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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是一個可以治療的腦部疾病”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藥物濫用研究所

健康者 物質成癮者-腦部功能失調

成癮是一個可以治療(非治癒)的腦部疾病

(圖片來源：http://www.drugabuse.gov/)



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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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酬償中樞(Reward Center)

右圖表示腦中負責酬償中樞
(reward center)最主要多巴胺路
徑(dopamine pathway) ，這個途
徑由Ventral Tegmental Area，
到Nucleus Accumbens，到
Frontal Cortex

不斷刺激或活化腦中的酬償中樞，會讓我們持續反覆使用物質

• 錯綜複雜的神經網路，在受到刺激後，神經細胞會分泌神經傳導物質(如

多巴胺,dopamine)，讓我可以不斷的從事帶給我們樂趣或酬償的行為(如

進食、音樂、或性)

• 同時神經細胞也會記憶這個變化，使我們即使不用思考也可以從事這樣

的行為。由於成癮物質可以活化這個神經廻路，所以令人會持續反覆使

用。

(圖片來源：http://www.drugabus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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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成癮物質比自然的酬償行為(比如進食或性)
更令人容易上癮?

因為成癮物質，比如說cocaine，可以刺激高於2-10倍的多巴胺，造成了神經細

胞在功能上更為顯著的變化。再者，有些成癮物質對神經廻路的影響是立即而十

分快速的，並且作用時間更為長久，這些作用強化了這些物質的成癮力，也弱化

了人們的自然酬賞行為。

(圖片來源：http://www.drugabus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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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地使用成癮物質會怎麼樣呢?

腦中的多巴胺傳送體在長期物質成癮後

會改變

左邊是健康正常人的大腦

右邊則是甲基安非他命濫用者

• 成癮物質持續的活化酬償中樞後，神經系統會自我調節，設法降低對刺激的

反應，比如說降低多巴胺的分泌，或是降低神經細胞上受器的數目，以減少

對刺激的反應。

• 如此一來，多巴胺對酬償中樞的影響會降低，所以對樂趣的感受也會異常的

低。這說明了成癮者總是覺得無聊，心情低落，外表也呈現情感平板，無法

去享受過去給他們帶來樂趣的活動。接下來，成癮者會使用更多的成癮物質

去活化多巴胺而得到”high”的感覺，這也和所謂的耐受性有關。

(圖片來源：http://www.drugabuse.gov/)



長期物質濫用改變腦部功能

• 長期濫用物質對大腦那些控制行為的腦區
造成病變，除了耐受性與渴求感讓濫用者
不斷追求物質外，物質成癮也會 耗損一個
人的自我控制力，包括衝動控制，並且傷
及正確決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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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ction: a complex brain disorder
成癮是一個複雜的腦部病變問題

• 成癮物質改變腦部(中
樞神經系統)的功能

• 腦部功能失調涉及多處
腦區之神經傳導與分子
問題，非為限於一特定
腦區。

• 這些功能失調是長期的

• 成癮疾病如同其他慢性
病，如高血壓或心臟病。
左圖指出，如下方心臟
病變一樣，上方的腦部
病變即指物質濫用者之
腦部功能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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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Rev Neurosci, 2004

(圖片來源：http://www.drugabuse.gov/)



成癮治療

• 和我們過去的認知很不一樣的是，成癮者光靠自
己的力量去停止物質使用很困難的，即使成功，
比率也十分小。這個比率在療效評估是立即被歸
類於無效的介入。

-舉例而言，菸癮個案中每年只有3-7%的個案是
自己成功戒菸的。

• 科學文獻指出憂鬱症不只是深深的難過而已，而
是腦部的神經分子失調需要被治療。成癮疾病亦
是如此。

• 無論如何我們要正視成癮者的腦部功能也已失調，
需要治療與介入。

9



全球藥物濫用盛行率與我國之比較(2005年年度報告)

藥物濫
用者 大麻

安非他命類
古柯鹼 鴉片類 海洛因

安非他命 搖頭丸

全球濫用人口
(單位：百萬)

200.0 160.9 26.2 7.9 13.7 15.9 10.6 

占全球15-64歲
人口之比例(%)

5.0 4.0 0.6 0.2 0.3 0.4 0.23

93年大台北地區
調查(12-65歲)(%) 1.5 0.5 0.7 0.2 0.05 0.1

94年調查
(12-64歲)(%)

1.2 0.3 0.6 0.5 0.1 0.2

資料來源：UNODC(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Annual Reports Questionnaire data, 

National Reports,UNODC estimates. 













