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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處遇見幸福---只要你有心，戒酒終會成功＞ 

王作仁醫師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 

 

酒為何物？ 

    根據酒癮相關研究，國人有一半以上的基因都缺乏代謝酒精的酵素，也就是

較西方人容易喝酒後出現臉紅、噁心、嘔吐等不適；雖然如此，許多人仍偶而會

在社交場合喝酒；多數人都不知道，酒精濫用造成的社會衝擊事實上比毒品更為

廣大。 

雖然成癮(Addiction)為腦部疾病之一，但於台灣社會文化背景下，酒癮病人

不同於毒癮病人，酒癮病人初期都是正大光明的喝酒，和一般人的喝酒行為沒有

什麼不同，而家屬也不以為意，病人逐漸出現成癮行為，每天需要喝酒，長期酗

酒後會造成身體多重器官病變及事故意外，不少病人生病住院與喝酒有關。   

    有不少人喝酒可使他在社交場合中感到自在，但酒精會影響腦部，在過量飲

酒後，有些人自我控制能力下降，無法自控情緒，出現暴力攻擊或者自我傷害的

行為。有些酒癮病人誤認為每晚喝紅酒可預防心血管疾病、改善失眠，其實酒精

雖會增加血管的擴張，但長期酗酒，還沒有達到預防心血管疾病效果前，就先傷

害其他的器官了；喝酒雖可較快入睡，但事實上反而影響下半夜深度睡眠品質。  



有人會借酒澆愁，希望喝酒忘記不快的事，過量飲酒後，當血液中酒情濃

度降低，不少人會感到疲倦和沮喪，有證據顯示，酒精會影響腦部神經傳導物質

的失衡，可能使人的情緒變得更低落。若經常飲酒過量也可能是憂鬱症病徵之

一，不少情緒低落自殺成功的人有酗酒的問題。另外，酗酒者宿醉醒來感到身體

不舒服、焦慮不安，也可能為昨晚喝得太多而感到內疚，也有可能工作時變得較

敏感，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或排擠。長期酗酒後，體能狀況變差，可能出現

性功能障礙，更加令他失去自信，甚至於有少數人會出現嫉妒妄想，認為配偶與

他人偷情(Othello syndrome with jealousy delusion)。  

 

酒後家暴場景： 

半夜房外大聲爭吵摔東西的巨大聲響，驚醒了房內睡夢中的小明、小婷兄

妹，心裏擔心媽媽會不會受傷，更害怕酒醉的那個兇暴的爸爸會不會又像以前一

樣衝進房間叫他們出去打罵，只能躲在角落不敢開燈…（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這樣的場景在社會週遭屢見不鮮，許多酒癮患者家屬蒙受酒後家暴，卻常只能躲

在角落摸著身上傷痕傷傷心。 

 

酒癮可治療嗎？ 

絕對可以治療。假如你自己不能減少你的酒量，那你應立即向治療酗酒的專

家求助。     



酒癮治療第一階段先經過精神醫療團隊完整生理心理評估及診查，初期有數

週的生理戒斷症狀治療（必要時需短期住院治療），藉由藥物的積極治療協助，

可減緩及治療生理戒斷症狀，並藉由動機式晤談法增強酒癮病人戒酒動機。 

酒癮治療第二階段可長達數月到數年，酒癮病人為了自己、家人及自己不想

再因為酒駕被罰，願意持續接受治療，藉由藥物治療加上動機式晤談法及認知行

為等心理治療，精神醫療團隊持續鼓勵酒癮病人增強戒酒動機，鼓勵改善自己與

家人互動，在這幾個月中可明顯看到酒癮病人的內外在慢慢發生改變了；更重要

的是，如何持續戒酒才是關鍵，精神醫療團隊可以在緊要關頭幫忙酒癮病人走過

關卡，幫忙家人重新接納他。 

 

酒癮治療場景： 

阿雄：「我也不想變成這樣，喝到身體不行、甚至於聽見一些不存在的聲

音，不喝就手抖、焦躁不安，講到不想講了！我愛我的家人，不知發誓幾遍要戒

酒，我太太給我很多機會，但是每次都讓家人傷心」。 

阿嬌：「我知道你工作壓力大，下班又要應酬，但是你喝酒後就變了一個人，我

擔心你喝酒身體愈來愈差，又擔心你酒駕出車禍，剩我一個人怎麼辦？這樣的痛

苦你甘知？」。 

阿雄：眼角泛紅：「我也很苦啊！很想一了百了！」。 

醫師：「阿雄，只要你有心、有動機，我們有方法幫你戒酒，戒酒路我們陪你一



步一步走，一定可以逐漸戒酒成功」。 

 

