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教育學報

第 17 真話，第 73 司 88 豆葉 ， 1這屬 91 年 6 月

Joumal of Health Educ喜Imn
No.17 , pp.73 心8. June 2002

台北縣市高職一年級學生成總物質濫用之危

險與保護因子研究
琴聲長*張鳳嘟"賴香虫。叫李弟骰…

陳褻紹

搞典
本研究曾在報詩台北縣市高職一年概是學生成藥物質混用的車接控乎與保護自子，研
究對率為台北縣市高職學校及設有職業科高中學校日聞部一年教學生(不會特殊班級及

補校) ，錄用比率分駐法及比率機，事才發樣法，抽出 16 所高職學校，再從各校抽出一年級

3 績單王絨的學生t 為樣本，有效樣本數為立， 152 人，施科時詞是在八十九年五至六月。
結果發現，受測高職一年純學生通去一年曾吸菸、喝:函、嚼檳擲與使用式發欒物的

盛行:學分 .QI] 為 23.0% 、 29.1% 、 7.5% 、 0.5% ;學生開始吸毒冬、喝酒、嚼檳榔成使罵成癮藥

物的年縫中位數分緝的為 14 、 14 、 15 、 15 歲，另嚼繽榔式使用成癮藥弱的學生有九成也
哥特吸菸，此琨象顯示學生是先嘗試吸斜，嗔後再嘗試嚼檳鄉成使用或癌藥物 o

在高戴學生使用成癌物質的保護因子和乏按自子分析上，研究結果發現直在效能及
倌念是高戴學生吸菸、喝酒、嚼輔榔與使用成癮藥物的重要彈護因子，為;有棒的成癱物

質使舟、邀約及成鑫物質可得性是學生使用成癮物質的重要危愉扇子。
根據研究發混，建議青少年藥物教育應著重提高其自我效龍，立全培養青少年不使用

成癮物質的態度;建議政府機構應對於菸、酒、檳榔及成揖藥物加強管制，以使青少年

不嘉取得。對於未來磅究方向，建議室擴大研究範置，針嘴不同年齡、不 i奇地區的青:少

年進行長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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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購物館濃屑、危險因子、保護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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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我盟近年來青少年藥物濫用間體持續亮紹紅燈，從以往吸食強力膠、濫用紅中、

自板與遠賜膜，演變到安非他命的泛轍，頭有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勢。近年來叉頻額出

現青夕年濫用 F M2 (Flunitrazepam) 安眠鎮靜劑以及 MDMA 中緬神經興奮劑(俗稱
搖頭丸、快樂丸)的案件，更引發社會大眾的關誼。

探究灣少年藥物龍尾的原咽，多可歸自於青少年階段工支部臨身心還變、角扭轉換、
皂我認同之多還壓力，加上好至于心的驅使及間儕屬體的勸誘，易在對購物毫無旁忠心的
情況下，嘗試成癮性藥瞥，訶路入深路無法自拔 o 要徹路解決南少年藥物濫用問闊，
結不龍頭痛醫頭、聽霜醫腳，華舉措薪的情本之還是要加強預防工作，教導青少年認
識購物，把緝毒品的誘惑，協助青少年學習聽力調泊，並提{共籽解獻力的會譚，以減

少青少年對於非法藥物的需求(李景槳，民 8 1)。
許多學者皆曾指出，吸菸、飲酒和濫用藥物等行為，並非臨機地分布於所有宵少
中。事實上，罷用者與非使用者所表現的佇為接態是不相同時，盟問藤住戶丹諧的

「藥物濫用定居全茵的子 J 學說。危險闖素的概念指出，某些青少年較其他青少年更容易

閱始使用藥物，被稱為「高能酸群青少年 J

(high-risk youth) (Wilson

&

Koland缸，

1997 )。美麗 1986 年聯邦反藥物纜用法案中器出，藥物濫用的青少年有以下幾項特質:

( 1 )學校混學者， (2) 在學校反覆地表現失敗， (3)經濟贊園 '(4) 文母為自由酒或藥
物難用者， (5) 為生聰虐待、性虐待、或構辦事待的發言害者， (6) 有暴力或違法行為，

