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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 

青少年成癮物質使用態度、社會影響、拒絕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

意圖及行為之關係研究－以桃園縣國中學生為例 

 

學生：曾琬婷                 指導教授：張鳳琴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桃園縣國中學生之成癮物質使用態度、社會影響和拒絕

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的現況，以及檢視其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社會影響和拒絕自我效能對其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之影響。研究對象

為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採分層集束抽樣隨機從其中抽

出 15 所學校，各校每一年級各一班，獲得有效樣本數為 1,122 名學生。研

究工具為結構式問卷，以班級集體自填問卷方式蒐集資料。所得資料以 t 檢

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迴歸分析和邏輯斯迴歸分析等方法進行統計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受測學生目前有吸菸為 59 人(5.3%)，目前有飲酒為 96 人(18.9%)，曾經

嚼檳榔有 47 人(4.2%)，曾經使用成癮藥物有 7 人(1%)。 

二、學生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一、自覺吸菸態度愈不反對、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母親有吸菸、好友有吸菸、好友對學生吸菸態

度愈不反對，其吸菸意圖愈高。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自覺吸菸危

險性愈低、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母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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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菸者，其愈易有吸菸行為。 

三、學生為自覺飲酒態度愈不反對、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低、母親有飲酒、

兄弟姊妹有飲酒、好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

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者，其飲酒意圖愈高。受測學生自覺飲酒危險性

愈低、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低者、好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

不反對者，其愈易有飲酒行為。 

四、學生為男生、自覺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父

親有嚼檳榔、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其嚼檳榔意圖愈高。

學生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低、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父親有嚼檳榔、

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嚼檳榔行為。 

五、學生為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一、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愈低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高。 

建議透過教育介入及宣導，幫助青少年對使用成癮物質建立正確的態度

並學習拒絕成癮藥物使用技巧，以降低青少年使用成癮物質的危害。 

 

 

關鍵詞  青少年、態度、社會影響、拒絕自我效能、吸菸、飲酒、嚼檳榔、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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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ttitude, Social Influence, and Refusal Self-efficacy Associated with 
Substance U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 case involv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oyuan County 
 

A Master Thesis 
By 

WAN-TING ZENG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of adolescents’ attitudes, 
social influence, and refusal self-efficacy associated with substance u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 sample of 1,122 students from 15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completed a self-administered survey.  T-tests, one-way ANOVA, regression model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examine predictors of substance u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About 5.3% of the students were current smokers, 18.9% of them were current drinkers, 
4.2% of them had ever chewed betel-nut, and 1% of them had ever used illicit drugs. 

2. Students being male, having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with lower disapproval 
attitude of smoking, lower refusal self-efficacy, mother’s smoking, peers’ smoking, and 
lower peers’ disapproval attitude predicted cigarette smoking intentions.  Students 
being male, 8th graders, with lower perceived risk of smoking, lower refusal 
self-efficacy, lower mother’s education, and peers’ smoking were also related to students’ 
smoking behavior.  

3. Students’ lower disapproval attitude of drinking, lower refusal self-efficacy, mother’s, 
sibling’s and peer’s drinking, and lower father’s and peer’s disapproval attitudes 
predicted alcohol drinking intentions.  Students’ lower perceived risk of drinking, 
lower refusal self-efficacy, peer’s drinking, lower father’s disapproval attitudes also 
were related to students’ use of alcohol. 

4. Students being male, with lower disapproval attitude of betel-nut chewing, lower refusal 
self-efficacy, father’s betel-nut chewing, and sibling’s disapproval attitudes predicted 
betel-nut chewing intentions.  Student’s lower perceived risk of betel-nut chewing, 
lower refusal self-efficacy, father’s betel-nut chewing, and sibling’s disapproval 
attitudes were related to students’ betel-nut chewing. 

5. Students having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with lower disapproval attitude, and lower 
refusal self-efficacy predicted illicit drug use intentions. 

Drug education and media campaig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enhance students’ 
anti-drug attitudes and refusal self-efficacy.   

 

Key Words: adolescent, attitude, social influence, refusal self-efficacy, smoking, alcohol 
drinking, betel-nut chewing, illicit drug use, intention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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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訪問暨藥物濫用調查」資料庫進行分析，18 至 64 歲受訪者中，

男性和女性在過去一個月內約有 55.0%和 22.1%曾有飲酒(國家衛生

研究院衛生政策研發中心、國民健康局、管制藥品管理局，2007)，

顯示飲酒文化在臺灣相當普遍。2009 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為

2,092 人，主要肇事原因為酒後駕車(內政部警政署，2010)，長期不

當飲酒除造成對身體和心理之危害，還可能造成生命損失，影響甚

大。 

  嚼檳榔是臺灣民眾發生口腔癌的主因，且口腔癌是臺灣青壯年

(25 至 44 歲)男性最容易發生的癌症，也是增加最快速的癌症，平均

發生年齡較其他癌症早 10 至 20 年。嚼檳榔行為一旦養成，戒除意

願不高，因此預防養成嚼檳榔行為著實重要。 

    至於藥物濫用對個人和社會各方面都會造成嚴重後果與負擔。

全球 15 歲至 64 歲人口中約有 1.55 億至 2.5 億人曾使用過非法藥物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0)。在國內，依據行政

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理局於 2005 年進行之「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濫

用調查」顯示，全國 15 歲至 64 歲人口中，藥物濫用者約占 1.2% (國

家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研發中心、國民健康局、管制藥品管理局，

2007)。另依法務部查緝案件統計，大麻、安非他命、MDMA 和 K

他命等新興毒品市場擴增(法務部，2010)，顯示我國新興成癮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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濫用問題日益嚴重。 

    國中生第一次開始用藥的年齡為 9.5 至 15 歲(李景美、苗迺芳、

黃惠玲，2000)，且青少年第一次嘗試使用成癮物質時的年齡大多為

12 歲以下(郭憲文、李玫姿，2004)。而吸菸、飲酒、嚼檳榔的行為

有並存性，藥物使用者同時有此三項行為的情形遠高於非藥物使用

者(郭憲文、李玫姿，2004)。因此在青少年階段建立正確的健康行

為是重要關鍵時期，是故瞭解影響青少年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之因

素，可針對高危險群做預防，或運用相關行為改變技術促使行為改

變，以做為日後推動預防教育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桃園縣國中學生(以下簡稱受測學生)之成癮物

質使用態度、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

與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之現況，並探討其間關係，研究目的有

下列六項： 

一、 瞭解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和拒

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的現況。 

二、 瞭解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的現況。 

三、 探討受測學生背景變項、吸菸態度、吸菸社會影響、拒絕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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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與吸菸意圖及行為的關係。 

四、 探討受測學生背景變項、飲酒態度、飲酒社會影響、拒絕飲酒

自我效能與飲酒意圖及行為的關係。 

五、 探討受測學生背景變項、嚼檳榔態度、嚼檳榔社會影響、拒絕

嚼檳榔自我效能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的關係。 

六、 探討受測學生背景變項、使用成癮藥物態度、使用成癮藥物社

會影響、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

為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要回答的問題如下： 

一、 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拒絕成

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的現況為何？ 

二、 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的現況為何？ 

三、 受測學生吸菸意圖及行為是否因背景變項、吸菸態度、吸菸社

會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不同而有所差異？ 

四、 受測學生飲酒意圖及行為是否因背景變項、飲酒態度、飲酒社

會影響、拒絕飲酒自我效能不同而有所差異？ 

五、 受測學生嚼檳榔意圖及行為是否因背景變項、嚼檳榔態度、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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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社會影響、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不同而有所差異？ 

六、 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是否因背景變項、使用成癮

藥物態度、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

能不同而有所差異？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問題，提出下列研究假設，共四項： 

一、 受測學生吸菸意圖及行為會因背景變項、吸菸態度、吸菸社會

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 

二、 受測學生飲酒意圖及行為會因背景變項、飲酒態度、飲酒社會

影響、拒絕飲酒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 

三、 受測學生嚼檳榔意圖及行為會因背景變項、嚼檳榔態度、嚼檳

榔社會影響、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 

四、 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會因背景變項、使用成癮藥

物態度、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

之不同而有差異。 

 

第五節 名詞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中重要名詞與基本概念其操作型定義如下： 

一、 國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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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界定之國中學生，係指 98 學年第 2 學期就讀於桃園縣公

私立國民中學(包含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的學生。 

二、背景變項 

    本研究界定之背景變項，係指受測學生之性別、年級、學業成

績、父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 

三、成癮物質 

本研究界定之成癮物質包括：菸、酒、檳榔及成癮藥物，而成

癮藥物是指如 K 他命、安非他命、搖頭丸、海洛因等，或其他具有

安眠鎮定作用的成癮藥物。 

四、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本研究界定之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包含「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

性」和「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兩部分： 

(一)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 

由受測學生填答吸菸、飲酒、嚼檳榔和使用成癮藥物對自身的

危害程度。 

(二)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由受測學生填答自身對於吸菸、飲酒、嚼檳榔和使用成癮藥物

的認同或反對態度。 

五、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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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界定之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包含「重要他人成癮物質

使用情形」和「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兩部分： 

(一)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由受測學生分別填答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和好友目前有無使

用菸、酒和檳榔行為及曾否使用成癮藥物的情況。 

(二)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 

    由受測學生填答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和好友對學生(係指

受測學生本人)吸菸、飲酒、嚼檳榔和使用成癮藥物之態度。 

六、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 

本研究界定之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係由受測學生填答

能不使用成癮物質的把握程度。 

七、成癮物質使用意圖 

本研究界定之成癮物質使用意圖為受測學生自行填答未來一年

內使用菸、酒、檳榔和成癮藥物的可能性。 

八、成癮物質使用行為 

本研究界定之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係指由受測學生自填吸菸、

飲酒、嚼檳榔和使用成癮藥物的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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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一、 侷限於人力、物力、時間和經費等限制，本研究僅對於 98 學年

度第 2 學期就讀於桃園縣公私立國民中學之學生進行研究，以

此對象為母群體，因此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僅能推論至此母群體。 

二、 本研究之中有關受測學生之背景變項、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

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成癮物質

使用意圖及行為等變項，涵蓋範圍僅限於研究工具所述。 

三、 本研究為橫斷性調查，然而各個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推論需縱貫

研究來證明，所以對於各個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無法提供明確的

驗證。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以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和拒

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探討其對桃園縣國民中學學生成癮物質態

使用意圖及行為之影響。本章分為五節，包括：第一節為從態度、

社會影響、自我效能模式 探討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第二節為

青少年吸菸現況與影響青少年吸菸意圖及行為之因素、第三節為青

少年飲酒現況與影響青少年飲酒意圖及行為之因素、第四節為青少

年嚼檳榔現況與影響青少年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因素、第五節為青

少年使用成癮藥物現況與影響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之因

素。各節分別詳述如下。 

 

第一節  從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模式探討成癮物質 
        使用意圖及行為 

一、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模式之發展與基本概念 

    諸多理論從行為科學的角度探討人類行為。Bandura(1986)將社

會學習理論改為社會認知理論(Social Cognitive Theory)；社會學習理

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強調影響人類行為表現是由行為、個人和

環境三者相互影響的結果，而三者交互作用是行為的決定因素

(Bandura, 1971)；社會認知理論雖仍以交互決定論為基礎，但其認為

人是主體，強調認知的重要性。Bandura(1977)提出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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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fficacy)，是指個人評估 自己完成某種行為能力的一種信念，

是行為改變的重要決定因素。Fishbein and Ajzen(1975)為了解釋態度

是如何影響行為與態度的形成，建構出理性行動論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而後 Ajzen(1986)認為行為意圖只是一種行為的計

畫，因此加入知覺行為控制變項，將之修正改稱為計畫行為論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該理論認為人們行為表現是理性的，

是在自己的意志控制之下，而人們是否採取行為的決定因子在於行

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而行為意圖受到個體對行為的態度和主

觀規範影響。此理論可應用於行為改變教育介入的設計，做為教學

策略，也常被用來探討各種健康行為。 

    由於個人的行為並全非個人意志所能控制，有鑑於此，De Vries, 

Dijkstra & Kuhlman(1988)將理性行動論與社會認知理論概念結合，

重新建構提出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模式 (Attitude-Social 

Influence-Self Efficacy Model, ASE)，並陸續有學者以此 ASE 模式應

用在健康行為相關議題之研究。 

    此模式中包含三個重要因素：態度是指個人對某特定行為所抱

持正或負面的評價；社會影響是指個人知覺生活環境中重要他人給

予的意見或期望；自我效能則是指個人在特定情境下相信自己可以

完成的把握程度。模式提出個體的行為是由態度、社會影響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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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所共同決定，因此假設此三個因素能預測行為意圖，並可透過

行為意圖來影響個體行為。可運用此模式來瞭解態度、社會影響和

自我效能與意圖和行為之關係。本研究欲以此三項因素來瞭解其和

意圖及行為之關係。 

二、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模式之應用 

國內將 ASE 模式運用在探討成癮物質使用行為的研究不多， 

Li, Yu, Hu & Huang (2003)以臺灣嘉義市 400 名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

之「臺灣青少年嚼食檳榔：運用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ASE)

模式」的結果顯示，態度、社會影響和自我效能與研究對象之意圖

有顯著相關。 

余睿羚(2005)以臺灣南部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之「臺灣南

部大學生使用搖頭丸心理因子探討」，依學院和學制分層後，再以叢

集抽樣隨機抽取樣本，共得有效問卷 3,090 份，以 ASE 模式為基礎

對使用搖頭丸心理因子探討之研究結果顯示，拒用搖頭丸自我效能

與社會影響會透過意圖影響使用搖頭丸行為，也能直接影響使用搖

頭丸行為，使用搖頭丸意圖愈高者愈可能使用搖頭丸。 

    張志宏(2006)以臺灣南區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之「臺灣南

部大學生嚼檳榔行為之社會認知因素探討」，依學院和學制分層後，

再以叢集抽樣隨機抽取樣本，共得有效問卷 3,162 份，該研究以 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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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為基礎，結果顯示拒用自我效能與社會影響為預測大專學生檳

榔使用行為的直接因素。 

三、小結 

    青少年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的原因錯綜複雜，透過上述文

獻研究可知運用 ASE 模式可以瞭解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與意

圖及行為之關係。本研究即欲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以 ASE 模式之因

素為基礎，來瞭解目前桃園縣國中學生之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癮

物質使用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意

圖及行為的現況和關係。 

 

第二節  青少年吸菸情形與影響其吸菸意圖及行為之因素 

一、 青少年吸菸現況 

此部分為青少年吸菸情形，以下分別就國內、外青少年吸菸現

況做描述： 

(一)國外青少年吸菸情形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自 1991 年起對 9 至 12 年級之學生進行每兩

年辦理一次的青少年危害健康行為調查(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YRBS)，在 2009 年的調查結果發現：有 46.3%的學生曾經嘗試吸菸

(即使 1、2 口)，目前有吸菸者(過去 30 天裡至少曾 1 天吸菸)為

19.5%，目前經常吸菸者 (過去 30 天裡曾 20 天以上吸菸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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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10)。另以家

戶和非機構居住社區居民為研究對象之國家藥物濫用與健康調查，

在 2008 年時之調查顯示：有 11.4%的 12 至 17 歲青少年在過去一個

月內曾吸菸(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NSDUH], 

2009)。 

(二)國內青少年吸菸情形 

    在吸菸意圖，張玉青與葉國樑(2006)進行「臺北市某國中學生

吸菸行為意圖與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臺北市某國中為研究對象，

有效問卷 523 份，研究顯示國中學生未來六個月內吸菸意圖傾向絕

對不會(五分量表，得分 4.64 分)。 

在吸菸行為，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自 2004 年起與美國 CDC

共同合作，採用世界衛生組織設計發展之全球青少年吸菸行為調查

(Global Youth Tobacco Survey)問卷，以學校為基礎進行「青少年吸

菸行為調查」，其中每 2 年對國中生進行之調查顯示，曾經吸菸者(從

以前到現在曾經嘗試吸菸，即使只吸一、兩口)在 2004 年和 2006 年

分別為 27.2%和 27.1%；目前吸菸者(過去 30 天內曾經嘗試吸菸，即

使只吸一、兩口)從 2004 年的 6.6%(男生 8.5%、女女 4.2%)攀升至

2006 年的 7.5%(男生 9.7%、女生 4.7%)和 2008 年的 7.8%(男生

10.3%、女生 4.9%)(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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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逸群、黃雅文與黃春太(2003)以臺灣地區國中生為研究對象

之「臺灣地區國中生物質濫用行為及相關因素之研究」，以自填式結

構問卷進行資料收集，抽樣為二階段分層抽樣法，取得有效樣本

5,956 名，結果發現每月至少吸菸 1 至 2 次的學生有 11.3%。白瑞聰

(2008)以比率抽樣法隨機抽取臺灣北部某縣市 3,635 位國中生，有效

問卷 3,604 份，結果發現有 38.0%的國中生曾經嘗試吸菸，12.4%目

前有吸菸。 

二、影響青少年吸菸意圖及行為之因素 

    以下就背景變項、吸菸態度、吸菸社會影響和拒絕吸菸自我效

能與吸菸意圖及行為的關係分別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吸菸意圖及行為 

1.性別 

    青少年吸菸行為會因性別不同而有差異，男生的使用盛行率高

於女生。李景美等(2000)以比率機率抽樣法抽取臺北市國中、高中

(職)之「青少年物質使用之社會學習及社會連結因素研究－以在學

生為例」研究，在國中學生的部分結果顯示，性別與吸菸行為有顯

著差異，男生吸菸率高於女生吸菸率，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發現(姜逸

群等，2003；李筱惠，2006；張素菁，2009)。 

2.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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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年吸菸意圖及行為會因就讀年級不同而有差異。有研究結

果發現，8 年級學生的吸菸意向顯著低於 9 年級學生(張玉青、葉國

樑，2006)。而姜逸群等(2003)研究結果發現 9 年級吸菸情形顯著高

於 7 和 8 年級。隨著年級增加，嘗試吸菸及現在吸菸的盛行率也有

增加趨勢(郭憲文、李玫姿，2004；李筱惠，2006；陳淑真、王淑珍、

李淑桂、周明智等，2004)。 

3.學業成績 

    青少年吸菸意圖及行為會因學業成績不同而有差異。班上成績

排名前面三分之一和中間三分之一的學生，其吸菸意圖顯著低於排

名後面三分之一學生(張玉青、葉國樑，2006)。李筱惠(2006)以國中

生為研究對象之「臺北縣某國中學生吸菸行為相關因素之研究」，採

班級為抽樣單位，有效樣本 383 人，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生學業成績

與吸菸行為有關，學業成績愈差的學生，有吸菸經驗的比率愈高，

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發現(李景美等，2000)。 

4.父母親教育程度 

    青少年吸菸行為會因父母親教育程度不同而有差異。研究發現

國中學生其母親教育程度與學生吸菸行為有關，其母親教育程度愈

低者，愈易有吸菸行為(李景美等，2000)。 

5.家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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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年吸菸行為會因家庭結構不同有所差異。研究發現國中學

生其父母非共同生活(父母離異或分居)，學生愈容易有抽菸行為(陳

淑真等，2004) 。另有研究發現，國中學生來自單親家庭者，愈易

有吸菸行為(李景美等，2000)。 

 (二)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與吸菸意圖及行為 

1.態度 

    青少年吸菸意圖及行為會因自覺吸菸態度不同而有差異。陳淑

真等(2004)進行「國中學生吸菸行為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以北區

某國中為研究對象，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有效樣本 346 份，研究

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偏向認為吸菸是不好的行為。而青少年吸菸意

圖會因吸菸態度不同而有差異，研究發現國中學生的態度愈反對吸

菸，則其吸菸行為意圖愈低(張玉青、葉國樑，2006)。而有研究結

果顯示，國中學生對吸菸的態度愈同意，其愈有可能吸菸(李景美

等，2000；李筱惠，2006；白瑞聰，2008)。張素菁(2009)進行之「臺

北市國中學生成癮物質使用行為與社會影響因素、風險知覺之關係

研究」，以臺北市某兩所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分層集束抽樣抽取

臺北市中正區 2 所國中 7 和 8 年級學生，有效樣本 521 份，研究結

果發現，學生自覺吸菸危險性愈高者，愈不易有吸菸行為。 

2.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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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年吸菸意圖及行為會因社會影響不同而有差異。在重要他

