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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菸易致癌，是因為菸品中的「尼古丁」所致？

2. 抽菸與肺癌的發生關係密切，但與其他身體好
發的癌症關係不大？

3. 改抽「淡菸」可以降低菸品對身體的傷害？



菸
害
知
多
少
？

皮膚皺紋

氣喘、咳痰

周邊動脈阻塞

癌症

心臟病

腦中風



 1. 尼古丁：上癮主因

 2.焦油：會堆積在肺部，使得肺更快老化衰退。

 3.一氧化碳：吸入會阻礙正常呼吸功能，引發致
命的心血管臟病。

 4.其他的刺激性物質：菸裡面有4000多種刺激物
質，有害於呼吸功能。其中有超過43種都致癌！



淡菸？

低焦油？

二手菸？



1. 強烈興奮劑─尼古丁七秒就到達神經中樞

2. 週邊血管收縮

3. 容易形成血栓，引起血管阻塞。

烟碱又名尼古丁，是一种无色至淡黄色透
明油状液体，是烟草中含氮生物碱的主要
成分，在烟叶中的含量为1～3%。它能迅
速溶于水及酒精中，通过口、鼻、支气管
黏膜，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其结构式为：
C10H14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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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β2 receptor site

Nicotine Champix

Dopamine is released (over time)

欣快感

Less dopamine is released

致效作用
拮抗作用



尼
古
丁
的
吸
入
量

香菸中的尼古丁含量

實際吸入量 預測吸入量



1. 本身會致癌，或與其他物質結合成致癌物﹝肺
癌、口腔癌、喉癌﹞

2. 阻塞或刺激氣管，引起咳嗽

3. 染黃牙齒、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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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Cancer Prevention Study II大型研究的結果，

 極低焦油（≦7mg）

 低焦油（8-14mg）

 中度焦油的菸（15-21mg）

 高焦油（＞22mg）

 相比，並不能減少肺癌發生的機率，

 僅與高焦油無濾嘴香菸有差異。

 可以說市售的菸無論焦油高低都是沒差別的。





 在血中和血紅蛋白結合，使得輸送氧氣的血紅素
的數目減少，影響血液的輸氧功能

２１０

：

１



1. HbO  vs HbCO

2. 尼古丁─多巴胺─血管收
縮─HbCO缺氧─跛行、
或周邊壞死



 誘發癌症

 刺激呼吸道，引起咳嗽

 造成或惡化「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

飯後一根菸，快快升西天



1. 被動吸菸或非自願性吸菸

2. 主流煙和側流煙兩者在空氣中混合而成

3. 主流煙是吸菸者吸入肺部後再吐出來的煙霧，
約占二手菸的十五﹪。

4. 側流煙是在吸菸與下一次吸菸的間隔中產生，
它是由悶燒的菸草不完全燃燒而直接逸入空氣
中，約占八十五﹪。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163.26.24.32/509/01/images/HH00116_.gif&imgrefurl=http://163.26.24.32/509/01/new_page_7.htm&h=364&w=423&sz=7&hl=zh-TW&start=18&um=1&tbnid=XD8pgkK7pMWSwM:&tbnh=108&tbnw=126&prev=/images%3Fq%3D%25E9%25A6%2599%25E8%258F%25B8%25E8%2588%2587%25E5%258F%25A3%25E8%2585%2594%25E7%2599%258C%25E7%2597%2587%26um%3D1%26complete%3D1%26hl%3Dzh-TW%26sa%3DG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163.26.24.32/509/01/images/HH00116_.gif&imgrefurl=http://163.26.24.32/509/01/new_page_7.htm&h=364&w=423&sz=7&hl=zh-TW&start=18&um=1&tbnid=XD8pgkK7pMWSwM:&tbnh=108&tbnw=126&prev=/images%3Fq%3D%25E9%25A6%2599%25E8%258F%25B8%25E8%2588%2587%25E5%258F%25A3%25E8%2585%2594%25E7%2599%258C%25E7%2597%2587%26um%3D1%26complete%3D1%26hl%3Dzh-TW%26sa%3DG


