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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技術學院學生刺激尋求特質、危險知

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關係研究

林柏1t 取 軍負香主口叫 盧中g1'令叫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技術學院學生刺激尋求特質、危險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

用行為之關祥、。研究母群體為就讀三所台北市技術學院日間部之學生，採簡單隨機抽

樣方式從各校每年投抽出一班，共得 15 班 597 名樣本 O 再以結構式問卷為工具，班級

集體填答方式蒐集資料。施測後有效回收樣本數為 526份，其資料以 t-test 、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閥、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考驗。

研究發現如下: (1)技術學院學生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 73%有喝酒經驗， 35.7 

%曾經吸菸，使用過搖頭丸者佔 4.6% '使用過大麻者佔 3.0%和使用過K他命者佔

2.5 % 0 (2) 性別、年級、母親教育程度、母親職業和打工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有

關 o (3)技術學院學生具有中等之刺激尋求特質，且俱樂部藥物危險知覺相當高 o (4) 
刺激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對於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的解釋力達統計顯著水準，解釋量

為 21.6% 0 (5) 刺激尋求特質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有顯著正相關;相反地，危險知

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間則主顯著負相關。

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擬定技術學院學生俱樂部藥物防制介入方案及相關政策及後

續研究之參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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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物濫用問題是全球重模的課題，台灣近年來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也持續發生，

更成為社會新聞觀注的焦點之- 0 青少年藥物濫用情形不僅人數還年增加，使用的藥

物種類也常改變，總甲墓安非他命流行後， FM2 、搖頭丸 (MDMA; 快樂丸:

Ecstasy )檔繼7日濫，已嚴重危害關人身心之健康(!報泰宏， 2∞2) 0 

1980年代某些曾被用於精神科，讓人護生放棄昌、解放和刺激效果的藥踴漸漸被濫

用於搖滾舞會、俱樂器等場合中，歡美詩之歸為有盤和能使人有好心情的藥物 (fun

andg，∞d叩∞d的學或稱為俱樂部藥物 (c1ub drugs) 。有關但樂部藥物的磕頭，

者見解不同 O 美胃部份學者發現，搖頭丸、液態，快樂丸心HB) 、 Kf也命 (KetamÎne)

和甲墓安非他命等自雲豈敢站被血於說舞 (raves) 、電子音樂充斥的場合中，故輯之為

俱樂部藥物羽絨悅， Mio加拉 Reback， 2002) 。另外， Koester, Rogers & Raj泛singham

2002) 1革著重前三類藥物，並發現許多 15-25 J撓的年輕人在這些藥物的催化 f'

棄自激誇大的感覺，以及紹起存在和研究感 O

前額內青少年在KTV 、地下舞麗、舞會、俱樂車、插頭丸店等聲光刺激場所

中也容易使用自 A啟能增進娛樂義氛的成廢物質軒藥物。我國行政院衛生署管割藥品

(2(均4) 乃將這些常見於圍內聲但場鼎的成癮物質和藥物統稱為俱樂部藥物，

其輯類事支歌美為多，麗蓮菸、酒、搖頭丸、大廳、液態快樂丸、 K-f也命、 FM2、申

墓安非他命和搖彈丸 (LSD) 等九種 O 其中大輯、揣頭丸、 LSD 、液態，接樂丸和甲基

安非他每每回類更被勢為第二級管制樂品;而K間(也會和品位則為第三級管制樂品。

?是相關揖歪研究資料來看，可知11克用俱樂茄藥物的學生有日漸增多的揖形。

瑟、劉美援、李燕琴 (1999) 的系列譯瓷研究指出，台灣地區青少年頭菸比率升於

10-15 喝酒介於 11-17 % '濫用藥物部份則的1.0- 1.5 % '並發現使用之前三名藥物

1992 年講安非他命 (65.S%) 、大麻(7.4 %)、強力膠及海洛因大各 6.0 %) , 

1999年時已轉變為安非催命 (4 1.7%) 、強力膠 1 1.6 %)、搖頭丸 (10.7 %) ，搖頭丸

躍居青少年濫用藥物的第三位。陳為堅勻。03) 針對台~trfj 1918名園中、高中職學生

進行問卷和網路調查，以了解其是否曾經現用過藥物，結果發現E答問卷者中曾聽吸

接者佔 18.47 %、喝酒者佔29.部%、使用遍野亨鎮丸者fÒO.63 %、用過Kf也為者佔吼叫

%及用過大蹄者佔 0.32 % 0 網路調查結果更高，曾經接替者佔2 1.36 %、日白酒者告

38.3 1 克、用通搖頭丸者的0.77% 、使用過K1也命和大麻者各佔0.72 和0.59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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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人生重要的轉型期， f固體在生理、心理及社會等方面，都有新的轉變 O

