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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臺灣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人民衣食豐足，追求高品

質的生活，卻常有諸多文明病之產生，同時更為了因應工作或課業壓

力，以及人際關係溝通等問題，因而導致飲食失調、體能不足等不利

於身心健康之行為。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國家的興盛衰敗則繫

於學生身心健康之良窳；另一方面，在社會結構快速的變遷下、價值

觀的改變，以及來自於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各方面的壓力，

進而導致吸菸、飲酒、嚼食檳榔及濫用藥物等許多危害健康行為於焉

而生。於此，本研究針對大學生來探討究竟是個人因素、家庭因素或

學校因素會影響到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實為目前從事高等教育相關

工作者所應重視之議題。 

研究目的 

本研究嘗試建構一個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理論模型，

並希冀能透過實徵資料分析，運用生態系統理論來加以檢視大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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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物質使用行為是否受到社會人口學變項、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

的影響？以及進一步由社會人口學變項、個人、家庭、及學校等因素，

檢視其對成癮物質使用的效果與預測力。 

研究方法 

針對臺北市、新北市 30 所國（市）、私立大學及科技大學等四類

日間部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並進行兩階段樣本選取，第一階段先隨機

抽取 10 所學校，第二階段再細分為人文與社會類（文、法、商）及科

技與自然科學類（理、工、農、醫）等兩大類別進行調查，研究發出

1,300 份問卷，有效樣本數共為 1,140 份，回收率為 87.6%。研究分析

則運用 SPSS 18.0 版、AMOS 17.0 版等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百分比次數分

配和平均數、因素分析、多元迴歸及結構方程模式（SEM）等方法，

並針對本研究所建構的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理論模型，進

行實證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臺北地區的大學生有著較低的嚼食檳榔、成癮藥物等使用行為；

在飲酒方面，高達 61％比率有飲酒行為；而吸菸方面，亦高達 17

％有吸菸行為。 

二、大學生的社會人口學變項（性別、家庭結構、母親職業、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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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就讀年級、就讀學校類型）可解釋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變異量

約 10％。 

三、個人因素中的自尊及人格特質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直接

影響。 

四、個人、家庭和學校因素約可解釋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 8％。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如何有效降低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

行為提出若干建議，以及未來研究之可行方向，以提供給個人、學校、

及教育相關的防制與支持系統，並冀望學校或政策部門能制定重要衛

生政策，儘早擬定完善配套措施，俾使後續衛生教育暨研究能有更大

的貢獻。 

 

關鍵字：大學生、成癮物質、藥物濫用、生態系統理論、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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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Model of Using Addictive 

Substances and the Relevant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aipei Area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followed by an abundant 

supply of food and clothing in Taiwan, people pursue high quality of life 

and often result in diseases of civilization. Meanwhile, coping with work or 

school stre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lso leads to 

unhealthy lifestyles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such as eating disorders 

and lack of physical activity.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nd a country's prosperity is tied to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wever, a variety of health risk behaviors have emerged, 

such as smoking, drinking, chewing betel nut and drug abu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values, and 

the stress from individuals, families, schools and all aspect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how individual, 

family or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affected the use of addictive 

substances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This is indeed a serious issue to be 

concerned by workers involved in higher education.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describes 

the use of addictive substances by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empirical 

data analysi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whether using addictive substances by college 

students was affected by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individu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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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This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and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Methods: The population included college students in 30 universities from 

four categories (national/municipal/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the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cated in the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and a two-phase sampling procedure was adopted. In the first phase, ten 

universiti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y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 the second pha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law, and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nd Nature Science (science, 

engineering, agriculture, and medicine). Thirteen hundred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among them, a total of 1140 copies were valid with a 

return rate of 87.6%.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version 18.0) and 

AMOS (version 17.0) to perform percent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verage, 

factor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Based on the model constructed in the current study, 

empirical data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describe the use of addictive 

substances by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1. Few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Taipei District chewed betelnuts and used 

drugs. Up to 61% of students drink alcohol and 17% of students 

smoked. 

2. The social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family structure, 

mother's occupation, residence, academic year and university 

category, accounted for 10% of the variance of using addictive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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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self-esteem and personality traits, showed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use of addictive substances by college students.  

4.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accounted for 8% 

of the variance of using addictive substances.   

 

Based on the study findings, the current study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how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use of addictive substances by 

college student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results provide 

insight to the prevention and support system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s, 

schools and education-related departments, in the hope that schools or 

policy departments can establish critical health policies and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package of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follow-up 

health education and studies will create more research finding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addictive substances, drug abus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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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近年來隨著臺灣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人民衣食豐足，追求高品

質的生活，卻常有諸多文明病之產生，同時更為了因應工作或課業壓

力，以及人際關係溝通等問題，因而導致飲食失調、體能不足等不利

於身心健康之行為。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國家的興盛衰敗則繫

於學生身心健康之良窳；另一方面，在社會結構快速的變遷下、價值

觀的改變，以及來自於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各方面的壓力，

進而導致吸菸、飲酒、嚼食檳榔及濫用藥物等許多危害健康行為於焉

而生。於此，本研究擬針對大學生來探討究竟是個人因素、家庭因素

或學校因素會影響到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實為目前從事高等教育相

關工作者所應重視之議題。

本研究主要針對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進行實徵性的研

究，本章依序針對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名詞釋義、與研究限制等四

個部份進行陳述與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節列出三項研究動機，分別為動機一：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會危

害生理、心理及社會健康，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動機二：大學生物質

成癮行為問題嚴重並危害健康；動機三：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的相關研究目前尚仍不足。如其內容分述

如下：

動機一：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會危害生理、心理及社會健康，其重要性

不可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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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addiction）是目前廣泛的用語，像是菸癮、好賭成癮、網路

成癮或購物成癮等皆可稱做是成癮的一種現象。相對來說，「依賴

（dependence）」一詞所涵蓋的層面較為嚴謹，而且具有操作性準則

（operational criteria），例如酒精依賴、藥物依賴等（陳喬琪，2008）。

目前在臺灣平時生活中，已經將此兩種狀態（成癮與依賴）的用語混

合使用，亦習慣將「酒精依賴」簡稱為「酒癮」，「藥物依賴」則簡稱

為「藥癮」。「癮」是一種嗜好，久之而成為習慣，「癮」就牽扯了個人

動機、目的為導向的行為、正增強、負增強、情緒與認知功能，成癮

（addiction）「對於物質（藥物）的強迫需求」，也可將此字應用為等於

「生理依賴症候群」；而所謂生理依賴症候群最基本的症狀，即是戒斷

或耐受的形成，若兩個症狀之一出現，可做為成癮診斷的基礎問題，

一為假若戒斷症狀是成癮的必要條件，則治療的邏輯就是消除戒斷症

狀即可，不需考慮再患（relapse）的預防；二為戒斷症狀對於某些物質

缺乏特定性。換言之，成癮的物質包括吸菸、飲酒、嚼檳榔與藥物等

使用行為，甚至於會直接與間接危害公眾和個人健康。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會危害生理、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健康，其重要

性不可言喻。根據英國藥物依賴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pendence〔ISDD〕,2010）指出，過度的酒精及藥物等物質使用經常

被視作是與「都市去私人化」和「社會混亂」高度相關的附帶偏差及

反社會行為，同時帶來貧困、健康狀況不佳、過早死亡、社會排斥、

孤立和邊緣化，進而發生家庭破裂、家庭暴力、虐待或教育無法持續

完成，以及在社區居住環境的不安全等現象。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未

危害大眾和個人健康的成癮或依賴行為發生之前，公共衛生或學校衛

生教育相關單位應積極加以預防使用或濫用的行為發生，並且針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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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心理及社會行為未臻成熟的青少年或大學生建構一套完善的保

護機制，加強對他們予以宣導和防範。

動機二：大學生物質成癮行為問題嚴重並危害健康

大學生活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期，大學時期會面對許

多課業、實習、交朋友等生活上挑戰與威脅？特別是在健康方面的影

響，因有可能直接或間接處於危險的物質使用環境中。

根據美國疾病防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10）長久以來為實現高質量並重的健康和消弭健康差異生

活，以 18（含）歲以上的美國大學生為對象，進行監測與調查美國大

學生各種危害健康行為（National College Health Risk Behavior Survey

-United States, NCHRBS），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如何減少危害大學生的

健康行為，評估內容有事故及非事故傷害、菸草使用、酒精及其他藥

物使用、性行為及意外懷孕、性染病（包括 HIV 感染）、不健康的飲食

行為、身體活動不足等多項行為（CDC, 2010）；世界衛生組織（Wor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02 年「降低風險、促進健康生活」報

告中提出十項危害健康因素，分別以「缺乏食物、不安全的性行為、

高血壓、吸菸、飲酒、不安全的飲用水、高膽固醇、營養不良、肥胖

及寢室內煮食或生火取暖後發生的油煙等十項危害健康等行為，以及

在 1995 年開始，美國疾病防制中心（CDC）為能擴大範圍監測大學生

的重大危害健康行為，爰以設計發展出全美國大學生危害健康行為調

查（NCHRBS）（CDC, 1997）。美國疾病管制局（CDC, 2007）所進行

青少年危險行為調查（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YRBS）發現，10-24

歲青少年約有 29.1％的青少年乘坐他人酒後駕駛的車、10.5％酒後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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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20.0％曾經吸菸、44.7％曾經飲酒、26.0％有重度飲酒情形；另也

針對全國 9-12 年級，14,103 名學生進行調查，發現 75％學生曾經飲酒，

而目前有飲酒行為的有 44.7％，大量飲酒行為（heavy drinking）的有

26％(CDC, 2008)。綜合各項調查資料當作基線（baseline），提供給政

府機構、大學管理者、或健康官員（health officials）用來減少危害大

學生的健康行為發生。

另一方面，周思源等人（2006）針對臺灣地區在校學生吸菸、喝

酒及嚼食檳榔與藥物使用調查發現，用藥盛行率為 1.6％，有 29.4％的

藥物使用者同時有吸菸、喝酒、嚼檳榔等行為，但沒有藥物使用者卻

同時有這三項健康危害行為的比率最少。在藥物使用者與非藥物使用

者皆以吸菸、喝酒為最多，同時有兩項行為者分別佔 29.9％與 4.5％；

曾有藥物使用青少年者中有吸菸、喝酒與嚼檳榔行為比率遠高於非藥

物使用青少年。梁振翊、周肇茂、何佩珊、謝天渝、楊奕馨（2004）

調查臺灣地區飲酒盛行率推估，臺灣地區 18 歲以上曾有飲酒習慣人口

約有 108 萬人，而目前仍有飲酒習慣人口約有 94 萬人，同時針對 2,549

名騎乘機車受傷前往醫院急診的資料發現，男性佔68.2％，年齡以20-39

歲的青年人為主，因酒後受傷者即佔 18.7％，與美國 2007 年青少年危

險行為調查 10-24 歲的結果相近，綜合上述的國內外調查研究發現，物

質使用行為確實會直接或間接增高社會各種危害性。

換言之，從上述所提出的諸多問題及因素中，對照臺灣政府相關

部門或衛生教育單位，有必要進一步瞭解大學生目前危害健康行為的

風險因素，以避免影響大學生未來進入社會後的生活型態的負向影

響，爰此，如何有效因應危害行為的保護與預防，應是政府、社區、

學校與家庭間共同戮力改善的重要議題。同時，也需要從監測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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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狀況，提供給學校及個人相關的支持系統，成為學校衛生政策，

其中包括法律、任務、法規、設備標準，決議和指導方針等，成為有

效的健康促進基礎和良好管理的政策，為學校、家庭、和社區，學生

和學校教職員間提供正確健康資訊。

基於以上的討論與分析，進一步的瞭解到大學教育是人格品德成

熟的關鍵階段，也是未來即將步入社會的準備階段，因此在綜合國內

外的大型調查報告，以及集結許多有關大學生或青少年切身的健康問

題，如成癮物質使用或濫用行為，包括吸菸、飲酒、嚼食檳榔及成癮

藥物等問題後，據以提出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之

建議與策略。

動機三：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的相

關研究尚仍不足

國內卻缺乏實徵性的研究與適用於大學生之完整物質濫用防制方

案，大學生四年期間因為離家或家庭的限制力減低而使得物質使用率

達到高峰，並且開始發展出濫用與依賴的問題；對於處在這階段的青

年，即青少年晚期、成年初期，是大學生快速成長且高物質使用盛行

率之重要階段。僅有一項針對國內大專院校大學生進行毒品使用盛行

率調查，從 2003-2004 年研究發現毒品使用率為 2.1％；搖頭丸最高 1.2

％、大麻其次 0.9％；第二年（2005 年）繼續針對 2004 年所抽樣的樣

本以及大一新生，進行追蹤與調查發現大學生成癮藥物使用的盛行率

約為 1.85％，其中，搖頭丸（1.2％）與大麻（0.9％）仍最高（柯慧貞、

陸汝斌、郭浩然，2005）；但相較國外調查，國內大學生使用成癮藥物

的盛行率並不高。另外，大學生檳榔使用方面，也僅有國內學者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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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2006）研究調查臺灣南區大學生嚼食檳榔狀況，發現整體盛行率

為 7.1％，男生高達 13.8％、女生 2.1％。因此，進一步探究青少年時

期的行為發生脈絡，亦是預防大學生成癮或依賴的重要參考。

影響大學生成癮行為可從生態學（Ecology）與社會生態系統理論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瞭解行為關連性；生態學是探討有

機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社會生態學則是探討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社會生態學牽扯到社會、制度以及文化等層面，以物理環境和社會環

境作為主要架構，探討與瞭解人類行為的發生（Sallis, Owen, & Fisher,

2008; Stokols, 1992）。根據美國物質濫用預防中心（Center for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CSAP〕,2000）提出成癮物質濫用的模式，包括有

家庭、同儕、學校、社區及社會等因素會先影響個人因素，再影響其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然而，其關連性如何？應整合相關研究，以彌補

研究之缺口；特別的是成癮物質的使用多始於大學或更早的青少年階

段。在各成癮物質中，酒精是大學生使用最多的成癮物質，而飲酒也

是導致青少年轉至使用其他成癮物質的關鍵及開始（李景美、張鳳琴、

賴香如、江振東、李碧霞、陳雯昭等，2008；賴秀昀、呂碧鴻、陳秀

蓉，2004；Colder et al.,2002）。但是物質使用行為及非法藥物的預防策

略，不能夠僅環繞在酒精行為或單一環境層面改變，不正確看法與防

制工作將影響後續的行為發展，如避免大學生和使用毒品者同行，降

低父母物質濫用及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有效將社會網絡中的個人，

個人和家庭，個人和學校、社區等整合為生態防制系統 (Canning,

Millward, Raj, & Warm, 2004; Larimer, Kilmer, & Lee, 2005)。因此，生

態模式的核心概念為行為受到多面向的影響，經常包括: 1.個人；2 人

際；3.組織；4 社區；5.物質環境；6.政策。生態環境是提供綜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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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去了解健康行為多元和交互作用，因此生態模式可以用來發展各

面向的綜合性介入進程。

許多研究也發現，影響大學生使用成癮物質的因素包括：個人因

素，如追求刺激、低自尊、傾向使用的態度、涉足不當場所、物質可

得性、其他物質使用情形（李景美等，2008；李佳琪、朱日僑、陳黛

娜、賴璟賢、李志恆，2005；李蘭、洪百薰、楊雪華，1997；Bree, Whitmer

& Pickworth, 2004; Hayatbakhsh, Alati, Hutchinson, Jamrozik, Najman,

Mamun, O'Callaghan, & Bor, 2007）；家庭因素，如低社經地位、教育期

望、父母離異、父母使用成癮物質、父母贊成使用的態度或管教態度

（劉美媛、呂昌明，2006；黃淑貞、姜逸群、賴香如、洪文綺、陳曉

玟、邱雅莉、袁寶珠，2003；黃毓華、邱啟潤，1997；黃惠玲，1995；

Cook & Bellis, 2001）；同儕因素，如同儕使用、同儕邀約使用、同儕贊

成使用的態度（李景美等，2008；吳齊殷、高英美，2001）；及學校因

素，如在校內外的人際關係、學校氣氛（劉美媛、周碧瑟，2001；楊

美賞、張紫峰、鍾信心、陳順勝、葛應欽，1995；Wechsler, 2002；Hill,

Shen, Lower, & Locke, 2000）。

綜觀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或所屬的校

園環境等多重因素中，應用生態系統理論可以瞭解到，每個大學生個

體不是單獨的，除了受到個人特質與自尊影響外，同時也會因為受到

周遭學校、社區環境的相互交流、互動、改變，並以複雜的方式對個

體的成長、發展產生影響(Bronfenbrenner, 1979; Glanz, Lewis, & Rimer,

1996)。有關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等問題研究，多數研究只著重

於個別環境的少數指標，導致預防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衛生教

育或計畫時，也只著重於行為改變的單一環境層面，忽視其他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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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整體大環境，以致於預防成效未臻理想。

鑑此，本研究針對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模式進行

建構與檢證，並進一步探究不同環境間彼此關聯與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文所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冀望能透過實徵資料

的分析，應用生態系統理論來檢視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是否受到個

人、家庭、及學校因素的影響？並進一步由個人、家庭、及學校等因

素，檢視其對成癮物質使用的效果與預測力。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

的具體研究目的臚列如下：

一、瞭解大學生之社會人口學變項在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分佈情形。

二、以社會人口學變項預測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三、探討個人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四、探討家庭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五、分析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六、建構並檢證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因果模式。

※ 研究假設，請詳見第三章第二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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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分別定義如下：

一、大學生

本研究的大學生係以臺北市及新北市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就讀

大學校院的學生為主，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市）立大學、私立大學、

國立與私立科技大學等四大類（不含國立空中大學、國防大學）一至

四年級所有日間部大學生為母群體。

二、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本研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包括吸菸、飲酒、嚼檳榔與藥物等，進

而成癮並會影響健康的使用行為；本研究吸菸行為定義為：大學生過

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菸（支）量；及，飲酒行為：過去一個月

內，每次喝酒的份量；嚼檳榔行為：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顆）

檳榔量；成癮藥物使用行為：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成癮藥物的情形，

上述共四項指標為本研究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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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就主要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國內公、私立大學與科技

大學一至四年級所有大學部學生的個人、家庭、學校因素與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之關係。

二、研究限制

（一）針對上述研究範圍，本研究之限制主要因研究者時間、精力上

的限制，僅將研究的範圍侷限於臺北地區公、私立大學與科技

大學一至四年級所有大學部學生，因此在進行研究結果的解釋

及推論時必須相當謹慎，不可任意解釋或推論到大臺北地區

公、私立大學與科技大學之外的一至四年級所有大學部學生。

（二）問卷調查只有橫斷面之觀察，無法進行深度的縱向瞭解，因此

對本研究所欲研究之問題可能仍有未周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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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從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與生態系統理論、影響成癮物質使用

行為現況之探討、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家庭、學校因素，

以及其他可能會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相關因素等五節分別進行討

論。

第一節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與生態系統理論

根據相關研究報告指出，大學教育是創造國家財富與競爭力的關

鍵階段，因此大學生擁有良好的身心發展與強健的體魄，才能提昇國

家財富，以及面對全球競爭力（許癸鑾，2006；許崇憲，2008）。爰此，

本節依次探討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與健康之意涵；以及採用

Bronfenbrenner（1970）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之

理論觀點來探討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一、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與健康之意涵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與正確的健康行為有關。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r）最早是由 Kasl 和 Cobb（1966）將「健康行為」分為三類，

分別是：預防性與保護性行為（preventive and protective behavior）、生

病行為（illness behavior）和生病角色行為（sick-role behavior），其中

預防性與保護性行為又可稱為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r），指的是個人

為了自己的健康而採取的行為，例如正確飲食習慣、經常運動、不吸

菸喝酒、接受預防注射、定期健康檢查等。

另一方面，世界衛生組織（WHO, 2010）也將健康行為分成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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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行為及健康危害行為兩類，健康促進行為包括規律運動、攝取維

生素、良好飲食及睡眠習慣等；而健康危害行為指的是吸菸、喝酒、

嚼食檳榔等有害健康的行為。然而透過與健康相關行為的研究顯示，

大學生或青少年晚期在成長階段過程中，正面臨身心遽變、角色轉換

以及自我認同等多種壓力，再加上經由同儕的相處及模仿，還有好奇

心的驅使與外在環境的誘惑，則容易嘗試成癮性藥物，進而危害個人

健康、降低學習興趣、導致學業成績低落，甚而影響人際關係帶來家

庭或社會的不安，更嚴重者則會引發諸多社會問題（李景美等，2002，

2008；鄭佳玟、莊德豐、薛夙君，2008；賴秀昀等，2004；Colder et al.,

2006; Chang, Lee, Lai, Chiang, Lee, & Chen, 2006）。

綜合上述諸多影響健康行為的問題外，實有必要探討大學生或青

少年晚期在成長階段過程中，會影響大學生健康的成癮行為是什麼？

「成癮」指的是在人體大腦內可能是有共通機制，無論是菸癮、酒癮、

嚼檳榔與藥癮，皆是透過大腦組織，稱為多巴胺（dopamine）的酬償

（reward）迴路而產生作用。所謂多巴胺亦是腦內一種促進活動，並且

與情緒及知覺有關的神經導物質，多巴胺的釋放可以讓生物個體產生

活命的樂趣。在大腦裡，多巴胺有三個主要的傳導系統，其中一群為

神經細胞核，神經元投射到腹被蓋區的迴路，即被認為就是產生酬償

的迴路（陳喬琪，2008；臺灣醫學會，2010）。

在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2002)

研究報告中指出，所謂成癮行為（addiction behavior）係指過度使用物

質後，進而形成的菸癮、酒癮、嚼食檳榔成癮及藥癮、網路遊戲成癮、

談戀愛成癮或購物成癮等，皆可稱為是成癮的一種現象。根據以上所

言，可以瞭解到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所涵蓋的種類非常多，像是世界衛



13

生組織所出版的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10)

（WHO,1999）說明書中即表示，菸品中含有多種以上的化學物質，其

中主要的成分為尼古丁（菸鹼）、焦油、一氧化碳、刺激性物質及致癌

物質，而尼古丁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為菸品成癮的禍首；然而攝

取尼古丁會使得多巴胺（dopamine）增加形成報酬作用，對其產生依

賴，進而產生正向愉悅感、促進工作效率等增強作用，相對的則會減

少緊張、焦慮和疼痛等症狀。

其次，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APA, 1994）酒癮分類及診斷，酒濫

飲的診斷標準包括不適當的飲酒，導致在過去十二個月內重覆出現以

下至少一項症狀：無法履行主要的角色責任、危及個人安全的情境下

仍反覆飲酒，同時也因為屢次飲酒行為，使得法律及人際關係等多項

問題不斷的加遽。透過酒依賴的診斷指標，不適當的飲酒，導致在過

去十二個月內重覆出現至少三項的臨床症狀：（1）耐酒性；（2）酒戒

斷症狀：酒量越來越大，飲酒時間越來越長、持續努力控制不喝，但

不成功；（3）耗費許多時間找酒；為飲酒放棄重要的社交、職業或休

閒活動。上述所討論的飲酒行為，都說明了飲酒不僅對自己造成傷害

外，尤其是持續的飲酒行為更容易形成一種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二、生態系統理論

生態系統理論（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是由心理學家

Bronfenbrenner 於 1970 年代末期所提出，此理論主要是受了 Lewin 場

地論的影響，認為人類的行為及發展都會受到個人、家庭、學校、社

區、政治與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且不斷的調適來維持其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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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fenbrenner, 1979; Glanz, Lewis,& Rimer, 1996)，著重個體發展與所

處環境的重要性，並強調其互動模式不單限於同一層環境系統中，而

是與多層環境系統中透過直接或間接的互動與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個

人發展（劉佩榕，2003；Petraitis, Flay, & Miller, 1995）。Bronfenbrenne

在其理論中特別重視多重環境(包括物理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對個

體行為及發展的影響(Giles-Corti & Donovan, 2002; Sallis, Bauman, &

Pratt, 1998)，甚至有可能影響身體健康狀況的可能性(Stokols, 1992)。因

此將生態環境系統分成四個層面 (圖 2-1-1)，依序為：微系統

（micro-system）、中間系統（meso-system）、外部系統（exo-system）、

和鉅系統（macro-system）。以下就生態系統理論內涵分述說明

(Bronfenbrenner, 1979)。

（一）微系統（micro-system）

是指個體直接面對接觸的人或是事物，是發展中的個體互動最直

接、最頻繁，也是最重要的生活場域。以學生為例，微系統包含了個

人（如性別、年齡、年級、家庭背景…）、家庭、學校、同儕團體、

工作場所等，這些都是屬於微系統的層次。

（二）中間系統（meso-system）

中間系統是指個體所直接參與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微系統間的關

連與互動，也就是個體在發展過程中所參與的系統，例如家庭、學校、

社區等。換句話說，中間系統是由幾個微系統所形成的系統，當微系

統的聯繫性愈強時，中間系統愈發達，反之，當微系統彼此之間在價

值觀上發生衝突時，通常會造成個體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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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系統（exo-system）

外部系統指的是會影響與個體直接接觸的小系統，但個體未直接

參與的系統，例如宗教信仰、法院、社會及大眾傳播媒體等也屬於中

間系統的擴張，而此系統會間接影響個體成長與適應。

（四）鉅系統（macro-system）

鉅系統是一個廣泛的思想體系，係指支配微系統、中間系統、外

部系統的一種模式，而且此種模式也存在於文化與次文化社會脈絡

中，舉凡社會政策、社文化、價值觀、意識型態、社會期望、習慣等

均會鑲嵌(embeddedness)在每個信念系統下，並且連結四個系統進而

形成一個影響個體的完整系統。

圖 2-1-1 參照 Bronfenbrenner 繪製生態系統理論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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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MacLeroy 等（1988）從不同於心理學的生態系統再發展出

一套健康促進生態學模式，此模式的「行為」是重要結果變項，該模

式中，影響行為結果的決定因素分別是個人本身因素─人格特質；其

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系

統；以及，機構因素─組織特性，組織運作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規章、條

例；社群因素─組織、機構內的關係及非正式的人際網絡與關係；最後，

公共政策─中央與地方的法律與衛生政策等五個層次。

綜合生態系統理論，再進一層瞭解生態學（Ecology）與社會生態

學（Social Ecology）的差異，生態學是探討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社會生態學則是探討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社會生態學牽扯到社會、

制度以及文化等層面，以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作為主要架構，探討與

瞭解人類行為的發生（Sallis, Owen, & Fisher, 2008; Stokols, 1992）；因

此；影響健康行為有多面向，包括的因素有個人、人際、組織、社區

以及公共政策層級；在不同層級行為具有影響的交互作用；生態模式

應該是對行為是具體，識別每個層級相關或潛在的影響因素；及多層

級的介入對於行為改變具有效能等四個核心原則（Sallis et al., 2008）。

再者，綜合生態模式的理論，分為心理學的生態模式、健康行為

生態模式、及公共衛生的社會生態模式。根據白瑞聰（2008）以整合

與國內青少年吸菸有關之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的社會生態學模式架構

來探討國中生的吸菸行為，並檢驗與學校環境有關之生態影響因素，

和吳文琪（2006）從個人、家庭、學校和社區面向探討影響國小學童

危害健康行為發展因素的研究結果與學者（Bronfenbrenne, 1979;

MacLeroy et al, 1988; Stokols, 1992; Sallis et al., 2008）所提出的生態系

統理論相符，皆可以瞭解到，每個個體不是單獨的，除了受到個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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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影響外，同時也會因為受到周遭環境的相互交流、互動、改變，

並以複雜的方式對個體的成長、發展產生影響。有關於大學生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等問題研究，多數研究只著重於個別環境少數指標，導致

預防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衛生教育或計畫時，也只著重於行為

改變單一層面，忽視其他會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整體大環

境，以致於預防成效未臻理想。

綜觀諸多文獻可以發現到，影響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或健康危

害行為的因素非常廣泛，不論是社會人口學變項（如性別、年齡、族

群、籍貫、學制、兄弟姐妹數、教育期望、家庭社經地位、宗教活動、

居住地區等）、生活經驗（如家族疾病史、自覺健康狀況、健康資源利

用情形等）、健康概念（如臨床性、角色功能性、調適性、安寧幸福性、

自尊等）、或是家庭因素（如家庭結構、父母關係、父母期望、父母及

師長的教養方式與管教態度、家人使用成癮物質、家人對成癮物質使

用態度、家人對成癮物質使用反應等）、學校因素、人際關係、學校氛

圍、學校課業期望、學校管理、老師管教、同儕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飲

酒、抽菸、嚼檳榔及使用藥物等情形）等，以及社會環境（社區認同、

社區機會、成癮物質可得性、社區對成癮物質使用態度）等因素，大

致上對於健康行為均會影響（李景美、張鳳琴、賴香如、李碧霞、陳

雯昭，2001；李景美、黃惠玲、苗迺芳，2000；劉美媛等，2006；吳

麗玉、黃乾全，2003；Chang et al., 2006; Cook & Bellis, 2001; Madianos,

Geou-Madiaanou, & Steanis, 1994; Schroth & McCormack, 2000）。

小結：

綜合上述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討論，可以瞭解到成癮藥物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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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有階段性，且個體對於吸菸、飲酒、嚼檳榔與成癮藥物等持續性

的使用，可能會加劇其物質使用的依賴，甚至成癮最後並影響其健康

的使用行為。另一方面，文獻理論中發現到物理環境、社會文化環境

對個體行為及發展的影響，並從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微系統、中間系

統、外部系統、和鉅系統的不同層面探討，進一步瞭解影響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的相關因素，如個人、家庭及學校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對學

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間的關連性，且獲得研究的支持與證實。

第二節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現況之探討

本節就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分為：一、大學生吸菸問題；

二、大學生飲酒問題；三、大學生嚼食檳榔問題；四、大學生藥物使

用等研究加以探討與說明。

一、大學生吸菸問題

致癌的化學品「菸品」所導致的危害，以及如何預防菸品對人體

健康產生傷害，是世界各國家與民族戮力防治與健康促進的政策。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2009）在「全球菸草現況及實現無菸環境報

告」中指出，目前全球每年因菸害而死亡的人數高達 550 萬人，平均

每六秒即有一人死於菸害，表示使用菸品者平均壽命減少約 15 年。在

2030 年以前，世界各國每年將有超過 800 萬人死於菸害，反觀國內，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健康局，2010）調查發現，目前臺灣約 480

萬的吸菸人口數，因吸菸導致健康問題或引發疾病者，約佔國人所有

死因的 20％，估計每年會有 18,800 人因為吸菸問題而引發相關疾病死

亡。事實上，吸菸行為幾乎會傷害身體的每個機能，即使不會影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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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進而直接造成死亡，但是對於吸菸者的生活品質多少也會受到影

響。另外，再從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ACS〕,2009）

的菸草與健康圖鑑（Tobacco Atlas）指出，全球十億男性吸菸者中，其

中有 35％者屬於已開發國家，50％者屬於在開發中國家；又約 2.5 億

女性有每日吸菸的習慣，其中 22％女性屬於已開發國家，9％者屬於開

發中國家，顯示吸菸對於不同國家及不同性別都會對人體健康造成不

同層面的深遠影響。

為了能有效預防菸害引發疾病問題或成癮行為，首先應先瞭解菸

癮形成的原因，然後再分別從臨床醫學、藥理學、社會學、心理學或

行為科學等不同領域或思維探究其端倪。根據李景美（2003，2008）

與臺灣醫學會（2010）指出，造成菸品成癮的行為除了包括遺傳、人

格、家庭環境、社會背景、文化、藥理與健康行為等相關成因外，同

時應瞭解何謂菸草成癮症候群（Tobacco Dependence Syndrome）？世

界衛生組織所出版的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說明書與美國精

神醫學會(APA, 1994)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V, DSM-IV）清楚地顯示尼古

丁依賴（Nicotine Dependence）屬於物質使用的精神疾病，為菸品成癮

之首，再者，依據菸草使用的類型可分為菸品（cigarettes）、菸斗（pipes）

等不同形式的吸菸行為，其中，菸草中含有超過 4,800 種化學物質，至

少有 60 種已知的致癌物，所有癌症的死亡有 30％都可歸咎於吸菸行為

（健康局，2009；臺灣醫學會，2009）；而菸草內主要引致癌症的物質

來自焦油，可能直接引發肺癌、口腔癌、咽頭癌、喉頭癌、膀胱癌、

食道癌，進而間接可能引發的癌症包含頸癌、骨髓性白血病的血癌、

胃癌、肝癌、腎臟癌、胰臟癌、大腸癌、子宮頸癌等癌症，因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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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到人類所有癌症死亡人口中，就有 30％死亡人口數和吸菸有直接

的關連。

由此可見，吸菸與健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國內特別針對大

學生的吸菸行為調查並不多見，黃蔚剛、譚文海、邱志彥及吳昭原

（1987）針對臺灣大專院校學生進行吸菸率調查，研究發現，整體吸

菸率為 18.3%，男生吸菸 29.9%及女生 2.9%。黃嵩立（2010）以系統

性抽樣方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針對全國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以及技職校院 5,403 名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大專學生有

32.8%嘗試過吸菸，男、女生各為 43.5%及 20.9%，另有 10.3%在三十

天內曾吸菸，男、女生各為 16.4%及 3.7%。另有僅針對個別大學的新

生吸菸行為調查，發現大一新生 15.07％有吸菸經驗，其中男生為 26.4

％、女生為 4.3％，同時也發現 16.84％曾經吸菸但是目前已戒菸（元

培科技大學學務處及醫務管理系，2007），李秋娓、黃怡婷、顏君瑋(2008)

以同一家醫院所取得十一所大學 16,377 名新生健康檢查紀錄卡進行研

究，結果發現，14.8％大學生有吸菸習慣，男生佔 17.6％及女生 12.5

％。

從上述各種大學生吸菸率而言，男生顯著高於女生。但從臺灣 1994

至 2004 年間經由吸菸行為調查發現，男性吸菸率由 55.6％下降 45.9

％，女性則一直維持在 5％，直到 2004 年才又上升到 6.2％；其中，2001

年與 2002 年間，15-19 歲女生吸菸率由 2.8％上升至 5.1％，20-24 歲由

4.2 上升到 7.9％，透過數據顯示：大學生或青少年的女性吸菸率均有

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健康局，2005；張玨、張心潔，2006；陳富莉、

李蘭，2004）。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男性吸菸率反倒是有呈現降緩的

趨勢，然而，不論是女性吸菸率上昇或是男性吸菸率下降等現象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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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必須要靠更多戒菸資訊和政府、學校等單位多方宣導，才能夠

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訊息與知識，遠離菸害行為，以促進良好身心健康

的維護。爰此，衛生專業從業人員應針對不同年齡、性別、種族、職

場及文化與每個體的生理、心理及社會行為等層面建構一套完善的健

康行為保護機制及青少年學生進入大學後的保護因子（Colder et al.,

2006）。

二、大學生飲酒問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飲酒」所包含的是心理、社會及行為等

多重層面的因素，因此不論是狂飲或是酒癮皆會增加個體在生理方面

的心血管疾病，或是肝癌等慢性疾病，而且也會對社會產生貧窮問題

（WHO, 2004）。一般來說，酒癮行為是一個複雜的生物、心理與社會

模式，若從精神病理來解釋酒精使用現象，則可以由個性、家庭、學

校、社會與文化變遷，或是環境互動狀況及酒品可獲性的影響（Wechsler

et al., 2002)，來瞭解導致酒精使用的成因；其次，也可以由原始型態的

腦功能病理來瞭解到遺傳因素、生物學因素，以及慢性心理適應因素

所引起的酒癮行為（郭鐘隆，2005）。

目前多數研究學者在測量飲酒行為時，其實並明確界定飲用何種

酒品種類，或是飲用多少酒才算是真正有「飲酒行為」？然而，一般

研究者最常使用單位（unit）或杯（drink）來對飲酒行為進行測量，以

歐洲 2003 年學生飲酒調查報告當中的問卷設計定義飲酒，亦即一杯（1

drink）相當於啤酒一瓶 50 cl、水果酒一杯 15 cl、烈酒一小杯 5 cl（Hibell,

Andersson, Bjarnason, Ahlstrom, Balakireva, Kokkevi & Morgan, 2004）。

Nash、McQueen 與 Bray（2005）將飲酒一杯定義於啤酒為 12 盎司、



22

水果酒 4 盎司及烈酒 1 盎司。另外，在國內研究方面，陳惠美（2008）

則以德菲法（Delphi Technique Method）來建構大學生危害健康行為之

評量工具，並且整合專家群意見後，將一杯（drink）酒定義為白蘭地

與威士忌烈酒約 44cc、紅酒約 118cc、啤酒約 355 cc。因此，在經由上

述學者對於飲酒會因為測量單位標準的不同各有差異外，同時也會對

照不同的飲酒研究而對飲酒加以定義。

根據 Wechsler 等人（2002）對大學生健康飲酒行為的研究指出，

大學生若要有健康的飲酒行為，則應該從法律、政策及校規層面來加

以制定飲酒行為的規範，其規範除了包括大學宿舍有無販賣酒精飲料

的管制、合法的飲酒年齡、社團活動參與、非由學校管理的宿舍等，

還包含應避免吵鬧、攻擊性行為、財務損害、自習讀書受飲酒行為干

擾、約會強暴及性攻擊等危害行為發生，如此才能有效規範飲酒行為

發生。

針對飲酒現況，目前透過許多國內外大型的資料庫來進行青少年

飲酒行為的研究發現，美國與澳洲 1998-1999 年青少年終身飲酒盛行率

高達 81％，為各先進國家之首（Pirkis, Irwin, Brindis, Patton, & Sawyer,

2003）。歐洲 2003 年針對 35 個國家的學生飲酒調查報告發現，挪威有

55％飲酒量最多的學生，其次是丹麥、保加利亞、捷克等國學生有飲

酒超過者高達 50％以上，另有歐洲半數以上國家之學生飲酒量已超過

40％，其中更有 14 個國家以上的學生終生酒醉高達 20 次以上（Hibell

et al., 2003）。Johnston、O'Malley、Bachman 與 Schulenberg（2009）

自 1989 年調查超過 1,000 名美國大學生發現有飲洒習慣者高達 91％，

而 8-12 年級學生則有 75％的飲酒行為，直到 2009 年已下降至 62％。

若從長達 20 年的縱貫資料顯示，無論大學生或青少年酒精取得及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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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等問題發生，國家級衛生政策、各地方政府及學校方面，必須不

