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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這是一本改變煙嗨習慣的實用手冊，對象主要是同性戀、雙性戀和

跨性別者，但不僅限於同志。對於想要改變或減少煙嗨影響、甚至

是想要完全停止煙嗨的人，這本書提供了各種策略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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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嗨是什麼
「煙」在黑話裡頭是「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的意思，常
見的說法還有安仔、冰糖、冰塊、冰毒、冰、安……等等。甲基安非他命是
安非他命家族的成員之一，這類藥物通常是強力的興奮劑，用煙會讓你的中
樞神經興奮、讓你很high，所以稱為「煙嗨」。

煙在台灣是二級毒品，使用、持有、運輸與販賣都是非法的。

這本書所提供的各種建議，也可以用來處理安非他命（amphetamine）、
快克（crack）或古柯鹼（cocaine）等與煙類似的興奮劑使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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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是怎麼做出來的？
製造煙的方法與使用的原料有很多種，以下是部分常見原料：

麻黃鹼以及偽麻黃鹼（市售感冒糖漿與咳嗽藥劑常見的重要成分）

紅磷（火柴盒側邊）

丙酮（卸除指甲油的去光水）

甲苯（煞車清潔劑）

鋰（相機電池）

無水氨（肥料）

鹽酸（泳池清潔劑）

甲醇（汽油添加物）

石腦油（露營用爐火燃料）

通樂（洗廁劑）

碘（傷口消毒藥品）

工業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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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嗨與性愛的迷思
一般人認為煙會解放使用者深層的性慾與性幻想，但其實這是個迷思。根據近期
研究顯示，煙並不是這樣來影響我們的大腦與性行為。

煙會強化你用煙時所專注的慾望，膽子變大，也輕忽了自我保護的求生本能。所
以，煙嗨時性慾高漲，並非讓你恥力破表大玩十八招，而是執著於性愛的追求，
低估了危險性。

原手冊引用出處：
Kurtz, S.P. (2005) Post-Circuit Blues: Motiv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Crys-
tal Meth Use among Gay Men in Miami. AIDS and Behaviour, V9, 1, 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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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停止煙嗨嗎
會開始想要遠離煙嗨就已經不容易了，能夠完全戒掉更是個重大成就，恭喜你
能走到這一步！即使接下來的過程看起來很艱辛，也都是正常的，讓我們一起
看下去！

這本書包含許多男同志的經驗，有些是過來人、有些還在努力中。我們雖然
不是模範生、我們都會犯錯、我們也並非無所不知，但我們真的想帶給大家
希望，讓大家知道每個人都可以遠離煙嗨！

最重要的是，請記住，你並不孤單。有一群過來人明白你的現
況，在這本書當中，你可以得到許多幫助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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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心戒了煙嗨之後，我會……

我會變得很無趣。

我怕朋友發現我用煙，我會失去這些朋友。

我會失去現在遇到的這些天菜或冰友。

我會變胖。

我會變得沒辦法再做愛了。

我就是覺得自己戒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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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我會……

我會活得更真實。

真正的朋友不會因為知道我煙嗨就跟我斷絕來往。

很多優菜也不用煙的。

我會看起來沒有那麼像毒蟲了。

我不用再像充氣娃娃一樣，
一直做愛一直做愛一直做愛……

我們都還沒開始努力欸，
放棄個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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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會發生的是……
在你減少或停止用煙以後，會發生一連串不同的變化，幾乎所有戒掉煙的人
都會經歷這些階段。在接下來幾頁中，我們會為你介紹這些變化，每個階段
有苦有樂，我們會告訴你如何面對。

在你的行事曆上標明這些階段，對你會很有幫助（沒
錯，這些階段什麼時候出現，是完全可以預測的）。
這樣一來，你就能掌握自己的進度、做好萬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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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
文獻指出，心理與情緒問題是造成藥物依賴的主因。人們常以為藥物造成心理
與情緒問題，雖然它們確實也會，但大多數人是反過來的：因為心理與情緒問
題才對藥物成癮。有些人是用這些藥物來「治療」自己的憂鬱、焦慮、躁鬱、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有些人甚至是用藥物來撫平遭到性侵或創傷的過往。

當考慮戒除用煙時，最好能尋求一位諮商師，以找出我們最初用煙的原因。諮
商的相關資源條列於書末。

原手冊引用出處：
Swendsen et al.,( 2010). Mental disorders as risk factors for substance use, 
abuse and dependence: results from the 10-year follow-up of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Addiction, 105(6): 111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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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煙嗨以後的性
即使是停止用煙，還是可以擁有美好的性愛，即使我們擔心性會變得不一樣。別
擔心，性愛還是很美好的！煙嗨做愛剛開始可能讓人感到熱烈狂野，但很快的這
種性會變得機械化、疏離、痛苦、脫水，有些人甚至會陽痿。