有唱者主張青少年時期是個體刺激尋求強度最高峰的階段，也是最常能取自險行為的

、吳靜吉， 1987 ;黃德掉， 1995 ;曾育貞， 2002) 。再間，現今社會環

，價值體系混淆，青少年常古自為追求境行間忽略隱藏在周濃的j霞說環境。囡

llt個人如何知覺地v 所處的環壞，會影響其在環境中的行為(Insel& 蝕的s， 1974) 0 -缸，些

學者三主張請人危險知覺與青少年?是草藥物濫曆等冒險行為高麗;當危議知覺較抵借出

現樂將藍白等冒險石為的可能f生較高 o Cook & Bellis (2001) 針對的2名學生進行冒

險行為與體康知識、危險知聾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危險生日覺和冒險行為是相關的，

尤其是危險知覺較告者，在一年內曾從事較多非法行為、使用藥物、開快車、喝酒和]

吸菸。

許多文獻顯示在校學生瞄著年齡增加成癮物質使用比率增高(李景英、林秀霞、

, 1995 ;周碧瑟、劉美麗、王京蟻， 1997) ，且技術學院學生屬大專車，比園

、高中職學生有較高的機會進出 PUB或其他燈光聲色娛樂場所，因此本研究試技

，探討其輯激尋求特蟹和危撿知覺與使周俱樂草饗物行為之梧囂，

希望紹自揖豆豆工作了解學生輯激尋求特質和自晶質舟俱樂草藥物館時彤，並將結裝作

為去東藥物濫防輯工作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試九十二學年，受就讚三所台花市技街學院五專E

體 G 以九十二學年度來看，台~tf右技指學院的設在五專部只有3醋，分自是先武技吾吾

、 LLJ 驢技宿學撓和德項技指學院學生總數的為口，440 人(教

2003) 。

、人力的限制以及行政聯繫上的方便，以各年級為分層單位， I;Jl級

。採聞單隨機抽樣方式提三校;學修軍首rr課程的專一、專二、再三、枝一和

技二點被中指ü攘，並將選中班級所有學生均納為調盔樣本，共 15 fj1597位學生。施測

時，由研究者前往班級上課現場進行資料收集。為讓據本對象能安心作答，

老師離開教友，並聲明揉取不記名和絕對保密;又因為在上課現場說查後立即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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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全數目妝。但扣除回答不完整者，有效回收樣本數為 526份，右效回收率為紹.ll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叫真橫斷式調查研究，以皂接結構式問老為調查工具。問程設計過程但

括電集相關工具及文獻、問卷初福擬定、專家詩定內容效度、預試及信度分折，以及

完成正式閱意等步驟。預試議以Cronbach's 叫系數機定問卷各量表的內言:一致性，

依據信度分析結果修正是5日，完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想括以下四部份:

(…)事Ij激尋求量表:

刺激昂求是 A種特質，晶宮人需要多纜的 (varied) 、軒奇的 (noveI)和複雜的

(complex) 刺激及組驗，為了獲取這些經驗，但體自聽去從事身體的或社會的冒撿

(risk) 。本研究詰用 Zuckerrnan (1979) f詐騙裂之刺激尋求量表第五版 (Sen茲別IOn

See蚵ng Scale V) 為藍本，並參酌蘇素美(1993 )、呂宏蹺 (2000) 、張秀慧 (2ω \Ì、

(2002) 、徐春吉 (2003) 詩人在研究中使用之量素，經預試和專家妓度審查

後，編製之

刺激尋求量表共計 33 題，持二選一之選擇題塑式，讓受;自1者?是每闊的月三個選項

呼1選出與自己比較桐近的一種特性 o fL選擇兩者中較具冒險臣之潛項者見得 1 分;反

之，組選擇較不具有冒磁性者之選項則得 0分，最後再加總本量表和四項因素之得

分，得分越高表示受測者的東j激尋求動機越高。本堂表之內部」致借度 Cronbach'sα

個罵。如 O

本量表之囡囡素包括:1.冒險尋求(即n and adven鵬總kir嚕， TAS '係測量從

事有聽身體上冒險活動的慾墊 o 2. 臨驗尋求 (Experience seeking, ES) , lIt因素顯示個

體尋求新奇的經驗和感受 o 3. 反抑制 (Disinhibition， DIS) ，用泣湖量反制傳說的束縛

的慾望。 4. 對厭倦的感受住 (Bor吋om susceptibili吵~ BS) ，用以制最f團體對一些重複趕

驗、一成不變的笠活方式或居定做事型態的感受阻安。

(二)危險知覺量表:

先以開放式問卷對技手ftr學院學生活行探筒，再依之設訐有關使用價樂部藥物可能

產生之館康、學業、積神狀況、家人幫係、金錢花費和自身安全等六方面的危險知覺

，每方面有9題，共計54題。選項方面與蔣覺察使馬藥物之危害程度從害處非常

小至IJ害處非常大分為七等紋，計分為 1-7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對象知覺使用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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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的危害組大本量表六部分之信度係數Cronbach冶 α個介於0.89-0.92之間，顯示