人對研究對象吸菸態度方面，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和同學朋友不

贊成研究對象吸菸分別有 77.8%、79.9%、71.0%和 67.1%；國中學

生吸菸意圖會因重要他人對其的吸菸態度不同而有差異，重要他人

愈反對研究對象吸菸，則研究對象吸菸行為意圖亦愈低，愈不想吸

菸(張玉青、葉國樑，2006)。 

    在重要他人吸菸情形，國中學生其父親吸菸率為 43.1%，母親

吸菸率為 8%，兄弟姊妹為 6.5%，同學朋友多於半數吸菸為 5.2% (張

玉青、葉國樑，2006)。另有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生其父親目前有

吸菸為 59.6%、母親目前有吸菸為 8.9% (陳隆彬，2001)。國中學生

吸菸行為會因重要他人吸菸狀況不同而有差異，研究對象其父親、

母親、兄弟、好友(或同學)有吸菸者，研究對象愈易有吸菸行為(陳

淑真等，2004；張玉青、葉國樑，2006；李景美等，2000)。 

3.拒絕吸菸自我效能 

青少年吸菸意圖及行為會因拒菸自我效能不同而有差異，研究

結果顯示，國中學生拒絕吸菸自我效能介於「偶爾做得到」和「經

常做得到」間，研究對象普遍能有自信地拒絕吸菸(陳隆彬，2001) ；

國中學生拒菸自我效能高，當別人遞菸時，「有把握」和「非常有把

握」拒絕對方(張玉青、葉國樑，2006)。有研究結果發現，拒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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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與其吸菸意圖及行為有顯著相關，拒菸自我效能愈高，其吸

菸意圖愈低(張玉青、葉國樑，2006)；拒菸自我效能愈低者，其吸

菸率愈高(白瑞聰，2008)。 

三、小結 

綜合以上，國外青少年目前有吸菸者(過去 30 天內曾吸菸)約為

11.4%至 19.5%，國內青少年目前有吸菸約有 6.6%-12.4%，雖吸菸率

較國外為低，但近年有攀升情形。 

    過去研究支持國中學生之不同學業成績、吸菸態度、吸菸社會

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與其吸菸意圖有顯著差異。而國中學生

之不同性別、年級、學業成績、父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吸菸

態度、吸菸社會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與其吸菸行為有顯著差

異。 

 

第三節  青少年飲酒情形與影響其飲酒意圖及行為之因素 

一、青少年飲酒情形 

此部分為青少年飲酒情形，以下分別就國內、外青少年吸菸現

況做描述： 

(一)國外青少年飲酒情形 

    美國調查結果發現，9 至 12 年級青少年曾飲酒(過去至少曾在 1

天中飲用 1 份酒)有 72.5%，目前飲酒者(過去 30 天內至少曾在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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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飲用 1 份以上的酒)有 41.8%，大量飲酒者為(過去 30 天內至少曾

在 1 天中飲用 5 份以上的酒)24.2%(CDC, 2010)。另有調查顯示，青

少年目前有狂歡大量飲酒行為在 12 至 13 歲、14 至 15 歲和 16 至 17

歲分別為 3.4%、13.1%和 26.2%，調查顯示隨著年齡增長，飲酒行

為增加(NSDUH, 2009)。 

(二)國內青少年飲酒情形 

根據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於 2006 年「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

查」，曾經飲酒的學生佔 55.0%(男生佔 53.6%、女生佔 56.4%)，而

過去一個月內有喝過酒的佔 17.8%(男生佔 18.8%、女生佔 23.0%)(行

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8)。以當年全國約 95 萬名國中學生換

算，全國約有 52 萬 2 千名學生曾經飲酒，顯示飲酒行為情形顯而易

見。在其他研究結果發現，每月至少飲酒 1 至 2 次以上者有 15.3%(姜

逸群等，2003)；曾經喝過啤酒或水果酒的有 38.8%，過去一個月的

喝啤酒或水果酒盛行率為 8.6%，曾經過烈酒的有 8.7%，過去一個

月的喝烈酒盛行率為 0.8%(張素菁，2009)。 

二、影響青少年飲酒意圖及行為之因素 

    以下就背景變項、飲酒態度、飲酒社會影響和拒絕飲酒自我效

能與飲酒意圖及行為的關係分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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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變項與意圖及行為 

1.性別 

    青少年飲酒意圖及行為會因性別不同而有差異。有研究結果發

現，國中學生未來六個月內有飲酒意圖者也是男生(28.6%)顯著高於

女生(20.7%)，且每月至少飲酒 1 至 2 次以上者男生(18.4%)顯著高於

女生(12.1%) (姜逸群等，2003)。另有研究發現，國中學生之性別與

飲酒狀況有顯著相關，男生比女生容易有飲酒行為(李景美等，

2000)。 

2.年級 

青少年飲酒意圖及行為有隨年級增加而上升的情形。研究結果

發現，國中學生未來六個月內有飲酒意圖者，7、8 和 9 年級分別為

22.3%、23.4%和 28.7%；另有研究結果發現，每月至少飲酒 1 至 2

次以上者，7、8 和 9 年級分別為 13.8%、15.6%和 16.3% (姜逸群等，

2003)。 

3.學業成績 

    青少年飲酒行為會因學業成績不同而有差異。陳依婷(2003)調

查 476 名高職學生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學校成績的排名與學

生飲酒頻率有關，當學生在校成績愈佳，其飲酒頻率也就愈低。 

4.父母親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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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年飲酒行為會因父母親教育程度不同而有差異。有研究顯

示，父親教育程度與學生飲酒行為有關，研究對象其父親教育程度

為高中職者，其飲酒頻率比父親教育程度為國中者為高；但母親教

育程度與學生飲酒行為無顯著差異(陳依婷，2003)。 

5.家庭結構 

青少年飲酒行為會因家庭結構不同而有差異，研究顯示，來自

單親家庭的國中學生比家庭完整者，愈易有飲酒行為(李景美等，

2000)。 

(二)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與意圖及行為 

1.態度 

青少年飲酒行為會因飲酒態度不同而有差異。研究結果發現，

研究對象對飲酒行為的贊同愈高，愈易有飲酒行為(姜逸群等，

2003)，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發現(李景美等，2000)。 

2.社會影響 

青少年飲酒行為會因社會影響不同而有差異，其重要他人有飲

酒者，青少年愈易有飲酒行為。研究顯示，家人、同儕有飲酒者，

研究對象愈易有飲酒行為(李景美等，2000)。另有研究發現，同儕、

父母飲酒行為愈多，則研究對象愈易有飲酒行為(姜逸群等，2003)。

在張素菁(2009)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其兄弟姊妹和要好朋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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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行為，則研究對象愈容易有喝過啤酒或水果酒的行為；研究對

象其母親和兄弟姊妹有飲酒行為，研究對象愈容易有喝過烈酒的行

為。 

在重要他人的態度方面，研究發現社會影響與飲酒行為有關，

當重要他人對自己飲酒的態度愈不反對，則對象愈容易有飲酒行為

(Dusenbury, Epstein, Botvin & Diaz, 1994；Epstein, Williams & Botvin, 

2002)。另有研究結果發現，同儕對飲酒行為的贊同愈高、父母對子

女飲酒的態度愈開放者，則研究對象愈易有飲酒行為(姜逸群等，

2003)。 

3.拒絕飲酒自我效能 

    青少年飲酒行為會因拒絕飲酒自我效能不同而有差異，研究發

現拒酒自我效能與飲酒行為有關，研究對象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

高，其愈不容易有飲酒行為(Lee, Greely & Oei, 1999)。 

三、小結 

綜合以上，國外青少年目前有飲酒者約為 41.8%，有七成以上

青少年曾經飲酒；國內青少年目前有飲酒約有 8.6%-17.8%，有將近

六成青少年曾經飲酒。過去研究支持國中學生之不同性別、年級與

其飲酒意圖有顯著差異。國中學生之不同性別、年級、學業成績、

父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飲酒態度、飲酒社會影響、拒絕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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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與其飲酒行為有顯著差異。 

 

第四節  青少年嚼檳榔情形與影響其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 
        因素 

一、青少年嚼檳榔情形 

此部分為青少年嚼檳榔情形，以下分別就國內、外青少年嚼檳

榔現況做描述： 

(一)國外青少年嚼檳榔情形 

    Shah, Merchant, Luby & Chotani(2002)在巴基斯坦以 4至 16歲學

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顯示，有 35%的研究對象有嚼檳榔行為。

Prabhu, Warnakulasuriya, Gelbier & Robinson(2001)在東倫敦以孟加

拉青少年為對象之研究結果顯示，有 51%的青少年經常有嚼檳榔行

為。 

(二)國內青少年嚼檳榔情形 

    劉美媛與周碧瑟(2000)以臺北地區國中、高中、高職、專科為

對象，有效樣本 12,222 份之「臺灣地區在校青少年嚼檳榔的流行病

學研究」，結果顯示在校青少年的嚼檳榔盛行率為 11.5%，男生

19.1%，女生 3.7%。 

    另根據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6 年「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

查」，曾嚼過檳榔的比率為 6.2%，最近 1 個月內有嚼檳榔為 1.8%(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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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8)，以當年全國約 95 萬名國中學生換

算，全國約有 5 萬 8 千名學生曾經嚼過檳榔。 

二、影響青少年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因素 

    以下就背景變項、嚼檳榔態度、嚼檳榔社會影響和拒絕嚼檳榔

自我效能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的關係分別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 

1.性別 

    青少年嚼檳榔行為會因性別不同而有差異，男生的使用盛行率

高於女生。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男生曾經嚼食檳榔者(19.1%)多於女

生(6.2%)(鄭斐芬、李景美，2002)；國中男生嚼檳榔盛行率(19.1%)

多於女生(3.7%)(劉美媛、周碧瑟，2000)。 

2.年級 

    青少年嚼檳榔行為會因就讀年級不同而有差異。鄭斐芬與李景

美(2002)以屏東縣國中生為研究對象，以比率機率抽樣法抽樣共得

有效樣本 1,022 人，研究結果發現 7、8 和 9 年級曾嚼檳榔學生依序

為 8.2%、16.9%和 13.5%，8、9 年級曾嚼檳榔學生多於 7 年級。 

3.學業成績 

    青少年嚼檳榔行為會因學業成績不同而有差異。郭乃菀(2006)

以屏東縣 3 所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 1,493 份之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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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成績表現與學生使用檳榔行為有關，在校成績表現愈差的學

生，愈易有嚼檳榔行為。 

4.父母親教育程度 

    青少年嚼檳榔行為會因其父母親教育程度不同而有差異。何清

松(1999)以臺中縣國中生為研究樣本進行研究，結果發現父親教育

程度愈低，學生愈易有嚼檳榔行為，其父親教育程度是國中以下者，

嚼檳榔的勝算比是其父親教育程度為大專以上的 2.35 倍。 

5.家庭結構 

    青少年嚼檳榔行為會因家庭結構不同而有差異，研究發現單親

家庭結構型態與青少年嚼檳榔有顯著相關，家庭結構愈不完整者，

愈容易有嚼檳榔行為(劉美媛、周碧瑟，2000)。其他學者也有類似

發現，研究對象父母離婚或父母雙亡者，嚼檳榔的盛行率愈高(何清

松，2009)。 

(二)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 

1.態度 

青少年嚼檳榔意圖及行為會因嚼檳榔態度不同而有差異。研究

發現，研究對象嚼檳榔態度與其嚼檳榔意圖有顯著相關，研究對象

對嚼檳榔態度愈同意者，其嚼檳榔意圖愈高(Li et al., 2003)。另有研

究發現，研究對象大部分傾向不贊成嚼檳榔；其嚼檳榔態度與嚼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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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行為有顯著相關，研究對象愈傾向不贊成嚼檳榔者，愈不易有嚼

檳榔行為(鄭斐芬、李景美，2002)。 

2.社會影響 

青少年嚼檳榔意圖及行為會因社會影響不同而有差異。研究結

果發現，重要他人愈贊同研究對象嚼檳榔，則研究對象的嚼檳榔意

圖愈高(Li et al., 2003)。另有研究發現，家人與同儕嚼檳榔的情形、

家人與同儕對檳榔的態度是其是否嚼食檳榔的重要因素(鄭斐芬、李

景美，2002)。 

3.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 

青少年嚼檳榔意圖會因嚼檳榔自我效能不同而有差異。有研究

結果顯示，自我效能與研究對象嚼檳榔行為意圖有顯著相關，研究

對象自我效能愈高，則嚼檳榔意圖愈低(Li et al., 2003)。 

三、小結 

    綜合以上，過去研究支持國中學生之不同自覺嚼檳榔態度、嚼

檳榔社會影響、自我效能與嚼檳榔意圖有顯著差異。國中學生之不

同性別、年級、學業成績、父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嚼檳榔態

度、嚼檳榔社會影響，與其嚼檳榔行為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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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情形與影響其使用意圖及行

為之因素 

一、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此部分為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情形，以下分別就國內、外青少

年使用成癮藥物情形現況做描述： 

(一)國外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美國藥物濫用研究院自 1975 年起，以全美 12 年級學生為對象

進行藥物濫用調查，自 1991 年起增加 8 和 10 年級學生，在 2007 年

調查顯示有 19.0%的 8 年級生曾使用過非法藥物，研究結果還發現

青少年在20歲以前 59%曾使用過非法藥物(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2008)。另有調查顯示，12 至 17 歲的青少年有 9.3%在過去一

個月內曾使用非法藥物，且在 12 至 49 歲曾使用非法藥物的人之中，

第一次使用非法藥物平均為 18.8 歲(NSDUH, 2009)。 

(二)國內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郭憲文與李玫姿(2004)以臺灣地區在學國中、高中、高職生為

研究對象，採用等比率機率抽樣原則，抽出國中 78 所、高中 22 所、

高職 23 所，每所學校每一年級各抽一班，有效樣本 12,327 名，研

究結果發現，在國中學生部分，用藥盛行率為 1.4%。另項調查顯示，

曾經使用毒品的國中學生佔 1.0%，而過去一個月內有使用過毒品的

佔 0.4%(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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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查」，有

0.4%的國中學生目前有使用毒品，若依性別來看，男生有 0.6%，女

生有 0.2%；另有調查顯示，有 1.0%的國中學生曾經使用毒品的國

中學生，男生有 1.3%，女生有 0.7%(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8)。 

二、影響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之因素 

    以下就背景變項、使用成癮藥物態度、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

和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的關係分

別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 

1.性別 

    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會因性別不同而有差異，男生的使用

盛行率高於女生。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生用藥盛行率男生是女生

的 2 倍(郭憲文、李玫姿，2004)。 

2.年級 

   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會因就讀年級不同而有差異。陳為堅

(2005)以臺灣地區國中、高中、高職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

本 28,904 份(國中生 6,934 份、高中 6,390 份、高職 5,580 份)，調查

發現 7、9、10(高中職 1 年級)、12(高中職 3 年級)年級用藥盛行率分

別為：0.49%、1.05%、高中 0.69% /高職 2.25%、高中 0.80% /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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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隨著年級增加，用藥盛行率亦有增加趨勢。另有研究發現，

11 年級生(高中 2 年級)的用藥危險性是 7 年級生的 1.6 倍(郭憲文、

李玫姿，2004)。 

3.學業成績 

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會因學業成績不同而有差異。研究結

果發現，國中學生成績排名愈後面者，用藥盛行率有增加趨勢(郭憲

文、李玫姿，2004)。 

4.父母親教育程度 

    李蘭、洪百薰、楊雪華、童淑琴與晏涵文(1997)以臺北市高職

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 2,476 份之調查發現，父母親教育程度

與高職學生成癮藥物使用行為無顯著相關。 

5.家庭結構 

    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會因家庭結構不同而有差異。

李信良(2003)以蒐集國內外青少年使用藥物行文相關文獻，經後設

分析發現，家庭種類與青少年藥物濫用行為具有顯著相關，青少年

家庭愈不完整者(單親家庭、離婚、喪偶、領養或寄居、父或母再婚)，

其愈易有使用成癮藥物行為。周思源(2006)以臺灣地區國中、高中

(職)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 12,327 份，研究結果發現，家庭型

態以單親家庭之青少年學生藥物使用危險性愈高(OR=2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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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度、社會影響、自我效能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 

1.態度 

    蕭宏蘭(2008)以屏東縣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顯

示，大多數的學生對藥物濫用態度為不贊成用藥。 

2.社會影響 

    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會因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不

同而有差異，Epstiein, Botvin, Diaz, Toth and Schinke(1999)研究發

現，重要他人的使用與否，與對象的大麻使用意圖和行為有高度相

關，重要他人有使用成癮藥物者，研究對象愈易有使用大麻意圖和

行為。 

3.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 

    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會因拒絕使用自我效能不同而有差

異，Rounds-Bryant, Flynn and Craighead(1997)研究發現，拒絕使用

成癮藥物自我效能愈高者，其使用藥物的比率愈低。 

三、小結 

    綜合以上，過去研究支持國中學生之不同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

響，與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有顯著差異。國中學生之不同性別、年

級、學業成績、家庭結構、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拒絕使用成癮

藥物自我效能，與其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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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說明調查研究的方法與過程，共分為五節，包含：第一節

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

究步驟、第五節為資料處理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桃園縣國中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

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

意圖及行為之現況和關係。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

問題及相關文獻探討、參考 ASE Model 之因素(即態度、社會影響和

自我效能)，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欲探討(1)受測學生之背景變

項、吸菸態度、吸菸社會影響及拒絕吸菸自我效能和其吸菸意圖及

行為之關係；(2)受測學生之背景變項、飲酒態度、飲酒社會影響及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和其飲酒意圖及行為之關係；(3)受測學生之背景

變項、嚼檳榔態度、嚼檳榔社會影響及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和其嚼

檳榔意圖及行為之關係；(4)受測學生之背景變項、使用成癮藥物態

度、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及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和其使用

成癮藥物質意圖及行為之關係。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本研究之

依變項為各項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和行為，自變項則分別為：背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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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該項成癮物質使用態度、該項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和拒絕使

用該項成癮物質自我效能。例如：當依變項為吸菸意圖時，其自變

項為背景變項、吸菸態度、吸菸社會影響和拒絕吸菸自我效能，其

餘以此類推。 

 
背景變項   

 性別 
 年級 
 學業成績 
 父母親教育程度 
 家庭結構 

  

  

  成癮物質使用意圖、行為 
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吸菸意圖、行為 

 飲酒意圖、行為 
 嚼檳榔意圖、行為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行為

 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 
 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   

 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 

  

   
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   

圖 3-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桃園縣公私立國民中學 7、8 和 9 年級在學學生為母

群體。依據教育部 98 學年度統計資料顯示，98 學年度國民中學共

67 所(內含 11 所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其中公、私立分別為 60 所



33 
 

和 7 所，在學學生總數為 91,372 人(教育部統計處，2010)。 

二、 抽樣方法 

(一)樣本數估計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為瞭解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現況，在

抽取樣本的數目時，欲以樣本比率(即成癮物質使用行為盛行率)估

計母體比率，可採行比率估計方法來估計樣本數(張紘炬，2007)，

故本研究欲參考國內外成癮物質使用行為盛行率來決定樣本數。然

本研究之依變項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和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故

以文獻回顧之中盛行率最低的 2006 年國中學生健康行為調查過去

一個月內有使用過毒品的盛行率 0.4%(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8)來估計樣本數。依據樣本數估計公式[n = ( Zα/2 ÷ d )2 p(1-p)]，

並將精確度和顯著水準設在 d=0.005 和 α＝0.05，計算可得樣本數至

少需約 613 人。由於本研究屬敏感議題，故於施測前先發與受測學

生同意書，在保守估計同意率約 60%後，所以樣本數至少需要約

1,022 人(613÷0.6)。 

(二)抽樣單位 

    由於受到時間、經費與人力等限制，並考量學校行政配合的意

願，本研究以班級作為抽樣單位，以利調查的進行，被選取班級所

有學生均納為調查樣本。以每班學生人數約為 25-35 人估計，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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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數至少 1,022 名學生，需約 30-41 個班級。經考量後本研究預計

抽取 15 所學校，每校之 7、8、9 年級各 1 班，共計 45 個班級。 

(三)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分層集束隨機抽樣，先將桃園縣公私立國民中學依教

育部公布之各校學生人數由少至多依序排列，再累加學生人數，可

得到總人數為 91,372 人。將總人數除以擬抽取的學校數(15 所)，得

到抽樣區間為 6,091，並利用亂數表抽出一個小於或等於抽樣間距的

號碼做為抽樣的起始點，再以抽樣號碼累加抽樣區間 14 次，共可得

15 個號碼，各號碼所座落的學校即為抽樣學校，抽樣學校為新興中

學、山腳國中、經國國中、龍潭國中、龍興國中、新屋國中、大溪

國中、八德國中、同德國中、楊梅國中、慈文國中、大園國中、東

興國中、中興國中、桃園國中等共 15 所學校。在抽出的 15 所學校

中，再以班級為單位，全校分別由 7、8 和 9 年級中，以隨機方式自

各年級抽出 1 個班級，總計 45 個班級。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一橫斷式調查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為結構

