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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點一支菸，揚起一縷白色煙霧，

霧中竟然含有四千多種化學物質，

包括多種有毒物質、引起變異物質以及上千種致癌物質。

尼古丁、一氧化碳、砷、氰化物、鉛、石油……等等，

都在吞雲吐霧間，進入原本光滑、溼潤而有彈性的肺葉。

如果眼睛可以無限放大眼前物，

你，還敢抽菸嗎？

雖然抽菸時，

尼古丁會讓人得到刺激而獲得暫時的提神或放鬆，

但尼古丁也會讓人上癮，進而被菸癮操控，

菸癮發作時，人會焦慮、暴躁、失眠或食不下嚥。

抽菸則會增加罹患癌症的機率，

肺癌是死亡率最高也最難治療的癌症，

罹患肺癌的原因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由吸菸或吸二手菸引起，

其他癌症也有百分之三十是因為吸菸誘發，

戒菸，理所當然地成為全世界致力推廣的健康課題。

敬請癮君子，

撚熄手中菸，

讓自己與家人朋友遠離菸害，

找回健康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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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菸害防制法」上路，加上六

月一日健康捐調漲，抽菸範圍與場合遭

大幅限縮，癮君子一夕之間淪為人人喊

打的過街老鼠，很多人大嘆「日子愈來

愈不好過」之餘，決定加入戒菸門診行

列，有抽菸家族，一個拉著一個的戒；

有人一派輕鬆說戒就戒；有人卻是一戒

再戒，雖然戒菸這條路對某些人來說，

暫時還看不到盡頭，但努力嘗試，總是

有希望！ 

無病識感  老菸槍無力回天

「我叫蘇清富，今年四十七歲，抽

菸廿七年，一天最多吃到三包菸，目前

已是肺癌末期，生命所剩不多，希望大

家以我為借鏡，快把菸戒了吧。」到戒

菸門診報到的蘇清富，勇敢面對採訪鏡

頭，沈痛告白，這正是戒菸患者用菸

「燃燒」自己生命最真切的體驗。

個子瘦小的蘇清富，為人海派、好

交朋友，秉持南部人爽朗的個性，對鄰

里街坊的事，總是一馬當先，既是消防

局救援隊，又是守望相助一員，熱心助

人的腳步從未稍歇。但高職畢業的他，

經營機械加工近七年，敗在資金週轉不

善，最後只能將工廠轉手他人。

講義氣的個性，讓清富整天忙於外

務，膝下分別就讀高二、國二與國一的

三個兒子，幾乎都是太太在照顧，另一

半深深體會「當他的家人，不如當他的

朋友」的無奈，一心求去，孩子也都選

擇跟媽媽。

事業不順、妻離子散，清富孑然一

身時，身體發出警訊。持續咳嗽近兩

年，一直都沒停過，咳中帶血長達半

年，他仍始終沒去看病，除了無力繳交

健保費，也是輕忽嚴重度與缺乏疾病意

識。病痛悄悄的侵襲身體，直到體力愈

來愈差，好不容易有機會以機械加工專

長轉任工廠顧問，藉分期付款繳交健保

費用，好不容易恢復健保身份第一次看

病，馬上發現事情「大條」了。

二○○九年二月，清富到臺中慈濟

醫院，接受胸腔內科醫師黃軒的Ｘ光與

肋膜積水檢查，發現兩邊的肺都有癌細

胞，判斷已是轉移的癌症末期。一般人

從醫師口中聽到「癌症末期」這幾個

字，多半早已恐慌不已，但他或許是個

性使然，卻選擇獨自面對生命的關卡，

文、攝影／曾秀英

▌經歷慘痛的吸煙代價，蘇清富（右）感恩黃軒醫

師（左）對他的關心，更以自身經歷提醒吸煙者早

日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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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家人陪同，也不要人幫忙。

