21-30支

C. 11-20支

D. 10支或更少

3

當嚴重生病時，幾乎每
天臥病在床時還吸菸嗎?

A. 是

B. 否

6

哪根菸是最難放棄的?

A. 早上第一支

B. 其他

(3分)

(2分)

(1分)

(0分)

(1分)

(0分)

(1分)

(0分)

(1分)

(0分)

(1分)

(0分)



各縣市衛生局連絡方式

基隆市   (02)2423-0181        www.klchb.gov.tw

台北市   (02)2720-5378        www.health.gov.tw

台北縣   (02)2257-7155        www.tpshb.tpc.gov.tw

桃園縣   (03)334-0935         www.tychb.gov.tw

新竹市   (03)522-6133         www.hcchb.gov.tw

新竹縣   (03)551-8160        www.hcshb.gov.tw

苗栗縣   (037)331-840        www.mlshb.gov.tw

台中市   (04)2381-7541        http://203.65.81.59

台中縣   (04)2526-5394        www.hbtc.gov.tw

彰化縣   (04)711-5141        www.chshb.gov.tw

南投縣   (049)222-2473        www.ntshb.gov.tw

雲林縣   (05)537-3488        www.ylshb.gov.tw

嘉義市   (05)233-8066        www.cichb.gov.tw

嘉義縣   (05)362-0600        www.cyshb.gov.tw

台南市   (06)335-3673        www.tnchb.gov.tw

台南縣   (06)635-7716        www.tnshb.gov.tw

高雄市   (07)713-8928        www.tnshb.gov.tw

高雄縣   (07)733-4881        www.khshb.gov.tw

屏東縣   (08)738-5372        www.ptshb.gov.tw

台東縣   (089)321-144        www.ttshb.gov.tw

花蓮縣   (03)822-7141        www.hlshb.gov.tw

宜蘭縣   (03)931-4173        www.ilshb.gov.tw

澎湖縣   (06)927-2162        www.phchb.gov.tw

金門縣   (082)330-697        www.kmhb.gov.tw

連江縣   (0836)22095        www.matsuhb.gov.tw

戒菸小常識

( 不放棄，戒菸成功在眼前！)

Q：什麼是戒斷症候群？

A：吸菸後，尼古丁會進入血液，並在7-10秒鐘到達腦部，使人有愉悅的感覺。但腦部會對尼古丁產生「耐受

性」，使吸菸者必須吸更多的菸，才能達到原先的舒暢感。所以，尼古丁會使身體產生與吸食鴉片、海洛

英類似的成癮反應，吸菸者就如同毒癮者一樣，必須再吸一根菸，補充尼古丁來抒解生理的不舒服。

停止吸菸後，可能會出現一些身體感到不適的症狀，有些人會變得暴躁易怒、低落、沮喪或其它症狀（戒

斷症狀），但這些症狀其實是身體正在適應體內尼古丁減少的反應。

一般而言，這些症狀會出現2-4週，雖然不易控制卻對身體無害，通常只要幾天後，不舒服的感覺就會逐

漸減少，所以可以放心。在戒菸的過程中，也要做好心理準備，隨時舒解戒斷症狀帶來的不適。

常用戒菸資源

● 免費戒菸諮詢專線 0800-63-63-63     ● 全省超過1,800家門診戒菸服務醫療院所查詢 (02)2351-0120

● 戒菸專線 http://www.tsh.org.tw      ● 門診戒菸管理中心 http://ttc.bhp.doh.gov.tw/quit

● 各縣市衛生局及社區藥局          ● 國民健康局 http://www.bhp.doh.gov.tw/BHPnet/Portal 

當你想吸菸時，你可以：

0深呼吸、腹式呼吸 0吃低熱量健康的點心

0喝白開水或果汁 0散步

0運動 0和別人聊天

0嚼口香糖 0閱讀書報雜誌

0咬筆管、吸管、牙籤 0看電影

0咬胡蘿蔔條、芹菜 0打電話

條、小黃瓜 0唱歌

0任意塗鴉、畫畫 0寫日記、短信、詩詞

0刷牙洗臉 0告訴自己：菸癮很快

0睡覺 就過去了

0洗熱水澡 0提醒自己吸菸的壞

0十指用力撐開，再用 處、戒菸的好處

力握緊 0嗑瓜子、剝橘子

0含薄荷糖 0穴道指壓

避免產生吸菸的念頭，你可以：

0避免到讓你想吸菸的 0避免喝酒、咖啡

地方 0增進自己情緒和壓力

0到禁菸場所 處理的能力

0不隨身攜帶香菸、打 0尋找支持你戒菸的人

   火機 0告訴自己：我是個非

0不拿別人的菸 吸菸者

0別讓手和嘴閒著 0調整個人習慣（在不

0讓自己忙一點 同地點用餐、改變通

0多認識一些不吸菸的 勤路線、改變例行

朋友   事的順序⋯）

0想像成功戒菸的景象 0改變周遭環境（改變

0離開有菸味的地方   家具擺設的位設置、

0培養自己的興趣   置禁菸區⋯）

當你想吸菸的時候，你可以…？

避免產生想吸菸的念頭，你可以…？

戒斷症狀 原因 紓解方式

焦慮易怒、情緒低落

不穩定、神經質、精

神難集中、疲倦

難以入眠

手指和腳指刺痛感

與眩暈

咳嗽、口乾

食慾改變

便秘

雙手空空的感覺

◎暫時離開有壓迫感的地方。

◎轉移注意力，回想以往愉快的經驗，將工作或活動分段完成。

◎將全身肌肉繃緊後再完全放鬆，配合深且慢的呼吸，並重複交替數次。

◎洗溫水澡、散步、找朋友聊聊。

◎做些緩和運動再入睡，保持輕鬆心情。

◎肢體舒緩運動，放鬆身體，呼吸新鮮空氣。

◎以按摩或浴巾擦拭刺痛部位，促進血液循環。

◎多喝溫開水及湯，並多吃稀飯。

◎少吃動物性蛋白質與燥熱油炸之食物，以免痰變稠。

◎不要吃冰及較生冷食物，注意保暖，以免刺激引起咳嗽。

◎多喝白開水、牛奶、果汁等，攝取低熱量食物。

◎多吃水果及高纖食物。

◎放輕鬆、多運動。

◎視情況服用溫和通便劑。

◎擠壓減壓球或喝水、轉移注意力。

◎隨身攜帶原子筆，把玩並可紀錄心情。

體內尼古丁減少，

產生生理變化

體內尼古丁減少，

改變睡眠習慣

身體血液循環正在

改善

肺部正在清除焦油

和黏液

因尼古丁會降低食慾，

戒菸會增加飢餓感

體內尼古丁減少，

改變胃腸道蠕動

手不拿菸會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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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Time to Quit Smo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