式問卷。問卷設計係依據研究目的和研究架構，蒐集和參酌相關文

獻和問卷所編擬，擬定問卷初稿後，邀請相關領域之專家進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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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度檢定，整合專家提供意見後，再進行預試，並根據預試結果修

正問卷，完成正式問卷。研究工具的編擬過程及內容可分為以下四

部分：擬定問卷初稿、問卷內容效度、問卷預試與信度分析、完成

正式問卷。 

一、擬定問卷初稿 

    本研究乃隨指導教授張鳳琴博士所主持之「青少年藥物濫用預

防教育指標建構及介入研究：以國中階段青少年為焦點(一)」計畫

進行資料蒐集，因此項調查屬敏感議題，為增加學生填答意願，故

未在問卷名稱採用物質濫用、藥物濫用、毒品等相關用詞，而是以

「青少年健康生活意見調查問卷」為問卷標題。問卷初稿係依據計

畫之研究目的和研究架構進行編擬，並蒐集和參酌相關文獻和問卷

所編訂。 

二、問卷內容效度 

    問卷初稿擬定後，為求研究工具之適切性，於 2010 年 3 月至 4

月間，邀請國內衛生教育專家、公共衛生專家、健康教育教師等共

8 人(問卷審查委員名單見附錄一)，進行問卷內容效度之評定。而後

並依專家建議予以斟酌修改問卷內容。 

三、問卷預試與信度分析 

    在經專家內容效度評量修改後，為瞭解受測學生的填答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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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題目內容、用字、遣詞等的瞭解程度，以及問卷適用性、問卷施

測所需時間和施測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於 2010 年 4 月 13 日，

選擇光明國中 7 年級和 8 年級各一班進行問卷預試，針對學生填答

時狀況加以記錄。為避免進行問卷預試使樣本學校受到汙染，該校

非樣本學校。預試共發出 71 份問卷(7 年級 37 份、8 年級 34 份)，

回收率 100%，有效問卷 71 份。 

信度指測量結果的可靠性(穩定性)，預試後進行信度之考驗，

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的信度分析來考驗本問卷題目的

信度，在自覺吸菸、飲酒、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變項的內部一致性介

於 0.60-0.63 間，可能是因為題數太少(各 3 題)，造成信度較低，但

由於人力、物力、經費等限制，無法增加題數，故僅能以此題數進

行研究調查。 

四、完成正式問卷 

    最後依據預試時的填答情形，調整不適切題目，及文字語意修

改，完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見附錄二，此為計畫使用之整份問卷，

本研究僅使用部分變項)。正式問卷定稿的內容分為以下六部分(以

下僅呈現本研究欲探討之變項)：(一)背景資料、(二)成癮物質使用

態度、(三)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四)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

能、(五)成癮物質使用意圖、(六)成癮物質使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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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資料 

    為降低受測學生心理負擔，使其願意誠實填答，本問卷為匿名

問卷，正式問卷中未要求受測學生填答學校、年級和座號，僅以事

前作業將問卷編號，使研究者得以由編號分辨該份問卷之學校和年

級。而由受測學生填答之背景資料，包含性別、學業成績、父母親

教育程度、家庭結構等。 

1. 性別 1 題，分為：(1)男和(2)女。(附錄二封面頁第 1 題) 

2. 學業成績 1 題，受測學生之學業表現，係指受測學生目前段考成

績在班上的排名，分為：(1)前面三分之一、(2)中間三分之一和(3)

後面三分之一。(附錄二第一部份第 8 題) 

3. 父、母親教育程度 2 題，係指受測學生之父、母親教育程度，分

為：(1)國小、(2)國中、(3)高中(職)、(4)專科、(5)大學和(6)研究

所以上。(無父/母親和其他則不列入分析)(附錄二封面頁第 3 和 4

題) 

4. 家庭結構 1 題，受測學生之家庭完整性，係指受測學生其父母親

婚姻狀況，分為：(1)父母共同生活、(2)父母分居、(3)父母離婚、

(4)父親過世、(5)母親過世和(6)父母皆過世。(其他則不列入分

析)(附錄二第一部份第 2 題) 

(二)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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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包含「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和「自覺

成癮物質使用態度」兩部分： 

1.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 

    由受測學生填答自覺使用成癮物質對其的危害程度，計分方式

採 Likert 五分量表，分為「沒有危害」、「稍有危害」、「中度危害」、

「中強度危害」和「非常大危害」，依序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

表示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愈高。(附錄二第二部份第 8

至 14 題) 

共分為四個部分，包含： 

(1) 自覺吸菸危險性 1 題，題目為「吸菸對我的危害程度」。 

(2) 自覺飲酒危險性 1 題，題目為「喝酒對我的危害程度」。 

(3) 自覺嚼檳榔危險性 1 題，題目為「嚼檳榔對我的危害程度」。 

(4)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 4 題，題目分為「使用 K 他命、使用安

非他命、使用搖頭丸和使用海洛因對我的危害程度」。 

2.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由受測學生填答是否認同使用成癮物質行為，以及若自身使用

成癮藥物能否獲得利益或快樂的態度，計分方式採 Likert 四分量

表，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依序

給予 1 至 4 分(此部分有 4 題反向題，計分方式則相反)。得分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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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愈同意。(附錄二第三部份第 11

至 20 題) 

    共分為四個部分，包含： 

(1)自覺吸菸態度 3 題，題目分別為「我認為吸菸是不好的行為」、「我

覺得吸菸讓我看起來較酷」和「我覺得吸菸會讓我看起來比較像

大人」。 

(2)自覺飲酒態度 3 題，題目分別為「我認為飲酒是不好的行為」、「我

覺得飲酒會讓我看起來比較像大人」和「我覺得飲酒會讓我有較

多朋友」。 

(3)自覺嚼檳榔態度 1 題，題目為「我認為嚼食檳榔是不好的行為」。 

(4)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3 題，題目分別為「我認為使用成癮藥物

不好的行為」、「我覺得使用 K 他命可以讓我與朋友相處更好」和

「我覺得使用搖頭丸可以讓我感到更興奮」。 

(三)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 

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包含「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和

「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兩部分： 

1.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由受測學生填答重要他人目前有無使用菸、酒和檳榔及曾否使用成

癮藥物的情況，重要他人分別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和好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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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為「目前有使用菸」、「目前有使用酒」、「目前有使用檳榔」、「曾

使用過成癮藥物」、「皆未使用」。(無此親友和不知道則不列入分析) 

(附錄二第一部份第 12 至 16 題)。 

此部分共為 4 題，包含： 

(1)父親的使用成癮物質情況 1 題。 

(2)母親的使用成癮物質情況 1 題。 

(3)兄弟姊妹的使用成癮物質情況 1 題。 

(4)好友的使用成癮物質情況 1 題。 

2.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 

    藉由調查受測學生自覺重要他人對受測學生使用成癮物質的接

受程度，來評估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之態度。計分方式採

Likert 四分量表，分別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同意」、「非

常同意」依序給予 1 至 4 分(選項「無此親友」則不列入分析)。得

分愈高，表示受測學生認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愈同

意。重要他人分別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和好友。(附錄二第三部

份第 1 至 4、6 至 9 題) 

    此部分共為 8 題，包含： 

(1) 父親對學生吸菸、飲酒與嚼檳榔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我吸

菸、飲酒與嚼檳榔，父親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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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親對學生吸菸、飲酒與嚼檳榔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我吸

菸、飲酒與嚼檳榔，母親的看法是」。 

(3) 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飲酒與嚼檳榔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

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兄弟姐妹的看法是」。 

(4) 好友對學生吸菸、飲酒與嚼檳榔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我吸

菸、飲酒與嚼檳榔，好友的看法是」。 

(5) 父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我使用成癮

藥物，父親的看法是」。 

(6) 母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我使用成癮

藥物，母親的看法是」。 

(7) 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我使用

成癮藥物，兄弟姐妹的看法是」。 

(8) 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的看法 1 題，題目為「如果我使用成癮

藥物，好友的看法是」。 

(四)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 

    由受測學生填答能不使用成癮物質的把握程度，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分量表，依「完全沒把握 0%」、「有少許把握 25%」、「有一

半把握 50%」、「很有把握 75%」和「完全有把握 100%」分別給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受測學生認為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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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附錄二第六部份第 1 至 4 題) 

此部分共 4 題，包含： 

1. 拒絕吸菸把握程度 1 題，題目為「當有人邀我吸菸時，我會說不」。 

2. 拒絕飲酒把握程度 1 題，題目為「當有人邀我喝酒時，我會說不」。 

3. 拒絕嚼檳榔把握程度 1 題，題目為「當有人邀我嚼檳榔時，我會

說不」。 

4.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把握程度 1 題，題目為「當有人邀我使用成癮

藥物時，我會說不」。 

(五)成癮物質使用意圖 

    由受測學生填答在未來一年內使用成癮物質的可能性，計分方

式採 Likert 五分量表，分為，「非常不可能 0%」、「不太可能 25%」、

「有一半可能 50%」、「很有可能 75%」和「非常有可能 100%」，依

序給予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意圖愈高。

(附錄二第二部份第 15 至 18 題) 

此部分共 4 題，包含： 

1. 吸菸意圖 1 題，題目為「我未來一年內吸菸的可能性」。 

2. 飲酒意圖 1 題，題目為「我未來一年內飲酒的可能性」。 

3. 嚼檳榔意圖 1 題，題目為「我未來一年內嚼檳榔的可能性」。 

4.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 1 題，題目為「我未來一年內使用成癮藥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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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六)成癮物質使用行為 

    由受測學生填答自身使用成癮物質的經驗，包含成癮物質種類

及使用狀況頻率。種類為菸、酒、檳榔和成癮藥物，使用狀況頻率，

將之分為六項，分別為：(1)從未使用、(2)曾經用過，但過去一年沒

用過、(3)過去一年曾用過，但過去一個月沒用過、(4)過去一個月曾

用過，但過去一週沒用過、(5)過去一週曾用過，但不是天天使用、

(6)幾乎天天使用。(附錄二第十部份第 1 至 3、5 至 7、9 題) 

    此部分共為四個部分，包含： 

1. 吸菸情形 1 題。 

2. 飲酒情形 1 題。 

3. 嚼檳榔情形 1 題。 

4. 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4 題，包含使用 K 他命、使用搖頭丸、使用

安非他命、使用海洛因、嗎啡。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自 2010 年 1 月起至 12 月止，過程包含文獻蒐集、擬定

研究計畫、發展研究工具、施測調查、問卷整理與資料處理、資料

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等，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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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蒐集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閱讀和整理文獻，規劃研究架構及發

展問卷，並於研究過程中持續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以釐清問題。 

二、 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相關資料，並與指導教授共同討論，修正方向，以確定研

究主題，再擬定及撰寫研究計畫。 

三、 發展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工具為結構式問卷。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和研究假設，發展本研究的問卷初稿，並依據專家內容效

度、預試、信度分析，修改後完成正式問卷(詳細敘述可見本章之第

三節，研究工具)。 

四、施測調查 

    在正式問卷編製完畢後，自 2010 年 5 月 14 日起至 6 月 9 日止，

對抽樣之桃園縣國中學生進行為期將近一個月的問卷施測調查，因

本研究施測調查過程較為繁瑣，故於下列分項說明施測流程： 

(一)行政聯繫與同意書發放 

在正式施測前，先於 2010 年 5 月初協請桃園縣教育處代發公文

至抽樣學校(公文見附錄三和附錄四)，說明計畫主旨與施測方式，

並請其協助施測進行。而後再與各校之承辦人員(視各校而定，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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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議題與藥物相關，屬學生事務處業務範疇，大多承辦人員為生教

組長)取得電話聯繫，並說明詳細施測流程。 

施測前先寄發同意書(同意書見附錄五，因本研究跟隨計畫進

行，該計畫之受測學生包含學生和學生家長，所以同意書內容包含

徵求學生家長同意)給各校承辦人員，並請其協助聯繫抽樣班級學

生，視各校狀況不同，由承辦人員或是該班級導師發放同意書，統

一由承辦人員彙整同意書回條。再與承辦人員聯繫，瞭解各班同意

和不同意學生人數，按同意學生數準備問卷和禮品(免削 2B 鉛筆)，

並安排施測日期和時間。而在施測當日會先與各校承辦人員會面，

拿取各班同意書回條以便施測進行。 

(二)問卷施測與回收 

為使調查方法標準化，加強資料收集之品質，問卷調查施測者(以

下簡稱調查員)為計畫研究團隊人員與工讀生，均為受過訓練(訓練

包含瞭解訪員角色、瞭解施測流程、瞭解研究目的和問卷內容、熟

悉問卷檢核、掌握施測時可能會遭遇的問題)。由調查員分別前往抽

樣學校進行班級團體施測，而依據各校狀況不同，施測時間為早自

習、午休、綜合活動或其他課堂時間。 

調查員會於施測前先簡要說明施測目的與注意事項，再由受測

學生自行填答，並致贈免削 2B 鉛筆做為填答問卷之紀念禮物。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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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施測說明讓受測學生能瞭解填答此問卷對於未來應用之重要性，

使其能慎重填寫問卷避免亂答。 

    由於本研究包含成癮物質使用行為，因菸害防制法規定未滿 18

歲青少年不得吸菸，且中華民國刑法和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對於施用

毒品者皆有罰則(中華民國刑法，1935；毒品危害防制條例，1955)，

為避免受測學生有所顧忌造成低估現象，為使其能誠實填答，會在

施測時強調問卷之匿名性、強調當場回收問卷不會讓教師或家長看

到，讓其能安心填答。 

在發放問卷時，提醒不同意填寫問卷的學生不需拿取問卷，並

請其依據各施測時段進行自習或午休，避免干擾受測學生。由於本

問卷採不記名方式，為降低漏答或誤答之情形，故問卷回收採取個

別繳交形式，於受測學生填答完成後，個別將問卷交與調查員，由

調查員翻閱問卷填答狀況，若有漏答或誤答可於此時請受測學生補

填或更正。施測過程平均約需 30 至 40 分鐘，依學生填寫狀況不一。

另外在施測過程中，受測學生若對於問卷題意有所不瞭解可隨時舉

手表示，調查員會至其身旁解說。 

五、問卷整理與資料處理 

    將正式問卷回收後，先檢核並剔除有明顯亂答或大量漏答的廢

卷，再將資料譯碼和校對後輸入電腦，利用 SAS 9.1 統計套裝軟體



47 
 

進行分析。詳細敘述請見本章第五節。 

六、資料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 

    依據本研究所需之統計分析，將資料以 SAS 9.1 統計套裝軟體

進行分析，並整理研究結果。再依照統計結果，詮釋研究目的、問

題及假設，並與國內外文獻做討論，再歸納結論，提出建議，完成

研究報告。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以自填式結構式問卷為研究工具進行資料蒐集，再將所

獲資料以量性分析進行資料處理與分析。以下就資料處理和統計分

析分別敘述說明。 

一、資料處理 

    本研究一共發出約 1556 份同意書，實際回收問卷 1125 份，同

意率約 72.3%。刪除漏答題數過多及明顯亂答者，取得有效樣本 1122

名，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99.7%(此為有效問卷 1122 份÷回收問卷 1125

份而得)。若將不同意填寫者納入計算，回收率為 72.1%(有效問卷

1122 份÷同意書發放 1556 份)。將正式問卷回收後，由研究者初步檢

核填答的完整性與真實性，以之區別有效問卷和作廢問卷，剔除有

明顯亂答或大量漏答的廢卷。再將有效問卷資料譯碼，輸入電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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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並校對。 

二、統計分析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採用下列統計方法進行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依據變項之尺度類型，以次數分配(n)、百分率(%)、平均值和

標準差進行統計，描述桃園縣國中學生之背景變項、成癮物質使用

態度、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和成癮

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等變項之分佈情形，藉以分析樣本的特性。 

(二)推論性統計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研究架構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採

用虛無假設 α=0.05 為顯著水準之驗證之，依據自變項和依變項型態

進行各項推論性統計分析。 

1. 獨立 t 檢定或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1) 當自變項組別為 2 組，以獨立 t 檢定來檢測，包含檢測受測學生

的性別、家庭結構、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與成癮物質使用

意圖之關係。 

(2) 當自變項組別為 3 組以上時，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檢測，包含

檢測受測學生的年級、學業成績、父母親教育程度與成癮物質使

用意圖之關係。且當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達顯著差異時，再進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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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比較，採薛費氏事後檢定。 

2. 迴歸分析與複迴歸分析 

(1) 當自變項和依變項皆為等距變項，以迴歸分析進行統計分析。本

研究用以檢測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

度、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

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意圖之關係。 

(2) 使用迴歸分析時，自變項與依變項皆須為等距變項，若是類別變

項需轉換成虛擬變項。故欲透過複迴歸來瞭解背景變項、成癮物

質使用態度、成癮物質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對

於成癮物質使用意圖的預測時，需將受測學生之性別、年級、學

業成績、父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

形等變項轉設成虛擬變項。 

3. 邏輯斯迴歸分析與複邏輯斯迴歸分析： 

(1) 以邏輯斯迴歸分析進行自變項為等距變項，且依變項為類別變項

之統計。本研究用以檢測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成

癮物質使用信念、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拒絕成癮

物質使用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之關係。 

(2) 以邏輯斯迴歸分析進行自變項為類別變項，且依變項為類別變項

之統計。本研究用以檢測受測學生之性別、年級、學業成績、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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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等變項與

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之關係。 

(3) 透過複邏輯斯迴歸分析來瞭解背景變項、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

癮物質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對於成癮物質使用

行為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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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節依據研究架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將資

料進行分析與整理後，分為以下七節：第一節為背景變項分佈、第

二節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社會影響與拒絕自我效能變項分佈、第

三節為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分佈、第四節為預測變項與吸菸意

圖及行為之關係、第五節為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及行為之關係、第

六節為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關係、第七節為預測變項與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之關係。 

第一節  背景變項分佈情形 

    本節依序敘述受測學生背景變項分佈，分別為性別、年級、學

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及家庭結構。 

    受測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分佈情形如表 4-1 所示。在性別方面，

受測學生女生 536 人(47.8%)、男生 586 人(52.2%)，男女約各一半，

男生較多。在年級方面，受測學生 7 年級有 372 人(33.2%)、8 年級

有 384 人(34.2%)、9 年級有 366 人(32.6%)，各年級約各三分之一，

8 年級較多。在學業成績方面，排名前面三分之一有 382 人(34.3%)、

中間三分之一有 408 人(36.6%)、後面三分之一有 325 人(29.1%)，學

業成績以排名中間三分之一居多。在父親教育程度方面，以高中(職)

居多，有 451 人(40.3%)，其次是國中，為 184 人(16.4%)。在母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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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度方面，以高中(職)居多，有 553 人(49.4%)，其次是國中，為

162 人(14.5%)。在家庭結構方面，以父母共同生活居多，有 911 人

(81.6%)，其次為父母離婚，有 115 人(10.3%)。 

    由上述背景變項資料可知，受測學生中以男生居多、8 年級較

多、學業成績以中間三分之一為多、父母親教育程度以高中(職)居

多、家庭結構以父母共同生活居多。 

    另外在進行推論統計分析時，在父、母親教育程度變項，將國

小和國中合併為「國小/國中」組；將專科、大學和研究所合併為「專

科大學以上」組；無父母親和不知道則不列入分析。在家庭結構變

項，將父母分居、父母離婚、父親過世、母親過世、父母皆過世合

併為「父母非共同生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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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背景變項分佈 
變項 n % 

性別 
女 536 47.8 
男 586 52.2 

年級   
7 年級 372 33.2 
8 年級 384 34.2 
9 年級 366 32.6 

學業成績   
前面三分之一 382 34.3 

  中間三分之一 408 36.6 
  後面三分之一 325 29.1 
父親教育程度   

國小 28 2.5 
國中 184 16.4 
高中(職) 451 40.3 
專科 144 12.9 
大學 163 14.6 
研究所 61 5.4 
無父親 41 3.7 
不知道 48 4.3 

母親教育程度   
國小 39 3.5 
國中 162 14.5 
高中(職) 553 49.4 
專科 132 11.8 
大學 143 12.8 
研究所 29 2.6 
無母親 18 1.6 
不知道 44 3.9 

家庭結構   
父母共同生活 911 81.6 
父母分居 41 3.7 
父母離婚 115 10.3 
父親過世 40 3.6 
母親過世 7 0.6 
父母皆過世 2 0.2 

