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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菸有沒有好處?



美國七大菸草公司總裁曾發誓

香菸是好東西…



抽菸的好處 - 尼古丁刺激神經傳導物質

傳導物質 作用

Dopamine 歡愉、壓抑食慾

Norepinephrine 提神、壓抑食慾

Acetylcholine 提神、強化認知

Serotonin 振奮情緒、壓抑食慾

Vasopressin 增進記憶力

Beta-endorphin 減輕焦慮與疼痛



菸害知多少?

肺癌手術篇

肺癌手術篇.mpg


全球吸菸問題

＊ 吸菸者平均比一般人減少13-14年的壽命，

每五個死亡的人，就有一人和菸害有關。

- Surgeon General Report 2004 

＊ 全球每年有500萬人死於菸害

估計2020年全世球每年會有

1,000萬人死於菸害。

- WHO 



所有癌症死亡人口中，有 30% 和抽菸有關

大部份的致癌物是燃燒以後產生的





1. 一氧化碳 (CO) - 慢性缺氧.記憶力差.皮膚老化.打哈欠…

2. 尼古丁 (會成癮) - 心血管疾病.白內障.陽痿.早產.不孕…

3. 焦油 - 肺氣腫.支氣管炎.咳嗽.過敏.氣喘…

4. 其他化學物質 - 肺癌.口腔癌.肝癌.膀胱癌.子宮頸癌…

菸含有4,000多種化學物質，其中已知致癌物超過6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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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引起

的疾病

Tobacco use is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six of the eight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the world

(取自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pidemi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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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菸有危害嗎?



二手菸是「 A級致癌物」

「二手菸沒有安全劑量，只要有暴露，

就會有危險！」

- 2005年歐盟及美國公共衛生部

「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空調與空氣清

淨裝置可以百分之百過濾二手菸害！」

- 美國冷暖氣暨空調工程師學會





在未禁菸的辦公室工作8小時，

所吸收到的二手菸相當於吸了 6 根菸！

在未禁菸的PUB待上8小時，

所吸收到的二手菸則相當於抽 16 根菸！



菸與經濟有關嗎?



美國癌症協會(ACS)2009的菸草與健康圖鑑

《 Tobacco Atlas 》估計：

吸菸所引發的疾病、直接醫療照顧費用、生產力

損失及環保危害，將損害全球經濟一年5千億美金

(台幣16兆元) 。政府因菸而衍生的支出可降低國

民生產毛額(GDP)3.6%。







知名人士與菸?



文英 - 肺癌 (73歲) 張魁 - 口腔癌 (55歲)





戒菸真的很難嗎?





310萬次的習慣動作 (2009.WHO)

＊平均每人菸齡 21 年

＊平均一天抽 27 根

＊平均一根吸 15 口

＊總共：7665 × 27 × 15＝ 3104,325次



尼古丁的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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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丁戒斷症候群

發生於戒菸者的比率較高

戒菸後24小時內出現，約

1-2天達到尖峰，大部分的

症狀在5-6週後逐漸消除，

但渴求吸菸卻可持續至6個月

重度戒斷症候群患者有顯著的憂鬱症狀

戒菸比吸菸還要難受…





立法有用嗎?



1971 至1998 年資料來源為台灣地區菸酒事業統計年報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

◎立法院歷經二年多的討論、審查及無數次

協商，終於在2007年6月15日三讀通過了

「菸害防制法」修正案。

◎ 2009年1月11日正式施行。





菸害防制新法(98年1月11日實施)

三人以上 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菸

高中職以下室內.室外全面禁菸喔!



1.在禁菸場所違規吸菸罰 2千至1萬元

2.販賣或提供菸品給未滿18歲青少年罰 1萬至5萬元

3.未滿18歲青少年吸菸罰戒菸課程至少 3小時

4.不上課者罰父母或監護人 2千至1萬元

遞菸也會被罰喔!



青少年與菸







牙齦色素沉著. 牙周病. 口臭. 掉牙



老鼠長皮膚癌

老鼠擦上焦油



抽菸的肺 健康的肺



口腔癌的機率

•九成有嚼食檳榔習慣 ( 28倍 )

•加上吸菸 ( 89倍 )

•加上喝酒 ( 123倍 )





陳先生 已婚 吸菸18年



戒菸百寶箱



戒菸常見迷思

戒菸藥物有效嗎?有沒有副作用?可以停藥嗎?

戒菸...請菸酒公賣局不要賣菸就好了…

偶爾吸一根.慢慢戒應該沒關係吧?

改吸淡菸就比較不會上癮?

尼古丁既然會有成癮性.為什麼還要使用?

戒菸後會變得愛吃東西.一定會變胖?

戒菸不用藥物靠意志力就可以了…



EBM Review 2009

醫師介入 (17)             RR 1.66        (95% CI=1.42~1.94) 
護士介入 (31)             RR 1.28        (95% CI=1.18~1.38)
住院病患 (33)             RR 1.65        (95% CI=1.44~1.90) 
群體治療 (13)             RR 1.98        (95% CI=1.60~2.46) 
個別行為諮詢 (22)     RR 1.39        (95% CI=1.24~1.57) 
戒菸電話專線 (9)       RR 1.37        (95% CI=1.26~1.50) 

肺功能儀 (肺齡)(1)    RR 2.12        (95% CI=1.24~3.62) 

尼古丁置換(111)        RR 1.58        (95% CI=1.50~1.66) 
zyban (31)                  RR 1.94        (95% CI=1.72~2.19)

champix(9)                RR 2.33         (95% CI=1.95~2.80)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2009

有效的戒菸模式



自助式戒菸成功率約 3 - 5％

專業式戒菸成功率約 20 - 50％

過去20年來~最大的錯誤觀念就是

靠意志力戒菸





尼古丁口嚼片 尼古丁吸入劑

尼古丁貼片

http://www.nicorette.com.tw/default2_1.htm
http://www.nicorette.com.tw/default2_1.htm
http://www.nicorette.com.tw/default2_2.htm
http://www.nicorette.com.tw/default2_2.htm


不同劑型藥物特性比較

尼古丁咀嚼錠 尼古丁吸入劑 尼古丁貼片 尼古丁口含錠

劑量 2mg、4mg 10mg 21mg、14mg、7mg 2mg、4mg

使用迷思 以一般口香糖方式
不斷嚼食

以菸品的方式深
深吸入

隨意時間更換貼片 含於舌頭之上

使用方式 連續咀嚼10下後，
藥物至於口腔內側
或齒齦間3分鐘，
30分鐘後丟棄

淺吸即可，由口
腔黏膜吸收

睡前更換新貼片，太
早更換易導致精神亢
奮，難以入眠

口頰兩側交換移動
持續20~30分鐘直
到完全溶解為止

藥效出現
時間

7-10分鐘 5-8分鐘 2-3小時 7-10分鐘

副作用 過度咀嚼易引起臉
頰酸痛、打嗝、胃
部不適等症狀

吸太用力會有咳
嗽等輕微症狀

局部皮膚會受到刺激
睡眠障礙者容易產生
失眠情況

喉嚨痛、口腔感到
刺激或吞嚥困難、
想吐或嘔吐

尼古丁戒菸替代療法 (藥局可購買.不需醫師處方)



田寮鄉戒菸班戒菸率

90% - 97% (2008-2009)



2010「戒菸就贏」

首獎30萬元

台東縣蘭嶼鄉達悟族

周龍發 先生(86歲)





戒菸諮詢專線 0800-63-63-63

二手菸檢舉專線 0800-531-531

求助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