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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習慣與抽菸

生活習慣不良常導致吸菸行為，有吸
菸習慣的人常以吸菸來應對生活中的
大小事，幫助吸菸者建立健康與理性
的生活方式，以取代原有以菸為中心
的生活方式，可幫助吸菸者戒菸，並
可預防復吸，提升長期戒菸成功率。



戒菸是生活習慣的改變

去除舊惡習

調適不良

學習新的生活習慣

建立健康新習慣預防復吸

從吸菸到戒菸；是成就，也是挑戰



戒菸後的新問題？

 緊張、壓力、憤怒…→放鬆、運動、信靠

 失眠、焦慮、無法思考→休息、運動

 想吃、體重增加……→健康飲食、運動

 憂鬱、孤獨………….→朋友

 想抽菸……………….→節制、低熱量替代品



影響健康的主要因素

人類生物學20%

生活型態50% 健康照護系統
10%

人類健康

環境20%
噪音,酸雨
交通,臭氧層

空氣污染,溫室效應
化學品之濫用

營養足
運動不足

(機能退化)

坐式的生活方式
壓力大(胃潰瘍,

高BP,DM,失眠症)



一.健康生活型態有助戒菸
健康生活NEWSTART

Trust         信靠

Ｅxercise    運動

Ｗater        水
Ｓunshine    陽光
Temperance   節制

Air 空氣

Ｒest        休息

Nutrition    營養

清新戒菸計劃學員個人手冊第21頁



1.戒菸飲食的影響

 心血管疾病：避免高膽固醇的食物如內臟、

紅肉、海鮮類(魚、海參除外) 。

 預防癌症：多蔬菜、水果、全穀類、豆類

 改善吸菸的傷害：吸菸有較多自由基等氧化物，
增加富含抗氧化物的營業素（如維他命E、C、硒
、OPC及β胡蘿蔔素..）。

1.保護細胞膜 2.清除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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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飲食可減輕戒菸期脫癮症狀

戒菸之最初數日吃多量蔬菜與水果，使戒菸

者尿液PH值呈弱鹼性可減輕戒菸期脫癮症狀

※研究顯示若戒菸者尿液值為鹼性，則菸癮 發作症
狀將減低，吸菸數也因而減少（清新戒菸計劃講義 P.21）

如果血液由弱鹼性轉變成酸性，加重身體負擔產生
各種疾病。

原因：1.細胞缺氧，是癌細胞最佳生長環境

2.血液的黏稠度增加，血液不流暢，功能減弱





吸菸者較不吸菸者體重約少2~ 3公斤
(男)戒菸後體重增加3公斤、 (女) 3.5公斤

 因為尼古丁增加基礎代謝率、戒菸後口慾增加

 減重小秘方 ……

＊設定目標：一週2~3磅。

＊選擇多樣均衡飲食：高纖、低油脂、無精製

醣、低卡點心、三餐適量，睡前勿吃

＊吃得慢、吃得久、用小盤、看電視不吃。

＊兩餐間多喝水，避免高熱量的酒與飲料。

＊參加體重控制班、健康生活台灣動起來…



升糖指數



戒菸時體重增加太多的原因

戒斷症狀很像飢餓感，導致戒菸時會
到處找零食吃。
（想抽菸的替代…低熱量的替代品）

情緒飲食。



情緒飲食：一個人習慣吃得比身體需要的營養為多時，

通常是因為情緒的理由

 菸癮重的人戒菸體重上升，可能是因情緒飲食，
而非生理因素(戒菸會有空虛感)。

 節食通常無法長期解決問題，應用諮詢技巧引導、
討論與鼓勵養成新習慣..運動、健康的飲食。

 找出心理的問題，根本解決…

例：想抽菸的感覺？



教材索取服務電話 0800-070-088 





改變進餐程序與用餐方式

•先喝湯 →青菜 → 蛋白質類→主食類
•充分咀嚼延長用餐時間，讓大腦飽足中
心產生滿足感
＊吃得久
＊多嚼幾下
＊多喝水，
＊多用小盤吃



 1.建議開始或增加運動…

 2.告訴個案:

體重些微增加是常見的,而且通常只是增加一些

 3.戒菸對健康的好處超過體重稍為增加的壞處

 4.強調健康飲食與多動的生活型態重要性.