斷宣導銷售酒品的賣（商）家應該停止向未成年兜售商品。Wechsler、

Davenport、Dowdall、Moeykens 與 Castillo（1994）在對美國 140 所大

學學生共 17,592 人進行飲酒行為調查時也發現，有狂歡飲酒習慣者佔

44％，其中 19％是經常性的狂歡飲酒者。Knight、Wechsler、Kuo、Seibring,

Weitzman 與 Schuckit（2002）針對 18-22 歲的全職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

並同時比較在校生的飲酒盛行率，發現大學生飲酒盛行率 53.2％最

高，其中酗酒狂歡即佔 44.8％。美國紐約州酒精中毒和物質濫用服務

處（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Alcoholism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OSAS）在 2005 年針對 6,021 名 12-20 歲在校學生進行飲酒行為調查，

發現學生在過去 12 個月被診斷酒精依賴有 6％，甚至有 4.4％學生需

接受國家酒精濫用防治機構的入院治療。CDC（2008）於 2007 年針對

青少年危險行為調查亦指出，10-24 歲青少年在調查前的 30 天內，約

有 10.5％的高中生有酒後駕車的危害行為發生；另有 44.7％的學生曾

飲酒、26.0％學生也有重度飲酒的情形發生。同時，美國疾病管制局

2007 年亦針對全美國 9-12 年級，14,103 名學生進行調查發現，75％曾

經飲酒；目前有飲酒行為者有 44.7％，豪飲行為（heavy drinking）的

有 26％(CDC, 2008)。

以國內飲酒現況而言，朱玲慧（2008）針對臺灣師範大學大學部

503 名學生飲酒行為現況及相關因素研究，其結果發現 64.4％大學生目

前仍有飲酒行為。李秋娓等人（2008）以同一家醫院所取得 11 所 15,166

名的大學新生健康檢查紀錄卡進行研究，結果發現，21.1％大學生有飲

酒習慣，男生佔 29.1％及女生 14.1％。劉美媛與周碧瑟（2001）針對

1996 年臺灣地區 12,557 學生的飲酒行為報告指出，約 70％高中職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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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上學生曾經飲酒。姜逸群、黃雅文與黃春太（2002）在 1999 年曾

針對全國中學生進行抽樣調查，發現 15.3％的學生每月至少飲酒一

次，如此的研究分析，適巧與梁振翊等人（2004）在推估臺灣地區飲

酒盛行率報告結果相似，亦即臺灣地區 18 歲以上曾有飲酒習慣人口約

有 108 萬人，而目前仍有飲酒習慣者約有 94 萬人，表示酒癮在臺灣的

盛行率可能會持續增加。但由於飲酒型態在各國、各年齡層及性別之

間有相當的變異存在，亞洲各地區平均飲酒消耗量明顯低於西方的歐

美各國(WHO, 2004)，若再進一步探究臺灣飲酒量情形，則是屬於飲酒

較少的國家或地區(Yang, 2002)。大致上來說，臺灣大學生的飲酒時機，

大多數出現在社團迎新、送舊 KTV 唱歌或慶生等場合才爾會有飲酒行

為，並且以啤酒為主（賴秀昀等，2004）。

綜合國內外文獻所述，瞭解大學生在校內外飲酒時機、飲酒量、

頻率與飲酒環境及探究生物、心理、文化與社會行為模式有其必要與

重要性，並可進一步作為節制飲酒及避免酒精成癮的防治規範。

三、大學生嚼食檳榔

目前有關嚼食檳榔等物質使用為的相關研究，仍然將焦點關注在

青少年學生、嚼食檳榔盛行率及口腔癌等疾病分析，至於大學生嚼食

檳榔等物質使用行為的實徵性研究，國內目前仍不足。

Ko 等人（1995）指出吸菸、飲酒和嚼食檳榔三項物質若同時一起

使用，估計健康危險可達到 123 倍之高。近年來由於臺灣男性吸菸率

雖然有稍微下降之趨勢，但嚼食檳榔的人口卻沒有減少，每天的嚼食

量約從嚼食顆數 18.3 顆增加為 19.6 顆，全年合計增加約七億顆，表示

嚼食檳榔數是呈現上揚現象（溫啟邦等，2009）。楊奕馨、陳鴻榮、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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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瑄、謝天渝（2002）調查全臺灣 23 縣市檳榔嚼食盛行率發現，每星

期至少有一天嚼食一顆以上習慣者為 11.2％，目前仍在嚼食者為 8.5

％，另外從研究數據推估全臺灣 18 歲（含）以上有嚼食檳榔者約有 120

萬人。周思源等人（2006）對臺灣地區在校青少年吸菸、喝酒及嚼食

檳榔與藥物使用進行調查時發現，在校青少年用藥盛行率為 1.6％；另

外有 29.4％的藥物使用者同時有吸菸、喝酒、嚼檳榔等危害行為，而

沒有藥物使用者卻同時有這三項健康危害行為的比例最少。

另一方面，藥物使用者與非藥物使用者皆以吸菸、喝酒為最多，

若同時有這兩項行為者分別佔 29.9％與 4.5％；其中在報告中也指出，

曾有藥物使用青少年者中有吸菸、喝酒與嚼檳榔行為比例遠高於非藥

物使用青少年。李靜芬、何佩珊、郭瑩璱、楊奕馨（2008）在嚼食檳

榔率方面，分別將臺灣地區行業與職業別做比較，發現行業別以農林

漁牧狩獵業在嚼食檳榔率上以 21.67％較高，其次是製造業、礦業、營

造業、公共事業等；職業別中則以建築業的中低技術工匠的嚼食檳榔

率最高，其次為計程車司機。

然而，目前諸多研究報告指出，口腔癌發生率與嚼食檳榔之間確

實有顯著關係，根據行政院衛生署（2003）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口

腔癌的發生率是臺灣男性十大死因之一，其中，嚼食檳榔人口數已佔

全臺灣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亦即約有 230 萬至 280 萬人嚼食檳榔，

而且有愈來愈年輕化的趨勢。張志宏（2006）以南區十四學校 3,741

名大學生為對象，結果呈現南區大學生嚼食檳榔整體盛行率為 7.1％，

男生 13.8％、女生 2.1％。李秋娓等人(2008)針對同一家醫院所取得十

一所大學 19,209 名新生健康檢查紀錄卡進行調查，結果發現，23 名大

一學生有嚼食檳榔習慣，僅佔 0.1％，男生 20 名及女生 3 名。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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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美媛與周碧瑟（2000）對臺灣地區國中、高中、高職、與專校（五

專一至三年級）共 12,222 名學生進行實證性研究時發現，在校學生嚼

檳榔盛行率為 11.5％，表示學生在嚼食檳榔行為方面，呈現年齡下降

趨勢。

目前臺灣尚未有針對大專校院學生所設計之檳榔使用介入方案，

仍缺乏較能探討因果關係之前瞻性設計，及大學生嚼食檳榔等大規模

物質使用行為的調查研究，無法有效說明大學生嚼食檳榔之盛行率以

及現有情況為何？但在綜合上述嚼食檳榔使用行為的諸多探討，可以

瞭解到臺灣的檳榔防制政策應盡速建立，因為檳榔危害的確對臺灣民

眾及學生健康影響甚大，不僅亟待衛生教育人員進行瞭解健康影響的

相關層面，制定有效防制政策絕對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四、大學生成癮藥物使用

柯慧貞等學者（2005）指出，國內缺乏大學生為對象的實徵性研

究及本土藥物使用三級防制方案；另外，李志恒、蕭開平、林式穀、

林麗芳（2000）研究發現，國內藥物濫用致死，皆集中在 21-30 歲青年，

相當於大學階段的年齡；故有進一步研究國內大學生藥物使用問題的

必要。根據過去研究調查發現，在 1960 至 1980 年間，臺灣青少年對

於藥物使用問題，仍然是以吸食強力膠、速賜康（pentazocine）、紅中

（secobarbital）、青發（amobarbital）與白板（methaqualone）等不良物

品為主（莊淑棻、吳守謙、蔡文瑛、李志恒、劉瑞厚、柳如宗、李天

濬、楊易達、孫曼蘋，2005），直到 1992 至 1999 年間，青少年的藥物

使用與盛行率則出現相當大的變化，其中以吸食嗎啡為青少年最喜愛

的物品，其次是大麻和海洛英（周碧瑟，2000），而近幾年亞甲酸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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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安非他命（3,4-methylene dioxy methamphet amine, MDMA）即俗稱

搖頭丸不僅開始攻佔毒品市場，也逐漸的侵略校園成為學生藥物使用

的首選（宋鴻樟、陳秋瑩，2005；柯慧貞等，2005；劉淑芬、李品珠、

呂孟穎、蔡文瑛、李志恆，2006）。

根據柯慧貞等人（2005）針對全國大專院校大學生進行毒品使用

盛行率調查，從 2003-2004 年研究發現毒品使用率為 2.1％；搖頭丸最

高 1.2％、大麻其次 0.9％。第二年（2005 年）繼續針對 2004 年所抽樣

的樣本以及大一新生，進行追蹤與調查發現大學生毒品使用的盛行率

約為 1.85％，其中，搖頭丸（1.2％）與大麻（0.9％）盛行率仍最高。

姜逸群等（2003）研究指出，青少年使用安非他命等藥物行為主要是

受到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即與同儕關係、家庭因素等有密切關係，

若學生的人際關係不佳，較容易使用危害健康的藥物；同時，隨著青

少年學生年齡增長，物質使用的危險因子會逐漸增加，保護因子漸減，

開始使用成癮物質的情形即可能大幅增加（李景美等，2008；Chang et

al., 2006），特別是在大學以後的生活，青少年學生從高中職校園規律

生活與團體規範環境的約束下，輾轉到多元且自由學風的大學校園氛

圍中，不論是社團活動、戀愛、打工、住宿或校外賃居等皆有別於高

中職環境，在這多種生活物質的誘惑下，很容易讓大學生迷惑甚至失

去方向，同時增加了不可控制與預測的危險健康行為。

參照美國在 2007 年國際青少年危險行為調查（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YRBS）結果中發現，10-24 歲青少年在調查前的 30 天內，有

4.5％使用大麻；而從過去到現在約有 38.1％曾使用大麻、4.4％曾使用

過安非他命、2.3％曾使用過海洛因、2.0％的高中生曾注射使用過非法

藥物（CDC, 2008），即約有四成的美國學生曾經均接觸過危害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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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

換言之，不同於國外社會文化的狀況，相對臺灣大學生使用毒品

的盛行率並不高（柯慧貞等，2005；CDC,2008; Chang et al.,2006）。因

此由以上數據顯示，無論中外國家或地區，非法藥物的使用，對青少

年或大學生的身、心、靈與社會關係的戕害，確實已嚴重危害社會秩

序。

然而，從許多非法藥物使用行為的相關研究，歸納出大多數研究

僅針對青少年高中生的性別、年齡及非法藥物使用的認知、態度與信

念等內部相關連結因素來做探究（李景美等，2008；周思源等，2006；

姜逸群等，2003；陳漢瑛，2008），同時也缺乏對大學生藥物濫用問題

進行深入瞭解，因而導致預防大學生或青少年藥物使用行為的衛生教

育或計畫時，只能著重改變於非法藥物使用行為單一相關因素，忽視

其他會影響大學生非法藥物使用行為的整體大環境，以至於未達有效

預防（柯慧貞等，2005）。因此，為避免學生有不健康或危險行為的選

擇，可以配合學校吸菸、飲酒與藥物濫用等防制教育，並結合生態系

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各個信念系統，從社會政策、社文

化、價值觀、意識型態、社會期望、用藥習慣等有效連結四個系統，

進而形成一個影響個體完整且可控制與預防的系（Bronfenbrenner, 1979;

Glanz et al., 1996)，有效抑制學生非法藥物使用行為。

小結：

歸納國內外針對吸菸、飲酒、嚼食檳榔與藥物等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的實徵研究發現，在吸菸方面，大學生仍有較高吸菸率，男生顯著

高於女生，但透過數據發現，女生吸菸率有逐年上升的現象。飲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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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高達六成四大學生目前仍有飲酒，其酒癮盛行率可能持續增加。

檳榔方面，大學生嚼食檳榔的比率較低。成癮藥物方面，不同於國外

社會文化的狀況，相對臺灣大學生使用毒品的盛行率並不高。

綜合以上所述，危害健康物質的使用行為對身體、心理、靈性生

活與社會關係的斲傷是無庸至疑的，尤其當非法的管制藥物或毒品，

以及諸多難以預測和控制的健康危險行為、性與暴力等行為潛伏在校

園環境時，不僅會荼毒學生的身心健康，因而影響他們的課業學習和

生活作息，嚴重者更會產生憂鬱或是有自殺傾向行為，進而造成社會

問題。換言之，非法藥物使用問題不僅會直接衝擊到學生的自尊、身

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更會影響到學生未來的態度、行為和價值觀與學

業成績。爰此，許多相關衛生單位的防制與介入措施，以及學校家庭

必須正視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據以提出建議與策略，使其能有效

降低學生的吸菸、飲酒、嚼食檳榔等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第三節 個人、社會人口學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個人因素係為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個人因

素對成癮物質使用或學生健康行為的影響頗大，此等研究多已獲得共

識（洪兆嘉，2009；Bandura, 1986; Li, Pentz, & Chou, 2002; Nash,

McQueen, & Bray, 2005; Yeh, 2006; Young, Connor, Ricciardelli, &

Saunders, 2006）。一般認為個人因素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影響大學生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因素甚多，包括自尊、人格特質、生活壓力、

自我概念、自我效能、社會人口學變項等（吳麗玉、黃乾全，2003；

李景美、黃惠玲、苗迺芳，2000；林柏君、賴香如、盧怡伶，2006；

洪兆嘉，2009；黃淑貞，1997；黃毓華、邱啟潤，1997；劉美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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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劉美媛等，2001；Cook & Bellis, 2001; Madianos et al., 1994;

Schroth et al., 2000），且往往又因為學者的觀點見解各有殊異，而對個

人因素的定義則略顯不同。因此，有鑑於個人因素與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之相關研究，大致上可以發現個人因素不僅包含的層面非常廣泛，

而且對於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因此有許多學

者也會因為研究目的、研究樣本及研究範圍的不同，而從不同的角度

與觀點來探討。依此所述，本節首先要探討的是個人因素與學生成癮

物質使用行為之關連性；其次再分析個人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之影響。

一、個人因素與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關連性

本研究就個人因素與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關連性，分為：（一）

自尊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二）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三）

人格特質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四）自我概念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等

變項加以探討與說明。

（一）自尊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鄭方媛、賴香如（2007）以台北市某國中七、八年級 382 名學生

為研究對象，針對學生的自尊與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的關係進行研究

分析，其結果顯示：個人的整體自尊包含歸屬感、使命感、能力感、

安全感及自我感等五項，若整體自尊愈高時，不僅會有較高的學業成

就表現，而且對於危害個人的物質使用行為也會有所降低。黃禎貞、

林世華（2006）為了瞭解多元自尊對國中生健康促進行為的因果影

響，並以嘉義縣 481 位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根據結果發現：自尊與

健康行為之間具有典型相關存在，亦即個人自尊越高，越能致力於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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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進行為，進一步的降低壓力來源，而減少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同

樣的，黃禎貞（2006）在針對嘉義縣 730 位國中學生進行影響健康促

進行為之研究時發現，重要自尊對健康促進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自尊（含掌控感、家庭控制感、學業能力感、內

在評價、生理價值感與人際價值感等六項）對健康促進行為有為 57.7

％的解釋力，亦即學生的自尊愈高，愈有良好的健康行為表現；反之，

自尊愈低，學生愈不產生健康促進行為，相對的會有危害健康或成癮

物質行為發生。另外，賴香如、李碧霞、吳德敏、趙國欣、呂昌明、

卓俊辰、蔡雅惠、陳美昭（2006）在針對台北市 1,343 名公立國中七、

八年級學生進行自尊、身體意象與運動行為研究時發現，學生的整體

自尊、身體自尊與社會自尊與運動行為皆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又發現

男生比女生有較高的身體自專時，較容易有良好的運動行為產生；而

女生比男生有較佳的社會自尊時，愈能有良好運動行為的表現。姜逸

群、黃雅文和連海生（2000）針對臺北市幼稚園、國小、國中學生為

研究對象，進行父母教養型態、家庭支持、教師教學行為、學生自尊

與健康行為之研究調查顯示，不論是幼稚園、國小或國中學生，如果

他們有較佳的自尊，則會提昇其良好的健康行為。

（二）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學生的自我效能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關連分析，諸多國內外研

究也有針對此項進行討論與探析。例如：國內學者李景美、張鳳琴、

賴香如、李碧霞、陳雯昭（2002）針對臺北縣市高職一年級 2,152 位

學生進行成癮物質濫用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調查時發現，高職一年

級學生過去一年曾吸菸、喝酒、嚼檳榔與使用成癮藥物的盛行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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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3.0％、29.1％、7.5％、0.5％，而嚼食檳榔或使用成癮藥物的學

生大致上也有吸菸的行為；所以根據成癮藥物的數據顯示，擁有高自

我效能及信念的高職學生，較不容易發生吸菸、喝酒、嚼檳榔與使用

成癮藥物的危害行為，換句話說，同儕的成癮物質使用、邀約及成癮

物質可得性是學生使用成癮物質的重要危險因子。此外，青少年藥物

教育應著重提高其自我效能，並培養青少年不使用成癮物質的態度，

方可降低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另外，國外學者 Bandura（1986）認為自我效能係指個人對於執

行某項行為端賴透過個人、行為與環境互動而形成，並且是否達成預

期表現的一種行為結果。當擁有較熟練的經驗、良好的身體與情緒狀

態，個人會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換句話說，高度的自我效能，會降低

學生物質濫用的頻率。Li、Pentz 與 Chou（2002）則運用結構方程模

式不同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飲酒經驗、朋友的物質使用、

朋友或父母提供物質都會透過自我效能影響學生的物質使用行為。此

外，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也一致認為：個人擁有較高的拒酒效能會與

飲酒行為呈現負向關係，亦即拒酒效能愈低對於大學生及高中生的飲

酒頻率、飲酒量、及飲酒等行為會有負向影響（Nash et al., 2005; Yeh,

2006; Young et al., 2006）。

（三）人格特質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在探討人格特質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方面，Vangsness、Bry 和

LaBouvie（2005）以酒精使用模式來解釋大麻的使用模式；結果發現，

衝動性人格特質越高且對藥物負向期待越少的個體，越容易有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Taylor（2005）研究發現，藥物使用和邊緣型人格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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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正相關。反社會型人格和大麻的使用與朋友使用酒精與藥物

的使用比例有關。林砡琝（2008）以中部地區四縣市國小高年級學童

人格特質、人際關係與幸福感的研究發現，人格特質越傾向友善性、

外向性、嚴謹自律性與經驗開外性的個體，其同儕關係越良好。游森

期（2003）以臺灣地區十四所大學共 801 名大學生為受試者，施以「流

行病學中心憂鬱量表」（CES-D）、「五因素人格特質量表」、自編「大

學生網路成癮量表」、「焦慮量表」等評量表，建構上述變項之間的因

果關係，並運用結構方程模式之統計方法進行實徵性研究，其結果發

現為：人格特質、網路成癮、憂鬱及焦慮之結構方程式模式之整體適

配度及內在結構適配度獲得支持，顯示本模式可以用來解釋網路成

癮、憂慮與焦慮彼此之間的關係。其中亦發現到人格特質中的高度神

經質和低度謹慎性對網路成癮有顯著的直接效果；網路成癮對憂鬱有

顯著的總效果；網路成癮對焦慮有顯著的總效果及間接效果，但是直

接效果不顯著。戴秀津、楊美賞和顏正芳（2004）針對臺灣南部地區

青少年學生 1,001 名進行網路成癮之相關因素及其對身心健康影響研

究，從研究結果得知：神經質人格特質強的男性高中職學生，較易成

為網路成癮高危險群者，另一方面，研究中亦發現網路成癮高危險群

其心理健康狀況欠佳的比率顯著高於未成癮者。

一般而言，人格特質的測量是以握控信念方式進行，通常個體行

為控制的來源分為內控及外控，內控特質高，表示個體行為結果來自

於努力；而外控特質高，其行為結果取決於外在因素，例如運氣、命

運等。李蘭、孫亦君與翁慧卿（1998）在調查臺北市國中學生物質濫

用行為之預測因子研究時發現，具有低內控信念的學生，較能預測吸

菸行為。陳漢瑛（2008）針對花東地區 1,091 位原住民學生進行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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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調查，其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質會直接影響學生的用藥行為（檳

榔、酒、菸、禁藥），其中人格特質又包含自尊和內外控信念兩項，

亦即原住民學生其自尊與內控信念高者，較不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用

藥，相對來說會有較少用藥行為。同時，國外研究亦認為自尊對於個

人行為有其重要意義，且會直接影響健康行為，倘若個人有愈高的自

尊愈有利於提昇健康行為表現；相反的，自尊愈低時，則較容易出現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Biddle, 1995; Carron, Hausenblas, & Estabrooks,

2003）。

（四）自我概念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馬藹屏、嚴道、黃松元、陳政友（2000）對臺北地區國小五年級

及六年級學童所做的自我概念、友伴關係與其吸菸行為之研究時發現

到：國小學童的自我概念、友伴關係與吸菸行為彼此有顯著的負向關

係，亦即學童的自我概念愈好、友伴關係愈佳，其吸菸行為會愈低。

二、社會人口學變項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關連性

本研究就社會人口學變項與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關連性，分

為：（一）性別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二）年齡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三）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家庭收入）與成癮

物質使用行為；（四）家庭結構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五）居住地區

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六）學校類型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等變項研究

加以探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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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在性別差異方面，國內外諸多學者也針對不同階段學生做了一系

列與成癮物質使用及健康危害行為相關的探析與研究，國外研究

Baus、Kupek 與 Pires（2002）研究發現性別與藥物濫用有關，女性多

半為體重控制而使用藥物。國內研究如黃淑貞（1997）以某師範學院

的全體學生為例，調查其學生的吸菸行為，根據分析結果顯示，發現

男性比女性有較多的吸菸危害行為發生，而此項研究發現也與鄭佳玟

等多位學者（2008）研究南部某技術學院大專生吸菸行為發現，男性

吸菸比率高於女性的分析結果互為一致。劉美媛、周碧瑟（2001）針

對 100 所學校的青少年進行大規模的飲酒盛行率調查，其中發現女生

的飲酒盛行率雖然比男生低，不過對於飲酒情形已逐漸有性別差距減

少的現象，此研究結果也與王素真、洪耀、蔡吉政（2008）的發現相

符。

此外，大多數以性別方面的成癮物質使用研究，黃嵩立（2010）

針對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及教職員工吸菸行為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大學

生各種吸菸率男生16.7％顯著高於女生3.7％。李景美、黃惠玲、苗迺

芳（2000）以臺北市國中、高中及五專學生為樣本，探究青少年性別

與吸菸、飲酒、藥物濫用的差異原因，所獲得的研究發現：在吸菸方

面，不論是國中、高中及五專男生，相較於女生會有較多的吸菸行為

發生；而在飲酒方面，國中及高中男生比女生有較高的現象；至於在

藥物濫用方面，由於受測學生曾經濫用藥物者很少，所以並未對此做

進一步的分析討論。劉美媛、呂昌明（2006）以北縣某大學生全體大

一新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健康行為之現況，以及瞭解影響大一學生

健康行為之因素為何，研究結果發現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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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劉美媛、周碧瑟（2001）按照臺灣地區國中、高中、高職及專校

等學校類別，共計 100 所學校、針對 12,703 位學生進行影響飲酒行為

相關因素的研究調查，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學生的年齡愈大，飲酒盛

行率愈高，尤其是年齡達 18 歲以上的學生即專校生和高中生，愈有較

高的飲酒行為發生。另外在劉美媛與周碧瑟（2000）對臺灣地區學生

進行大規模抽菸及嚼檳榔的調查報告中，同樣的也發現在各級學校

中，年齡愈大者像是高職學生會有較多的嚼檳榔行為發生，因而導致

其學業成就低落、行為偏差，更甚有不好的身體健康。相同的，國內

研究如黃惠玲（1995）、嚴道（1995）等多位學者在探討學生與飲酒、

吸菸及嚼檳榔等行為發生的研究中，大都一致認為愈高年齡的學生，

往往較年齡低的學生有較多的健康危害行為現象發生，而且當健康危

害行為發生率愈趨頻繁時，不僅會有學習困難及認知力不足的現象，

進而影響在校學業成績，而且也容易導致健康狀況不佳、身心理生長

遲滯等疾病發生。

在國外研究飲酒、吸菸及嚼檳榔等危害行為的文獻中指出，根據

報告顯示：近年來有危害行為習慣者其年齡層開始有逐漸下降的趨

勢，相對的此危害行為發生率有顯著增加的現象，則是因為學生年齡

層逐年下降之情形所導致，而且對於生活習慣、成長發展等行為會有

不好的影響（Adger, 1991; Colder et al., 2006; Hawkins, Catalano, &

Miller, 1992; O’Malley, Johnston, & Bachman, 1995; Wechsle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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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家庭收入）與成癮

物質使用行為

通常在探討影響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或健康危害行為的國內

外實徵性研究中，往往會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是影響學生健康行為的重

要因素之一（鄭佳玟等，2008；黃淑貞、姜逸群、賴香如、洪文綺、

陳曉玟、邱雅莉、袁寶珠，2003；劉美媛、呂昌明，2006）。而國內

外研究又將其家庭社經地位以雙親教育程度、雙親職業和家庭收入等

多項指標作為依據，並試圖探討兩者之間的關連性。以國內研究而

言，鄭佳玟等學者（2008）在調查大專生吸菸行為研究時即根據研究

結果顯示，父、母親吸菸與否會影響其子女之吸菸行為，其中大專生

母親行為的好壞與否對於子女的吸菸行為有著明顯的影響。黃淑貞等

（2003） 則認為，家長社經地位愈高者，學童的健康行為表現愈好，

相對的會有較少危害的行為發生。此外，若以健康行為做為預測因

子，所要瞭解的是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大學生在其健康行為的差異情

形為何？從實證研究中即可以發現，當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學

期成績愈佳時，愈容易產生正向健康行為；反之，當學生的學習成效

不佳、家庭社經地位愈低者，則會有較多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發生（黃

毓華、邱啟潤，1997；劉美媛等，2006）。

在國外研究方面，可以從 Cook 與 Bellis（2001）針對 472 位學生

所進行的冒險行為、健康知識與危險知覺的關係研究中發現，學生家

長的教育程度及職業工作若屬於中低階級、家停年收入為不豐厚者，

其子女會有較低的危險知覺，而在一年之內較有可能會從事較多非法

行為，如使用藥物、開快車、喝酒和吸菸等行為。再觀看有些以實證

資料試圖來檢證家庭社經地位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或健康危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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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透過調查分析所得到的結果是：家庭社經地位對於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力，因為學生在功課上的表現若屬於低

學業成就，甚至有逃學、翹課和中輟等現象發生，大致上他們均來自

於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其健康危害行為率多於家庭社經階層較高的學

生（Sayer, Gauthier, & Furstenberg, 2004; Schroth et al., 2000）。

（四）家庭結構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一般來說，根據國內外的文獻顯示，家庭結構的不完整會影響學

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而且會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作用（林柏君等，

2006；李景美等，2000；劉美媛、周碧瑟，2001；Chen, Shiao, & Gau,

2007; Feigelman, 2001; Kirby & Kaneda, 2002; Sauvola, Koskinen,

Jokelainen, Hakko, Jarvelin, & Rasanen, 2002），由此可知家庭結構的完

整性對於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劉美媛、周碧

瑟（2001）在探討臺灣在校學生家庭結構與健康行為關係之研究時發

現，家庭結構型態中若是愈完整的家庭愈有助於子女的課業表現，進

而有利於其健康行為；反之，若是處在單親或是不健全的家庭中，往

往對子女會有不良影響，因而產生較多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Chen

等（2007）以臺北和高雄地區六所 6-8 年級共 546 位學生為研究樣本，

分別探討健康責任、營養行為和運動行為是否會受到家庭結構完整性

的影響，其結果顯示：與父母親一起居住的學生會比單親父母居住的

學生，要有較佳的健康行為（健康責任、營養行為和運動行為）。同

時國外的研究結果也顯示，來自於家庭結構完整的學生，對於良好健

康行為的取得是有幫助的，而家庭結構不完整（如單親家庭、隔代家

庭等…）的學生，相較於家庭結構完整的學生，對健康方面的危害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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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Feigelman, 2001; Kirby et al., 2002; Sauvola, et al., 2002）。

（五）居住地區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根據王素真、洪耀、蔡吉政（2008）分析臺灣地區學校學生嚼食

檳榔行為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居住在中、南部地區的學生嚼食檳榔行

為的盛行率會比居住在其他地區略高；另一方面，在其研究中也發

現，以鄉鎮市區別而言，居住在都市化程度愈低的學生，嚼食檳榔的

行為也會比居住在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學生有著較高的盛行率（徐碧

惠，2002）。陳美汀（2002）在其研究中發現居住在山地的原住民嚼

食檳榔的比率是城市型的 6.85 倍的機率，而飲酒的比率是城市型的

2.33 倍的機率，換句話說，居住在山地的居民會比城市的居民有較多

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從成年人嚼食檳榔與戒食嚼檳榔的調查數據顯

示，居住在中部、南部和東部地區成年嚼食檳榔的發生率，高過於居

住在院轄市和北部地區的成年人（李蘭、潘怜燕、陳秀熙，2001）。

（六）學校類型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有關學校類型與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關係，亦獲得多位學

者研究結果之支持（Colemanet, Hoffer, & Kigore, 1982; Salganik &

Karweit, 1982; Valois, Thatcher, Drane, & Reininger, 1997）。例如國外學

者 Colemanet 等人（1982）研究發現，美國私立及教會學校的中學生，

會比公立學校之中學生有較優異的學業表現，而且有較少的吸菸、喝

酒、嚼食檳榔等危害身體健康行為之發生；另外，在控制了家庭社經

地位的差異後，私立及教會學校中學生的表現仍然比公立學校學生

好。同樣的，Salganik 與 Karweit（1992）在其研究中亦發現到，教



40

會學校的學生及家長較能夠認同及支持學校的教育目標、與辦學理

念，因此會有較少的反學校文化，其子女在課業成績上會有較好的表

現，而偏差行為或是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發生率則會相對的減少。

小結：

綜合以上在探討學生的社會人口學變項顯示，在大學生性別方

面，多數研究發現成癮物質的使用，男生顯著高於女生，但也有研究

發現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在年齡方面，年齡越大者顯著高於

年少者。家庭社經地位方面，家庭社經地位對於成癮物質確實有顯著

的影響力。家庭結構方面，不完整的家庭結構會影響學生的使用行為。

居住地區方面，居住在都市化程度愈低比居住在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學

生有著較高的盛行率。另外，個人因素的實徵研究，在自尊研究方面

發現，學生自尊愈高，愈會有良好的健康表現；擁有高自我效能及信

念的學生，較不容易發生成癮物質的使用；自我概念愈好、友伴關係

愈佳，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會愈低；人格特質越傾向友善性、外向性、

嚴謹自律性與經驗開外性的個體，其同儕關係越良好學生對成癮物質

使用有顯著相關。

第四節 家庭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關於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危害健康行為的諸多因素中，通常

會將焦點關注在家庭層面，其中家庭層面包括：家庭結構（家庭類型、

家庭大小等）、家庭互動、父母評價、管教態度、教養行為、教育期望

等多方面的因素（劉美媛等，2001；Hawkins et al., 1992; Thomas,

1992）。家庭因素所包含的層面又非常廣泛，對於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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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影響又不容小覷。一般研究中所探討的家庭因素大致上包括父母

教育期望、父母管教態度、健康信念、休閒活動與生活環境等因素，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與分析，一、教育期望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二、

管教態度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三、健康信念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四、休閒活動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等歸納後的家庭相關因素與學生成

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關連性研究。

一、教育期望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一般的父母親深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影響，因此父

母對於子女學業成就有著殷切的的教育期望，並且希望子女在家庭或

是在學校中都能有優質的學習環境及良好的生活行為。黃惠玲（1995）

將 Akers 的社會學習理論與 Hirschi 的社會連結理論，運用在臺北市高

中及高職二年級 803 位學生使用菸、酒及非法藥物狀況的研究中，研

究結果得知，曾經使用非法藥物，或是吸菸及飲酒的學生，大部份父

母親對於學生自己的教育並不會有很高期望。謝金青、侯世昌、趙靜

菀（2003）以臺北縣 15 所公立國民中學家長和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

家長教育期望及其影響因素之探究，由研究結論可以發現到：臺北縣

國民中學家長對孩子的「考試成績」與「品德行為」兩者同樣都非常

重視，多數家長希望孩子在學校的考試成績表現能夠位居班上前面三

分之一，甚至於對孩子未來學歷表現的期望，則以「大學以上」學歷

居多。另外，家長對學生教育期望受家長本身學歷因素的影響，同時

也會受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活動的多寡而影響；若高學歷的家長，以及

高度參與學校活動的家長，其子女往往較不易有偏差行為或現象發

生，而在學校中則可能會有較優異的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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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教態度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根據 Wills、Resko、Ainette 與 Mendoza（2004）研究指出，父母

的支持態度與青少年物質使用成反比，但同儕支持卻成正比。Wechsler

等學者（2002）對大學生健康飲酒行為的研究指出，與父母親同住生

活，能共同規範其子女成癮行為的發生。

Stanton、Li、Pack、Cottrell、Harris 與 Burns（2002）指出青少年

知覺到越多家人使用藥物，則越容易使用成癮物質。曾志全（2008）

以「管教方式」、「同儕關係」與「學校學習環境」為指標進行單親家

庭中父母管教方式、同儕關係及學校學習環境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係

研究，經由結果發現得知，單親家庭中的父母管教方式為忽視冷漠型、

或是寬鬆放任型者，其學生會比雙親家庭有較高的飲酒、吸菸等行為，

亦即學生較容易產生飲酒、吸菸等危害健康行為。梁淑華、陳淑卿、

蕭雅竹、陳敏麗和吳美玲（2004）針對 154 位個案探討出生序、父母

管教態度、青少年自我認同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關係，其研究結果

為：父母親的關懷管教態度、及自我認同與物質使用行為呈現負向相

關，並且有達統計上顯著差異，表示父母親關懷管教態度愈嚴謹、對

子女的自我認同愈高，其子女的物質使用行為，如嚼食檳榔、吸菸、

飲酒、藥物濫用等行為會有減少的現象。李志強（1999）在對臺南市

四所國小共 432 位學生為研究對於，分別以不同年級、性別、教師行

為、父母管教態度等進行學習壓力研究，由結果中得知：在父母管教

態度方面，父母採權威取向管教態度的兒童所感受到的壓力較大，反

而較容易有危害行為的現象發生。隨即李美華、蔡瓊月（1999）則針

對國小五、六年級 374 名學生，以非理性信念、父母教育職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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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父母管教態度等與偏差行為進行研究時發現：父母親開明威權的管

教態度較能有效預測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自我概念及偏差行為，亦

即父母親愈是開明威權的管教態度，對於子女而言，會有較佳的同儕

關係與自我概念，相對的會降低其偏差行為。余郁雯、劉梅貞、陳美

伶（2000）以國小學童進行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探討，針對國小六年

級學童在不同類型的父母管教態度下及依附關係研究時發現：當國小

六年級學童的父母管教態度傾向誘導型、或是嚴格型者，對於孩童的

偏差行為會有顯著的影響，較不容易有偏差行為的發生；相反的，當

父母管教態度為縱溺型者，其孩童較容易產生偏差行為。

在家庭因素中，父母的管教態度確實與子女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有高度的相關，由黃松元、余玉眉、江永盛、陳政友、賴香如（1991）