註：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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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癮物質使用態度、社會影響與拒絕自我效能變 

項分佈情形 

    本節主要回答研究問題一：「受測學生之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

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的現況為何」，依

序敘述受測學生下列分佈：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包括自覺成癮物質使

用危險性和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包括

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和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

度)、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 

一、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分佈情形 

    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包括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和自覺成癮

物質使用態度，以下分別敘述。 

(一)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分佈情形 

    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分佈情形如表 4-2 所示，整

體而言，受測學生自覺使用成癮物質危險性得分介於 3.53 至 4.69 分

間，可見受測學生自覺使用成癮物質危險性介於中強度危害和非常

大危害間。其中以「自覺使用海洛因危險性」得分最高(平均 4.69

分)，其次是「自覺使用 K 他命危險性」(平均 4.63 分)，最低分為「自

覺飲酒危險性」(平均 3.53 分)，顯示受測學生對於使用海洛因自覺

危險性最高，但對於飲酒行為自覺危險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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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進行推論統計分析時，將「使用 K 他命」、「使用安非他

命」、「使用搖頭丸」和「使用海洛因」4 項危險性合併為「使用成

癮藥物危險性」進行分析，即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為 4.66 分，是以

使用 K 他命危險性、使用安非他命危險性、使用搖頭丸危險性和使

用海洛因危險性加總再平均而得。 

表 4-2 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分佈 
變項 沒 

有 
危 
害 
 
n 

(%) 

稍 
有 
危 
害 
 
n 

(%) 

中 
度 
危 
害 
 
n 

(%) 

中 
強 
度 
危 
害 
n 

(%) 

非 
常 
大 
危 
害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吸菸危險性 57 
(5.1) 

115 
(10.3) 

216 
(19.3) 

188 
(16.8) 

545 
(48.6) 

3.94 1.24 

飲酒危險性 91 
(8.1) 

209 
(18.6) 

239 
(21.3) 

183 
(16.3) 

399 
(35.6) 

3.53 1.35 

嚼檳榔危險性 68 
(6.1) 

65 
(5.8) 

187 
(16.7) 

189 
(16.9) 

609 
(54.5) 

4.08 1.22 

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      4.66 0.98 
  使用K他命危險性 65 

(5.8) 
6 

(0.5) 
32 

(2.9) 
69 

(6.2) 
948 

(84.6) 
4.63 1.01 

  使用安非他命危險性 64 
(5.7) 

5 
(0.4) 

27 
(2.4) 

64 
(5.7) 

961 
(85.7) 

4.65 0.99 

  使用搖頭丸危險性 65 
(5.8) 

5 
(0.4) 

26 
(2.3) 

61 
(5.4) 

963 
(86.0) 

4.65 1.00 

  使用海洛因危險性 63 
(5.6) 

5 
(0.4) 

21 
(1.9) 

35 
(3.1) 

996 
(88.9) 

4.69 0.98 

註：1.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自覺成癮物質

使用危險性愈高。 
2.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為 4.66 分，是以使用 K 他命危險性、使用安非他命

危險性、使用搖頭丸危險性和使用海洛因危險性加總再平均而得。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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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分佈情形如表 4-3 所示。其中

有「我認為吸菸是不好的行為」、「我認為飲酒是不好的行為」、「我

認為嚼檳榔是不好的行為」和「我認為使用成癮藥物是不好的行為」

4 題反向計分題。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得分介於 1.23 至

1.86 分間，可見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介於不同意與非常

不同意間。其中以「我認為飲酒是不好的行為」態度得分最高(平均

1.86 分)，其次是「飲酒讓我像大人」態度(平均 1.78 分)，最低分則

為「K 他命可以讓我與朋友相處好」態度(平均 1.23 分)，顯示受測

學生對飲酒態度傾向不反對使用，對於使用 K 他命態度傾向非常不

同意使用。 

    自覺吸菸態度、自覺飲酒態度、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分別為

各成癮物質題目加總再平均而得。就自覺吸菸、飲酒、嚼檳榔和使

用成癮藥物態度來看，整體而言，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

平均得分介於非常不同意與不同意間，其中以「自覺飲酒態度」得

分最高(平均 1.69 分)，最低分則是「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平均

1.30 分)。顯示受測學生自覺飲酒態度傾向不同意使用，對於使用成

癮藥物傾向非常不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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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分佈 
變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n 
(%) 

n 
(%) 

n 
(%) 

n 
(%) 

  

自覺吸菸態度     1.45 0.62 
我認為吸菸是不好的

行為* 
83 

(7.4) 
72 

(6.4) 
276 

(24.6) 
691 

(61.6) 
1.60 0.90 

我覺得吸菸讓我看起

來較酷 
838 

(74.7) 
187 

(16.7) 
44 

(3.9) 
53 

(4.7) 
1.39 0.77 

我覺得吸菸會讓我看

起來比較像大人 
857 

(76.4) 
174 

(15.5) 
41 

(3.7) 
50 

(4.5) 
1.36 0.76 

自覺飲酒態度     1.69 0.64 
我認為飲酒是不好的

行為* 
85 

(7.6) 
174 

(15.5) 
362 

(32.3) 
500 

(44.6) 
1.86 0.94 

我覺得飲酒會讓我看

起來比較像大人 
621 

(55.4) 
272 

(24.3) 
83 

(7.4) 
144 

(12.9) 
1.78 1.05 

我覺得飲酒會讓我有

較多朋友 
780 

(69.5) 
249 

(22.2) 
36 

(3.2) 
57 

(5.1) 
1.44 0.79 

自覺嚼檳榔態度     1.48 0.87 
我認為嚼食檳榔是不

好的行為* 
81 

(7.2) 
42 

(3.7) 
217 

(19.3) 
782 

(69.2) 
1.48 0.87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30 0.53 
我認為使用成癮藥物

不好的行為* 
86 

(7.7) 
26 

(2.3) 
148 

(13.2) 
862 

(76.8) 
1.41 0.87 

我覺得使用K他命可

以讓我與朋友相處更

好 

971 
(86.6) 

95 
(8.5) 

7 
(0.6) 

49 
(4.4) 

1.23 0.67 

我覺得使用搖頭丸可

以讓我感到更興奮 
949 

(84.6) 
106 
(9.4) 

15 
(1.3) 

52 
(4.6) 

1.26 0.71 

註：1.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得分範圍 1 至 4 分，愈高分代表對使用成癮物質

態度愈同意。 
2.標記*為反向計分題。 
3.平均值為各題加總平均，例如自覺吸菸態度為 3 題加總再平均而得。 

    4.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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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分佈情形 

    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包含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和重要

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以下分別敘述。 

(一)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分佈 

    受測學生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分佈如表 4-4 所示，父親

有吸菸者 510 人(45.5%)，有飲酒者 370 人(33.0%)，有嚼檳榔者 153

人(13.7%)，曾經使用成癮藥物者有 69 人(6.2%)，顯示受測學生父親

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以吸菸為最多。母親有吸菸者 113 人(10.1%)，有

飲酒者 114 人(10.2%)，有嚼檳榔者 12 人(1.1%)，曾經使用成癮藥物

者 22 人(2.0%)，顯示受測學生母親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以飲酒為最

多。兄弟姊妹有吸菸者 97 人(8.7%)，有飲酒者 64 人(5.8%)，有嚼檳

榔者 15 人(1.4%)，曾經使用成癮藥物者有 21 人(1.9%)，顯示受測學

生兄弟姊妹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以吸菸為最多。好友有吸菸者 199 人

(17.8%)，有飲酒者 133 人(11.9%)，有嚼檳榔者 49 人(4.4%)，曾經

使用成癮藥物者有 41 人(3.7%)，顯示受測學生好友成癮物質使用行

為以吸菸為最多。 

在進行推論統計分析時，選項為不知道重要他人使用成癮物質

使用情形、無此重要他人者不列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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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分佈 
變項 n          % 
父親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目前有吸菸 510 45.5 
  目前有飲酒 370 33.0 
  目前有嚼檳榔 153 13.7 
  曾使用成癮藥物 69 6.2 
  皆未使用 368 32.9 
  無此親友 76 6.8 
  不知道 16 1.4 
母親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目前有吸菸 113 10.1 
  目前有飲酒 114 10.2 
  目前有嚼檳榔 12 1.1 
  曾使用成癮藥物 22 2.0 
  皆未使用 842 75.6 
  無此親友 33 3.0 
  不知道 39 3.5 
兄弟姊妹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目前有吸菸 97 8.7 
  目前有飲酒 64 5.8 
  目前有嚼檳榔 15 1.4 
  曾使用成癮藥物 21 1.9 
  皆未使用 865 77.9 
  無此親友 46 4.1 
  不知道 69 6.2 
好友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目前有吸菸 199 17.8 
  目前有飲酒 133 11.9 
  目前有嚼檳榔 49 4.4 
  曾使用成癮藥物 41 3.7 
  皆未使用 677 60.7 
  無此親友 6 0.5 
  不知道 194 17.4 
註：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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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分佈 

    受測學生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吸菸、飲酒和嚼檳榔態度分佈

情形如表 4-5 所示。整體而言，受測學生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吸

菸、飲酒和嚼檳榔態度平均得分介於非常不同意與不同意間。其中

以自覺好友對學生使用之態度得分平均 1.60 分為最高，其次是自覺

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之態度，得分平均 1.41 分，最低分為自覺母親

對學生使用之態度，平均得分 1.21 分。顯示受測學生自覺好友對學

生吸菸、飲酒和嚼檳榔態度傾向不同意，而自覺母親之態度傾向非

常不同意。 

    受測學生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分佈情形如

表 4-5 所示。整體而言，受測學生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

藥物態度平均得分傾向非常不同意。以自覺好友對學生使用之態度

得分平均 1.17 分為最高，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之

態度，得分在 1.08 分以下。顯示受測學生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

成癮藥物態度傾向非常不同意。 

    在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

的態度，都較自覺該重要他人對學生「吸菸、飲酒和嚼檳榔」的態

度更為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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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分佈 
變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n 
(%) 

n 
(%) 

n 
(%) 

n 
(%) 

  

重要他人對學生吸

菸、飲酒、嚼檳榔態度       

  父親態度 806 
(77.1) 

192 
(18.4) 

45 
(4.3) 

3 
(0.3) 

1.28 0.55 

  母親態度 890 
(81.8) 

172 
(15.8) 

25 
(2.3) 

1 
(0.1) 

1.21 0.46 

  兄弟姊妹態度 714 
(67.0) 

276 
(25.9) 

71 
(6.7) 

5 
(0.5) 

1.41 0.63 

  好友態度 622 
(56.2) 

334 
(30.2) 

125 
(11.3) 

25 
(2.3) 

1.60 0.78 

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

成癮藥物態度 
    

  

  父親態度 988 
(94.5) 

53 
(5.1) 

3 
(0.3) 

2 
(0.2) 

1.06 0.27 

  母親態度 1030 
(94.7) 

54 
(5.0) 

1 
(0.1) 

3 
(0.3) 

1.06 0.27 

  兄弟姊妹態度 982 
(92.1) 

79 
(7.4) 

4 
(0.4) 

1 
(0.1) 

1.08 0.30 

  好友態度 951 
(85.7) 

135 
(12.2) 

19 
(1.7) 

5 
(0.4) 

1.17 0.45 

註：1.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態度得分範圍 1 至 4 分，得分愈高代表愈

同意學生使用成癮物質。 
    2.計算平均值時，選填無此親友者不列入分析。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三、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分佈情形 

    受測學生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分佈情形如表 4-6 所示，

整體而言，受測學生在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平均得分介於很

有把握和完全有把握間。其中以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得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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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4.77 分為最高，最低分為拒絕飲酒自我效能，平均得分 3.95 分。

顯示受測學生大多(89.3%)完全有把握拒絕使用成癮藥物，但在拒絕

飲酒自我效能把握程度略低一些，僅不到半數(45.5%)的學生完全有

把握拒絕飲酒。 

表 4-6 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分佈 
變項 完 

全 
沒 
把 
握 
n 

(%) 

有 
少 
許 
把 
握 
n 

(%) 

有 
一 
半 
把 
握 
n 

(%) 

很 
有 
把 
握 
 
n 

(%) 

完 
全 
有 
把 
握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 44 
(3.9) 

59 
(5.3) 

101 
(9.0) 

150 
(13.4) 

768 
(68.4) 

4.37 1.10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 56 
(5.0) 

88 
(7.8) 

223 
(19.9) 

244 
(21.7) 

511 
(45.5) 

3.95 1.19 

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 37 
(3.3) 

20 
(1.8) 

34 
(3.0) 

94 
(8.4) 

934 
(83.5) 

4.67 0.89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

我效能 
31 

(2.8) 
8 

(0.7) 
24 

(2.1) 
57 

(5.1) 
1001 
(89.3) 

4.77 0.77 

註：1.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拒絕成癮物

質使用自我效能愈高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第三節  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分佈情形 

    本節主要回答研究問題二：「受測學生之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

為的現況為何」，依序描述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之分佈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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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分佈情形 

    受測學生在未來一年內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分佈情形如表 4-7 所

示。整體而言，受測學生在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平均得分介於非常不

可能和不太可能間，其中以飲酒意圖得分平均 1.75 分為最高，最低

分為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平均得分 1.18 分。顯示受測學生成癮物質

使用意圖以飲酒意圖為最高，其次依序為吸菸意圖、嚼檳榔意圖和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 

表 4-7 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分佈 
變項 非 

常 
不 
可 
能 
n 

(%) 

不 
太 
可 
能 
 
n 

(%) 

有 
一 
半 
可 
能 
n 

(%) 

很 
有 
可 
能 
 
n 

(%) 

非 
常 
有 
可 
能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吸菸意圖 865 
(77.1) 

132 
(11.8) 

67 
(6.0) 

28 
(2.5) 

30 
(2.7) 

1.43 0.92 

飲酒意圖 669 
(59.6) 

219 
(19.5) 

139 
(12.4) 

52 
(4.6) 

43 
(3.8) 

1.75 1.10 

嚼檳榔意圖 1001 
(89.4) 

63 
(5.6) 

31 
(2.8) 

12 
(1.1) 

13 
(1.2) 

1.19 0.64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 1026 
(91.5) 

50 
(4.5) 

15 
(1.3) 

11 
(1.0) 

19 
(1.7) 

1.18 0.66 

註：1.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愈有使用成癮物質意圖。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成癮物質使用行為分佈情形 

    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行為分佈如表 4-8 所示。在吸菸行為方

面，學生目前有吸菸為 59 人(5.3%)，曾經吸菸為 185 人(16.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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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行為方面，學生目前有飲酒為 96 人(8.6%)，曾經飲酒為 427 人

(38.1%)。在嚼檳榔行為方面，學生目前有嚼檳榔為 11 人(0.9%)，曾

經嚼檳榔為 47 人(4.1%)。在使用成癮藥物方面，學生曾經使用成癮

藥物為 7 人(0.7%)。整體而言，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以飲酒

為最多，其次為吸菸。 

    在進行推論統計分析時，將「使用 K 他命」、「使用安非他命」、

「使用搖頭丸」和「使用海洛因」4 項使用成癮物質行為合併為「使

用成癮藥物」進行分析。 

    另外在受測學生吸菸和飲酒行為情形方面，分為「目前有使用」

和「目前沒使用」兩組進行推論統計分析；以吸菸、飲酒月盛行率(過

去 30 天內曾使用)視作目前有使用者，其餘視作目前沒使用。在受

測學生嚼檳榔和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情形方面，分為「曾用過」和「未

用過」兩組進行分析；以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終生盛行率(曾經使

用)視作曾用過，其餘視作未用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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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成癮物質使用行為分佈 
變項 從未 

使用 
終生盛

行率 
年盛行

率 
月盛行

率 
週盛行

率 
幾乎天

天使用 
 n 

(%) 
n 

(%) 
n 

(%) 
n 

(%) 
n 

(%) 
n 

(%) 
吸菸 936 

(83.5) 
185 

(16.5) 
83 

(7.4) 
59 

(5.3) 
48 

(4.3) 
27 

(2.4) 
飲酒 694 

(61.9) 
427 

(38.1) 
212 

(18.9) 
96 

(8.6) 
47 

(4.2) 
3 

(0.3) 
嚼檳榔 1074 

(95.8) 
47 

(4.1) 
20 

(1.7) 
11 

(0.9) 
6 

(0.5) 
0 

(0.0) 
使用成癮藥物 1114 

(99.3) 
7 

(0.7) 
3 

(0.3) 
2 

(0.2) 
1 

(0.1) 
1 

(0.1) 
使用 K 他命 1115 

(99.5) 
6 

(0.6) 
3 

(0.3) 
2 

(0.2) 
1 

(0.1) 
1 

(0.1) 
使用搖頭丸 1121 

(10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使用安非他命 1121 

(10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使用海洛因 1120 

(99.9) 
1 

(0.1) 
0 

(0.0) 
0 

(0.0) 
0 

(0.0) 
0 

(0.0) 
註：1.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使用成癮藥物為使用 K 他命、使用搖頭丸、使用安非他命、使用海洛因 

合併計算。 
  3.終生盛行率是指過去曾經使用過；年盛行率是指過去一年內曾經使用

過；月盛行率是指過去一個月內曾經使用過；週盛行率是指過去一週內

曾經使用過。 
 

第四節  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及行為之關係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三：「探討受測學生之背景變項、吸菸態度、

吸菸社會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與吸菸意圖及行為的關係」，主要

回答研究問題三：「受測學生吸菸意圖及行為是否因背景變項、吸菸

態度、吸菸社會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不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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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之關係，受測學生背景變項對

吸菸意圖之關係如表 4-9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吸菸意圖之關係如

表 4-10 和表 4-11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以獨立 t 檢定或單因子變異數檢定研究假設，單變項分析結果

顯示，受測學生吸菸意圖會因性別、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母

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學生為男生吸菸意圖顯

著高於女生；其父母非共同生活者吸菸意圖顯著高於父母共同生活

者；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經薛費氏事後比較發現，其學業成績

排名在後面三分之一者，吸菸意圖顯著高於前面三分之一者和中間

三分之一者；其父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者，吸菸意圖顯著高於專

科大學以上者。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後

面三分之一、其父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其父母非共同生活者，

其吸菸意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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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背景變項對吸菸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5.71***  

女 536 1.26 0.70    
男 586 1.56 1.06    

年級    1.69  
7 年級 372 1.36 0.88   
8 年級 384 1.42 0.91   
9 年級 366 1.48 0.94   

學業成績    27.54***  
  前面三分之一 1 382 1.25 0.76  3>1 
  中間三分之一 2 408 1.33 0.76  3>2 
  後面三分之一 3 325 1.73 1.16   
父親教育程度    8.19*** 1>3 

國小/國中 1 212 1.59 1.02   
高中(職)2 451 1.41 0.96   
專科大學以上 3 368 1.28 0.72   

母親教育程度    3.33*  
國小/國中 201 1.46 0.89   
高中(職) 553 1.44 0.96   
專科大學以上 304 1.29 0.75   

家庭結構    -2.84**  
父母共同生活 911 1.38 0.88   
父母非共同生活 205 1.60 1.04   

註：1.吸菸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吸菸意圖愈高。 
    2.*為 P<0.05、**為 P<0.01、***為 P<0.001。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吸菸態度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吸菸態度包括自覺吸菸危險性和自覺吸菸態度，以下

分別作敘述。 

1.自覺吸菸危險性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吸菸危險性與吸菸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

著差異，自覺吸菸危險性愈高者，其吸菸意圖愈低(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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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覺吸菸態度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自覺吸菸態度為「我認為吸菸是不好的行為」、「我覺得吸菸讓

我看起來較酷」和「我覺得吸菸會讓我看起來比較像大人」3 題態

度得分加總再平均，得分愈高代表自覺吸菸態度愈同意吸菸。受測

學生自覺吸菸態度與吸菸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

覺吸菸態度愈不反對者，其吸菸意圖愈高(表 4-10)。 

表 4-10 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β t 值 
自覺吸菸危險性 1121 -0.22 -0.29 -10.26*** 
自覺吸菸態度 1122 0.52 0.35 12.42*** 
父親對學生吸菸態度 1046 0.46 0.28 9.53*** 
母親對學生吸菸態度 1088 0.64 0.33 11.47*** 
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態度 1066 0.52 0.36 12.50*** 
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 1106 0.47 0.40 14.55***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 1122 -0.42 -0.51 -19.40*** 
註：***為 P<0.001。 
 

 (三)吸菸社會影響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吸菸社會影響包括重要他人吸菸情形和重要他人對學

生吸菸態度兩個變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重要他人吸菸情形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以獨立 t 檢定檢定研究假設，結果顯示學生吸菸意圖會因父親、