(7)有心理儸康方茵的問題，

長期的生理疼痛

(8)

自殺， (9) 臂，懷孕，及 (10) 器外傷間經歷

( OSAP, 1990 )。

一些有關高能蟑群青少年的研究己界定的「堅軒性」行的 ilience) 的概念 (Wilson

&

Kolander, 1997) ，學者們指出許多擁有市險特臂的青少年仍能免除藥物混用，在{皂們最
大成人後，亦能建立正常的家躍、擁有良好的社會關棒，高且事業有成。經由研究這

些其有路韌性的海少年如何克服重大不利因素，並進而將他軒的經驗轉換成各禎計

、政策、和介入，即可舟以幫助那些堅韌|生較差的青少年 3 這些控對於真有留韌性青

少年的生活艦為重要的「保護，提底子 J

(protective factors )包括:氣質茵素( constitutional

factors) :如高活動力、低度的路興奮'1全( excitability )與不良性壓力付給tress) 、高度
社交，陸;環境盟黨 (environmental factors) :如手足人數少於四人、手足闊的年齡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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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臨爾年、至少與一位照顧者間有密切聯菇、智機會發展特殊的興蘊與嗜好、

接接求其為好幫手(女孩被要求要照顧兄弟姊妹，男該如還長子，
楷模、每日前生活有規範、被要求要做室主礦山外在支持(

extemal support) :

、至少有一{立親近的思友、有非式的協助編輯、發現學校是家聽
冊、有一位支持的老師、參與課外活動。

內近年來日漸重視青少年藥物離用

，多位學者曾針對青少年藥物灘

用情形，還行橫斷式或長期之盛行車及危險園子之調查，建立相當完整之青少年購物

濫用流行資訊(周碧瑟等，民 86 ;李最美等，間的，民例，民 89 ;李蘭等，民側，

87 : ，懿輝、欽簿，民 81 ;洪百薰，民 81 ;陳曬欣簿，民 71 )。但前述研究多鸝回 i朔，性
研究，難以舉出諸項危險因子對青少年藥物檻用行為之預湖影響，除鄭泰安(民 87

)

會針對高雄縣市園中學生進行世代研究外，鮮幫其他學者針對藥物濫用之保護眉宇及
監賴性的概念進行研究。鑑泣，本研究擬針對端職舉妞，進行或癮物質濫F寄:笠險路子

及保護臨子之為期三年追罷，陸研究，來分析會少年之危接自至于對其未來二、三年間戒

毒筆物質豔用行為之影響，並探究有立起於具有危驗臨子的青少年不成為成;寵物質濫用者
'期能發展出本土化之膏少年讀物發賠?堅韌度 J 概念，並據以提出藥物
濫用韻防教育之建議與策略 o 本報告即為第一年研究的分析擒耍。

目的有以下三項:

(…)了解台北縣市高職一年級學生(以下欄稱高職學生)的成癮物質豔用行為
(含吸菸、飲酒、嚼檳榔、使用成癮購物)。

(二)高職學生成癮物質濫用的危險因子。
(主)探討高職學生成癮物質濫用的保諸國子。

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民翻八十九年五、六丹份在學之台北縣市公私立高職及高中學校報業科
日閻部…年級學生(不合特妹班級及補校)為研究母群體，鋁合高職學校 36 所，學生

人數切，937 人，以及設有職業科的高中學校 16 所，職業科體生 8 ，004 人，學生人數共

計 35 ，941 人。
以班級作為抽樣體恤，採用比率分配法及比率機車抽樣法，岫樣 16 所舉校，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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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插樣學校一年敏的班級中，以撞機方式抽出封閉班級。總計抽取高職刊所(台北市
?所、台北縣 6 所)、計 39 斑，高中(投石職業科) 3 所(台北市 2 戶丹、台北縣:所)、

