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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戒菸成功之影響因子探討
劉瑞瑤1,2 陳曾基1,2

黃信彰1,2

目的：探討戒菸門診中，影響個案戒菸成功的各種因素，以建立預測模式。
方法：研究對象為2001年至2002年至某醫學中心戒菸門診接受戒菸治療

之個案，以電話追蹤其吸菸狀況。戒菸成功定義為經門診戒菸治療（包
括尼古丁置換治療及行為諮商）後達到每日吸菸量為零且維持六個月以
上，且於門診治療期間測試吐氣一氧化碳濃度小於或等於8 ppm者。以
單變項邏輯迴歸分析戒菸治療前之各變項如性別、年齡、菸齡、每日吸
菸量、尼古丁耐受問卷分數、戒菸意願，與戒菸治療期間之各變項如體
重變化、尼古丁戒斷症狀、尼古丁替代療法之長短及副作用等與戒菸成
功之相關性，再以逐步多變項邏輯迴歸建立預測模式。
結果：共153位戒菸門診個案，平均年齡為52.7歲，男性佔90.8%，每日
吸菸量平均24.1支，菸齡平均32.2年，平均就診3.1次，接受尼古丁置換
治療平均3.2週。從療程開始持續戒菸至第六個月的比率為33.3%，一年
的持續戒菸率為30.6%，18個月的持續戒菸率為27.8%。以逐步多變項邏
輯迴歸分析發現菸齡≥40年比<40年的調整後勝算比為3.1（95%信賴區
間=1.3-7.6），治療後第一週內完全不吸菸比第一週內有吸菸者的調整
後勝算比為9.7（95%信賴區間=4.1-23.3），尼古丁置換治療週數≥二週
者比僅治療一週者的調整後勝算比為4.2（95%信賴區間=1.6-11.1）。
結論：菸齡≥40年、戒菸治療後一週內完全不吸菸、及尼古丁置換治療
週數達二週或以上者為門診戒菸成功之預測因子。
（台灣家醫誌 2017; 27: 146-53） DOI: 10.3966/168232812017092703002
關鍵詞：門診戒菸、尼古丁置換治療、戒菸成功預測因子

前

言

菸導致之疾病使健保局每年多耗費約4億
[2]

美金的醫療費用支出 。吸菸對人體的
吸菸是多種癌症、心血管疾病、氣

危害呈劑量反應效應，即暴露的劑量越

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主要危險因子。

大及時間越長，罹病的機會便越大。即

據溫氏等研究，全台灣每年可歸因於吸

使已染上菸癮的人，若能早日戒除，仍

菸的死亡人數約佔男性總死亡人數的

可減低疾病的威脅。其實一半以上的吸

[1]

22.2%及女性總死亡人數的5.9% ，因吸
1

菸者都曾經嘗試戒菸，但自行嘗試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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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期成功率只有3%。吸菸之不易戒除

一氧化碳濃度、體重和血壓。尼古丁置

與香菸中含具成癮性的尼古丁有關，另

換療法所使用的藥物有尼古丁貼片和口

外還包括心理、生活習慣、社會等各層

嚼錠，其使用由醫師依適應症考量，並

面複雜的需求。已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藉

參考個案的選擇來決定。尼古丁貼片的

由藥物治療加上適當的行為諮商可提高

療程為中、重度尼古丁依賴（尼古丁耐

戒菸成功率兩倍左右

[3-6]