 燃燒不完成─旁流煙350度，主流煙950度

1. 焦油：3~4 x

2. 尼古丁是2.8 x

3. 安息香比林（致癌物Benzpyren）是3.7 x

4. 一氧化碳是4.7 x

5. 阿摩尼亞﹝會刺激眼睛、鼻子﹞則高達50 x



1. 吸菸是肺癌及心臟血管疾病死亡率升高的主要禍首。

2. 英國皇家醫學會曾經報導，吸一支菸平均會縮短五分半
鐘的壽命

3. 吸菸讓肺功能老化增加３至１０倍

4. 世界衛生組織也估算今後二十五年內，將有五億人的死
亡與吸菸有關。

5. 國人十大死因第一名是癌症，而「肺癌」更是癌症中的
第一名



十大死因 人數﹝人﹞ 百分比(%)

1惡性腫瘤 38913 27.3

2 心臟疾病﹝不含高血壓﹞ 15726 11.1

3 腦血管疾病 10663 7.5

4 肺炎 8661 6.1

5 糖尿病 8036 5.6

6 意外事故 7077 5.0

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5374 3.8

8 慢性肝炎及肝硬化 4917 3.5

9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4128 2.9

1
0

腎炎、腎病癥候群、腎病變 4012 2.8

行政院衛生署



癌症十大死因 百分比(%)

1 肺癌 20.0

2 肝癌 19.7

3 直腸結腸癌 11.0

4 胃癌 5.9

5 口腔癌 5.7

6 女性乳癌 4.0

7 食道癌 3.7

8 胰臟癌 3.5

9 攝護腺癌 2.3

10 子宮頸癌 1.8

行政院衛生署



 在台灣惡性腫瘤連續27年蟬聯第一﹝以
性別論，多年來肝癌與肺癌伯仲之間、
而女性總是第一﹞

 在美國，男、女癌症死亡原因的首位都
是肺癌，在千囍年約有164,100個肺癌
新病例﹝89,500位男性，74,600位女
性﹞，同時約有156,900人會因肺癌而
死亡﹝89,300位男性，67,600位女性﹞

﹝肺癌病人能在診斷後存活超過五年的只
有14％﹞



 1.癌症：如肺癌、口腔癌、食道癌、咽喉癌

 2.呼吸系統疾病：如喉炎、支氣管炎、肺炎、慢
性肺氣腫

 3.心臟血管疾病：例如心臟病、中風

 4.消化性潰瘍：例如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5.牙齒疾病：例如口臭、牙周病、牙齦炎



 肺癌

 咽喉癌

 口腔癌

 舌癌

 食道癌

 胃癌

 胰臟癌

 腎臟癌



非抽菸者的肺

抽菸+肺癌
抽菸+肺氣腫



40歲男、體檢發現肺癌、一年後病歿

演員、已婚、子四歲，國一時開始抽菸



57歲女、每日1-2包菸，菸齡超過30年



菸齡40年



痰多

氣喘

離天堂近



 香菸中的尼古丁和焦油會抑制支氣管纖毛的排
除運動，使肺臟中的廢物無法排出

1. 肺氣腫

2. 慢性支氣管炎

3. 肺癌



 另外吸菸會使血中總膽固醇和游離脂肪酸的量增
加，可促進產生血管粥瘤









 胃腸粘膜中的血管收縮或直接刺激粘膜影響消化液的分
泌，引致酸鹼值平衡失調，破壞胃腸的功能

1. 患有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的病患中，吸菸者的比率比
不吸菸者的比率高十倍以上，而慢性萎縮性胃炎的患者
中，大概有70%是菸槍，

2. 因胃潰瘍而死亡的人之中，吸菸者是不吸菸者的2.9倍，
吸菸不但容易誘發造成潰瘍，也會妨礙潰瘍的癒合。



造成皮膚老化的原因：

1. 尼古丁─周邊血管收縮

2. CO造成缺氧化

3. 焦油煙燻

4. 長期的氧化壓力



 比主流菸還毒─側流煙比主流煙有較高的酸鹼值，
較小的粒子較易進入肺部的深處，較高濃度的一
氧化碳，更多種的有毒和致癌物質，包括：氨、
揮發性亞硝基胺、尼古丁的分解物和芳香胺。