計 9 班，有效標本數建立， 152 人(含高職舉校 1 ， 727 人、高中學校職業科必5 人) ，有
效自答事寫 99.72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是以自攘的自填結構式問程為謂壺工具，問卷設計溫程包括擬定問卷初

騙、專家許蠱、頭試及完成問卷。依據研究目的及參考盟內外相關文獻設計階卷初攏，
並議請專家六人進行問卷內容效度評量。另在台北縣、 m 二所高職學校進行預試，預
試學生訐有 174 名，都能在 30 至 50 分鐘內作答完畢，能份學生對於基本資料的填答

的有所顱，忌。韻試後，針對各因素題組建行內部一致度評蠶 (Cronbach

a:= 0.7-0.9) ,

並根據分相結果及學生填答，請形修訂問卷完稿。時卷內容包指以下六懿份;

1.使用成癮物質狀況:但括學生使用菸、輯、檳榔及成;聽藥物的狀況，以及第」
次使用的年齡 o 成癮藥物但括:安非鮑會、強力膠、 FM2 安眠賽、 MDMA (f谷稱快樂

丸、搖頭丸)、建賜慶、海洛因、嗎啡、大騙、紅中、白敏、育發、 LSD 、 PCP 幻覺劑

2. 個人因素:包括佳棚、兄弟姐妹數、籍貫、居住狀況、工作狀況、零用錢、
教、教育期頭、學業表現、學業致力、適憊技能、自尊、人格特質、心理狀況、問題

處理、未來感、拒藥自我效能、用藥f言念、韓統信念、自殺企圖、住行為、涉足不農
場所、偏差行為。

3. 家庭因素:包括社經狀況、家聽結構、父母鞠係、艾母期望、家，鹿聯結、父母

溝通、父母瞭解、父母督導、家人使用成癮物質、家人對成攝物質使用態度、家人對

成1廢物質使用反應等。
4. 同儕因素:包括問儕聯箱、同釋成賺物質使用狀況、時儕對或轉物價使用態度、

同儕對成攝物質使用反黨、向儕偏差行為 o
i 學校園素;但括體校聯結、學校課議期望、學校社蠶投入、續按管理、老師管

教、學生成曬物質使用比率、教師，或竊物質使用狀視、老師對成1廢物質使用態度、教
師對成癮物質使朋友應、學校聽韌教育。
6. 社會盟黨:但括社宣言語閥、社會機會、成癱物質可待'1笠、社區對成購物質便用
態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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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涉驟
本研究的輯查真是由研究者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及在立台北醫學院學生英時 λ所
組成，並舉辦調壺員說練活動，以建立繞一的施謝過程。問卷胞測的時樹為民關八十

九年五至六月，如調查真親赴樣本學校，採集體自填問懇方式i搜集資料，以一部課進
行輯查，並解答學生所提鼎的問題 o 由於本研究撮融學生成癮物質蟻爵的問題，

較其敏感性，臨駐在施灘過程中，調資員除諦該班教師離閱教室外，立在向學生強調問
憊的單名性，以取得學生的信任 o 在學生交回間巷峙，串調查聽譚一檢棄問眷有無攝
答或亂答情形後，才結束調查通攏。

﹒施瀾的收的問譽科用 EPI-H呵。統計軟體進行黨料譯喝、鍵入及校對，再利用 SAS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使用的統計方法，類別變現以頻次分布及百分率進行攝述，
等距變填則以平均數、標準蓋、中位數、最小{酸、最大值等進行措謹，並以緝輯迫歸

進行多賽項分析，以瞭解與學生成癮物質濫用行為相關的個人、家庭、間擠、舉枝、
社會等菌素。

參、研究結果
一、或聽物質使舟情形

(一)使用成聽物質的狀況
受試高職一年級學生計有 2 ， 152 人，其吸菸、喝酒、嚼檳榔與使用成癮藥物的情靜
如表一。在吸菸方面， 58.0%學位未曾吸路， 42.0%學生會吸菸;學生過去一年報搭的

盛行率為 23.0%

' i飽去一月吸菸的盛行率為 18.6% '過去一週吸菸的盛行車為 16.0% '