倍度頗佳。

(三)俱樂部藥物使用，情況:

f去接管制藥品管理/局之定義，調查受訪者是否曾經使用菸、酒、搖頭丸、大贏、

液態快樂丸、 K他命、FM2、安非但命和搖腳丸等九種俱樂部藥物，共9是EO 接署，

累計每位研究對象曾使用之俱樂部藥物的種類數日，每種藥物悶得不曾使用者計為0

分，問替曾使用者計為 1 分，設得分範圍介於弘9分之間，得分組高代表會使用之俱

樂部藥物種顯數紹多 G

(四)個人背景資料:

包括性肝、年報、父母職叢、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打工情形和居住狀況 O

五、黨跑步驟

本調查這行期間從民鷗九十三年一月起至九十四年…仟止，研究攝程趕括問者初

福的緝製、問卷效鹿和度之建構、正式施醋、資料處理與分析、;其寫研究報告及持

續文獻蒐集等。研究者先行政聯繫三所學拾，利用筆畫n課進行輯查，自研究者親皂

，並強語為無記名方式，、讓研究對象安心據實作者，針對問卷各主5分說明作答注

意事項。問卷施測時間在九十三年E月至六月之間，干;三j來說， tl真答時龍的需20-30

分讀 O

四、資料藝理與統計分析

將正式推j告敢回後，將，每效問卷的資料譯器、鑽入、校對及轉胡偉輸入電腦，以

電日益 SPSS 統計套裝軟體的.0視窗跟進行量性分析。統計上，類豆豆變項以次數分配和

百分比呈現;等距資辛辛;其平均恆、標準芳、最大值、最!j\f協等描述之。另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和皮搗森積差梧騙來考驗個人背棄變項與俱樂器藥物使用行為之詞的關係;

以皮爾森積蓋棺屬揮討刺激尋求骨質、危險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間的輯關性;

最後，再t:L複迴歸分軒 Multiple lin位r regression analysís) 探討剃頭尋求特質與危險知

覺對俱樂草藥物惋惜行為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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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個人背景變聽之分(有

且表一可知，受測學生中男生比率較高。專一人數最多，技一和專二次之。文親

職業中，以從事技{站住職業者居多;其次為半專業和…般專業J;J_t: 失業和其他都不

至U5 % 0 母親職業，以失業或家賠主婦居多，接著最序為這事技衛性工作者、
、半技帶桂、?是事高級專業和一般專業者，最?最為其他。父親教育程度，以高中學

歷最多，大專以主畢業者次之，不識字手IJ;J\學畢業者最少 O 母蟬的教育程度控以向中

學歷最多，園中和小學以下次之，大專以上為最少。研究對象父母以共同生活佔大多

數，有近九成，串此可知多數學史來自結構完整之家庭。研究對象目前與家人崗位著

佔九成以仁，未與家人同住者僅有息，三%'起括住宿舍、住親戚家和在件租房子等狀

況 G 學生打工情形方面，六成學生表示沒有打工。

二、科潛尋求特第現況

由表二可知，刺激尋求，特麓總平均值為 15.1 9 分，最大姆是 33 分，最小{誼 1 分，

顯示研究對象的刺激尋求程度在中間程度 C 再以各層面的得分來看， [!]{雷層臣之每庸、

平均分數升於.30輛.58 分之悶，張分數萬抵排列為冒險尋求、反抑制、經驗尋求和空亨默

煩的感受臣。 rtt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尋求多變丸新奇事q灘的特覽中，對於從事有關身

體上胃接活動的態望最高;其次是畏制傳說的束縛;接下來才是尋求輯奇經驗和感

受;最低的是對重複純驗和固定生活方式的厭煩感受性。

本研究發現學生剩激尋求程度中等與吳靜吉、楊簣芬 1988) 、蔡{圭容 (1991) 、

張秀慧 (2001) 、徐春吉 (2003)的研究結果摺似 G 前在昭層甜的特質上，以冒隙尋

求最強，其次是反都制，熙和徐春宮 (2003) 的研究發現相間，顯現冒險尋求是青少

年刺激尋求特質中較為樂額的部分。此外，經驗尋求分數位攝高，與 Schroth & 
McCorrnack (2∞0) 的研究提到一般學生的經驗尋求顯著偏高相似 C 綜合上法結果司，

知，三所技衛學院學生具有中等程度刺激尋求特質 O

五、危險知覺現況

使用俱樂部藥物之危險知覺量表總分範圈介於54-378分之間，表三顯示受濟學生

危險知覺之平均得分是338.92分，由比可知學生對於使用俱樂部藥物可能造成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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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技術學稅學生刺激尋求特質、危險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厲行為之關靜、研