 影響正在戒菸者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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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而不吸菸的成人工作在二手菸的環境，肺功能的損
害正如同一天抽一到十支菸的人一樣。

2. 父母親吸菸的家庭會增加嬰兒因下呼吸道染感而住
院的機會，幼兒中耳炎的發生率，兒童肺功能發育
的減低。

3. 另外，二手菸會使得血小板容易於動脈血管壁的粥
狀硬化處附著，增加急性血管阻塞的危險，或是造
成粥狀硬化處的增厚，而增加心臟血管疾病的患病
危險性。

4. 根據美國環保署的報告，二手菸裡含有超過4700種
物質，其中包括43種致癌物，因此將側流煙歸類為
甲類（即非常有害的）致癌物。



1. 百分之八十五的肺癌患者和吸菸有關而百分之五的肺癌
患者和吸二手菸有關。

2. 一九八六年美國公共衛生局綜合許多國際的研究報告結
果指出：先生吸菸將會使太太得到肺癌的危險性增加，
而且和配偶的吸菸量成正比。有報告指出因為先生吸菸
的不吸菸婦女得到肺癌的危險性將增加 50%。

3. 17%不抽菸者得到肺癌的原因可歸咎於兒童和成年期家
庭中二手菸的高度曝露。

4. 主動吸菸有關的癌症，預期也可以發生在被動吸菸者身
上。 此外，子宮頸癌的發生和主流煙和側流煙兩者有
關，而腦瘤、甲狀腺瘤和乳癌的發生和側流煙有關。



非也！「致命吸引力」而已！

完全獵殺方程式

1. 先誘惑你 ─好奇

2. 讓你喜歡上她─耍帥、裝酷、
趕時髦

3. 再讓你離不開她﹝尼古丁迷幻
你﹞─成癮

4. 她再慢慢地用各種毒物毒殺你
﹝焦油、一氧化碳、各種有害
氣體﹞─傷身



一般毒品：「致命吸引力」讓你上癮後隨之擺佈。

菸毒：「致命吸引力」與「各路殺手」分工合作，
一起加害於你。

 「致命吸引力」：尼古丁

 「各路殺手」：焦油、一氧化碳、各類刺激有害
氣體等共有四千多人的黑幫組織





 不簡單！﹝九成以上的戒菸者戒菸失敗﹞

 尤其是要長久戒斷，永不再犯─難度更高

 失敗為成功之母─孫文革命十次失敗



一個人如果不想做一件事，

一定會為自己找一個「藉口﹞

一個人如果想做一件事，

一定會為自己找一個「方法﹞



 沒有﹝為何不曾嘗試戒菸？﹞

 有

 戒菸動機？

 幾次？﹝是否失敗越多次的人越不可能真正戒菸成
功？﹞

 何時？

 最長維持多久？

 失敗原因？

 失敗原因可能克服嗎？

 如果再次戒菸，你打算如何克服？

 你想再度戒菸的動機為何？



對於有「多次戒菸成功經驗」者的建議：

1. 將「戒菸」當作一件「一輩子的事業」
來做。

2. 設定「戒菸計劃」



 數日─數週：生理因素為主

 「癮」在作怪

 數月─數年後：心理因素為主

 定力與習慣



主動戒菸

被動戒菸



 自身已經受到「菸害」了

 看到周邊的人受到「菸害」

 自己視死如歸，但擔心「親人」受到「二手菸害」

 「至愛」的乞求

 頓悟

 其他



 「至親」的要求

 長官規定

 職場不允許

 經濟壓力

 口出戒菸豪語─面子問題，不得不戒

 其他



 戒菸成功率：主動>被動

 成功的方程式：

 「化被動為主動，化主動為實際行動」，如戒菸
廣告衛教、戒菸門診、戒菸專線、戒菸講座、戒
菸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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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下戒菸動機，念茲在茲，以維持戒菸動能