戒了煙嗨之後，我可以……
聊天室、交友網站、APP、還有三溫暖可能會讓你再陷下

去。所以，你必須誠實地問自己，究竟來到這些地方，是

為了找「性」，還是找「藥」？ 

在早期階段，慎選約會對象或炮友。因為你的情緒可能不

穩定、易波動或是失衡。

盡可能用安全的方式解決性慾。

你會用幹不到人當藉口開療傷派對，再利用機會嗨一下嗎？請相信自

己一定會再重新擁有性生活，事實上大部分的人的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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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回性生活以前：
重新了解自己的「性」向。也許你過去曾因煙嗨改變、或者迷失了自

己。不妨想想，現在什麼事會讓你性奮？以前怎麼做會讓你爽？

重新衡量性對你的價值。你真正希望從關係中得到什麼？只是性愛嗎？

如果你覺得自己準備好了，就不用煙的開幹吧。如果你光打手槍都會

想用煙，那你可能還沒準備好。

接受HIV與其他性病的篩檢，即使你覺得自己沒有症狀。如果你害怕

篩檢帶來的種種問題，可以洽詢友善的愛滋機構或醫療單位。

有考慮過進行安全性行為嗎？你會怎麼和對象談你的HIV狀態以及使用

保險套？你會怎麼避免感染？

「不要把你的復元 (恢復元氣，Recovery) 過程拿來和別人比。把注意力

集中在你現在是誰、你過去如何、你想成為怎樣的人。」

聊天室、交友網站、APP、還有三溫暖可能會讓你再陷下

去。所以，你必須誠實地問自己，究竟來到這些地方，是

為了找「性」，還是找「藥」？ 

在早期階段，慎選約會對象或炮友。因為你的情緒可能不

穩定、易波動或是失衡。

盡可能用安全的方式解決性慾。

你會用幹不到人當藉口開療傷派對，再利用機會嗨一下嗎？請相信自

己一定會再重新擁有性生活，事實上大部分的人的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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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真的開始有性生活了：
剛開始的幾次性愛，你可能會覺得很怪或好尷尬，你可能會太過在意自己
的外貌，或是你該怎麼「幹」。和你的對象多認識，或是多交流情感，可
以幫助你緩和恐懼與焦慮。

重新了解自己的「性」向。也許你過去曾因煙嗨改變、或者迷失了自

己。不妨想想，現在什麼事會讓你性奮？以前怎麼做會讓你爽？

重新衡量性對你的價值。你真正希望從關係中得到什麼？只是性愛嗎？

如果你覺得自己準備好了，就不用煙的開幹吧。如果你光打手槍都會

想用煙，那你可能還沒準備好。

接受HIV與其他性病的篩檢，即使你覺得自己沒有症狀。如果你害怕

篩檢帶來的種種問題，可以洽詢友善的愛滋機構或醫療單位。

有考慮過進行安全性行為嗎？你會怎麼和對象談你的HIV狀態以及使用

保險套？你會怎麼避免感染？

「不要把你的復元 (恢復元氣，Recovery) 過程拿來和別人比。把注意力

集中在你現在是誰、你過去如何、你想成為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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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煙嗨的性愛有何優點？
老二重拾雄風

幹得有感覺

不用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

對自我與對象的尊重

脫離藥物的網羅

對可能會有的生理與心理反應做好準備：愉悅、痛苦、困惑、激動與愛。
當沒有煙麻痺你的身心時，你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和你的對象多談談感受，對自身安全設下界線。
如果你感到驚慌就該喊停，但如果你覺得爽的話就繼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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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煙嗨以後的種種
0-2周
⸺ 由於身體與大腦要重新適應沒有用煙的狀態，所以你會覺得自己快瘋了。

可能有哪些難題：
◆ 你可能會非常疲勞想要睡覺，食慾大增，以及作息混亂。
◆ 經常渴望用煙，而且很難控制。
◆ 不時感到害怕、憤怒、絕望，情感擺盪讓人不舒服。
◆ 幻聽依舊存在。
◆ 缺乏能量與動力。沒有辦法堅持。
◆ 悲傷，感到若有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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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有這些好處：
◆ 重建復元之路開始了！
◆ 慢慢增加與現實的接觸。

我們建議你：
◆ 盡情睡眠，盡情大吃健康的食物。
◆ 先把目標設得小一點。
◆ 低調地挺過這段時間。
◆ 相信我們，事情會變好的！

你一定有辦法擺脫癮頭。

你有從煙嗨當中生存下來的能力，

也就一定有復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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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月