對臺灣地區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研究報告顯示，臺灣地區國中學生的

父母管教態度若是很嚴格者，則會影響子女的吸菸態度，亦即較不容

易有吸菸行為的發生。其次，姜逸群、黃雅文和連海生（2000）的研

究以臺北市幼稚園、國小、國中共 593 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父母教

養型態、家庭支持、教師教學行為、學生自尊與健康行為之調查，其

結果為：父親教養型態為開明權威會比父親教養型態為忽視冷漠者，

有較高的自尊，進而有益於健康行為的促進；另外，母親教養型態為

開明權威會比母親教養型態為專制權威者，有較高的自尊，進而增進

其健康行為的發生。再者，吳齊殷和高美英（2001）針對臺灣青少年

在相關信念、態度與行為的長期研究報告中顯示，藥物使用青少年的

父母在教養方面經常對待子女有漠視或不一致的現象發生，往往也因

為漠視的教養態度及親人曾經使用非法藥物，使得青少年有增加其接

觸毒品的可近性，進而有著高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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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信念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黃秀媚（2005）以曾吸菸與具吸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國中

生菸害健康信念與戒菸行為意向之關連性研究，透過研究結果顯示：

菸害健康信念對於國中生戒菸行為意向並無達到顯著水準。賴秀昀、

呂碧鴻、陳秀蓉（2004）針對北部某私立大學學生進行健康行為與健

康信念之問卷調查，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健康信念與健康行為有顯著

的正相關，亦即無論是男女大學生如果有較佳的健康信念，相對的會

有較好的健康行為。相同的，李景美等人（2002）研究亦顯示高職一

年級學生自己本身若有愈健康的使用成癮藥物認知、態度與行為，愈

會克制自己使用成癮物質，也較不容易發生吸菸、喝酒、嚼檳榔與使

用成癮藥物的危害行為。

四、休閒活動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學生可以藉由參與學校活動、與老師及同儕相處，而從活動參與

中得到不同的資源和社會支持，亦可以藉此摸索、認清自我、發展自

我、肯定自我，進而擴展人際關係。由於臺灣地區的學生，因為受到

升學壓力的影響，較少有活動機會的參與，然而透過活動的參與也正

是學生發洩情緒及紓解壓力的主要管道。國內學者王淑女（1995a）針

對 2,924 位學生進行青少年的休閒活動與偏差行為的研究，經由研究數

據顯示，青少年的休閒活動和偏差行為及不良心理有顯著關連，其中

擁有良好的休閒活動對於偏差行為並無顯著影響，但參與不良活動對

偏差行為有達到顯著影響，即愈多的不良活動參與，愈容易有偏差行

為的發生。許春金（1997）於閩南籍、客家籍、山地籍少年偏差行為



45

之類型、盛行率及成因之比較分析中指出，無論哪一族群或是不同性

別之少年，其休閒型態對於偏差行為有直接影響，表示休閒型態類型

愈佳，則有助於降低少年偏差行為之發生率。另一方面，國外學者

Agnew（1985）在研究青少年參與無人督導的社會活動，以及與同儕

一起從事的休閒活動等因素中，發現社會活動、及休閒活動的參與，

大致上與青少年的犯罪或是物質濫用行為有顯著相關，即社會活動和

休閒活動的參與性愈高，青少年的犯罪或是物質濫用行為會愈低。

小結：

綜合以上實徵研究發現，父母親對於子女在學校的學業成就有著

殷切教育期望，並且希望子女成長過程中，無論是在家庭或是學校中

都能有優質的學習環境及良好的生活行為。

在多數研究發現，家庭因素確實對學生行為有密切的關連，知覺

到越多家人使用藥物，則越容易使用成癮物質。曾經使用非法藥物，

或是吸菸及飲酒的學生，大部份父母親對於學生自己的教育並不會有

很高期望。父母管教態度若是很嚴格者，則會影響子女的吸菸態度；

另外，父母親開明威權的管教態度較能有效減少偏差行為。在教養方

面，經常對待子女有漠視或不一致的現象發生，會因為漠視的教養態

度及親人曾經使用非法藥物，使得學生增加其接觸毒品的可近性。

第五節 學校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根據相關研究報告指出，學生不當的飲酒、吸菸、嚼食檳榔、以

及藥物濫用及各種偏差行為的產生，不但會影響身心發展、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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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落、人際衝突和社交壓力等問題外，甚至於容易形成酗酒、社會暴

力或犯罪等各種危害健康行為之社會問題（例如飆車、群架等偏差行

為）（劉美媛等，2001；楊美賞等，1995；Hill et al., 2000; Wechsler et al.,

2002）。

綜觀過去的研究發現得知，學業成績與健康行為表現有高度的相

關，學業成績愈差者會比學成績愈差者有較多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或

危害健康行為（黃璉華、左如梅、尹祚芊、楊瑞珍、黃子庭，1996；

Bergen, Martin, Roeger, & Allison, 2005; LeMaster, Connell, Mitchell, &

Manson, 2002; Tucker, Ellickson, & Klein, 2003;）。因此本節將針對，一、

人際關係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二、依附關係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三、學業成績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四、學校氣氛與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等歸納後的學校相關因素與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關連性研究逐

一進行探討與分析。

一、人際關係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根據 Wechsler 等人（2002）研究指出，當大學生參與宿舍活動、

學校舞會、學生兄弟會或姐妹會、週末聯誼、校際運動比賽，以及社

團舉辦聯誼等活動時，適當的飲酒行為對於人際關係會有正面的影

響。國內學者林砡琝（2008）透過中部地區四縣市國小高年級學童，

研究人際關係、偏差行為與幸福感之關連性分析時發現，人際關係互

動越傾向友善性、外向性與經驗開外性的個體，越容易建立良好同儕

關係、師長關係與整體人際關係；另外，在研究中亦發現到，學生有

越佳的人際關係，其偏差行為的發生率會越低，越容易對生活感到幸

福與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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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附關係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有關依附關係（Attachment）對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影響，已

在實徵性研究中均獲得了支持。吳武典（1987）從學校生活適應的角

度進行探討，結果發現，偏差行為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無論是在勤

學、常規、同儕關係、師生關係等方面的表現大多不如一般學生。在

研究中也發現到，當學生與老師的的互動關係欠佳、同儕關係疏遠，

而且經常性的遲到、不喜歡上學，甚至覺得學校生活枯燥乏味，往往

學校對其學生的約束力將會予以減弱，進而使得學生會產生較多的吸

菸、飲酒、嚼檳榔、使用非法藥物等物質濫用行為（王淑女，1995b；

賴保禎，1988）。

至於國外的相關研究中，Finlayson 與 Loughran（1976）對學生違

規犯過的偏差行為研究中發現，在學校違規犯過比率高的學生，通常

有較低的情緒滿意，與老師的互動也較差，因而較容易有物質濫用行

為，或是偏差行為的現象發生。同樣的，在 Blumenkrantz 與 Tapp（1977）

的調查報告中亦指出，愈有教育疏離感的學生，往往愈不重視課業、

學習態度差、也並不熱衷學校活動，相對的，經常會有反抗、逞兇等

情事發生。Liska 與 Read（1985）在測量學校依附（School Attachment）

和與學生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時，同樣的也支持學校依附愈高的學

生，其偏差行為或是非法物質使用行為會有較低的現象；反之，學校

依附愈低的學生，則可能會有較高的偏差行為發生。

三、學業成績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藉由實徵性研究來探討學業成績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影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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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部份，Strote、Lee 與 Wechsler（2002）針對 14,000 多名的美

國大學生進行縱貫性研究，從結果發現，使用搖頭丸的大學生花在課

業上時間較少，但他們的學業成績並沒有明顯低於其他大學生。李蘭、

孫亦君和翁慧君（1998）研究報告則顯示，臺北市國中學生學業成就

的高低，對於學生的物質濫用行為（吸菸、飲酒、嚼檳榔、使用非法

藥物）並沒有達到顯著影響，表示學生學業成就的高低與否並不會影

響到學生使用非法物質行為，此與國外學者 Strote 等（2002）針對大學

生的研究結果相符。

國內研究發現，柯慧貞等（2005）研究發現使用成癮物質的大學

生在學業表現上明顯低於沒有物質使用的學生。胡益進（2009）針對

臺灣三所師範大學新生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健康概念、自覺健康狀態

以及健康生活狀況的調查研究結果得知，大學新生會因成績滿意程度

而越重視健康概念，亦即學生愈重視在校成績，其學生越容易有良好

運動、營養、自我照顧、安全與藥物使用等健康生活狀況的表現。同

樣的，鄭佳玟等人（2008）對於臺灣南部技專院校學生的學業成績與

吸菸行為的研究，也發現吸菸行為確實會影響到學業成績的表現。

四、學校氣氛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黃德祥、邱紹一、洪福源、林坤燦（2005）針對學生創造力特質

與其家庭氣氛、學校氣氛間的關係研究發現，良好學校氣氛及學習環

境能增進學生的創造力特質與表現。根據劉芝伶、賴香如（2009）在

對 456 位國中學生進行知覺學校氣氛與危害健康行為的研究時發現，

台北市國中學生知覺的學校氣氛若是愈正向，其國中學生的危害健康

行為狀況愈輕微，亦即知覺學校氣氛愈佳，危害健康行為愈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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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當控制背景因素時，學校氣氛中「學業傾向」、「紀律嚴苛」及

「安全問題」三項與整體危害健康行為有關。Wechsler 等人（2002）

認為要降低大學生的物質濫用行為，學校應主動提供衛生教育的預防

資訊，並針對長時間、成癮依賴及問題行為者給予治療，並公告及寄

發校規的處理結果；因此，學者建議學校有必要全面從法律、政策及

校規層面來加以制定成癮行為規範，俾能增進健康支持性環境與學校

氣氛。

五、教師管教方式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學校教師除了要兼具經師與人師，成為一位有效能的老師之外，

同時還必須發揮教育愛，與學生建立起良好的師生關係，瞭解學生問

題，適時的提供協助，並且善用輔導技巧對學生循循善誘。黃郁珉

（2009）針對臺中市公立國中生的人格特質、知覺教師管教方式與偏

差行為之關係進行研究，發現教師若採取強迫型管教方式，國中生會

顯現較高的學習困擾行為，以及學生會有越高的暴力衝突行為，進而

造成學生產生偏差行為。孫旻儀（2005）則以教師管教方式來探討學

生的學校生活適應與偏差行為，其研究發現：教師管教方式的類型不

同，學生在學校生活適應上會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亦即教師採用「寬

鬆放任」與「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會比「忽視冷漠」跟「專制權

威」的方式對待學生，學生更容易表現出較佳的自我適應行為，因此

在偏差行為的表現上，自然有逐漸下降的趨勢。石文宜（2005）針對

師生互動對學生偏差行為進行研究，由研究結果得知，當師生互動關

係愈疏離冷漠時，學生偏差行為的表現會愈多。另外，何美瑤（2001）

研究發現，教師若以接納、開闊的態度對待學生，尊重學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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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給予學生正面的肯定，避免權威式的領導風格，採取共同合作、互

助互利的協商策略，並瞭解學生的個別差異，以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在國外文獻部分，Gnagey（1978）把教師管教方式分為專制型、

玩弄型及虛偽型三種類型，結果發現專制型管教方式，經常對學生採

取處罰方式來管教，容易使學生有憂鬱、焦慮及恐懼等心理狀態發生，

因此容易產生挫折感，在無法滿足學生需求之情況下，進而造成學生

有破壞性及攻擊性行為的發生。

小結：

綜合上述探討學校因素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觀點，可以瞭解到

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會受到學校因素（人際關係、依附關係、學業成

績、學校氣氛、教師管教方式）等影響。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與行為，

無論是在勤學、常規、同儕關係、師生關係等方面的表現大多不如一

般學生；學者建議學校有必要全面從法律、政策及校規層面來加以制

定成癮行為規範，俾能增進健康有關的支持性環境與學校氣氛。教師

應多關心及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建立溝通管道，盡量避免讓學生自行

摸索與發展，將學生拉回正軌，另協助學校提供較佳環境與學習資源，

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自然會呈減少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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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分析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相關因素。本

章共分六節，茲就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研究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逐一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章節之研究動機、目的、與相關理論和文獻探討所得之

結果，並嘗試將之區分成探索性研究及驗證性研究兩種取向，本研究

分別將研究架構（圖 3-1-1）與理論模式（圖 3-1-2）呈現，再分別說明

各個研究變項之意義及測量方式。

一、探索性研究取向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包括社會人口學變項、自尊、人格特質、家長

教育期望、家長管教態度、人際關係、學校氣氛，以及成癮物質使用

行為共八項。根據研究目的茲以研究架構圖（圖 3-1-1）呈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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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研究架構圖

各研究變項測量之說明分別如下：

（一）自變項：包含社會人口學變項和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學校因

素四類。

1. 社會人口學變項、個人因素

（1）社會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家庭社經地位（父母

親教育程度、父母親職業、家庭收入）、家庭結構（雙親、

單親、無親）、籍貫、居住地區、就讀年級、就讀學院別、

就讀學校類型（公、私立）。

（2）個人因素：

a.自尊：包括學業自尊、身體自尊、家庭自尊、社會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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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

b.人格特質：包括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善

性、嚴謹自律性五項。

2. 家庭因素

（1）家長教育期望：包括學業及成就的期望、品德及人際的期

望兩項。

（2）家長管教態度：包括民主型、專制型、放任型三項。

3. 學校因素

（1）人際關係：包括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師生關係。

（2）學校氣氛：包括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學生參

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安全問題。

（二）依變項

本研究大學生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包括飲酒、吸菸、嚼檳榔行

為和成癮藥物等四項成癮物質使用：

1.吸菸行為：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多少（支）菸；2.飲

酒行為：過去一個月內，「每次喝酒的量」大約是幾份；3.嚼檳榔行

為：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多少（顆）檳榔；4.成癮藥物使用

行為：以大學生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過行為。

上述共四項指標為本研究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定義。

二、驗證性研究取向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提出理論模式圖（圖 3-1-2），此

模式中包含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及觀察變項（observe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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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潛在變項又分為潛在自變項（latent independent variable）與潛在依變

項（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兩類，其中潛在變項有自尊、人格特質、

家長教育期望、家長管教態度、人際關係、學校氣氛、以及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七項；而所包含的觀察變項分別為：1、自尊：學業自尊、身

體自尊、家庭自尊、社會自尊；2、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

外向性、友善性、嚴謹自律性；3、家長教育期望：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品德及人際的期望；4、家長管教態度：專制權威型、寬鬆放任型、開

明權威型、忽視冷漠型；5、人際關係：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師生關

係；6、學校氣氛：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學生

參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安全問題；7、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飲酒、吸菸、嚼檳榔和藥物使用行為。

路徑關係模式中主要包含兩個模式（圖 3-1-2），分別為測量模式以

及結構模式，此種模式亦稱之為混合模式（hybrid modeling）。以下，

針對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的部份，分別進行摘要的陳述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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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 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理論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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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量模式

在測量模式部份，採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方式先行檢驗潛在變項的部份，其中潛在自變項分別有：自尊

包含四項觀察變項，即學業自尊、身體自尊、家庭自尊、社會自尊；

人格特質包含五項觀察變項，即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

善性、嚴謹自律性；家長教育期望包含兩項觀察變項，即學業及成就

的期望、品德及人際的期望；家長管教態度包含四項觀察變項，即專

制權威型、寬鬆放任型、開明權威型、忽視冷漠型；人際關係包含三

項觀察變項，即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師生關係；學校氣氛包含五項

觀察變項，即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學生參與決定、支持

多元文化、紀律嚴苛、安全問題。在潛在依變項部分，成癮物質使用

行為包含四項觀察變項，即飲酒、吸菸、嚼檳榔行為和成癮藥物使用

等四項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二）結構模式

在結構模式的部份，採用路徑分析的方式界定潛在自變項與潛在

依變項間的路徑關係。本研究直接採用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統計分析方式，進行結構方程式之整體適

配考驗，藉以瞭解本研究中各潛在變項之間的可能路徑關係。

對此，邱皓政（2003）指出路徑分析是用來考驗三個以上變項因

果關係的多變量統計方法，從統計的觀點來看，路徑分析即為迴歸分

析的一種延伸，即由一系列的迴歸分析所組成。本研究針對潛在變項

之間的效果關係界定如下（圖 3-1-2）：（1）大學生的自尊對於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具有直接正向效果；（2）大學生的人格特質對於成癮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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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為具有直接正向效果；（3）大學生的家長教育期望對於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具有直接正向效果；（4）管教態度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

用行為具有直接且正向的效果；（5）大學生的人際關係對於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具有直接正向效果；（6）學校氣氛對於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具

有直接正向效果。

針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結構模式進行檢定，若有部份路

徑關係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則進一步進行模式修正。若其他指標呈現

不合理的數值時，則進一步將未達統計顯著的路徑關係予以刪除，藉

以使結構模式達成適配，此種修正得以讓結構模式更具簡效性。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文獻探討、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研究者提出下列

研究假設：

一、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1-1：性別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1-2：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職業、家庭收入、籍貫、

家庭結構）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1-3：居住地區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1-4：就讀年級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1-5：就讀之學院別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1-6：就讀之學校類型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二、個人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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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2-1：自尊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2-2：人格特質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三、家庭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3-1：家長教育期望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3-2：家長管教態度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四、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4-1：人際關係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4-2：學校氣氛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五、個人、家庭和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假設 5：個人因素（自尊、人格特質）、家庭因素（家長教育期望、家

長管教態度）、學校因素（人際關係、學校氣氛）對大學生成

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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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大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

期以前就讀大學校院的學生為主，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市）立大學、

私立大學、國立與私立科技大學等四大類之日間部（不含國立空中大

學、國防大學）大學生為母群體，共計有 30 所大學，而在研究對象選

取上，係採用兩階段隨機抽樣（two-stage random sampling）的方式進

行，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樣本學校的選取

本研究之母群體設定在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的日間部大

一至大四學生，進一步將學校類型分為國（市）立大學、私立大學、

國立科技大學、及私立科技大學等四類（臺北地區大學院校名稱一欄

見表 3-3-1）。

表 3-3-1 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大學院校名稱一覽表

地區 國（市）立大學 私立大學 國立科技大學 私立科技大學
臺北市 臺灣大學 東吳大學 臺北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政治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臺灣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 大同大學 德明科技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大學 實踐大學
陽明大學 銘傳大學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世新大學
臺北藝術大學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新北市 臺灣藝術大學 真理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華梵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淡江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合計 10 1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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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受限於人力、物力、時間，為比較四類學校，採二階段

隨機抽樣，抽樣的第一階段，以臺北市、新北市學校共計 30 所大學中

抽 10 所為樣本學校；從國（市）立大學、私立大學、國立科技大學及

私立科技大學四類中，各依所佔母群體的比率，選取國（市）立大學 3

所（10÷30＝0.33，0.3×10＝3.3，3.3 四捨五入得 3）、私立大學 4 所（11÷30

＝0.37，0.37×10＝3.7，3.7 四捨五入得 4）、國立科技大學 1 所（2÷30

＝0.07，0.07×10＝0.7，07 四捨五入得 1）、私立科技大學 2 所（7÷30

＝0.23，0.23×10＝2.3，2.3 四捨五入得 2），（各種學校類型被抽取大學

名單見表 3-3-2）。

表 3-3-2 第一階抽取大學名單

類型 國立大學 私立大學 國立科技大學 私立科技大學
學校別 臺灣大學 世新大學 臺北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臺北大學 實踐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臺北藝術大學 輔仁大學

淡江大學
合計 3 4 1 2

二、第二階段：樣本學生的選取

本研究參照中華民國教育統計之高等教育類別的十八類分法（中

華民國教育統計指標，2010），找出接受問卷調查之科系所屬類別，及

其所佔總人口比率之後，參考教育部網站所提供之歸屬分法，分成文、

法、商、理、工、農、醫等七個區分類別後，再綜分為「人文學院」（文、

法、商）及「自然學院」（理、工、農、醫）等兩大類別統計，並計算

出四類大學生在整體母群所佔的百分比。並且依據1976年Sudman的建

議，一般以人為對象的調查研究，如果是全國性研究，其平均樣本人

數約在1500人至2500人之間較為適宜；地區性研究，則平均樣本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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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500人至1,000人之間較為適合。因此，本研究在問卷的發放上擬選

1,000人以上，為預期能高回收問卷的前提考量，故採取增加寄發樣本

數增至1,350份之策略予以因應，期能蒐集到足夠的樣本數量。

各學校數、人數與正式問卷寄發數及選取比率（表3-3-3），國立大

學人文學院之學生人數，至少發出問卷162份、自然學院之學生人數發

出問卷135份；私立大學人文學院之學生人數發出問卷486份、自然學

院之學生人數發出問卷338份；國立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之學生人數發出

問卷3份、自然學院之學生人數發出問卷65份；私立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之學生人數發出問卷36份、自然學院之學生人數發出問卷75份，預計

共發出問卷1,350份。

表 3-3-3 樣本學校數、與正式問卷寄發總數摘要表

學校別 學校數 人數 學院別 學生數
選取學
生人數

選取學生
人數比率

國立大學 3 所 23,863 人文學院 13,015 162 12
自然學院 10,848 135 10

私立大學 4 所 66,145 人文學院 39,015 486 37
自然學院 27,130 338 26

國立科技大學 1 所 5,394 人文學院 212 3 .20
自然學院 5,182 65 5

私立科技大學 2 所 8,863 人文學院 2,850 36 3
自然學院 6,013 75 6

合計 10 所 104,265 104,265 1,300 100

本研究施測時間從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底間，採用

郵寄問卷方式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鑑於郵寄內容方式常會受限於問

卷回收率偏低的影響，使得無法獲取到足夠的樣本數量，為解決樣本

數量因問卷回收率偏低所造成的研究限制，故採取增加寄發樣本數至

1,350 份（表 3-3-4）之策略予以因應，期能蒐集到足夠的樣本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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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協請選取學校的通識教育中心、學務處、軍訓室及體育室

的教師擔任聯絡窗口，利用共同上課或集會時間發放問卷並依填寫內

容加以說明。

樣本選取到學校及學生個人皆有權利拒絕填寫，此次研究在私立

大學自然學院選取學生不願意回答人數比預估的人數稍多（表 3-3-4）；

故在不影響研究的結果，請任課教師轉由人文學院學生填寫。

表 3-3-4 寄發及回收樣本數一覽表

預估寄發樣本數 樣本回收數
選取學校

人文學院 自然學院 人文學院 自然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 60 145 60 145
國立臺北大學 80 20 80 20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50 5 50 5
世新大學 110 10 140 50
實踐大學 75 40 80 50
輔仁大學 70 55 80 70
淡江大學 155 35 180 5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5 90 15 90
東南科技大學 40 45 40 40
聖約翰科技大學 75 25 75 30
合計 800 550 80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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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節係針對問卷編製過程、問卷初稿、問卷計分方式、專家效度、

預試實施過程、預試資料分析以及正式問卷等七個部份，分別加以詳

述之。

一、問卷編製過程

本研究旨在瞭解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相關影響因素。本

研究所使用之調查問卷是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

所自行編制之「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現況調查問卷」。研究工具

的編制是在確定研究主題之後，經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搜集與歸納分

析，參考過去相關研究所編制之研究工具，並配合研究目的而擬定出

問卷的基本架構。

研究問卷初稿完成編制之後，隨即透過專家學者檢核意見的整合

與歸納，進行問卷試題內容的修正與調整，以編制完成研究之預試問

卷。

預試問卷藉由預試的實施，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

析等統計分析工作。預試分析完成之後，再根據研究架構進行問卷內

容的最後調整與修正，並協請指導老師教授檢視研究問卷的周延性與

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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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初稿

本研究之工具初稿乃研究者編製的「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

現況調查」問卷，總共分為以下五部份：「社會人口學變項」、「個

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以及「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一）社會人口學變項：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資料部份，共計包括性別、

年齡、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結構狀況、父母親

職業、籍貫、家庭居住地區、家庭每個月平均收入、學校類型、

就讀的學院及就讀的年級等十三項（14 題），其測量工具的編

製主要參考：黃昆輝（1978）、黃毅志（1998）、徐碧惠（2002）、

徐美汀（2002）、Colder 等(2006)的研究文獻。

（二）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的題目包括生自尊（27 題）與人格特質（60

題），其測量工具的編製主要參考：吳朝淵（2007）、林砡琝

（2008）、洪兆嘉（2009）、郭惠玲（2008）、林杏足（2003）、

Tafarodi 等(1995，2010) 的研究文獻。

（三）家庭因素：家庭因素包括家長教育期望（7 題）與管教態度（21

題），其測量工具的編製主要參考：曾志全（2008）、侯世昌

（2002）、何美瑤（2001）、Agnew(1985)、Tafarodi 等(2010) 的

研究文獻。

（四）學校因素：學校因素包含人際關係（21 題）與學校氣氛（45 題），

其測量工具的編製主要參考：辜易天（2007）、孫旻儀（2005）、

劉肖泓（2003）、Wechsler 等(2002)、Gnagey(1978) 的研究文獻。

（五）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其問卷內容包括大學生吸菸行為（15 題）、

飲酒行為（12 題）、嚼食檳榔行為（5 題）及成癮藥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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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8 題）等四項，測量工具的編製主要參考：行政院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2010）、洪兆嘉（2009）、陳惠美（2008）、楊

鈞圭（2003）、黃淑珠（2002）、Colder 等（2006）、Wechsler

等（2002）的研究文獻。

三、問卷計分方式

本研究各量表採用四點量尺，在問卷計分方面，主要依據大學生

的填答情形，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總是如此」到「從

不如此」、以及「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4 分至 1 分；

至於在「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則依據各項成癮物質使用頻率

（量）的實際高低情形計分。

受測大學生的填答總和分數越高者，代表其在各量表中整體反應

情形越趨於正向；反之，填答總和分數越低者，則表示其在各量表中

整體反應情形趨向於反向。

四、專家效度

在專家效度方面，在研究問卷初稿完成編制之後，先協請擅長成

癮物質領域的專家以及專長統計的教授五名（內容效度與專家處理名

單詳見附錄一），針對問卷初稿中的試題部分給予專業上的意見與建

議，以作為問卷試題內容適切性及修正的參考依據。本研究於民國九

十九年八月下旬將研究工具專家效度檢核表（附錄一）逕寄專家學者，

並於九月上旬完成回收。同時依據專家學者們的檢核意見，研究者旋

即採用量化的方式將專家學者們的審查意見給予以記錄與分析。根據

專家檢核意見的整體分析，茲將研究問卷中各量表的分析及修正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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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以摘要呈現（表 3-4-1）。

表 3-4-1 專家效度檢核分析結果摘要表

變項 檢核題數 刪除題數
修正後
保留數

新增題數 總題數

個人因素 87 18 69 第 9、10、11、12 題 73
家庭因素 28 4 24 第 6 題 25
學校因素 66 4 62 0 62
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

38 0 38 0 38

人口學變項 14 2 12 0 12
233 28 205 5 210

個人因素量表檢核題數 87 題，檢核後保留 69 題，刪除 18 題及增

加 4 題，題數計 73 題；家庭因素量表檢核題數 28 題，檢核後共計保

留 24 題，刪除 4 題及增加 1 題，題數計 25 題；學校因素量表檢核題

數 66 題，檢核後共計保留 62 題，刪除 4 題，題數計 62 題；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量表檢核題數 38 題，檢核後共計保留 38 題，仍維持題數計

38 題；大學生人口學變項檢核題數 14 題，檢核後共計保留 12 題，刪

除 2 題，題數計 12 題。進行問卷試題內容的修正與調整完成後，檢核

問卷全部題數共計 210 題，完成預試問卷（詳見附錄二）。

五、預試實施過程

完成專家內容效度後，進一步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所需的樣

本來進行預試，以了解預試問卷內各個量表的可行性。Tinsley 與 Tinsley

（1987）建議，進行因素分析時，每份問卷或量表的題數與預試樣本

數的比例大約為 1:5 至 1:10 之間，爰預試所需的樣本數依據 Tinsley 與

Tinsley（1987）的說法，故推估問卷預試人數為 1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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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預式問卷發出總數摘要表

學院別 年級 發出 回收數 有效問卷數
人文科學 四年級 15 13 13

三年級 15 14 14
二年級 15 15 15
一年級 15 15 15

自然科學 四年級 15 13 13
三年級 15 15 15
二年級 15 15 15
一年級 15 15 15
整體 120 115 113

本研究以中華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為預試對象（表 3-4-2），並於九

十九年十月一日將編製預試問卷發出 120 份，共剔除 7 份無效問卷（其

中包含 2 份填答不完整以及填答意見完全相同者），有效問卷共計 113

份，預試問卷回收率為 94.2％。

六、預試資料分析

預試問卷完成之後，茲將預試回收之 113 份有效問卷依據預試對

象實際填答情形逐一登錄，並利用 SPSS 18.0 for Windows 進行研

究工具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以下，針對預試的結果，

分成項目分析之結果、效度分析及信度分析等三個部分予以呈現說明。

（一）項目分析

以下針對研究工具中各量表之項目分析結果，分別以摘要表方式

呈現。

1.「自尊」之項目分析結果

自尊涵蓋四個獨立之分量表，分別為學業自尊量表（1 至 5

題）、身體自尊量表（6 至 11 題）、家庭自尊量表（12 至 1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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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自尊量表（19 至 26 題）。以下針對這四個分量表之項目分

析結果，分別將平均數、以及臨界比（CR 值）的分析結果加以

摘要呈現（表 3-4-3）。

表 3-4-3 自尊各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1 2.97 3.901* * * 保留 14 2.59 4.178* * * 保留
2 2.57 4.821* * * 保留 15 2.96 5.375* * * 保留
3 2.89 4.040* * * 保留 16 2.86 5.974* * * 保留
4 2.98 4.471* * * 保留 17 3.04 6.271* * * 保留
5 2.81 5.801* * * 保留 18 3.11 7.307* * * 保留
6 2.78 4.773* * * 保留 19 3.13 4.343* * * 保留
7 2.71 6.742* * * 保留 20 2.92 4.240* * * 保留
8 2.65 7.065* * * 保留 21 3.04 5.371* * * 保留
9 2.58 4.694* * * 保留 22 2.90 9.189* * * 保留
10 2.32 2.844* * 保留 23 2.68 5.151* * * 保留
11 2.57 3.964* * 保留 24 2.82 5.924* * * 保留
12 2.89 4.920* * * 保留 25 2.87 5.776* * * 保留
13 2.91 3.908* * * 保留 26 2.90 5.189* * * 保留

註：* *P＜.01 * * *P＜.001

學業自尊 5 個題目、身體自尊的 6 個題目、家庭自尊的 7 個

題目、以及社會自尊的 8 個題目，均予以保留（表 3-4-3）。

2.「人格特質」之項目分析結果

人格特質涵蓋五個獨立之分量表，分別為經驗開放性（1 至

8 題）、神經質性（9 至 15 題）、外向性（16 至 23 題）、友善性（24

至 34 題）、嚴謹自律性（35 至 47 題）。以下針對這五分量表之項

目分析結果，分別將平均數、以及臨界比（CR 值）的分析結果

加以摘要呈現（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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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人格特質各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1 2.02 -.445 刪除 25 2.98 1.369* * * 刪除
2 3.04 1.614 刪除 26 3.01 3.011* * 保留
3 2.78 7.070* * * 保留 27 3.06 5.047* * * 保留
4 2.90 5.725* * * 保留 28 3.13 5.476* * * 保留
5 2.96 7.192* * * 保留 29 2.98 1.035 刪除
6 2.23 -.356 刪除 30 2.62 1.102 刪除
7 2.42 4.234* * * 保留 31 2.93 5.075* * * 保留
8 2.73 6.136* * * 保留 32 2.99 6.107* * * 保留
9 2.28 1.115* * * 刪除 33 3.05 3.688* * * 保留
10 2.53 2.005* 保留 34 3.04 3.374* * * 保留
11 2.45 -.690 刪除 35 2.95 5.224* * * 保留
12 2.53 .654 刪除 36 2.38 -1.245 刪除
13 2.94 3.732* * * 保留 37 2.21 .176 刪除
14 2.77 2.863* * 保留 38 2.63 3.775* * * 保留
15 2.43 2.766* * 保留 39 2.37 1.161 刪除
16 2.49 3.649* * * 保留 40 2.71 4.265* * * 保留
17 2.79 3.573* * * 保留 41 2.44 .614 刪除
18 3.04 4.690* * * 保留 42 2.68 5.476* * * 保留
19 2.76 5.115* * * 保留 43 2.98 4.374* * * 保留
20 2.70 6.313* * * 保留 44 2.72 4.854* * * 保留
21 3.01 5.398* * * 保留 45 2.75 3.453* * * 保留
22 3.19 2.478* 保留 46 2.72 1.831 刪除
23 2.87 2.519* * 保留 47 2.69 .912 刪除
24 3.00 5.568* * * 保留

註：* P＜.05 * *P＜.01 * * * P＜.001

經驗開放性 8 個題目刪除 3 題、神經質性的 6 個題目刪除 2 題、

外向性的 8 個題目皆未刪除、友善性的 11 題刪除 3 題以及嚴謹自

律性的 13 題刪除 6 題，其餘均予以保留（表 3-4-4）。

3.「教育期望」之項目分析結果

教育期望涵蓋兩個獨立之分量表，分別為學業成就的期望（1

至 4 題）、品德及人際的期望（5 至 7 題）。以下，針對這兩個分量

表之項目分析結果，分別將平均數、以及臨界比（CR 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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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加以摘要呈現（表 3-4-5）。

表 3-4-5 教育期望各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1 2.51 2.51* * * 保留 5 2.98 5.958* * * 保留
2 2.88 2.88* * * 保留 6 2.79 5.997* * * 保留
3 2.70 2.70* * * 保留 7 2.56 7.789* * * 保留
4 2.62 2.62* * * 保留

註：* P＜.05 * *P＜.01 * * * P＜.001

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4 個題目、品德及人際的期望的 3 個題

目，均予以保留（表 3-4-5）。

4.「管教態度」之項目分析結果

管教態度涵蓋四個獨立之分量表，分別為民主型（1 至 6 題）、

專制型（7 至 9 題）、放任型（10 至 13 題）、不干涉型（14 至 18

題）。以下，針對這兩個分量表之項目分析結果，分別將平均數、

以及臨界比（CR 值）的分析結果加以摘要呈現（表 3-4-6）。

表 3-4-6 管教態度各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1 2.64 2.760* * 保留 10 2.43 6.629* * * 保留
2 2.64 3.496* * * 保留 11 2.55 4.718* * * 保留
3 2.63 3.655* * * 保留 12 2.48 7.600* * * 保留
4 2.69 4.669* * * 保留 13 2.65 6.573* * * 保留
5 2.78 4.302* * * 保留 14 2.55 6.896* * * 保留
6 2.41 4.424* * * 保留 15 2.50 5.579* * * 保留
7 2.39 3.450* * * 保留 16 2.73 5.982* * * 保留
8 2.62 2.835* * 保留 17 2.55 4.715* * * 保留
9 2.36 1.929 刪除 18 2.75 5.018* * * 保留

註： * *P＜.01 * *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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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型的 6 個題目、專制型的 3 個題目刪除 1 題、放任型的

4 個題目、以及不干涉型的 5 個題目，其餘均予以保留（表 3-4-6）。

5.「人際關係」之項目分析結果

人際關係涵蓋三個獨立之分量表，分別為家人關係（1 至 7

題）、同儕關係（8 至 14 題）、師生關係（15 至 21 題）。以下，

針對這三個分量表之項目分析結果，分別將平均數、以及臨界比

（CR 值）的分析結果加以摘要呈現（表 3-4-7）。

家人關係的 7 個題目、同儕關係的 7 個題目以及師生關係的

7 個題目，均予以保留（表 3-4-7）。

表 3-4-7 人際關係各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1 3.09 5.531* * * 保留 12 3.16 5.342* * * 保留
2 2.87 6.363* * * 保留 13 3.15 4.860* * * 保留
3 3.04 6.151* * * 保留 14 3.03 5.031* * * 保留
4 3.18 7.561* * * 保留 15 2.88 7.686* * * 保留
5 3.01 6.828* * * 保留 16 2.75 6.468* * * 保留
6 2.98 7.101* * * 保留 17 2.98 5.920* * * 保留
7 3.03 8.871* * * 保留 18 2.90 4.746* * * 保留
8 3.01 4.839* * * 保留 19 2.79 5.131* * * 保留
9 3.06 4.097* * * 保留 20 2.99 5.136* * * 保留
10 2.99 4.473* * * 保留 21 3.00 4.444* * * 保留
11 3.04 4.060* * * 保留

註： * *P＜.01 * * * P＜.001

6.「學校氣氛」之項目分析結果

學校氣氛涵蓋七個獨立之分量表，分別為教師支持與教學創

新（1 至 11 題）、學校設備（12 至 19 題）、學業傾向（20 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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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學生參與決定（26 至 30 題）、支持多元文化（31 至 34 題）、

紀律嚴苛（35 至 38 題）、安全設備（39 至 41 題）。以下，針對

這七個分量表之項目分析結果，分別將平均數、以及臨界比（CR

值）的分析結果加以摘要呈現（表 3-4-8）。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的 11 個題目、學校設備的 8 個題目、