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吸菸情形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其父親、母親、

兄弟姊妹、好友有吸菸者，其吸菸意圖愈高(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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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重要他人吸菸情形對學生吸菸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父親使用情形    -3.71*** 
  無吸菸 518 1.29 0.77  
  有吸菸 510 1.50 0.98  
母親使用情形   -4.98*** 
  無吸菸 929 1.33 0.82  
  有吸菸 113 1.93 1.24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4.52*** 
  無吸菸 899 1.33 0.81  
  有吸菸 97 1.91 1.23  
好友使用情形   -8.04*** 
  無吸菸 717 1.24 0.69  
  有吸菸 198 2.02 1.31  
註：1.吸菸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吸菸意圖愈高。 
    2.***為 P<0.001。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吸菸態度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吸菸態度採「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

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的看法」同意程度進行分析，得分愈

高代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吸菸態度愈傾向同意。自覺父親、母親、

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與吸菸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

顯著差異，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

反對者，其吸菸意圖愈高(表 4-10)。 

(四)拒絕吸菸自我效能與吸菸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吸菸自我效能為「當有人邀我吸菸時，我會說不」

的把握程度，得分愈高代表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高。受測學生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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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自我效能與吸菸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拒絕吸

菸自我效能者愈高者，其吸菸意圖愈低(表 4-10)。 

(五)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之多變項分析 

    檢定研究假設一「受測學生吸菸意圖會因背景變項、吸菸態度、

吸菸社會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在進行迴歸之

前，必須了解各預測變項之間是否具有共線性，因此先進行共線性

診斷。根據 Kleinbaum, Kupper & Muller 等(1988)所提出的共線性原

則的建議，當容忍度(Tolerance)小於 0.1 和膨脹係數(VIF)大於 10.0

表示有多元共線性。背景變項、吸菸態度、吸菸社會影響、拒絕吸

菸自我效能之變項與吸菸意圖的容忍度介於 0.32-0.95 間，皆大於

0.1；膨脹係數介於 1.10-3.11 間，皆小於 10，因此各個變項之間沒

有多元共線性的情形。 

    複迴歸分析中，各個變項之間的關係必須為線性關係，而在背

景變項中的性別、年級、學業成績、父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和

吸菸社會影響變項中重要他人吸菸情形等類別變項，需轉化為虛擬

變項才能進行迴歸分析。在轉化為虛擬變項方面，性別以「女生」

為參照組，年級以「7 年級」為參照組，學業成績排名以「前面三

分之一」為參照組，父母親教育程度以「國小/國中」為參照組，家

庭結構以「父母共同生活」為參照組。本研究以下在進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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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參照組設定皆與此相同，文後不再贅述。 

    將在單變項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之變項以複迴歸分析，結果

發現受測學生在性別、學業成績、自覺吸菸態度、拒絕吸菸自我效

能、母親吸菸情形、好友吸菸情形、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與吸菸意

圖達顯著差異。顯示受測學生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

一、自覺吸菸態度愈不反對、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母親有吸菸

行為、好友有吸菸行為、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其吸菸意

圖愈高。(表 4-12) 

表 4-12 預測變項對吸菸意圖之複迴歸分析 
變項 B  β t 值 
性別 0.18 0.10 3.48 ** 
學業成績排名  
  中間三分之一 0.05 0.03 0.81  
  後面三分之一 0.20 0.10 3.08 ** 
自覺吸菸態度 0.11 0.07 2.33 * 
母親吸菸情形 0.20 0.07 2.26 * 
好友吸菸情形 0.25 0.11 3.55 *** 
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 0.16 0.14 4.26 ***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 -0.29 -0.35 -10.93 *** 
註：1.以性別為女生、學業成績排名為前面三分之一、母親/好友無吸菸行為，

作參考組。 
    2. *為 P<0.05、**為 P<0.01、***為 P<0.001。 
    3. n=866；目前有吸者 41 人，目前沒吸菸者 825 人。 
    4.所有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的 F=59.3、P<0.001 
 

二、預測變項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吸菸行為之關係，受測學生背景變項對

吸菸行為之關係如表 4-13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吸菸行為之關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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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和表 4-15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以邏輯斯迴歸檢定研究假設，其 95%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CI)不包含 1 則達統計上顯著差異；反之，包含 1 則無顯著

差異。單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受測學生吸菸行為有 6 項，包括

性別、年級、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

達顯著差異。受測學生性別為男生者目前有吸菸的勝算比(odds ratio, 

OR)為女生的 3.43 倍；其年級為 8 年級和 9 年級者目前有吸菸的勝

算比分別為 7 年級的 2.01 倍和 2.41 倍；其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

之一者目前有吸菸的勝算比為排名前面三分之一者的 3.55 倍；其父

親教育程度為專科大學以上者目前有吸菸的勝算比為國小/國中者

的 0.30 倍；其母親教育程度為專科大學以上者目前有吸菸的勝算比

為國小/國中者的 0.23 倍；其家庭結構為父母非共同生活者目前有吸

菸的勝算比為共同生活者的 1.87 倍(表 4-13)。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性、8 年級和 9 年級、

學業成績排名後三分之一者、父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母親教育

程度為國小/國中、父母非共同生活者，其愈易有吸菸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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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背景變項對吸菸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目前沒吸菸 目前有吸菸 OR 95%CI 

 n %  n %   
性別       

女 523 97.6 13 2.4 1  
  男 539 92.1 46 7.9 3.43*** 1.83-6.43 
年級      

7 年級 361 97.0 11 3.0 1  
8 年級 360 94.0 23 6.0 2.01* 1.01-4.37 
9 年級 341 93.2 25 6.8 2.41* 1.17-4.97 

學業成績      
  前面三分之一 369 96.6 13 3.4 1  
  中間三分之一 398 97.5 10 2.5 0.71 0.31-1.65 
  後面三分之一 288 88.9 36 11.1 3.55*** 1.85-6.82 
父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194 91.5 18 8.5 1  
高中(職) 425 94.2 26 5.8 0.66 0.35-1.23 
專科大學以上 357 97.3 10 2.7 0.30** 0.14-0.67 

母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185 92.0 16 8.0 1  
高中(職) 521 94.2 32 5.8 0.71 0.38-1.32 
專科大學以上 297 98.0 6 2.0 0.23** 0.09-0.61 

家庭結構      
父母共同生活 868 95.4 42 4.6 1  
父母非共同生活 188 91.7 17 8.3 1.87* 1.04-3.36 

註：1. *為 P<0.05、**為 P<0.01、***為 P<0.001。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吸菸態度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吸菸態度包括自覺吸菸危險性和自覺吸菸態度兩個變

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自覺吸菸危險性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吸菸危險性與吸菸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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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顯著差異，學生自覺吸菸危險性愈高者，愈不易有吸菸行為(表

4-14)。 

2.自覺吸菸態度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吸菸態度與吸菸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計

上顯著差異，學生自覺吸菸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吸菸行為(表

4-14)。 

表 4-14 預測變項對吸菸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S.E. Waldχ2 
自覺吸菸危險性 1061 -0.73 0.10 50.61 *** 
自覺吸菸態度 1062 1.27 0.18 52.12 *** 
父親對學生吸菸態度 993 1.16 0.18 40.16 *** 
母親對學生吸菸態度 1033 1.32 0.21 41.18 *** 
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態度 1006 1.51 0.18 71.47 *** 
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 1032 1.62 0.17 92.40 ***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 1062 -1.12 0.11 112.82 *** 
註：***為 P<0.001。 
 

(三)吸菸社會影響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吸菸社會影響包括重要他人吸菸情形和重要他人對學

生吸菸態度兩個變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重要他人吸菸情形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影響受測學生目前有無吸菸，在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

有無吸菸情形達顯著差異；其父親有吸菸者，目前有吸菸的勝算比

為父親無吸菸者的 2.31 倍；其母親有吸菸者，目前有吸菸的勝算比

為母親無吸菸者的 1.20 倍；其兄弟姊妹有吸菸者，目前有吸菸的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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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比為兄弟姊妹無吸菸者的 2.20 倍；其好友有吸菸者，目前有吸菸

的勝算比為好友無吸菸者的 16.23 倍(表 4-15)。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其父親、母親、兄弟姊妹、

好友有吸菸者，其愈易有吸菸行為。 

表 4-15 重要他人吸菸情形對學生吸菸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目前沒吸菸 目前有吸菸 OR 95%CI 

 n %    n     %   
父親使用情形       
  無吸菸 501 96.9 16 3.1 1  

有吸菸 475 93.1 35 6.9 2.31*** 1.26-4.22 
母親使用情形     

無吸菸 893 96.2 35 3.8 1  
有吸菸 100 88.5 13 11.5 1.20*** 1.70-6.48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無吸菸 871 97.0 27 3.0 1  
  有吸菸 76 78.4 21 21.6 2.20*** 4.81-16.51 
好友使用情形     

無吸菸 705 98.5 11 1.5 1  
有吸菸 158 79.8 40 20.2 16.23*** 8.15-32.32 

註：1.***為 P<0.001。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吸菸態度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與吸菸行為

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

妹、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吸菸行為(表 4-14)。 

(四)拒絕吸菸自我效能與吸菸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吸菸自我效能與吸菸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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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上顯著差異，拒絕吸菸自我效能者愈高者，其愈不易有吸菸行

為(表 4-14)。 

(五)預測變項與吸菸行為之多變項分析 

    檢定研究假設一：「受測學生吸菸行為會因背景變項、吸菸態

度、吸菸社會影響、拒絕吸菸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將在單變

項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之變項以複邏輯斯迴歸分析，多變項分析

結果顯示影響受測學生吸菸行為在性別、年級、自覺吸菸危險性、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母親教育程度、好友吸菸情形達顯著差異。受

測學生為男生較女生易有吸菸行為；8 年級較 7 年級易有吸菸行為；

自覺吸菸危險性愈低、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愈易有吸菸行為；

母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較為專科大學以上者易有吸菸行為；好友

有吸菸較好有無吸菸者易有吸菸行為(表 4-16)。 

    綜合以上多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自覺吸

菸危險性愈低、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者、母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

中、好友有吸菸者，其愈易有吸菸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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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預測變項對吸菸行為之複邏輯斯迴歸分析 
變項 B S.E. Waldχ2 
性別 1.24 0.49 6.33 * 
年級  
  8 年級 1.43 0.59 5.87 * 
  9 年級 0.83 0.55 2.26  
母親教育程度  
  高中(職)  0.23 0.46 0.24  
  專科大學以上 -1.24 0.66 3.50 * 
自覺吸菸危險性 -0.35 0.16 4.64 * 
好友吸菸情形 1.79 0.42 17.99 ***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 -1.08 0.16 46.08 *** 
註：1.以性別為女生、年級為 7 年級、母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好友無吸菸

行為，作參考組。 
    2. *為 P<0.05、***為 P<0.001。 
    3. n=874；目前有吸菸 47 人，目前沒吸菸 827 人。 
 

三、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及行為之討論 

本研究分析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及行為之關係如表 4-17 所示。

在吸菸意圖，經單變項分析發現，受測學生吸菸意圖會因性別、學

業成績、父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自覺吸菸危險性、自覺吸菸

態度、拒絕吸菸自我效能、父親吸菸情形、母親吸菸情形、兄弟姊

妹吸菸情形、好友吸菸情形、父親對學生吸菸態度、母親對學生吸

菸態度、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態度、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不同有所

差異。受測學生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後面三分之一、父母親教育

程度低、家庭結構不完整、自覺吸菸危險性愈低、自覺吸菸態度愈

不反對、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父親有吸菸、母親有吸菸、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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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有吸菸、好友有吸菸、父親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母親對

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好友

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其吸菸意圖愈高，此研究結果與先前研

究發現相同(李景美等，2000；張玉青、葉國樑，2006)。 

進一步經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吸菸意圖會因性別、

學業成績、自覺吸菸態度、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母親吸菸情形、好

友吸菸情形、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顯示受測學生

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一、拒絕吸菸自我效能低、母

親有吸菸、好友有吸菸、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者，其吸菸

意圖愈高。 

在吸菸行為，經單變項分析發現，受測學生吸菸行為會因性別、

年級、學業成績、父親/母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自覺吸菸危險性、

自覺吸菸態度、拒絕吸菸自我效能、父親吸菸情形、母親吸菸情形、

兄弟姊妹吸菸情形、好友吸菸情形、父親對學生吸菸態度、母親對

學生吸菸態度、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態度、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不

同而有差異。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9 年級、學業成績排名後面

三分之一、父母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家庭結構為父母非共同生

活、自覺吸菸危險性愈低、自覺吸菸態度愈不反對、拒絕吸菸自我

效能愈低、父親有吸菸、母親有吸菸、兄弟姊妹有吸菸、好友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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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父親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母親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

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

者，受測學生愈易有吸菸行為，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一致(白

瑞聰，2008；李景美等，2000；姜逸群等，2003；郭憲文、李玫姿，

2004)。 

進一步經多變項分析，受測學生會因性別、年級、自覺吸菸危

險性、拒絕吸菸自我效能不同、母親教育程度、好友吸菸情形而有

差異，結果顯示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自覺吸菸危險性愈低、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母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好友有吸菸

者，愈易有吸菸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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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及行為之單變項分析和多變項分析一覽表 
變項 吸菸意圖 吸菸行為 
 單變項 

分析 
多變項 
分析 

單變項 
分析 

多變項 
分析 

背景變項     
  性別 * * * * 
  年級   * * 
  學業成績 * * *  
  父親教育程度 *  *  
  母親教育程度 *  * * 
  家庭結構 *  *  
吸菸態度     
  自覺吸菸危險性 *  * * 
  自覺吸菸態度 * * *  
吸菸社會影響     
  父親吸菸情形 *  *  
  母親吸菸情形 * * *  
  兄弟姊妹吸菸情形 *  *  
  好友吸菸情形 * * * * 
  父親對學生吸菸態度 *  *  
  母親對學生吸菸態度 *  *  
  兄弟姊妹對學生吸菸態度 *  *  
  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 * * *  
拒絕吸菸自我效能 * * * * 
註：*為達統計上顯著差異。 
 

第五節  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及行為之關係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四：「探討受測學生之背景變項、飲酒態度、

飲酒社會影響、拒絕飲酒自我效能與飲酒意圖及行為的關係」，主要

回答研究問題四：「受測學生飲酒意圖及行為是否因背景變項、飲酒

態度、飲酒社會影響、拒絕飲酒自我效能不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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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之關係，受測學生背景變項對

飲酒意圖之關係如表 4-18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飲酒意圖之關係如

表 4-19 和表 4-20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以獨立 t 檢定和單因子變異數檢定研究假設，結果顯示受測學

生飲酒意圖會因性別、年級、學業成績、家庭結構之不同而有顯著

差異。男生飲酒意圖顯著高於女生；其父母非共同生活者飲酒意圖

顯著高於父母共同生活者；年級、學業成績經薛費氏事後比較發現，

8 年級和 9 年級，飲酒意圖顯著高於 7 年級；學業成績排名後面三

分之一者，飲酒意圖顯著高於前面三分之一者(表 4-18)。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和 9 年級、

學業成績排名後面三分之一、父母非共同生活者，其飲酒意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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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背景變項對飲酒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2.11*  

女 536 1.66 1.01    
男 586 1.80 1.51    

年級    5.35** 2>1 
7 年級 1 372 1.59 1.02  3>1 
8 年級 2 384 1.82 1.14   
9 年級 3 366 1.80 1.09   

學業成績    5.44** 3>1 
  前面三分之一 1 382 1.62 1.07   
  中間三分之一 2 408 1.73 1.02   
  後面三分之一 3 325 1.89 1.18   
父親教育程度    2.74  

國小/國中 212 1.86 1.08   
高中(職) 451 1.72 1.09   
專科大學以上 368 1.65 1.05   

母親教育程度    0.85  
國小/國中 201 1.78 1.04   
高中(職) 553 1.73 1.09   
專科大學以上 304 1.66 1.07   

家庭結構    -2.30*  
父母共同生活 911 1.69 1.05   
父母非共同生活 205 1.90 1.21   

註：1.飲酒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愈有飲酒意圖。 
  2.*為 P<0.05、**為 P<0.01。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飲酒態度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飲酒態度包括自覺飲酒危險性和自覺飲酒態度，以下

分別作敘述。 

1.自覺飲酒危險性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飲酒危險性與飲酒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

著差異，學生自覺飲酒危險性愈高，其飲酒意圖愈低(表 4-19)。 

2.自覺飲酒態度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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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覺飲酒態度為「我認為飲酒是不好的行為」、「我覺得飲酒會

讓我看起來比較像大人」和「我覺得飲酒會讓我有較多朋友」3 題

得分加總再平均，得分愈高代表自覺飲酒態度愈同意飲酒。受測學

生自覺飲酒態度與飲酒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學生

自覺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其飲酒意圖愈高(表 4-19)。 

表 4-19 預測變項對飲酒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β    t 值 
自覺飲酒危險性 1121 -0.27 -0.33 -11.64 *** 
自覺飲酒態度 1119 0.57 0.34 11.92 *** 
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1046 0.14 0.14 4.75 *** 
母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1088 0.26 0.19 6.44 *** 
兄弟姊妹對學生飲酒態度 1066 0.24 0.21 7.24 *** 
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 1106 0.47 0.35 12.55 ***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 1122 -0.48 -0.52 -20.48 *** 
註：***為 P<0.001。 
 

(三)飲酒社會影響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社會影響包括重要他人飲酒情形和重要他人對學生飲

酒態度兩個變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重要他人飲酒情形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飲酒意圖會因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飲酒情形

不同而有顯著差異，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有飲酒者，其飲

酒意圖愈高 (表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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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重要他人飲酒情形對學生飲酒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父親使用情形    -5.66*** 
  無飲酒 658 1.57 0.98  
  有飲酒 379 1.98 1.17  
母親使用情形   -5.51*** 
  無飲酒 928 1.65 1.05  
  有飲酒 114 2.32 1.23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5.33*** 
  無飲酒 932 1.65 1.03  
  有飲酒 64 2.50 1.25  
好友使用情形   -7.89*** 
  無飲酒 782 1.59 0.97  
  有飲酒 133 2.58 1.39  
註：1.飲酒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飲酒意圖愈高。 
    2.***為 P<0.001。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飲酒態度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飲酒態度採「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

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的看法」同意程度進行分析，得分愈

高代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飲酒態度愈同意飲酒。自覺父親、母親、

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與飲酒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

顯著差異，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

反對者，其飲酒意圖愈高(表 4-19)。 

(四)拒絕飲酒自我效能與飲酒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飲酒自我效能為「當有人邀我飲酒時，我會說不」

的把握程度，得分愈高代表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高。受測學生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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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自我效能與飲酒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拒絕飲

酒自我效能者愈高者，其飲酒意圖愈低(表 4-19)。 

(五)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之多變項分析 

    以複迴歸檢定研究假設二：「受測學生飲酒意圖會因背景變項、

飲酒態度、飲酒社會影響、拒絕飲酒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依

據共線性診斷，背景變項、飲酒態度、飲酒社會影響、拒絕飲酒自

我效能之變項與意圖的容忍度介於 0.39-0.92 間，皆大於 0.1；膨脹

係數介於 1.03-2.59 間，皆小於 10，因此各個變項之間沒有多元共線

性的情形。 

    將在單變項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之變項以複迴歸分析，多變

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在自覺飲酒態度、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母

親飲酒情形、兄弟姊妹飲酒情形、好友飲酒情形、父親對學生飲酒

態度、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達顯著差異。受測學生自覺飲酒態度愈

不反對、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低、母親有飲酒、兄弟姊妹有飲酒、

好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

愈不反對，其飲酒意圖愈高(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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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預測變項對飲酒意圖之複迴歸分析 
變項     B     β t 值  
自覺飲酒態度 0.22 0.13 4.05*** 
母親飲酒情形 0.45 0.19 4.06*** 
兄弟姊妹飲酒情形 0.34 0.10 3.24** 
好友飲酒情形 0.14 0.07 2.04* 
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0.13 0.09 2.48* 
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 -0.35 -0.37 -11.29*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 -0.34 -0.37 -10.38*** 
註：1. *為 P<0.05、**為 P<0.01、***為 P<0.001。 

2. n=817；目前有飲酒者 67 人，目前沒飲酒 750 人。 
3.所有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的 F=69.02、P<0.001。 

 

二、預測變項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飲酒行為之關係，受測學生背景變項對

飲酒行為之關係如表 4-22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飲酒行為之關係如

表 4-23 和表 4-24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以邏輯斯迴歸檢定研究假設，單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受測