可能有哪些難題：
◆ 對藥物的渴望依舊很強烈。
◆ 身體的外觀與感覺開始改變。
◆ 變胖。
◆ 對於漫長的治療過程失去耐心。
◆ 強烈的性慾再度出現。

⸺ 重建日常生活。

但會有這些好處：
◆ 對藥物的渴望確實沒那麼嚴重了。
◆ 感覺自己很清醒！
◆ 哇！你看起來好多了！
◆ 覺得自己變健康了。
◆ 在自己沒有料想到的地方得到幫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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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您：
◆ 保持忙碌，建立習慣。
◆ 告訴別人你停用煙了，
◆ 他們可能不會像你一樣這麼嚴厲地批判你自己。
◆ 避免參與會讓你覺得很棒或很糟的場合。
◆ 接受自己變胖的事實，買條新褲子。
◆ 回顧自己到目前為止的成就。
◆ 在紙上寫下目標。 向別人坦白    

自己成癮或戒癮，

就像是再出一次櫃。

這很困難，

但可以讓你感到如釋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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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月

可能有哪些難題：
◆ 性衝動。
◆ 對藥物的渴望依舊很難控制。
◆ 羞愧，覺得自己很失敗。
◆ 太忙或太閒。
◆ 孤獨。

但會有這些好處：
◆ 對藥物的渴望變少，時間也變短了。更有自信能掌握它們。
◆ 有機會獲得工作、住處和收入。
◆ 看到更多成功機會，知道自己能辦到。
◆ 對自己與他人的信賴取代了偏執感。
◆ 與朋友、家人重新建立關係。
◆ 與支持團體建立關係。

⸺ 清除煙嗨帶來的傷害，讓自己恢復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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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您：
◆ 在工作上、感情上、性關係上的企圖心很容易變得太大，請謹慎地調整步伐。
◆ 增加社交生活（即使你不太想這麼做）。
◆ 想清楚你想從別人那邊得到什麼、以及你能給予別人什麼。醜話說在前頭並     
     沒有錯。
◆ 多談論你自己的感受。
◆ 如果性會讓你心癢癢想再用煙，先暫緩約炮一陣子。
◆ 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
     看看自己已經達成多少成就，
     給自己一點鼓勵。

如果你覺得有事情讓你心癢癢，面對它、談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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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月

可能有哪些難題：
◆ 復元過程和生命都好無趣啊！
◆ 越來越感受不到新奇的樂趣。
◆ 沮喪與孤獨。
◆ 了解到自己失去了什麼、對自己愛的人做了什麼。
◆ 覺得自己的生命處境沒有改變。
◆ 無預警犯癮，譬如碰到藥頭、找到舊藥袋等等。

⸺ 撞牆期帶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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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有這些好處：
◆ 覺得有自信。
◆ 原諒自己了。
◆ 感受到有意義的、支持你的關係所帶來的舒適感。

犯癮最常在這個時間點發生！
兩大陷阱：

◆ 過度自信
     你到目前為止的成果

◆ 輕視
     你到目前為止的成果

如果覺得，

「這套方法對我無效啊」，

先撐著點，它正在發揮效果。

關鍵是擴大你的復元範圍，

讓復元擴及到身體與社交層次。

若覺得沮喪或焦慮，可尋求專業醫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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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個月

可能有哪些難題：
◆ 感到種種情緒襲來，而且通常起伏得很嚴重。
◆ 對未來的生命與情感關係感到茫然。
◆ 厭倦。
◆ 知道有志者事竟成，但成功看起來遙不可及，因此感到沮喪。

⸺ 全新的你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但會有這些好處：
◆ 比較不那麼慚愧、比較能原諒自己了。
◆ 開始接觸與採取更多積極主動的策略。
◆ 感覺自己更有生產力。
◆ 開始處理自己真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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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您：
◆ 持續尋找與參與戒癮團體。
◆ 重新思考酒精、抽菸和其他藥物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 培養運動習慣。
◆ 重新檢視會讓你心癢癢的事——也許它們已經誘惑不了你了。
◆ 探索你用煙的深層原因。

採取用藥以外的方式來慶祝你的成功    

——不要用煙嗨來慶祝，那是錯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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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個月

可能有哪些難題：
◆ 感到過度自信。
◆ 因為你覺得自己已經好了、或忘記狀況曾經多糟糕，導致不再堅持健康計畫。
◆ 對於別人不用跟你一樣飽受挑戰而感到忿忿不平。
◆ 對於你的努力沒有得到預期的回報而失望。
◆ 以前有效的行動現在沒效了。

⸺ 生活回歸健康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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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有這些好處：
◆ 能夠誠實正直地處理挑戰，也對成果感到滿意。
◆ 可以規劃未來並且堅持目標。
◆ 對自己更了解，也喜歡你看到的自己。
◆ 對情感關係真心地感到滿意。
◆ 得到重要的回饋（支持、住所、工作）。
◆ 有了新嗜好。