知覺整體語言相當高，也就是說多數學生認為使用俱樂部藥物會造成多層面的嚴重瑋

。

再進一步就個人健康、畢業、精神狀況、家人聽係、金室主花費和自身安全等六方

面的危害知覺程度來看，六方面每題平均分數都在6.05 分以上，其中又以健康方面之

危險知覺得分最高;其次依序為金錢花費危險知覽、精神狀況危撿知覺、皂身安全危

險知覺和家人觀係危險知覺，商學業危險知覺得分最話 c 此一結果顯示，研究對象認

為龍用但樂部藥物對六方面的危害均大，而對插入健康之危害ti最強。

由二結果可知，學生認為使用俱樂草藥物對健康方區的危害較大，也代表著學

生對於俱樂部藥物會影響到儸康危害的狀況是重視的，國ltt危撿起覺相對最高 O 其次

為對金錢花費的危險知覺，其可能原自為多數學生經濟f諒自主，能皂白蠟用的金錢

。另…方醋，也可能常自媒體報導中知道成癌藥物贊眉不器，故知覺封使用俱樂

部藥物罰金錢花費造成的危險A阻相對較藉。而在精神獸況和自身安全揭方面之危險知

覺分數亦連 6.31 分和 6.28 分，頭示學生認同俱樂部礦物會;造成個人精神和安全方面的

不良後果。家人關係之急險知覺得分露6.27分，佔第五位，表示學生也認為使用俱樂

草藥物可能會影響和家人相處，或是產量生家人關f系的岡握。 7蓓在學業危險知覺方面分

數最器，這意味苦學生認為使用但樂部藥物對躍業造成的危害相軒較氓，但是分數亦

達6那分。體問言之，受制學生對俱樂部藥物質用行為的危磁知覺程度是亮的，其中

又以農i建康的危險知覺最高。

另一方臣，補充分析研究對象所知覺到龍用各種俱樂部藥物的整體危害，程麗的現

況，每種俱樂部藥物的危險知覺得分裝盟介於6-42分之憫。研究對象知覺封是jLf重損

樂部購物的控害程度依得分高低順序排子rJ為:安非他命 (40.61 分)、 K的命( 40.1 5 

分)、 F悶2 (40.1 3 分)、搖腳丸( 40.12 分卜液態快樂丸 (40.025恥、大麻( 39.88 

卜搖頭丸 (39.86分卜菸(30.42 分)和j賈 27.73 分)。如以滿分42分揖 100%來

，可知研究對象認為安非他命等七類非法藥物的危險較高，約連95%的危害程

度;間對苦和酒兩碩成層物質的危害矩覺得分較低，其危害程度分割第72%和“

%。再進一步就各種俱樂部藥物之各層面危險知覺JJCf以保究，發現研究對象認馬安非

他命對精神訣況 (6.83 分)和體康的影響 (6.827士)是相當嚴重;而語對學業 (4.1 3

分)和家人關係 (4.33分)的危害則是最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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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研究對象伯人背景 項分篩

個人變項 奏員 耳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275 52.3 
n ~ 526 251 47.7 

年級
專 a 120 22.8 

n 526 110 20.9 
86 16.3 

技叫 119 22.6 
91 17.3 

文親職業 97 18.4 

n 526 127 24.1 
技桶'1全 205 39.0 
半投階;可 54 10.3 

20 3.8 
其他 23 4.4 

母親職業 →較專業i丘上( →般專業) 42 汰。

n 526 \1 0 20.9 
技掉JII吱 117 22.2 
半技衛性 48 以 1

196 37.3 
13 2.5 

父鶴教育程結 卡( 的。 11 .4 

n 526 少9 18.8 
中 236 44.9 
、研究所以上 131 24.9 

最親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小學) 93 17.7 
n 二 526 器中 94 17.9 

高中 259 49.2 
大專、研究所以上 80 15.2 

父母婚姻狀況 共同生活 460 移7.5

n 526 II 2 .1 
離婚 39 7.4 
父親通股 8 1.5 
母親過世 的 1. 1 
其他 2 0 .4 

日前1美住狀況 與家人同住 483 9 1.8 
口 526 往在宿舍 立。 3.8 

f幸在觀戚家 7 1.3 
在外租房子 14 2.7 
其他 2 。.4

打工情形 202 38.4 
n ~ 526 無打工 324 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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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特質、危胺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凡之關係研制激技術台北

研究責家科激尋求特質現況分析表

最大種最小插平均值人數

1
i

勻
，
恥
、
3
4

且
可

0.58 

0.52 

0.47 

0.30 

0.46 

0.30 

0.24 

0.18 

0.16 

0.1 是

6

的
8
9

竹
刊
一

仇
V
A
V

仇
V
A
V
-
-

3.48 

5.25 

3.76 

2.7 

15.19 

526 

526 

526 

526 

526 

6
紛
。
兮
兮
竹
"

反抑制

研究對象志接知覺現況分析表

排序平均個標準差最小個最大個每題

平均值
人數類別

12345G 
6.40 

6.35 

6.3 1 

6.28 

6.27 

6.05 

6.22 

3
3
3
3
3
3

啥

6
6
6
6
6
6

主

999999" 
0.75 

0.97 

0.83 

0.91 

0.91 

1.04 

0.83 

57.60 

57 .1 4 

56.76 

56.49 

56.45 

54.48 

338.92 

QJ99999" 
526 

526 

526 

526 

526 

526 

526 

健康f討會知覺

f長錢花費危險生日報

精神狀況j在險知覺

自身安全危險知覺

京人關係危險知覺

學業危險知覺

總重表

能表回來看，研究軒象之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總分平均值為1.20分，表示此族群