學生目前有無飲酒有 2 項，在性別和年級達顯著差異。受測學生為

男生目前有飲酒的勝算比為女生的 1.59 倍；年級為 8 年級者，目前

有飲酒的勝算比為 7 年級的 3.31 倍；9 年級者目前有飲酒的勝算比

為 7 年級的 3.58 倍(表 4-22)。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和 9 年級，

其愈易有飲酒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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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背景變項對飲酒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目前沒飲酒 目前有飲酒 OR 95%CI 

 n %  n %   
性別       
  女 500 93.3 36 6.7 1  

男 525 89.7 60 10.3 1.59* 1.03-2.44 
年級      

7 年級 359 96.5 13 3.5 1  
8 年級 342 89.3 41 10.7 3.31*** 1.74-6.29 
9 年級 324 88.5 42 11.5 3.58*** 1.89-6.79 

學業成績      
  前面三分之一 348 91.1 34 8.9 1  
  中間三分之一 382 93.6 26 6.4 0.70 0.41-1.19 
  後面三分之一 288 88.9 36 11.1 1.28 0.78-2.10 
父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192 90.6 20 9.4 1  
高中(職) 416 92.2 35 7.8 0.81 0.46-1.44 
專科大學以上 337 91.8 30 8.2 0.86 0.47-1.55 

母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181 90.0 20 10.0 1  
高中(職) 509 92.0 44 8.0 0.78 0.45-1.36 
專科大學以上 277 91.4 26 8.6 0.85 0.46-1.57 

家庭結構      
父母共同生活 838 92.1 72 7.9 1  
父母非共同生活 181 88.3 24 11.7 1.54 0.95-2.52 

註：1.*為 P<0.05、***為 P<0.001。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飲酒態度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飲酒態度包括自覺飲酒危險性和自覺飲酒態度兩個變

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自覺飲酒危險性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飲酒危險性與飲酒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

計上顯著差異，學生自覺飲酒危險性愈高者，其愈不易有飲酒行為

(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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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覺飲酒態度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自覺飲酒態度為「我認為飲酒是不好的行為」、「我覺得飲酒會

讓我看起來比較像大人」和「我覺得飲酒會讓我有較多朋友」3 題

得分加總再平均，得分愈高代表自覺飲酒態度愈同意飲酒。受測學

生自覺飲酒態度與飲酒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

異，學生自覺飲酒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飲酒行為(表 4-23)。 

表 4-23 預測變項對飲酒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S.E. Waldχ2 
自覺飲酒危險性 1120 -0.71 0.10 61.97*** 
自覺飲酒態度 1118 1.18 0.15 58.34*** 
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1045 1.01 0.15 43.23*** 
母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1087 1.01 0.18 32.83*** 
兄弟姊妹對學生飲酒態度 1065 0.98 0.14 46.77*** 
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 1105 0.92 0.12 57.24***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 1121 -0.89 0.09 99.72*** 
註：***為 P<0.001。 
 

(三)飲酒社會影響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飲酒社會影響包括重要他人飲酒情形和重要他人對學

生飲酒態度兩個變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重要他人飲酒情形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影響受測學生目前有無飲酒，在母親、兄弟姊妹、好友飲酒情

形達顯著差異。母親有飲酒者，學生目前有飲酒的勝算比為母親無

飲酒者的 2.56 倍；兄弟姊妹有飲酒者，學生目前有飲酒的勝算比為

兄弟姊妹無飲酒者的 4.74 倍；好友有飲酒者，學生目前有飲酒的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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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比為好友無飲酒者的 6.63 倍(表 4-24)。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母親、兄弟姊妹、好友有

飲酒者，其愈易有飲酒行為。 

表 4-24 重要他人飲酒情形對學生飲酒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目前沒飲酒 目前有飲酒 OR 95%CI 

 n %  n %   
父親使用情形      
  無飲酒 610 92.8 47 7.2 1  

有飲酒 331 89.5 39 10.5 0.06 0.98-2.39 
母親使用情形     
  無飲酒 860 92.8 67 7.2 1  

有飲酒 95 83.3 19 16.7 2.56** 1.48-4.46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無飲酒 865 92.9 66 7.1 1  

有飲酒 47 73.4 17 26.6 4.74*** 2.58-8.71 
好友使用情形     
  無飲酒 735 94.1 46 5.9 1  

有飲酒 94 70.7 39 29.3 6.63*** 4.11-10.69

註：1.***為 P<0.001。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飲酒態度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與飲酒行為

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

妹、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飲酒行為(表 4-23)。 

(四)拒絕飲酒自我效能與飲酒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飲酒自我效能與飲酒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

統計上顯著差異，學生拒絕飲酒自我效能者愈高者，其愈不易有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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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行為(表 4-23)。 

(五)預測變項與飲酒行為之多變項分析 

    檢定研究假設二：「受測學生飲酒行為會因背景變項、飲酒態

度、飲酒社會影響、拒絕飲酒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將在單變

項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之變項以複邏輯斯迴歸分析，多變項分析

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在自覺飲酒危險性、拒絕飲酒自我效能、好友飲

酒情形、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達顯著差異。受測學生自覺飲酒危險

性愈低者、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低、好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

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飲酒行為(表 4-25)。 

表 4-25 預測變項對飲酒行為之複邏輯斯迴歸分析 
變項      B     S.E. Waldχ2 
自覺飲酒危險性 -0.42 0.12 13.14*** 
好友飲酒情形 1.10 0.29 14.28*** 
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0.55 0.20 7.70**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 -0.57 0.11 25.28*** 
註：1. **為 P<0.01、***為 P<0.001。 
    2.n=855；目前有飲酒為 78 人，目前沒飲酒為 77 人。 
 

三、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及行為之討論 

本研究分析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及行為之關係如表 4-26 所示。

在飲酒意圖，經單變項分析發現，受測學生飲酒意圖會因性別、年

級、學業成績、家庭結構、自覺飲酒危險性、自覺飲酒態度、拒絕

飲酒自我效能、父親飲酒情形、母親飲酒情形、兄弟姊妹飲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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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飲酒情形、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母親對學生飲酒態度、兄弟

姊妹對學生飲酒態度、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之不同有差異，受測學

生為男生、8 年級和 9 年級、學業成績排名後面三分之一、父母非

共同生活、自覺飲酒危險性愈低、自覺飲酒態度愈不反對、拒絕飲

酒自我效能愈低、父親有飲酒、母親有飲酒、兄弟姊妹有飲酒、好

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母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

不反對、兄弟姊妹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

愈不反對，受測學生飲酒意圖愈高，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相

同(姜逸群等，2003)。 

進一步經多變項分析，受測學生飲酒意圖會因自覺飲酒態度、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母親飲酒情形、兄弟姊妹飲酒情形、好友飲酒

情形、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

顯示受測學生自覺飲酒態度愈不反對、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低、母

親有飲酒、兄弟姊妹有飲酒、好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

不反對、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其飲酒意圖愈高。 

在飲酒行為，經單變項分析發現，受測學生飲酒行為會因性別、

年級、自覺飲酒危險性、自覺飲酒態度、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母親

飲酒情形、兄弟姊妹飲酒情形、好友飲酒情形、父親對學生飲酒態

度、母親對學生飲酒態度、兄弟姊妹對學生飲酒態度、好友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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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和 9 年級、自

覺飲酒危險性愈低、自覺飲酒態度愈不反對、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

低、母親有飲酒、兄弟姊妹有飲酒、好友有飲酒行為、父親對學生

飲酒態度愈不反對、母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兄弟姊妹對學

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其愈易有飲

酒行為，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一致(李景美等，2000)。 

進一步經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飲酒行為會因自覺飲

酒危險性、拒絕飲酒自我效能、好友飲酒情形、父親對學生飲酒態

度之不同而有差異，顯示受測學生自覺飲酒危險性愈低、拒絕飲酒

自我效能愈低、好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其愈

易有飲酒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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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及行為之單變項分析和多變項分析一覽表 
變項 飲酒意圖 飲酒行為 
 單變項 

分析 
多變項 
分析 

單變項 
分析 

多變項 
分析 

背景變項     
  性別 *  *  
  年級 *  *  
  學業成績 *    
  父親教育程度     
  母親教育程度     
  家庭結構 *    
飲酒態度     
  自覺飲酒危險性 *  * * 
  自覺飲酒態度 * * *  
飲酒社會影響     
  父親飲酒情形 *    
  母親飲酒情形 * * *  
  兄弟姊妹飲酒情形 * * *  
  好友飲酒情形 * * * * 
  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 * * * 
  母親對學生飲酒態度 *  *  
  兄弟姊妹對學生飲酒態度 *  *  
  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 * * *  
拒絕飲酒自我效能 * * * * 
註：*為達統計上顯著差異。 
 

第六節  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關係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五：「探討受測學生之背景變項、嚼檳榔態

度、嚼檳榔社會影響、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的

關係」，主要回答研究問題五：「受測學生嚼檳榔意圖及行為是否因

背景變項、嚼檳榔態度、嚼檳榔社會影響、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不

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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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受測學生背景變項

對嚼檳榔意圖之關係如表 4-27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嚼檳榔意圖之

關係如表 4-28 和表 4-29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以獨立 t 檢定和單因子變異數檢定研究假設，受測學生背景變

項對嚼檳榔意圖分佈情形，如表 4-27 所示。單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受

測學生嚼檳榔意圖會因性別、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

程度不同而有顯著差異。男生嚼檳榔意圖顯著高於女生；學業成績、

父親教育程度經薛費氏事後比較發現，學業成績排名在後面三分之

一者，嚼檳榔意圖顯著高於前面三分之一者、中間三分之一者；其

父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或高中(職)者，嚼檳榔意圖顯著高於專科/

大學者。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後

面三分之一、父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或高中(職)者，其嚼檳榔意

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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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背景變項對嚼檳榔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4.49***  

女 535 1.10 0.44    
男 585 1.27 0.77    

年級    0.53  
7 年級 371 1.22 0.72   
8 年級 384 1.19 0.63   
9 年級 365 1.17 0.57   

學業成績    17.11*** 3>1 
  前面三分之一 1 381 1.09 0.45  3>2 
  中間三分之一 2 408 1.15 0.57   
  後面三分之一 3 324 1.36 0.86   
父親教育程度    6.09** 1>3 

國小/國中 1 210 1.26 0.73  2>3 
高中(職)2 451 1.22 0.72   
專科大學以上 3 368 1.10 0.44   

母親教育程度    3.07*  
國小/國中 199 1.22 0.63   
高中(職) 553 1.20 0.68   
專科大學以上 304 1.11 0.45   

家庭結構    -1.63  
父母共同生活 909 1.17 0.63   
父母非共同生活 205 1.26 0.72   

註：1.嚼檳榔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嚼檳榔意圖愈高。 
    2.*為 P<0.05、**為 P<0.01、***為 P<0.001。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嚼檳榔態度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態度包括自覺嚼檳榔危險性和自覺嚼檳榔態度，以下

分別作敘述。 

1.自覺嚼檳榔危險性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嚼檳榔危險性與嚼檳榔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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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顯著差異，學生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高者，其嚼檳榔意圖愈低(表

4-28)。 

2.自覺嚼檳榔態度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自覺嚼檳榔態度為「我認為嚼檳榔是不好的行為」態度，得分

愈高代表自覺嚼檳榔態度愈同意嚼檳榔。受測學生自覺嚼檳榔態度

與嚼檳榔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學生自覺嚼檳榔態

度愈不反對，其嚼檳榔意圖愈高(表 4-28)。 

表 4-28 預測變項對嚼檳榔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β t 值 
自覺嚼檳榔危險性 1116 -0.07 -0.14 -4.71 *** 
自覺嚼檳榔態度 1120 0.15 0.21 7.12 *** 
父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044 0.05 0.09 3.03 ** 
母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086 0.13 0.16 5.25 *** 
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064 0.07 0.11 3.57 *** 
好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105 0.12 0.15 5.17 *** 
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 1117 -0.20 -0.28 -9.62 *** 
註：***為 P<0.001。 
 

(三)嚼檳榔社會影響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社會影響包括重要他人嚼檳榔情形和重要他人對學生

嚼檳榔態度兩個變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重要他人嚼檳榔情形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嚼檳榔意圖會因父親、好友嚼檳榔情形不同而有顯著

差異，父親、好友有嚼檳榔者，學生嚼檳榔意圖愈高 (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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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重要他人嚼檳榔情形對學生嚼檳榔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父親使用情形    -3.32** 
  無嚼檳榔 873 1.14 0.55  
  有嚼檳榔 153 1.39 0.88  
母親使用情形   -2.06 
  無嚼檳榔 1028 1.17 0.61  
  有嚼檳榔 12 1.83 1.12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1.95 
  無嚼檳榔 979 1.18 0.63  
  有嚼檳榔 15 1.73 1.10  
好友使用情形   -3.42** 
  無嚼檳榔 864 1.16 0.58  
  有嚼檳榔 49 1.71 1.14  
註：1. 嚼檳榔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愈有使用意圖。 
    2.***為 P<0.001。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嚼檳榔態度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採「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

榔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的看法」同意程度進行分析，得分

愈高代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同意嚼檳榔。自覺父

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與嚼檳榔意圖在迴歸

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

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者，其嚼檳榔意圖愈高(表 4-28)。 

 (四)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與嚼檳榔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為「當有人邀我嚼檳榔時，我會

說不」的把握程度，得分愈高代表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高。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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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與嚼檳榔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

差異，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者愈高者，其嚼檳榔意圖愈低(表 4-28)。 

(五)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之多變項分析 

    以複迴歸檢定研究假設三：「受測學生嚼檳榔意圖會因背景變

項、嚼檳榔態度、嚼檳榔社會影響、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之不同而

有差異」。依據共線性診斷，背景變項、嚼檳榔態度、嚼檳榔社會影

響、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之變項與嚼檳榔意圖的容忍度介於

0.33-0.93 間，皆大於 0.1；膨脹係數介於 1.08-3.06 間，皆小於 10，

因此各個變項之間沒有多元共線性的情形。 

    將在單變項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之變項以複迴歸分析，多變

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在性別、自覺嚼檳榔態度、拒絕嚼檳榔

自我效能、父親嚼檳榔情形、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達顯著差

異。受測學生為男生、自覺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拒絕嚼檳榔自我

效能愈低、父親有嚼檳榔、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

其嚼檳榔意圖愈高(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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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預測變項對嚼檳榔意圖之複迴歸分析 
變項 B  β  t 值 
性別 0.12 0.10 3.31 ** 
自覺嚼檳榔態度 0.08 0.11 3.33 ** 
父親嚼檳榔情形 0.19 0.11 3.53 *** 
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0.10 0.10 3.20 ** 
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 -0.14 -0.20 -6.13 *** 
註：1.以性別為女生、父親無嚼檳榔行為，作參考組。 
    2. n=979；曾經嚼檳榔為 37 人，未曾嚼檳榔 942 人。 

3. **為 P<0.01、***為 P<0.001。 
    4.所有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的 F=27.78、P<0.001 
 

二、預測變項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受測學生背景變項

對嚼檳榔行為之關係如表 4-31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嚼檳榔行為之

關係如表 4-32 和表 4-33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述。 

(一)背景變項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以邏輯斯迴歸檢定研究假設，單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受測

學生曾否嚼檳榔有 4 項，包括性別、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家

庭結構達顯著差異。受測學生性別為男生者曾嚼檳榔的勝算比為女

生的 2.48 倍；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一者曾嚼檳榔的勝算比為

排名前面三分之一者的 5.07 倍；父親教育程度為專科/大學以上者曾

嚼檳榔的勝算比為國小/國中者的 0.32 倍；家庭結構為父母非共同生

活者曾嚼檳榔的勝算比為共同生活者的 1.95 倍(表 4-31)。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性、成績排名後面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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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父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父母非共同生活者，其愈易有嚼

檳榔行為。 

表 4-31 背景變項對嚼檳榔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未用過 曾用過 OR 95%CI 

 n %  n %   
性別       
  女 523 97.6  13 2.4 1  

男 551 94.2  34 5.8 2.48** 1.30-4.76 
年級       

7 年級 362 97.3  10 2.7 1  
8 年級 364 95.0  19 5.0 1.89 0.87-4.12 
9 年級 348 95.1  18 4.9 1.87 0.85-4.11 

學業成績       
  前面三分之一 375 98.2   7 1.8 1  
  中間三分之一 396 97.1  12 2.9 1.62 0.63-4.17 
  後面三分之一 296 91.4  28 8.6 5.07*** 2.18-11.76
父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200 94.3  12 5.7 1  
高中(職) 431 95.6  20 4.4 0.77 0.37-1.61 
專科大學以上 360 98.1   7 1.9 0.32* 0.13-0.84 

母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190 94.5  11 5.5 1  
高中(職) 531 96.0  22 4.0 0.72 0.34-1.50 
專科大學以上 294 97.0   9 3.0 0.53 0.22-1.30 

家庭結構       
父母共同生活 877 96.4  33 3.6 1  
父母非共同生活 191 93.2  14 6.8 1.95* 1.02-3.71 

註：1. *為 P<0.05、**為 P<0.01、***為 P<0.001。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嚼檳榔態度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1.自覺嚼檳榔危險性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嚼檳榔危險性與嚼檳榔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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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高者，其愈不易有嚼檳榔行

為(表 4-32)。 

2.自覺嚼檳榔態度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嚼檳榔態度與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呈統計上顯

著差異，學生自覺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嚼檳榔行為(表

4-32)。 

表 4-32 預測變項對嚼檳榔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S.E. Waldχ2 
自覺嚼檳榔危險性 1117 -0.58 0.10 30.94 *** 
自覺嚼檳榔態度 1121 0.59 0.13 22.25 *** 
父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045 0.47 0.09 24.81 *** 
母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087 0.55 0.11 24.35 *** 
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065 0.51 0.11 21.61 *** 
好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1109 1.02 0.15 48.90 *** 
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 1118 -0.72 0.10 55.43 *** 

註：***為 P<0.001。 
 

 (三)嚼檳榔社會影響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1.重要他人嚼檳榔情形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影響受測學生曾否嚼檳榔在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嚼檳

榔情形達顯著差異。父親有嚼檳榔者曾嚼檳榔的勝算比為父親無嚼

檳榔者的 4.32 倍；母親有嚼檳榔者曾嚼檳榔的勝算比為母親無嚼檳

榔者的 8.69 倍；兄弟姊妹有嚼檳榔者曾嚼檳榔的勝算比為兄弟姊妹

無嚼檳榔者的 9.54 倍；好友有嚼檳榔者曾嚼檳榔的勝算比為好友無

嚼檳榔者的 8.27 倍(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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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父親、母親、兄弟姊妹、

好友有嚼檳榔者，其愈易有嚼檳榔行為。 

表 4-33 重要他人嚼檳榔情形對學生嚼檳榔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未嚼檳榔 曾嚼檳榔 OR 95%CI 

 n %  N %   
父親使用情形       
  無嚼檳榔 851 97.4 23 2.6 1  

有嚼檳榔 137 89.5 16 10.5 4.32*** 2.23-9.39 
母親使用情形     
  無嚼檳榔 991 96.3 38 3.7 1  

有嚼檳榔 9 75.0 3 25.0 8.69*** 2.26-33.41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無嚼檳榔 944 96.3 36 3.7 1  

有嚼檳榔 11 73.3 4 26.7 9.54*** 2.90-31.40
好友使用情形     
  無嚼檳榔 839 97.0 26 3.0 1  

有嚼檳榔 39 79.6 10 20.4 8.27*** 3.73-18.36

註：1.***為 P<0.001。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嚼檳榔態度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嚼檳榔學生態度

與嚼檳榔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學生自覺父

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

有嚼檳榔行為(表 4-32)。 

(四)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與嚼檳榔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與嚼檳榔行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

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者愈高者，其愈不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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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檳榔行為(表 4-32)。 

(五)預測變項與嚼檳榔行為之多變項分析 

    檢定研究假設三：「受測學生嚼檳榔行為會因背景變項、嚼檳榔

態度、嚼檳榔社會影響、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將

在單變項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之變項以複邏輯斯迴歸分析，多變

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在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拒絕嚼檳榔自我效

能、父親嚼檳榔行為、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達顯著差異。顯

示受測學生嚼檳榔行為會因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拒絕嚼檳榔自我效

能、父親嚼檳榔情形、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

受測學生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低、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其父