我們建議你：
◆ 參加更多與復元計畫無關的活動和嗜好來平衡生活。
◆ 修訂復元計畫。
◆ 關注自己的情感，並表達出來。
◆ 注意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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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戒怎麼辦
每個人都說「破戒是正常的。」結果這就成了破戒的藉口！也許很常見，但並
不是必經的過程。

如果是在長時間停止使用以後，在沒有計畫下不小心使用，然後很快地又回到
原本戒癮的軌道上，那麼可以視為「偶犯」(slip)。即使是偶犯，還是會讓你感
到不愉快，但影響通常沒有徹底破戒或是回復到過去使用的模式那麼嚴重。所
謂的破戒指的是回到過去我們習慣的用藥模式，也就是還沒開始任何改變之前
的模式。

當破戒後又停用，我們通常會感到更空虛。

我們斷然隔絕與冰友（用藥的朋友）的往來，但又因為羞愧而不敢聯絡共同戒
癮的朋友們。此時我們會感到厭倦與孤獨，但我們必須儘快誠實地面對事實。
只要找出我們破戒的循環，就能脫離那種空虛感。不要放棄，儘快讓自己回到
正軌上。

破戒經常會摧毀我們的自尊，因為我們清醒過
，知道戒癮是正向的、而且值得的。這種想法
有時可以讓我們釋懷，但更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自己毀了」，因為我們曾經擁有一些美好，
但卻親手毀了它。我們必須與這種絕望感對抗
，以免它擊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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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說「破戒是正常的。」結果這就成了破戒的藉口！也許很常見，但並
不是必經的過程。

如果是在長時間停止使用以後，在沒有計畫下不小心使用，然後很快地又回到
原本戒癮的軌道上，那麼可以視為「偶犯」(slip)。即使是偶犯，還是會讓你感
到不愉快，但影響通常沒有徹底破戒或是回復到過去使用的模式那麼嚴重。所
謂的破戒指的是回到過去我們習慣的用藥模式，也就是還沒開始任何改變之前
的模式。

當破戒後又停用，我們通常會感到更空虛。

我們斷然隔絕與冰友（用藥的朋友）的往來，但又因為羞愧而不敢聯絡共同戒
癮的朋友們。此時我們會感到厭倦與孤獨，但我們必須儘快誠實地面對事實。
只要找出我們破戒的循環，就能脫離那種空虛感。不要放棄，儘快讓自己回到
正軌上。

破戒經常會摧毀我們的自尊，因為我們清醒過
，知道戒癮是正向的、而且值得的。這種想法
有時可以讓我們釋懷，但更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自己毀了」，因為我們曾經擁有一些美好，
但卻親手毀了它。我們必須與這種絕望感對抗
，以免它擊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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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戒的警訊
你是否...
一直想著跟誰、在何時、何地、如何煙嗨？
覺得真的、真的好煩躁？
任何事都做得過頭了？譬如工作、運動或上網。
藉故缺席戒癮互助團體的聚會？
對自己或他人說謊？變得偷偷摸摸的？
喝更多酒、用更多其他的藥物？
認為你的煙嗨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
耍孤僻？過度在意體重、想要儘快減肥？
腦中盤據著性愛，並且希望現約、越快越好？（如果你的腦海中，只想要立即
約到炮，或是回想起了過去，只要找到藥友就可以現約不囉嗦的習慣）

                                                            若你有以上狀況，請參考 16~27頁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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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和伴侶都戒了

◆ 彼此達成協議，不要再談用藥時發生過的壞事，因為談了也沒用，你們不能
     改變過去已發生的事情，重要的是現在的你們已經變得不同了。

◆ 愛他，就得要嚴格。告訴你的伴侶：「如果你破戒，我就得遠離你。」你要
     有能力與他保持距離。

◆不要比較兩人復元的程度，這不是比賽。

建立互信的方法：

◆ 行動非常重要，徹底執行自己說過的話。如果覺得自己做不到，就別說自己
     可以。誠實才是上策。

◆ 開誠布公，儘管這很不容易。

◆ 當不信任感蔓延時，立刻處理它們，別讓不信任的感覺越滾越大。

給伴侶們的建議：

◆ 不能為了對方戒，你必須為了自己而戒。
     把對方當動機，經常會使自己心生怨懟。

◆ 許多伴侶們會擔心「戒了以後我們還會繼續相愛嗎？」
     不要讓改變的恐懼阻止你前進，如果你們願意冒失去
     彼此的風險，或許你們會重新找到其他在一起的理由。

◆你們應該參加不同的治療計畫、看不同的諮商師。你們需要自己的時間與空
     間。無論參加任何治療，你們兩人都應該找不同的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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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達成協議，不要再談用藥時發生過的壞事，因為談了也沒用，你們不能
     改變過去已發生的事情，重要的是現在的你們已經變得不同了。

