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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台灣社會由於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自由及媒體

開放、1987年洋菸酒的進口行銷後、菸品廣告蓬勃發展，特別是以年輕人

為對象的行銷策略，都對青少年的吸菸認知、態度以及行為造成影響，導

致青少年吸菸率不斷上升的趨勢。經過數十年的研究，許多醫療報告均顯

示吸菸對人體可能造成的危害，如吸菸可能導致癌症、慢性阻塞性肺病、

流行性感冒、肺炎；消化道潰瘍；冠狀動脈心臟病等，吸菸年齡愈早越容

易成癮，並且引發肺功能、脂蛋白異常，甚至與早發性動脈硬化症的可能

性越高(陳富莉、李蘭，1999, Bartecchi, Mackenzie, & Schrier, 1994； 

Fiore, Jorenby, Baker, & Kenford, 1992； McGinnis, &  Foege, 1993)，

不幸的是，國外的研究顯示，超過 90%的成人吸菸者在青少年時期即開始

嘗試吸菸(Emily Costello, 2004)。 

青少年是社會未來發展的主力，如何防治青少年吸菸，以減少社會成

本的損失及避免其因吸菸而造成其身心的殘害，是很多國家所面臨的嚴重

挑戰之一，各國無不竭盡所能以防制青少年吸菸的氾濫。然而研究顯示過

去宣導未能有效減低青少年的吸菸行為，吸菸文化仍是目前青少年健康的

一大隱形殺手，更對其未來的發展造成不利的影響。因此，菸害防治宣導

更多資源的投入及研究，以有效的減低年輕人口的吸菸率，保護其身心健

康發展。 

綜觀國內青少年吸菸行為的相關研究。多將對象鎖定在 12-18 歲的國

中、高中階段的青少年。但專家提醒，18-25 歲的晚期青少年已成為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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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行銷的主要對象，過去青少年在高中時期嘗試吸菸，現在有越來越多

的人，在大學時期嘗試吸菸。 

Ling & Glantz(2002)分析菸草工業的行銷研究報告，發現菸草公司主

要行銷策略規劃、消費者資料、品牌喜好等研究都以晚期青少年為主要目

標對象，菸草公司將行銷菸草產品雖然將菸品行銷到不同的年齡層，但以

晚期青少年最為重要。其成為來菸商行銷菸品的主要目標對象，主要是因

為防止未成年吸菸的法令及執行日趨嚴格，菸商不得販售菸品給未成年人

口，但菸商需要持續培養新的吸菸人口，以創造菸品消費利潤，晚期青少

年因是最年輕的合法吸菸人口，遂成為菸商主力推銷產品的目標對象。亞

洲晚期青少年吸菸問題可能更嚴重，18-24歲青少年吸菸人口的增加趨

勢，有可能是整個亞洲即將面臨的問題(World Bank, 2002)。Scott Baldwin 

(1999)1指出，由於美國政府的反菸立場，亞太地區就成為美菸品傾銷的新

市場，兒童、婦女、青少年都成為菸害受害者。 

菸品廣告所帶來之影響，在國外已有許多豐富的研究，國內因國情不

同及香菸市場環境的差異，需要對菸品廣告的影響作更進一步的探討。在

法令上，我國於 1997年實施之菸害防制法，第九條對促銷菸品或菸品廣

告，有許多嚴格的規範，限定菸品不得以電視、廣播等電子媒體進行廣告

促銷，然而平面廣告尚未完全禁止、以至於許多雜誌都可看見大量的菸品

廣告，另外，菸商也利用間接廣告的手法、間接行銷香菸品牌的形象，還

有娛樂媒體的置入性行銷、便利商店的定點行銷、香菸贈品、菸品試抽特

殊活動的舉辦，甚至是利用網路等新興媒體行銷菸品等。菸商遊走法律的

邊緣，用各種衍生的廣告形式誘使青少年吸菸。因此，即使在菸害防制法

                                                 
1 《時報基金會電子報》(1999年 10 月 8 日) ： 〈2020年，每年將有 1000 萬人死於菸害〉。

上網日期：2004年 2 月 15 日，[Online]. Availabe：

http://www.chinatimes.org.tw/news/1999/06/19990601_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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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行之後，青少年在日常生活中仍能接觸到菸品廣告。2003年「世界衛生