。其中又以曾經接用這一種和兩種崇樂草藥物者所佔

比率最高(位4克和28.3克) ;現睛閃種以上書極少 :rtt有近百分之一 (24.9%) 的研

究室才象從不會告厝連任何一語倡欒草藥物。

四、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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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叩 使用俱樂部槃弱稅額分布表

種類數 人數

。種 126 24.9 
223 42.4 

3 種 149 28.3 
3 13 2.5 
4 種 6 1.1 

5 5 1.0 
6 種 4 0.8 
7 種以土 。 。 。

註:平均{按三 1.20 : 1.02 

冉說研究對象使用九種俱樂部藥物的情形來看，有 35.7%曾吸菸、 73%會喝

酒、 4.6 曾用搖頭丸、 3.0%骨頭大麻、 2.5 完會用 K的侖，而曾使用搖彈丸 (0.6

)、安非他命 (0.4 %)、 FM2 (0.4 %)和液態快欒丸(的%)者都在 1 以下。此

結果顯示，受迫:對象以曾喝酒的比率最高;其次則是吸菸。在非法藥物部份，使自此

事較多的前三位是搖頭丸、大麻和K1也命三種

綜合上述結果，在九種損樂部藥物中研究對象曾經使用過 l 扭頭，位主要以酒和

菸甫種成;寵物質為主，諱:七插非法藥物的使用.比率均在5%以下。值得提醒的是，本

研究根據行政院備主主署管制藥品管理局對{其樂部藥物的廣泛性定義， r眉目等菸和;再也納

入探討。兩者，研究對象曾經喝酒的上路 (73 恥與李景美、苗還芳、黃惠玲 (2約0)

;有調查五專生曾經飲酒的比率 (7 1.8%) 相近 O 另一﹒方面，由非法藥物使自比率高低

順序來看，與凍為堅 (2003) 對 1.918名圈中、高中職學完所進行之間卷和網路調查

結果扭{眩，搖頭丸、大輛和K的命等三種巳成為青少年最常使用的藥物;青少年使用

搖頭丸、大前tf[[ K f也命者佔多數，也如何行政院衛生署指出，近年搖頭丸躍居國角青

少年所使用藥物種顯第…位。似顯示青少年嘗試使用的藥物種類已改變(陳泰宏，

2002) 讓人憂心的是，長期使用搖頭丸可能j造成莘莘學子黨鹿和學業的巖垂危害。

f且本次調在發現，研究對象i吏用非法藥物的比率較棟為堅 (2003) 之間卷和網路

調查路調查結果為亮，可能是本研究之對象年齡層較高，所以使用比率較高。民j本研

究對象用藥比率比李嘉富 (2∞1 )發現自齡20歲役男在入伍前曾經至少一次使用非法

藥物的比三拉夫妻 9.4%低。這些結果似顯示，藥物使用比率隨年齡增加吉[上升，其間的

~{率由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諧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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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京技街學說學生和i激尋求特質、危 i發生口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閥靜、研究

五、個人背景變i員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的聽係

以單園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個人背景變項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間的關係。自表

丘之結果發現，在九項個人背景變項中，性別 (F 5.40' p < .001) 、年級 (F=

2.嗯， p .05) 、母親職業咕 2.的， p<β5) 、母親教育程度 (F=4.紗 'p .01) 

(F 三 3.鈣， p ∞1)等五項與研究對象的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有關。其

餘百項攝入背景變項與損樂部欒將使用行為別無聽著聽係存在。

進一步事後比較發現，男生長於女生;

閩中以 F的學生高於母親教宵程度為高中的學生;母親教育程度為研究閑扯上的學生

高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向中的學生;有打工的學生自於無打工的學生 O

本研究發現性別、打工情形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有闕，此結果和平讀英、賴香

站、李碧霞、張罵琴 (20∞)的研究發現類蚣，顯示男覽、有打工的學是使用俱樂

部轉物的高危險群。

六、關激尋求特質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相觀

由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結果可知，受測學生之刺激尋求特質總分 (r O.的 'P

〈胎1)、冒險尋求 (r 士。泣， p <.∞1 )、經驗尋求汁 0.30 ' P 肋1)、反抑制 (r

O.箱， p <.000 與損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皆呈現顯著正相闕，顯示刺激尋求特質越

, í真樂章E藥物連串佇禱告是皇島 O 在車1激尋求特質之間項目素中，以反抑啦!與俱樂部

購物便馬行為的相關，陸最強;其餘依宇晨蠶聽尋求和胃接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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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館人背景變耳其與俱樂部藥特使用行為 數分析