酒駕怎麼辦？ 

根據交通部統計，95 年開始，酒駕已經躍升Ａ１類交通事故 

（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死亡）發生原因第一名，其所造成的自身及 

他人人身安全及財物危害，甚至於影響數百個家庭生計。 

雖經政府多年宣導勿酒後駕車，民國 86 年 3 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修正施行，加重酒後駕車處罰，民國 88 年 4 月起取締酒醉駕車，酒後駕車超

過法定數值(駕駛人呼氣酒精含量超過 0.25 毫克／公升者)即取締告發，以維護

駕駛人行車安全， 若駕駛人呼氣酒精含量超過 0.55 毫克／公升，將可以刑法

185 條之 3 的公共危險罪起訴；但酒駕者常以僥倖心態為之，國內現階段酒後

駕駛被判罰款、吊扣、駕照、付不出罰款而入監服刑，仍多次犯案者並不在少數。

依據法務部資料顯示，民國 95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公共危險罪」定罪人

數 2 萬 9 千人（男性占 94％），占全部刑案定罪人數的 19.7％，高居犯罪案

件之首位；其中具公共危險罪前科之「再累犯」人數占 23.3％，比例不低，此

事實與酒駕受害者家屬們不願再有他人受害之期待有極大落差。 

酒癮病人若經常酒駕，此類酒癮病人對他人隨時具有危險性，且持續戒酒

動機常起伏不定；徒法不足以自行，國內目前雖無酒駕專責法庭，但可考慮於原

有司法體系內設立酒駕專責法庭(Driving –Under -Influence court, DUI court)，



如同藥事法庭一般，由法官以公權力要求酒駕者必需“持續”接受完整酒癮相關治

療(Court-mandated treatment for convicted drinking drivers)及相關配套措施(例

如接受隨身酒精儀器 SCRAM 監測是否有偷喝酒情形等)，此點，其他專業人員

或家屬均無權力要求酒駕者“持續”接受完整酒癮相關治療，以降低對公眾的危險

性；若能在酒駕專責法庭制度完整監控下完成 12-18 個月的療程， 則可能有機

會降低酒駕再犯率達 20%(Mann et al., 1994) ，增進社會大眾行的安全，並進

一步降低酒癮患者家屬蒙受酒後家暴之可能性。 

 



「癮」而不顯的危機 

酒癮患者再探 

撰文｜施珮君 

 

時至今日，酒癮已然成為台灣社會隱而不顯的危機；要改善這個問題，除了依靠

當事者的決心與毅力，身旁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 

 

記得十多年前梅格萊恩曾主演過一部電影「當男人愛上女人」，片中精湛描

寫女主角如何處心積慮到處藏酒，或是找理由隨時偷喝一杯，活脫脫就是酒癮者

的生活寫照。相信酒癮者家屬對該片應該是心有戚戚焉，因為他們均有共同的經

驗：酗酒者怎樣都勸不聽，戒酒也無法持之以恆，總會找盡各種方法偷喝酒，有

時手段之荒謬，往往讓人哭笑不得。 

 

酒癮問題常被忽略 

近年來日漸增多的酒駕、虐童、家暴等現象背後，除了精神疾患、財務困

境等原因外，還有多少是因「問題性物質使用」所造成？有太多家暴個案顯示施

暴者亦為酒癮患者，而家屬為顧其名聲總是隱而不揚，卻因此承擔更大的身心折

磨。 

     



公共衛生的主流角度多半聚焦在毒品濫用，對酒精濫用成癮的關注明顯落

後。然而酒癮問題絕不亞於毒品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一般而言，毒品濫用有明確

法律加以規範，在職業類別或生活層面上也有其獨特的線索；反觀酒精因為具有

「社會可容許的物質」之特性，往往容易被忽略。由此可見酒精濫用更具隱匿性，

不論職業與經濟狀況為何，都有可能面臨酗酒危機。 

   

根據衛生署一項研究調查指出，非法用藥盛行率為 1.5％，而飲酒盛行率則

高達 47.5％（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2004）。這個數字理當引起高度關

注，因為這種狀況不僅存在於台灣，更是一種全球性的問題。2009 年 6 月下旬，

自由時報亦轉載泰晤士報的報導，指出在 15 到 54 歲的俄國男性，有 75％是因

為酒癮而喪命；同年齡層的女性死因，歸於酒癮的也有 50％。該研究還發現，

肝癌、喉癌與胰臟疾病的過高死亡率，幾乎完全可以歸咎於酒精。   

   

