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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自填式問卷進行調查，共分析了臺灣地區圈中生 5956 人，以了解國中生

的飲酒情形及飲酒者與未飲酒者之間有關生活狀況的比較。結果如下:

(一)圈中生的飲酒情形，每個月至少喝 1-2 次以上者約佔 15% 。並且全體約有四分

之一的人在未來六個月內有飲酒的意向。

(二)在飲酒者與未飲酒者之間有關生活狀況的比較，將其分成人際關係滿意度、生

活滿意度、生活態度和規則性及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進行槍討。結果發現飲酒者在人際

關係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幾乎皆較未飲酒者感到不滿意。另外，在生活態度和規則性及

社會偏離感等項目上，飲酒者在飲食、睡眠上表現出較沒有規則性，並且在身心上較易

感到痠憊與陷入谷底。在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上，飲酒者會有想做讓父母訝異的事情、

過自由不受拘束的生活、感覺生活單調與無聊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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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社會中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工業化，喝酒問題最近逐漸的被重視，全國每

年的酒精消費量也快速增加，青少年和女生的喝酒人數也日增，與喝酒有關的事故傷

害，死亡之比率和肝硬化而死亡的比率也急增。已經有多數學者警告說:將來習慣性

喝酒的人數一定會大量增加，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姜暸美， 1990) 。臺灣地區酒癮

病人比率，比起四十年前成長近百倍，顯示國內飲酒文化常見的勸酒及拼酒行為，已

付出可觀的健康代價，更待導正。

有關國內學生飲酒的情形，根據研究可以得知:研究對象的不同，開始飲酒的年

齡也有差異(姜璟美， 1990 ;黃惠玲， 1993 ;林秀霞， 1994 ;李景美， 1995; 李蘭、

晏涵文、梁廣義， 1995) ，但是由結果分析可知，國中時期為一個重要的關鍵時期。

國內以飲酒為主題的調查並不多，以國中生為對象的研究更有限，並且都以地區

性調查為主;對於國內國中生的飲酒情形也不甚了解，所以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為了

解國中生的飲酒情形。此外，有關飲酒的問題，以往的研究主要著重在相關因素的探

討。包括:社會人口學因素方面 (Fors， & Rojek,1983; Robinson, Killen, Taylor, Bryson, 

Saylor, Maron, Macco旬， & Farguhar, 1987; Gottli曲， & Baker, 1986 ;蔡季蓉， 1990 ;黃惠

玲， 1993 ;林秀霞， 1994) 生理因素方面(陳喬琪、林式穀、李期才、胡海國、葉

英， 1989 ;胡海園、陳珠璋、葉玲玲， 1989) 。此外，社會心理學因素和社會環境因

素方面，研究指出，社會心理學因素，如:偏差的自我印象( deviant self-image )、自

我效能( self- efficacy) 、同儕壓力的自覺感受性( susceptibility to peer pressure )與飲

酒行為有關( Davies, & Stacey, 1972; Chassin, Tetzlo缸" & Leech, 1985; Dielman, Butcha此，

& Shope, 1993; 毓琦， 1995) 。在環境因素方面:父母和同儕是影響青少年飲酒態度和

行為的兩個重要參考團體。許多研究指出，父母對於小孩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指導，則

包括飲酒行為的許多偏差行為就相對的減少( Barn郎， & Windle, 1987;Vica句， Lerner, 

1986; Needle, McCubbin, Wilson, Reineck, Lazar, & Mederer, 1986; Dishion, & Loeb缸，

1985; Kandel, 1985) 

透過社會心理與環境因素的分析，有關社會心理學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由於偏差

的自我印象、自我效能的過低評價等，易導致自尊的低落。許多的報告指出，有較高

自尊的青少年比較低自尊的青少年更能夠直接解決問題，並且有較高自尊的青少年較

傾向於問題焦點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有較低自尊的青少年則較傾向於使用情緒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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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去因應問題。 DuBois & Hirsch (2000) 指出，適應與自尊之間有相關性。又根