變工員 n Ff直 薛費氏事情機定

性另íJ 5 .40本**

男 275 1.43 1. 14 

女 251 0.96 。.79
2.95* t支，

專-

120 i 之 i 1. 13 
110 0.96 0.7結

專一 86 1.33 1.05 

J支 119 1. 17 。.86
技: 91 1.42 1.20 

-0 .43 
460 1. 15 0.94 

66 1.27 1. 19 
j烈主狀況 0.69 

與家人i司{1 483 1.20 1.02 

未與家人 53 1.00 。 .56
0.39 

97 2.78 2.67 
127 1. 14 0.92 

技衛i笠輸業 205 1.20 1.01 
三f'技術性職裝 54 1.1 4 。.76

43 2.5分 2.04 
母親職業 2 .47* 組

t 42 3.22 2.09 
110 1.07 。.82

技V~J'['可:J織業 117 1. 18 。‘ 94
半技術性職業 斗法 1.20 。.74

20。 2.99 2.80 
父親教育程度 。.60

以下 60 1.25 1. 17 
高qr 99 1. 1 1 。 82
大專 236 1. 19 。“ 97
研究所以 k 131 i 立法 I. I4 

母親教育-組建 4.69** a b 

以下 a 93 1.40 1.1 6 d b 
高中 b 94 0.95 。 91
大有 C 259 1. 16 0.96 
研究用以卡 d 80 1.尋3 1.04 

HI 3.94*** 
202 1.42 卜。 1

前 324 1.07 。 .96

"P<.05 啥叫 P<.叭 ， ***p<力的

1I。



台北市技術學院學生刺激尋求特質、危 I唸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關係研究

從上述結果可得知，若學生對外在環境新奇或複雜的刺激接經驗追求愈強，

有可能使用俱樂部藥物。這發現與國外學者Amett (1990) 、 Montserrat (1995) ，品及

(2仰2) 、徐春吉 (2003) 等人之研究結果輯間，亦叩頭i激尋求和許多鵲

，青少年刺激尋求動機越高，其從事偏差行為次數是事多。 i止

外， Wallbank (1985) 以八年級的學生為聲象， Schw舵等人 (1982) 以 18-29蠢的

，結果發現有使用藥物、嘲酒等偏差行，爵的受試者立沒有錯差行為者有

，也與本研究結果摺符 C

七、危險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梧罷

由危險知覺與f剪輯部藥物使用行為的皮爵王軍積差種觀分析結果可妞，危撿知覺總

分與現樂音15藥物使用行為呈現顯著負摺罷廿三- 0.29 ' p <.001) ，也鼓是說當研究

鏘物的主斗咐抖的一心，員可愈不會去使用長樂部藥物:檔皮埠，如果危險

知覺轄器問章可能發生俱樂器藥物使厝行盾。

、槓神、家人關f系、金鐘、自身安全等六方面之危險生日覺

裝著其與但樂部藥韌使用行為闊的相瞬哇，話果亦發現六項危險知覺與f其樂部藥物使

摺閱。其相關性依次為健農危踐相覺廿三 -0.詣， p<.∞})、

(r- - 0.21 ' p .001)、金錢危險知覺 (r 二 O泣， p <.001)、

。品， p <.001)、自身安全危險知覺廿二- 0.27 ' p <.001) 、

O.卦， p <.(01) 0 

(1997) 的研究也發現危險知覺程度與騎機車冒險行為呈現負相闕，

9 趙不會從事騎機車冒險行為或違規行為:季建和(1999)危險

，危險知覺越高的學生，越不可能從事冒險行為，也

。

八、刺激轉求特醋、危險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關係

、危險知覺與研究對象偵樂部藥物使用行爵的關餌， f采用多

O 此部份但合三{問題歸模式，均以俱樂部藥物搜用行為作

，並藉由欖式中刺激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兩惜自變項之標準1~)Jg!歸係數的變

化來比較。首先，布模式…中將刺激尋求特蟹和危險知覺投入 ， .L-jγ解頭頭自變項主;

O 糾抖 ，再把上刺激尋求特壁和危險知覺兩個自

體項問是否吾交互作需存在 O 最後，再將罷入背景變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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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追歸橫式中，故探討在調整了f窮人背景蠻項後，刺激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是否的

第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顯著變項。而在個人背景糟項投入選歸模式前，先將類別變

項轉樓為虛擬變頃，並進行多元共線性語擒，發現九墳館入背景變境的容忍、皮介於0-

l 之題，變異變蚓藍眼係數不大於 10' 亦即都在合理藍圖內，並無共線龍之情形。

?是表六志說計結果有j刻，模式…刺激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對嗔樂部藥物使用行為

的其間解釋量為21.6 % '連統計上之顧奢求準 (F 三.....72.02 ' P <.001) 在刺激尋求

特賢明士。.39 'P .001) 和危險知覺 (β= 一。此， P <.01)兩者均為俱樂器藥

物使用行為之顯著解釋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來看，其中賴激尋求

特質的標準化ifê皇帝係數為正值，顯示刺激尋求特質對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有正向影

響，當研究對象的東u議尋求特質愈高，就愈可能發生畏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相反站，