 5.建議隨身攜帶低熱量的替代品例如︰清涼含薄荷

味如無糖的口香糖、易口舒、口味兒、八仙菓、

佛手柑.低熱量健康的紅蘿蔔條、小黃瓜條、

切片芭樂、小蕃茄..

 6.維持使用可延緩體重上昇的藥物.NRT

 7.轉介到營養師或體重控制計畫.

開始戒菸之後，胖了！該怎麼解決？





全穀類的重要
在腸道中會吸收膽固醇和膽汁酸，隨著糞便一

起排泄出來，能降低膽固醇值

 含膳食纖維

1. GI值低，穩定血糖。

2. 加速食物推進的速度預防便泌。

3. 有助於吸收所含的營養素。

4. 防止身體吸收毒素。
美國國家癌症中心具體地建議，攝取膳食纖維，

即可減少癌症的罹患率。(JAMA,275(6):447-51,1996)

臺安醫院



白麵包與全麥（全穀類）麵包的比較
含維生素B群幫助戒菸時心情放鬆

 全麥麵包中的維生素B1是白麵包的5倍

 全麥麵包中的維生素B2是白麵包的1.6倍

 全麥麵包中的菸鹼酸是白麵包的3倍

 全麥麵包中的鐵是白麵包的2.5倍

 全麥麵包中的磷是白麵包的3倍

 全麥麵包中的鈣是白麵包的1.7倍

臺安醫院



全麥土司與白土司比較2



應避免的食物

油炸食物

酒

咖啡

加糖的飲料與甜點

高GI值食物



烹調原則：

1.烹調時，儘量簡單兼具原味，可用檸檬、蔥、蒜、
九層塔、芫荽或天然香料等溫和食材來調味，增加
可口性。避免選用含添加物、防腐劑，及刺激性的
調味料。

2.烹調時間勿太長，以免養份流失，能生吃則生吃

3.過度的清洗、去皮會損失食物中的礦物質、維生素、

及微量元素等。料理時，最好用少量的水烹煮。

4.烹調的方式，可選用不沾鍋煎、或蒸、烤、燉、煮
等來保持食物的原味。



充分咀嚼有利瘦身。
充分咀嚼食物讓食物與唾液充分混合，

因而延長用餐時間可防止暴飲暴食攝取過量

※少油烹調：多利用蒸、煮、烤、涼拌

※專心進餐：
不可邊看電視或看書

※每日以三餐為主不吃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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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起，連續兩天記錄下

每項你吃與喝的食物。



健康的叮嚀 ------- 臺安醫院 林 珠

經營健康~由簡化烹調,回歸老祖先的烹調方法

開始…用愛,喜樂做烹調:

每餐均衡,簡單,不複雜;

新鮮、多色、多樣,每餐換。

早餐吃好,午餐吃飽,晚餐吃少,不堆毒!

青菜可生吃,就不加熱,可蒸煮,就不炒炸;

少糖,少鹽,少油,高纖,均衡,原味保健康! 



2. 運動：使氧氣大量進入體內

 使人腦部增加腦內啡（endorphin）及腎上腺素
（norepinephrine）提高幸福感、 快樂感與情
緒的穩定減少焦慮。

 戒菸時體重增加、負面情緒(失眠、焦慮、憂鬱)
都可以改善。

 有氧運動後6小時~2天均能繼續燃燒人體多餘的
卡路里可控制體重。

 改善心臟血管健康、增加肺換氣量。

 運動者戒菸成功率為不運動者的2倍。



運動：使氧氣大量進入體內

細胞中的粒腺體也會增多，增加細胞的呼吸能力，
燃燒脂肪成為能量ATP。

攜氧程度提高強化免疫力，降低血糖，強化骨骼防
骨鬆。提供白血球能量對抗細菌。

 壓力是復發的重要原因，運動可紓解壓力。



運動與戒菸-運動可減輕戒斷症狀:

咖啡戒斷症候 尼古丁戒斷症候 運動改善戒斷症狀

無法休息即暴躁 緊張和焦慮頭痛 冷靜及改善睡眠

頭痛 疲勞 促進全身血液循環

疲勞昏睡 喪失活力 給予活力

心跳加快(心悸) 心悸 調整心臟功能

便秘、腹瀉、顫抖 便秘、腹瀉、顫抖 調整身體機能

（個人手冊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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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身

* 有氧

* 減緩Cool-down

* 柔軟度

* 肌力強化

* 肌肉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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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頻率

規則運動

I強度

運動中要能說話與唱歌。

T時間

 15-30分鐘維持一般生活。

 30-60分鐘保持好體力。



體重控制-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運動時還可以講話，減肥、消除
脂肪、緊實(慢跑、快走、騎腳踏車)。

激烈強度運動:喘不過來，鍛練肌肉、 強壯
(舉重、跑百米)。

 運動後馬上喝含糖飲料，又補回來。

 每天站3小時(0.5大卡/公斤小時)每周5次，
約等於每週快走、 或有氧舞蹈、 或騎室內
腳踏車30分鐘3次) 。



體重控制-有氧運動

 減輕每公斤體重需要消耗7700大卡。

例:每天運動多消耗300大卡的熱量，一個

月可累積消耗9,000大卡，體重即可減輕約1.2公斤。

 運動後不要馬上喝含糖飲料:

例:快走消耗熱量-4.5~6大卡 /公斤小時，體重60公斤
快走30分消耗135~180大卡，

-喝一大鋁罐可樂(330ml) 139大卡，

-喝一小鋁罐雪碧(250ml) 115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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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多喝水的理由？怎麼喝？
尼古丁排出體外，使戒菸者變成低菸癮者

人體 65% 水 血液91% 水

喝水緩解吸菸的衝動或焦慮。
有飽足感，協助體重控制。
化痰、少感冒。
喝水也排除毒素、使人有體力。



喝水還有很多好處:

可預防感冒

可預防便秘

可預防泌尿道感染與尿路結石

可預防心臟和腦部血管阻塞

可抗失眠

可提高免疫力



36在開始戒菸的24小時多喝流質的飲食
（每天喝6~8杯水或少糖的新鮮果

汁）

§ 打破常規促進習慣的改變

§ 減輕戒斷症狀群

§ 防癌

§ 更營養、熱量低



飲料設計師

喝你能承受的最大量的純水，可以喝到每
天6-8杯。你會有錢買礦泉水或其他飲料，
因為你不買菸了！

建立喝容易取得的純果汁或蔬菜汁的習慣
如：柳橙、 鳳梨、柚子、白或紫葡萄、
櫻桃、覆盆子、乾梅, 和番茄。



嘴巴乾的策略（個人手冊P.24頁）

吸菸或嚼尼古丁口嚼錠使唾液腺不正常的分泌。

 喝開水、果汁、或牛奶。

 刷牙。

 以檸檬水或水漱口。

 做個深呼吸。

 想想擠檸檬的感覺。



為什麼要避免咖啡因？
（個人手冊第18頁）

 咖啡及含咖啡因的飲料,會讓剛戒菸者又想吸菸

 咖啡因是一種使人成癮性的物質，越喝就越想喝。

 咖啡會增加強烈想要吸菸的慾望。

咖啡干擾睡眠。
 咖啡因對嬰兒有害。

 咖啡可能引致膀胱癌、大腸癌和直腸癌。



4. Sunshine(陽光)
身體去實行的部分

適當的曬太陽是有益健康

皮膚可以產生維他命D

可去除憂鬱症, 讓精神更開朗

若不當的曬太陽, 將可能因紫外線受到傷害

 (紫外線最強的時間: 上午10:30~下午3:00 )