10 .3%的學生幾乎夭夭吸菸。
在喝酒方醋， 46.8%學生未曾喝酒， 53.2% 會喝潛;舉生i的去一年嗎酒的盛行率懿

29.1% • i聽去一丹:喝酒的盛行率為 16.2% '過去一頭喝酒的盛行率為 7.5%' 0.7%的學生
幾乎天天噶爾。
在嚼擋梅方面· 86 .4%學生未曾嚼檳榔， 13.6% 會嚼檳擲;學生揭去一年嚼檳榔的

隨行率為 7.5%' 過去一丹嚼檳榔的盛行舉露 4.2% '過去一遍嚼檳榔的盛行率為丸。%'

。 .5%的學生幾乎天天嚼檳榔。
在覆舟成癮藥物方噩， 0.7%學生曾使用安非他命; 0.5%會使用 FM2 安眠藥:

0 .4%

曾使用強力膠 :0 .4%曾使用大聽; 0.2%曾使用 MDMA (俗稱快樂丸、搖頭丸);

0.1%

曾使用海洛因、嗎啡; 0.1%曾使用紅中、告板、青發; 0.1%曾使用 LSD 、 PCP 幻覺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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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甚輯學生使用哇癱物質的比率以酒最高(佔五成以上) ，其次是菸(鑫自

成) ，再次是檳榔(一成三) ，懂有少數的學生會使用過成輝、藥物，而所使用的藥物鵑
類以安非他命、內12 安眠鎮靜劑搗吏。

在

學生k 吸菸、教酒、嚼檳都與使用成禮樂物的情形
禱

，過 1ß.

去重
個組
月沒
會捏

幾乎夭夭使用

但不是天天使用
過去一蟬會補過，

但過去一餾持沒用
過去年曾用過，

但過去年沒用過
會絡用過，

從未使罵過

成癮物質

(N=2152)

生艾
仁3

用叫

%

n

%

1246 58.0 409 19.0 95 4 .4
1006 46.8 516 24.0 278 12.9

55 2.6 122 5.7 222 10 .3
187 8.7 147 6.8 14 0.7

3

0.1
0.2

1854 86 .4 133

47 2.2 32

菸酒

n

檳構

成鑫藥物

n

2124 98.7 17
2135 99.3 11

%

6.2
0.8
0.5
0 .4

6

0 .3

大廳

2143 99.6

4

MDMA (快樂丸)

2146 99.8

。2
0.1

幸王丹1 、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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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0

O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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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n

2 0.1
2

i

0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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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0

O 0.0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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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0
2

O

0.0

O 0.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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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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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0

O 0.0
O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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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O 0.0

O 0.0

O 0.0

O 0.0

O 0.0

O

0.1
O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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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AU AO

0.1
O 0.0

O

AU

Aυ

2148 99.9
2148 99.9
2150 100.0

',aa

省噩噩恩

漣囑康

2149 99.9

l

2

0.3

仇V

LSD 、 PCP 幻覺劑

hv

6

3 .3

“υ

海洛因、嗎啡

2 悅。

71

%

電zza

8

強力膠

99.5
2141 99.6

FM2 安眠藥

n

hυ

安非他命

%

O 0.0

O

AU AV

尋

5 0.2

0.1
2 0.1
2 0.1
3

2

I

AO

l

0.1
2 0.1
2

。'。
0.0

3

O 0.0

2

O

AV

2

0.1
AV

l

AV

i

)第一次使用成癮物蟹的年齡
受濟學生第一次破菸的年齡最小龍為 3 歲，最大值為 18 歲，中位數為 14 歲。
生第一次囑湛的年齡最小館為 3 歲，最大體建 18 歲，中位數為 14 歲。第一次嚼檳榔
的年齡最小值為 4 歲，最大f鹿為 17 麓，中位數為 15 裁。至於開始使用各種成癮藥騁
的年齡介於 11 至 16 歲之間;第 4次他用安非能命的年齡最小體為 12 歲，最大體為 16
歲，中 f立數為 15 歲;第一次使用強力膠的年齡般小值罵 11 歲，最大值爵 17 歲，中位
數爵的藏; 1吏唱的tl2安眠藥、大輯、 LSD 、 PCP 幻覺劑、紅中、自板、青發、海洛聞