回顧台灣現狀，酒癮案主常合併其他疾病求診，但有時因醫療人員敏感度

不高，可能會造成誤判，錯失防治機會。當我們發現身旁的人陷在酗酒的泥沼中，

又該怎麼辦呢？ 



酒癮減害，大家一起來幫忙 

 

  為此，筆者曾走訪甫於 2008 年 5 月成立的「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藥酒癮防

治中心」。該中心採用少見「減害模式」，來處理酒癮案主的成癮行為。減害的概

念源於愛滋病防治工作，目前國內的減害療法是以治療鴉片類毒品成癮者為主，

尚未普及於酒癮治療。我們往往期待癮頭的完全戒除，卻容易忽略成癮背後的因

素，其結果便是不斷的復發與挫敗。 

 

  藥癮者減害模式的成功與否，可從其使用藥物的逐步減量看出階段性療效。

然而酒精的特性不同於毒品：酒癮者基本上處於「全有或全無」的行為模式下，

只要有了第一杯，很難不再喝下去。由於酒癮者與藥癮者的減害模式截然不同，

導致這項提案在一開始並未獲得普遍支持。 

 

然而防治中心鍥而不捨地提出詳細的實行方式：第一階段先以醫療人員的教

育訓練為主，第二階段進行種子部隊的培訓，以各區域的里長為先頭種子，訓練

地區訊息流通中心辨識家暴與酒癮的關聯性，進而成立通報系統。如此可以提早

接觸酒癮患者，而非制式地由院方其他內科診別轉介至精神科，使得酒癮者除了

診療室，也有週邊的人可以協助其戒除過程。第三階段則對酒癮者與家屬進行心

理諮商與個案管理服務，讓飲酒者瞭解飲酒與目前疾病的關連，進而促進他改善



飲酒產生的困擾，並讓家屬成為療程中的重要支持來源等。此一構想獲得許多迴

響，並在 2009 年完成第一階段的醫療人員訓練。該中心將於 2010 年初開始培

訓里長伯、里長嬸成為先頭部隊，目前由台北市士林區開始，已有許多地方里長

志願投入該項工作，希冀為徹底解決社會問題盡一己之力。 

 

  如果身邊有嚴重的酒癮患者，建議大家必須對他採取行動。因為他們已深陷

在成癮的泥沼中，需要有心人拉他一把，協助他重新找到自我！ 



 

酩酊 

酒癮患者初探 

撰文｜施珮君 

 

偶爾喝點小酒固然可以放鬆身心，但長期大量飲用酒類，卻容易使人產生嚴重的

依賴症狀，造成生理、心理與人際關係上的極大損害。最壞的結果，便如同以下

這個故事的男主角一般…… 

 

 

  「家明啊，吃飯啦！」徐家白髮老母親在兒子房門口叫喚著，但房間裡面只

是充斥著不祥的沈默，連平時的鼾聲都沒有。 

 

  「家明啊，起來了啦，已經下午一點了！」徐家老母又敲了一次門。這早過

了不惑之年的兒子三年前從台北返回屏東後，每天都醉醺醺的。這段期間跟她伸

手拿了好幾百萬說是投資生意，可始終也不見他有什麼成績，最近半年又搞了間

卡拉 OK，每天更是名正言順地喝到天亮才回來。 

 

  「哎唷，客人朋友來捧場總是得應酬一下啊！」這是兒子老掛在嘴上的藉口。 



 

  「家明啊……」徐母聽不到房裡有回應，便直接開了門。房裡窗簾都拉上了，

只見徐家明仰頭背對著門坐在書桌椅子上。高齡七十幾歲的徐母老眼昏花，以為

兒子坐著睡了，便走進昏暗的房間裡，「家明啊……」 

 

  走近了，才看清兒子的雙手反銬在椅子上。此時徐母不禁跌坐在地，直是天

崩地裂般地連聲尖叫，像是陰森鬼魅正要掐住她喉嚨般的淒厲。 

 

 

  夜半時分，手機在書桌上震動著。葉子放下手中的書，很困惑誰會這麼晚打

電話來：手機螢幕上出現了許久不見的名字。 

 

  自從三年前跟家明分手後，一班相關的朋友就很少來往。葉子有一絲直覺，

不想接起這通電話，但再響下去，可能就會吵醒左鄰右舍了。 

 