學業傾向的 6 個題目、學生參與決定的 5 個題目、支持多元文化

的 4 個題目、紀律嚴苛的 4 個題目、安全設備的 3 個題目，均予

以保留（表 3-4-8）。

表 3-4-8 學校氣氛各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預試
題號

平均數
CR 值
（t 值）

備註

1 2.88 4.098* * * 保留 22 2.78 4.030* * * 保留
2 2.86 5.011* * * 保留 23 2.98 4.120* * * 保留
3 2.71 5.384* * * 保留 24 2.76 6.256* * * 保留
4 2.81 2.897* * 保留 25 2.92 3.778* * * 保留
5 2.88 3.174* * 保留 26 2.79 6.226* * * 保留
6 2.84 5.702* * * 保留 27 2.74 7.106* * * 保留
7 2.76 7.376* * * 保留 28 2.77 6.673* * * 保留
8 2.74 3.998* * * 保留 29 2.62 7.362* * * 保留
9 2.66 5.174* * * 保留 30 2.71 4.515* * * 保留
10 2.86 4.125* * * 保留 31 2.94 5.633* * * 保留
11 2.63 6.199* * * 保留 32 2.83 5.999* * * 保留
12 2.91 4.424* * * 保留 33 2.85 5.727* * * 保留
13 2.82 6.061* * * 保留 34 2.95 6.122* * * 保留
14 2.71 7.925* * * 保留 35 2.78 3.088* * 保留
15 2.89 7.662* * * 保留 36 2.34 3.317* * * 保留
16 2.72 7.703* * * 保留 37 2.44 2.137* 保留
17 2.76 6.818* * * 保留 38 2.28 2.072* 保留
18 2.88 5.392* * * 保留 39 1.71 2.416* 保留
19 2.75 6.297* * * 保留 40 1.88 3.263* * 保留
20 2.66 4.308* * * 保留 41 1.61 2.252* 保留
21 2.72 3.736* * * 保留

註：* P＜.05 * *P＜.01 * *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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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素分析

研 究 者 依 據 Kaiser(1974) 的 觀 點 ， 從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值的大小來檢

驗結果，若 KMO 值達.70 以上即表示量表「可以進行因素分析」，相關

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因此，本研究係採取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進行分析，以直接斜交法（direct oblimin）進行斜交轉軸。

此外，配合研究量表之設計，在因素萃取的方式上，則依據各量表的

理論結構進行因素各數的設定，並刪除因素負荷量過低的題目（本研

究因素負荷量以.40 做為刪題依據），再依序針對不同因素層面分別予

以命名。茲將各變項刪題後的因素分析結果摘要分別臚列如下。

1.「自尊」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將自尊量表的 24 題進行因素分析，其 KMO 值達.80，Bartlett 球

形檢定 χ2=1289.26（p＜.001）。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層面，並以直接

斜交法進行轉軸，其分析結果萃取出 4 個層面。

在自尊量表中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 4 個層面，分別命名為「社會

自尊」、「身體自尊」、「家庭自尊」以及「社會自尊」。在每一個層面

中，各題的因素負荷量均大於.40，這 4 個層面的累積解釋變異量是

57.2％（表 3-4-9）。

2.「人格特質」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將人格特質量表的 26 題進行因素分析，其 KMO 值達.75，Bartlett

球形檢定 χ2=1083.61（p＜.001）。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層面，並以直

接斜交法進行轉軸，其分析結果萃取出 5 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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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格特質量表中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 5 個層面，分別命名為「經

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善性」以及「嚴謹自律性」。

在每一個層面中，各題的因素負荷量均大於.40，這 5 個層面的累積

解釋變異量是 54. 9％（表 3-4-10）。

表 3-4-9 「自尊量表」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名稱

預試
題號

25 .798 5.368 22.366 57.217 社會自尊 1
19 .735 2
21 .732 3
22 .667 4
24 .630 5
23 .617 6
26 .612 7
20 .576 8
15 .828 4.361 18.170 家庭自尊 9
13 .817 10
16 .781 11
14 .699 12
12 .652 13
18 .507 14
17 .476 15
7 .895 3.275 13.645 身體自尊 16
6 .867 17
8 .812 18
9 .599 19
2 .834 4.148 17.283 學業自尊 20
3 .764 21
1 .711 22
4 .597 23
5 .579 24

3.「教育期望」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將教育期望量表的 7 題進行因素分析，其 KMO 值達.79，Bartlett

球形檢定χ2=269.89（p＜.001）。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層面，並以直接

斜交法進行轉軸，其分析結果萃取出 2 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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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期望量表中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 2 個層面，分別命名為「學

業及成就的期望」以及「品德及人際的期望」。在每一個層面中，各

題的因素負荷量均大於.40，這 2 個層面的累積解釋變異量是 65.3％

（表 3-4-11）。

表 3-4-10 「人格特質」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名稱

預試
題號

42 .740 4.836 18.600 54.879 嚴謹自律性 1
40 .725 2
43 .650 3
35 .607 4
44 .548 5
27 .508 6
38 .492 2.813 10.819 神經質性 7
33 .487 8
45 .404 9
15 .802 10
13 .733 2.277 8.757 友善性 11
14 .721 12
17 .704 13
10 .841 14
22 .827 15
23 .768 3.673 14.126 外向性 16
16 .783 17
17 .750 18
20 .717 19
31 .575 20
19 .515 3.986 15.330 經驗開放性 21
8 -.780 22
5 -.699 23
3 -.684 24
7 -.654 25
4 -.5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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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1 「教育期望」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名稱

預試
題號

4 .937 3.094 44.200 65.252 學業及成就
的期望

1

3 .839 2
1 .785 3
2 .554 4
6 .906 2.359 33.700 品德及人際

的期望
5

7 .786 6
5 .483 7

4.「管教態度」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將管教態度量表的 16 題進行因素分析，其 KMO 值達.80，Bartlett

球形檢定χ2=891.30（p＜.001）。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層面，並以直接

斜交法進行轉軸，其分析結果萃取出 3 個因素層面。

在管教態度量表中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 3 個層面，分別命名為「民

主型」、「專制型」、以及「放任型」。在每一個層面中，各題的因素負

荷量均大於.40，而這3個層面的累積解釋變異量是61.4％（表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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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2 「管教態度」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
名稱

預試
題號

14 .855 4.737 29.606 61.380 放任型 1
17 .832 2
15 .822 3
12 .776 4
16 .766 5
13 .734 6
11 .729 7
18 .549 8
4 .833 3.821 23.881 民主型 9
5 .829 10
3 .748 11
2 .746 12
6 .670 13
1 .577 14
8 .782 1.718 10.737 專制型 15
7 .699 16

5.「人際關係」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將人際關係量表的 21 題進行因素分析，其 KMO 值達.84，Bartlett

球形檢定 χ2=1361.08（p＜.001）。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層面，並以直

接斜交法進行轉軸，其分析結果萃取出 3 個層面。

在人際關係量表中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 3 個層面，分別命名為「家

人關係」、「師生關係」、以及「同儕關係」。在每一個層面中，各題的

因素負荷量均大於.40，這 3 個層面的累積解釋變異量是 60.0％（表

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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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3 「人際關係」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名稱

預試
題號

2 .918 6.643 31.633 59.956 家人關係 1
1 .852 2
5 .838 3
6 .802 4
7 .794 5
3 .776 6
4 .754 7
18 .789 4.765 22.690 師生關係 8
19 .747 9
20 .747 10
17 .728 11
15 .687 12
16 .656 13
21 .611 14
10 .868 5.373 25.585 同儕關係 15
11 .787 16
12 .651 17
8 .646 18
9 .625 19
13 .613 20
14 .406 21

6.「學校氣氛」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將教育期望量表的 37 題進行因素分析，其 KMO 值達.80，Bartlett

球形檢定 χ2=2738.80（p＜.001）。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層面，並以直

接斜交法進行轉軸，其分析結果萃取出 7 個因素層面。

在學校氣氛量表中保留特徵值大於 1 的 7 個層面，分別命名為「學

校設備」、「學生參與決定」、「紀律嚴苛」、「安全問題」、「教師支持與

教學創新」、「支持多元文化」以及「學業傾向」。在每一個層面中，

各題的因素負荷量均大於.40，這 7 個層面的累積解釋變異量是 66.0

％（表 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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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4 「學校氣氛」預試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預試
題號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名稱

預試
題號

13 .791 6.916 18.691 65.953 學校設備 1
17 .785 2
16 .744 3
14 .717 4
15 .665 5
18 .642 6
12 .616 7
19 .538 8
8 .775 4.658 12.589 學生參與決定 9
9 .761 10
7 .620 11
6 .545 12
11 .517 13
10 .409 14
37 .860 2.792 7.545 紀律嚴苛 15
36 .824 16
38 .781 17
41 .887 2.785 7.527 安全問題 18
39 .838 19
40 .817 20

1 .857 3.811 10.300
教師支持
與教學創新

21

2 .783 22
3 .593 23
4 .449 24
33 .937 6.326 17.097 支持多元文化 25
32 .830 26
34 .761 27
31 .666 28
24 .518 29
25 .505 30
20 -.708 5.405 14.608 學業傾向 31
30 -.702 32
22 -.655 33
28 -.614 34
21 -.574 35
27 -.539 36
29 -.46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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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試之信度分析

本研究工具係以 Cronbach α係數來考驗各量表因素間的內部一

致性（表 3-4-15），自尊量表當中的四個層面之Cronbach α值分別是：

「學業自尊」為.784、「身體自尊」為.886、「家庭自尊」為.846、「社

會自尊」為.866，全量表總 α值為.890。人格特質量表當中的五個層

面之Cronbach α值分別是：「經驗開放性」為.783、「神經質性」為.743、

「外向性」為.774、「友善性」為.769、「嚴謹自律性」為.823，全量

表總α值為.856。教育期望量表當中的兩個層面之Cronbach α值分別

是：「學業及成就的期望」為.813、及「品德及人際的期望」為.690，

全量表總α值為.825。管教態度量表當中的三個層面之Cronbach α值

分別是：「民主型」為.843、「專制型」為.522、「放任型」為.896，全

量表總α值為.856。人際關係量表當中的三個層面之 Cronbach α值分

別是：「家人關係」為.927、「同儕關係」為.851、「師生關係」為.862，

全量表總α值為.912。學校氣氛量表當中的七個層面之Cronbach α值

分別是：「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為.755、「學校設備」為.885、「學業

傾向」為.863、「學生參與決定」為.857、「支持多元文化」為.879、「紀

律嚴苛」為.855、「安全問題」為.849，全量表總α值為.917。最後根

據數顯示，本研究所編製的量表其內部一致性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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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5 預試之信度分析摘要表

Cronbach α值
量表 層面 預試題數

各層面 全量表
自尊 .890

學業自尊 1-5 .784
身體自尊 6-8 .886
家庭自尊 12-18 .846
社會自尊 19-26 .866

人格特質 .856
經驗開放性 3-5、7-8 .783
神經質 10、13-15 .743
外向性 16-17、19-20、31 .774
友善性 22、23、26 .769

嚴謹自律性 27、35、38、40、
42-45 .823

教育期望 .825
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1-4 .813
品德及人際的期望 5-7 .690

管教態度 .856
民主型 1-6 .843
專制型 7、8 .522
放任型 11-18 .896

人際關係 .912
家人關係 1-7 .927
同儕關係 8-14 .851
師生關係 15-21 .862

學校氣氛 .917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1-4 .755
學校設備 12-19 .885
學業傾向 20-22、28-30 .863
學生參與決定 6-11 .857
支持多元文化 24-25、31-34 .879
紀律嚴苛 36-38 .855
安全問題 39-41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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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正式問卷內容

本研究正式工具（詳見附錄三），係經由專家內容效度，預試的實

施，並進行項目分析、信度分析及因素分析結果後編製「大學生成癮

物質使用行為之現況調查問卷」；問卷總共分為：「社會人口學變項」、

「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以及「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五大部份，分述如下：

（一）社會人口學變項（12 題）：大學生個人背景資料部份，共計包

括性別、出生年月、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結構

狀況、父母親職業、籍貫、家庭居住地區、家庭每個月平均收

入、學校類型、就讀的學院及就讀的年級等。

（二）個人因素：包括大學生自尊（26 題）、全量表信度總α值為.905

與人格特質（26 題）、全量表總α值為.792。自尊量表當中的四

個層面 Cronbach’s α之依序是：「學業自尊」（5 題）為.819、「身

體自尊」（6 題）為.799、「家庭自尊」（7 題）為.881、「社會自

尊」（8 題）為.872。正式問卷施測時，人格特質量表當中的五

個層面之 Cronbach’s α值依序是：「經驗開放性」（5 題）為.705、

「神經質性」（4 題）為.728、「外向性」（6 題）為.492、「友善

性」（4 題）為.365、「嚴謹自律性」（7 題）為.827（表 3-4-16）。

（三）家庭因素：問卷包括家長教育期望（7 題）與管教態度（11 題），

教育期望量表當中的兩個層面之α值依序是：「學業及成就的期

望」（4 題）為.796、及「品德及人際的期望」（3 題）為.693，

全量表總α值為.781。管教態度量表三個層面之α值是：「民主

型」（6 題）為.882、「專制型」（2 題）為.411、「放任型」（3 題）

為.735，全量表總α值為.780（表 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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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因素：問卷包括人際關係量表（21 題）三個層面之α值依

序是：「家人關係」（7 題）為.927、「同儕關係」（7 題）為.881、

「師生關係」（7 題）為.799，全量表總α值為.905。學校氣氛量

表（37 題）七個層面之α值依序是：「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10

題）為.831、「學校設備」（8 題）為.856、「學業傾向」（5 題）5

為.749、「學生參與決定」（4 題）為.812、「支持多元文化」（4

題）為.702、「紀律嚴苛」（3 題）為.759、「安全問題」（4 題）

為.867，全量表總α值為.887（表 3-4-16）。

（五）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包括吸菸、飲酒、嚼食檳榔和藥物等使用

行為（4 題）：

1.吸菸行為：大學生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菸支數；

2.飲酒行為：大學生過去一個月內，「每次喝酒的量」大約份數；

3.嚼檳榔行為：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檳榔顆數；

4.成癮藥物使用行為：以大學生過去一年內曾經成癮藥物使用

過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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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6 正式問卷信度分析摘要表

Cronbach α值
量表 層面 題數

各層面 全量表
自尊 26 .905

學業自尊 5 .819
身體自尊 6 .799
家庭自尊 7 .881
社會自尊 8 .872

人格特質 26 .792
經驗開放性 5 .705
神經質 4 .728
外向性 6 .492
友善性 4 .365
嚴謹自律性 7 .827

教育期望 7 .781
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4 .796
品德及人際的期望 3 .693

管教態度 11 .780
民主型 6 .882
專制型 2 .411
放任型 3 .735

人際關係 21 .905
家人關係 7 .927
同儕關係 7 .881
師生關係 7 .799

學校氣氛 37 .887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10 .831
學校設備 8 .856
學業傾向 5 .749
學生參與決定 4 .812
支持多元文化 4 .702
紀律嚴苛 3 .759
安全問題 4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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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應用生態系統理論進行探討個人、家庭及學

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本研究程序採取的流程

（圖 3-5-1），分述於下：

一、擬訂研究主題：由初步的文獻探討與指導教授討論研究主題，並

依研究方向及動機，訂定本研究之主題，以及研擬研究動機與目

的。

二、蒐集相關文獻：研究者蒐集、整理與分析國內外與本研究有關的

個人、家庭、學校因素及大學生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文獻資料，

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瞭解其研究內容與結果發現。

三、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經由相關文獻的分析、整理與歸納來建立

研究架構、假設與量化資料的處理；並應用生態系統理論的模式

進行探討，並提出本研究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研究架構與

理論的線性結構模式。

四、問卷設計專家效度及預試與施測：根據研究方法設計及選擇修正

適當的量表來設計研究問卷。

五、問卷施測與回收：研究對象選取，以 10 所臺北地區之國（市）、

私立大學與科技大學一至四年級學生進行問卷發放；問卷回收

後，加以整理編碼並刪除無效的問卷。

六、資料分析驗證：將回收的問卷進行資料彙整，利用統計軟體進行

相關統計分析，以驗證本研究假設。同時進行研究工具的檢測，

主要是簡化變項，以確保問卷調查有較佳之信、效度。

七、撰寫研究報告：整理研究結果撰寫成研究報告進行討論，逐一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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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將資料分析結果加以討論，提出研究結

論，最後提出對於後續研究者之建議，以供實務運作之參考，並

完成論文撰寫。

擬訂研究主題

↓

蒐集相關文獻

↓

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

↓

問卷設計、專家效度、預試

↓

問卷發放與施測

↓

資料分析驗證

↓

撰寫研究報告

圖 3-5-1 研究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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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使用 SPSS 18.0 版、AMOS 17.0 版等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分析，並且參照研究架構圖，對本研究的因果模型進行分析，依

此檢證相關理論假設。各種資料分析方法，詳列如下：

一、採取百分比次數分配（frequency）和平均數（average），來分析大

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整體情形。

二、以因素分析進行變項概念的簡化，以及檢視各變項之間的關連性。

三、採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 regression analysis），探討社會人口學變

項的大學生對於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四、運用 SEM（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進行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

之檢定；及研究所假定的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因果模

式之適合度之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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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

行為之情形。依此，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各類變項分佈情形；

第二節為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預測；第三節為大學

生個人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之影響；第四節為大學生家庭因素對成癮

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第五節為大學生學校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之影響；第六節為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綜合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式；第七節綜合討論。

第一節 各類變項分佈情形

一、社會人口學之分佈

研究樣本之選取，原預計發出問卷 1,000 份，為解決樣本數量因問

卷回收率偏低所造成的研究限制，本研究以預期能高回收問卷的前提

考量，故採取增加寄發樣本數至 1,300 份之策略予以因應，期能蒐集到

足夠的樣本數量。正式問卷回收 1,143 份，回收率為 87.9％，刪除遺漏

或答題不完全後之有效樣本數共為 1,140 名，有效回收率為 87.6％，說

明如下：

（一）性別

受測大學生，男生佔 48.9％（558 名），女生佔 51.1％（582 名）。

（二）父親教育程度

受測大學生的父親在高中(職) 程度高達 30.2％（334 名），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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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學程度 25.3％（288 名），專科程度 17.0％（194 名），國（初）

中程度 14.0％（160 名），研究所以上 8.6％（98 名），國小或不識字

程度佔 3.3％（38 名）；另有研究對象父親過世者佔 1.6％（18 名）。

（三）母親教育程度

受測大學生的母親在高中(職) 程度高達 37.5％（428 名），其次

是大學程度 18.6％（212 名），國（初）中 15.9％（181 名），專科 15.0

％（194 名），國小或不識字程度佔 5.9％（67 名），研究所以上 4.5

％（51 名），另有研究對象母親過世者有 0.6％（7 名）。

（四）父親職業

受測大學生父親職業，技術性工人高達 29.1％（332 名），其次是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23.1％（263 名），專業人員、中級行政

人員 21.1％（241 名），半技術工、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14.3％（163

名），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5.9％（67 名），無法作答（或歿）

6.5％（74 名）。

（五）母親職業

受測大學生母親職業，多數為半技術工、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41.0

％（467名），其次是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19.6％（223名），半專

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18.0％（205名），技術性工人15.9％（181名），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2.9％（33名），無法作答（或歿）2.6

％（31名）。

（六）家庭結構

受測大學生的家庭結構，雙親家庭高達86.0％（980名），單親家

庭13.6％（155名），無親0.4％（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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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籍貫

受測大學生籍貫分佈，閩南人高達 72.3％（824 名），其次大陸各

省市佔 11.9％（136 名），以及客家人佔 11.5％（131 名），而原住民

和外僑各僅佔 2.3％（26 名）、2.0％（23 名）。

（八）家庭居住地

受測大學生的家庭居住地，多數分佈於北部地區 67.8％（773

名），其次是中部地區 15.6％（178 名），南部地區 12.5％（143 名），

東部地區 2.0％（23 名），臺灣離島（含金門、馬祖地區）0.7％（8

名），僑居地 1.3％（15 名）。

（九）家庭每個月平均收入

受測大學生的家庭每個月平均收入，以 3~6 萬元（不含 6 萬）最

多，佔 20.4％（232 名），其次是 6~10 萬元（不含 10 萬）佔 19.3％

（220 名），10~15 萬元（不含 15 萬）佔 11.8％（134 名），15 萬元以

上佔 7.1％（82 名），仍有 6.2％（71 名）不到 2~3 萬元（不含 3 萬）

的收入；另填答無或不知道的受測大學生高達 35.2％（401 名）。

（十）就讀學校類型

受測大學生就讀學校類型，分別為國立大學 28.8％（328 名），

私立大學 46.9％（535 名），國立科技大學 9.2％（105 名），私立科

技大學 15.1％（172 名）。

（十一）就讀學院別

受測大學生的就讀學院別，分別是人文與社會學院佔 62.3％

（710 名），科技與自然學院佔 37.7％（4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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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級

受測大學生的就讀年級，分別是一年級佔31.1％（357名），二

年級佔29.1％（332名），三年級佔19.9％（227名），四年級佔19.6％

（2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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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之分佈情形（N=1,140）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一）性別

男生 558 48.9
女生 582 51.1

（二）父親教育程度
國小或不識字 38 3.3
國（初）中 160 14.0
高中（職） 344 30.2
專科 194 17.0
大學 288 25.3
研究所以上 98 8.6
父親過世 18 1.6

（三）母親教育程度
國小或不識字 67 5.9
國（初）中 181 15.9
高中（職） 428 37.5
專科 194 15.0
大學 212 18.6
研究所以上 51 4.5
母親過世 7 0.6

（四）父親職業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67 5.9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241 21.1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263 23.1
技術性工人 332 29.1
半技術工、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163 14.3
無法作答（或歿） 74 6.5

（五）母親職業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33 2.9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223 19.6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205 18.0
技術性工人 181 15.9
半技術工、非技術性工人及無業 467 41.0
無法作答（或歿） 31 2.6

（六）家庭結構
雙親 980 86.0
單親 155 13.6
無親 5 0.4

（七）籍貫
閩南人 824 72.3
客家人 13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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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之分佈情形（N=1,140）（續）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大陸各省市 136 11.9
原住民 26 2.3
外僑 23 2.0

（八）家庭居住地
北部地區 773 67.8
中部地區 178 15.6
南部地區 143 12.5
東部地區 23 2.0
臺灣離島 8 0.7
僑居地 15 1.3

（九）家庭每個月平均收入
無（不知道） 401 35.2
不到 2~3 萬元（不含 3 萬） 71 6.2
3~6 萬元（不含 6 萬） 232 20.4
6~10 萬元（不含 10 萬） 220 19.3
10~15 萬元（不含 15 萬） 134 11.8
15 萬元以上 82 7.1

（十）就讀學校類型
國立大學 328 28.8
私立大學 535 46.9
國立科技大學 105 9.2
私立科技大學 172 15.1

（十一）就讀學院別
人文與社會 710 62.3
科技與自然 430 37.7

（十二）年級
一年級 357 31.1
二年級 332 29.1
三年級 227 19.9
四年級 22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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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在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情形

（一）吸菸行為

在吸菸方面，題項為「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多少（支）

菸？」此一問題中，受測大學生回答「從未吸菸」者的比率合計高達

83.4％；回答「過去一個月沒吸菸」者的比率達6.6％；回答「1或2

支」的受測大學生吸菸量比率達2.7％；回答「3到5支」者的比率達

2.0％；回答「6到9支」者的比率達1.7％；回答「10到20支」者的比

率達2.5％；回答「21支以上」者的比率達僅1.0％，顯示高達一成七

的受測大學生有吸菸行為，即大學生仍有高的吸菸比率（表4-1-2）。

（二）飲酒行為

飲酒行為方面，題項為「我過去一個月內，每次喝酒的量大約是

幾份?」問題中，受測大學生回答「0 份（我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喝酒）」

者的比率合計高達 38.8％；回答「1 份以下」者的比率達 21.8％；回

答「1 份」者的比率達 13.3％；回答「2 份」者的比率達 8.0％；回答

「3 份」者的比率達 4.7％；回答「4 份」者的比率達 2.6％；回答「5

份」者的比率達 3.5％；回答「6 份」者的比率達 7.1％，顯示過去一

個月內將近六成一（61％）的學生有高的喝酒行為，僅有三成九的學

生在過去一個月內並沒有喝酒行為的情形（表 4-1-2）。

（三）嚼食檳榔行為

嚼食檳榔方面，題目為「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多少（顆）

檳榔？」此一問題中，受測大學生回答「不曾嚼食檳榔」者的比率高

達 94.9％；回答「過去一個月沒嚼食檳榔」者的比率達 3.2％；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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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顆」者的比率為 1.3％；回答「6 顆以上」者的 l 比率僅有 0.5

％，表示在過去一個月內曾嚼食檳榔學生的比率低，亦即大學生有較

少的嚼食檳榔使用行為（表 4-1-2）。

（四）成癮藥物行為

成癮藥物方面，題目為「我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成癮藥物的情

形為何？（曾用一次也算）」此一問題中，受測大學生回答「從未使

用過」者的比率合計高達 98％；回答「曾經使用過」者的比率僅有

2.0％，顯示有將近九成八的學生在過去一年內從未有成癮藥物的使

用情形（表 4-1-2）。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瞭解到，受測大學生最常使用的成癮物質是

酒，其是菸，再其次是檳榔與成癮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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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受測大學生在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現況（N=1,140）

變項 次數分配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菸（支）量
從未吸菸 950 83.4 0.44 1.21
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75 6.6
1 或 2 支 31 2.7
3 到 5 支 23 2.0
6到9支 20 1.7
10-20支 29 2.5
21支以上 12 1.0

過去一個月內，大約每次喝酒的份量
0份（沒有喝酒） 440 38.8 1.76 2.14
1份以下 249 21.8
1份 152 13.3
2份 92 8.0
3份 54 4.7
4份 30 2.6
5份 41 3.6
6份以上 82 7.2

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顆）檳榔量
不曾嚼食 1,082 94.9 0.07 0.36
過去一個月沒嚼食檳榔 37 3.2
1-5顆 15 1.3
6顆以上 6 0.5

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成癮藥物的情形（曾用一次也算）
從未使用過 1,117 98.0 0.02 0.14
曾經用過 2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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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之分佈情形

本節探討受測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各種影響因素分佈情

形，依據生態系統理論中的微系統、中間系統及外部系統分別呈現「個

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學校因素」等不同層面分佈情形。量表採

用四點量尺，在問卷計分方面，主要依據受測大學生的實際填答情形，

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總是如此」到「從不如此」以及

「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4分至1分；結果分述如下：

（一）個人因素分佈情形

個人因素為生態系統內層微系統（micro-system），是本研究模式

驗證的潛在自變項之一，以受測大學生的自尊與人格特質為觀察變

項，各題分佈情形如下：

1.自尊分佈情形

本研究自尊量表分為學業自尊、身體自尊、家庭自尊及社會自

尊。整體自尊共計 26 題（表 4-1-3），單題平均值 2.83，標準差 0.36，

偏態係數-.248。學業自尊 5 題，平均值 2.89，標準差 0.45，偏態係

數-.364；身體自尊 6 題，平均值 2.55，標準差 0.54，偏態係數-.109；

家庭自尊 7 題，平均值 2.92，標準差 0.53，偏態係數-.291；社會自

尊 8 題，平均值 2.91，標準差 0.43，偏態係數-.300。

自尊的整體看法分析。首先，受測大學生在學業自尊方面，有

高達 72.4%填答符合「學校或系上的課業壓力，我可以應付得來（題

項 5）」；及 71.7%填答符合「信任我的學習能力（題項 1）」；和

71.5%填答符合「我的表現能夠達到學校的要求並應付得來（題項

3）」。其次，身體自尊方面，有高達 51.1%填答符合「我能夠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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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面有不錯的表現（題項 6）」；及 50.5%填答符合「我具備良好

的身體組成（包括身高、體重、體脂肪 BMI、體型意識等）（題項

9）」；值得注意，也有高達 49.7%填答不符合「我覺得自己的睡眠

充足）（題項 10）」。而在家庭自尊方面，有高達 71.2%填答符合

「家裡的事情，我能夠幫得上忙（題項 17）」；及 63.1%填答符合

「我覺得我是家中重要的一份子（題項 18）」；和 59.0%填答符合

「我能帶動家中愉快的氣氛（題項 16）」。最後，社會自尊方面，

有高達 76.3%填答符合「朋友很重視我所表達的意見（題項 26）」；

及 73.7%填答符合「我覺得大家喜歡和我在一起（題項 25）」；和

72.4%填答符合「我能夠與別人相處得不錯（題項 19）」。

綜合整體自尊而言，在學業自尊方面，學校或系上的課業壓力，

高達七成二受測大學生認為可以應付得來，且信任自己的學習能

力。其次，在身體自尊方面，高達五成二受測大學生認為在運動方

面能夠有不錯的表現，但也有五成受測大學生覺得自己的睡眠不是

很充足。在家庭自尊方面，高達七成一受測大學生認為家裡的事情，

能夠幫得上忙及六成三覺得是家中重要的一份子。最後，社會自尊

方面，有高達七成六受測大學生認為朋友很重視我所表達的意見及

七成四受測大學生覺得大家喜歡和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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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自尊量表之分佈情形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單
題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總量表 2.83 0.36 -.248
學業自尊 2.55 0.54 -.364
1. 我信任我的學習能力。 18

(1.6)
99

(8.7)
819

(71.7)
206

(18.0)
2. 我覺得自己功課方面的能力很好

並充滿信心。
36

(3.2)
389

(34.1)
626

(54.8)
91

(8.0)
3. 我的表現能夠達到學校的要求並

應付得來。
17

(1.5)
209

(18.3)
816

(71.5)
100
(8.8)

4. 能力勝任學校工作（包括服務學
習、社團學習等）。

11
(1.0)

183
(16.0)

812
(71.1)

136
(11.9)

5. 學校或系上的課業壓力，我可以應
付得來。

20
(1.8)

178
(15.6)

827
(72.4)

117
(10.2)

身體自尊 2.55 0.54 -.109
6. 我能夠在運動方面有不錯的表現。 84

(7.4)
300

(26.3)
584

(51.1)
174

(15.2)
7. 我對自己的運動能力有信心。 88

(7.7)
324

(28.4)
564

(49.4)
166

(14.5)
8. 我覺得自己的體力充沛。 80

(7.0)
444

(38.9)
512

(44.8)
106
(9.3)

9. 我具備良好的身體組成（包括身
高、體重、體脂肪 BMI、體型意
識等）。

78
(6.8)

384
(33.6)

577
(50.5)

103
(9.0)

10.我覺得自己的睡眠充足。 199
(17.4)

568
(49.7)

307
(26.9)

68
(6.0)

11.我覺得自己的飲食很健康。 81
(7.1)

525
(46.0)

467
(40.9)

69
(6.0)

家庭自尊 2.92 0.53 -.291
12.我能主動關心家人的想法與情緒。 34

(3.0)
293

(25.7)
649

(56.8)
166

(14.5)
13.我能和家人商量自己想做的事。 46

(4.0)
237

(20.8)
655

(57.4)
204

(17.9)
14.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能夠告訴我的

家人。
79

(6.9)
437

(38.3)
484

(42.4)
142

(12.4)
15.我能夠和家人們一起談天說地閒

話家常。
36

(3.2)
196

(17.2)
642

(56.2)
268

(23.5)
16.我能帶動家中愉快的氣氛。 34

(3.0)
257

(22.5)
647

(59.0)
177

(15.5)
17.家裡的事情，我能夠幫得上忙。 5

(.4)
121

(10.6)
813

(71.2)
203

(17.8)
18.我覺得我是家中重要的一份子。 12

(1.1)
89

(7.8)
721

(63.1)
32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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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自尊量表之分佈情形（續）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社會自尊 2.91 0.43 -.300
19.我能夠與別人相處得不錯。 8

(.7)
76

(6.7)
827

(72.4)
231

(20.2)
20.我能夠和剛認識的人開口交談。 36

(3.2)
246

(21.5)
685

(60.0)
175

(15.3)
21.我能夠和想要交往的朋友保持聯

繫和互動。
10
(.9)

119
(10.4)

768
(67.3)

245
(21.5)

22.在我的朋友圈中，我是重要的成
員。

18
(1.6)

221
(19.4)

783
(68.6)

120
(10.5)

23.我覺得我在班上是被看重的。 51
(4.5)

436
(38.2)

592
(51.8)

63
(5.5)

24.我覺得自己在團體中是有貢獻的。 24
(2.1)

175
(15.3)

839
(73.5)

104
(9.1)

25.我覺得大家喜歡和我在一起。 15
(1.3)

185
(16.2)

842
(73.7)

100
(8.8)

26.朋友很重視我所表達的意見。 16
(1.4)

167
(14.6)

871
(76.3)

88
(7.7)

註：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非常不符合 1 分、不符合 2 分、符合 3 分、非常符合 4 分。

2.人格特質分佈情形

本研究人格特質量表，分為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

友善性、嚴謹自律性等特質。整體人格特質共計 26 題（表 4-1-4），

單題平均值 2.85，標準差 0.28，偏態係數.322；經驗開放性 5 題，

平均值 2.89，標準差 0.47 偏態係數.132；神經質性 4 題，平均值 2.74，

標準差 0.54，偏態係數.022；外向性 6 題，平均值 2.43，標準差 0.37，

偏態係數.391；友善性 4 題，平均值 2.74，標準差 0.34，偏態係數.002；

嚴謹自律性 7 題，平均值 3.37，標準差 0.52，偏態係數.139。

人格特質的整體看法分析。首先，受測大學生在經驗開放性方

面，有高達 69.4%填答通常如此「我喜歡瞭解自己不懂的事情（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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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1）」；及 58.8 填答通常如此「我喜歡嘗試新事物（題項 3）」；

和 55.7%填答通常如此「我覺得自己是具有想像力的人（題項 2）」。

其次，神經質性方面，有高達 59.5%填答通常如此「我擔心自己會

把事情做不好（題項 1）」；及 53.0 填答通常如此「我容易擔心還

沒有發生的事情（題項 8）」。而外向性方面，有高達 57.5%填答通

常如此「我常常覺得自己很有活力（題項 11）」；及 54.1 填答通常

如此「我覺得自己是個活潑的人（題項 13）」；另有高達 53.2%填

答很少如此「我覺得和別人一起玩是件無聊的事（題項 14）」和「我

害怕在別人面前說話（題項 15）」。在友善性方面，有高達 77.0%

填答通常如此「我能夠和別人愉快地相處（題項 19）」；及 71.1

填答通常如此「我喜歡去關心我的同學（題項 18）」；和 67.7 填答

通常如此「我喜歡跟同學一起合作來完成事情（題項 17）」。最後，

嚴謹自律性方面，有高達 69.1%填答通常如此「在做決定時，我會

好好的思考（題項 20）」；及 67.6 填答通常如此「我會盡力完成分

配給我的事情（題項 24）」；和 64.4 填答通常如此「我是個作事講

求方法的人（題項 21）」。

綜合整體人格特質而言，在經驗開放性方面，高達七成受測大

學生喜歡瞭解自己不懂的事情。其次，神經質性方面，六成受測大

學生擔心自己會把事情做不好。而外向性方面，五成八受測大學生

常常覺得自己很有活力，另有高達五成三受測大學生不覺得和別人

一起玩是件無聊的事，及害怕在別人面前說話。友善性方面，有七

成七受測大學生能夠和別人愉快地相處。最後，嚴謹自律性方面，

六成九大學生在做決定時，認為自己會好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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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人格特質量表之分佈情形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從不
如此

N
(%)

2
很少
如此

N
(%)

3
通常
如此

N
(%)

4
總是
如此

N
(%)

單
題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總量表 2.85 0.28 .322
經驗開放性 2.89 0.47 .132
1. 我喜歡瞭解自己不懂的事情。 7

(.6)
155

(13.6)
793

(69.4)
187

(16.4)
2. 我覺得自己是具有想像力的人。 14

(1.2)
215

(18.8)
636

(55.7)
277

(24.3)
3. 我喜歡嘗試新事物。 7

(.6)
188

(16.5)
672

(58.8)
275

(24.1)
4. 我會改變房間的佈置以追求新鮮

感。
64

(5.6)
530

(46.4)
411

(36.0)
137

(12.0)
5. 我會嘗試走不同的路線到想去的

地方。
31

(2.7)
369

(32.3)
551

(48.2)
191

(16.7)
神經質性 2.74 0.54 -.022
6. 事情失敗了，我只會責怪自己。 29

(2.5)
497

(43.5)
538

(47.1)
78

(6.8)
7. 我擔心自己會把事情做不好。 13

(1.1)
205

(18.0)
680

(59.5)
244

(21.4)
8. 我容易擔心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30

(2.6)
263

(23.0)
605

(53.0)
244

(21.4)
9. 我容易為了小事情而緊張並會睡

不著覺。
126

(11.0)
503

(44.0)
390

(34.2)
123

(10.8)
外向性 2.43 0.37 .391
10.與別人相處時，大部分都是我在說

話。
42

(3.7)
576

(50.4)
464

(40.6)
60

(5.3)
11.我常常覺得自己很有活力。 31

(2.7)
331

(29.0)
657

(57.5)
123

(10.8)
12.我喜歡主動去認識新朋友。 39

(3.4)
460

(40.3)
530

(46.4)
1130
(9.9)