◆ 愛他，就得要嚴格。告訴你的伴侶：「如果你破戒，我就得遠離你。」你要
     有能力與他保持距離。

◆不要比較兩人復元的程度，這不是比賽。

建立互信的方法：

◆ 行動非常重要，徹底執行自己說過的話。如果覺得自己做不到，就別說自己
     可以。誠實才是上策。

◆ 開誠布公，儘管這很不容易。

◆ 當不信任感蔓延時，立刻處理它們，別讓不信任的感覺越滾越大。

給伴侶們的建議：

◆ 不能為了對方戒，你必須為了自己而戒。
     把對方當動機，經常會使自己心生怨懟。

◆ 許多伴侶們會擔心「戒了以後我們還會繼續相愛嗎？」
     不要讓改變的恐懼阻止你前進，如果你們願意冒失去
     彼此的風險，或許你們會重新找到其他在一起的理由。

◆你們應該參加不同的治療計畫、看不同的諮商師。你們需要自己的時間與空
     間。無論參加任何治療，你們兩人都應該找不同的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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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愛滋感染者的特別提醒
不管是你原本就已經感染，或是因為玩煙嗨導致感染，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先原
諒自己。不要一直對自己可能造成別人感染而心懷愧疚，也不要一直責備自己
為何會感染。

你的身體狀況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恢復穩定，你也可能更容易覺得疲勞。
當你準備好要戒癮，身體卻沒準備好，確實是很惱人。請注意，這些挫折可能
會對你的情緒有負面影響。

把身體健康擺在你的首要考量，不要一直沈浸在抱怨身體的傷害。你已經開始
在關心自己的身體了——這才是重點。

找到可信賴的感染科醫師或愛滋個管師，並盡快做體檢。
聯絡愛滋機構，尋求所有可能幫助你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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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這些可能的癮頭：
◆ 許多人會只因為一些細微的身體狀況改變（例如：心情不悅、疲勞等），就會
     讓人想再次用煙，這常讓許多人感到驚訝。

◆ 因為健康狀況變差而失去勇氣。

◆ 因為健康狀況變好而想「放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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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注射的人
首先，注射不代表你就比較糟糕。人們對於注射藥物的人確實有許多偏見，但
你不需要理會。

你可能會耍孤僻，你的世界因此會變小，你也會視出入公開場合為畏途。在復
元過程中，你可能會對於重新建立人際關係感到煎熬。所以腳步可以放慢～
一次重新認識一個人就好。

如果你採用注射，那麼犯癮的感受經常更強烈。
你可能會懷念在注射前的「儀式」，幾乎與懷念
藥物本身一樣深刻。當你感到藥癮之火燒遍全身
時，想想任何可行的辦法阻止用藥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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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煙吸的人
煙吸的人也有許多儀式，這點與注射一樣，都是癮頭
的一部分。用煙也一樣會帶來強烈的快感。

記得慢慢來。每次只與一個人重建關係，每天只做一件事。

吸入任何藥物都會刺激肺部，久而久之會造成氣喘與肺氣腫。相較於鼻吸或是
吞服，煙吸法能夠吸收的劑量更多更快，愉悅感也比前兩者更快出現。

在你開始燒管前，先確定好今天打算用多少，然後嚴格遵守份量。在第一次燒
管以後，你也可以降低隨後燒管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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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減害小撇步
為了讓這本小冊子能幫助更多人，包括正在持續
用煙的人，我們在此提供相關減害策略。

減害是哲學概念，也是實用套裝策略，旨在減少藥物對使用者及其社群所帶來的
傷害。減害提供了不帶批判的資訊，希望讓人們對於自己的藥物使用方式做出明
智的選擇。我們在此並不打算推廣藥物使用，但我們了解男同性戀與雙性戀的社
群中都有人在使用藥物，我們希望能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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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打算使用的人
●替自己的用藥方式設下界線：
你打算用多少？你打算留在用藥的地方多久？藥退了以後你要去哪裡？

●規劃你花在藥上的金額：
避免衝動花錢，在出門前想好自己願意花多少錢買藥，然後只帶足夠的錢。
把提款卡和信用卡留在家裡。

●把玩趴的過程規劃好：
把藥退的時間都算進來，清楚設定一共可以玩多久。
你要多久才能完全清醒？如果你要到外地派對，你有
隨身攜帶個人用品，譬如牙刷和刮鬍刀嗎？
（共享這些用品可能造成C肝傳染）

如果可以，盡量只和自己信任的人玩趴。找到你可以信任的人，你能夠
坦白的和他談你的用藥狀況，在藥發過程中碰到問題你能告訴他。這個人不
一定需要也是使用者，只要是能傾聽並了解你的人就可以。