 列出戒菸失敗史，並詳細分析失敗的各種原因，
以歷史為鏡。

 評估自己是否須要「尋求專業人員協助」

 諮詢戒菸資訊，了解戒菸早期、晚期可能會面臨
的問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寫下十八套劇本，因應早期、晚期可能面對的問
題的各種解決方案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早期：

1. 克癮﹝生理依賴﹞、

2. 改習﹝心理依賴﹞

 晚期：

1. 壓力

2. 毅力﹝抗壓性的強弱﹞



第一招：黃道吉日、天下太平

第二招：昭告天下、呼朋引伴

第三招：出清存貨、斷絕貨源

第四招：更衣沐浴、清君側

第五招：知己知彼、十八劇本

第六招：事業經營、屹立不搖



狀況一：「癮來了」─正面交鋒vs迂迴戰術

狀況二：「奶嘴現象」

狀況三：「坐困愁城」

 評估是否須要求助專業、或使用藥物？

狀況四：「親愛的！我把身體變胖了！」

狀況五：「親愛的！我把工作搞丟了！」

 擬定十八套劇本，嚴密防守，讓菸魔無可乘之機



 一日之計在於晨？

 飯後一根菸，快樂似神仙？

 事後菸？

 美酒加咖啡，配上香菸更想飛﹝茶、咖啡、酒﹞？

 腦力激盪時？

 眾人皆醉，教我如何獨醒？﹝如方城之戰時、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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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吸菸者想戒菸

 每個人平均嘗試過戒菸5到7次

 大約只有5%的人可以不靠幫忙而戒菸成功

 專業幫忙、或加上藥物輔助，戒菸成功的比率平
均約2到3成



為
什
麼
早
上
起
床
特
別
哈
？



• 尼古丁對中樞神經系統之作用

• 吸菸對神經生物及生理的影響

• 戒斷症狀

CHA-EM-07001



• 尼古丁在中樞神經系統優先與尼古丁乙醯膽鹼 (nA Ch) 受器結合; 
主要與為位於 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 的42尼古丁受器結
合

• 當與42尼古丁受器結合之後, 造成 Nucleus Accumbens (nAcc) 中
dopamine 的釋放, 進而產生吸菸的快感

4 2
22
4

42

Nicotinic 

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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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丁活化Nucleus Accumbens (nAcc) 中的42尼古丁受
器, 造成 dopamine 的釋放, 造成短時間吸菸的快感及滿足感

D

Ventral 

Tegmental Area

Nucleus Accumbens

Adapted from Picciotto MR, et al. Nicotine and Tob Res. 1999: Suppl 2:S121-S125.

D - 42 Nicotinic Receptor- Nicotine - Dopamine

Reward

D

D

D

A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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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古丁與受器結合後造成dopamine的釋
放增加

• Dopamine 導致吸菸的愉快感及平靜感
• 不吸菸時 dopamine 的下降導致戒斷症狀
的產生, 產生壓力及易怒

• 吸菸者渴望尼古丁以釋放更多 dopamine 
以恢復愉快感及平靜

• 尼古丁競爭與 nicotinic acetylcholinergic 
受器結合, 導致延長活化、去敏感化以及
upregulation的時間.

• 當體內的尼古丁濃度降低, 受器回復開放
狀態, 造成過激化而導致對吸菸的渴望

1. Jarvis MJ. BMJ. 2004; 328:277-279. 2. Picciotto MR, et al. Nicotine and Tob Res. 1999: Suppl 2:S121-S125.

Dopamine

Nico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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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lessness 
or impatience

(<4 weeks)2

Increased appetite 
or weight gain
(>10 weeks)2

Withdrawal Syndrome 

Anxiety
(may increase or 

decrease 
with quitting)1,2

Dysphoric or 
depressed mood

(<4 weeks)2

Irritability, 
frustration, or anger

(<4 weeks)2

Difficulty concentrating
(<4 weeks)2

Insomnia/sleep 
disturbance
(<4 weeks)2

•1.戒斷症狀包括-煩燥, 挫折及易怒; 焦慮; 坐立不安或缺失去耐心; 

失眠或睡眠混亂; 食慾增加或體重上升; 煩燥不安或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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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藥物治療─戒菸六招