據 Dusek (2000) 對一些文獻的探討指出，自尊與學校壓力、偏差行為和飲酒行為是相

互影響的。 DuBois & Hirsch (2000) 也指出，有較高自尊的人其也有較正向的結果，

例如:有較好的學業成就，較好的生活滿意度和較好的身體健康;相反的，自尊較低

者往往較憂鬱，較會被同儕所拒絕和有一些偏差的行為。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過程中，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對飲酒問題的探討都只在探討影響

飲酒的因素。並且由一些探討自尊的研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自尊低落會影響到青少

年的行為。由這些研究報告中，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許多影響飲酒行為的因素中，

事實上與自尊所造成的行為表現有許多相關連之處。因此，本研究主要想瞭解飲酒者

與末曾飲酒者，其在日常生活上有何差異存在，以作為今後衛生教育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次的研究對象是以臺灣地區國民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全體學生為母群體。對於

樣本的選擇，因為母群體龐大，為節省研究之人力、財力，並選取其有代表性之樣本，

採取二階段分層抽樣法。

抽樣的第一階段是以學校為單位，將學校分成北、中、南、東四區，考慮各區學

校數的比率，以隨機的方式抽取樣本學校，共抽取了 55 所。第二階段是以班級為單位，

考慮各地區的班級數與年級的比率，從各校抽出班級，被抽中的班級則學生全數為研

究的樣本。共抽取了 165 班。

二、調查內容

調查內容包括:飲酒行為及生活狀況(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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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調查內容

一、飲酒行為

(一)飲酒頻率

(二)六個月內飲酒意向

二、生活狀況

(一)人際關係滿意度

1.在學校我常被老師責，罵

2.我和家人的關係良好

3.我經常和父母談論一天中所遭遇的事情

4.我有事情瞞著父母而不敢讓他們知道

5我對父母抱著不信任的感覺

6.我對於和異性相處的關係感到滿意

(二)生活滿意度

1.學校生活讓我感到滿意

2我對學校課間休息的生活感到滿意

3.我對放學後的生活感到滿意

4.我對家庭的生活方式感到滿意

5.我對家裡的飲食感到滿意

6.我對父母給我的零用錢感到滿意

(三)生活態度和規律性

1.我每天早上都能自己起床

2.我的飲食定時定量

3.我每天都能準時上床睡覺

4.我每天能準時起床

5我有時候會覺得焦慮不安

6.我有時候會有J心情陷入谷底的感覺

7.我會無故的感到疲憊

(四)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

1.我會想做一些讓父母覺得訝異的事情

2.我會想拋開一切去飆車

3.我會想過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生活

4.我會想藉酒忘記生活中的痛苦

5.我會想要藉著賭博或六合彩而發大財

6.我覺得只要不影響他人做什麼事都沒關係

7.我有血單的感覺

8.我覺得生活單調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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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方法