危險知覺的標準1t思歸係數為負f霞，顯示危險短覺對俱樂茁藥物使用行為草草負肉影

，也就是說學生危險知覺愈高，雖不可能使用俱樂部藥物。再者，刺激尋求特臂之

標準化還歸係數章程~H重大於危險知覺，顯示刺激持求特質對研究對象棋樂部藥物使用

行爵的影響力大於危險知覺 O

另外，模式二顯示刺激尋求特質、建險知覺和兩者的交叉乘積項對f其樂部藥物使

用行爵的解釋量為21.7% '也達統訐上之顯著水準 (F 午 48.23 ' P 紛1)。但是科議

尋求特質和危險想覺的交互作用項並非顯著變現 (β 二 -0.怒， p> 0.5) ，顯示兩個

自變明並無交互作用存在。由此，在模式三中排除刺激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的交叉乘

積項，僅放入刺激蹲求特質、危險短覺和捕人背景變頃，以探討在體幫了餌人背景變

'刺激昂求特質、危險知覺是舌的為俱樂器藥物使用行為的顯著聽項 O 整體罷式

達統計之顯著*準 (F 月 8.36 'P .001)'立輯jzt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的標準化迴歸

係數仍均達顯著水塘，且斜激尋求特質對俱樂部藥將使用行為仍具正冉影響力 (β-

0刃 'P .000' 危險知覺對俱樂草藥物倪用佇為也仍有負向影響 (β 三 O.抖， P 

β1) 0 另…方面，憫人背景變項巾，[生肝、家結結構、打工I[青彤、母親職業和教宵程

度亦為顯著變工頁。其中男生比女生容易出現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 β- 0.14 ' P 

<.01) 母親職業為半專業的學生比母親職業為一般專業以上的發生容易便用俱樂部

藥物 (β 廿一 O.詣， P <.01)母親教育程度是大專的學生比母親教育程度是關中以

下的學生不會使用俱樂器15藥物 (β 心 O.詣， p<.01) 母親教育程度是高中的學生

比母競教育程度是盟中以 F的學生不會使用俱樂詰藥物叫:一 O.時 'P 給1)

家庭結構不完整的學生比家賠結構完整的學生容易出現俱樂草藥物使用行為咕

O.俑 'Pβ5) 有打 E經驗的學生比沒有打[經驗的學生可能發生俱樂部藥物(更f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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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β 三 0.09 ' p <.05) 。

歸納以上的結果發現，刺激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均是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的重要

解釋變項，且在調整個人背景變項後，兩者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的關係仍然存在。

這結果和徐春吉 (2003) 探討刺激尋求對吸菸、喝酒、嚼檳榔、藥物使用、師生衝突

等冒險行為有顯著性之預測力有類似之處。另外， Wagner等人( 1991)針對 276位

17-22歲青少年，評估其知覺冒險活動的危險性，發現經驗尋求高的男性，其冒險活

動知覺危險低，且能預測其大麻的使用與本研究相符合。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上述結果和探討，歸納出本研究之重要結論如下:

(一)在九種俱樂部藥物中，研究對象平均曾用過1.20種，但以酒和菸為主。約

七成有喝酒經驗，約三成曾吸菸，而使用各種非法藥物的比率都在5%以下，又以搖

頭丸、大麻和K他命者較多。但有四分之一從未使用過任何一種俱樂部藥物。

(二)研究對象具有中等程度的刺激尋求特質，其中又以冒險尋求和反抑制兩部

分得分較高 O

(三)研究對象的俱樂部藥物使用危險知覺相當高，顯示認同使用俱樂部藥物可

能造成多層面的危害。在六層面的危險知覺中，以對健康危險知覺得分最高，其次依

序為金錢花費、精神狀況、自身安全、家人關係和學業危險知覺 O 而對九種俱樂部藥

物的危險知覺方面，研究對象知覺七種非法藥物的危害高於菸和酒 O

(四)研究對象之俱樂部藥物使用是男生高於女生;技二學生高於專二學生;母

親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的學生高於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的學生;母親教育程度為研究

所以上的學生高於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的學生;有打工的學生高於無打工的學生 O

(五)不論是否調整個人背景變項，刺激尋求特質和危險知覺均是俱樂部藥物使

用行為的重要解釋變項，其中刺激尋求特質的重要性高於危險知覺，兩者的共同解釋

變異量為27% 0 當研究對象刺激尋求特質越高，其使用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的可能

性也越高:相反地，當研究對象危險知覺越高時，其使用俱樂部藥物的可能性就越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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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刺激尋求特質、危險知覺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之路偉、多元現歸分軒摘要表

刺激尋求將質

結險知覺

* 
t哇啦(女生為對照紐 1

年級
專二(專一為對照組)

為主持旦發給)

. (摔一為輩子照組)
弋{專 A為對照組)

(叫撥專業以…仁為對照紹)

技術性職業(一概專業以上為對照組)

半技{，定性轍業卜拘般專業以上為對照紐/

〈一股專業以上為對照組:

(般專業.L:J.t為對照組)

技籬11主職業 (一緝毒業以上為窮無絡)

乍技術性職業(-~做專業以上昆對照組)