2. 藥物治療

1.尼古丁置換術

2.尼古丁神經接受器競爭藥物

CHA-EM-07001



如果須要用藥，

是要用「尼古丁置換術」？或者是「口服藥」？

 尼古丁置換術

 貼片﹝如克菸30mg, 20mg, 10mg﹞

 口嚼錠﹝如尼古清 nicorette﹞

 鼻噴劑

 口服藥﹝大多是作用於中樞神經之抗憂鬱藥﹞

 Zyban (耐煙盼) Bupropion

 Champix (戒必適)  varenicline tartraye (0.5mg, 1mg)



 戒菸貼片、戒菸口嚼錠、戒菸鼻噴劑、戒菸口服
藥等。

 使用方法

 這些藥品可以讓戒菸一牢永逸嗎？

 必須一輩子使用嗎？

 是否所有想戒菸的病人都必須靠尼古丁置換術？



口嚼錠





1. 適應症: NRT 已證明為一種安全且有效的
戒菸藥

2. 其作用機轉為提供尼古丁與nACh受器結
合, 降低吸菸者對補充尼古丁的需求

3. 此類藥物並不能全面的抵銷吸菸帶來的
額外滿足感

4. 且NRT無法像吸菸如此快速的將尼古丁
分布至血液循環中

1.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website: 

http://www.americanheart.org/presenter.jhtml?identifier=4615, accessed 

November 5, 2006. 2. Sweeney CT, et al. CNS Drugs. 2001;15:45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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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ix 的戒菸療效來自於對42受器的
部份致效作用

• 阻斷尼古丁與受器結合, 故 Champix 可以:

1. 減少對吸菸的渴求及戒斷症狀 (致效作用)

2. 降低抽菸的滿足感及感官強化效果 (拮抗作用)

• 使用Champix較常見的副作用為噁心、頭痛、
失眠以及異夢

1. Champix 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Pfizer Ltd, Sandwich, UK. 2006.

CHA-EM-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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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e JW et al. Presented at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and 7th European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Nicotine 

and Tobacco. 2005. Prague, Czech Republic. 2. Picciotto MR et al. Nicotine Tob Res. 1999; Suppl 2:S121-S125.

Binding of nicotine at the 42 nicotinic receptor 
in the VTA is believed to cause release of 
dopamine at the nAcc 

Champix is an 42 nicotinic receptor partial agonist, 
a compound with dual agonist and antagonist 
activities. This is believed to result in both a lesser 
amount of dopamine release from the VTA at the 
nAcc as well as the prevention of nicotine binding at 
the 42 receptors.

Nicotine Champix®

CHA-EM-07001



• 此產品是一種非尼古丁替代療法之戒菸藥.

• 此一藥物原研發為抗憂鬱藥物, 之後發現其具有幫
助戒菸之效果.

• 此藥物有二種可能作用機轉:

1. 阻斷 dopamine 的重新升高

2. 非競爭性的抑制32 及 42 尼古丁受器

1. Package Insert. bupropion SR hydrocloride [Zyban® ]. GlaxoSmithKline. 2. 

Henningfield JE, et al. CA Cancer J Clin. 2005;55:281–299. 3. Foulds J, et al. Expert 

Opin Emerg Drugs. 2004;9:39–53. 4. Slemmer JE, et al. J Pharmacol Exp Ther. 

2000;295:321–327. 5. Roddy E. Br Med J. 2004;328:50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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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必適Varenicline tablets for oral use, with titration 
as follows:

Days 1 – 3: 0.5 mg once daily

Days 4 – 7: 0.5 mg twice daily

Day 8 – End of treatment: 1 mg twice daily

1. Champix 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Pfizer Ltd, Sandwich, UK. 2006.

CHA-EM-07001

 Patients who cannot tolerate adverse effects may have dose lowered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0.5 mg BID)

 Patie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varenicline for 12 weeks

 Risk for relapse is elevated in the perio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end of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a high risk of relapse, dose tapering may be considered



 Varenicline is supplied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in 
2 strengths -- 0.5 mg & 1.0 mg