在你的衣服暗袋、襪子或鞋底一類的地方藏一點錢應急，譬如一張五百元鈔
票。如果你想搭計程車卻找不到提款機，這筆錢就能派上用場。

如果你是HIV感染者，想要參加派對，先想好你會去多久。你會需要隨身帶
雞尾酒藥物嗎？要帶幾天份的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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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替自己的用藥方式設下界線：
你打算用多少？你打算留在用藥的地方多久？藥退了以後你要去哪裡？

●規劃你花在藥上的金額：
避免衝動花錢，在出門前想好自己願意花多少錢買藥，然後只帶足夠的錢。
把提款卡和信用卡留在家裡。

●把玩趴的過程規劃好：
把藥退的時間都算進來，清楚設定一共可以玩多久。
你要多久才能完全清醒？如果你要到外地派對，你有
隨身攜帶個人用品，譬如牙刷和刮鬍刀嗎？
（共享這些用品可能造成C肝傳染）

如果可以，盡量只和自己信任的人玩趴。找到你可以信任的人，你能夠
坦白的和他談你的用藥狀況，在藥發過程中碰到問題你能告訴他。這個人不
一定需要也是使用者，只要是能傾聽並了解你的人就可以。

在你的衣服暗袋、襪子或鞋底一類的地方藏一點錢應急，譬如一張五百元鈔
票。如果你想搭計程車卻找不到提款機，這筆錢就能派上用場。

如果你是HIV感染者，想要參加派對，先想好你會去多久。你會需要隨身帶
雞尾酒藥物嗎？要帶幾天份的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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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使用的人
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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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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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安全性行為
●如果你和超過一個人一起玩藥
確定好每次你交換對象前，都更換了新的保險套。

●如果你想肛交
試著改用矽性潤滑液。它不但比較持久，而且也可以與保險套共用。

●如果你是零號（BTM）
確定好你的TOP是不是有真的戴上戴保險套。你可以要求看到、或摸摸他是
否有戴，總之要親自確認。

●如果你是壹號（TOP）
你戴著保險套很久了嗎？確定一下它是不是還在，是否還完好。根據玩法不
同，必須適時更換保險套。

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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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如果你是HIV感染者

若你準備與許多感染狀態不確定的人進行長時間的無套性愛，請記得隨身攜
帶治療藥物並且保持規則服藥的習慣，這也可以降低HIV病毒的傳播機率。

煙嗨不等於只能無套，有很多用藥的人還是堅持安全性行為的，你也可以是
其中一員！

確實固定篩檢！不論你有沒有固定性伴侶，或有多少個性伴侶，定時篩檢
HIV與其他性病才能讓你保持性生活健康，玩得長久！所有性病都可以治療
、大部分也都能夠痊癒。每個人都有權享有健康的性生活。

（修改自www.tweaker.com）

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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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減量的人
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用煙的過程中，請多喝水。
用煙會讓你脫水，進而導致許多健康問題。

如果你是用鼻吸
請使用自己的吸管。使用以後，對鼻腔噴一些生理食鹽水或是吸一些溫水。
這樣可以清潔你的鼻腔，把殘留的藥物洗掉。如果這樣做有困難，也可以用
沾濕的紙巾。

如果你打算注射
你得學習正確的注射方式。如果沒有人可以教你，至少可以上網搜尋注射的
教學影片，這樣可以避免因為錯誤注射方式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你朋友的注
射方式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可能是以訛傳訛的錯誤方式。

注射時請使用個人專屬的全新的一整支針，共用針頭或針筒都可能導致愛滋
病毒與C型肝炎的傳染。你打算注射的位置也要先消毒乾淨，以避免傷口化膿
與其他感染，例如心內膜炎，這可是要命的疾病！

煙嗨時可能會需要糖份，但如果你有食慾的話，建議還是吃些蛋白質或碳水
化合物。

鮪魚也是種很棒的食物，既可以補充蛋白質、
也含有其他有益的營養成分。

告訴你的藥友你的界線在哪，這件事情最好在開始嗨以前說好。即使他們嘲
笑你或試圖誘惑你，都要堅守你的目標。

與你的藥頭商量「每次最高採購量」。每次採購不要超過這個量，避免造成
危險。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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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rug

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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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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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適合的資源？
一、如果你想找人幫忙：
如果你決定要參加某個戒癮團體／戒毒村，你需要事先思考的四件事：