(…做專業以上為對照組)

其{龍(一般專議以上為對照組)

父親教宵程度

F 

w 

高中(關中以下為對照組)

大專(閱中以下為對照組)

研究所以仁(園中以下為對照組)

高中(閣中低下為對照相)

大專(圈中以下為對照輯)

研究所以上(圈中低于為對照紹)

(家庭結構不完整為對照組)

居住狀況 1 米與家人問他為對照相)

j 無打工為對照相:

.05 ' **p <.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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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

標準化

過歸f系數 遐歸係驗 過歸f系數

.39*** 
-.14** 

.66* 
-.02 
訕‘25

.35*** 
-.11 ** 

‘ 14** 

-.04 
-.01 
喲 .01

.08 

.05 

.03 
-.02 

-‘00 
.01 

弋 18**

-.13 
-.09 

弋 14

正)l

.05 

.09 

.08 

棚 .18***

酬 .16**

-.04 
-.08* 
-.02 
.09* 

72.02*** 48.23*** 8.36*** 

之 16*** .217***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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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議

拭…F分二方面提出實務和未來研究;二的建議 G

(一)實務方面的建議

1.了解學生的科激尋求程度，並免對有效疏導方案

研究發現，刺激帶求特質總分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品問呈正相關，亦即學生刺激

，越可能使用俱樂部藥物。另外，剩激尋求特質的問項因素中，

反掠制造工農因熱與俱樂部藥物使用行為的相關係數續最高。故建議教育單位可評品學

生的刺激尋求特質，及早進行輔導和規副本目輯介入活動，以據主力學生以正常体胃方式

滿足站求刺激的需求，減少以{吏，用俱樂部藥物作為抒發管譜。例如:提供青少年學生

登山、舉岩等具挑戰和l刺激陸的休聞機會、開放選動場所、安排闖關和競賽等多樣化

的活動等。另一方面，具有反制傳兢束搏慾望的學生，可能是使用俱樂部藥物的高危

險群，更直加強輔導 O

2. 鑑>JIJ學生的俱樂部藥物危險知覺程度，並加強相關防制教育

研究結果罷示，研究對象具有頗高之危險知覺，且危險知覺船高，俱樂部購物使

用行為較不可能發生。故建議針對危險知覺較低的學生，及早輔導或建行相關教育兮

入，藉此提升其危險知凳，並降僅使用1哀樂部藥物的可能性 O 尤其是對嗎源和眼菸的

危險始覺較低，而且能用比率明顯高於其的七種復樂部藥物，學校應加強學生對兩項

物質可能產生之危害的認知。另一方面，雖然研究對象對七種非法藥物的多層商危險

知覺頗高，佳品有些人曾種使用搖頭丸、大"î章等短期似無霞害又有娛樂效果的藥物。

本即處醫學語接顯示，如長期使用這類藥物的可能對個人、家庭或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故建議軒曾經使用的技手哲學院學生加強相關防制宣導，讓他們能更清楚俱樂部藥物的

長期危害，以減少使哩。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1.擴大研究對象

本友研究限於人力、時閉上考量，種以台北市三用技術學院的學生為母群體，

議未來可針對台灣地置之技術學院進行全面性揖樣調壺，以建立全輯、具代表J陸之資

料，並能分析和比較各區學生的異同。

2. 針對變項危險知覺可再設計不再受表探討

本研究採自編結構式問程為工具蒐集資料，其中有聽俱樂部藥物危險知覺部份是

',
A 

qJ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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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開放式間在結果，故當對健康、家人關係、安全、精神等六層面宋詩的。但國本

次研究收集到之闊放式問我數較少，可能有無法窮盡的清|哇，建議未來研究可再加

強收集更多層臣之危會知覺混量﹒並研發更具信、效度的立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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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ation 

seeking, risk perception and club drugs using 

behavior among students 合om thr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Taipei 

Po-Chun Lin Hsiang-Ru LaÏ I-Ling L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club drugs using of 

students of technology students an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ation 

seeking,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use of club drugs. 

人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The popul紋的n was students in 3 

institutes of technoloεy in Taipei. Strati1'ied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obtain 526 

subject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January 2004. T test、 one刪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analyze data. 

The results 0 1' the study reve叫 that (1) Percentage of subjects used club drugs 

were alcohol drinking 73 , smoking 35.7 MDMA 4.6 %‘ marijuana 3.0 %, 
Ketan泌的 2.5 %. (2) Gender,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and part-time job experienc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lub dru萃 using behavior. (3) Students of institutes 

Teaeher Trainee , Taipei Municipal Xisong Senoir High School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nnaJ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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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echnology are medium level of sensation seeking and high level of risk perception. 

(4) 2 1.6 % variance of club drug using behavior could be explained by sen除tion

seeking and risk perception. (5) Sensation seek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lub drugs using behavior. Risk percep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lub drugs 

usíng behavio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prevent students from using club drugs 

should focus on students with high sensation seeking and low ri法 perception.

Keywords :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udents, sensation seeking, risk perception, club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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