。但以此種模式

受問卷分數≥6）的個案前四週採用24小

協助戒菸也只能達成半年後三成左右的

時釋放21 mg尼古丁的劑量，每日一片，

戒菸成功率，也就是有七成的人仍會復

第五、六週改採24小時釋放14 mg的劑

燃。因此，有必要找出影響門診戒菸成

量，第七、八週改為24小時釋放7 mg的

功的因子，以尋求改善成功率的有效辦

劑量，而輕度尼古丁依賴（尼古丁耐受

法。

問卷分數≤5）者以24小時釋放14 mg為起
始劑量。尼古丁口嚼錠的療程為重度尼

材料與方法

古丁依賴的個案前四週使用4 mg劑型，
白天每隔一至二小時使用一粒，之後視

以某醫學中心戒菸門診於2001年至

情況減少每日用量，後四週降為2 mg劑

2002年所收案及追蹤之門診戒菸個案共

型，輕度尼古丁依賴者則使用2 mg劑

153人為研究對象。該戒菸門診係以門診

型。門診療程最多不超過16週，戒菸藥

方式提供戒菸的行為諮商、個別衛教，

物費用為部分負擔，由衛生署補助每週

配合尼古丁置換療法來幫助病患戒菸。

250元，結束後每三至六個月以電話追蹤

收案條件為年滿十八歲以上，每日吸菸

個案的吸菸狀況。

量達十支或尼古丁耐受問卷(Fagerström
Tolerance Questionnaire[7])分數達五分以

戒菸成功之定義

上，並有戒菸的意願。排除的條件為有

於戒菸門診測得吐氣一氧化碳濃度

兩週內發作之心血管疾病及中風，不穩

小於或等於8 ppm，且於門診療程結束後

定型心絞痛之病患，懷孕或哺乳之婦

以電話追蹤有達到戒菸持續超過六個月

女，急性精神疾病未經藥物控制穩定

以上者，定義為戒菸成功。

者。個案先自行選定戒菸日以安排第一
次門診，並於一、二、四、八、十、

統計分析

十二週後回診追蹤。第一次門診時收集

以單變項邏輯迴歸尋找影響戒菸

個案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疾

的可能因子，並以逐步多變項邏輯迴歸

病史、菸齡、戒菸史、家人吸菸狀況、

建立預測模式。分析戒菸前之各變項如

每日吸菸量、填寫尼古丁耐受問卷，並

性別、年齡、疾病史、菸齡、戒菸史、

以0至5分的視覺類比量表測量戒菸意願

每日吸菸量、尼古丁依賴指數、戒菸意

（0分為無意願，5分為最強烈意願）。

願、與戒菸期間之各變項如吸菸狀況、

每次門診皆給予個人化的行為諮商指

體重變化、尼古丁戒斷症狀、尼古丁替

導，輔以尼古丁置換療法，並記錄吸菸

代療法之副作用等與戒菸成功之相關

狀況、戒斷症狀、接受尼古丁置換療法

性。以 p 值<0.05（雙尾）為達統計上顯

的劑型、劑量、藥物副作用，測量吐氣

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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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從戒菸療程開始至第六個月的持續

結

果

戒菸率為33.3% (51/153)，一年的持續戒
菸率為30.6% (45/147)，18個月的持續戒

153位戒菸門診個案基本資料如表

菸率為27.8% (37/133)。

1。平均年齡為52.7歲，男性佔90.8%，

以戒菸前的各變項對是否能持續戒

每日吸菸量平均24.1支，菸齡平均32.2

菸達六個月做單變項邏輯迴歸分析，結

年，尼古丁耐受問卷分數平均6分，戒菸

果如表2。發現年齡大於等於60歲、菸齡

前吐氣一氧化碳濃度平均為13.7 ppm，

大於等於40年、每日吸菸量少於一包、

有66.7%曾嘗試戒菸，有19.0%曾維持戒

戒菸意願較高者有較高的勝算比。而性

菸六個月以上，平均就診3.1次，接受

別、戒菸經驗、家人是否吸菸、及尼古丁

尼古丁置換治療3.2週，平均追蹤16.7個

耐受問卷分數則與戒菸成功與否無關。

月。153位中有81位(52.9%)曾於療程中

以治療後的各變項對是否能持續

達成戒菸，72位(47.1%)自始至終無法戒

戒菸達六個月以上做單變項邏輯迴歸分

表1

個案之基本資料 (n=153)
平均值（標準差）或人數（百分比）

性別（男）

139 (90.8)