首先透過相關單位取得學校的資料，進行抽樣工作。抽樣完成後，發函至被抽中

的學校，並在函內說明研究目的、抽樣方法、施測對象、所需班級與調查進行的方式

等事宜，敦請其同意協助調查工作。並且利用電話與各校聯繫'以尋求各校的同意，

並且確定正式施測的時間。

資料的收集，是以全班同學於教室中，將問卷分給同學，以自填式的問卷，進行

資料的收集。資料的收集，主要以研究人員或助理進行，部份學校由於人力的關係，

則委託該校的導師協助進行。故在進行施測前，約定時間給予導師說明整個調查工作

及希望他們協助的事宜。整個資料的收集，於民國 87 年 12 月~民國 88 年 3 月進行。

共完成了 48 所學校，得有效問卷 5956 份。

四、資料分析

有關飲酒行為的頻率及生活狀況的分布情形，以百分比的描述性統計進行了分

析。另外，對於飲酒者與未飲酒者有關生活狀況之各項目的比較分析，則以 x 2統計檢

定進行分析。對於各個項目的分析，如過到缺失值時，則將其排除在分析之外。

參、結果

一、國中生飲酒狀況

本次研究在詢問過去一年喝酒的情形(見表二 ) ，發現幾乎天天喝(平均每週 4

次以上)者有 24 人 (0.4%) ，經常喝(平均每週 2-3 次)者有 58 人(1.0%) ，時常

喝(平均一個月 3-4 次)者有 131 人 (2.2% )偶而喝(平均每個月 1-2 次)者有 691

人 (1 1.7%) ，而過去一年幾乎沒有喝和沒有喝過者有 5011 人 (84.7% )。由此結果

可知，國中生每個月至少喝 1-2 次以上者約佔 15% 。

另外，本研究也詢問了未來六個月內喝酒的可能性，回答「非常可能」、「可能」、

「有點可能」者共有約 24% '顯示國中生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未來六個月內有可能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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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 率

沒有喝過

幾乎沒有喝(平均一個月不到一次)

偶而喝(平均一個月 1-2 次)

時常喝(平均一個月 3-4 次)

經常喝(平均每週 2-3 次)

幾乎天天喝(平均每週 4 次以上)

二、飲酒情形與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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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飲酒頻率

人數
3178 

1833 

691 

131 

58 

24 

百分比

53.7 

3 \.0 

11.7 

2.2 

\.0 

0.4 

與飲酒行為有密切關係的生活狀況和飲酒情形的關係，如表三所示。生活狀況將

其分成人際關係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生活態度和規則性、及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進

行檢討。關於飲酒行為則只選取平均一個月 3-4 次以上者，即平均每星期都會喝一次以

上者(稱飲酒者)和未曾喝過酒者(稱末飲酒者)進行比較研究。

(一)飲酒情形與人際關係滿意度

關於人際關係方面，針對「在學校我常被老師責罵」、「我和家人的關係良好」、

「我經常和父母談論一天中所遭遇的事情」、「我有事情瞞著父母而不敢讓他們知道」、

「我對父母抱著不信任的感覺」、「我對於和異性相處的關係」等進行了分析，發現

飲酒者與末飲酒者有下列特徵的差別:飲酒者，在學校較常被老師責罵;和家人的關

係較差;較不經常和父母談論一天中所遭遇的事情;有事情瞞著父母而不敢讓他們知

道;對父母抱著不信任的感覺。這些項目在統計上，均顯示出顯著的差異( p<O.OOl )。

但是，在和異性相處的關係上，飲酒者和末飲酒者間，並末顯現出有意義的差異。

(二)飲酒情形與生活滿意度

有關生活滿意度方面，如表三所示，對「學校生活」、「學校課間休息的生、活」、

「放學後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方式」、「家裡的飲食」、「父母所給的零用錢」

等項目進行了探討。結果發現對於這些項目，飲酒者與末飲酒者之間，有顯著的差異

存在( P<O.OOl )。末飲酒者均較飲酒者對於這些項目偏向「同意」感到滿意。而且可

以由飲酒者對「學校生活」、「放學後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方式」等滿意度來看，

發現飲酒者的滿意度比末飲酒的滿意度差很多。而對於學校生活的滿意度，感覺「不

滿意」者，飲酒者比末飲酒者中多了兩成多，此實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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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飲酒情形與生活態度和規律性

有關生活態度和規律性上，包括了「我每天早上都能自己起床」、「我的飲食定

時定量」、「我每天都能準時上床睡覺」、「我每天都能準時起床」、「我有時候會

覺得焦慮不安」、「我有時候會有心情陷入谷底的感覺」、「我會無故的感到疲憊」

等項目。結果如表三所示，除「我每天早上都能自己起床」、「我有時候會覺得焦慮

不安」兩項，飲酒者與未飲酒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外，其他項目在統計上都達到顯

著的差異。也就是說，飲酒者在生活態度與規律性上，較不能夠飲食定時定量，每天

較不能準時上床睡覺，也較不能準時起床，容易無故感到疲憊和心情陷入谷底的感覺。

(四)飲酒情形與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

有關飲酒情形與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的關係，以「我會想做一些讓父母覺得訝異

的情形」、「我會想拋開一切去飆車」、「我會想過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生活」、「我