和嗎啡的人數都在 10 人以下，且除!人表示在 13 歲時聽始使用紅中、自板、背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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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他藥物苔，都在 15ω16 農商開始 o 顯示學生嘗試路、濫、橫蟬的年齡較成癮藥物來

( - )吸菸、喝酒、嚼檳按ß與使用成癮藥物的關係
受鞠學生油去一年戰菸、喝j酒、嚼權都及使用成癢藥物的關棒、見表二，結果會驕
橫聽者有 9 1.9%程報菸， 93.1%有嗎潛;曾使用成癮購物者有縛 .0%有被菸， 80.0%有喝
酒、 60.0%有嚼檳榔的顛示受拭學生眼菸、喝酒、嚼嗤據與使用成癮藥物間有相關。
在二.

過去一年曾喝酒、嚼檳榔與使寫成聽藥物學生的吱菸情形

嚼檳輝 (160 人)

嗎酒( 626 人)

吸毒5

有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353

56 .4

147

9 1.9

273

43.6

13

8.1

149

93.1

80.。

11

6.8

20.0

喝酒

有無

嚼繽榔

百分率

使用成癥藥 (10 人)

路分率
人數
91-82
90.0

10.0

…
64

60.0

40‘。
二、成癮物質使用之保護與您險圈子
(一)影響學生較喜之保據因乎與控險因子
以逐步進屋輯迺師分析學生通去…年眼霉的影響因子(見表三) ，結果以{陸人觀子、
同儕臨子與菸的島取得龍為有關係的頭擠崗子。其中{墮入肘子中的「萬諾諾自我效能 j

及「不贊成的接菸態度和情意~ J Î連最耍的保據國子;而同儕閻予中的?同儕較常吸毒 f
r 較多同攪邀約吸菸」 以及社會因予中「窮的易取得，能 j 為影響高驗學生吸菸的危險

雷子。

(二)影響畢生喝酒之譯護因子與危險園子
以還步邏輯過歸分析學生過去…年喝爛的影響鹿子(見表四) .結果以個人思予中
的「高把潛自我效能 J 及?不贊成的喝酒態度 J 為重要的保讚閻子;另「家人對喝酒
的皮應傾向制止 J t位是學生不會去喝酒的重要由于。而影響學生喝酒的就險因子主要

是同儕恆子，但括「悶儕較常喝瀾」、「較多月擠喝酒」及「還約 2屬瀾」等;其他 γ

涉足不良場所 J 、「偏差行為多 J ' r 囂的易取得性高 j 友「家人喝酒 j 也是學位喝酒的

危險因子。

(-)影響學生嚼橫聽之保譏因子與危險因子
以還步還輯題歸分析學生路去一年嚼檳蟬的影響因子(見表五) ，結果以個人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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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高拒檳椰自我效能」及「不贊成的嚼檳榔態度」為重要的保護因 f; 另「同儕
對嚼檳榔反應傾向制止」也是學生不會去喝酒的重要因子。而影響學生嚼檳榔的危險

因于為「男性」、「過去一年曾有性行為」、「較常涉足不良場所」、「同儕較常嚼檳榔」
及「同儕嚼檳榔比率較高」等。

(四)影響學生使用成癮藥物之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
以逐步邏輯迴歸分析學生過去一年使用成癮藥物的影響因子(見表六) ，結果以個
人因于中的「高拒成癮藥物自我效能」為重要的保護因子。而「同儕較常使用成癮藥

物」及「成癮藥物的易取得性」皆為影響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的危險因子。

表三

學生吸菸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之逐步邏輯迴歸分析
β

截距

4.19***

保護因子
拒菸自我效能較高

-0.83*"
-1. 10** *
-0.70"*

吸菸態度傾向不贊成
吸菸信念傾向不贊成

危險因子
同儕較常吸菸

0 .3 3"*
0 .5 3***
0 .4 1**

同儕邀吸菸 tt率較高
菸的易取得性
註:

1. **p<O.OI 料*p<0.∞ l

2. N=2063

'過去一年吸菸 477 人 (Y=1 )未吸菸 1586 人(

表四

Y=O)

學生喝酒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之逐步邏輯迴歸分析
β

截距

-0 .44

保護因子
拒酒自我效能較高

-0 .44***
-0.73*"
-0 .2 0*

喝酒態度傾向不贊成

家人對喝酒反應傾向制止

危險因子
家人較常喝酒

0 .2 1*
0.27***
0 .2 3**
0.21*
0 .4 2**
0.09*"
0.34*"

同儕較常喝酒

同儕喝酒比率較高

同儕邀喝酒比率較高

較常涉足不良場所

偏差行為較多
酒的易取得性
註:

1. *p<0.05 **p<O.OI ***p<O.∞ l
2. N=2011 '過去一年喝酒 582 人

(Y=l)

未喝酒 14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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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且學生嚼樸擲球護因乎與定，按自子之進步邏輯連締分析
β

截~ê

2.61

保護圈子
拒讀罷自我效能較高

-0.96 糾*

不贊成嚼欖樹l 態度

-1. 07***
-0 .40 **

悶儕對嚼檳輯:反應{頃向制止

危險因子
男性

1.28 **

過去一年有性行為

。 .74 *

較常涉足不良場所

0.67 料

向儕較常嚼樣都

。.3 4

問儕嚼檳輯:比率較高

0.51 **

***

註1.*抖。.05 料 p<O.Oi牌可<0.∞ i

2. N=2034
表六

.過去一年嚼檳榔 154 人 (y=! )未嚼檔攤 i 銘。入 (y=ü)

學生使用成為襲韓保護問乎與危梭的子之進步邏輯增歸分析
β

截扭

-8.10 ***

保護圈子
?巨成癮樂物自我效能較醋

-0.80 輛

向全險因子
同撰較常使用成癮藥物

1.02 ***

或轉藥物易取得，提

1.68 **

註:1.料妒。隘的科*p<O.OOI

2. N=2096

.過去一年使用成瘖藥物的人 (y=] )來使用成癮藥物 2086 人 (y=ü)

肆、討論

、根據問卷調葦結果，本研究提出扯下討論:

(一)圾菸、喝酒、嚼檳榔與使用或轉藥物間有顯著相關
受測高職學生開始吸菸、喝j館、嚼檳榔及使罵成;當購物的年齡分別約為 13 、 13 、

14 、 15 撮，立有嚼檳榔踐使 m 或縛購物的學生在九成也同時吸菸，此現象聽眾學生開

始使用菸和酒的年齡較羈檳榔和用藥為輕， lb七結果與用藥進階王蟬，論及許多相關研究發
現一致 o

(二)影響思素與相關理議吻合

本研究發現同儕、家人的吸菸、嗎酒、嚼檳榔與俊，用錢繡購物的狀況、比率、態

度，皆是影響壤之長接菸、喵棚、嚼檳輝與使用或癱藥物的危險園子，見外，拒絕菸、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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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檳榔與成釋藥物的自我效能是重要的保護圈子， l~c 發現皆與社會學習理論的論點
一致。

(三) f果讓閻子的研究少且界定不一
回顧成癮韌質使用相關思素的文獻，發現多數研究著章，在危險因素的瞭解，較少

提及保護菌素，個 Newcomb

(1986) 指出脊些嘗試用興者，並無任何能撿囡子，而有

危驗盤子的少年但不一定會用轍，故意考量用藥行為的保議因素，以增加對青少年用
藥行為的暸解。 Newcomb 界定保護部子為可預防、限制或減少用藥的因子，可緩衝、
和或交互作用危險園子，但如何決定保護自于是一大學問。學者對保護盤子的界定
和臨界值的選定不鑫梧悶，故本研究未來繼續追蹤高職學生成癮物質濫用的保擺闊子
哼，將再慎重考靈理論基礎的統艷、實證研究的發現以及體生各圈子分佈等，情形，期
能對保護自乎有更恰當的界定。