年齡（歲）

52.7 (19.6)

起始吸菸年齡（歲）

20.5 (6.8)

菸齡（年）

32.2 (19.2)

每日吸菸量（支）

24.1 (16.0)

尼古丁耐受問卷分數（0-11分）
吐氣一氧化碳濃度（ppm）
戒菸意願（0-5分）*
曾嘗試戒菸

6.0 (2.1)
13.7 (8.2)
4.3 (1.0)
102 (66.7)

曾戒菸超過六個月

29 (19.0)

電話追蹤時間（月）

16.7 (6.5)

就診次數

3.1 (2.2)

尼古丁置換療法週數

3.2 (3.0)

心血管疾病史

25 (16.3)

氣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史

28 (18.3)

消化性潰瘍病史

17 (11.1)

* 視覺類比量表分數0分為完全無意願，5分為非常強烈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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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治療前變項之戒菸成功勝算比
勝算比

性別

年齡（歲）

菸齡（年）

每日吸菸量（支）

家人吸菸

戒菸意願（0-5分）†

曾嘗試戒菸

曾戒菸維持六個月以上

尼古丁耐受問卷分數

女性

1

男性

2.1

40-59

1

95%信賴區間

p*

0.6-8.0

0.26

<40

2.1

0.7-6.0

0.18

≥60

5.0

1.8-13.6

0.02

20-39

1

<20

1.5

0.6-3.7

0.40

≥40

3.7

1.6-8.8

0.003

≥40

1

20-39

1.5

0.5-4.5

0.48

<20

3.3

1.04-10.24

0.04

無

1

有

1.1

0.6-2.2

0.73

≤3

1

4

1.9

0.6-5.8

0.28

5

3.2

1.3-8.2

0.014

否

1

是

1.0

0.5-2.0

1.0

否

1

是

1.9

0.8-4.3

0.15

≤5

1

6-7

1.1

0.5-2.4

0.74

≥8

1.4

0.6-3.5

0.38

* 以單變項邏輯迴歸分析
† 視覺類比量表分數0分為完全無意願，5分為非常強烈的意願

析，結果如表3。發現第一週內若能完

第二週內完全不吸菸，則能持續戒菸至

全不吸菸，則能持續戒菸至第六個月的

第六個月的勝算比為19.0 (95% CI 7.9-

勝算比為13.7（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46.0)。尼古丁置換治療週數大於等於二

interval [CI]) 6.1-30.9），若能在治療的

週比治療一週者之勝算比為5.0 (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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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期間各變項之戒菸成功勝算比
勝算比