黃軒醫師要求他趕緊住院做進一步的

檢查與治療，他的回答是，身體不好、

工作難找，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有健

保卡看病，一旦住院治療，不但要支付

醫療費用，跟公司請病假還要扣錢，而

且，晚上還要去做守望相助隊，希望能

用門診治療就好。

癌症末期的患者不積極治療，卻一心

要幫人家的忙，讓黃軒既心疼又感到不

可思議，只能講出最殘酷的話，「如果

不治療，可能只剩下一個月到三個月，

積極治療還有可能延長六個月到九個

月。」要不是體力每下愈況，病情急遽

變化快速到讓他難以招架，蘇清富根本

不想住院。

癌末患者肺腑言 好人不以菸害友

回顧「菸」塵往事，清富說：「人

生的第一根菸是在十九歲那年。」唸高

職的時候，因為同學的一句「你連抽菸

都不會」，而大受刺激，「為了抽給人

家看」、「跟朋友融合」，逐漸養成抽

菸的習慣。當兵時期菸癮被養大，達到

最巔峰。他說，當年軍中的菸一包才九

元，國防部不管抽菸不抽菸，每個阿兵

哥一律每個月發五包，阿兵哥沒有什麼

錢，操練的日子又很苦悶，既然菸最便

宜，能多抽一點是一點，於是抽完自己

的菸，再去買人家的菸，最高紀錄一天

抽三包，六十根菸的尼古丁就這樣吸進

肺裡。

講 起 清 富 抽 菸 的 輝

煌歷史，「老菸槍排行

榜」裡沒有排第一，至

少也在前三名。他愛抽

菸的程度是「一起床還

沒有漱口刷牙就點菸，

睡前眼睛閉起來，躺下

前又抽一根。」甚至還

曾經跟苦勸他戒菸的前

妻嗆聲說：「寧可離婚

也不戒菸。」

自認一向身體很好的

他，長期在密閉空間，

如卡拉O K，跟一大群

朋友吞雲吐霧、喝酒做

樂。他總覺得，鄉下很

多老人家抽菸抽到老

▌臺中戒菸門診開辦後，護理人員用輕鬆但積極的方式鼓勵戒菸者，讓戒

菸成功率提高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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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從來都沒看他們因為抽菸怎樣，自

己才四十多歲，怎樣都算是中年人，不

可能那麼倒楣吧！

直到生命的盡頭，清富才猛然警覺，

這一生數不清吸進肺裡的菸，不是為了

面子逞強、就是貪圖軍營中的便宜菸，

上癮後既花錢又傷身，一點都不值得。

確診罹患肺癌末期，他立刻決定要戒

菸，卻是說什麼都已來不及的遺憾。這

位抽了快卅年菸的老菸槍，語重心長的

表示，大家都知道抽菸、喝酒、吃檳榔

不好，但為了交際應酬，往往朋友拿這

些東西出來，不接下來又不好意思，結

果是害人害己，「真正的好朋友，不會

拿不好的東西請人家。」蘇清富頭一次

開口勸人戒除壞習慣，就是他最慘痛的

教訓。這番肺腑之言猶如暮鼓晨鐘，他

希望能給菸伴們當頭棒喝，不要跟他一

樣抽菸抽到走上生命的不歸路。

細心評估勤追蹤 癮君子成功離菸

臺中慈濟醫院戒菸門診於二○○七

年六月開辦，二○○八年有五十三個新

案，新制菸害防制法二○○九年一月

十一日上路，除了擴大公共場所禁菸範

圍，更明文規定「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

工作場所全面禁菸」，「經勸阻拒不合

作」者，經蒐證得逕予處二千至一萬元

罰鍰，門診量更因而倍增。

戒菸門診醫師宋禮安，不斷提醒戒

菸的重要性。他說，癌症與心血管疾病

在國人的十大死因中，長久以來位居前

兩名，罹病者吸菸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臺灣四百餘萬吸菸人口，年耗四百億支

菸，約合廿億包菸。

 社區健康中心統計顯示，臺中慈濟

醫院的戒菸成功率高過區域醫院與文

獻。其中，戒菸用藥停藥後，七十三人

▌為了完成培訓慈誠

的訓練，也有一群快

樂的「戒菸家族」在

臺中慈院戒菸成功。

現在他們換上志工服

裝，用親身經驗告訴

大家，沒有菸害身心

自由的健康生活有多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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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卅一人完全未再抽菸，完整治療成

功率達百分之四十三點六六。六個月的

點戒菸成功率四十八人中有十四人，成

功率達百分之廿九點一八，比起國健局

統計區域醫院百分之廿六點九八、文獻

百分之廿三都高出很多，十二個月的點

戒菸率達百分之廿五，也比文獻數據百

分之十七點二高出很多。

能締造高過一般區域醫院的戒菸成功

率，醫護人員分析原因，除了慈濟醫院

比他院多了重要的宗教因素外，衛生署

補助戒菸貼片費用，患者掛號看診、領

貼片，只要付六十元，吸引有心戒菸卻

無法貫徹的菸槍再試一次。加上每次回

診，護理人員都勤於評估、電話追蹤，

讓他們想放棄都不好意思。

也有一些正在戒菸的人走到半途又

折返。一位卅歲的媽媽，自覺在公共場

所抽菸有罪惡感，偷偷躲在房間抽，但

因為親人都抽菸，加上農忙難以抽身，

戒菸宣告失敗。鄉公所村幹事小朱曾經

想戒菸，卻因毅力不足，反而愈戒抽愈

多，每次抱著又愛又恨的心情，拿起菸

都得經過一番天人交戰。另一名中風兩

次的陳先生，被兒子及太太帶到門診戒

菸，但他自己並不積極，一年後電話追

蹤已過世。

▌以「看健康」為目標

的臺中慈院今年初舉辦

淨山活動，院內同仁連

署簽名提倡乾淨無害的

無菸環境。臺中慈院麻

醉科徐嘉君醫師也帶著

兩個可愛的孩子簽名響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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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代價高  儘早熄菸換健康