親有嚼檳榔、其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其愈易有嚼

檳榔行為(表 4-34)。 

表 4-34 預測變項對嚼檳榔行為之複邏輯斯迴歸分析 
變項 B S.E. Waldχ2  
自覺嚼檳榔危險性 -0.39 0.14 5.53 * 
父親嚼檳榔情形 1.20 0.38 9.84 ** 
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0.98 0.24 17.28 *** 
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 -0.45 0.13 11.88 *** 
註：1. *為 P<0.05、**為 P<0.01、***為 P<0.001。 
    2. n=976；曾嚼檳榔者 37 人，未曾嚼檳榔者 9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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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討論 

本研究分析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關係如表 4-35 所

示。在嚼檳榔意圖，經單變項分析發現，受測學生嚼檳榔意圖會因

性別、學業成績、自覺嚼檳榔危險性、自覺嚼檳榔態度、拒絕嚼檳

榔自我效能、父母親教育程度、父親嚼檳榔情形、好友嚼檳榔情形、

父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母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兄弟姊妹對學生

嚼檳榔態度、好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受測學生為

男生、學業成績為後面三分之一、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低、自覺嚼

檳榔態度愈不反對、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父母親教育程度為

國小/國中、父親有嚼檳榔、好友有嚼檳榔、父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愈不反對、母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

榔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受測學生嚼檳

榔意圖愈高，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一致(Li et al., 2003)。 

進一步經多變項分析，受測學生嚼檳榔意圖會因性別、自覺嚼

檳榔態度、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父親嚼檳榔情形、兄弟姊妹對學

生嚼檳榔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顯示受測學生為男生、自覺嚼檳榔

態度愈不反對、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父親有嚼檳榔、兄弟姊

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其嚼檳榔意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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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嚼檳榔行為，單變項分析發現受測學生嚼檳榔行為會因性

別、學業成績、父親教育程度、家庭結構、自覺嚼檳榔危險性、自

覺嚼檳榔態度、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父親嚼檳榔情形、母親嚼檳

榔情形、兄弟姊妹嚼檳榔情形、好友嚼檳榔情形、父親對學生嚼檳

榔態度、母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好

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不同有所差異。顯示受測學生為男生、學業成

績排名後面三分之一、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低、自覺嚼檳榔態度愈

不反對、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父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父

母非共同生活、父親有嚼檳榔、母親有嚼檳榔、兄弟姊妹有嚼檳榔、

好友有嚼檳榔、父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母親對學生嚼檳

榔態度愈不反對、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

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者，學生愈易有嚼檳榔行為，本研究結果與

過去研究發現一致(Li et al., 2003；劉美媛、周碧瑟，2000)。 

進一步經多變項分析，受測學生嚼檳榔行為會因自覺嚼檳榔危

險性、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父親嚼檳榔情形、兄弟姊妹對學生嚼

檳榔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顯示受測學生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低、

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父親有嚼檳榔行為、兄弟姊妹對學生嚼

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其愈易有嚼檳榔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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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單變項分析和多變項分析一覽表 
變項 嚼檳榔意圖 嚼檳榔行為 
 單變項

分析 
多變項

分析 
單變項

分析 
多變項

分析 
背景變項     
  性別 * * *  
  年級     
  學業成績 *  *  
  父親教育程度 *  *  
  母親教育程度 *    
  家庭結構   *  
態度     
  自覺嚼檳榔危險性 *  * * 
  自覺嚼檳榔態度 * * *  
社會影響     
  父親嚼檳榔情形 * * * * 
  母親嚼檳榔情形   *  
  兄弟嚼檳榔姊妹情形   *  
  好友嚼檳榔情形 *  *  
  父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  *  
  母親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  *  
  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 * * * 
  好友對學生嚼檳榔態度 *  *  
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 * * * * 
註：*為達統計上顯著差異。 
 

第七節  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之關係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六：「探討受測學生之背景變項、使用成癮藥

物態度、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與使

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的關係」，主要回答研究問題六：「受測學生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是否因背景變項、使用成癮藥物態度、使

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不同而有所差

異」。 



107 
 

一、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受測學生背

景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如表 4-36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

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如表 4-37 和表 4-38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

述。 

(一)背景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以獨立 t 檢定和單因子變異數檢定研究假設，受測學生背景變

項對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分佈情形，如表 4-36 所示。單變項分析結果

顯示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會因性別、學業成績不同而有顯著

差異。男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顯著高於女生；學業成績經薛費氏事

後比較發現，學業成績排名在後面三分之一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

圖顯著高於前面三分之一者、中間三分之一者。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後

面三分之一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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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背景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F 值 事後比較 
性別    -3.01**  

女 536 1.11 0.51   
男 585 1.22 0.76   

年級    0.59  
7 年級 371 1.20 0.73   
8 年級 384 1.16 0.64   
9 年級 366 1.14 0.59   

學業成績    10.82*** 3>1 
  前面三分之一 1 382 1.09 0.43  3>2 
  中間三分之一 2 408 1.13 0.59   
  後面三分之一 3 324 1.31 0.89   
父親教育程度    2.33  

國小/國中 212 1.21 0.73   
高中(職) 450 1.20 0.75   
專科大學以上 368 1.11 0.49   

母親教育程度    1.81  
國小/國中 201 1.22 0.76   
高中(職) 552 1.16 0.62   
專科大學以上 304 1.11 0.51   

家庭結構    -1.04  
父母共同生活 910 1.16 0.64   
父母非共同生活 205 1.21 0.73   

註：1.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高。     
  2.**為 P<0.01、***為 P<0.001。     
  3.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二)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包括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和自

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以下分別作敘述。 

1.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在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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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並未呈統計上顯著差異 (表 4-37)。 

2.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為「我認為使用成癮藥物是不好的行

為」、「我覺得使用 K 他命可以讓我與朋友相處更好」和「我覺得使

用搖頭丸可以讓我感到更興奮」3 題得分加總再平均，得分愈高代

表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為愈同意使用。受測學生自覺使用成癮藥

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

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高(表 4-37)。 

表 4-37 預測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β t 值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 1118 -0.03 -0.04 -0.19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121 0.14 0.11 3.85 *** 
父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045 0.33 0.14 4.49 *** 
母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087 0.26 0.11 3.67 *** 
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065 0.25 0.12 3.82 *** 
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109 0.20 0.14 4.63 ***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 1120 -0.10 -0.12 -3.95 *** 

註：***為 P<0.001。 
 

(三)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包括重要他人使用成癮藥物情

形和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兩個變項。 

1.重要他人使用成癮藥物情形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未因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

使用成癮藥物情形不同而達統計上顯著差異(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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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重要他人使用成癮藥物情形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父親使用情形   -0.69 
  未使用成癮藥物 958 1.16 0.65  
  曾使用成癮藥物 69 1.22 0.62  
母親使用情形   0.13 
  未使用成癮藥物 1019 1.15 0.62  
  曾使用成癮藥物 22 1.14 0.35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0.57 
  未使用成癮藥物 974 1.16 0.64  
  曾使用成癮藥物 21 1.24 0.89  
好友使用情形   -1.24 
  未使用成癮藥物 873 1.16 0.64  
  曾使用成癮藥物 41 1.34 0.94  
註：1.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得分範圍 1 至 5 分，愈高分代表愈有使用意圖。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為「如果我使用成癮

藥物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的看法」同意程度，得分愈高代

表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同意使用成癮藥物。自

覺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

癮藥物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父親、母親、兄

弟姊妹、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者，其使用成癮藥

物意圖愈高(表 4-37)。 

 (四)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為「當有人邀我使用成癮

藥物時，我會說不」的把握程度，得分愈高代表拒絕使用成癮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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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愈高。受測學生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與使用成癮藥

物意圖在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

能者愈高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低(表 4-37)。 

(五)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多變項分析 

    以複迴歸檢定研究假設四：「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會因背

景變項、使用成癮藥物態度、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拒絕使用成

癮藥物自我效能之不同而有差異」。根據共線性診斷，背景變項、使

用成癮藥物態度、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

效能之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的容忍度介於 0.73-0.97 間，皆大於

0.1；膨脹係數介於 1.03-1.37 間，皆小於 10，因此各個變項之間沒

有多元共線性的情形。 

    將在單變項分析達統計上顯著差異之變項以複迴歸分析，多變

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學業成績、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拒絕

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達顯著差異。受測學生學業成績排名後面三

分之一、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

效能愈低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高(表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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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預測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意圖之複迴歸分析 
變項      B      β t 值 
學業成績  
  中間三分之一 -0.04 -0.02 -0.59  
  後面三分之一 -0.18 -0.08 -2.42 *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0.12 -0.07 -2.23 *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 0.19 0.15 4.86 *** 
註：1.學業成績排名為前面三分之一，作參考組。 
    2. **為 P<0.01、***為 P<0.001。 

3. n=974；曾使用成癮藥物為 6 人，未曾使用成癮藥物為 968 人。 
    4.所有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的 F=11.15、P<0.001 
 

二、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此部分描述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受測學生背

景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如表 4-40 所示，其他預測變項對

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如表 4-41 和表 4-42 所示，以下分別作敘

述。 

(一)背景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以邏輯斯迴歸檢定研究假設(因使用成癮藥物人數太少，有部分

組別無法進行分析)，單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受測學生曾否使用成

癮物質在各個背景變項均未達顯著差異(表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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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背景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未用過 曾用過 OR 95%CI 

 n %  n %   
性別       
  女 534  99.6 2 0.4 1  

男 580  99.1 5 0.9 2.30 0.45-11.91
年級       

7 年級 370  99.5 2 0.5 1  
8 年級 380  99.2 3 0.8 1.46 0.24-8.79 
9 年級 364  99.5 2 0.5 1.02 0.14-7.26 

學業成績       
  前面三分之一 379  99.2 3 0.8 1  
  中間三分之一 408 100.0 0 0.0 - - 
  後面三分之一 320  98.8 4 1.2 1.58 0.35-7.11 
父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211  99.5 1 0.5 1  
高中(職) 449  99.6 2 0.4 0.94 0.09-10.42
專科大學以上 364  99.2 3 0.8 1.73 0.18-16.82

母親教育程度       
國小/國中 199  99.0 2 1.0 1  
高中(職) 550  99.5 3 0.5 0.54 0.09-3.27 
專科大學以上 303 100.0 0 0.0 - - 

家庭結構       
父母共同生活 906  99.6 4 0.4 1  
父母非共同生活 202  98.5 3 1.5 3.36 0.75-15.15

註：1.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 - 為無法進行分析。 
 

(二)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態度包括使用成癮藥物自覺危險性和自覺使用成癮藥

物態度兩個變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在邏輯

斯迴歸分析未達統計上顯著差異 (表 4-41)。 

2.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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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為「我認為使用成癮藥物是不好的行

為」、「我覺得使用 K 他命可以讓我與朋友相處更好」和「我覺得使

用搖頭丸可以讓我感到更興奮」3 題得分加總再平均，得分愈高代

表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同意使用成癮藥物。單變項分析結果顯

示，受測學生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在邏輯斯

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

者，其愈易有使用成癮藥物行為(表 4-41)。 

表 4-41 預測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n B S.E. Waldχ2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 1118 -0.41 0.23 3.24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121 1.35 0.47 8.16 ** 
父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045 0.63 0.83 0.57  
母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087 0.64 0.99 0.02  
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065 0.62 0.93 0.44  
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1109 1.15 0.41 7.97 **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 1120 -0.76 0.21 12.78 *** 
註：1.**為 P<0.01、***為 P<0.001。 
    2. - 為無法進行分析。 
 

(三)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社會影響包括重要他人使用成癮藥物情

形和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兩個變項，以下分別作敘述。 

1.重要他人使用成癮藥物情形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影響受測學生曾否使用成癮藥物在父親、兄弟姊妹、好友使用

過成癮藥物情形達顯著差異(因使用成癮藥物人數太少，無法進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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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使用成癮藥物情形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分析)。其父親者曾

使用成癮藥物者，曾使用成癮藥物的勝算比為父親未使用成癮藥物

者的 1.74 倍；其兄弟姊妹曾使用成癮藥物者，曾使用成癮藥物的勝

算比為兄弟姊妹未使用成癮藥物者的 2.27 倍；其好友曾使用成癮藥

物者，曾使用成癮藥物的勝算比為好友未使用成癮藥物者的 2.84 倍

(表 4-42)。 

    綜合以上單變項分析結果，受測學生父親、兄弟姊妹、好友曾

使用成癮藥物者，其愈易有使用成癮藥物行為。 

表 4-42 重要他人使用成癮藥物情形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單變項分析 
變項 未使用成癮藥物 曾使用成癮藥物 OR 95%CI 

 n %  n %   
父親使用情形       
  未使用成癮藥物 953 99.5 5 0.5 1  

曾使用成癮藥物 67 97.1 2 2.9 1.74* 1.08-29.88
母親使用情形     
  未使用成癮藥物 1014 99.5 5 0.5 1  

曾使用成癮藥物 22 100.0 0 0.0 - - 
兄弟姊妹使用情形     
  未使用成癮藥物 969 99.5 5 0.5 1  

曾使用成癮藥物 20 95.2 1 4.8 2.27* 1.08-86.77
好友使用情形     
  未使用成癮藥物 869 99.5 4 0.5 1  

曾使用成癮藥物 38 92.7 3 7.3 2.84*** 3.71-79.35
註：1. *為 P<0.05、***為 P<0.001。 
    2.本表不含未填答者。 
 

2.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自覺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與使用成癮藥物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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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邏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自覺好友對學生使用成

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使用成癮藥物行為(表 4-41)。 

(四)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關係 

受測學生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在邏

輯斯迴歸分析上呈統計上顯著差異，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愈

高者，其愈不易有使用成癮藥物行為(表 4-41)。 

(五)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行為之多變項分析 

    由於曾使用成癮藥物人數較少(7 人)，為避免因人數過少引起之

偏差，故本研究未進行受測學生預測變項與成癮藥物使用行為之多

變項分析。 

三、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之討論 

本研究分析預測變項與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之關係如表

4-43 所示。在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方面，經單變項分析發現，受測學

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會因性別、學業成績、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父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母親

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好

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之不同而有差異。受測學生為男生、學

業成績排名後面三分之一、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拒絕

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愈低、父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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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母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

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

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高。 

經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會因學業

成績、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之不同

而有差異。受測學生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一、自覺使用成癮

藥物態度愈不反對、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愈低者，其使用成

癮藥物意圖愈高。 

在使用成癮藥物行為方面，經單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使

用成癮藥物行為會因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

我效能、父親使用成癮藥物情形、兄弟姊妹使用成癮藥物情形、好

友使用成癮藥物情形、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之不同而有差

異。受測學生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拒絕使用成癮藥物

自我效能愈低、父親曾使用成癮藥物、兄弟姊妹曾使用成癮藥物、

好友曾使用成癮藥物者、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

其愈易曾使用成癮藥物，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一致(Epstiein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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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背景變項對使用成癮藥物意圖及行為之單變項和多變項分析 
變項 使用成癮藥物 

意圖 
使用成癮藥物

行為 
 單變項 

分析 
多變項 
分析 

單變項 
分析 

背景變項    
  性別 *   
  年級    
  學業成績 * *  
  父親教育程度    
  母親教育程度    
  家庭結構    
態度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危險性    
  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 * * 
社會影響    
  父親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 
  母親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兄弟姊妹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 
  好友使用成癮藥物情形   * 
  父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   
  母親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   
  兄弟姊妹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   
  好友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態度 *  * 
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效能 * * * 
註：*為達統計上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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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檢視桃園縣國中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態度、社會影

響、拒絕自我效能對使用成癮物質意圖與行為之影響。本章分為兩

節：第一節為結論，作為本研究最後之總結；第二節為建議，根據

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的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論： 

一、在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分佈方面： 

(一) 在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

性傾向非常大危害，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以使用

成癮藥物為最高，其次依序為嚼檳榔、吸菸、飲酒。 

(二) 在自覺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受測學生對成癮物質使用傾向不同

意態度，受測學生最不贊成的行為是使用成癮藥物，其次依序

為吸菸、嚼檳榔、飲酒。 

二、在成癮物質使用社會影響分佈方面： 

(一)在重要他人成癮物質使用情形，受測學生其父親、兄弟姊妹、

好友成癮物質使用行為以吸菸為最多，其母親以飲酒為最多。 

(二)在重要他人對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態度分佈，受測學生自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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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對學生吸菸、飲酒和嚼檳榔態度傾向反對態度，自覺最不

贊成學生吸菸、飲酒和嚼檳榔的重要他人依序為母親、父親、

兄弟姊妹、好友。受測學生自覺重要他人對學生使用成癮藥物

持反對態度，自覺最不贊成學生使用成癮藥物的重要他人依序

為父親和母親、兄弟姊妹、好友。 

三、在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分佈，受測學生有相當把握拒絕

使用成癮物質，拒絕成癮物質使用把握程度最高為拒絕使用成

癮藥物，其次依序為拒絕嚼檳榔、拒絕吸菸、拒絕飲酒。 

四、在未來一年內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分佈，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

意圖介於非常不可能和不太可能間，使用意圖最高為飲酒，其

次依序為吸菸、嚼檳榔、使用成癮藥物。 

五、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行為情形，目前有吸菸為 59 人(5.3%)，

目前有飲酒為 96 人(18.9%)，曾經嚼檳榔有 47 人(4.2%)，曾經

使用成癮藥物有 7 人(1%)。 

六、預測變項與吸菸意圖及行為之關係經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 

(一)受測學生為男生、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一、自覺吸菸態

度愈不反對、拒絕吸菸自我效能愈低、母親有吸菸、好友有吸

菸、好友對學生吸菸態度愈不反對者，其吸菸意圖愈高。 

(二)受測學生為男生、8 年級、自覺吸菸危險性愈低、拒絕吸菸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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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愈低、母親教育程度為國小/國中、好友有吸菸者，其愈易

有吸菸行為。 

七、預測變項與飲酒意圖及行為之關係經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 

(一)受測學生自覺飲酒態度愈不反對、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低、母

親有飲酒、兄弟姊妹有飲酒、好友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

度愈不反對、好友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者，其飲酒意圖愈

高。 

(二)受測學生自覺飲酒危險性愈低、拒絕飲酒自我效能愈低、好友

有飲酒、父親對學生飲酒態度愈不反對者，其愈易有飲酒行為。 

八、預測變項與嚼檳榔意圖及行為之關係經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 

(一)受測學生為男生、自覺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拒絕嚼檳榔自我

效能愈低、父親有嚼檳榔、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

對，其嚼檳榔意圖愈高。 

(二)受測學生自覺嚼檳榔危險性愈低、拒絕嚼檳榔自我效能愈低、

父親有嚼檳榔、兄弟姊妹對學生嚼檳榔態度愈不反對，其愈易

有嚼檳榔行為。 

九、經多變項分析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學業成績排名為後面三分之

一、自覺使用成癮藥物態度愈不反對、拒絕使用成癮藥物自我

效能愈低者，其使用成癮藥物意圖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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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前述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本研究提出下列建議，供未來

研究與實務工作之參考。 

一、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侷限於人力、物力、時間和經費之限制，本研究僅對於 98 學年

度第 2 學期就讀於桃園縣公私立國民中學之學生進行研究，未

能推論至全國國中學生，建議可將樣本擴及全國國小高年級

生、國中生、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以瞭解各階段及不同

城鄉青少年之狀況。 

(二)本研究參考 ASE model 之因素來探討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

為，尚有其他影響成癮物質使用意圖及行為之相關因素，建議

在未來相關研究可以找出更多解釋的因子，並檢視其關係。 

(三)本研究為橫斷性調查研究，對於各個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無法提

供明確的驗證，建議未來進行長期追蹤比較。 

二、實務工作之建議 

(一)因本研究發現受測學生自覺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愈低、成癮物質

使用態度愈不反對、拒絕成癮物質使用自我效能愈低，則受測

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意圖愈高、愈易有成癮物質使用行為。因此，

預防青少年使用成癮物質，可透過行為改變技術，提升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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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成癮物質使用危險性態度，加強其對成癮物質使用的不認

同，並巧教導多元化的拒絕技巧，以提升拒絕使用成癮物質自

我效能。 

 (三)因本研究發現受測學生其重要他人有使用成癮物質、重要他人

對受測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態度愈不反對，則受測學生成癮物質

使用意圖愈高、愈易有成癮物質使用行為。因此，預防青少年

成癮物質使用，可經由重要他人以身作則不使用成癮物質，或

是經由重要他人對學生表達反對學生使用成癮物質的態度，進

一步規範學生能不使用成癮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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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專家效度審查名單 

專家效度審查名單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列 ） 

 

姓名 所屬單位 

姜逸群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連恆榮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藥政科科長 

黃雅文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理學系教授 

黃蕙欣 臺北市立金華國中健康教育科教師 

賴香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 

邱哲宜 臺北市立龍門國中副衛生組長 

李恆華 臺北市立龍門國中健康教育科教師 

鄭進峰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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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正式問卷(本研究僅使用部分變項，請參考第三章第三節) 