第一週吸菸狀況

第二週吸菸狀況

第一週體重變化

第二週體重變化

尼古丁置換劑型

尼古丁置換週數

尼古丁戒斷症狀

尼古丁置換治療副作用

有吸菸

1

無吸菸

13.7

有吸菸

1

無吸菸

19.0

不變或減輕

1

增加

2.0

不變或減輕

1

增加

1.3

嚼錠

1

貼片

2.3

1週

1

≥2週

5.0

無

1

有

1.7

無

1

有

1.4

95%信賴區間

p*

6.1-30.9

<0.001

7.9-46.0

<0.001

0.9-4.8

0.11

0.5-3.3

0.64

1.0-5.3

0.052

2.2-11.3

<0.001

0.7-3.9

0.22

0.6-3.3

0.43

* 以單變項邏輯迴歸分析

2.2-11.3)。其餘第一週、第二週內的體

整後勝算比為9.7 (95% CI 41.0-23.4)，尼

重變化、尼古丁戒斷症狀、尼古丁置換

古丁置換治療週數大於等於二週者比只

治療副作用皆與成功率無關。使用尼古

治療一週者的調整後勝算比為4.2 (95%

丁貼片者之成功勝算比為使用嚼錠者的

CI 1.6-11.1)。

2.3倍(95% CI 1.0-5.3)，但統計之 p 值為
0.052，並不顯著。

討

論

將上述與戒菸成功有顯著相關之單
變項放入逐步多變項邏輯迴歸分析以建

由本研究發現，對國人而言，菸

立預測模式，去除調整後 p 值>0.05的變

齡、戒菸一週內之吸菸狀況、及尼古丁

項後，結果如表4。留在預測模式內的變

置換治療週數為影響門診戒菸成功之因

項為：菸齡≥40年比菸齡<40年者的調整

素。參考國外文獻，對於未接受藥物治

後勝算比為3.1 (95% CI 1.3-7.6)，第一週

療者，其決定戒菸成功的因素主要為年

內完全不吸菸比第一週內有吸菸者的調

齡 、性別 、戒菸經驗

[8]

[8]

[8,9]

、吸菸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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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逐步多變項邏輯迴歸分析建立預測戒菸成功的模式*
調整後勝算比

菸齡

第一週吸菸狀況

尼古丁置換週數

<40年

1

≥40年

3.1

有吸菸

1

無吸菸

9.7

1週

1

≥2週

4.2

95%信賴區間

p*

1.3-7.6

0.013

4.1-23.3

<0.001

1.6-11.1

0.004

*以 p>0.05為移出迴歸模式之條件

[9]

[8]

[8-

對不同預後的個案給予個人化的治療計

、戒菸

畫，藥物治療的時間要足夠，以期增加

年齡 、喝酒 、對尼古丁的依賴程度
10]

、每日吸菸量

的意願
情緒

[8-10]

[11]

[8-10]

、戒斷症狀

[10]

[8]

、家人是否吸菸 、戒菸前的

成功率，善用有限的醫療資源。

、戒菸期兩週內是否有吸菸等。

誌

對接受尼古丁置換治療的戒菸者而言，

謝

尼古丁的依賴程度及戒斷症狀對戒菸成
功的影響顯著減小，而其他因子的影響
力仍存在

[12-15]

[16-17]

發現年齡

。國外的預測戒菸模式也

感謝台北榮民總醫院提供研究經費
補助，計畫編號：VGH92-128。

[16]

及戒菸意願 為主要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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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ng Factors of Smoking Cessation in Outpatient
Smoking Cessation Clinic
Jui-Yao Liu1,2, Tzeng-Ji Chen1,2 and Shinn-Jang Hwang1,2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factors of smoking cessation with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NRT) and behavior counseling in an outpatient smoking cessation clinic.
Methods: A total of 153 smokers visiting the smoking cessation clinic hosted by the Famil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n 2001 and 2002 were recruited as
study subjects. Each subject received behavior counseling and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on a
weekly or bi-weekly basis with the smoking status of each subject checked by telephone follow
up every three months. The study examined both pre-interventional variables (gender, age, daily
cigarette consumption, years of smoking, willingness to quit smoking, score of 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etc.) and post-interventional variables (abstinence status during the ﬁrst two
weeks, body weight change, nicotine withdrawal symptom, NRT side effect, duration of NRT, etc.)
to establish a predictive model for smoking cessation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subjects recruited were mainly male (90.8%), with a mean age of 52.7 years,

consumed an average of 24.1 cigarettes per day, and received NRT for an average of 3.2 weeks.
The post-interventional persistent abstinence rates at 6, 12, 18 months were 33.3%, 30.6%, and
27.8% respectively. By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predictive factors of at least
6 months of abstinence included years of smoking ≥ 40 years (adjusted OR 3.1, 95% conﬁdence
interval [CI] 1.3-7.6), complete abstinence during the ﬁrst week (adjusted OR 9.7, 95% CI 4.123.3), and at least 2 weeks of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adjusted OR 4.2, 95% CI 1.6-11.1).
Conclusion: Longer than 40 years of smoking, total abstinence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intervention, and at least 2 weeks of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were the predictive factors for 6
months of abstinence after outpatient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 in this study.
(Taiwan J Fam Med 2017; 27: 14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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