二○○五年的資料顯示，一年有兩萬

人死於吸菸導致的相關疾病。每年健保

醫療支出約二百億，整體經濟的損失高

達五百億元，這還不包括二手菸危害、

長期照護與輔助治療等支出。

七十三歲的彭伯伯，廿五歲開始抽

菸，五十多歲開始會咳就不再抽菸了。

但去年十月發燒並咳血，進一步檢查發

現竟是肺癌，十一月手術，切除十公分

腫瘤，又做了卅多次的放射治療與四次

的化學治療，如今長期服藥控制。

而像蘇清富這樣的例子，是戒菸門

診最不想看到的。才短短三個月，肺部

積水逼得他不得不頻繁進出醫院，戴著

呼吸器的他，想吸口氣都難，但一顆心

就是放不下孩子，一旁的親友都為他感

到難過。結果如醫師當初所預估，五月

底，他嚥下最後一口氣，告別人間。

罹患肺癌，是長期抽菸種下的惡因。

幸好，還有很多人早早戒菸，為自己與

家人找回健康。

一對戒菸父子檔來門診求助的理由是

孫子、孩子老說他們身上臭臭的，不讓

他們親近。還有一位抽菸抽了廿、卅年

的大學教授，為了當學生的榜樣，實現

對另一半的承諾，而毅然決定拋開「老

菸槍」封號。

八十多歲的朱伯伯是早年隨軍隊來臺

的老榮民，有意把抽了六十五年的菸給

戒了，到醫院掛了一次戒菸門診，拿了

兩個星期戒菸貼片的量，才貼了兩片，

就成功把香菸戒了，問他成功的秘訣是

什麼？他很阿沙力的說：「不抽就不

抽，那有什麼難的！」

為健康凝聚向心力  一家子戒菸

基本上，戒菸成功的動力，大多來

自「健康」這個理由，也有不少人在親

友感情召喚下加入。臺中縣四代同堂的

劉姓一家人，算是菸癮家族，除了兩個

年幼的小姪子外，不論是年近八十歲的

阿嬤，第二代的姑姑、叔叔到廿六歲的

劉先生，一大家子全都是菸品愛用者。

長期抽菸的阿嬤，因血管硬化臥床，生

活起居都要靠家人照顧，家人並未警覺

▌把買菸的錢省下，不僅存入健康，也讓戒菸者更

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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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菸害遺毒，今年四月，年輕的劉先生

因心臟不適緊急就醫，住進臺中慈濟醫

院加護病房，徘徊在生死關頭，全家人

才像腦袋被敲了一記大棒子，突然被喚

醒。

劉先生的菸量從一天一包半減為

五根，叔叔跟姑姑因為菸品健康捐調

高，為了賭一口氣，也有意加入戒菸

的行列。為了讓這個家族徹底跟

香菸說拜拜，以免年紀還小的姪

子與不再抽菸的人繼續受二手菸

荼毒，戒菸門診衛教護理師曾千

香用心良苦，絞盡腦汁替他們想

出各種戒菸招數，例如：清理房

間，清洗衣服、曝曬棉被，將夾

在纖維裡的菸味一網打盡，或是

找叔叔、姑姑打賭，將每天省下

來的菸錢投入竹筒，最後成功遠

離香菸的人可以贏得全部金額。

研究顯示，影響戒菸成功的因素，包

括個人、環境與治療因素，戒菸門診的

初診患者，都會被詢問想戒菸的原因，

藉此不斷強化個人戒菸動機，以上案例

也印證個人的意願是攸關戒菸成功與否

的關鍵要素。呼籲各位菸友，只要您願

意，臺中慈濟醫院醫護團隊將陪伴您走

過戒菸之路，幫助您早日戰勝菸癮！

▌台灣健康醫院協

會在今年發起「百

萬 人 愛 心 戒 菸 連

署」活動，臺中慈

院響應勸導民眾戒

菸，就算沒有抽煙

的民眾也能簽署戒

菸卡響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