 Treatment Initiation Packs
 One clear blister 11 x 0.5 mg tablets
 Second clear blister 14 x 1.0 mg tablets

 Does not require any special storage conditions 
and no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disposal and 
other handling

©  2006 Pfiz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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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副作用

2. 劑量不足

3. 藥物太貴了

4. 使用藥物後仍有抽菸、或吸二手菸

5. 無法克服對菸品的「渴求」

6. 過度期待藥物的效果



非也！戒菸次數多，表示動機夠。而失敗次數越多，
越能瞭解失敗的原因。只要能找出失敗的原因，
然後擬定各種有效的因應對策﹝十八套劇本﹞，
則跳脫菸魔掌控是指日可待！



事實上：

破釜沈舟，反而較易成功。偷偷戒，大多表示自己
對於戒菸的信心不足，較難成事。



事實上：

開始戒菸頭幾天，菸癮的威力及習慣的改變最大，
所以如果曾經戒菸數日即失敗者，戒菸起始日最
好定在輕鬆的假日，尤其是連續假日。

另外也可以考量特別的紀念日當起始日，可以增加
成功率。



事實上：

咖啡或茶反而容易刺激菸癮，造成戒菸失敗



 非也！

事實上：

 使用尼古丁置換術時，必須完全脫離香菸，包括
二手菸。否則尼古丁攝取過量，不旦影響健康，
也會造成繼續戒斷失敗。



非也！

事實上：

是想學會完全戒斷方法



原
我

自
我

超
我



事實:

自己吸菸或二手菸對健康都有危害，製造二手菸更
是傷害別人健康而不自覺。

 應該要據拒絕二手菸，也不要製造二手菸。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事實:

減量吸菸對戒菸並無任何的幫助，您依舊無法擺脫
香菸對您的控制。戒菸的最好策略就是「說戒就
戒，毫不遲疑」。

 勿以惡小而為之

 有些人甚至會把菸癮養得更大



事實:

菸不是您的朋友，因為朋友不會傷害您，不要被您
內在的吸菸慾望壓倒，作比較好的判斷。



事實:
香菸中的尼古丁是一種成癮性物質，容易導致身體
與心理的高度依賴，對某些人而言，尼古丁的成
癮強度等同於海洛因與古柯鹼或甚至更強。

 拒絕承認自己上癮者，其實大多已上癮卻無法脫
癮的自我安慰藉口罷了。



事實:

研究指出，菸盒標示的尼古丁及焦油含量與吸菸者
身體吸收量無明顯關係，卻可以削弱戒菸的意念，
由此可知吸淡菸並無法降低「菸害」。



許多人誤認為吸菸可放鬆精神，事實上沒有任何事
可以靠吸菸來解決，吸菸者甚至還要隨時應付吸
菸的需求。你應該嘗試其它方法，例如做幾次深
呼吸、做些柔軟操、規律的睡眠與放鬆的運動，
甚至請心理醫師幫忙。

 事實上是你已經完全被菸魔綁架操控了



 事實:

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在戒菸後體重會上升平均2至3
公斤，但是在借助飲食或運動策略的情況下，便
秘及體重問題都可解決。想想不再吸菸後的肺功
能改善與其他的健康獲益，將使你更輕鬆地運動，
對於整體健康是利多於弊。



事實:

想想有人因肺癌而死亡，因慢性阻塞性肺病而長期
咳嗽、呼吸困難，食物漸漸變得沒有味道，老實
說，你不覺得「菸」有這麼好吧！

 亂槍掃射，你真的那麼確定「你一定是那些幸免
於難者」。



事實：

 口腔黏膜、皮膚皆可吸引

 旁流菸﹝二手菸﹞的危害不下於主流菸，尤其是
於密閉空間內。



事實上：

 做這行的人真的沒有「不抽菸者」嗎？

 換工作？



原
我

自
我

超
我



 「菸」消雲散，海闊天空

 無羈無束，完全忘了「它」
的存在

 浴火鳳凰，就此重生

 「用心+信心 & 努力+毅力」
能夠說戒就戒者，其人生
還有什麼衝不過的難關？

 最後預祝大家「有志者，
事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