會想藉酒忘記生活中的痛苦」、「我會想藉著賭博或六合彩而發大財」、「我覺得只

要不影響他人做什麼事都沒關係」、「我有孤單的感覺」、「我覺得生活單調無聊」

等八項進行了探討。結果發現在飲酒者與未飲酒者間，在此八項上於統計上都達顯著

的差異。也就是說，飲酒者較未飲酒者更會想，做一些讓父母覺得訝異的事情、拋開

一切去飆車、過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生活、藉酒忘記生活中的痛苦、藉著賭博或六合

彩而發大財;並且飲酒者也較未飲酒者覺得只要不影響他人做什麼事都沒關係，而且

有孤單的感覺和生活單調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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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飲酒行為與生活狀況

同意 中立意見 不同意 p 

人際關係滿意度

在學校我常被老師責，罵

飲酒者 49 (23.2) 97 (46.0) 65 (30.8) 

未飲酒者 286 ( 9.0) 1142 (36.1) 1735 (54.9) ••• 
我和家人的關係良好

飲酒者 82 (39.0) 81 (38.6) 47(22.4) 

未飲酒者 20 \0 (63.6) 982 (3\.1 ) 167 ( 5.3) ... 
我經常和父母談論一天中所遭遇的事情

飲酒者 64 (30 .3) 72 (34.1 ) 75 (35.5) 

未飲酒者 1377 (43.6) 1242 (39.4) 537 (1 7.0) ... 
我有事情瞞著父母而不敢讓他們知道

飲酒者 94 (45.6) 75 (36 .4) 37 (1 8.0) 

未飲酒者 798 (25 .3) 1529 (48 .4) 833 (26.4) ... 
我對父母抱著不信任的感覺

飲酒者 60 (28.7) 79 (37.8) 70 (33.5) 

未飲酒者 363 (1 \.5) 978 (3\.0) 1815 (57.5) ••• 
我對於和異性相處的關係感到滿意

飲酒者 92 (44.0) 90(43.1) 27 (12.9) 

未飲酒者 1264 (40.0) 1538 (48.7) 359 (J \.4) n.s 

生活滿意度

學校生活讓我感到滿意

飲酒者 50 (23.7) 93 (44.1 ) 68 (32.2) 

未飲酒者 1299 (4 1.0) 1566 (49 .4) 303 ( 9.6) ... 
我對學校課間休息的生活感到滿意

飲酒者 46(2 1.9) 108 (5\.4) 56 (26.7) 

未飲酒者 \365 (43.2) 1312 (41.6) 480 ( 15 .2) ... 
我對放學後的生活感到滿意

飲酒者 88 (42.1 ) 78 (37 .3) 43 (20.6) 

未飲酒者 1717 (54.3) 1150 (36.4) 295 ( 9.3) ... 
我對家庭的生活方式感到滿意

飲酒者 65 (3 1.0) 97 (46.2) 48 (229) 

未飲酒者 1775 (56.1 ) 1117 (35 .3) 274 ( 8.7) ... 
我對家裡的飲食感到滿意

飲酒者 109 (5 1.9) 80 (38.1 ) 21 (10.0) 

未飲酒者 2090 (661 ) 912 (288) 160 ( 5.1) ...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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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續一)

同意 中立意見 不同意 p 

我對父母給我的零用錢感到滿意

飲酒者 93 (44.3) 64 (30 .5) 53 (25.2) 