Q1：如何知道這些戒癮資源能幫助我？在台灣如何找到這些機構？
Ans：
◆透過網路尋找這些戒癮機構並不難，重點是要如何從中選擇。

◆你可以用「哪裡可以戒毒、戒毒資源、戒毒單位、我想要戒毒」等字串搜
    尋，若擔心電腦的瀏覽紀錄，記得清除瀏覽紀錄或使用無痕視窗。

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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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匿名方式去電多加詢問、了解機構的服務內容，並與身旁重要的人
（如伴侶、朋友、家人）討論，將有助於你做決定，以及使用這些資源戒癮。

◆我們列出以下四種狀況的建議，供你做決定時的參考：

❶若你身體合併其他急慢性疾病、但你去想
戒癮，也許到一般醫院就醫並穩定你的急慢性
疾病病情，會是比較首要的選擇。

❷若你現在因為用煙，使身體產生很不舒服
的戒斷症狀，也許求助身心科戒癮，會是比較
首要的選擇。

❸若你能空出一年左右的時間，且非常希望
能與目前的生活圈／人際圈有所隔離，也許找
一個離家遠一點的戒毒村，會是不錯的選擇。

在你最後一次使用後，要讓你的大腦化學機制與身體系統回復正常，得花上
一段時間。減少使用頻率是個可行方案。

減少使用頻率意味著增加每回煙嗨之間的間隔天數～一次接著一次，一點一
點地增加，每次增加間隔天數都會讓你的身體與大腦變得更健康。

你也可以延長吸入或注射藥物的間隔時間。譬如，這次間隔20分鐘、下次間
隔30分鐘，也許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不需要再多用一次了。

你上次買的東西花多久時間用完？例如，你可以嚴格執行「每週一克」嗎？
下次只買一半看看，然後堅持在一樣的時間長度中只用那些量。

●記錄你的使用量、使用時間與地點，以及你花了多少錢
試著做一次看看，你會感到驚訝的。

●預測你哪天會想用
預先安排在那天與你不用藥的朋友見面，做些其他的事。偶爾但持續地阻止
你的用藥慣性，便可以減少用藥的頻率。

●將你藥頭的電話與任何聯絡方式刪掉
如果你不打給他們，也許他們也不會打給你。

●在你的網路交友帳號資料上標記「不煙嗨」
考慮暫時退出網路交友，尋求戒癮專業機構的幫助
（可參考第56頁）。

●規劃完全不碰藥的週末
預先規劃活動，讓自己閒不下來。和別人約好時間，這樣你比較不會臨時改
變心意跑去煙嗨。

●規劃自己的財務
要做到錙銖必較確實是項挑戰。一旦你拿到薪水，就把它使用在別的地方、
或把錢存進銀行，而不是拿來買藥。

（修改自www.twe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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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若你因為工作或求學而無法離開生活圈，但你又很需要認識一些跟你狀
況差不多、且也想戒癮的人，定期參加戒癮團體也許是個兩全其美的選擇。

Q2：我需要向戒癮團體／戒毒村的人出櫃嗎？
Ans：
◆目前台灣許多戒癮機構對同志認識不深，若你沒準備好，你可以不出櫃。

◆過程中談及原生家庭、交友圈、親密關係、性行為等議題時，可用中性稱
   謂或代號描述，如伴侶、同居人。

◆放心！許多異性戀使用藥物也與這些議題有關，不需要因用中性稱謂或代號
   而心虛、緊張或擔憂被識破。

◆身為同志要融入異性戀的戒癮團體／戒毒村需要勇氣，盡量避免出櫃而來的
   不必要負擔，對你的戒癮之路將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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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如果我尚未準備好讓不認識的人知道我用煙的狀況，
       我適合參加戒癮團體嗎？
Ans：
◆可以找一兩位支持你參加戒癮團體的朋友，討論在團體裡的安全界線。
例如：參加第三次以後、或跟團體裡的三四位成員較熟後、或對團體產生安
全感，再進入團體。

◆此事先準備，一來可增強你的信心、二來也增加朋友持續關心你的機會，
有助於提高你參加團體時面對陌生人的信任感。

◆參加過程中若你仍不自在、無安全感，很有可能只是還在適應，未必與你的
戒癮動力強弱有關。多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與朋友討論參加團體的感
受，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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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參加戒癮團體過程中，有成員邀約一起用煙，該怎麼辦？
Ans：
◆遇到此狀況，你可能會感到失望、或動搖信心、或被喚起用煙的慾望、或引
發混亂的情緒、或質疑是否要繼續參加團體。

◆此時，你應該冷靜思考參加此團體是否真有幫助到自己戒癮？

若有，則不應為此類突發事件而中斷參加。

若無，可思考是否有其他方式幫助自己戒癮。

◆面對邀約者，建議你直接向他說清楚自己不是用煙的伴，他或許不是想害
你、而只是一時衝動或需要有人作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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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你想靠自己：
參加戒癮團體／戒毒村／到醫院戒癮，不是人人都適合的戒癮方式。若你想
靠自己戒癮，可以參考以下建議：