13.我覺得自己是個活潑的人。 47
(4.1)

335
(29.3)

618
(54.1)

142
(12.4)

14.我覺得和別人一起玩是件無聊的
事。

393
(34.4)

607
(53.2)

122
(10.7)

20
(1.8)

15.我害怕在別人面前說話。 186
(16.3)

607
(53.2)

299
(26.2)

50
(4.4)

友善性 2.74 0.34 .002
16.我無法體會別人的立場。 286

(25.0)
697

(61.0)
138

(12.1)
21

(1.8)
17.我喜歡跟同學一起合作來完成事

情。
11

(1.0)
194

(17.0)
773

(67.7)
163

(14.3)

註：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從不如此 1 分、很少如此 2 分、通常如此 3 分、總是如此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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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人格特質量表之分佈情形（續）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從不
如此

N
(%)

2
很少
如此

N
(%)

3
通常
如此

N
(%)

4
總是
如此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18.我喜歡去關心我的同學。 2
(.2)

154
(13.5)

812
(71.1)

173
(15.1)

19.我能夠和別人愉快地相處。 5
(.4)

66
(5.8)

879
(77.0)

191
(16.7)

嚴謹自律性 3.37 0.52 .139
20.在做決定時，我會好好的思考。 4

(.4)
107
(9.4)

789
(69.1)

241
(21.1)

21.我能夠持之以恆地把事情完成。 22
(1.9)

341
(29.9)

667
(58.4)

111
(9.7)

22.我會有計畫去完成事情。 22
(1.9)

321
(28.1)

658
(57.6)

140
(12.3)

23.我會盡力完成分配給我的事情。 12
(1.1)

82
(7.2)

772
(67.6)

275
(24.1)

24.用過的東西我會排放整齊。 51
(4.5)

414
(36.3)

532
(46.6)

144
(12.6)

25.我會自動自發去完成事情。 20
(1.8)

350
(30.6)

659
(57.7)

112
(9.8)

註：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從不如此 1 分、很少如此 2 分、通常如此 3 分、總是如此 4 分。

（二）家庭因素分佈情形

家庭因素為生態系統層面的中間系統（meso-system），是本研究

模式驗證的潛在自變項之一，以受測大學生的教育期望與管教態度為

觀察變項，各題分佈情形如下：

1.教育期望

本研究教育期望量表，分為學業及成就的期望、品德及人際關

係的期望。整體教育期望共計 7 題（表 4-1-5），單題平均值 2.90，

標準差 0.47，偏態係數-.133；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4 題，平均值 2.87，

標準差 0.59，偏態係數-.273；品德及人際關係的期望 3 題，平均值

2.94，標準差 0.53，偏態係數-.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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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期望的整體看法分析。首先，受測大學生在學業及成就的

期望方面，有高達 56.4%填答同意「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要具備大

學學歷（題項 2）」，及 52.7%填答同意「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是

社會的中層管理人員（題項 3）」。其次，品德及人際關係的期望

方面，有高達 63.2%填答同意「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人際關係是

否良好（題項 6）」，及 56.3%填答同意「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

品德和行為是否良好（題項 5）」；另有 43.3%填答不同意「父母

希望我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是班上最好的幾個之一（題項 5）」。

綜合整體教育期望而言，在學業及成就的期望方面，高達五成

六受測大學生父母希望自己將來至少要具備大學學歷。其次，品德

及人際關係的期望方面，六成三受測大學生的父母十分在意自己在

學校人際關係是否良好；另有四成三受測大學生不認同父母希望自

己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是班上最好的幾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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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教育期望量表之分佈情形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同
意
N

(%)

2
不
同
意
N

(%)

3
同
意
N

(%)

4
非
常
同
意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總量表 2.90 0.47 -.133
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2.87 0.59 -.273
1.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考試成績表

現是班上的前幾名。
75

(6.6)
437

(38.3)
488

(42.7)
140

(12.3)
2. 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要具備大學

學歷。
25

(2.2)
75

(6.6)
644

(56.4)
396

(34.7)
3. 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是社會的中

層管理人員。
38

(3.3)
313

(27.4)
602

(52.7)
187

(16.4)
4. 父母希望我將來能成為社會的高

階主管或領導者。
53

(4.6)
348

(30.5)
527

(46.1)
212

(18.6)
品德及人際關係的期望 2.94 0.53 -.259
5. 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品德和行

為是否良好。
10
(.9)

72
(6.3)

643
(56.3)

415
(36.3)

6. 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人際關係
是否良好。

25
(2.2)

169
(14.8)

722
(63.2)

224
(19.6)

7.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是
班上最好的幾個之一。

68
(6.0)

494
(43.3)

485
(42.5)

93
(8.1)

註：各題項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非常不同意 1 分、不同意 2 分、同意 3 分、非常同意 4
分。

2.管教態度

本研究管教態度量表，分為民主型、專制型及放任型。整體

管教態度共計 11 題（表 4-1-6），單題平均值 2.70，標準差 0.58，

偏態係數-.209；民主型 6 題，平均值 2.81，標準差 0.54，偏態係

數-.587；專制型 2 題，平均值 2.60，標準差 0.58，偏態係數-.036；

與放任型 3 題，平均值 2.56，標準差 0.66，偏態係數-.072。

管教態度的整體看法分析。首先，受測大學生在民主型方面，

有高達 72.0%填答符合「父母親願意聽我的意見和我討論之後，在

行為上給予教導（題項 4）」，及 67.1%填答符合「當爸媽決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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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整體家庭事件時，他們會願意與我討論（題項 5）」，和 63.0%

填答符合「如果我覺得爸媽對我的期望不合理時，我可以隨時與

他們討論商量（題項 2）」。其次，專制型方面，有高達 48.9%填

答符合「當我不聽話時，父母親會有較嚴格的態度，並且會處罰

我（題項 8）」，及 45.1%填答符合「父母親覺得愈要求我，我就

愈會有適當的行為表現（題項 7）」。最後，在放任型方面，高達

48.9%填答符合「爸媽讓我覺得很自由，想做什麼就放任我去做（題

項 11）」，及 42.2%填答不符合「父母親很少對我的行為、態度

或作業做要求（題項 9）」。

綜合整體管教態度而言，在民主型方面，高達七成二受測大

學生父母親願意聽自己的意見和自己討論之後，在行為上給予教

導。其次，專制型方面，有高達四成九受測大學生認為當自己不

聽話時，父母親會有較嚴格的態度，並且會處罰。在放任型方面，

高達四成九受測大學生的雙親讓自己覺得很自由，想做什麼就放

任去做，但也有四成二受測大學生不覺得父母親很少對自己的行

為、態度或作業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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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管教態度量表之分佈情形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總量表 2.70 0.58 -.209
民主型 2.81 0.35 -.587
1. 訂定家庭規則時，爸媽會與我討

論。
88

(737)
330

(28.9)
612

(53.6)
110
(9.6)

2. 如果我覺得爸媽對我的期望不合
理時，我可以隨時與他們討論商
量。

39
(3.4)

212
(18.6)

720
(63.0)

169
(14.8)

3. 父母親先聽我的意見，經由討論之
後，才告訴我方向，給我引導。

49
(4.3)

260
(22.8)

692
(60.6)

139
(12.2)

4. 父母親願意聽我的意見和我討論
之後，在行為上給予教導。

27
(2.4)

145
(12.7)

822
(72.0)

144
(12.6)

5. 當爸媽決定有關整體家庭事件
時，他們會願意與我討論。

30
(2.6)

177
(15.5)

766
(67.1)

165
(14.4)

6. 如果父母親做錯了，他們會認錯。 78
(6.8)

378
(33.1)

592
(51.8)

90
(7.9)

專制型 2.60 0.58 -.036
7. 父母親覺得愈要求我，我就愈會有

適當的行為表現。
68

(6.0)
470

(41.2)
515

(45.1)
85

(7.4)
8. 當我不聽話時，父母親會有較嚴格

的態度，並且會處罰我。
62

(5.4)
394

(34.5)
559

(48.9)
123

(10.8)
放任型 2.56 0.66 -.072
9. 父母親很少對我的行為、態度或作

業做要求。
127

(11.1)
482

(42.2)
412

(36.1)
117

(10.2)
10.爸媽很少規定我的日常生活作息

（如：睡覺、看電視時間）。
125

(10.9)
446

(39.1)
472

(41.3)
95

(8.3)
11.爸媽讓我覺得很自由，想做什麼就

放任我去做。
79

(6.9)
307

(26.9)
559

(48.9)
193

(16.9)

註：題項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非常不符合 1 分、不符合 2 分、符合 3 分、非常符合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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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因素分佈情形

學校因素為生態系統內的外部系統（exo-system），是本研究模式

驗證的潛在自變項之一，是以受測大學生的人際關係與學校氣氛為觀

察變項，各題分佈情形如下：

1.人際關係

本研究人際關係量表，分為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及師生關係。

整體人際關係共計 21 題（表 4-1-7），單題平均值 3.05，標準 0.35，

偏態係數.228；家人關係 7 題，平均值 3.18，標準差 0.53，偏態係

數-.170；與同儕關係 7 題，平均值 3.12，標準差 0.42，偏態係數.204；

和師生關係 7 題，平均值 2.84，標準差 0.4，偏態係數-.070。

人際關係的整體看法分析。首先，受測大學生在家人關係方面，

有高達 62.5%填答符合「我覺得家人很關心我（題項 1）」， 而 61.1%

填答符合「與家人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覺（題項 6）」，及 60.2%

填答符合「和家人在一起時，我覺得很快樂（題項 7）」，僅少數

受測大學生 51.5%填答符合「我覺得家人很瞭解我的個性（題項

7）」。其次，同儕關係方面，有高達 72.1%填答符合「我跟同學相

處得很開心（題項 9）」，及 69.7%填答符合「我難過的時候，同學

會安慰我（題項 10）」，有相同 69.3%填答符合「同學難過的時候，

我會去安慰他（題項 13）」。最後，師生關係方面，有高達 75.7

填答符合「我會盡力完成老師交待的事情（題項 20）」，及 71.3

填答符合「我覺得老師是可以信任的（題項 20）」，僅少數受測大

學生 55.3%填答符合「我覺得老師很關心我（題項 15）」。

綜合整體人際關係而言，在家人關係方面，六成三受測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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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家人很關心自己，僅有五成一受測大學生覺得家人很瞭解自己

的個性。其次，同儕關係方面，高達七成二受測大學生認為跟同學

相處得很開心。最後，師生關係方面，有七成六受測大學生會盡力

完成老師交待的事情，但少數五成五受測大學生覺得老師很關心自

己。

2.學校氣氛

本研究學校氣氛量表，分為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

學業傾向、學生參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及安全問題等。

整體學校氣氛共計 37 題（表 4-1-8），單題平均值 2.37，標準差 0.26，

偏態係數.247；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10 題，平均值 2.75，標準差 0.4，

偏態係數.144；學校設備 8 題，平均值 2.88，標準差 0.48，偏態係

數-.335；學業傾向 5 題，平均值 1.58，標準差 0.25，偏態係數-.273；

學生參與決定 4 題，平均值 2.77，標準差 0.5，偏態係數-.456；支持

多元文化 4 題，平均值 2.85，標準差 0.44，偏態係數-.384；紀律嚴

苛 3 題，平均值 2.16，標準差 0.57，偏態係數.507；安全問題 3 題，

平均值 1.63，標準差 0.67，偏態係數.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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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人際關係量表之分佈情形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總量表 3.05 0.35 .228
家人關係 3.18 0.53 -.170
1. 我覺得家人很關心我。 12

(1.1)
64

(5.6)
714

(62.5)
347

(30.4)
2. 我喜歡跟家人聊天。 19

(1.7)
161

(14.4)
663

(58.1)
294

(25.7)
3. 我覺得家人是可以信任的。 7

(.6)
72

(6.3)
659

(57.7)
399

(34.9)
4. 我有困難的時候家人會幫助我。 8

(.7)
42

(3.7)
668

(58.5)
419

(36.7)
5. 我覺得家人很瞭解我的個性。 32

(2.8)
211

(18.5)
588

(51.5)
306

(26.8)
6. 與家人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

覺。
13

(1.1)
108
(9.5)

698
(61.1)

318
(27.8)

7. 和家人在一起時，我覺得很快樂。 14
(1.2)

101
(8.8)

688
(60.2)

334
(29.2)

同儕關係 3.12 0.42 .204
8. 我喜歡幫助有困難的同學。 1

(.1)
97

(8.5)
786

(68.8)
253

(22.2)
9. 我跟同學相處得很開心。 4

(.4)
62

(5.4)
823

(72.1)
248

(21.7)
10.我難過的時候，同學會安慰我。 14

(1.2)
84

(7.4)
796

(69.7)
243

(21.3)
11.跟同學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

覺。
6

(.5)
105
(9.2)

785
(68.7)

241
(21.1)

12.我喜歡和同學一起玩。 8
(.7)

58
(5.1)

777
(68.0)

294
(25.7)

13.同學難過的時候，我會去安慰他。 4
(.4)

63
(5.5)

791
(69.3)

279
(24.4)

14.我會跟同學分享心裡的想法。 18
(1.6)

167
(14.6)

783
(68.6)

168
(14.7)

師生關係 2.84 0.4 -.070
15.我覺得老師很關心我。 54

(4.7)
380

(33.3)
631

(55.3)
71

(6.2)
16.碰到問題時，我會去請教老師。 42

(3.7)
325

(28.5)
673

(58.9)
96

(8.4)
17.我覺得老師說的話都是為我好。 28

(2.5)
291

(25.5)
750

(65.7)
67

(5.9)
18.我覺得老師是可以信任的。 21

(1.8)
218

(19.1)
814

(71.3)
83

(7.3)
19.我喜歡跟老師接觸。 32

(2.8)
381

(33.4)
640

(56.0)
83

(7.3)
20.我會盡力完成老師交待的事情。 8

(.7)
70

(6.1)
864

(75.7)
19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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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人際關係量表之分佈情形（續）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21.看到老師我會向他問好。 7
(.6)

82
(7.2)

802
(70.2)

245
(21.5)

註：題項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非常不符合 1 分、不符合 2 分、符合 3 分、非常符合 4 分。

學校氣氛的整體看法分析。首先，受測大學生在教師支持與教學

創新方面，有高達 77.6%填答符合「老師會用心幫助學生（題項 1）」，

而 73.0%填答符合「老師會鼓勵學生嘗試創新探索的方案（題項 5）」，

有 69.8%填答符合「課堂上，老師會透過指定作業，幫助我們認識學校

以外的事物（題項 9）」。其次，學校設備方面，有高達 67.0%填答符

合「向學校借用圖書或球類器材很方便（題項 11）」，另有 63.2%填

答符合「老師所使用的教具很充分（題項 14）」，和 62.9%填答符合

「在學校圖書館，學生們可以借到想要閱讀的書籍（題項 17）」。學

業傾向方面，有高達 71.7%填答符合「我樂於和同學一起完成課堂報告

（題項 27）」。學生參與決定方面，70.8%填答符合「在我們的學校，

對於事情該如何進行學生有發言權（題項 23）」，和 68.8%填答符合

「在我們的學校，學生有機會參與做決定（題項 22）」。在支持多元

文化方面，有高達 76.2%填答符合「許多不同文化的學生都能參與學校

重要的活動（題項 28）」，和 68.0%填答符合「老師會強調不同文化

的同學們互相和平相處的重要性（題項 31）」。另紀律嚴苛方面，有

高達 62.3%填答不符合「我認為老師們過於嚴格要求課業與生活（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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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及 62.2%填答不符合「我認為學校的規定過於嚴格（題項 32）」。

最後，安全問題方面，有高達 62.3%填答非常不符合「學校裡曾有人威

脅我說如果我不給錢或是不交出自己私人的東西，就要揍我或傷害我

（題項 37）」，也有高達 55.3%填答非常不符合「在學校中曾有人揍

我或傷害我（題項 35）」。

綜合整體學校氣氛而言，在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方面，高達七成

八受測大學生認為老師會用心幫助學生。學校設備方面，六成七受測

大學生覺得向學校借用圖書或球類器材很方便。而學業傾向方面，有

高達七成二受測大學生樂於和同學一起完成課堂報告。學生參與決定

方面，高達七成一受測大學生，認為在學校裡對於事情如何進行學生

個人有發言權。在支持多元文化方面，高達七成六受測大學生認為許

多不同文化的學生都能參與學校重要的活動。另外，在紀律嚴苛方面，

高達六成二受測大學生不認為老師們過於嚴格要求課業與生活及學校

的規定過於嚴格。最後，安全問題方面，有高達六成二受測大學生非

常不覺得學校裡曾有人威脅我說如果我不給錢或是不交出自己私人的

東西，就要揍我或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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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學校氣氛量表之分佈情形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總量表 2.37 0.26 .247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2.75 0.4 .144
1. 老師會用心幫助學生。 14

(1.2)
124

(10.9)
886

(77.6)
113
(9.9)

2. 老師會找出時間來傾聽我們的心
事。

48
(4.2)

392
(34.3)

622
(54.5)

75
(6.6)

3. 我覺得在學校上課很享受。 35
(3.1)

337
(29.5)

682
(59.7)

83
(7.3)

4. 老師會主動關心學生。 39
(3.4)

374
(32.7)

648
(56.7)

76
(6.7)

5. 老師會鼓勵學生嘗試創新探索的
方案。

13
(1.1)

154
(13.5)

834
(73.0)

136
(11.9)

6. 老師在課堂上會嘗試創新且不同
的教學方法。

26
(2.3)

326
(28.5)

674
(59.0)

111
(9.7)

7. 老師會在課堂上強調遵守規則的
重要性。

14
(1.2)

228
(20.0)

764
(66.9)

131
(11.5)

8. 如果老師訂定規則，學生就會確實
執行。

62
(5.4)

503
(44.0)

522
(45.7)

50
(4.4)

9. 課堂上，老師會透過指定作業，幫
助我們認識學校以外的事物。

22
(1.9)

215
(18.8)

797
(69.8)

103
(9.0)

10.老師會安排課後作業輔導時間。 91
(8.0)

399
(34.9)

565
(49.5)

82
(7.2)

學校設備 2.88 0.48 -.335
11.向學校借用圖書或球類器材很方

便。
32

(2.8)
145

(12.7)
765

(67.0)
195

(17.1)
12.學校的圖書很充實。 33

(2.9)
158

(13.8)
679

(59.5)
267

(23.4)
13.學校所安排的活動可以充實發揮

我的能力。
39

(3.4)
327

(28.6)
689

(60.3)
82

(7.2)
14.老師所使用的教具很充分。 34

(3.0)
290

(25.4)
722

(63.2)
91

(8.0)
15.我喜歡學校的校園（包括花圃、運

動場館、校舍、教室建築）。
33

(2.9)
168

(14.7)
696

(60.9)
240

(21.0)
16.我很滿意學校所有的設備（包括實

驗教室、教學儀器、運動場館、休
閒遊憩、便利商店及餐廳等）。

73
(6.4)

273
(23.9)

624
(54.6)

167
(14.6)

17.在學校圖書館，學生們可以借到想
要閱讀的書籍。

40
(3.5)

199
(17.4)

718
(62.9)

180
(15.8)

18.學校的專業教室設備很充足。 42
(3.7)

236
(20.7)

705
(61.7)

154
(13.5)

註：題項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非常不符合 1 分、不符合 2 分、符合 3 分、非常符合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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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學校氣氛之量表分佈情形（續）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學業傾向 1.58 0.25 -.273
19.成績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34

(3.0)
246

(21.5)
718

(62.9)
140

(12.3)
20.我會努力讀書以爭取好成績。 18

(1.6)
225

(19.7)
740

(64.8)
155

(13.6)
21.我會盡全力去得到最好的成績。 31

(2.7)
325

(28.5)
644

(56.4)
138

(12.1)
22.我對學校及系上課業投注很多的

心力。
32

(2.8)
310

(27.1)
682

(59.7)
114

(10.0)
23.我樂於和同學一起完成課堂報告。 28

(2.5)
154

(13.5)
819

(71.7)
137

(12.0)
學生參與決定 2.77 0.50 -.456
24.在我們的學校，學生有機會參與做

決定。
32

(2.8)
209

(18.3)
786

(68.8)
111
(9.7)

25.在我們的學校，對於事情該如何進
行學生有發言權。

23
(2.0)

203
(17.8)

809
(70.8)

103
(9.0)

26.學生可以參與制定學校的規定。 44
(3.9)

378
(33.1)

646
(56.6)

70
(6.1)

27.學生們有機會討論課堂時間如何
運用。

38
(3.3)

338
(29.6)

677
(59.3)

85
(7.4)

支持多元文化 2.85 0.44 -.384
28.許多不同文化的學生都能參與學

校重要的活動。
12

(1.1)
107
(9.4)

870
(76.2)

149
(13.0)

29.我會和不同文化的同學一起參與
學校活動。

28
(2.5)

237
(20.8)

772
(67.6)

101
(8.8)

30.在學校中我藉由參與社團活動來
瞭解不同文化的同學。

55
(4.8)

283
(24.8)

717
(62.8)

83
(7.3)

31.老師會強調不同文化的同學們互
相和平相處的重要性。

36
(3.2)

221
(19.4)

777
(68.0)

104
(9.1)

紀律嚴苛（n＝1,138） 2.16 0.57 .507
32.我認為學校的規定過於嚴格。 122

(10.7)
710

(62.2)
256

(22.4)
50

(4.4)
33.我認為老師們過於嚴格要求課業

與生活。
114

(10.0)
712

(62.3)
259

(22.7)
53

(4.6)
34.學生會因為上課講話、接聽手機而

受到處罰。
226

(19.8)
660

(57.8)
212

(18.6)
40

(3.5)
安全問題（n＝1,138） 1.62 0.67 .992
35.在學校中曾有人揍我或傷害我。 631

(55.3)
372

(32.6)
112
(9.8)

23
(2.0)

36.在學校中，我害怕有人會傷害我或
是騷擾我。

483
(42.3)

434
(38.0)

190
(16.6)

31
(2.7)

註：題項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非常不符合 1 分、不符合 2 分、符合 3 分、非常符合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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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學校氣氛之量表分佈情形（續）

填答選項

題項內容

1
非
常
不
符
合
N

(%)

2
不
符
合
N

(%)

3
符
合
N

(%)

4
非
常
符
合
N

(%)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37.學校裡曾有人威脅我說如果我不
給錢或是不交出自己私人的東
西，就要揍我或傷害我。

712
(62.3)

339
(29.7)

69
(6.0)

18
(1.6)

註：題項皆為正向計分題，計分方式：非常不符合 1 分、不符合 2 分、符合 3 分、非常符合 4 分。

第二節 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本節採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 regression analysis），並且參照路徑

分析的方式探討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於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所差

異之影響機制（表4-2-1）。

一、影響「吸菸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受測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表中（表4-2-1），可看出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中，對吸菸行為

有顯著影響（p＜.05）的因素有性別、家庭結構、就讀學校類型。相較

於女大學生，男大學生有較高的吸菸行為；在家庭結構的影響上，相較

於單親家庭學生，來自於雙親家庭的大學生要比單親家庭的學生有較少

的吸菸行為；另外在就讀學校類型方面，相較於國立大學學生，就讀私

立大學和私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會有較多吸菸行為的發生。大學生社會人

口學變項對吸菸行為的 2R 為.145。



117

二、影響「飲酒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受測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中（表4-2-1），可看出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中，對飲酒行為有顯著

影響（p＜.05）的有性別、家庭收入、籍貫、就讀學校類型。相較於女

大學生，男大學生有較高的飲酒行為；家庭收入愈高的大學生有較多的

飲酒行為；籍貫方面，來自於原住民的大學生要比閩南籍的學生有較高

的飲酒行為；另外在就讀學校類型方面，相較於國立大學學生，就讀私

立大學、國立科技大學和私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會有較多飲酒行為的發

生。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對飲酒行為的 2R 為.068。

三、影響「嚼檳榔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

表（表4-2-1），可看出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中，對嚼檳榔行為有顯

著影響（p＜.05）的有性別、籍貫、就讀學校類型和就讀年級。相較於

女大學生，男大學生有較高的嚼檳榔行為；在就讀學校類型方面，相較

於國立大學學生，就讀私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會有較多的嚼檳榔行為發

生；另外在就讀年級方面，相較於大學一年級學生，就讀大學二年級學

生會有較多的嚼檳榔行為發生。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對嚼檳榔行為的

2R 為.119。

四、影響「成癮藥物使用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受測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中（表4-2-1），可看出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中，對成癮藥物使用行

為有顯著影響（p＜.05）有性別、家庭結構、母親職業、居住地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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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學校類型和就讀年級。相較於女大學生，男受測大學生有較高的成癮

藥物使用行為；其次，在母親職業方面，相較於技術及非技術工人的子

女，母親職業屬於專業及管理人員的子女會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發

生；居住地區部分，相較於居住北部學生，住於國外僑居地的學生會有

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在就讀學校類型方面，相較於國立大學學生，就

讀私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會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為發生；另外在就讀年

級方面，相較於大學一年級學生，就讀大學三年級學生會有較多的成癮

藥物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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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吸菸行為 飲酒行為 嚼檳榔行為 成癮藥物行為
預測變項

B β B β B β B β

性別
男生 .503 .212＊＊＊ .665 .156＊＊＊ .070 .104＊＊＊ .018 .065＊

女生(對照)
父親教育程度
大專以上 -.001 -.001 -.159 -.037 .019 .028 -.006 -.021
高中(職)以下(對照)
母親教育程度
大專以上 -.098 -.041 .102 .023 -.011 -.016 -.003 -.010
高中(職)以下(對照)
家庭結構
雙親 -.244 -.066＊ -.074 -.011 -.022 -.021 -.019 -.046
單親(對照)
父親職業
專業及管理人員 .116 .049 .083 .019 .001 .001 .006 .020
技術及非技術工人
(對照)
母親職業
專業及管理人員 -.022 -.009 .149 .034 .023 .033 .034 .123＊＊＊

技術及非技術工人
(對照)
家庭月平均收入 .037 .051 .128 .100＊＊＊ .002 .010 .001 .011
籍貫
客家 .053 .014 .204 .031 .045 .042 .005 .013
大陸各省市 -.054 -.015 -.335 -.051 -.016 -.016 -.003 -.007
原住民 .330 .040 1.386 .092＊＊ .306 .128＊＊＊ .012 .013
外僑 -.038 -.004 .402 .026 -.044 -.018 -.031 -.031
閩南(對照)
居住地區
中部 .141 .043 .195 .033 .019 .021 .016 .044
南部 -.027 -.007 .024 .004 .001 .001 -.004 -.010
東部 -.018 -.002 -.424 -.027 -.052 -.021 .006 .006
臺灣離島(含金、馬) -.266 -.019 .235 .009 .103 .026 -.007 -.004
僑居地 .361 .035 .477 .026 .017 .006 .077 .065＊

北部(對照)
就讀學校類型
私立大學 .253 .106＊＊ .518 .121＊＊＊ .047 .069 .009 .031
國立科技大學 .246 .060 .681 .093＊＊ .035 .030 .019 .040
私立科技大學 .996 .296＊＊＊ .820 .135＊＊＊ .291 .302＊＊＊ .075 .194＊＊＊

國立大學(對照)
就讀學院別
科技與自然 -.120 -.049 -.109 -.025 -.011 -.015 -.007 -.026
人文與社會(對照)

註：＊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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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續）

依變項

吸菸行為 飲酒行為 嚼檳榔行為 成癮藥物行為
預測變項

B β B β B β B β

就讀年級

二年級 -.162 -.062 -.182 -.039 -.052 -.070＊ .000 .000

三年級 -.070 -.023 -.118 -.022 -.019 -.022 .027 .079＊

四年級 .066 .022 -.218 -.040 -.028 -.032 .005 .014

一年級(對照)

常數項 .065 .749 -.020 -.011

2R .145 .068＊＊ .119 .069

N 1112 1112 1112 1112

註：＊P＜.05 ＊＊P＜.01 ＊＊＊P＜.001

五、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社會人口學變項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方面，歸納

統整發現，不同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會有

明顯的差異。

在性別方面，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有較高的吸菸、嚼檳榔、飲酒

和成癮藥物使用行為，此研究發現與過去研究者所進行的分析結果相

符（王素真等，2008；李景美等，2000；黃嵩立，2010；黃淑貞，1997；

劉美媛等，2001； Baus et al., 2002）。在籍貫方面，來自於原住民的大

學生要比閩南籍的學生有較高的飲酒行為，此結果與陳美汀（2002）

的研究相符。在家庭結構方面，來自於雙親家庭的大學生要比單親家

庭的學生有較少的吸菸行為，此研究發現與過去研究者所進行的分析

結果相符（林柏君等，2006；李景美等，2000；劉美媛、周碧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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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et al.,2007; Kirby et al., 2002; Salganik & Karweit, 1992; Sauvola et

al., 2002）。

在母親職業方面，母親職業屬於專業及管理人員的子女會比技術

及非技術工人的子女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發生。在居住地區方面，

居住於國外僑居地的學生比居住北部學生會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

在就讀年級方面，就讀大學二年級學生比大學一年級學生有較多的嚼

食檳榔行為；而大三學生比大一學生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發生。最

後在就讀學校類型，就讀私立大學和私立科技大學生比國立大學生有

較多的吸菸行為；就讀私立大學、國立科技大學和私立科技大學學生

比國立大學生會有較多飲酒行為的發生；就讀私立科技大學學生比國

立大學生會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發生。此一研究結果結論支持本研

究假設一，即社會人口學變項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含大學生之

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位、居住地區、就讀年級和就讀學校類型)有

顯著影響。

綜合上述整體的研究分析，反映出大學生的性別、年級、家庭社

經地位、居住地區、就讀年級和就讀學校類型，都會對學生的成癮藥

物使用行為帶來很強的影響。過去諸多的實徵性研究也說明了，無論

是不同個人的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位、居住地區、就讀年級和就

讀學校的類型，確實會對大學生成癮藥物使用行為帶來相當程度的影

響力，綜合研究發現與過去的研究者所進行分析結果是相符（王素真

等，2008；李景美等，2000；李蘭等，2001；陳美汀，2002；黃嵩立，

2010；黃淑貞，1997；黃淑貞等，2003；黃惠玲，1995；黃毓華、邱

啟潤，1997；劉美媛、周碧瑟，2001；劉美媛等，2006；鄭佳玟等，

2008；嚴道，1995；Baus et al., 2002; Chen et al.,2007; Colemanet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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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982; Cook & Bellis, 2001; Feigelman, 2001; Kirby et al., 2002;

Salganik & Karweit, 1992; Sauvola et al., 2002; Sayer et al., 2004; Schroth

et al., 2000）。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本研究發現母親職業屬於專業及管理人員的

子女會比技術及非技術工人的子女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發生，此項

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發現有相左的分析結果（黃淑貞等，2003； Cook &

Bellis, 2001; Sayer et al., 2004; Schroth et al., 2000），其原因則有必要再

進一步調查母親職業對子女影響，或在未來以質性研究方式探究端倪。

第三節 大學生個人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本節旨在探討大學生之個人因素對於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影響，

依據研究架構將所得資料以 SPSS、AMOS 等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

分析，並針對研究結果詳細說明與討論。

一、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因素之徑路模式適合度評鑑

依據本研究係對所提出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因素

的理論模式進行模式適配度檢驗（圖 4-3-1），此模式可以從自尊、人

格特質預測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標準化徑路係數，及 2R 來分析自

尊、人格特質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不過經由實際資料

分析，所有估計參數值皆達顯著水準，顯示出本研究所建立影響大學

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因素之因果模式並不是最適合的理論模

式，因此會出現諸多不合理數值的情況，所以有需要再做更進一步的

修正與檢定。本研究即對未修正前的模式稱之為「原始模式」（圖

4-3-1），隨後對原始模式做修正，所得到的模式稱之為「修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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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因素理論模式（原始模式）

二、修正後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因素之徑路模式適合

度評鑑

依照 Bagozzi 和 Yi（1988）評鑑較重要的模式基本適合標準，首

先發現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有 14 個，潛在變項的誤差 0 個，都沒有

負的數值，而且誤差變異也都達到.05 顯著水準（表 4-3-1）；模式之估

計參數間的相關絕對值都未太接近 1。至於模式的估計參數與所屬潛在

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量方面，標準化迴歸加權也就是因素負荷量（表

4-3-2），模式中因素負荷量共有 13 個，最高為.779，最低為.014，其數

值需介於.5～.95 之間，但其中有 2 個因素負荷量數值低於.5，其餘的

都符合理想標準。由此可見，表示模式的基本適合標準尚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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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個人因素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數摘要表

誤差項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t 值) P 值
z .466 .060 7.771 ***
e3 9.262 .439 21.084 ***
e2 7.775 .362 21.486 ***
e1 2.857 .150 19.036 ***
e6 4.593 .193 23.810 ***
e5 3.753 .182 20.628 ***
e10 1.287 .064 20.145 ***
e11 6.200 .287 21.607 ***
e12 .118 .009 12.500 ***
e7 3.435 .169 20.373 ***
e13 .041 .003 14.968 ***
e4 4.622 .317 14.576 ***
e8 1.257 .061 20.460 ***
e9 5.668 .307 18.475 ***

註：＊＊＊P＜.001

表 4-3-2 個人因素之觀察變項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觀察指標 潛在變項 標準化估計值
家庭自尊 <--- 自尊 .568
身體自尊 <--- 自尊 .523
學業自尊 <--- 自尊 .654
經驗開放性 <--- 人格特質 .559
飲酒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435

嚼食檳榔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743
外向性 <--- 人格特質 .558
社會自尊 <--- 自尊 .779
吸菸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524

成癮藥物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696
神經質性 <--- 人格特質 .014
友善性 <--- 人格特質 .551

嚴謹自律性 <--- 人格特質 .646

註：灰底字表示未達理想值。

三、模式中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分析

根據因果模式圖（圖 4-3-2）可以看到自尊、人格特質在預測大學

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時，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27 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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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達.05 和.01 之顯著水準，但預測精確性（ 2R ）只有.04，表示大學生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變異有將近.96 是自尊和人格特質無法預測到

的，可見自尊和人格特質雖然有助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預

測，但解釋力不高。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自尊和人格特質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具有直接影響效果，即大學生的自尊愈佳，其成癮物質使用

行為的情況愈低；大學生表現出愈具有開放、外向性和對人友善的人

格特質，其對於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情況會愈高。

圖 4-3-2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因素理論模式（修正模式）圖
（標準化解）

四、綜合討論

就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個人因素之整體模式來看，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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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自尊以及人格特質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徑路係數有達.05

顯著水準，即學生的自尊和人格特質會影響到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此項研究發現支持本研究假設 2-1：自尊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

顯著影響；以及假設 2-2：人格特質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

影響。

從上述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自尊的高低與否，以及人格特質是

否開放或嚴謹自律性確實會反映在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上，學生若能具

備良好的自尊，同時學生本身也有較為內斂的人格特質，懂得分辨事

情的對錯，不會任意隨波逐流，較不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用藥，則會有

助於降低成癮物質使用行為。而過去許多有關自尊、人格特質與成癮

物質使用行為的實徵研究，大致上也都認為具有良好的自尊、以及人

格特質較為封閉或內斂者較能專心於課業或社團活動，進而減少大學

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林世華，2006；黃禎貞，2006；陳漢瑛，2008；

鄭方媛、賴香如，2007；賴香如等，2006；Biddle, 1995; Carron, Hausenblas,

& Estabrooks, 2003）。推論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生在家庭中，父母有著

良好的教養方式，使得學生有著良好的學業能力感、內在評價、生理

價值感與人際價值感等自尊養成；另一方面，在人格特質上也較不會

有衝動或邊緣性格的產生，對待任何事情均會深思熟慮、謹言慎行，

再做出決定，因此一旦學生擁有高自尊，以及成熟內斂的人格特質，

便會專注於學校課業，對於自我的學習能力和教育期望會抱持著較高

的期許，則越能致力於健康促進行為，進一步的降低壓力來源，而減

少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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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學生家庭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本節旨在探討國中學生之家庭因素對於國中生學業成就成長量之

影響，依據研究架構將所得資料以 SPSS、AMOS 等統計軟體進行資料

處理與分析，並針對研究結果詳細說明與討論。

一、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家庭因素之徑路模式適合度評鑑

依據本研究係對所提出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家庭因素

的理論模式進行模式適配度檢驗（圖 4-4-1），此模式可以從家長教育

期望、家長管教態度預測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標準化徑路係數，

及 2R 來分析家長教育期望、家長管教態度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之影響。不過經由實際資料分析，所有估計參數值皆達顯著水準，顯

示出本研究所建立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家庭因素之因果模

式並不是最適合的理論模式，因此會出現諸多不合理數值的情況，所

以有需要再做更進一步的修正與檢定。而本研究即對未修正前的模式

稱之為「原始模式」（圖 4-4-1），隨後對原始模式做修正，所得到的模

式稱之為「修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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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家庭因素理論模式（原始模式）