(間)保護關于與危險圈子的關係待接清

Looper ( 1996 )整理危險扇子與保擺闊子的文獻，發現其關{菜可以是互補作用
( compensatory model) ，或是朝對作用( protective versus vulnerability model) ,
的催化作用 (catalytic

model)

，或潛在作用 (potentiating

model)

，踐相乘作用

( multiplicative model) 。由於本研究目前儸收集第一年的資料，體能瞭解各咽子間是否
有相闕，至於危險閻子與保擺闊子問時序上的聽{系，將會在往復繼縮過蹤時，
步澄清。

(五)保釋因子與危險閱子之質與蠶
目前對於成癮物質濫用行為的瞭解傾向結合許多理論來解釋，本研究的發琨也再
次支持成癮物質檻用?于是的相關理論，如社會學習理論、認知理論、蜓點接囑理論等。

上述理論提供成癮研實濫用行為瞭解烏基礎間最龍頭瀾，他對於危險罰手或保譜部子

數量上多囂的考量則較少提及，

Newcomb

(1986 )建議應考蠶危險因乎成保護屋子

的數壤， f童發現有愈多危險因子的少年愈會用藥，他有愈多保擺闊子是否可中和危險

圈子以接免少年用麓，將是本研究繼續追蹤分析的一大議點。

(六)吸菸、喝酒、嚼檳梅、使用成癮槃輯與禱差行為相關
本研究發現學生眼菸、喝酒、嚼情韓ß 或使用成癮藥物與其偏蓋行為有顯著相關，

顯示或癌物質使用行琵琶是少年偏差行詩中的一項，許多研究也諸實釷頭發現，而本
研究未來將繼摟澆難學生的各項偏差行為，及進一步了解其危設盟乎與保護囡子，並
探討偏差佇島與成癮物質{吏局在時序上的鷗{系。

(七)種人因素與其地問素闊的觀係平等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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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影響因素區分為攝入、家龍、同擠、舉校、社區等五方面，高溺量方法
是誨問學生關於這些長閻黨的情況，並非寵接測量各因素的情況，故這些困黨也可能是

學生投射或合理你的結果，所反映的是學生所感受的情缸，有可能與實際狀況有所偏

差。用英鷗物質濫用預防中心( CASP,2000 )所提出最新成輝、物質濫用的模式，
、同纜、學校、社藍藍等因素會先影響個人因聚再影響其成癮物質結用行疇，故本研

究上以f屆人覺知來探討有其意義存在，權其f聽聞類因素是否會議油{屆人轉化高擺一步

影響其成?寵物質濫用行為，本研究後續追蹤上將進一步澄清 o

(;\ )態度是影響成購物質濫用的重要囡素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對股菸、喝酒、嚼檳榔與使用成癮藥物的態，裳，是影響其成購
物質使用的重要囡槳，此結果與許多研究發現一致，顯現無論是閣成癮物質使用後的
合理化作娟、或來使用前的傾 i莓，或f島人為過琵態度與行為闊的衝突，皆可能使青少

年在態度與行搗呈現→致的關係。

(九)向儕是影響會少年或購物質使階的危險盟子
本研究發現同儕吸菸、喝酒、嚼纜榔與使用成癮藥物的態度與行為，是影響青少

年成癮物質使用的重嬰囡絮，!lt結果與許多研究發現一致，自於罔儕在青少年階段扮
演轎車耍的角位， {S 其機轉究竟是青少年因悶儕使用成禮物質浦開始使用，或是因會

少年自己在使用成癱物質後會高估問儕使用比率、或選擇有使用的朋友，帶進一步探
討 o

(十)自我妓能是教育介入的蠶點
拒絕成癮物質自我效能是指學生有多少控握可以拒絕別人讀菸、酒、損都成成鹽
礦物，結泉表豆豆表六顯未愈有把握扭扭別人還菸‘輯、檳總或成癮藥物的青少年，
愈不會吸菸、自晶酒、嚼欖按~與使用成癮藥物， 1比結果與許多研究發現一致，顯現藥物