5. 節制

節制來自於知道這件事不好，是智慧的表現。

不喝酒、不抽菸

少發脾氣

＊節制是智慧的實踐，可以有成就；

＊休息是智慧的根源，可以專心思考。



停止使用酒類的理由-酒減弱維持不吸菸的決心

（個人手冊P.26~27頁）

喝酒後容易誤事，增加壓力。

喝酒的聚餐時，抽菸的朋友會勸你抽菸。

當致癌危險性增高時酒會壓抑免疫系統。

酒刺激胃的分泌增加食慾，而吃太多。

酒增加妳每日飲食的熱量。

容易抽菸與吸菸復發。

吸菸又喝酒容易口腔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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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減緩腦部吸收資訊的能力、干擾
判斷、使知覺退化、減少整合能力、
破壞記憶、降低解決抽象問題的能力。

§ 血液裡酒精濃度達0.025%腦部功能減
弱好幾個小時，提高工作錯誤的可能
性。(血液酒精濃度0.025%等於吐氣酒
精濃度每公升0.125毫克,酒測值超過
0.15毫克開罰) 。

§ 吸菸的人喝酒量比不吸菸的人多。

爲什麼？
§Aviation and Space Medicine  67 #3 
p. 233-235  Addictive Behavior  10; 
203-207 1985, 15:  205-224 1990.                        
JAMA 1986:  256; 1474-1479. @



6.  空氣

人沒有食物可以活數
星期；沒有水可以活
幾天；但是沒有呼吸
只能活幾分鐘。
做幾次深呼吸是克服
菸癮簡易、快速、有
效的方法。(有助於放
鬆身體)



做幾次深呼吸是克服菸癮簡
易、快速、有效的方法。

是壓力來時的第一道防線:

深呼吸可以紓解壓力、消除
緊張、放鬆身體。



個人手冊第9頁深呼吸

1. 把手放在上腹部。

2. 由鼻子緩慢深吸一口氣，
感覺到肚皮向外膨脹起來。

3. 憋氣幾秒鐘。

4. 放鬆…



深呼吸(續)

5.從口非常緩慢的吐氣，感覺肚子往內
縮。持續把氣吹出來，直到你感覺到
想咳嗽。

6.緩慢緩慢地重複做四次。

• 假如你有過度換氣的傾向，請特別小心。
• 假如你不確定如何做腹式呼吸，可以背躺

在地板上，在肚臍上放本書，吸氣到這本
書上升。



7.累了就~~休息

累了、腦筋遲鈍了，需要的是休
息不是想辦法提神。

休息能恢復體力、讓腦筋清楚。

能恢復體力的方式都算休息。
睡眠是最重要的休息。



 電路跳電、水管爆破、地基龜裂都是因為太
多壓力。

 心也需要休息，就像身體一樣

 你得學習如何放鬆。

 睡眠是心理休息最好的方法。



天籟（心靈更新）

每天花一點時間，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人生
就有方向，遇到困難就有靈感。

聆聽內在的聲音，就會達到身心靈的整合。



8.信仰

宗教有很大的力量，但是需要相信才會
看見，體驗到才會真的相信。

所有宗教的修行都來自於清淨的心，單
純的接收，不起善惡、是非、好壞的分
別。



Trust信靠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箴言17:22

『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弗4:26



9. 學習不吸菸的生活方式

調整飲食、運動、休息。

學習不吸菸處理壓力、情緒。

發展新的社交模式。

相信自己可以不吸菸。

模仿不吸菸的人。



10.想抽菸時~~轉移注意力

 喝杯水或果汁

 散步

 深呼吸

 冷水洗臉

 種花

 整理房間



11.有效的戒菸方法

 戒菸班:行為與心理療法

 戒菸門診:醫師勸告,尼古丁替代療法(嚼錠、貼片、
吸入劑、口含錠) 非尼古丁戒菸藥物

 戒菸諮詢-戒菸專業人員
 戒菸專線:0800-63-63-63
 社區藥局:尼古丁替代療法(口嚼錠, 吸入劑,口含錠

),戒菸諮詢
 自助戒菸手冊
行為與心理療法配合尼古丁置換療法可提升成功率



戒菸衛教師必須將健康生活技巧體驗在
生活中，持續成長（充能）..

健康促進生活型態是針對著維持

提昇健康水準的行為，與預防疾

病有關的行為是有差別的，它使

戒菸者原有認知層面、自我實現

的部分得以擴展。



我們一起為國民的健康繼續努力!

推動健康促進者….

記得也要愛自己﹗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