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菸品是健康的殺手 

你(妳)是否認為吸煙是酷帥的象徵？但真實是吸煙者平均壽命會減少約 15 年，平均每

6 秒有 1 人死於菸害。菸品中的有害物質如尼古丁會導致成癮，焦油是致癌元兇，一氧化碳

則會引起缺氧，其他近 4000 種化學物質會造成心臟病、中風、胎兒異常等情形，而二手菸、

三手菸更是危害周遭人的健康。 

吸菸是禁止的行為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2 條：未滿十八歲

者，不得吸菸。孕婦亦不得吸菸。父母、監

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八

歲者吸菸。 

尼古丁如何影響大腦 

尼古丁的化學結構類似於神經傳導物

質乙醯膽鹼，長期使用尼古丁會造成乙醯膽

鹼接受體的數目和受體對尼古丁與乙醯膽鹼

之靈敏度的改變。這些變化會造成尼古丁依

賴性，因此必須定期供給大腦尼古丁，以維

持正常腦功能。如果尼古丁濃度下降，吸菸

者就會感到不舒服，發生戒斷症狀。 

戒菸過程的不適感-戒斷症狀 

長期依賴尼古丁的吸菸者，因突然停止

或減少吸菸，而產生身心不適的現象，稱為

「戒斷症狀」。戒斷症狀可能持續二到四週，

可能會有失眠、頭暈、頭痛、咳嗽、食慾增

加、嘴巴乾燥、便秘、情緒低落、焦慮、易

怒、緊張、煩躁等生活上的適應問題。 

 成癮評估 

Hooked on Nicotine Checklist 

尼古丁成癮量表 

□ 1.你是否有曾經想要戒菸卻失敗的經驗? 

□ 2.你現在抽菸是因為真的難以戒掉嗎? 

□ 3.你曾經覺得你好像有了菸癮嗎? 

□ 4.你曾經有過想要抽菸的強烈慾望嗎? 

□ 5.你曾經覺得真的非抽菸不可嗎? 

□ 6.在不該抽菸的地方(像學校)，你是否無法抗拒不抽菸? 

以下問題，當你試著戒菸(或當你不抽菸一段時間)時： 

□ 7.你會因為不能抽菸而無法專心嗎? 

□ 8.你會因為不能抽菸而感到容易被激怒嗎? 

□ 9.你會感到強烈的抽菸需求或渴望抽菸嗎? 

□ 10. 你會因為不能抽菸而感到緊張、不安或焦慮嗎? 

Ref: WhyQuit.com. Youth nicotine dependency test  http://whyquit.com/whyquit/LinksYouth.html 

 
 

上述的問題有一個回答為"是"， 

就表示你(妳)已經迷上尼古丁， 

你(妳)正被菸品霸凌！ 

如何解決戒斷症狀-戒菸治療 

 非藥物治療：包括生活型態正常、保證充足的睡眠、養成規律的運動與飲食習慣等。 

 藥物治療 

 尼古丁替代療法 (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ies, NRTs )：使戒菸者體內維持穩定緩慢釋出

低量的尼古丁到原本吸菸時血中濃度的 1/2~1/3，可以改善戒菸時的戒斷症狀，降低想吸菸的

衝動，增加戒菸的成功率。目前有貼片、咀嚼錠、口含錠和吸入劑等劑型。一般療程建議於 3

個月內(12 週)完成。 

 非尼古丁替代療法(醫師處方藥)：作用在跟菸癮有關的中樞神經受體位置，使戒菸容易成功。目

前有 Bupropion 和 Varen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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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丁替代療法 

貼片 用法 注意事項 

 

克菸貼片 

型號(尼古丁含量) 

 

10 號(17.5mg) 

20 號(35mg) 

30 號(52.5mg) 

每日建議劑量 (世界衛生組織) 
每日吸菸量 (根) 每日貼片使用劑量(mg) 

≥ 40 
21-39 
10-20 
<10 

42 mg/day 
28-35 mg/day 
14-21 mg/day 
14 mg/day 

 

1. 請貼在上半身毛髮較少的部位，一
般常為上手臂或後背。每次換貼不
同部位，以減少皮膚刺激。 

2. 不建議剪開使用。 
3. 可能會有搔癢、紅斑等皮膚不適現

象。 
4. 因為在夜間仍維持一定尼古丁濃

度，易有失眠現象，可於睡前撕
去，隔日起床再貼新片。 

 
Fagerstro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FTND) 
Fagerstrom尼古丁成癮度測試表 
你早晨醒來後多久吸 
第一支菸? 