❶善用健康管理APP：當你決定靠自己戒癮時，建議你定期透過這
些健康管理APP來記錄自己的健康狀況，如體重、睡眠、血壓等，這些
APP常發送一些健康管理資訊，可提升你的健康知識與管理能力。

❷可使用戒癮APP：香港相關戒毒機構開發的「毒癮無可忍」與「戒
毒達人」（粵語發音、繁體中文）、美國戒癮組織SAMHSA開發多款的戒
毒APP（全英文模式），都可免費下載。特別是SAMHSA的電腦版專屬網
頁及Facebook粉絲專頁，更有許多資訊可以參考，你可透過電腦直接翻
譯成中文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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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切記！不要濫用其他物質（例如：酒精、安眠藥）來代替你的用煙
需求！酒精與安眠藥合併使用時，反而更容易引起休克或心臟衰竭等意外。
因此，當你嘗試自行戒癮時，請特別避免酒精、安眠藥等物質的過量使用或
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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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想看醫生或是尋求醫療
資源，會不會被抓呢？

許多使用毒品的朋友常常需要隱藏自己使用藥物的身分，而且不知道如何求
助，很多人更是害怕去醫院，深怕只要一揭露了自己的用藥身分，就會被報
警、通報、列管、留下病歷紀錄、甚至有其他未知的麻煩。
 
其實，有使用毒品的朋友，均可以尋求各縣市的衛福部指定藥癮戒治機構求
助，不論是求助急性的解毒療程（緩解毒品所
造成的身心理不適）、或是慢性的戒癮療程
（長時間的戒除毒癮的療程），都可以嘗試使
用相關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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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國法律，毒品施用者如果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
療機構請求治療，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免責，這就是要保障毒
品施用者們勿因為害怕被通報而拒絕就醫，延誤了黃金時間。
 

<毒品防制條例第 21 條>
犯第十條之罪者，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
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依前項規定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由
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但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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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看醫生或是尋求醫療
資源，我該怎麼做呢？

您可以選擇以下的幾種方式尋求協助：

❶撥打法務部戒成專線：0800770885，這是一個24小時都有人接
聽的電話，你可以主動說明你的居住地、你目前使用的毒品種類、目前需要
求助的醫療需求、透過戒成專線的專業人員幫您轉介資源。
 

❷主動聯絡各縣市衛生局毒品防制中心：你可以親自至各縣市毒
防中心，或是先致電求助，主動說明你的居住地、你目前使用的毒品種類、
目前需要求助的醫療需求（例如：戒癮治療、安置、就業服務等等）、可以
透過毒品防制中心的專業人員幫您轉介資源。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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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主動聯絡各縣市藥癮戒治機構
相關的藥癮戒治機構都會開設戒毒或藥癮相關的門診，可以透過網路、電
話、或是現場進行掛號，透過門診的方式獲得相關的轉介或是協助。各縣市
藥癮戒治機構的網頁連結如下：
http://dep.mohw.gov.tw/DOMHAOH/cp-448-1639-107.html
 

❹醫療協助
若您有心跳、血壓、呼吸不穩定、情緒起伏劇烈、有強烈自傷、自殺、衝
動、意識不清等等危險的症狀，請立即至鄰近的急診室尋求醫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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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煙嗨實用手冊
編譯：煙嗨牛莖學園

本手冊編譯自 AIDS Committee of Toronto (ACT) 於2013年4月所出版的 A 
Guide to Staying Off Crystal for a Day or Longer，我們有修改部分內容以符
合台灣現況，並加入台灣當地資源。

在本手冊編譯過程中， ACT 又出了英文的增修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http://www.actoronto.org/health-information/young-people/stay-
ing-off-crystal.pdf

本學園亦會在之後將英文版增修內容逐步編譯放在網站上，
歡迎大家持續關注煙嗨牛莖學園網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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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煙嗨牛莖學園】

我們是由同志所組織的志願團體，成員來自社工、醫療、數位、出版與音樂
等不同領域。近年來圈內煙嗨的盛行促成了這個組織的誕生，我們投注了近
兩年的時間，從健康、醫療、心理、法律與生活等各種層次理解煙嗨文化與
使用者。

無論根據他國經驗與本地考察，皆指出煙嗨的影響將比其他娛樂藥物更加深
遠；同志用藥者因同時背負非法與性別弱勢雙重壓力，往往更缺乏援助資
源。藉由這個組織的成立，我們希望能提供使用者更多減害與戒癮的相關資
訊，並喚起同志圈內對此議題的重視。

我們的網站：https://oxfxck.wordpress.com
我們的粉絲頁：http://www.facebook.com/Oxfxck
我們的信箱：tinaglass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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