末飲酒者 1806 (57.2) 936 (29.6) 418(132) ••• 

生活態度和規律性

我每天早上都能自己起床

飲酒者 89 (42 .4) 68 (32 .4) 53 (25.2) 

未飲酒者 1414 (44.6) 1138 (35.9) 617 (1 9.5) n.s 

我的飲食定時定量

飲酒者 55 (26.1 ) 98 (46 .4) 58 (27.5) 

末飲酒者 1267 (40.1) 1469 (46.5) 426 (13.5) ••• 
我每天都能準時上床睡覺

飲酒者 33 ( 15.7) 62 (29.5) 115 (54.8) 

未飲酒者 752 (23.8) 1360 (43.0) 1051 (33.2) ••• 
我每天能準時起床

飲酒者 69 (32.7) 77 (36.5) 65 (30.8) 

未飲酒者 1335 (42.2) 1195 (37.8) 630 (19.9) ••• 

我有時候會覺得焦J:t、不安

飲酒者 92 (43.8) 85 (40.5) 33(15.7) 

未飲酒者 1487 (470) 1251 (39.6) 425 ( 13.4) n.s. 

我有時候會有，心情陷入谷底的感覺

飲酒者 119 (56.9) 63 (30.1 ) 27(129) 

未飲酒者 1605 (50.8) 1069 (33.8) 486 (15 .4) ••• 
我會無故的感到疲憊

飲酒者 91 (43.3) 87 (4 1.4) 32(15 .2) 

未飲酒者 1164 (36.8) 1166 (36.9) 829 (26.2) •• 

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

我會想做一些讓父母覺得訝異的事情

飲酒者 73 (35.1) 73 (35.1 ) 62 (29.8) 

未飲酒者 655 (20.8) 1046 (33.2) 1446 (45.9) ••• 

我會想、拋開一切去飆車

飲酒者 78(37.1) 56 (26.7) 76 (36.2) 

未飲酒者 222 ( 7.0) 326 ( 10.3) 2616 (82.7) ... 
** p< .01 , ***恨，∞l

- 25 一



衛生教育學報

表三 (續二)

同 意 中立意見 不同意 p 

我會想過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生活

飲酒者 142 (67.9) 51 (244) 16 ( 7.7) 

未飲酒者 1564 (49.5) 1074 (34.0) 521 (16.5) ••• 
我會想藉酒忘記生活中的痛苦

飲酒者 67 (31.9) 72 (343) 71 (33.8) 

未飲酒者 169( 54) 249 ( 79) 2738 (86.8) ••• 

我會想要藉著賭博或六合彩而發大財

飲酒者 31 (14.7) 49 (232) 131 (62.1) 

未飲酒者 112 ( 3.5) 221 ( 7.0) 2829 (89.5) ••• 

我覺得只要不影響他人做什麼事都沒關係

飲酒者 101 (47.9) 64 (30 .3) 46 (2 1.8) 

未飲酒者 613(194) 980 (3 1.0) 1565 (49.6) ••• 

我有孤單的感覺

飲酒者 76 (36.4) 76 (364) 57 (27.3) 

末飲酒者 733 (23 .2) 1130 (35.7) 1302 (4Ll ) ••• 

我覺得生活單調無聊

飲酒者 79 (37.4) 78 (37.0) 54 (25.6) 

末飲酒者 648 (20.5) 1210 (383) 1304 (412) ••• 

抖p<O.I ，抖* p< 朋l

肆、討 面合

一、學生飲酒狀況

本次研究在詢問過去一年喝酒的情形，發現幾乎天天喝(平均每週 4 次以上)者

有 24 人 (0.4%) ，經常喝(平均每週 2-3 次)有 58 人( 1.0%) ，時常喝(平均個

月 3-4 次)者有 131 人 (2.2% )偶而喝(平均每個月 1-2 次)者有 691 人(I 1.7%) 