  「喂？」她撇開直覺上的抗拒，還是把手機接了起來。 

  「葉子？我是曉陽。」那頭傳來徐家明義妹沮喪的聲音，讓葉子心頭的警示

器以高分貝鳴放起來。 

 



  「我知道，怎麼了？」葉子其實不想聽見跟徐家明相關的任何事，警示器仍

然以高分貝在心裡尖叫著，直到…… 

 

  「家明死了。」 

 

  在這個風火雷電的當下，曉陽這短短四個字像掣鈕，瞬間關閉了警示器。葉

子心裡一片靜默。 

 

  「今天中午徐媽媽發現他的屍體，」曉陽不在意葉子的沈默，繼續說道，「家

明用塑膠袋套住自己的頭，雙手反銬在椅子上，窒息而死。」 

 

  葉子還是沈默。 

 

  「葉子，妳有沒有聽見？」曉陽這才停下來問道。 

 

  「我聽見了。」葉子淡淡地說。其實連她都訝異於自己的淡然；這不是葉子

第一次面臨朋友的死亡。過去她聽到朋友的噩耗，總會在心頭翻攪久久不去，況

且這人還曾經是她交往了兩年的男友。 

 



  放下手機，葉子轉頭望向窗外的夜景，不遠處的 101 大樓仍然在夜空中閃

耀著 HAPPY NEW YEAR 的霓虹光。 

 

  徐家明死了？這句話閃過腦海，他怎麼可能有勇氣自殺呢？每次體檢時，他

都怕得臉色發青，唯恐得知自己有病，可是怕死卻又酗酒得嚴重。 

 

  如果沒有酗酒的問題，葉子也不知道他們如今是否還會在一起，沒有人知道

改變過去後的未來會有怎樣不同的答案。 

 

 

  她與徐家明相識於職場，那時的葉子在名列百大企業的大集團裡擔任總經理

特助，身兼集團公關室經理，而徐家明則是總經理室的高級幹部之一，專長經營

分析。因為工作的交集，也讓徐家明有機會闖入葉子的生活。 

 

  初相識時，葉子即知徐家明酒量頗好，但婚姻狀況欠佳的傳聞也不脛而走，

理由眾說紛紜，有些人說是徐妻太強勢，有人說是徐家明酷嗜杯中物。一次同事

間聚餐的機緣聊起彼此的家庭，徐家明主動說起瀕臨破碎的婚姻狀況。 

 

  靜靜注視著徐家明豪飲的葉子倒是蹙起了眉頭，「說起這個，你早上來上班



時，有時都帶著一些酒味，是不是喝太多酒了？這樣不太好吧？每天在總經理室

開會，你不擔心總經理發現嗎？」 

 

  徐家明隨即露出一臉得意之色，「妳不知道我是總經理室裡面唯一領有酒牌

的人嗎？」 

 

  葉子知道他的意思，在她答應跳槽來這集團之前，就是由徐家明身兼公關人

員，那時他經常需要跟跑財經線的記者應酬，「那是過去式了，不是嗎？」葉子

微微一笑，「現在你不再有酒牌了，難不成還背著我和總經理私下跟媒體見面？」 

 

  徐家明楞了一下，沒想到這個年紀比自己小幾歲的女生會這麼尖銳，「當然

沒有啊，妳上任之後，所有對外發言的職權都移交到妳手上了。」他心裡揣度著

是不是總經理叫葉子來警告他？畢竟葉子是由總經理高薪挖角而來，甚至為她在

這公司裡開了許多先例，於是他也只能拿妻子當成喝酒的理由。 

 

  「每天回家心煩，就喝幾瓶啤酒，醉了睡著就不用聽黃臉婆嘮叨，所以有時

候就喝多了，以後我會注意的。」徐家明一副愁容樣，葉子也不多說什麼。對她

而言，這是別人的家務事，她只是盡自己的責任提點同事，如此而已。 

 



  不想，幾個月後，徐家明悄悄辦妥離婚手續，孩子歸妻子，他只需按月給付

贍養費。自此，他光明正大地追求葉子，鬧得辦公室沸沸湯湯。 

 

  進入集團半年以來，徐家明的工作能力無庸置疑：他平均只需要一般同事三

分之一的時間就能完成其他人的工作量，剩下時間便在公司各部門串門子，美其

名是在蒐集情報，總經理也似乎默許這種行為，讓徐家明相形之下，成了總經理

跟前的另類紅人。 

 