教育可在青少年拒絕技巧上再加強。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瞋菸、嗎酒、嚼欖榔與使用或聽藥物閱有相關
受制高職一年級學哭過去一年曾吸菸、且是器、嚼檳都與使用成癮藥物的盛行旦彰4分

別為 23.0% 、 29.1% 、 7.5% 、 0 .5% ;舉生開始吸菸、喝酒、嚼橫蟬或使用成癮藥物的年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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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中位數分別罵 14 、 14 、 15 、 15 歲。另立蠻橫都或使罵成寢藥物的學生有九成患問時殼
菸，此現象做顯示學生先嘗試圾懿，再嘗試嚼檳樺或使用成癮藥物。

(二)自我效能及信念是重要的保讓自子
本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是影響高職權住不吸菸、喝酒、嚼檳蟬與使用成癮礙物的最

讓要保護國子;此外，學生自己、被人、間儕、老師及社區對成癮物質使用
的態度或制止的反應皆是{史學生不成為成癮物質濫用者的重要保護閻子。

(三)問儕及易取得性是影響使用成贓物質的危險因子
本研究發現影響學生吸菸、晦酒、嚼欖榔、使用成癮藥物的危險因素
儕棚子方面，包括同儕較常使用成癮物價、同儕還建約使用成癮物質比率較高等，兒成

癮物質的易取得性也是學生使用貝克聽物質的單要建險因子。

二、蠶議
(一)考聾危險雷子與揉護自子來發展藥物教寄
本研究發現學生吸菸、喝輯、嚼檳接~與使罵成癮讓韌的危誰圈子告括{器人、

及間儕的態度、使用情形等，課講盟子則以自我效能為主，顯示藥物教育聽著聽於提
的我效能，並培養學生不使用成癮物黨的態度。

(二)限制成癮物質的易取得性
本研究發現學生若愈容易取得菸、潮、機榔戒成癮藥物，就愈可能會吸路、喵潤、

自爵楠榔威使用成癮藥物，顯現對於學生成癮物纜的取得應加以限制，目前我國的菸會
防制法明定限制販賣菸品給青少年，但對於潤及檳榔的販售則尚未嚴加管制，

應落會法規的執行而且家庭也應對青少年取得菸、棚、嚼檳及成癮藥物予以加強管醋。

(

)加強兵期追蹤研究
題議未來研究方向，可擴大研究對象範囂，多?對不昂地蔥、不再年齡群的青少年

進行裝期的成;寵物質濫爵的危按雷子與保護思子站接研究，以進一步確認青少年曉
華、語學輯、嚼轎擲與使用成審藥物醋的觀係及相鸝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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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the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of
substance use among the first gI吋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在rea
Ching-Mei Lee , For晦-Chin在 Chan皂，

Hsian忘義uL刻，

Pi-Hsia Lee , Wen-Jau Che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of
substance use among the

vocation泌1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area.

The sample of the

investigation were selected by the proportionate 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
vocational and

峙的 or

Sixteen

high schools were included ,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being 2, 152.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a group

self-administr割ion

in June,

2000.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The rate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had smoked cigarettes, drunk

alcoh位，

chewed betelnuts, and use illegal drugs within last year were 23.0% , 29.1% , 7.5% , and 0.5% ,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age at which the students began to smoke

a Ic ohol , chew betelnuts, and use illegal drugs were

14 ， 14 ， 15 月ld

ciεarettes，

drink

15 years old , respectively.

About 90% ofthe students who used drugs also smoked cigarettes and chewed

betelnu的，

Refusal self-efficacy was the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s of substance use among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Peer's Înfluence was the important risk factor of substance use among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was suggested that drug education should enhance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establish their disapproval attitudes toward substance 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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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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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improve the law enforcement to inhíbit the sale of cigarettes, alcohol , betelnuts and
drugs to adolescent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include the students living at different areas

and in different age 草roups to do longitudinal study.
Key Word : students , substance

use書 pro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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