5分鐘內(3)  
6-30分鐘(2) 
31-60分鐘(1) 
>60分鐘(0) 

你在禁菸場所是否覺得 
難以忍受? 

是(1) ; 否(0) 

你最不願意放棄的菸 
是哪一支？ 

早上第一支菸(1) 
其他(0) 

你一天的吸菸量? 31支以上(3) 
21-30支(2) 
11-20支(1)  
≤10支(0) 

你早晨醒來的第一個小時 
吸菸是否多於其他的時間? 

是(1) ; 否(0) 

你即使生病臥床還是會 
吸菸嗎? 

是(1) ; 否(0) 

7-10分菸癮高  4-6分中度菸癮  <4分菸癮低 
 

淨菸經皮戒菸貼劑 

型號(尼古丁含量) 

 

15 號(31.2mg) 

10 號(20.8mg) 

5 號(10.4mg) 

低度成癮者、或體重低於 45.5kg 者 
、或有心血管疾病 

 

咀嚼錠/口含錠 用法 注意事項 

尼古清 

薄荷咀嚼錠 

4mg / 2mg 

每日吸菸≥20 支或第一支菸在起床
後 30 分鐘以內，使用 4mg 咀嚼錠
/口含錠 
每日吸菸<20支或第一支菸在起床
後 30 分鐘以上，使用 2mg 咀嚼錠
/口含錠 
 
第 1~6週 每 1-2小時嚼 1顆 

或每日 10-12顆 

第 7-9週 每 2-4小時嚼 1顆 

第 10-12週 每 4-8小時嚼 1顆 
 

1. 咀嚼錠應緩慢地咀嚼以釋出尼
古丁，此時口腔會出現辛辣
味，之後需暫停咀嚼並置於臉
頰內側，待味道變淡時才再度
咀嚼。 
※嚼 10 下→停 3 分鐘→嚼 10 下 

 
2. 副作用：打嗝，下巴疼痛，胃

刺激，口腔疼痛。 

克菸咀嚼錠 

薄荷(水果)口味 

4mg / 2mg 

停菸戒菸薄荷片口含錠 

2mg / 4mg 

口含錠不可以咀嚼或吞服，應含至溶

化。口內有戒菸口含錠時，不可飲食，

可能會影響到尼古丁的吸收。 

非尼古丁替代療法 用法 副作用 注意事項 

Varenicline 

戒必適膜衣

錠 

0.5 /1 mg 

預設一個停止吸菸的日期，並在這
個日期之前一週開始投藥 
第 1-3天 每日一次 0.5 mg 
第 4-7天 每日兩次 0.5 mg 
第 8天(停止抽菸日)

至第 12週 
每日兩次 1 mg 

 

噁心，睡眠障礙

（失眠，作夢），

便秘，脹氣，嘔

吐 

如果出現情緒

激動、憂鬱或

是自殺想法等

不正常的症

狀，請立即停

藥並回診諮詢

醫師。 
Bupropion HCl 150mg 戒菸前一週開始使用 

第 1-3天 一天一顆 

第 4天-第 12週 早晚一顆 
 

失眠，口乾，集

中困難，皮疹，

頭痛，頭暈 
附註：國民健康局呼籲，電子菸不能幫助戒菸，對自己或身邊的人也可能造成身體的傷害，未經許
可製造販賣是違法的，若有戒菸意願，可撥打免付費戒菸專線 0800-63-63-63，或洽詢醫療院所
及社區藥局，由專業人員協助戒菸。  

每日吸菸≧10 支 

每日吸菸<10 支 

每日吸菸 20-10 支 

每日吸菸<10 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