青少年健康生活意見調查問卷 

親愛的青少年朋友們： 
         
        您好！這是一份有關青少年健康生活與需求評估調查問卷，本問卷的目的想

要瞭解青少年對於成癮物質的看法與需求，以做為日後設計教育活動的參考。本

研究採不記名方式，您所填的一切資料僅供本研究使用，絕不做為其他用途，請

安心填寫。您的寶貴意見，將使本研究更有價值，謝謝！ 
敬祝 

                            健康！快樂！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張鳳琴、李景美、苗迺芳、廖信榮 

                                 龍芝寧、李淑卿、徐孟君、曾琬婷   敬上 

                                                          民國 99年 5月 

□□□□□□ 

填答說明： 

 請詳細閱讀題目，然後在適當答案的「□」內打「 」，或將其他的答案寫在「     」內。 

 每題皆為單選，只能選一個答案（除非標明「可複選」的題目，才可複選）。 

 請不要遺漏任何一題；請不要與他人討論；若有任何問題，請您舉手發問。 

 本問卷中「成癮物質」是指菸、酒、檳榔及成癮藥物，而「成癮藥物」是指如 K 他命、安非他命、

搖頭丸、海洛因等，或其他有安眠鎮定作用的成癮藥物。 

 

1. 您的性別：□(1)男  □(2)女 

2. 您的身分：□(1)普通生  □(2)原住民  □(3)新住民  □(4)僑生  □(5)外籍生   

3. 父親教育程度：□(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以上  □(7)無父親  □(8)其他(請說明)                  

4. 母親教育程度：□(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以上  □(7)無母親  □(8)其他(請說明)                 

5. 父親工作：□(1)有工作  □(2)無工作  □(3)無父親  □(4)其他(請說明)             

6. 母親工作：□(1)有工作  □(2)無工作  □(3)無母親  □(4)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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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的一般資料，請勾選適合的答案，或於空白欄內填寫。 

1. 居住狀況：□(1)與父母居住    □(2)僅與父親居住  □(3)僅與母親居住 

□(4)自己在外居住  □(5)住校          □(6)其他(請說明)               

2. 父母婚姻狀況：□(1)父母共同生活 □(2)父母分居   □(3)父母離婚  □(4)父親過世   

□(5)母親過世     □(6)父母皆過世 □(7)其他(請說明)            

3. 家庭經濟狀況：□(1)低收入  □(2)中低收入  □(3)小康  □(4)優渥   

4. 您在學校和同學相處是否良好？ □(1)非常不好  □(2)不好  □(3)好  □(4)非常好 

5. 您在學校和老師相處是否良好？ □(1)非常不好  □(2)不好  □(3)好  □(4)非常好 

6. 您是否喜歡上學？ □(1)非常不喜歡  □(2)不喜歡  □(3)喜歡  □(4)非常喜歡 

7. 您認為學校課業對您的未來是否很重要？  

   □(1)非常不重要  □(2)不重要  □(3)重要  □(4)非常重要 

8. 平均來說，您目前段考成績在班上的排名約是：  

   □(1)前面三分之一  □(2)中間三分之一  □(3)後面三分之一 

9. 學校老師是否會讚美您？  

   □(1)從未讚美  □(2)偶爾讚美  □(3)經常讚美  □(4)總是讚美 

10.您覺得您的學校是否安全？ 

□(1)非常不安全  □(2)不安全  □(3)安全  □(4)非常安全 

11.您覺得自己住的社區是否安全？ 

□(1)非常不安全  □(2)不安全  □(3)安全  □(4)非常安全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的家庭成員、好友和鄰居使用成癮物質的情形，如有使用過成

癮物質則請勾選是使用哪種成癮物質，若全無使用過請勾選「皆未使用」。 
 

使用成癮物質的情

況是： 

(1)目前有使用的成癮物質為: 

(可複選) 

(2) 

曾使用

過成癮

藥物 

(3) 

皆未 

使用 

(4) 

無此 

親友 

(5) 

不知道

○1  

菸 

○2  

酒 

○3  

檳榔 

12.父親        

13.母親        

14.兄弟姐妹         

15.好友        

16.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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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成癮物質取得難易度與使用危害知覺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目前取得下列物質的難易度為何？ 
 

我取得下列物質的難易度是： 
(1) 

非常困難

(2) 

困難 

(3) 

容易 

(4) 

非常容易

1. 取得菸品     

2. 取得酒類     

3. 取得檳榔     

4. 取得 K他命     

5. 取得安非他命     

6. 取得搖頭丸     

7. 取得海洛因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若您有下列行為，您認為對自己的危害程度有多大？ 
 

下列行為對我的危害程度

是： 

(1) 

沒有危害 

(2) 

稍有危害 

(3) 

中度危害 

(4) 

中強度危害 

(5) 

非常大危害

8. 吸菸      

9. 飲酒      

10.嚼食檳榔      

11.使用 K他命      

12.使用安非他命      

13.使用搖頭丸      

14.使用海洛因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未來使用成癮物質的可能性為何？ 
 

我未來使用成癮物質的可能

性是： 

（1） 

非常不可能

0% 

（2） 

不太可能 

25% 

（3） 

有一半可能

50% 

（4） 

很有可能 

75% 

（5） 

非常有可能

100% 

15.一年內吸菸      

16.一年內飲酒      

17.一年內嚼食檳榔      

18.一年內使用成癮藥物      

19.五年內吸菸      

20.五年內飲酒      

21.五年內嚼食檳榔      

22.五年內使用成癮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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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對成癮物質使用態度 

填答說明：請根據您的想法，從「非常同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四項答

案中勾選一項；若您沒有此位親友，請勾選「無此親友」。  

  

對於下列敘述，我的看法是： 

(1)

非 

常 

不 

同 

意 

(2) 

不 

同 

意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無 

此 

親 

友 

1. 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父親的看法是      

2. 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母親的看法是      

3. 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兄弟姊妹的看法是       

4. 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好友的看法是      

5. 如果我吸菸、飲酒與嚼檳榔，鄰居的看法是      

6. 如果我使用成癮藥物，父親的看法是      

7. 如果我使用成癮藥物，母親的看法是      

8. 如果我使用成癮藥物，兄弟姊妹的看法是      

9. 如果我使用成癮藥物，好友的看法是      

10.如果我使用成癮藥物，鄰居的看法是      

11.我認為吸菸是不好的行為      

12.我認為飲酒是不好的行為      

13.我認為嚼食檳榔是不好的行為      

14.我認為使用成癮藥物不好的行為      

15.我覺得飲酒會讓我看起來比較像大人      

16.我覺得飲酒會讓我有較多朋友      

17.我覺得吸菸讓我看起來較酷      

18.我覺得吸菸會讓我看起來比較像大人      

19.我覺得使用 K他命可以讓我與朋友相處更好      

20.我覺得使用搖頭丸可以讓我感到更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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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與家人關係 

填答說明：請依照您實際的情況，從「非常符合」、「符合」、「不符合」、「非常不符合」四項

答案中勾選一項。（若無父母者，請跳答下一頁） 

 

我與爸媽的相處狀況： 

(1)

非 

常 

不 

符 

合 

(2) 

不 

符 

合 

(3)

符 

合 

(4)

非 

常 

符 

合 

1. 我和爸媽關係親密融洽     

2. 我喜歡和爸媽相處的時光     

3. 我喜歡我的家     

4. 爸媽是愛我的     

5. 我和爸媽幾乎無話不談     

6. 當我表現好時，爸媽會注意到並讚美我     

7. 即使我不明說，爸媽仍然可以瞭解我的想法     

8. 我爸媽會運用溝通的技巧來增進親子關係     

9. 爸媽會和我約定生活的規矩（如回家的時間、玩電動的時間）     

10.爸媽會關心我在學校的生活情形     

11.爸媽不太注意我的交友與生活狀況     

12.當我犯錯時，爸媽會適時導正     

13.當我不在家，爸媽會知道我在哪裡及與誰在一起     

14.爸媽會教導我如何解決問題/作決定     

15.爸媽會教導我如何有效溝通     

16.爸媽會協助我設定合理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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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對成癮物質的認知 

填答說明：對於下列的問題，請您就所知道的情形，從「正確」與「不正確」兩項答案中，

選出最適合的答案，若您不知道答案，請選「不知道」。 

 

我認為下列敘述正確與否： 
（1） 
正確 

（2） 
不正確 

(3) 
不知道

1. 使用成癮藥物的人，常會出現多話、多疑、誇大等行為    

2. 使用成癮藥物的人，大多數先前都沒有吸菸的習慣    

3. 搖頭丸常被歹徒放入飲料中，藉以迷昏他人    

4. 安非他命常被不法人士混入減肥藥物中    

5. 使用成癮藥物的人，如果和別人共用針頭進行靜脈注射，可能

感染愛滋病 
   

6. 使用成癮藥物時，當藥效退了之後，就會容易陷入不安失落的

情緒 
   

7. 成癮物質會影響神經系統傳導，產生興奮或抑制作用     

8. 藥物耐受性是指為了達到藥物效果，不斷增加用藥量的現象    

9. 染上毒癮者的心理上依賴容易戒除    

10. 嗎啡在醫學上是用來幫助病人解除疼痛的藥品    

11. 搖頭丸屬於中樞神經興奮劑，使用後會產生幻覺    

12. 我國的「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將毒品分為三級    

13.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的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14. 只持有大麻種子而沒有吸食大麻行為，並不會觸犯「毒品危害

防制條例」 
   

15. 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例」，將吸毒者視為病犯    

16. 無正當理由持有或施用 K他命者，需罰款二萬至五萬臺幣，並

需接受六到八小時的毒品危害講習 
   

17. 青少年要戒除成癮藥物時，可向醫院尋求戒治協助    

18. 對成癮藥物有任何的疑問，可向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詢問    

19. 過半數的成人每天吸菸    

20. 過半數的的青少年有使用 K他命    

21. 過半數的成年人使用嗎啡或海洛因等成癮藥物    



139 
 

第六部份  生活技能 

填答說明：當您遇到下列情況時，您的把握程度有多少？請針對各題目選出最符合您想法

的選項，在相對應的欄位內打「 」。 

 

我對下列情況的把握程度是： 

（1）

完全沒

把握

0% 

（2）

有少許

把握

25% 

（3） 

有一半

把握 

50% 

（4） 

很有 

把握 

75% 

（5）

完全有

把握

100%

1. 當有人邀我吸菸時，我會說「不」       

2. 當有人邀我飲酒時，我會說「不」       

3. 當有人邀我嚼檳榔時，我會說「不」       

4. 當有人邀我使用成癮藥物時，我會說「不」       

5. 我能分析媒體如何影響成癮藥物使用      

6. 我能說明同儕壓力對使用成癮藥物行為的影響      

7. 我能評估後果好壞與優缺點再作決定      

8. 我能用其他代替成癮藥物使用的正當休閒方式      

9. 我能使用非暴力策略(如溝通、協商)來解決問題      

10.我能學習理性的抒解情緒方式(如聽音樂、運動)      

11.我能運用深呼吸或運動來調適壓力      

12.我能執行不使用成癮藥物的目標      

13.我能尋找可靠的藥物濫用預防資訊管道      

14.我能專心注意聽別人說的話      

15.我能應用有效溝通的技巧在人際相處上      

16.我能清楚與自信的表達我的需求與意見      

17.我能知道並接納自己的優缺點      

18.我能建立正向自我價值感      

19.我能協助用藥同學尋求治療的資源      

20.我會參與反毒的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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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  藥物濫用預防教育經驗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在國中階段的藥物濫用預防教育經驗，以及接觸反毒訊息的

情況，請依據您的情況，勾選一項最符合的答案。 

 

1. 上國中以後，您曾上過下列「藥物濫用預防」相關課程？(可複選) 

□(1)成癮藥物的危害    □(2)法律規範          □(3)資源管道(輔導與治療等) 

□(4)拒絕成癮藥物技巧  □(5)媒體、同儕如何影響成癮藥物使用   

□(6)未上過相關課程 

2. 上國中以後，您曾上過下列「一般生活技巧」相關課程？(可複選) 

□(1)作決定/問題解決  □(2)壓力調適/情緒管理  □(3)目標設定/尋找可靠的資訊 

□(4)有效溝通         □(5)增強自尊/自我肯定  □(6)宣導倡議/實踐健康行為 

□(7)未上過相關課程 

3. 上國中以後，您有無參與過學校的反毒宣導活動？ □(1)有  □(2)無 

4. 上國中以後，您有無看過社區的反毒宣導活動？ □(1)有  □(2)無 

5. 上國中以後，父母有無和您討論關於使用毒品危害的事情？ □(1)有  □(2)無 

6. 上國中以後，同學朋友有無告知您關於吸食毒品的訊息？ □(1)有  □(2)無 

7. 上國中以後，您曾透過下列管道接觸到「反毒宣導」的訊息？(可複選) 

□(1)電視 □(2)網路 □(3)報紙 □(4)廣播 □(5)雜誌 □(6)戶外看板 □(7)以上皆無 

8. 上國中以後，您曾透過下列管道接觸到「吸食毒品」的訊息？(可複選) 

□(1)電視 □(2)網路 □(3)報紙 □(4)廣播 □(5)雜誌 □(6)戶外看板 □(7)以上皆無 

9. 您認為青少年使用成癮藥物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好奇   □(2)感覺快樂  □(3)社會風氣  □(4)媒體報導  □(5)放鬆、排解壓力 

□(6)無聊   □(7)加入幫派  □(8)情緒低落  □(9)朋友介紹  □(10)接觸不良場所      

□(11)耍帥  □(12)其他(請說明)                                                 

10.您認為哪些場所容易讓青少年接觸到成癮藥物？（可複選） 

   □(1)網咖 □(2)KTV  □(3)家中 □(4)朋友家 □(5)撞球館 □(6)舉辦音樂祭之場所 

   □(7)酒店 □(8)公園 □(9)學校 □(10)夜店、PUB、舞廳   □(11)其他               

11. 如果週遭親友使用成癮藥物，您會如何處理？ (可複選) 

□(1)建議尋求治療  □(2)報警處理        □(3)假裝不知道或不去管他 

□(4)勸他不要使用  □(5)不知道如何處理  □(6)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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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份  藥物濫用預防教育需求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對藥物濫用預防教育各議題需要情形，請依據您的想法，勾選

符合的答案。 

 

我對下列各項主題的需要程度： 
(1) 
非常 
不需要

(2) 
不需要 

(3) 
需要 

(4) 
非常 
需要 

1. 瞭解菸、酒、檳榔的危害     

2. 瞭解成癮藥物的危害     

3. 瞭解成癮藥物的法律規範     

4. 瞭解預防成癮藥物使用的資源管道     

5. 拒絕成癮藥物使用的技巧(如:說「不」、找藉口等)     

6. 媒體、同儕如何影響成癮藥物使用     

7. 作決定/問題解決     

8. 情緒管理/壓力調適     

9. 設定健康目標及尋找可靠的資訊來源     

10.有效溝通(如:專心傾聽、練習有效溝通的技巧等)     

11. 增進自尊/自我肯定     

12.實踐健康行為與參與藥物濫用預防宣導活動     

13.您希望透過哪種人或管道來學習藥物濫用預防教育？(可複選) 

   □(1)教師      □(2)同學            □(3)爸媽           □(4)親朋好友   

   □(5)報章雜誌  □(6)電視、廣播      □(7)傳單、文宣     □(8)網路、電子媒體    

   □(9)醫療講座  □(10)醫療人員指導   □(11)其他(請說明)                         

14. 您比較喜歡哪種藥物濫用預防教育方式？（可複選） 

   □(1)教師講述  □(2)邀請專家講述  □(3)看影片   □(4)小組討論       

□(5)網路教學  □(6)真人真事宣導  □(7)同年或年長的同儕教導 

□(8)其他(請說明)                            

15. 您認為藥物濫用預防教材內容宜用何種形式呈現較好？（可複選） 

   □(1)漫畫 □(2)影片、VCD  □(3)海報 □(4)實物展示 □(5)吸毒者現身說法        

   □(6)圖片 □(7)互動式光碟 □(8)演講 □(9)戲劇     □(10)其他(請說明)            

16. 您希望學習藥物濫用預防教育的內容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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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對藥物濫用預防教育有效性的看法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對青少年藥物濫用預防教育是否有效的看法，請依據您的想法，

勾選一項最符合的答案。 

 

我認為下列課程或措施對預防青少年藥物濫用的有效性是： 

(1)

非 

常 

沒 

有 

效 

(2) 

不

太

有

效 

(3)

有 

些 

效 

(4)

非 

常 

有 

效 

1. 學校教導「藥物濫用預防」相關資訊，含成癮藥物的危害、法律規

範及預防成癮藥物使用的資源管道等 
    

2. 學校教導「一般生活技巧」，含作決定、問題解決、壓力調適、情

緒管理、尋找可靠的資訊、有效溝通、自我肯定、實踐健康行為等
    

3. 學校教導「拒絕成癮藥物技巧」課程     

4. 學校教導「媒體、同儕如何影響成癮藥物使用」課程     

5. 由學生同年或年長的同儕教導預防藥物濫用課程     

6. 由家長告訴青少年有關藥物濫用相關知識     

7. 學校辦理家長藥物濫用預防親職教育等     

8. 學校訂定明確藥物濫用防制政策並執行落實     

9. 學校辦理「反毒」宣講與活動     

10.學校辦理特定學生「尿液篩檢」     

11.學校結盟社區推動「無毒家園」宣導     

12.警察加強檢查社區不良場所     

13.電視上播出「反毒宣導」訊息     

14.網路上播出「反毒宣導」訊息     

15.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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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份  成癮物質使用情形 

填答說明：本部份是想瞭解您使用成癮物質的狀況。 

A、 請對各項物質，從 6 個選項中，勾選出最接近的答案。 

B、 請填寫您第一次使用的實足年齡，若從未使用該種物質，就不用填寫。 

 

我使用下列物質的情況

是： 

A、使用狀況 B、 

第一次使

用的實足

年齡 

(歲) 

(1) 

從未使用

(2) 

曾經用過

，但過去

一年沒用

過 

(3) 

過去一年

曾用過，

但過去一

個月沒用

過 

(4) 

過去一個

月曾用過

，但過去

一週沒用

過 

(5) 

過去一週 

曾用過，

但不是天

天使用 

(6) 

幾乎天天

使用 

1. 吸菸        

2. 飲酒        

3. 嚼檳榔        

4. 使用強力膠等吸入劑        

5. 使用 K他命        

6. 使用搖頭丸        

7. 使用安非他命        

8. 使用大麻        

9. 使用海洛因、嗎啡        

  

填答說明：對於下列的問題，請根據您與好友實際的情況，選擇最適合的答案。 

 

上國中以後，我與好友的情況是： 
A、我的情況 B、好友情況 

(1)有 (2)無 (1)有 (2)無 

10.去網咖或撞球店     

11.去 PUB 或夜店     

12.被學校記過     

13.打架     

14.偷竊      

15.參加幫派     

  所有題目到此全部結束，請您再看看是否有漏填的地方。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合作！ 



 

附錄錄三：協請請桃園縣縣教育局協

144 

協助調查之之國立臺灣灣師範大學學發文公文文 

 



 

附錄錄四：協請請桃園縣縣教育局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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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調查之之桃園縣政政府發文公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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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致學生與家長同意進行問卷調查之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們是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的研究團隊，

目前在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的指導下，進行一項國中學生健

康及成癮物質使用行為、態度與認知的相關調查，我們從全縣市的國

中學生資料中，以科學方法抽選出三千多位國中學生、家長及教師做

為調查樣本，  貴子弟就讀的學校班級剛好為中選受訪班級。您與  
貴子弟的參與，對於政府規劃青少年健康促進與成癮物質預防的課程

與教育活動，極具重要的價值。 
本項調查採不記名自填問卷方式進行，您與  貴子弟的寶貴意見

僅供本計畫使用，絕不做為其他用途。近期內我們將至  貴子弟學校

進行調查，懇請您同意您與  貴子弟參與本次問卷調查。非常感謝

您！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張鳳琴、李景美、苗迺芳、廖信榮、龍芝寧 
                    李淑卿、林世華、徐孟君、曾琬婷           

敬啟 
                                           中華民國 99年 5月 
備註：如有任何問題，請於上班時間撥打：（02）7734-1710，助理 徐孟君。 
 

   
回條                                           

本人經考慮後 
□同意（不需繳回） 
□不同意（請於三天內，將回條交由貴子弟送交導師） 
參加「青少年健康生活意見調查問卷」 

                         
         國中   年   班   號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