Big Target !



Big Targets?



人生空轉?





危險因子



The Adolescent Brain is Not Fully Developed 
Drug use during development may change the brain

Gogtay et al, PNAS 101: 8174 (2004)

Age    5                       10                       15                       20  years

Adolescence, psychiatric disorders are added risk  for use, addiction

Specific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s are warranted 





減害治療

 『海洛因』與『安非他命』皆是具有高度成癮
之物質，一旦成癮，幾乎終身難以擺脫它，對
個人、家庭及整個社會危害尤其巨大。在成癮
治療之前，治療者應該能明白，這是涵蓋社會、
心理與生物因素之複雜疾患(complex disorder)，
就像糖尿病和高血壓等慢性疾病一樣，治療介
入的目的是要減少疾病本身對病患之危害，將
傷害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以維持病患一定之
社會及職業功能。



Depression: 
a multidimensional disorder

Mood 

change 

Vegetative

symptoms

Motor 

deficits

Cognitive

impairment

• Dysphoria

• Anhedonia

• Hopelessness

• Slowing

• Agitation

• Restlessness

• Poor attention

• Memory

• Executive       

functions

• Ruminations

• Sleep

• Appetite

• Libido

• Low energy

• Fatigue



Effective Treatment May Need to Address 
a Broad Range of Symptoms

APA. DSM-IV-TR; 2000:352,356.

Physical Symptoms

Lack of energy

Decreased concentration

Change in appetite

Change in sleep

Psychomotor change

Emotional Symptoms

Sadness

Lack of interest

Feelings of guilt

Suicidal

Associated Symptoms

Brooding

Obsessive rumination

Irritability

Excessive worry over physical health

Pain

Tearfulness

Anxiety or phobias



藥癮與自殺 (I)

 鄭泰安教授在台灣從事自殺研究十多年
的重要發現，有98%的自殺死亡者，在
自殺之前罹患一種或多種精神疾病，而
最常見的是重鬱症（87%）、酒癮藥癮
（44%）與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
（41%）。



藥癮與自殺 (II)

 失戀族、失業族等遭遇生活挫敗者的自
殺比率要比一般人口高六倍，但是大家
也許不知道，嗑藥或酗酒者的自殺比率
高三倍、罹患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的人
高四倍、一等親中曾有自殺行為者的自
殺比率高五倍，而嚴重的憂鬱症患者更
高達41倍。



The Amygdala as a Primary Modulator: Emotions and Stress 
Effects Amygdala Response to Pain (Hypothetical Model)

Pain

Amygdala

Negative Emotion

Chronic stress, 

depression, anxiety

+–
Positive Emotion

music, pleasant odors, etc.

Inhibits amygdala activity

Increases amygdala activity

Modified from: Neugebauer V, et al. Neuroscientist. 2004;10:221–234. Brain image courtesy of ATI.







物質濫用種類



入門物質
尼古丁在7～10秒鐘到達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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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or Bad?
(103 年取締酒駕違規 11 萬 5,25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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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毒品和愛滋疫情概況

毒品注
射施用
者

10萬

愛滋感染數

2萬

4千人

毒癮愛滋盛行率4%



預防及治療



物質濫用防制三策略

減少犯罪率

減少傳染病之傳播

減少家庭及社會問題

阻止新使用者

減少非法藥品之濫用

防止合法藥品之濫用

成癮者治療

分級管理合法藥品，避免遭流用

撲滅非法藥品生產，阻絕走私販售

減少傷害減少需求

減
少
供
應

Supply Reduction 

Demand Reduction

Harm Reduction



美沙冬之好與壞

 美沙冬世界上不少地方已是鴉片成癮的
有效療法。許多長期的海洛因吸食者，
能透過解毒(detoxification)與戒除
(abstinence)療法成功獲得治療，但是研
究顯示，高達70%以上的患者，將於一
到兩年內復犯(relapse)並使用違禁鴉片。



The way to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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