而過去~----年幾乎沒有喝和沒有喝過者有 5011 人 (84.7% )。由此結果可知，國中生每

個月至少喝 1-2 次以上者約佔 15% 。此結果與姜暸美(民 79 )調查台北地區國中至大

專學生之飲酒情形，其中在 12-15 歲茜佔 15%的結果類似。另外，根據李景美(1995)

的報告，台北市國中生不曾喝過酒的有 60.3% '曾經有過但是過去 A年內沒有喝過的

人有 19.2% 。由這兩個數字可以推估，過去一年內喝過酒的同學約有 20% '如果再扣

正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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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個月少於一次以下者，其所得的數字應該與本研究所得相似。交由末來六個月內

喝酒的可能性推知，約有 25%的人有飲酒的意圖。由這些數字可知喝酒行為的形成，

於國中階段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因此對於國中生的飲酒教育實刻不容緩。

二、飲酒情形與生活狀況

有關飲酒與生活狀況的關係，首先就以人際關係滿意度來看。由影響青少年的飲

酒行為的因素來看，父母與學校的老師是主要的因素，此外同儕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許多研究指出，父母對於小孩有更多的支持和指導，對於飲酒或藥物濫用等行為就會

相對的減少 (Bames， & Windle, 1987;Vicary, & Lemer, 1986;Needle, McCubbin, Wilson, 

Reineck, Lazar, & Mederer, 1986; Dishion, Loeber, 1985; Kandel, 1985) 。由這個研究結

果，我們可以推知，飲酒者與末飲酒者其在人際關係滿意度上可能會有差異。本研究

的調查結果顯示，飲酒者與末飲酒者在下列特徵上有顯著差異:飲酒者在學校較常被

老師責罵;和家人的關係較差;較不經常和父母談論一天中所遭遇的事情;有事情瞞

著父母而不敢讓他們知道;對父母抱著不信任的感覺。由這個結果也反應了飲酒者在

人際關係上比末飲酒者差 o 也說明了，父母與老師在日常生活上，對孩子或學生的支

持與指導，及其之間的互動關係，會影響到青少年的飲酒行為。

在生活滿意度方面，由結果可知，飲酒者在學校生活，放學後的生活，家庭生活

(包括生活方式、飲食、零用金)均較末飲酒者感到不滿意。依據賴香如、李碧霞、

李景美、彭如瑩 (2000 )的研究指出，有關物質濫用的原因:在個人因素方面 I 舒

解壓力，心情煩吧... J' 在家庭因素方面， I 父母突然離婚，然後就會心情不好， ... J' 

學校方面 I課業壓力太大」。由這些現象，所反應出來的就是適應的問題。 DuBois & 

Hirsch ( 2000 )指出，適應與自尊之間有相關性，適應不良會導致自尊低。叉 DuBois & 

Tevendale ( 1999 )也指出，有較高自尊的人其也有較正向的結果。而 Dusek (2000) 

對一些文獻的探討指出，自尊與學校壓力、偏差行為和飲酒行為是相互影響的。 DuBois

& Hirsch (2000) 也指出，有較高自尊的人其有較好的學業成就，較好的生活滿意度和

較好的身體健康。而本研究也發現，飲酒者對其生活滿意度感覺較不滿意，也反應了

以往研究的一些結果。

最後是有關生活態度和規律性及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由結果來看，飲酒者的生

活規律性，整體而言，較末飲酒者沒有規律，並且在情緒上，較有陷入谷底的感覺和

較會無故的感到疲憊。本次的研究，有關規律性著重在飲食和睡眠方面，這個結果也

反應了，在其他研究( Sh此， 1997 )所提，父母對孩子的教養情形，也會反應在物質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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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而本研究在探討飲酒者與未飲酒者的生活狀況，在生活規律性上所得的結果，

似乎也可反應此情形。

另外，關於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根據賴香如等( 2000) 的研究指出，國中生物

質濫用的原因，包括了:無聊的時候就會想使用，或在同儕間表現出逞強的態度，與

人打賭「誰說我不敢阿! J 於是就去嘗試 O 另外， Dielman, Butcha此， & Shope ( 1993 ) 