  葉子肯定他的工作能力，但對於他嗜好杯中物這點則相當不以為然，最後是

在徐家明答應為了葉子減少飲酒，不再一身酒味來上班的半年後，葉子才同意與

他交往。 

 

  原以為徐家明真的可以為葉子戒酒，不知道是人性還是大家錯估了愛情的力

量。 

 

  交往七、八個月後，酒精似乎又悄悄地滲進他們之間。葉子家的冰箱隨著徐

家明耍賴搬進她的公寓，後來總會自動出現幾罐啤酒，而徐家明又經常八點不到

即醉倒客廳沙發。隱忍一段時間後，葉子責問，難道她已如他的前妻般令他需要

再次以酒精度日嗎？ 



 

  徐家明畢竟能言善道，一再表示自己是因為感覺很幸福，所以喝了點酒，不

斷保證會以戒酒表現他對這段感情的重視。 

 

  葉子嘗試去相信他的決心，並在接續的一年中，想盡辦法幫徐家明戒酒，然

而始終沒有成功。她日復一日在他身上聞到酒味，在家裡各處找到他藏匿的空酒

瓶，徐家明不但已經完全恢復到一天數罐啤酒，更升級為一天一瓶威士忌。 

 

  直到有一天，葉子從洗衣機裡拿出脫完水的衣服，卻不小心被玻璃割傷，才

赫然發現徐家明竟把喝完的威士忌酒瓶藏在洗衣機裡，而他自己忘記或是醉到忘

記又按下洗衣機的開關。 

 

  葉子費了好大的功夫都無法清掉所有的碎玻璃，更讓她不堪忍受的是永無止

境的欺騙——原來徐家明搶著要幫忙洗衣服，是另一種偷喝酒的方法。 

 

  那晚，葉子決定丟掉那台洗衣機，也一併丟下與徐家明曾有過的感情。 

 

  自然，徐家明並不接受這個事實。不知道是酒精中毒讓他腦子故障，還是他

的本性即如此無賴，他四處發送簡訊，將自己當年的離婚怪罪到葉子頭上，並用



極為不堪的惡毒字眼陷構她，甚至瘋狂到連總經理都收到這封簡訊。他以為如此

可以威脅葉子回心轉意，早被高度酒精污染的腦子還以為自己仍是總經理的愛

將。 

 

  他被開除了。 

 

  畢竟，有誰會用一名酒精中毒患者來替自己的公司做經營分析呢？徐家明最

後狼狽返回屏東投靠年邁的老母親。分手後這三年，葉子已愈來愈少想起有關徐

家明的這段難堪記憶，直到今晚接到這電話。 

 

 

  手機再度響起，是徐家明的義兄成哥，在這三年間唯一與葉子保持聯繫與友

誼的男子。 

  「葉子，剛才曉陽打電話給我，我想妳應該還沒睡。」 

 

  「喔，你知道了。」葉子輕聲說。 

 

  「我下午就知道了，只是一直猶豫要不要告訴妳。」成哥講話一直都是很體

貼的。 



 

  「他……跟我有關嗎？」葉子問道。 

 

  「妳千萬不要這樣想，」成哥打斷她的話說道，「我就是怕妳胡思亂想才不

想告訴妳。家明的死與妳無關，你們都分手三年了，要死也不會是現在，懂嗎？

與妳無關，妳也不需要出席喪禮，懂嗎？」 

 

  葉子流下了眼淚，成哥堅持保護她的心情比起一個噩耗更讓她有所感觸。其

實她當初與徐家明分手時，很多朋友都支持她，也知道她受了很多委屈，他們原

本也以為徐家明真的會為了葉子戒酒。 

 

  「他……怎麼會自殺呢？」葉子欲言又止。 

 

  「徐媽媽說他今天清晨醉茫茫地回家，中午叫他吃飯就成了一具屍體。」成

哥無奈地說著。 

 

  「他始終都沒改嗎？」葉子幽幽地問著。 

 

  「哎……」成哥歎了口長長的氣，「沒，這死孩子回到屏東還是那樣，花掉



他老媽很多錢，應該是走投無路又爛醉了，才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吧。」 

 

  再聊了幾句之後，成哥一再要她別胡思亂想，葉子也重複保證之後才掛上電

話。 

 

  葉子抬頭望向依然閃爍著HAPPY NEW YEAR的101大樓，她不知道當初如

果沒有堅決分手的話，今天會如何？ 

 

  她唯一知道的答案是徐家明直到死前的那一刻，仍然陷在酗酒的漩渦裡無法

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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