二、修正後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家庭因素之徑路模式適合

度評鑑

依照 Bagozzi 和 Yi（1988）評鑑較重要的模式基本適合標準，首

先發現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有 7 個，潛在變項的誤差有 2 個，都沒

有負的數值，而且誤差變異也都達到.05 顯著水準（表 4-4-1）；模式之

估計參數間的相關絕對值都未太接近 1。至於模式的估計參數與所屬潛

在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量方面，可參閱（表 4-4-2）標準化迴歸加權也

就是因素負荷量，模式中因素負荷量共有 7 個，最高為.748，最低

為.321，其數值需介於.5～.95 之間，但其中有 2 個因素負荷量數值低

於.5，其餘的都符合理想標準。由此可見，表示模式的基本適合標準尚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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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家庭因素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數摘要表

誤差項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t 值) P 值
z .484 .061 7.874 ***
e1 2.968 5.140 .577 .564
e3 1.289 .064 20.143 ***
e4 6.204 .287 21.603 ***
e5 .116 .010 12.133 ***
e2 1.750 1.498 1.168 .243
e6 .041 .003 15.189 ***

註：＊＊＊P＜.001

表 4-4-2 家庭因素之觀察變項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觀察指標 潛在變項 標準化估計值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 家長教育期望 .032
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 家長教育期望 .682

飲酒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434
嚼食檳榔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748

品德及人際關係的期望 <--- 家長教育期望 .548
吸菸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523

成癮藥物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692

註：灰底字表示未達理想值。

三、模式中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分析

根據因果模式圖（圖 4-4-2）可以看到家長教育期望在預測大學生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時，其標準化迴歸係數（）.03，未達.05 之顯著水

準，表示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變異是家長教育期望無法預測到

的，即家長教育期望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未有直接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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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家庭因素理論模式（修正模式）圖

（標準化解）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根據理論與相關實證研究，提出了一個影響大學生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的家庭因素之因果模式，其中包涵了「家長教育期望」、「家

長管教態度」等變項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途徑。進一步運用結

構方程模式檢定模式適配度，其結果顯示：「原始模式」適配度不佳，

經由修正後得到「修正模式」，而在修正模式中保留「家長教育期望」

之變項，其模式適配指標頗為理想。

就修正後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家庭因素之整體模式來

看，「家長教育期望」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徑路係數未達.05

顯著水準，即家長教育期望不會影響到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此

項研究發現並不支持本研究假設 3-1：家長教育期望對大學生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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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是否有較高的家長教育期望，對

於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影響並未達到顯著水準，這就可能表示學

生有較高的家長教育期望，其實與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多寡並沒有直

接的影響。推論其原因，可能學生在上大學之後忙碌於學校課業、社

團活動的參與、以及人際關係的推展，甚至於經常需打工貼補生活費，

因此對於父母親對自己的殷殷期望可能早就拋諸腦後。除此之外，在

大學教育階段，父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太過於關心時，可能會讓學

生覺得困擾或不耐煩，造成學生有心理壓力與排斥作用，爰對於學生

成癮物質使用的高度行為並沒有很強的影響。

在原始模式中，本研究對於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家庭

因素之因果模式另外提出了一項假設，即 3-2：家長管教態度對大學生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經分析結果發現，家長管教態度對大學

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不僅適配度不佳，而且並未有直接影響效果，因

此假設 3-2 都被拒絕，而這樣的結果與有些學者的研究出現相左的發現

（余郁雯等，2000；李美華、蔡瓊月，1999；姜逸群等，2000；梁淑

華等，2004；曾志全，2008；Wechsler et al., 2002; Wills et al.,2004）。

然而從這些研究發現反映了家長管教態度，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沒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就本研究結果顯示家長管教態度對大學生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影響有限，所投入變項的影響其實並不大，由此

看來，似乎很難說明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是會受到家庭因素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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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大學生學校因素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一、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學校因素之徑路模式適合度評鑑

依照 Bagozzi 和 Yi（1988）評鑑較重要的模式基本適合標準，首

先發現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有 12 個，潛在變項的誤差 0 個，皆沒有

負的數值，而且誤差變異也都達到.05 顯著水準（表 4-5-1）；模式之估

計參數間的相關絕對值都未太接近 1。至於模式的估計參數與所屬潛在

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量方面，可參閱表（表 4-5-2）標準化迴歸加權也

就是因素負荷量，模式中因素負荷量共有 13 個，最高為.797，最低為

-.079，其數值需介於.5～.95 之間，但其中高達 5 個因素負荷量數值低

於.5，其餘的都符合理想標準。由此可見，表示模式的基本適合標準尚

可接受。

表 4-5-1 學校因素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數摘要表

誤差項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t 值) P 值
z .485 .062 7.881 ***
e7 5.732 .445 12.879 ***
e6 9.176 .464 19.782 ***
e5 4.111 .186 22.073 ***
e8 1.287 .064 20.104 ***
e9 6.211 .287 21.628 ***
e10 .116 .010 12.151 ***
e3 3.156 .263 12.013 ***
e2 6.086 .308 19.747 ***
e1 11.158 .521 21.407 ***
e21 .041 .003 15.171 ***
e4 2.543 .128 19.888 ***

註：＊＊＊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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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學校因素之觀察變項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觀察指標 潛在變項 標準化估計值
成癮物質_使用行為 <--- 人際關係 -.079
成癮物質_使用行為 <--- 學校氣氛 .059

學校設備 <--- 學校氣氛 .617
學業傾向 <--- 學校氣氛 .450
飲酒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433

嚼食檳榔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748
師生關係 <--- 人際關係 .779
家人關係 <--- 人際關係 .448
同儕關係 <--- 人際關係 .545
吸菸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523

成癮藥物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692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 學校氣氛 .797

學生參與決定 <--- 學校氣氛 .598

註：灰底字表示未達理想值。

二、模式中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分析

根據因果模式圖（圖 4-5-1）可以看到人際關係、學校氣氛在預測

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時，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08 和.06，

未達.05 之顯著水準，表示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變異是人際關係

和學校氣氛無法預測到的，即人際關係和學校氣氛對於大學生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未有直接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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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學校因素理論模式圖（標準化解）

三、綜合討論

就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學校因素之整體模式來看，學

生的人際關係、學校氣氛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徑路係數未

達.05 顯著水準，即學生的人際關係、學校氣氛對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的影響是沒有預測力的。此項研究發現並未支持本研究假設

4-1：人際關係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以及假設 4-2：

學校氣氛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表示大學生的家人

關係、同儕關係、師生關係；以及在學校中，學生參與決定、學業傾

向、學校設備、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幾乎

沒有作用，亦即大學生在人際的互動上，不管是與家人、同儕或師生

之間的互動愈密切，而有較佳的人際關係，或是學生高度的參與決定

學校事務、優秀的學業成績、學校設備齊全完善、教師支持學生與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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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創新教學都對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沒有顯著的影響。推論其

原因，可能因為學生在就讀大學教育期間，其人格發展已臻成熟，而

且正處於成年階段，所以自己本身已能瞭解事情的是非對錯；再者，

學生也可能忙碌於學業、社團活動或打工，較少與家人、同儕或師生

有較多的聯絡與接觸，所以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不會因為學生擁

有良善的人際關係而有顯著影響。除此之外，從學校氣氛對大學生成

癮物質使用行為未達到顯著影響即可發現，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的多寡，其實與教師在學校中有無支持學生對待人事物的看法，以及

在教學上有無運用各種資源或新的教學技巧，力求創新教導學生，或

是學校所購置的軟硬體設備是否齊全，還有學生努力於課業取得優異

成績，都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沒有正面的幫助。因此，就本研

究結果顯示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影響有限，所投入

變項的影響並不大，由此看來，似乎很難說明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是會受到學校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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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

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式

本節旨在探討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與進行結構

方程模式之適合度評鑑，依據研究架構將所得資料以 SPSS、AMOS 等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並針對研究結果詳細說明與討論。

一、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徑路模式

適合度評鑑

（一）模式的基本適合標準

依照 Bagozzi 和 Yi（1988）評鑑較重要的模式基本適合標準，首

先發現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有 21 個，潛在變項的誤差有 1 個，都

沒有負的數值，而且誤差變異也都達到.05 顯著水準（表 4-6-1）；模

式之估計參數間的相關絕對值都未太接近 1。至於模式的估計參數與

所屬潛在變項之間的因素負荷量方面，可參閱（表 4-6-2）標準化迴

歸加權也就是因素負荷量，模式中因素負荷量共有 20 個，最高

為.882，最低為.424，其數值需介於.5～.95 之間，但其中有 3 個因素

負荷量數值低於.5，其餘的都符合理想標準。由此可見，表示模式的

基本適合標準尚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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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個人、家庭與學校各觀察變項之誤差變異數摘要表

誤差項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t 值) P 值
z .453 .060 7.612 ***
e3 8.470 .422 20.089 ***
e2 8.016 .366 21.877 ***
e1 3.075 .152 20.167 ***
e6 3.218 .175 18.366 ***
e5 3.815 .187 20.363 ***
e13 6.613 .457 14.471 ***
e14 8.861 .460 19.269 ***
e15 4.007 .184 21.724 ***
e17 1.282 .064 20.084 ***
e18 6.189 .287 21.568 ***
e19 .119 .009 12.693 ***
e9 .555 .286 1.941 .052
e8 4.553 .241 18.920 ***
e7 1.173 .062 18.882 ***
e10 10.104 .492 20.530 ***
e11 5.130 .275 18.682 ***
e12 4.286 .233 18.414 ***
e20 .041 .003 15.033 ***
e4 4.619 .306 15.084 ***
e16 2.426 .126 19.214 ***

註：＊＊＊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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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個人、家庭與學校各觀察變項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觀察指標 潛在變項 標準化估計值
家庭自尊 <--- 自尊 .617
身體自尊 <--- 自尊 .501
學業自尊 <--- 自尊 .620
經驗開放性 <--- 人格特質 .550
學校設備 <--- 學校氣氛 .634
學業傾向 <--- 學校氣氛 .472
飲酒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437

嚼食檳榔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740
品德及人際關係的期望 <--- 家長教育期望 .882
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 家長教育期望 .424

友善性 <--- 人格特質 .592
家人關係 <--- 人際關係 .525
師生關係 <--- 人際關係 .683
同儕關係 <--- 人際關係 .638
社會自尊 <--- 自尊 .779
外向性 <--- 人格特質 .596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 學校氣氛 .761
學生參與決定 <--- 學校氣氛 .623

吸菸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526
成癮藥物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696

註：灰底字表示未達理想值。

（二）整體模式適合標準

影響學業成就成長量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果模式的整體適合度

檢定結果（表 4-6-3），因果模式與觀察資料整體適合度的 2 為

1326.424（df =155），N=1,135，p=.000 達顯著水準，表示觀察所得共

變數矩陣與理論所得共變數矩陣均等的假設必須被拒絕，亦即因果模

式與觀察資料並不適配，因為 2是樣本人數的函數，會受樣本人數多

寡之影響，就統計考驗而言，如果檢定結果發現 2值達顯著時，則接

受對立假設，也就是理論模式與觀察所得資料不相符。然而， 2值、

2值比率及標準化殘差等會隨樣本人數而波動，一旦樣本人數很大，

幾乎所有的模式都可能被拒絕，因此凡是會受樣本人數影響之指標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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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作為參考指標，必須再參考其他指標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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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整體模式適合度指標摘要表

指標 結果
2值 2 =1326.424、df =155、p =.000

適配度指數(GFI) .897
調整後適配度指數(AGFI) .860
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RMR) .056

2值比率 8.558
常 態 適 配 度 指 數 (normed fit
index，△1，即 NFI)

.794

增值適配度指數(incremental fit
index，△2，即 IFI)

.813

Tucker-Lewis 指標(TLI，即 NNFI) .770
均方根近似誤差(RMSEA) .082
觀察變項整體決定係數(TCD)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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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

上述對因果模式的適合標準做了詳細的探討後，結果發現本研究

所建構的模式適配度尚為理想，緊接著需考慮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並

且做更深入的探討。

觀察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及平均變異抽取

量的數值（表 4-6-4），其結果依序分述如下：

1.觀察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是在反應測量誤差的大小，以 1 減去個

別項目信度的大小所得到的數值即為誤差變異量，因此觀察指標

的個別項目信度其數值愈大表示信度愈高。就本研究的個別項目

信度而言，20 個觀察指標中有 14 個未達.5 以上的理想數值。

2.潛在變項成分信度係以個別潛在變項為單位，計算出來的數值相

當於該潛在變項所屬觀察指標的Cronbach α係數。就本研究的潛

在變項成分信度而言，6 個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全部皆達.6 以上

的理想數值。

3.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也是以 6 個潛在變項為單位計算出來

的數值，該數值表示觀察指標能測到多少百分比的潛在變項。就

本研究的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而言，有 6 個未達.5 以上的

理想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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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歸納以上的分析，顯示出本研究的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仍有部份

未達理想之處。至於在所估計的參數的檢定上，14 個估計參數大

部份都達顯著水準，只有 4 個估計參數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

4-6-5）。

5.在標準化殘差方面（表 4-6-6），本研究的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

有 23 個數值的絕對值未小於 1.96，因為標準化殘差會受樣本數

的影響，所以其數值僅供參考之用。

6.在修正指標部分，當某一參數的修正指標大於 3.84 時，即表示

需將此一限制參數改成自由參數後將顯著改善模式的適合度，也

表示模式可能有細列誤差 (Bagozzi & Yi, 1988; Joreskog &

Sorbom, 1989)。而修正指標同樣會受樣本數影響，因此所呈現的

模式共變數及模式迴歸係數修正指標摘要表僅作為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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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觀察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及平均變異
抽取量摘要表

潛在變項
潛在變項的

成分信度

潛在變項的

平均變異抽取量
觀察變項

觀察指標的

個別項目信度

自尊 .7272 .4057 學業自尊 .38
身體自尊 .25
家庭自尊 .38
社會自尊 .61

人格特質 .6026 .3361 經驗開放性 .30
外向性 .36
友善性 .35

家長教育

期望
.6207 .4789 學業成就的期望 .18

品德及人際關係

的期望
.78

人際關係 .6480 .3831 家人關係 .28
同儕關係 .41
師生關係 .47

學校氣氛 .7203 .3980
教師支持與教學

創新
.58

學校設備 .40
學業傾向 .22

學生參與決定 .39
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
.6971 .3749 吸菸行為 .28

飲酒行為 .19
嚼食檳榔行為 .55
成癮藥物行為 .48

註：灰底字表示未達理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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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5 模式估計參數檢定摘要表

參數

估

計

值

標

準

誤

t 值 p 值

成癮物質_使用行為 <--- 自尊 .008 .089 .092 .927
成癮物質_使用行為 <--- 人際關係 -.177 .145 -1.218 .223
成癮物質_使用行為 <--- 家長教育期望 .011 .025 .455 .649
成癮物質_使用行為 <--- 人格特質 .217 .082 2.661 .008
成癮物質_使用行為 <--- 學校氣氛 .030 .053 .569 .569

家庭自尊 <--- 自尊 1.000
身體自尊 <--- 自尊 .718 .053 13.597 ***
學業自尊 <--- 自尊 .607 .038 16.016 ***
經驗開放性 <--- 人格特質 .965 .072 13.436 ***
學校設備 <--- 學校氣氛 .810 .045 18.082 ***
學業傾向 <--- 學校氣氛 .355 .027 13.176 ***
飲酒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1.725 .157 10.996 ***

嚼食檳榔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543 .041 13.264 ***
品德及人際關係的期望 <--- 家長教育期望 1.000
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 家長教育期望 .716 .112 6.382 ***

友善性 <--- 人格特質 .597 .041 14.399 ***
家人關係 <--- 人際關係 1.000
師生關係 <--- 人際關係 .986 .070 14.060 ***
同儕關係 <--- 人際關係 .957 .063 15.104 ***
社會自尊 <--- 自尊 1.170 .064 18.198 ***
吸菸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1.000

成癮藥物行為 <---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280 .021 13.424 ***
外向性 <--- 人格特質 1.000

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 學校氣氛 1.000
學生參與決定 <--- 學校氣氛 .411 .024 17.160 ***

註：灰底字表示未達理想值。



14
5

表
4-

6-
6

模
式

標
準
化
殘

差
摘
要
表

學 生 參 與 決 定

社 會 自 尊

成 癮 藥 物 行 為

師 生 關 係

同 儕 關 係

家 人 關 係

友 善 性

學 業 及 成 就 的 期 望

品 德 及 人 際 關 係 期 望

嚼 食 檳 榔 行 為

飲 酒 行 為

吸 菸 行 為

學 業 傾 向

學 校 設 備

教 師 支 持 與 教 學 創 新

經 驗 開 放 性

外 向 性

學 業 自 尊

身 體 自 尊

家 庭 自 尊

學
生
參
與

決
定

.0
00

社
會

自
尊

-.6
68

.0
00

成
癮
藥
物

行
為

1.
34

8
1.

03
7

.0
00

師
生
關
係

-.3
10

-2
.7

01
.6

85
.0

00

同
儕
關
係

-2
.4

99
2.

63
6

-.2
56

-1
.7

27
.0

00

家
人
關
係

-3
.4

97
-1

.4
71

-.6
43

-1
.3

11
4.

71
6

.0
00

友
善
性

-.2
61

.9
24

.2
75

.1
27

5.
63

7
-1

.1
58

.0
00

學
業
及
成

就
的
期

望
-.7

93
.6

72
.1

53
-1

.0
88

.3
59

-1
.3

17
1.

28
2

.0
00

品
德

及
人

際
關
係

期
望

.2
70

-.6
98

-.5
98

-.7
32

-.4
12

2.
27

3
.1

23
.0

00
.0

00

嚼
食
檳
榔

行
為

.6
20

.4
35

.5
97

.9
26

-.0
52

-.3
67

-.8
53

.3
53

-.3
17

.0
00

飲
酒
行
為

.5
99

2.
57

2
-1

.4
45

1.
51

5
2.

04
2

-.0
65

-.8
24

1.
13

6
2.

70
6

-.3
34

.0
00

吸
菸
行
為

-2
.0

28
-1

.5
84

-.4
96

-2
.0

64
-.6

89
-2

.5
42

-2
.6

18
-.2

94
-.3

93
-.6

93
3.

30
2

.0
00

學
業
傾
向

2.
68

2
2.

04
8

-.2
59

2.
73

1
-.1

60
.9

87
2.

53
9

5.
55

7
3.

65
5

-1
.4

92
-.7

63
-4

.5
76

.0
00

學
校
設
備

1.
95

3
-1

.0
11

.2
61

.1
51

-.6
42

-3
.1

77
1.

06
5

-1
.4

85
-1

.6
57

.0
80

1.
01

7
-.2

19
-1

.7
58

.0
00

教
師

支
持

與
教
學

創
新

-.5
26

-.7
78

.1
49

6.
19

8
-2

.2
40

-3
.1

36
.7

29
-1

.1
59

-.3
14

.7
64

.3
11

-1
.2

21
-2

.1
50

.3
59

.0
00

經
驗
開
放

性
-1

.2
21

1.
38

0
-.3

97
.1

47
.5

07
-.0

59
-1

.8
44

-.8
16

1.
82

9
-1

.2
53

1.
83

0
.4

85
.6

00
-.3

21
.3

11
.0

00

外
向
性

-.8
49

1.
81

7
1.

65
1

-1
.0

17
-1

.1
52

-4
.7

02
1.

51
4

2.
13

2
-2

.0
20

.2
57

3.
15

8
.0

48
-.1

97
-1

.1
20

-.5
16

.0
52

.0
00

學
業
自
尊

-.6
11

.3
09

.5
40

.0
20

-1
.5

52
-.1

98
-2

.8
05

.9
19

.0
59

-.7
69

.5
81

-2
.0

09
3.

73
6

-1
.1

78
1.

04
4

.9
55

-2
.0

99
.0

00

身
體
自
尊

.0
32

-.6
27

.2
05

-.2
92

-2
.9

12
-1

.2
36

-2
.4

54
.0

38
.0

54
1.

58
4

.7
39

-.0
49

1.
24

1
-.4

29
1.

84
5

-.1
47

2.
12

3
4.

13
8

.0
00

家
庭
自
尊

-.5
53

-.7
43

-.4
58

-1
.2

28
1.

31
7

11
.6

80
-1

.1
58

-.9
83

1.
14

3
-.8

41
-1

.0
67

-3
.5

46
3.

60
2

-2
.2

06
-.0

58
-.0

56
-2

.3
66

-.6
46

-.5
60

.0
00



146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家庭及學

校因素理論模式圖」，以及綜合上述所有模式的基本適合標準、整體模

式適合標準、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的評鑑項目及結果整理如表 4-6-7。

並且根據表 4-6-7 所顯示各個評鑑項目的數值及結果，可以看到本研究

所建構的「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的結構模

式」，其內在結構與外在結構適合度大致尚佳〔皆符合 Bagozzi 和 Yi

（1988）所訂定的評鑑規準〕，但是仍有部分未達理想數值，表示未來

研究還可以再做進一步的修正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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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7 模式適配度的評鑑項目及理想的評鑑結果摘要表

評鑑項目 實際數值 評鑑結果

是否沒有負的誤差變異？ 是 良好

誤差變異是否都達顯著水準？ 是 良好

參數間相關的絕對值是否未太接近 1？ 是 良好

基

本

適

合

標

準
因素負荷量是否介於.5~.95 之間？

共有20個因素負

荷量，其中有 3
個未介於.5~.95
之間。

部份未臻理想

2值是否未達顯著？

2 =1326.424
df = 155
p = .000

因卡方值會受樣

本數的影響，所

以僅作為參考

值。

GFI 指數是否大於.9？ 是 良好

AGFI 指數是否大於.9？ 否 未臻理想

RMR 指數是否低於.05？ 否 未臻理想

TCD 指數是否大於.9？ 是 良好

Q-plot 的殘差分佈線的斜率是否大於 1？ 是 良好
2值比率是否小於 3？ 否 未臻理想

1（NFI）指數是否大於.9？ 否 未臻理想

2（IFI）指數是否大於.9？ 否 未臻理想

TLI（NNFI）指數是否大於.9？ 否 未臻理想

整

體

模

式

適

合

標

準

）

外

在

品

質

（ RMSEA 是否小於.05？ 否 未臻理想

個別項目的信度是否在.5 以上？ 否 未臻理想

潛在變項的成份信度是否在.6 以上？ 是 良好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是否在.5 以上？ 否 未臻理想

所估計的參數是否都達顯著水準？ 是 良好

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是否都小於 1.96？ 否 未臻理想

模

式

內

在

品

質 修正指標是否都小於 3.84？ 全部都大於 3.84
修正指標會受樣

本數影響，所以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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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的直接

效果分析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的因果模式圖（圖

4-6-1），人格特質在預測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時，其標準化迴歸係

數()分別為.41，而人格特質有達.01 之顯著水準，而預測精確性( 2R )

是.08，表示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變異有 8%是人格特質可以預測

到的；但自尊、家長教育期望、人際關係和學校氣氛對於大學生成癮

物質使用行為的解釋力接近 0，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是.03、.02、

-.50、.13，未達.05 之顯著水準。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

質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直接正面影響效果，表示大學生的

人格特質愈傾向開放、外放和友善性，其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愈

多。



149

圖 4-6-1 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理論模式圖
（標準化解）

三、綜合討論

根據本研究所建構的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個人、家庭

及學校理論模式所得到的研究發現來看，學生的人格特質對成癮物質

使用行為之徑路係數有達.05 顯著水準，即學生的人格特質會影響到成

癮物質使用行為。此項研究發現支持本研究假設 5：個人、家庭和學校

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亦即人格特質對大學生

**



150

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著影響。

上述的分析結果，大致上反映了學生是否具有愈外放性的人格特

質確實會影響到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從過去諸多的文獻探討與

實徵研究均認為，通常擁有良好的人格特質，其內控信念會較高，也

較不易受到周遭社會環境的影響而用藥，因此會有較少的成癮物質使

用行為（李蘭等，1998；陳漢瑛，2008；戴秀津等，2004；Biddle, 1995;

Carron et al., 2003）。

另外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是否有較佳的自尊、家庭是

否有較高的教育期望，父母的管教態度是否嚴格，有無良好的人際關

係，以及學校有無提昇優良校風與氣氛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的影響並未達到顯著水準，這就可能表示大學生有較少的成癮物質使

用行為，其實與學生是否有較佳的自尊、家庭是否有較高的教育期望，

父母管教態度有無嚴格，是否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及學校有無提

昇優良校風與氣氛，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並沒有直接且正面

幫助，整體來看，有重要影響的還是與學生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質是

否為高經驗開放性、或高外向性，才是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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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第四章分析結果，本節綜合歸納出下列四項結論，說明如下。

並從結論中進一步提供衛生教育實務之建議與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 論

根據第四章的分析結果，本節綜合歸納出下列結論，說明如下：

一、臺北地區的大學生對其成癮物質具有較高比率的使用行為

本研究發現，臺北地區的大學生有著較低的嚼食檳榔、成癮藥物

等使用行為；在飲酒方面，高達 61％比率有飲酒行為；而吸菸方面，

亦高達 17％有吸菸行為。

二、大學生之社會人口學變項約可解釋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 10%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確有社會人口學變項（性

別、家庭結構、母親職業、居住地區、就讀年級、就讀學校類型）的

差異性。在吸菸行為方面，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有較高的吸菸行為；

來自雙親家庭的大學生要比單親家庭的學生有較少的吸菸行為；就讀

私立大學和私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比國立大學學生有較多的吸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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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飲酒行為方面，男大學生有較高的飲酒行為；家庭收入愈

高的大學生有較多的飲酒行為；原住民大學生比閩南籍的大學生有較

高的飲酒行為；就讀私立大學、國立科技大學和私立科技大學的學生

會有較多飲酒行為的發生。

至於在嚼檳榔行為方面，男大學生有較高的嚼檳榔行為；就讀私

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比國立大學生有較多的嚼檳榔行為發生；就讀二年

級的大學生比一年級學生有較多的嚼檳榔行為發生。

最後在成癮藥物使用行為方面，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有較高的成

癮藥物使用行為；母親職業屬於專業及管理人員的子女比技術及非技

術工人的子女比會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發生；居住於國外僑居地的

學生比居住北部學生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就讀私立科技大學生比

國立大學生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為發生；就讀大學三年級學生比一

年級學生有較多的成癮藥物行為發生。

另外，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大學生之社會人口學變項（性別、

家庭結構、母親職業、居住地區、就讀年級、就讀學校類型）的變異

約可解釋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 10%，這就表示：在大學生之社

會人口學變項中，應該還有一些重要變項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是有影響效果的，只是本研究未能將這些變項納入並加以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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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因素的自尊及人格特質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直接影

響

在個人因素方面，自尊及人格特質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

直接負向的影響。就迴歸係數而言自尊及人格特質預測大學生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分別為-.27 和.37，預測精確性（ 2R ）

是.04，表示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變異有 4％是自尊和人格特質

可以預測到的，亦即學生的自尊愈不佳，以及人格特質愈是表現的經

驗開放外向和對人友善，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會愈多。

四、個人、家庭和學校因素約可解釋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 8%

整體而言，個人因素(含自尊、人格特質)、家庭因素(含家長教育

期望)以及學校因素(含人際關係、學校氣氛)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之預測力( 2R )為.08，惟人格特質對於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有顯

著直接影響，亦即大學生的格特質愈傾向開放、外放性以及對待別人

心存友善，則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狀況愈容易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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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根據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學生、家長、學校學

校衛生教育，以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對教育實務之建議

（一）從研究發現大學生在吸菸方面，吸菸者的比率高達一成七，即

大學生有較多的吸菸行為，菸害防制教育仍需要持續辦理；另

高達六成一的大學生有飲酒行為，也有必要深入探討學生飲酒

行為的原因，及為學生提供衛生教育與相關課程，使學生明瞭

培養良好習慣才能奠定健康的基礎，如此一來即可避免危害健

康行為的發生。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吸菸、飲酒、嚼檳榔及成癮藥物等使

用行為，大學生的性別是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重要因素；

另外，家庭收入、家庭結構、籍貫、居住地區、就讀學校類型

和就讀年級等也會影響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因此，建議教育實

務工作者應有效評估學生的社會網絡關係，以及學校所營造的

校園氛圍及其交友狀況，並且能夠隨時掌握學生的動向適時給

予協助與輔導，以防止學生因為同儕的不良影響，以及學校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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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氣氛所形成的敗壞風氣，而產生吸菸、飲酒、嚼食檳榔，甚

至是濫用藥物等成癮物質行為。除此之外，學校也應建立完善

的社會規範，多多加強與家長的聯繫和溝通，並重視衛生教育

的宣導與推行，以及適時地為學生舉辦健康研習營加強宣導；

同時學校更應提供正當的休閒活動，鼓勵學生培養良好的興

趣，使得學生能夠透過休閒活動的安排，進而減少危害健康行

為的產生。

（二）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大學生的家庭結構、家庭社經地位與居住

地區均會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產生影響，因此建議父母親可多

參加親職教育講座，學習親子溝通的方法，並適時的關心其子

女的交友狀況，強化親子間的情感關係，傾聽孩子的心聲，分

享孩子的心事，讓子女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同時，父母親應以

身作則，樹立良好楷模，為子女建立正確的危害健康行為的認

知，且應多付出時間陪伴其子女，正向積極的態度來處理子女

所遭遇的問題，就有可能效降低危害健康行為頻率的發生。

（三）現今大學是無國界的教育環境，校園不只是本國學生而已，相

對的，在未來大環境的經濟蓬勃發展及多元文化衝擊的驅使

下，外籍生及僑生人數亦會日趨增加，而這些學生受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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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環境適應、語言及課業壓力等處理問題，有可能會接觸

或發生成癮物質的使用。因此，未來建議學校機構應與衛生醫

療單位共同合作，並可針對「外籍生」與「僑生」舉辦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相關的活動，使其能為外籍與僑生提供成癮物質使

用行為的防制議題，讓外籍學生也能得到尊重關懷及實際有用

的協助；另一方面，因應大學結構不斷改變，也可以與健康促

進人員積極研擬相關健康促進或衛生教育計劃，教導學生有關

如何避免接觸危害健康行為的資訊，並開辦相關戒癮班別，方

能收到最大之成效。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在研究工具上

1.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為主要研究工具，為了瞭解學生的社會人口

學變項，個人、家庭和學校等因素在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上有何

影響，於是自編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現況之量表，其中在編

製問卷過程中可能忽略了需納入其他重要的變項。其次，可能有

許多受測大學生認為非法或成癮藥物等敏感性的題目涉及隱私，

不願意認真填答，而影響到研究結果的精確性與可信度，這也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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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採用問卷資料蒐集的方法仍有不盡周延之處。因此，建議未來

研究可再加入質性訪談，以便能夠得到更深入的結果與發現。

2.本研究以「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善性」、「嚴

謹自律性」做為測量人格特質的變項；「民主型」、「專制型」、「放

任型」做為測量家長管教態度的變項；以及「教師支持與教學創

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支持多元文化」、「紀

律嚴苛」、「安全問題」、「學生參與決定」做為測量學校氣氛

的變項。然而在模式檢驗評鑑中，顯示「神經質性」和「嚴謹自

律性」的個別信度，以及對潛在變項(人格特質)的成分信度不合乎

評鑑標準；其次，「民主型」、「專制型」、「放任型」的個別信度，

以及對潛在變項(家長管教態度)的成分信度也不合乎評鑑標準；最

後，「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安全問題」，以及對潛

在變項(學校氣氛)的成分信度不合乎評鑑標準，表示此測量並非良

好的觀察變項。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多方面參考大學生人

格特質、家長管教態度、與學校氣氛的研究結果，與人格特質、

家長管教態度的理論基礎，並重新建構出適合大學生良好信度的

人格特質、家長管教態度與學校氣氛指標，使期能夠更精準地測

量到大學生人格特質、家長管教態度，與學校氣氛的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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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本研究採用自陳式的問卷測量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並且依據生態系統理論來加以驗證大學的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然而，本研究仍缺乏鉅系統(macro-system)的指標，因此有關

鉅系統的探析與討論未能從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獲得任何的訊息。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投入鉅系統的指標，例如社會價值觀、社會文

化、生活型態、健康政策---等指標，俾供未來能做更完善精確的

分析，進而得到更進一步的改善空間。

(二)在研究變項上

除了以大學生的個人、家庭、學校等因素來探討成癮物質使

用行為外，亦可能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所以建議未來研究可再

納入其他變項，例如：社區因素、及政府的衛生政策等變項，再

進一步其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預測，如此更能瞭解生態系統中

鉅系統（macrosystem）論述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意涵。

(三)在研究對象上

1.為區別不同層面的影響，未來在樣本的選取，可採取更完善的分

層抽樣設計。本次研究以就讀學院別而言結果不顯著，沒有明確

代表不同學校屬性、結構、學院別及系所的抽樣單位。為瞭解更

多不同層面及物質使用行為，建議未來研究可多抽一些不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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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且以系所為單位，甚至可以增加外籍生、僑生或大陸學生為

單位抽樣，以瞭解來自多元國際文化的變異，及大學生對成癮物

質使用行為的影響層面。

2.此外，本研究對象以臺北地區公、私立大學與科技大學之學生為

研究母群體，所得結果只能推論至臺北地區公、私立大學與科技

大學學生，無法解釋或推論到其他地區。因此，為求樣本更具代

表性，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大研究樣本的取樣範圍，或是進

行比較性研究，使其能更加瞭解各地區之國立與私立大學、科技

大學學生在其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差異性。

(四)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採橫斷式的問卷調查方法來分析個人因素、家庭因

素、學校因素與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因果關連性，無法確

切提供各變項間因果關係之證據，建議後續研究設計可以固定樣

本進行長期性的追蹤調查研究（panel study），並採用縱貫性研究

方法，探究經過時間差異後，在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上所產生的變

化，以深入瞭解研究對象對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真貌為何，並加

以釐清各變項的因果機制，以增加因果方向推論的信心（鄭默、

鄭日昌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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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專家效度處理名單及相關附件



審閱專家名單：

李志恒 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兼院長

陳漢瑛 博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教授

謝亞恒 博士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兼主任

姜逸群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兼主任

張鳳琴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助理教授



教授 道鑑：

素仰 台端學術卓越，學養俱佳，敬請不吝賜教。本人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

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刻正從事研究「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

影響因素模式之建構與檢證－以臺北地區為例」，現已編成問卷，並進行專家意見調

查。

謹此奉上「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調查問卷」，特懇請賜予寶貴意見，以做

為問卷主要參酌。懇請您於九月十二日前將您的寶貴意見，以所附回郵信封擲回。

耑此

敬頌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李景美 博士

研 究 生：李建明

聯絡電話：0933125129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一日

審查說明：

1.本研究目的及架構請見附件一。

2.本問卷共分為五個部份，分別為：壹、大學生個人因素(如自尊、人格特質)；貳、家庭因素(如

家長教育期望、管教態度)；参、學校因素(如人際關係、學校氣氛)；肆、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

為(包含飲酒、吸菸、嚼檳榔、成癮藥物)；伍、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

3.請依照您對每一題的程度，分別在適合，不須修正；適合，但須修正；不適合，宜刪除等空格內

打。若問卷中有語意不清、文句不順、分類不適或任何修正卓見，請填寫在修正建議欄，均懇請

您不吝指教，使問卷更為完整。謝謝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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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研究目的與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模式之建構與檢

證，並以臺北地區（臺北市、新北市）30 所之國（市）立大學、私立大學、國

立科技大學、及私立科技大學等四類日間部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計有下

列五點：

（一）以社會人口學變項預測大學生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二）探討個人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三）探討家庭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四）分析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

（五）建構並檢證影響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因果模式。

二、研究架構

「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模式之建構與檢證」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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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專家效度問卷

壹、個人因素（一）：自尊情形

專家審查意見欄

第一部份、自尊情形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生的自尊情形，採李克特四點量表；題組分別包

含：學業自尊、身體自尊、家庭自尊、社會自尊等四個向度，請問

您同意下列各題呈現方式嗎？

一、學業自尊 1-6 題（共 6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正建議

1. 我信任我的學習能力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 我覺得自己功課方面的能力很好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 我對自己的課業能力充滿信心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 我的表現能夠達到學校的要求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5. 我認為我有能力勝任學校工作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6. 學校的課業壓力，我可以應付得來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二、身體自尊 7-12 題（共 6 題）

7. 我能夠在運動方面有不錯的表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8. 我對自己的運動能力有信心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9. 我覺得自己的體力充沛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0. 我具備良好的體格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1. 我覺得自己身高體重的比例剛剛好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2. 我能夠和家人們一起談天說地閒話家常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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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自尊 13-18 題（共 6 題）

13. 我能主動關心家人的想法與情緒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4. 我能和家人商量自己想做的事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5.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能夠告訴我的家人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6. 我能帶動家中愉快的氣氛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7. 家裡的事情，我能夠幫得上忙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8. 我覺得我是家中重要的一份子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四、社會自尊 19-27 題（共 9 題）