也指出，有偏差的自我印象的人，其較容易有飲酒的行為。根據這些研究結果，與本

研究探討他們生活上的表現時，也發現飲酒者較未飲酒者，較會去思考一些偏離社會

規範的行為，並且在生活上有覺得單調無聊或孤單的感覺。如果依據 DuBois & 

Tevenda1e (1999) 和 Dusek (2000) 所指出的，自尊與偏差行為和飲酒行為是相互影

響的;並且有較高自尊的青少年較傾向於問題焦點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有較低自尊

的青少年則較傾向於使用情緒焦點的方式去因應問題。本研究的結果，似乎也反應了

他們所提出的一些見解。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透過本研究可知，國中生的飲酒情形，每個月至少喝 1-2 次以上者約佔 15% 。並

且以整體而言，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未來六個月內有飲酒的意向。

在飲酒者與未飲酒者之間有關生活狀況的比較，將其分成人際關係滿意度、生活

滿意度、生活態度和規則性及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進行檢討。結果發現飲酒者在人際

關係滿意度、生活滿意度的相關項目上，除了與異性相處的關係上，沒有顯著差異外，

其他項日上飲酒者皆較未飲酒者感到不滿意。另外，在生活態度和規則性及社會偏離

感等項目上，除了我每天早上都能自己起床、我有時會覺得焦慮不安兩個項目在飲酒

者與未飲酒者間沒有差異外，在其他項目上飲酒者皆較未飲酒者呈現較負向。即飲酒

者在飲食、睡眠上表現出較沒有規則性，並且在身1[，、上較易感到疲憊與陷入谷底。在

社會偏離感與孤立感上，飲酒者會有想做讓父母訝異的事情、從事冒險的行為、過自

由不受拘束的生活、感覺生活單調與無聊等事情。

二、建議

( ---)由結果可知，約有的%的國中午每個月至少會喝一次以 t的酒，並且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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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的國中生在未來六個月內有飲酒的可能。但是依據「少年福利

法 J 未滿十八歲者禁止飲酒。並且，國中生是人生重要的學習階段，飲

酒會影響學習，一定要避免飲酒。所以，今後的教育課程中，應加強有關

飲酒方面的教育，告知飲酒對健康的影響，減少國中生在國中階段就有習

慣性的飲酒行為。

(三)研究可知，飲酒者在整個的生活狀況較末飲酒者表現出負向的情形。飲酒

者顯現出對人際關係及生活滿意度的不滿。其中包括了學校生活與家庭生

活，並且在生活態度和規則性及社會偏離感方面的反應，也顯現出飲酒者

的許多問題。由這次研究的結果，可提供對飲酒者介入活動時更其體的目

標及家長、老師所應扮演的角色。

(三)以往的研究，提供了影響飲酒行為的因素之相關資料。然而，這些資料的

實像，如何反應在日常生活中，以往並沒有探討。透過此次探討的結果，

可提供父母或老師更理解飲酒國中生的生活情形，透過日常生活中對於國

中生生活上的關心與輔導，似乎也是不能忽略的方法。

(四)本次研究有關生活狀況上的項目，在效度方面應可加強，如何讓國中生的

生活情況更具體的呈現出來，應可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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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drinkers' and non-drinkers' 
life style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Chyun Chiang Ya-Wen Huang 

Abstract 

The pu中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drinking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o compare the life style of drinkers and non-drinkers in Taiwan.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found. 

Students who drunk at least once a month were about 15%. And about a quarter of all 

subjects thought they would drink in next 6 months. 

To compare the life style of drinkers and non-drinkers, we found that the drinkers were 

less satisfied with human relationship and human life. Besides that, we found that drinkers 

were worse than non-drinkers in living attitude and more feeling of deviation from normal 

sociallife.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rinking behavior. lif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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