19. 我能夠與別人相處得不錯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0. 我能夠和剛認識的人開口交談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1. 我能夠和想要交往的朋友保持聯繫和互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2. 在我的朋友圈中，我是重要的成員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3. 我覺得我在班上是被看重的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4. 我覺得自己在團體中是有貢獻的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5. 我覺得大家喜歡和我在一起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6. 朋友很重視我所表達的意見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7. 我喜歡自己在學校的表現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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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人因素（二）：人格特質
專家審查意見欄

第二部份、人格特質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生的人格特質，採李克特四點量表；題組分別

包含：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善性、嚴謹自律性等

五個向度，請問您同意下列各題呈現方式嗎？

一、經驗開放性 1-11 題（共 11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正建議

1.我認為每件事情只有一種方法解決問題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我喜歡待在熟悉的環境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事情失敗後，我還會想其他方法來解決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我喜歡瞭解自己不懂的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我對新事物一點興趣也沒有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6.我覺得自己是具有想像力的人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7.我喜歡嘗試新事物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8.我覺得思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9.我會改變房間的佈置以追求新鮮感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0.我會嘗試走不同的路線到想去的地方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1.我喜歡動腦筋思考問題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二、神經質 12-19 題（共 8 題）

12.我容易莫名其妙地生氣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3.事情失敗了，我只會責怪自己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4.我容易為了小事情而不開心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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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會因為別人的話感到生氣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6.我擔心自己會把事情做不好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7.我容易擔心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8.我容易為了小事情而緊張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19.我容易為了小事情而睡不著覺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三、外向性 20-29 題（共 10 題）

20.與別人相處時，大部分都是我在說話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1.我常常覺得自己很有活力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2.我喜歡和別人一起玩遊戲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3.我喜歡主動去認識新朋友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4.我覺得自己是個活潑的人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5.我喜歡與別人聊天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6.跟別人聊天，我能夠得到樂趣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7.我覺得和別人一起玩是件無聊的事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8.我害怕在別人面前說話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29.與別人相處時，我都是靜靜地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四、友善性 30-44 題（共 15 題）

30.我會站在別人的立場著想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1.我常常和別人吵架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2.我無法體會別人的立場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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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我喜歡幫助有困難的人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4.我喜歡跟同學一起合作來完成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5.我覺得自己很有活力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6.我會尊重別人不同的意見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7.我覺得別人對我好是有目的的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8.我覺得自己很自私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39.我喜歡去關心我的同學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0.我會體貼別人的辛苦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1.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善良的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2.我能夠和別人愉快地相處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3.我會同情弱勢的人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4.我認為別人對我好是出自於真心的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五、嚴謹自律性 45-60 題（共 16 題）

45.在做決定時，我會好好的思考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6.我常常很衝動去做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7.我做事情常會忘東忘西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8.我是個作事講求方法的人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49.期限快到了，我才會去作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0.我能夠持之以恆地把事情完成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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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我常常想把事情趕快做好，而不去管結果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2.我常常花時間去找想要用的東西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3.我會有計畫去完成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4.我會盡力完成分配給我的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5.用過的東西我會排放整齊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6.我會自動自發去完成事情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7.我不會因為事情失敗了而放棄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8.我常常把東西亂放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59.我容易把事情做到一半就放棄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60.如果事情失敗了，我就不敢再碰它

□(1)從不如此 □(2)很少如此 □(3)通常如此 □(4)總是如此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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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因素（一）：教育期望

專家審查意見欄

第一部份、教育期望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教育期望，採李克特四點量表；題組分別包

含學業及成就的期望、品德及人際的期望等二個向度，請問您同

意下列各題呈現方式嗎？

一、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1-4 題（共 4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正建議

1.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考試成績表現是班上的前幾名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2. 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要具備大學學歷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3. 父母希望父母將來至少是社會的中層管理人員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4. 父母希望我將來能成為社會的高階主管或領導者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二、品德及人際的期望 5-7 題（共 3 題）

5. 父母會十分在意我在學校品德和行為是否良好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6. 父母會十分在意我在學校人際關係是否良好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7.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是班上最好的幾個之一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非常同意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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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因素（二）：管教態度

專家審查意見欄

第二部份、管教態度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對於子女管教態度之情形，採李克特四點量

表；題組分別包含：民主型、專制型、放任型、不干涉型等四個

向度，請問您同意下列各題呈現方式嗎？

一、民主型 1-6 題（共 6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正建議

1.訂定家庭規則時，爸媽會與我討論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我知道父母親的期望，如果我覺得爸媽對我的期望不合理時，

可以隨時與他們討論商量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父母親先聽我的意見，經由討論之後，才告訴我方向，給我引

導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父母親願意聽我的意見和我討論之後，在行為上給予指導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5.當爸媽決定有關整體家庭事件時，他們會願意與我討論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6.如果父母親做錯了，他們會認錯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二、專制型 7-9 題（共 3 題）

7. 父母親覺得只要愈要求我，我就愈會有適當的行為表現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8.當我不聽話時，父母親會有較嚴格的態度，並且會處罰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9.我知道父母親的期望，並且他們堅持我要尊重他們的權威，順

從他們的期許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三、放任型 10-14 題（共 5 題）

10. 父母親不常對我的課業、行為給予期望和引導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1.父母親很少對我的行為、態度或作業做要求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2.爸媽很少規定我的日常作息(如：睡覺、看電視時間)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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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爸媽常讓我自己安排寒暑假的休閒活動，不會加以干涉或過問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4.爸媽讓我覺得很自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四、不干涉型 15-21 題（共 7 題）

15.父母親十分忙碌於自己的事，很少有時間陪伴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6.父母親重視他們自己的工作、社交生活多於我學校的課業或活

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7.因為爸媽工作或家裡很忙，所以很少參加學校的開會或活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8.學校老師打電話或到家裡訪問，爸媽沒有時間與他溝通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9.父母親只要有空，就會帶我到外面郊遊或吃東西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0.父母會注意我的生活作息是否正常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1.父母要我待人和氣有禮貌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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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因素（一）：人際關係

專家審查意見欄

第一部份、人際關係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生人際關係之情形，採李克特四點量表；題組

分別包含：家人關係、同儕關係、師生關係等三個向度，請問您

同意下列各題呈現方式嗎？

一、家人關係 1-7 題（共 7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正建議

1.我覺得家人很關心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我喜歡跟家人聊天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我覺得家人是可以信任的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我有困難的時候家人會幫助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5.我覺得家人很瞭解我的個性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6.與家人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覺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7.和家人在一起時，我覺得很快樂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二、同儕關係 8-14 題（共 7 題）

8.我喜歡幫助有困難的同學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9.我跟同學相處得很開心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0.我難過的時候，同學會安慰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1.跟同學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覺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2.我喜歡和同學一起玩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3.同學難過的時候，我會去安慰他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4.我會跟同學分享心裡的想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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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生關係 15-21 題（共 7 題）

15.我覺得老師很關心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6.碰到問題時，我會去請教老師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7.我覺得老師說的話都是為我好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8.我覺得老師是可以信任的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9.我喜歡跟老師接觸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0.我會盡力完成老師交待的事情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1.看到老師我會向他問好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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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因素（二）：學校氣氛

專家審查意見欄
第二部份、學校氣氛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生在學校氣氛之情形，採李克特四點量表；題

組分別包含：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學生

參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安全問題等七個向度，請

問您同意下列各題呈現方式嗎？

一、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1-11 題（共 11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正建議

1.老師會用心幫助學生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老師會找出時間來傾聽我們的心事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我覺得在學校上課很享受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老師會主動關心學生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5.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搗蛋的話，老師會做處置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6.老師會鼓勵學生嘗試奇特的方案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7.老師在課堂上會嘗試創新且不同的教學方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8.老師會在課堂上強調遵守規則的重要性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9.如果老師訂定規則，學生就會確實執行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0.課堂上，老師會透過指定作業，幫助我們認識學校以外的事物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1.老師會協助學生安排作業時間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二、學校設備 12-20 題（共 9 題）

12.向學校借用圖書或球類器材很方便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3.學校的圖書很充實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4.學校所安排的活動可以充實發揮我的能力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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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老師所使用的教具很充分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6.我喜歡學校的校園(包括花圃、操場、校舍、教室建築)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7.我很滿意學校的所有設備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8.在學校圖書館，學生們可以借到想要閱讀的書籍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9.學校有充分的活動空間和設備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0.學校的專科教室設備很充足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三、學業傾向 21-28 題（共 8 題）

21.成績對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2.我們班同學會努力讀書以爭取好成績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3.學生們會盡全力去得到最好的成績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4.學生們會努力完成作業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5.學生們對學校課業投注很多的心力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6.學生們樂於和同學一起完成課堂報告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7.學生們樂於和同學一起從事校園活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8.學校裡的學生對認識別的同學感到很有興趣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四、學生參與決定 29-33 題（共 5 題）

29.老師會詢問學生想學什麼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0.在我們的學校，學生有機會參與做決定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1.在我們的學校，對於事情該如何進行學生有發言權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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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學生可以參與制定學校的規定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3.學生們有機會討論課堂時間如何運用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五、支持多元文化 34-37 題（共 4 題）

34.許多不同文化的學生都能參與學校重要的活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5.我會和不同文化的同學一起參與學校活動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6.在學校中我藉由參與一些事物來瞭解不同文化的同學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7.老師會強調不同文化的同學們互相和平相處的重要性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六、紀律嚴苛 38-42 題（共 5 題）

38.學生們會因為違反不嚴重的規定而招來麻煩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9.學校的規定太過嚴格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0.老師們太過嚴格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1.學生會因為上課講話而受到處罰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2.在學校裡，學生很容易不及格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七、安全問題 43-45 題（共 3 題）

43.在學校中曾有人真正地揍我或傷害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4.在學校中，我害怕有人會傷害我或是騷擾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5.學校裡曾有人威脅我說如果我給錢或是交出自己私人的東

西，就要揍我或傷害我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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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專家審查
意見欄

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

檳榔、成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

是非對錯之分，請依真實情況填答。

一、吸菸行為 1-15 題（共 15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
正
建
議

1.我在幾歲時吸第一次菸？
□(1)不曾吸菸 □(2)未滿14歲 □(3) 14歲以上~未滿18歲
□(4) 18歲以上

2.我最近一次吸菸是在什麼時候？

□(0)不曾吸菸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 □(5)一年以上

3.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在吸菸？

□(0)不曾吸菸 □(1)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2) 1或2天 □(3) 3到5天
□(4) 6 到 9 天 □(5) 10 到 19 天 □(6) 20 到 29 天 □(7)整個月

4.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多少(支)菸？

□(0)不曾吸菸 □(1)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2) 1或2支 □(3) 3到5支
□(4) 6到9支 □(5) 10-20支 □(6) 21-30支 □(7) 31-40支
□(8) 41-50 支 □(9) 51-60 支 □(10) 61 支(三包)以上(約 支)

5.我曾吸過的菸合起來計算，是否有超過100支(5包)？

□(1)沒有超過100支 □(2)有超過100支
6.我第一次吸菸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我第一次吸菸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8.我過去一年是否曾嘗試戒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年未曾吸菸 □(2)不曾嘗試戒菸
□(3)曾嘗試戒菸
9.我過去一年是否曾想要戒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年未曾吸菸 □(2)不曾想要戒菸

□(3)曾想要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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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起床後我通常多久吸第一支菸？
□(1)5 分鐘內 □(2)5-30 分鐘內 □(3)31-60 分鐘內 □(4)60 分鐘後
□(5)已經戒菸

11.在禁止吸菸的場所不能吸菸，會讓我難以忍受

□(1)會 □(2)不會

12.那支菸是我最難放棄的？
□(1)早上第一支菸 □(2)其他

13.我一天最多吸幾支菸？
□(1)1-5 支 □(2)6-10 支 □(3)11-15 支 □(4)16-20 支 □(5)21-25 支
□(6)26-30 支 □(7)31 支或以上
14.起床後數小時內是我一天中吸最多支菸的時候嗎？
□(1)是 □(2)否
15.整天臥病在床或感冒、呼吸不順暢時，我仍然吸菸？
□(1)是 □(2)否

二、飲酒行為 16-27 題（共 12 題）

16.我在幾歲時喝第一次酒？(喝一次也算，包含啤酒、氣泡酒或調味酒、雞尾酒、

水果釀造酒、高濃度烈酒及其他酒（藥酒、紅酒、小米酒及類酒精飲料保力達）等，

但不包括料理食物加的酒。）
□(1)不曾喝酒 □(2)未滿 14 歲 □(3)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以上
17.我最近一次喝酒是在什麼時候？(喝一次也算)
□(1)從未喝過 □(2)曾經喝過，但過去一年沒喝 □(3)過去一年曾喝過，但過去一

個月沒喝 □(4)過去一個月曾喝過，但過去一週沒喝

□(5)過去一週曾喝過，但不是天天喝 □(6)幾乎天天喝酒
18.我第一次喝酒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19.我第一次喝酒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20.我過去一個月內，平均「每次喝酒的量」大約是幾份酒？
（「一份酒」定義為鋁罐裝啤酒 1罐（濃度 4.5％，350 cc），其他酒類換算方式，
請見下表，並自行換算。）
□(1) 0 份（我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喝酒） □(2)1 份以下 □(3)1-2 份
□(4)3-4 份 □(5)5-6 份 □(6)7-8 份 □(7)9-10 份 □(8)11 份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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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的父、母親或長輩會勸我喝酒？
□(1)從未沒有 □(2)曾經有，但過去一年沒有 □(3)過去一年曾有，但過去一個月

沒有 □(4)過去一個月曾有，但過去一週沒有 □(5)過去一週曾有，但不是天天有

□(6)幾乎天天勸酒

22.我的朋友、同學會勸我喝酒？
□(1)從未沒有 □(2)曾經有，但過去一年沒有 □(3)過去一年曾有，但過去一個月
沒有 □(4)過去一個月曾有，但過去一週沒有 □(5)過去一週曾有，但不是天天有
□(6)幾乎天天勸酒

23.我參加同學聚會或社團活動時，會將酒當成飲料喝嗎？
□(1)從未喝過 □(2)曾經喝過，但過去一年沒喝 □(3)過去一年曾喝過，但過去一
個月沒喝 □(4)過去一個月曾喝過，但過去一週沒喝 □(5)過去一週曾喝過，但不
是天天喝 □(6)幾乎天天喝酒

24.我最近一次喝醉酒是在什麼時候？

□(1)從未喝過 □(2)曾經喝醉，但過去一年沒喝醉□(3)過去一年曾喝醉，但過去一

個月沒喝醉 □(4)過去一個月曾喝醉，但過去一週沒喝醉

□(5)過去一週曾喝醉，但不是天天喝醉 □(6)幾乎天天喝醉酒

25.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曾一次喝5份酒以上？
□(0)不曾喝酒 □(1)過去一個月沒喝酒 □(2)過去一個月沒有一天一次喝超過5份
酒以上 □(3) 1或2天 □(4) 3到5天 □(5) 6到9天
□(6) 10到19天 □(7) 20到29天 □(8)整個月

26.我最近一次喝醉酒是在什麼時候？

□(0)不曾喝酒 □(1)不曾喝醉酒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4)過去一個月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27.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喝醉酒？

□(0)不曾喝酒 □(1)過去一個月沒喝醉酒 □(2) 1或2天 □(3) 3到5天
□(4) 6到9天 □(5) 10到19天 □(6) 20到29天 □(7)整個月

三、嚼食檳榔28-32題（共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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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在幾歲時嚼食第一口檳榔？
□(1)不曾吃檳榔 □(2)未滿14歲 □(3) 14歲以上~未滿18歲 □(4) 18歲以上

29.我過去一年內曾經嚼食檳榔的情形為何？

□(1)從未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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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多少(顆)檳榔？

□(0)不曾嚼食 □(1)過去一個月沒嚼食檳榔 □(2) 1-5顆 □(3) 6-10顆
□(4) 11-20顆 □(5) 21-40顆 □(6) 41-60顆 □(7) 61-80顆
□(8) 81-100顆 □(9) 101顆以上(約 顆)

31.我第一次嚼食檳榔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32.我第一次嚼食檳榔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四、成癮藥物使用行為33-39題（共7題）

33.我在幾歲時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

□(1)不曾嘗試 □(2)未滿14歲 □(3) 14歲以上~未滿18歲 □(4) 18歲以上

34.我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35.我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36.我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成癮藥物的情形為何？（曾用一次也算）

□(1)從未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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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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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我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過的成癮藥物為何？(可複選)

□(1)安非他命（安仔、冰糖、冰塊）□(2) FM2安眠藥（十字架）

□(3)大麻（老鼠尾巴）□(4)強力膠 □(5) MDMA搖頭丸（綠蝴蝶、狂喜、亞當、

Ecstasy）□(6)海洛因(白粉、四號)、嗎啡 □(7)紅中、白板、青發 □(8) LSD（搖

腳丸，一粒沙）、PCP幻覺劑 □(9)笑氣(N2O)
□(10)潘他唑新(速賜康) □(11) GHB（液態快樂丸，G 水）

□(12) K他命（K、卡門）□(13) 古柯鹼（快克，可卡因）

□(14)其他（請寫出）

38.我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成癮藥物?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39.我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成癮藥物? (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6)藥頭/毒販 □(7)藥

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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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大學生人口學變項
專家審查意見欄

此部份是在大學生社會人口學變項之情形，請依照您對每一題的

適合度分別在空格內打。若問卷中有語意不清、文句不順、分

類不適或任何修正卓見，請填寫在修正建議欄。

1-14 題（共 11 題）

適
合
，
不
須
修
正

適
合
，
但
須
修
正

不
適
合
，
宜
刪
除

修正建議

1.我的性別是：
□(1)男性 □(2)女性

2.我是出生年月是：民國 年 月

3.我的父親教育程度是：

□(1)不識字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含碩、博士) □(7)其他(請說明)

4.我的母親教育程度是：

□(1)不識字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含碩、博士) □(7)其他(請說明)

5.我的籍貫是：

□(1)閩南人 □(2)客家人 □(3)大陸各省市 □(4)原住民

□(5)其他(請說明)
6.父、母親職業：請於下表直接勾選

父親 母親 職業名稱
□(1) □(1) 技術工、水電匠、店員、小店主、零售員、推銷員、

自耕農、司機、裁縫、廚師、美容師、理髮師、推
拿師、郵差、打字員、領班、監工

□(2) □(2) 技術員、委任級公務人員(組員、辦事員)、科員、
行員、出納員、縣市議員、鄉鎮民意代表、批發商、
代理商、包商、尉級軍官、警察、護士、消防隊員、
船員、秘書、代書、演員、服裝設計師

□(3) □(3)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大法官、科學家、特
任或簡任級公務人員(處長、所長)、立法委員、監
察委員、考試委員、國大代表、大公司或企業董事
長、將級軍官

□(4) □(4)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
律師、檢察官、工程師、建築師、藥師、護理師、
薦任級公務人員(股長、主任、課長、技正)、公司
科長、院轄市議員、省議員、經理、襄理、協理、
副理、校級軍官、警官、作家、畫家、音樂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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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電視記者
□(5) □(5) 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清潔工、雜

工、臨時工友、守衛、傭工、侍應生、家庭主婦、
無業、退休

□(6) □(6) 其他(如果你父母的職業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 ，
請描述他們的工作單位與職稱
父： 母：

□(7) □(7) 無法作答 (如：父親過世、母親過世)

7.我的父親每個月平均收入大約多少？
□(1)無 □(2)不到 2 萬元~3 萬元(不含 3 萬)□(3)3 萬元~6 萬元(不
含 6 萬)□(4) 6 萬元~10 萬元(不含 10 萬)□(5)10 萬元~15 萬元(不
含 15 萬) □(6)15 萬元以上 □(7)其他(請說明)

8.我的母親每個月平均收入大約多少？(

□(1)無 □(2)不到 2 萬元~3 萬元(不含 3 萬)□(3)3 萬元~6 萬元(不

含 6 萬)□(4) 6 萬元~10 萬元(不含 10 萬)□(5)10 萬元~15 萬元(不

含 15 萬) □(6)15 萬元以上 □(7)其他(請說明)

9.我目前全家經濟狀況為何？
□(1)清寒 □(2)低收入 □(3)收支平衡 □(4)小康 □(5)經濟優渥

□(6)其他(請說明)

10.我目前的家庭結構狀況是：

□(1)雙親 □(2)單親 □(3)無親 □(4)寄親 □(5)隔代教養

11.我的家庭居住地區是：

□(1)北部地區(含基隆市、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

竹市、宜蘭縣等縣市) □(2)中部地區(苗栗縣、臺中市、臺中縣、

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縣市) □(3)南部地區(：嘉義縣、嘉

義市、臺南縣、臺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等縣

市) □(4)東部地區(臺東縣、花蓮縣等縣市) □(5)其他(請說明)

12.我目前就讀的學校類型是：

□(1)國立大學 □(2)私立大學

□(3)國立科技大學 □(4)私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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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目前就讀的學院是：

□(1)人文與社會類，學院名稱：(□文學院、□法學院、□商學院、

□藝術學院 系)

□(2)科技與自然類，學院名稱：(□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

□醫學院 系)

14.我目前就讀的年級是：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四年級

本項度問題若有其他建議，請書寫於下方框格中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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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預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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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設計這份問卷，是想瞭解目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現況與看法」，研究分

析結果將作為預防與改善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之參考。請您填寫最符合實際的選項，在
內打或在 填答。我們會“妥善保密”您的資料，敬請放心據實回答，您的每一個
意見都很重要，因此，請從頭到尾檢查一遍，“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填寫完畢後，請

將本問卷交給問卷發放委託人。最後，致上最誠摯感謝，非常謝謝您對本研究的貢獻。

敬祝您

學業進步、健康快樂！

研究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

指導教授：李景美 博士

研 究 生：李建明

聯絡電話：0933-125129
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十 月 一 日

□□－□□□□
壹、個人因素（一）：自尊情形

第一部份、自尊情形

此部份是在測量自尊情形，題組分別包含：學業自尊、身體自尊、家庭

自尊、社會自尊等四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學業自尊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我信任我的學習能力 …………………………………………………... □ □ □ □

2. 我覺得自己功課方面的能力很好並充滿信心 ………………………... □ □ □ □

3. 我的表現能夠達到學校的要求並應付得來 …………………………... □ □ □ □

4. 能力勝任學校工作（包括服務學習、社團學習等） ………………… □ □ □ □

5. 學校或系上的課業壓力，我可以應付得來 ………………………….... □ □ □ □

二、身體自尊

6. 我能夠在運動方面有不錯的表現 ……………………………………... □ □ □ □

7. 我對自己的運動能力有信心 …………………………………………... □ □ □ □

8. 我覺得自己的體力充沛 ………………………………………………... □ □ □ □

9. 我具備良好的身體組成(包括身高、體重、體脂肪 BMI、體型意識等) □ □ □ □

10. 我覺得自己的睡眠充足 ………………………………………………. □ □ □ □

11. 我覺得自己的飲食攝取很健康 ………………………………………. □ □ □ □

三、家庭自尊

12. 我能主動關心家人的想法與情緒 ……………………………………. □ □ □ □



接下頁－211

－續上頁

第一部份、自尊情形

此部份是在測量自尊情形，題組分別包含：學業自尊、身體自尊、家庭

自尊、社會自尊等四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三、家庭自尊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3. 我能和家人商量自己想做的事 ……………………………………..... □ □ □ □

14.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能夠告訴我的家人 ……………………………... □ □ □ □

15. 我能夠和家人們一起談天說地閒話家常 ……………………………. □ □ □ □

16. 我能帶動家中愉快的氣氛 ……………………………………………. □ □ □ □

17. 家裡的事情，我能夠幫得上忙 ………………………………………... □ □ □ □

18. 我覺得我是家中重要的一份子 ………………………………………. □ □ □ □

四、社會自尊

19. 我能夠與別人相處得不錯 ……………………………………………. □ □ □ □

20. 我能夠和剛認識的人開口交談 ………………………………………. □ □ □ □

21. 我能夠和想要交往的朋友保持聯繫和互動 …………………………. □ □ □ □

22. 在我的朋友圈中，我是重要的成員 …………………………………... □ □ □ □

23. 我覺得我在班上是被看重的 …………………………………………. □ □ □ □

24. 我覺得自己在團體中是有貢獻的 ……………………………………. □ □ □ □

25. 我覺得大家喜歡和我在一起 …………………………………………. □ □ □ □

26. 朋友很重視我所表達的意見 …………………………………………. □ □ □ □

壹、個人因素（二）：人格特質

第二部份、人格特質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格特質，包含：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

善性、嚴謹自律性等五個項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經驗開放性

從

不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通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我認為每件事情只有一種方法解決問題 ……………………………... □ □ □ □

2. 我喜歡待在熟悉的環境 ………………………………………………... □ □ □ □

3. 我喜歡瞭解自己不懂的事情 …………………………………………... □ □ □ □

4. 我覺得自己是具有想像力的人 ………………………………………... □ □ □ □

5. 我喜歡嘗試新事物 ……………………………………………………... □ □ □ □

6. 我覺得思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 □ □ □ □

7. 我會改變房間的佈置以追求新鮮感 …………………………………... □ □ □ □

8. 我會嘗試走不同的路線到想去的地方 ………………………………... □ □ □ □

二、神經質性

9. 我容易莫名其妙地生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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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人格特質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格特質，包含：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

善性、嚴謹自律性等五個項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二、神經質性

從

不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通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0. 事情失敗了，我只會責怪自己 ………………………………………... □ □ □ □

11. 我容易為了小事情而不開心 …………………………………………. □ □ □ □

12. 我會因為別人的話感到生氣 …………………………………………. □ □ □ □

13. 我擔心自己會把事情做不好 …………………………………………. □ □ □ □

14. 我容易擔心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 □ □ □ □

15. 我容易為了小事情而緊張並會睡不著覺 ……………………………. □ □ □ □

三、外向性

16. 與別人相處時，大部分都是我在說話 ………………………………... □ □ □ □

17. 我常常覺得自己很有活力 ……………………………………………. □ □ □ □

18. 我喜歡和別人一起遊玩 ………………………………………………. □ □ □ □

19. 我喜歡主動去認識新朋友 ……………………………………………. □ □ □ □

20. 我覺得自己是個活潑的人 ……………………………………………. □ □ □ □

21. 跟別人聊天，我能夠得到樂趣 ………………………………………... □ □ □ □

22. 我覺得和別人一起玩是件無聊的事 …………………………………. □ □ □ □

23. 我害怕在別人面前說話 ………………………………………………. □ □ □ □

四、友善性

24. 我會站在別人的立場著想 ……………………………………………. □ □ □ □

25. 我常常和別人吵架 ……………………………………………………. □ □ □ □

26. 我無法體會別人的立場 ………………………………………………. □ □ □ □

27. 我喜歡跟同學一起合作來完成事情 …………………………………. □ □ □ □

28. 我會尊重別人不同的意見 ……………………………………………. □ □ □ □

29. 我覺得別人對我好是有目的的 ………………………………………. □ □ □ □

30. 我覺得自己很自私 ……………………………………………………. □ □ □ □

31. 我喜歡去關心我的同學 ………………………………………………. □ □ □ □

32. 我會體貼別人的辛苦 …………………………………………………. □ □ □ □

33. 我能夠和別人愉快地相處 ……………………………………………. □ □ □ □

34. 我會同情弱勢的人 ……………………………………………………. □ □ □ □

五、嚴謹自律性

35. 在做決定時，我會好好的思考 ………………………………………... □ □ □ □

36. 我常常很衝動去做事情 ………………………………………………. □ □ □ □

37. 我做事情常會忘東忘西 ………………………………………………. □ □ □ □

38. 我是個作事講求方法的人 ……………………………………………. □ □ □ □

39. 期限快到了，我才會去作事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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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人格特質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格特質，包含：經驗開放性、神經質性、外向性、友

善性、嚴謹自律性等五個項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五、嚴謹自律性

從

不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通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40. 我能夠持之以恆地把事情完成 ………………………………………. □ □ □ □

41. 我常常想把事情趕快做好，而不管會有什麼結果 …………………... □ □ □ □

42. 我會有計畫去完成事情 ………………………………………………. □ □ □ □

43. 我會盡力完成分配給我的事情 ………………………………………. □ □ □ □

44. 用過的東西我會排放整齊 ……………………………………………. □ □ □ □

45. 我會自動自發去完成事情 ……………………………………………. □ □ □ □

46. 我不會因為事情失敗了而放棄 ………………………………………. □ □ □ □

47. 我容易把事情做到一半就放棄 ………………………………………. □ □ □ □

貳、家庭因素（一）：教育期望

第一部份、教育期望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教育期望，包含：學業及成就的期望、品德及人際

的期望等二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學業及成就的期望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考試成績表現是班上的前幾名 ………………... □ □ □ □

2. 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要具備大學學歷 ………………………………... □ □ □ □

3. 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是社會的中層管理人員 ………………………... □ □ □ □

4. 父母希望我將來能成為社會的高階主管或領導者 …………………... □ □ □ □

二、品德及人際的期望

5. 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品德和行為是否良好 ………………………... □ □ □ □

6. 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人際關係是否良好 …………………………... □ □ □ □

7.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是班上最好的幾個之一 ……………... □ □ □ □

貳、家庭因素（二）：管教態度

第二部份、管教態度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對於子女管教態度之情形，包含：民主型、專制型、

放任型、不干涉型等四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民主型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訂定家庭規則時，爸媽會與我討論 ……………………………………. □ □ □ □

2. 如果我覺得爸媽對我的期望不合理時，我可以隨時與他們討論商量 . □ □ □ □

3. 父母親先聽我的意見，經由討論之後，才告訴我方向，給我引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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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管教態度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對於子女管教態度之情形，包含：民主型、專制型、

放任型、不干涉型等四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民主型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4. 父母親願意聽我的意見和我討論之後，在行為上給予教導 …………. □ □ □ □

5. 當爸媽決定有關整體家庭事件時，他們會願意與我討論 ……………. □ □ □ □

6. 如果父母親做錯了，他們會認錯 ………………………………………. □ □ □ □

二、專制型

7. 父母親覺得愈要求我，我就愈會有適當的行為表現 …………………. □ □ □ □

8. 當我不聽話時，父母親會有較嚴格的態度，並且會處罰我 …………... □ □ □ □

9. 我知道父母親的期望，並且他們堅持我要尊重他們的權威，順從他

們的期許 ………………………………………………………………... □ □ □ □

三、放任型

10. 父母親不常對我的課業、行為給予期望和教導 ……………………... □ □ □ □

11. 父母親很少對我的行為、態度或作業給予要求 ……………………... □ □ □ □

12. 爸媽很少規定我的日常生活作息（如：睡覺、看電視時間）…………. □ □ □ □

13. 爸媽讓我覺得很自由，想做什麼就放任我去做 ……………………... □ □ □ □

四、不干涉型

14. 父母親十分忙碌於自己的事，很少有時間陪伴我 …………………... □ □ □ □

15. 父母親重視他們自己的工作、社交生活多過我在學校的課業或活動 □ □ □ □

16. 因為爸媽工作或家裡很忙，所以很少參加學校的開會或活動 ……... □ □ □ □

17. 學校老師打電話或到家裡訪問，爸媽沒有時間與他溝通 …………... □ □ □ □

18. 爸媽常讓我自己安排寒暑假的休閒活動，不會加以干涉或過問 …...□ □ □ □

叁、學校因素（一）：人際關係

第一部份、人際關係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際關係之情形，題組分別包含：家人關係、同儕關係、

師生關係等三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家人關係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家人很關心我 …………………………………………………... □ □ □ □

2. 我喜歡跟家人聊天 ……………………………………………………... □ □ □ □

3. 我覺得家人是可以信任的 ……………………………………………... □ □ □ □

4. 我有困難的時候家人會幫助我 ………………………………………... □ □ □ □

5. 我覺得家人很瞭解我的個性 …………………………………………... □ □ □ □

6. 與家人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覺 ……………………………………. □ □ □ □

7. 和家人在一起時，我覺得很快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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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人際關係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際關係之情形，題組分別包含：家人關係、同儕關係、

師生關係等三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二、同儕關係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8. 我喜歡幫助有困難的同學 ……………………………………………... □ □ □ □

9. 我跟同學相處得很開心 ………………………………………………... □ □ □ □

10. 我難過的時候，同學會安慰我 ………………………………………... □ □ □ □

11. 跟同學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覺 …………………………………... □ □ □ □

12. 我喜歡和同學一起玩 …………………………………………………. □ □ □ □

13. 同學難過的時候，我會去安慰他 ……………………………………... □ □ □ □

14. 我會跟同學分享心裡的想法 …………………………………………. □ □ □ □

三、師生關係

15. 我覺得老師很關心我 …………………………………………………. □ □ □ □

16. 碰到問題時，我會去請教老師 ………………………………………... □ □ □ □

17. 我覺得老師說的話都是為我好 ………………………………………. □ □ □ □

18. 我覺得老師是可以信任的 ……………………………………………. □ □ □ □

19. 我喜歡跟老師接觸 ……………………………………………………. □ □ □ □

20. 我會盡力完成老師交待的事情 ………………………………………. □ □ □ □

21. 看到老師我會向他問好 ………………………………………………. □ □ □ □

叁、學校因素（二）：學校氣氛
第二部份、學校氣氛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校氣氛之情形，題組分別包含：教師支持與教學創

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學生參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

安全問題等七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教師支持與教學創新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老師會用心幫助學生 …………………………………………………... □ □ □ □

2. 老師會找出時間來傾聽我們的心事 …………………………………... □ □ □ □

3. 我覺得在學校上課很享受 ……………………………………………... □ □ □ □

4. 老師會主動關心學生 …………………………………………………... □ □ □ □

5. 如果學生在課堂上搗蛋的話，老師會做處置 …………………………. □ □ □ □

6. 老師會鼓勵學生嘗試創新探索的方案 ………………………………... □ □ □ □

7. 老師在課堂上會嘗試創新且不同的教學方法 ………………………... □ □ □ □

8. 老師會在課堂上強調遵守規則的重要性 ……………………………... □ □ □ □

9. 如果老師訂定規則，學生就會確實執行 ………………………………. □ □ □ □

10. 課堂上，老師會透過指定作業，幫助我們認識學校以外的事物 ……. □ □ □ □

11. 老師會安排課後作業輔導時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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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學校氣氛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校氣氛之情形，題組分別包含：教師支持與教學創

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學生參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

安全問題等七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二、學校設備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2. 向學校借用圖書或球類器材很方便 …………………………………. □ □ □ □

13. 學校的圖書很充實 ……………………………………………………. □ □ □ □

14. 學校所安排的活動可以充實發揮我的能力 …………………………. □ □ □ □

15. 老師所使用的教具很充分 ……………………………………………. □ □ □ □

16. 我喜歡學校的校園（包括花圃、運動場館、校舍、教室建築）………... □ □ □ □

17. 我很滿意學校所有的設備（包括實驗教室、教學儀器、運動場館、

休閒遊憩、便利商店及餐廳等）………………………………………. □ □ □ □

18. 在學校圖書館，學生們可以借到想要閱讀的書籍 …………………... □ □ □ □

19. 學校的專業教室設備很充足 …………………………………………. □ □ □ □

三、學業傾向

20. 成績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 □ □ □ □

21. 我會努力讀書以爭取好成績 …………………………………………. □ □ □ □

22. 我會盡全力去得到最好的成績 ………………………………………. □ □ □ □

23. 我會努力完成作業 ……………………………………………………. □ □ □ □

24. 我對學校及系上課業投注很多的心力 ………………………………. □ □ □ □

25. 我樂於和同學一起完成課堂報告 ……………………………………. □ □ □ □

四、學生參與決定

26. 老師會詢問學生想學什麼 ……………………………………………. □ □ □ □

27. 在我們的學校，學生有機會參與做決定 ……………………………...□ □ □ □

28. 在我們的學校，對於事情該如何進行學生有發言權 ………………... □ □ □ □

29. 學生可以參與制定學校的規定 ………………………………………. □ □ □ □

30. 學生們有機會討論課堂時間如何運用 ………………………………. □ □ □ □

五、支持多元文化

31. 許多不同文化的學生都能參與學校重要的活動 ……………………. □ □ □ □

32. 我會和不同文化的同學一起參與學校活動 …………………………. □ □ □ □

33. 在學校中我藉由參與社團活動來瞭解不同文化的同學 ……………. □ □ □ □

34. 老師會特別強調不同文化的同學們應彼此和平相處 ………………. □ □ □ □

六、紀律嚴苛

35. 學生們會因為違反規定而招受處罰 …………………………………. □ □ □ □

36. 我認為學校的規定過於嚴格 ……………………………………….… □ □ □ □

37. 我認為老師們過於嚴格要求課業與生活 ……………………………. □ □ □ □

38. 學生會因為上課講話、接聽手機而受到處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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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第二部份、學校氣氛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校氣氛之情形，題組分別包含：教師支持與教學創

新、學校設備、學業傾向、學生參與決定、支持多元文化、紀律嚴苛、

安全問題等七個向度，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七、安全問題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39. 在學校中曾有人揍我或傷害我 ………………………………………. □ □ □ □

40. 在學校中，我害怕有人會傷害我或是騷擾我 ………………………...□ □ □ □

41. 學校裡曾有人威脅我說如果我不給錢或是不交出自己私人的東

西，就要揍我或傷害我 ………………………………………………... □ □ □ □

肆、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

成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是非對錯之分，

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吸菸行為

1. 我在幾歲時第一次吸菸？

□(1)從未吸菸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2. 我最近一次吸菸是在什麼時候？

□(0)從未吸菸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 □(6)過去一年以前

3. 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在吸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2) 1或2天 □(3) 3到5天
□(4) 6 到 9 天 □(5) 10 到 19 天 □(6) 20 到 29 天 □(7)整個月

4. 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多少（支）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2) 1或2支 □(3) 3到5支
□(4) 6 到 9 支 □(5) 10-20 支 □(6) 21-30 支 □(7) 31-40 支 □(8) 41-50 支

□(9) 51-60 支 □(10) 61 支（三包）以上（約 支）

5. 我曾吸過的菸合起來計算，是否有超過 100 支（5 包）？

□(0)從未吸菸 □(1)沒有超過 100 支 □(2)有超過 100 支

6. 我第一次吸菸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吸菸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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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

成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是非對錯之分，

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吸菸行為

7. 我第一次吸菸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0)從未吸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8. 我過去一年是否曾嘗試戒菸？（戒菸是指至少24小時以上不吸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年未曾吸菸 □(2)不曾嘗試戒菸 □(3)曾嘗試戒菸

9. 我過去一年是否曾想要戒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年未曾吸菸 □(2)不曾想要戒菸 □(3)曾想要戒菸

10. 起床後我通常多久吸第一支菸？

□(0)從未吸菸 □(1) 5 分鐘內 □(2) 5-30 分鐘內 □(3) 31-60 分鐘內

□(4) 60 分鐘後 □(5)已經戒菸

11. 在禁止吸菸的場所不能吸菸，會讓我難以忍受？

□(0)從未吸菸 □(1)會 □(2)不會

12. 那支菸是我最難放棄的？

□(0)從未吸菸 □(1)早上第一支菸 □(2)其他（請寫出）

13. 我一天最多吸幾支菸？

□(0)從未吸菸 □(1) 1-5 支 □(2) 6-10 支 □(3) 11-15 支 □(4) 16-20 支

□(5) 21-25 支 □(6) 26-30 支 □(7) 31 支或以上

14. 起床後一小時內是一天中吸最多支菸的時候嗎？

□(0)從未吸菸 □(1)是 □(2)否

15. 整天臥病在床或感冒、呼吸不順暢時，我仍然吸菸？

□(0)從未吸菸 □(1)是 □(2)否

二、飲酒行為

16. 我在幾歲時第一次喝酒？（喝一次也算，包含啤酒、氣泡酒或調味酒、雞尾酒、水果

釀造酒、高濃度烈酒及其他酒（藥酒、紅酒、小米酒及類酒精飲料保力達）等，但不

包括料理食物加的酒。）

□(1)從未喝過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17.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喝過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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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成

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是非對錯之分，請依

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二、飲酒行為

18. 第一次喝酒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0)從未喝過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19. 我最近一次喝酒是在什麼時候？（喝一次也算）

□(0)從未喝過 □(1)曾經喝過，但過去一年沒喝

□(2)過去一年曾喝過，但過去一個月沒喝 □(3)過去一個月曾喝過，但過去一週沒喝

□(4)過去一週曾喝過，但不是天天喝 □(5)幾乎天天喝酒

20. 我過去一個月內，平均「每次喝酒的量」大約是幾份酒？（「一份酒」定義為鋁罐裝啤酒 1
罐（濃度 4.5％，350 cc），其他酒類換算方式，請見下表，並自行換算。）

□(0) 0 份（我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喝酒） □(1) 1 份以下 □(2) 1-2 份 □(3) 3-4 份

□(4) 5-6 份 □(5) 7-8 份 □(6) 9-10 份 □(7) 11 份或以上

品名 一份酒的量 一瓶換算「份數」 濃度

台灣啤酒 約 1 罐 350 cc 1 4.5 %
玉泉系列：涼酒 0.25 公升/瓶 約 2 瓶 520 cc 0.5 3.0 %
玉泉金香白葡萄酒 0.6 公升/瓶 約 1/4 瓶 150 cc 4 10.5 %
小米酒 0.6 公升/瓶 約 1/5 瓶 131 cc 4.5 12.0 %

中
低
濃
度

玉泉系列：水果酒 0.6 公升/瓶 約 1/5 瓶 121 cc 5 13.0 %
花雕、紹興、黃酒、玉泉清酒：0.6 公升/瓶 約 1/6 瓶 98.4 cc 6 16.0 %
玉鶴系列：雙鹿五加皮酒 0.3 公升/瓶 約 2/13 瓶 46.3 cc 6.5 34.0 %
米酒頭 0.6 公升/瓶 約 1/13 瓶 46.3 cc 13 34.0 %
玉台系列：威士忌、蘭姆酒、白蘭地 0.6 公升/瓶 約 1/15 瓶 39.4 cc 15 40.0 %

中
高
濃
度

玉山系列：玉山特級高梁酒、茅台酒 0.6 公升/瓶 約 1/20 瓶 31.5 cc 20 50 %以上

21. 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曾一次喝5份酒以上？
□(0)不曾喝酒 □(1)過去一個月沒喝酒

□(2)過去一個月沒有一天一次喝超過 5 份酒以上 □(3) 1 或 2 天 □(4) 3 到 5 天

□(5) 6 到 9 天 □(6) 10 到 19 天 □(7) 20 到 29 天 □(8)整個月

22. 我的父、母親或長輩會勸我喝酒？

□(0)從未勸酒 □(1)曾經有，但過去一年沒有 □(2)過去一年曾有，但過去一個月沒有

□(3)過去一個月曾有，但過去一週沒有 □(4)過去一週曾有，但不是天天有

□(5)幾乎天天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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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成

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是非對錯之分，請依

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二、飲酒行為

23. 我的朋友、同學會勸我喝酒？

□(0)從未勸酒 □(1)曾經有，但過去一年沒有 □(2)過去一年曾有，但過去一個月沒有

□(3)過去一個月曾有，但過去一週沒有 □(4)過去一週曾有，但不是天天有

□(5)幾乎天天勸酒

24. 我參加同學聚會或社團活動時，會將酒當成飲料喝嗎？

□(0)從未喝過 □(1)曾經喝過，但過去一年沒喝

□(2)過去一年曾喝過，但過去一個月沒喝 □(3)過去一個月曾喝過，但過去一週沒喝

□(4)過去一週曾喝過，但不是天天喝 □(5)幾乎天天喝酒

25. 我最近一次喝醉酒是在什麼時候？

□(0)從未喝過 □(1)曾經喝醉，但過去一年沒喝醉

□(2)過去一年曾喝醉，但過去一個月沒喝醉

□(3)過去一個月曾喝醉，但過去一週沒喝醉 □(4)過去一週曾喝醉，但不是天天喝醉

□(5)幾乎天天喝醉酒

26. 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喝醉酒？

□(0)不曾喝酒 □(1)過去一個月沒喝醉酒 □(2) 1 或 2 天 □(3) 3 到 5 天

□(4) 6 到 9 天 □(5) 10 到 19 天 □(6) 20 到 29 天 □(7)整個月

三、嚼食檳榔

27. 我在幾歲時嚼食第一口檳榔？

□(1)從未嚼食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28. 我第一次嚼食檳榔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嚼食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29. 我第一次嚼食檳榔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0)從未嚼食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30. 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多少（顆）檳榔？

□(0)不曾嚼食 □(1)過去一個月沒嚼食檳榔 □(2) 1-5顆 □(3) 6-10顆
□(4) 11-20顆 □(5) 21-40顆 □(6) 41-60顆 □(7) 61-80顆 □(8) 81-100顆
□(9) 101 顆以上（約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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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成

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是非對錯之分，請依

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三、嚼食檳榔

31. 我過去一年內曾經嚼食檳榔的情形為何？

□(0)從未嚼食 □(1)曾經用過，但過去一年沒用過

□(2)過去一年曾用過，但過去一個月沒用過

□(3)過去一個月曾用過，但過去一週沒用過 □(4)過去一週曾用過，但不是天天使用

□(5)幾乎天天使用

四、成癮藥物使用行為

（是指非經醫療人員處方或建議而自行使用的藥物或物質而導致依賴習慣）

33. 我在幾歲時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

□(1)從未使用過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34. 我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使用過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35. 我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36. 我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成癮藥物的情形為何？（曾用一次也算）

□(0)從未使用過 □(1)曾經用過，但過去一年沒用過

□(2)過去一年曾用過，但過去一個月沒用過

□(3)過去一個月曾用過，但過去一週沒用過 □(4)過去一週曾用過，但不是天天使用

□(5)幾乎天天使用

37. 我過去一年內曾經使用過的成癮藥物為何？（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安非他命 (安仔、冰糖、冰塊) □(2) FM2安眠藥 (十字架)
□(3)大麻 (老鼠尾巴) □(4)強力膠 □(5) MDMA搖頭丸 (綠蝴蝶、狂喜、亞當、Ecstasy)
□(6)海洛因 (白粉、四號、嗎啡) □(7)紅中、白板、青發

□(8) LSD (搖腳丸、一粒沙、PCP幻覺劑) □(9)笑氣 (N2O) □(10)潘他唑新 (速賜康)
□(11) GHB (液態快樂丸、G 水) □(12) K 他命 (K、卡門)
□(13)古柯鹼 (快克、可卡因) □(14)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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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成

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是非對錯之分，請依

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四、成癮藥物使用行為

（是指非經醫療人員處方或建議而自行使用的藥物或物質而導致依賴習慣）

38. 我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成癮藥物？（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39. 我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成癮藥物？（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伍、大學生人口學變項（請依照您對每一題的適合度分別在打。）

1. 我的性別是：□(1)男性 □(2)女性

2. 我的出生年月是：民國 年 月

3. 我的父親教育程度是：

□(1)國小或不識字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含碩、博士） □(7)其他（請寫出）

4. 我的母親教育程度是：

□(1)國小或不識字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含碩、博士） □(7)其他（請寫出）

5. 我的籍貫是：

□(1)閩南人 □(2)客家人 □(3)大陸各省市 □(4)原住民

□(5)其他（請說明）

6. 我目前家庭居住地區是：

□(1)北部地區（含：基隆市、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宜蘭縣等縣市）

□(2)中部地區（含：苗栗縣、臺中市、臺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縣市）

□(3)南部地區（含：嘉義縣、嘉義市、臺南縣、臺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澎湖

縣等縣市） □(4)東部地區（含：臺東縣、花蓮縣等縣市）

□(5)其他（請說明）

7. 我目前的家庭結構狀況是：

□(1)雙親 □(2)單親 □(3)無親 □(4)寄親 □(5)隔代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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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父、母親職業：請於下表直接勾選

父親 母親 職 業 名 稱

□(1) □(1)
技術工、水電匠、店員、小店主、零售員、推銷員、自耕農、司機、裁縫、

廚師、美容師、理髮師、推拿師、郵差、打字員、領班、監工

□(2) □(2)
技術員、委任級公務人員（組員、辦事員）、科員、行員、出納員、縣市議

員、鄉鎮民意代表、批發商、代理商、包商、尉級軍官、警察、護士、消

防隊員、船員、秘書、代書、演員、服裝設計師

□(3) □(3)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大法官、科學家、特任或簡任級公務人員（處

長、所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國大代表、大公司或企業董

事長、將級軍官

□(4) □(4)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律師、檢察官、工程師、

建築師、藥師、護理師、薦任級公務人員（股長、主任、課長、技正）、公

司科長、院轄市議員、省議員、經理、襄理、協理、副理、校級軍官、警

官、作家、畫家、音樂家、新聞、電視記者

□(5) □(5)
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清潔工、雜工、臨時工友、守衛、

傭工、侍應生、家庭主婦、無業、退休

□(6) □(6)
其他（如果你父母的職業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請描述他們的工作單位與

職稱；父： 母： 。

□(7) □(7) 無法作答（如：父親過世、母親過世）

9. 我的家庭每個月平均收入大約多少（包括父、母親、兄姐等）？
□(1)無（不知道） □(2)不到 2 萬元~3 萬元（不含 3 萬）

□(3) 3 萬元~6 萬元（不含 6 萬） □(4) 6 萬元~10 萬元（不含 10 萬）

□(5) 10 萬元~15 萬元（不含 15 萬） □(6) 15 萬元以上

□(7)其他（請說明）

10. 我目前就讀的學校類型是：

□(1)國立大學 □(2)私立大學 □(3)國立科技大學 □(4)私立科技大學

11. 我目前就讀的學院是：

□(1)人文與社會類，

學院名稱：（□文學院、□法學院、□商學院、□藝術學院 系）

□(2)科技與自然類，

學院名稱：（□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 系）

12. 我目前就讀的年級是：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四年級

□(5)其他（請說明）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為避免遺漏，請您再次檢查題目是否均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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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設計這份問卷，是想瞭解目前「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行為的現況與看法」，研究分

析結果將作為預防與改善大學生成癮物質使用之參考。請您填寫最符合實際的選項，在
內打或在 填答。我們會“妥善保密”您的資料，敬請放心據實回答，您的每一個
意見都很重要，因此，請從頭到尾檢查一遍，“務必不要遺漏任何一題”。填寫完畢後，

請將本問卷交給問卷發放委託人。最後，致上最誠摯感謝，非常謝謝您對本研究的貢獻。

敬祝您

學業進步、健康快樂！

研究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系

指導教授：李景美 博士

研 究 生：李建明

聯絡電話：0933-125129
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十二 月 一 日

壹、個人因素（一）：自尊情形

第一部份、自尊情形

此部份是在測量自尊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我信任我的學習能力………………………………………………..…... □ □ □ □

2. 我覺得自己功課方面的能力很好並充滿信心……………………..…... □ □ □ □

3. 我的表現能夠達到學校的要求並應付得來………………………..…... □ □ □ □

4. 能力勝任學校工作（包括服務學習、社團學習等）…………………… □ □ □ □

5. 學校或系上的課業壓力，我可以應付得來…………………………..… □ □ □ □

6. 我能夠在運動方面有不錯的表現…………………………………..…... □ □ □ □

7. 我對自己的運動能力有信心………………………………………..…... □ □ □ □

8. 我覺得自己的體力充沛……………………………………………......... □ □ □ □

9. 我具備良好的身體組成(包括身高、體重、體脂肪 BMI、體型意識等) □ □ □ □

10. 我覺得自己的睡眠充足………………………..………………………. □ □ □ □

11. 我覺得自己的飲食很健康…………………………..…………………. □ □ □ □

12. 我能主動關心家人的想法與情緒………………………………..……. □ □ □ □

13. 我能和家人商量自己想做的事………………………………..………. □ □ □ □

14.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能夠告訴我的家人……………………………... □ □ □ □

15. 我能夠和家人們一起談天說地閒話家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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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自尊情形

此部份是在測量自尊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6. 我能帶動家中愉快的氣氛…………………………………………..…. □ □ □ □

17. 家裡的事情，我能夠幫得上忙……………………………………....... □ □ □ □

18. 我覺得我是家中重要的一份子……………………………………..…. □ □ □ □

19. 我能夠與別人相處得不錯…………………………………………..…. □ □ □ □

20. 我能夠和剛認識的人開口交談……………………………………..…. □ □ □ □

21. 我能夠和想要交往的朋友保持聯繫和互動………………………..…. □ □ □ □

22. 在我的朋友圈中，我是重要的成員…………………………………... □ □ □ □

23. 我覺得我在班上是被看重的………………………………………..…. □ □ □ □

24. 我覺得自己在團體中是有貢獻的…………………………………..…. □ □ □ □

25. 我覺得大家喜歡和我在一起………………………………………..…. □ □ □ □

26. 朋友很重視我所表達的意見………………………………………..…. □ □ □ □

壹、個人因素（二）：人格特質

第二部份、人格特質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格特質，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從

不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通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 我喜歡瞭解自己不懂的事情…………………………………..……...… □ □ □ □

2. 我覺得自己是具有想像力的人…………………………..……………... □ □ □ □

3. 我喜歡嘗試新事物……………………………………………………..... □ □ □ □

4. 我會改變房間的佈置以追求新鮮感…………………………………..... □ □ □ □

5. 我會嘗試走不同的路線到想去的地方………………………………..... □ □ □ □

6. 事情失敗了，我只會責怪自己…………………………..……………... □ □ □ □

7. 我擔心自己會把事情做不好……………………………………..……... □ □ □ □

8. 我容易擔心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 □ □ □

9. 我容易為了小事情而緊張並會睡不著覺…………………………..…... □ □ □ □

10. 與別人相處時，大部分都是我在說話……………………………...… □ □ □ □

11. 我常常覺得自己很有活力…………………………………………..…. □ □ □ □

12. 我喜歡主動去認識新朋友…………………………………………..…. □ □ □ □

13. 我覺得自己是個活潑的人……………………………………..………. □ □ □ □

14. 我覺得和別人一起玩是件無聊的事……………………………..……. □ □ □ □

15. 我害怕在別人面前說話……………………………………………..…. □ □ □ □

16. 我無法體會別人的立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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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人格特質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格特質，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從

不

如

此

很

少

如

此

通

常

如

此

總

是

如

此

17. 我喜歡跟同學一起合作來完成事情………………………………..…. □ □ □ □

18. 我喜歡去關心我的同學………………………………………………... □ □ □ □

19. 我能夠和別人愉快地相處……………………………………………... □ □ □ □

20. 在做決定時，我會好好的思考……………………………………...… □ □ □ □

21. 我是個作事講求方法的人…………………………………………..…. □ □ □ □

22. 我能夠持之以恆地把事情完成……………………………………..…. □ □ □ □

23. 我會有計畫去完成事情……………………………………………..…. □ □ □ □

24. 我會盡力完成分配給我的事情………………………………...…...…. □ □ □ □

25. 用過的東西我會排放整齊…………………………………………..…. □ □ □ □

26. 我會自動自發去完成事情……………………………………………... □ □ □ □

貳、家庭因素（一）：教育期望

第一部份、教育期望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教育期望，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考試成績表現是班上的前幾名…………………. □ □ □ □

2. 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要具備大學學歷…………………......................... □ □ □ □

3. 父母希望我將來至少是社會的中層管理人員……………………......... □ □ □ □

4. 父母希望我將來能成為社會的高階主管或領導者……………………. □ □ □ □

5. 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品德和行為是否良好……………………......... □ □ □ □

6. 父母十分在意我在學校人際關係是否良好……………………............. □ □ □ □

7. 父母希望我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是班上最好的幾個之一…………..…... □ □ □ □

貳、家庭因素（二）：管教態度

第二部份、管教態度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對於子女管教態度之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

並在打。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訂定家庭規則時，爸媽會與我討論………………………….………….. □ □ □ □

2. 如果我覺得爸媽對我的期望不合理時，我可以隨時與他們討論商量.. □ □ □ □

3. 父母親先聽我的意見，經由討論之後，才告訴我方向，給我引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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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因素（二）：管教態度

第二部份、管教態度

此部份是在測量家長對於子女管教態度之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

並在打。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4. 父母親願意聽我的意見和我討論之後，在行為上給予教導…….…… □ □ □ □

5. 當爸媽決定有關整體家庭事件時，他們會願意與我討論…………..... □ □ □ □

6. 如果父母親做錯了，他們會認錯…………………………………….… □ □ □ □

7. 父母親覺得愈要求我，我就愈會有適當的行為表現…………….…… □ □ □ □

8. 當我不聽話時，父母親會有較嚴格的態度，並且會處罰我…………. □ □ □ □

9. 父母親很少對我的行為、態度或作業做要求…………………….…… □ □ □ □

10. 爸媽很少規定我的日常生活作息（如：睡覺、看電視時間）........... □ □ □ □

11. 爸媽讓我覺得很自由，想做什麼就放任我去做………………….….. □ □ □ □

叁、學校因素（一）：人際關係

第一部份、人際關係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際關係之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家人很關心我…………………..................................................... □ □ □ □

2. 我喜歡跟家人聊天……………………..................................................... □ □ □ □

3. 我覺得家人是可以信任的……………………......................................... □ □ □ □

4. 我有困難的時候家人會幫助我……………………................................. □ □ □ □

5. 我覺得家人很瞭解我的個性……………………..................................... □ □ □ □

6. 與家人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覺……………………......................... □ □ □ □

7. 和家人在一起時，我覺得很快樂……………………............................. □ □ □ □

8. 我喜歡幫助有困難的同學……………………......................................... □ □ □ □

9. 我跟同學相處得很開心……………………............................................. □ □ □ □

10. 我難過的時候，同學會安慰我……………………............................... □ □ □ □

11. 跟同學聊天時，我有被關心的感覺…………....................................... □ □ □ □

12. 我喜歡和同學一起玩……………………............................................... □ □ □ □

13. 同學難過的時候，我會去安慰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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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人際關係

此部份是在測量人際關係之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4. 我會跟同學分享心裡的想法……………………................................... □ □ □ □

15. 我覺得老師很關心我…………………................................................... □ □ □ □

16. 碰到問題時，我會去請教老師……………………............................... □ □ □ □

17. 我覺得老師說的話都是為我好…………………................................... □ □ □ □

18. 我覺得老師是可以信任的……………………....................................... □ □ □ □

19. 我喜歡跟老師接觸……………………................................................... □ □ □ □

20. 我會盡力完成老師交待的事情……………………............................... □ □ □ □

21. 看到老師我會向他問好……………………........................................... □ □ □ □

叁、學校因素（二）：學校氣氛

第二部份、學校氣氛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校氣氛之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老師會用心幫助學生……………………………………………………. □ □ □ □

2. 老師會找出時間來傾聽我們的心事……………………………………. □ □ □ □

3. 我覺得在學校上課很享受………………………………………………. □ □ □ □

4. 老師會主動關心學生……………………………………………………. □ □ □ □

5. 老師會鼓勵學生嘗試創新探索的方案…………………………………. □ □ □ □

6. 老師在課堂上會嘗試創新且不同的教學方法…………………………. □ □ □ □

7. 老師會在課堂上強調遵守規則的重要性………………………………. □ □ □ □

8. 如果老師訂定規則，學生就會確實執行………………………………. □ □ □ □

9. 課堂上，老師會透過指定作業，幫助我們認識學校以外的事物……. □ □ □ □

10. 老師會安排課後作業輔導時間………………………………………... □ □ □ □

11. 向學校借用圖書或球類器材很方便…………………………………... □ □ □ □

12. 學校的圖書很充實……………………………………………………... □ □ □ □

13. 學校所安排的活動可以充實發揮我的能力…………………………... □ □ □ □

14. 老師所使用的教具很充分……………………………………………... □ □ □ □

15. 我喜歡學校的校園（包括花圃、運動場館、校舍、教室建築）…... □ □ □ □

16. 我很滿意學校所有的設備 （包括實驗教室、教學儀器、運動場館、

休閒遊憩、便利商店及餐廳等）……………………………………... □ □ □ □

17. 在學校圖書館，學生們可以借到想要閱讀的書籍…………………... □ □ □ □

18. 學校的專業教室設備很充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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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學校氣氛

此部份是在測量學校氣氛之情形，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9. 成績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 □ □ □

20. 我會努力讀書以爭取好成績…………………………………………... □ □ □ □

21. 我會盡全力去得到最好的成績………………………………………... □ □ □ □

22. 在我們的學校，學生有機會參與做決定……………………………... □ □ □ □

23. 在我們的學校，對於事情該如何進行學生有發言權………………... □ □ □ □

24. 學生可以參與制定學校的規定………………………………………... □ □ □ □

25. 學生們有機會討論課堂時間如何運用………………………………... □ □ □ □

26. 我對學校及系上課業投注很多的心力………………………………... □ □ □ □

27. 我樂於和同學一起完成課堂報告……………………………………... □ □ □ □

28. 許多不同文化的學生都能參與學校重要的活動……………………... □ □ □ □

29. 我會和不同文化的同學一起參與學校活動…………………………... □ □ □ □

30. 在學校中我藉由參與社團活動來瞭解不同文化的同學……………... □ □ □ □

31. 老師會強調不同文化的同學們互相和平相處的重要性……………... □ □ □ □

32. 我認為學校的規定過於嚴格…………………………………………... □ □ □ □

33. 我認為老師們過於嚴格要求課業與生活…………………………....... □ □ □ □

34. 學生會因為上課講話、接聽手機而受到處罰………………………... □ □ □ □

35. 在學校中曾有人揍我或傷害我………………………………………... □ □ □ □

36. 在學校中，我害怕有人會傷害我或是騷擾我………………………... □ □ □ □

37. 學校裡曾有人威脅我說如果我不給錢或是不交出自己私人的東西，

就要揍我或傷害我……………………………………………………...□ □ □ □

肆、成癮物質使用行為

此部份是想瞭解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的成癮物質使用行為部份，包含：吸菸、飲酒、嚼檳榔、

成癮藥物等，請你/妳回想是否曾發生過以下的行為，以下題目的答案並無是非對錯之分，

請依真實情況分別填答並在打。

一、吸菸行為

1. 我在幾歲時第一次吸菸？

□(1)從未吸菸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2. 我最近一次吸菸是在什麼時候？

□(0)從未吸菸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 □(6)過去一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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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在吸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2) 1或2天 □(3) 3到5天
□(4) 6到9天 □(5) 10到19 天 □(6) 20到29天 □(7)整個月

4. 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吸多少（支）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2) 1或2支 □(3) 3到5支
□(4) 6 到 9 支 □(5) 10-20 支 □(6) 21-30 支 □(7) 31-40 支 □(8) 41-50 支

□(9) 51-60 支 □(10) 61 支（三包）以上（約 支）

5. 我曾吸過的菸合起來計算，是否有超過 100 支（5 包）？

□(0)從未吸菸 □(1)沒有超過 100 支 □(2)有超過 100 支

6. 我第一次吸菸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吸菸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 我過去一年是否曾嘗試戒菸？（戒菸是指至少24小時以上不吸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年未曾吸菸 □(2)不曾嘗試戒菸 □(3)曾嘗試戒菸

8. 我過去一年是否曾想要戒菸？

□(0)從未吸菸 □(1)過去一年未曾吸菸 □(2)不曾想要戒菸 □(3)曾想要戒菸

9. 起床後我通常多久吸第一支菸？

□(0)從未吸菸 □(1) 5 分鐘內 □(2) 5-30 分鐘內 □(3) 31-60 分鐘內

□(4) 60 分鐘後 □(5)已經戒菸

10.在禁止吸菸的場所不能吸菸，會讓我難以忍受？

□(0)從未吸菸 □(1)會 □(2)不會

11.那支菸是我最難放棄的？

□(0)從未吸菸 □(1)早上第一支菸 □(2)其他（請寫出）

12.我一天最多吸幾支菸？

□(0)從未吸菸 □(1) 1-5 支 □(2) 6-10 支 □(3) 11-15 支 □(4) 16-20 支

□(5) 21-25 支 □(6) 26-30 支 □(7) 31 支或以上

13.起床後一小時內是一天中吸最多支菸的時候嗎？

□(0)從未吸菸 □(1)是 □(2)否

14.整天臥病在床或感冒、呼吸不順暢時，我仍然吸菸？

□(0)從未吸菸 □(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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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飲酒行為

15.我在幾歲時第一次喝酒？（喝一次也算，包含啤酒、氣泡酒或調味酒、雞尾酒、水果釀造

酒、高濃度烈酒及其他酒（藥酒、紅酒、小米酒及類酒精飲料保力達 B）等，但不包括料

理食物加的酒。）

□(1)從未喝過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16.我第一次喝酒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喝過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17.我喝酒的情形為何（一次也算）

□(0)從未喝過 □(1)曾經喝過，但過去一年沒喝

□(2)過去一年曾喝過，但過去一個月沒喝 □(3)過去一個月曾喝過，但過去一週沒喝

□(4)過去一週曾喝過，但不是天天喝 □(5)幾乎天天喝酒

18.我過去一個月內，平均「每次喝酒的量」大約是幾份酒？（「一份酒」定義為鋁罐裝啤酒 1
罐（濃度 4.5％，350 cc），其他酒類換算方式，請見下表，並自行換算。）

□(0) 0 份（我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喝酒） □(1) 1 份以下 □(2) 1 份 □(3) 2 份

□(4) 3 份 □(5) 4 份 □(6) 5 份 □(7) 6 份 □(8) 7 份 □(9) 8 份

□(10) 9 份 □(11) 10 份 □(12)11 份以上（含）

品名 一份酒的量 一瓶換算「份數」 濃度

台灣啤酒 約 1 罐 350 cc 1 4.5 %
玉泉系列：涼酒 0.25 公升/瓶 約 2 瓶 520 cc 0.5 3.0 %
玉泉金香白葡萄酒 0.6 公升/瓶 約 1/4 瓶 150 cc 4 10.5 %
小米酒 0.6 公升/瓶 約 1/5 瓶 131 cc 4.5 12.0 %

中

低

濃

度
玉泉系列：水果酒 0.6 公升/瓶 約 1/5 瓶 121 cc 5 13.0 %
花雕、紹興、黃酒、玉泉清酒：0.6 公升/瓶 約 1/6 瓶 98.4 cc 6 16.0 %
玉鶴系列：雙鹿五加皮酒 0.3 公升/瓶 約 2/13 瓶 46.3 cc 6.5 34.0 %
米酒頭 0.6 公升/瓶 約 1/13 瓶 46.3 cc 13 34.0 %
玉台系列：威士忌、蘭姆酒、白蘭地 0.6 公升/瓶 約 1/15 瓶 39.4 cc 15 40.0 %

中

高

濃

度
玉山系列：玉山特級高梁酒、茅台酒 0.6 公升/瓶 約 1/20 瓶 31.5 cc 20 50 %以上

19.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曾一次喝5份酒以上？
□(1)過去一個月不曾一次喝超過 5 份酒以上 □(2) 1 或 2 天 □(3) 3 到 5 天

□(4) 6 到 9 天 □(5) 10 到 19 天 □(6) 20 到 29 天 □(7)整個月

20.我的父、母親或長輩會勸我喝酒嗎？

□(0)從未勸酒 □(1)曾經有，但過去一年沒有 □(2)過去一年曾有，但過去一個月沒有

□(3)過去一個月曾有，但過去一週沒有 □(4)過去一週曾有，但不是天天有

□(5)幾乎天天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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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的朋友、同學會勸我喝酒？

□(0)從未勸酒 □(1)曾經有，但過去一年沒有 □(2)過去一年曾有，但過去一個月沒有

□(3)過去一個月曾有，但過去一週沒有 □(4)過去一週曾有，但不是天天有

□(5)幾乎天天勸酒

22.我參加同學聚會或社團活動時，會將酒當成飲料喝嗎？

□(0)從未喝過 □(1)曾經喝過，但過去一年沒喝

□(2)過去一年曾喝過，但過去一個月沒喝 □(3)過去一個月曾喝過，但過去一週沒喝

□(4)過去一週曾喝過，但不是天天喝 □(5)幾乎天天喝酒

23.我喝醉酒的情形為何？

□(0)從未喝過或未曾喝醉酒 □(1)曾經喝醉，但過去一年沒喝醉

□(2)過去一年曾喝醉，但過去一個月沒喝醉

□(3)過去一個月曾喝醉，但過去一週沒喝醉 □(4)過去一週曾喝醉，但不是天天喝醉

□(5)幾乎天天喝醉酒

24.我過去一個月，有幾天喝醉酒？

□(1)不曾喝酒或過去一個月沒喝醉酒 □(2) 1 天 □(3) 2 天 □(4) 3 到 5 天

□(5) 6 到 9 天 □(6) 10 到 19 天 □(7) 20 到 29 天 □(8)整個月

三、嚼食檳榔

25.我在幾歲時嚼食第一口檳榔？

□(1)從未嚼食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26.我第一次嚼食檳榔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嚼食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27.我過去一個月，平均一天大概吃多少（顆）檳榔？

□(0)不曾嚼食 □(1)過去一個月沒嚼食檳榔 □(2) 1-5顆 □(3) 6-10顆
□(4) 11-20顆 □(5) 21-40顆 □(6) 41-60顆 □(7) 61-80顆 □(8) 81-100顆
□(9) 101顆以上（約 顆）

28.我嚼食檳榔的情形為何？

□(0)從未嚼食 □(1)曾經用過，但過去一年沒用過

□(2)過去一年曾用過，但過去一個月沒用過

□(3)過去一個月曾用過，但過去一週沒用過 □(4)過去一週曾用過，但不是天天使用

□(5)幾乎天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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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癮藥物使用行為（是指非經醫療人員處方或建議而自行使用的成癮藥物或物質）

29.我在幾歲時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

□(1)從未使用過 □(2)未滿 14 歲 □(3) 14 歲或以上~未滿 18 歲 □(4) 18 歲或以上

30.我第一次使用成癮藥物是在什麼地方？

□(0)從未使用過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31.我使用成癮藥物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32.我使用成癮藥物的情形為何？（曾用一次也算）

□(0)從未使用過 □(1)曾經用過，但過去一年沒用過

□(2)過去一年曾用過，但過去一個月沒用過

□(3)過去一個月曾用過，但過去一週沒用過 □(4)過去一週曾用過，但不是天天使用

□(5)幾乎天天使用

33.我曾經使用過哪些成癮藥物？（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搖頭丸（MDMA、綠蝴蝶、狂喜、亞當、Ecstasy）
□(2)安非他命（安仔、冰糖、冰塊） □(3) FM2安眠藥（十字架）

□(4) K他命（K、卡門） □(5)大麻（老鼠尾巴） □(6)嗎啡、海洛因（白粉、四號）

□(7)紅中、白板、青發 □(8) LSD（搖腳丸、一粒沙）、PCP幻覺劑 □(9)笑氣（N2O）
□(10)速賜康（潘他唑新） □(11)古柯鹼（快克、可卡因）

□(12) GHB（液態快樂丸、G水） □(13)強力膠
□(14)其他（請寫出）

34.我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成癮藥物？（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35.我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成癮藥物？（可複選）

□(0)從未使用過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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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大學生人口學變項（請依照您對每一題的適合度分別在打。）

1. 我的性別是：□(1)男性 □(2)女性

2. 我的出生年月是：民國 年 月

3. 我的父親教育程度是：

□(1)國小或不識字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含碩、博士） □(7)父親過逝

4. 我的母親教育程度是：

□(1)國小或不識字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含碩、博士） □(7)母親過逝

5. 我目前的家庭結構狀況是：

□(1)雙親 □(2)單親 □(3)無親

6. 父、母親職業：請於下表直接勾選

父親 母親 職 業 名 稱

□(1) □(1)
技術工、水電匠、店員、小店主、零售員、推銷員、自耕農、司機、裁縫、

廚師、美容師、理髮師、推拿師、郵差、打字員、領班、監工

□(2) □(2)
技術員、委任級公務人員（組員、辦事員）、科員、行員、出納員、縣市議

員、鄉鎮民意代表、批發商、代理商、包商、尉級軍官、警察、護士、消

防隊員、船員、秘書、代書、演員、服裝設計師

□(3) □(3)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醫師、大法官、科學家、特任或簡任級公務人員（處

長、所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國大代表、大公司或企業董

事長、將級軍官

□(4) □(4)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會計師、法官、推事、律師、檢察官、工程師、

建築師、藥師、護理師、薦任級公務人員（股長、主任、課長、技正）、公

司科長、院轄市議員、省議員、經理、襄理、協理、副理、校級軍官、警

官、作家、畫家、音樂家、新聞、電視記者

□(5) □(5)
工廠工人、學徒、小販、佃農、漁夫、清潔工、雜工、臨時工友、守衛、

傭工、侍應生、家庭主婦、無業、退休

□(6) □(6)
其他（如果你父母的職業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請描述他們的工作單位與

職稱；父： 母： 。

□(7) □(7) 無法作答（如：父親過世、母親過世）

7. 我的籍貫是：

□(1)閩南人 □(2)客家人 □(3)大陸各省市 □(4)原住民

□(5)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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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目前家庭居住地區是：

□(1)北部地區（縣市含：基隆市、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宜蘭縣等）

□(2)中部地區（縣市含：苗栗縣、臺中市、臺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

□(3)南部地區（縣市含：嘉義縣、嘉義市、臺南縣、臺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

澎湖縣等）

□(4)東部地區（縣市含：臺東縣、花蓮縣等）

□(5)其他（請說明）

9. 我的家庭每個月平均收入大約多少（包括父、母親、兄姐等）？

□(1)無（不知道） □(2)不到 2 萬元~3 萬元（不含 3 萬）

□(3) 3 萬元~6 萬元（不含 6 萬） □(4) 6 萬元~10 萬元（不含 10 萬）

□(5) 10 萬元~15 萬元（不含 15 萬） □(6) 15 萬元以上

□(7)其他（請說明）

10.我目前就讀的學校類型是：

□(1)國立大學 □(2)私立大學 □(3)國立科技大學 □(4)私立科技大學

11.我目前就讀的學院是：

□(1)人文與社會類，

學院名稱：（□文學院、□法學院、□商學院、□藝術學院）系名： 系

□(2)科技與自然類，

學院名稱：（□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系名： 系

12.我目前就讀的年級是：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四年級

□(5)其他（請說明）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為避免遺漏，請您再次檢查題目是否均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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