組織菸草架構公約」更進一步明訂締約國應在締約生效五年內，根據其憲

法或憲法原則全面禁止所有菸草廣告、促銷及贊助。包括禁止所有廣播、

電視、印刷品及其他媒體，如網路廣告，以及國際/國內的活動贊助(WHO, 

2003)，可見國際深知菸品廣告的影響力，需要更嚴格的規範限制，我國

也有意跟進世界的腳步。本研究期能探討香菸廣告對晚期青少年的影響，

期我國菸害的防制法令的增修，除效仿國際的經驗外，亦能有更多國內在

地化的研究參考支持。 

除了法定的制定外，反菸宣導也是菸害防制的重要一環，1995 的世界

衛生大會，明確指出指導健康教育以及幫助適應教健康的生活型態，加強

大眾媒體的菸害廣告宣導，是菸害防制的重點之一(CDC, 1995)。反菸宣

導主要目的在加強或改變對菸害的的知識、態度、行為，目的在提升全民

的健康，免於菸害的威脅。 

關於健康宣導的效果，過去研究顯示，宣導的知識雖可以導致改變行

為(Wallack, 1989)，但由於青少年對於高風險行的危機感知甚低，健康

宣導的知識對於健康行為的改變可能沒有或僅有一點影響，未必能說服其

遵行健康行為健康行為的改變，故本研究將菸害宣導的效果焦點放在在態

度與行為的改變。另因為過去大眾媒體的宣導研究對於行為的改變持較保

留的態度，並認為宣導需要利用大眾與人際媒體的搭配使用(Rogers & 

Storey, 1987)，才能有效的改變人們的行為。故本研究欲探究大眾與人

際宣導管道的晚期少年的影響，以及整體接觸的程度是否能有效加強晚期

青少年的反菸態度，以評估過往菸害宣導的成效，作為未來宣導策略規劃

的參考。 

反菸宣導行銷首重目標市場的區隔，要解決晚期青少年吸菸問題，宣

導必需要深入了解晚期青少年對於吸菸的態度、吸菸族群的特質、吸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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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原因、媒體的接觸與影響，進一步則區分晚期青少年吸菸行為與青

少年早期吸菸行為的差異？反菸宣導過去的成效？菸品廣告對於宣導的

阻礙？唯有了解受眾、評估市場、才能有效規劃宣導計畫，提升菸害宣導

效益。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動機與重要性，概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本研究主要了解晚期青少年吸菸的態度與行為，從各種媒介管道中，

接觸到菸害廣告、菸品廣告的多寡，評估「菸害廣告」對於晚期青少

年之「反菸態度」、「吸菸行為」的影響成效，亦關注「菸品廣告暴

露」的負面影響。 

二、考驗晚期青少年人口學變項、自我概念、環境吸菸情況在「反菸態度」 

    、「吸菸行為」的差異情形，找出晚期青少年中，吸菸的的高危險族

群，作為晚期青少年宣導「目標族群」的參考。 

三、比較青少年前期與晚期青少年吸菸的比率，並探究促使吸菸的原因，

作為青少年菸害防制宣導，在年齡層上，需進一步區隔化的支持與參

考。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菸害防制宣導、公共衛生政策、教育與輔導的建

議，以作為後續研究或宣導策略的參考。 

 

第二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使用的一些重要觀念或變項，爲使其具有清晰明確的意義，

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晚期青少年 

青少年所指的是由孩童長成大人中間這個生長至成熟的階段，青少年

期（adolescence），或青少年(Adolescent, Teenagers)源自於拉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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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nscere (grow up, grow to maturity)，指介於兒童期與成人期間，

但此階段的定義不明確、至今仍無全球性的共同定義。(江南發，1991； 轉

引自黃葳威，1999)；世界衛生組織(WHO)將〝Adolescence〞的年齡定義

為10-19歲，〝Youth〞為15-24歲；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定義青少年為

13-21歲，李孟智(1998)則將青少年時期分為青少年早期（13-15歲，國中

階段），中期（16-18歲，高中／高職階段），及晚期（18歲以上，大學

／就業階段）。 

因為社會變遷也會增長或縮短此時期，所以完全依年齡或來判定青少

年難做精確的定義，亦無法顧及個人的發展差異。在美國，常將18歲以上，

尚在就讀大學或剛就業階段的人口，界定為初成年人口(Young Adults)，

我國18歲以上人口，法律上定義為成年人。 

但因先進國家及我國高等教育皆越趨普及，此年齡層的人口有越來越

高的比例仍在學校就讀，尚未進入社會，真正的成熟獨立。另一方面菸品

廣告吸引晚期青少年消費菸品與吸引早期青少年的行銷手法也多所相同

(Heart Disease Weekly, 2002)，故在探究兩族群吸菸行為時，常有如同

相同處，故研究常將此族群包含入青少年吸菸問題研究的範圍2。 

為使研究對象明確，筆者將參考以年齡區分的標準、過去研究的對青

少年的設定、台灣的教育制度及本研究為比較18歲前後青少年吸菸行為的

差異，而將青少年廣泛定義為13-25歲的年輕人口，而將前期青少年年齡

界定為13-18歲，以及晚期青少年界定為18-24歲，就讀於台灣地區大專院

校的在學學生。 

 

                                                 
2
  例如：CDC (1995) Trends in Smoking Initi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Online]. Availabe：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00038190.htm，即為探

討 18-21 歲青少年與初期成年人吸菸問題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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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菸害(宣導)廣告 

本研究將「菸害宣導廣告」定義為，對吸菸持有負向態度，即「傾向

反對吸菸」的資訊，簡稱「菸害廣告」。 

 

三、香菸(行銷)廣告 

本研究將「香菸行銷廣告」定義為，對吸菸持有正向態度，即「傾向

支持吸菸」的資訊，簡稱「菸品廣告」。 

 

四、媒介接觸程度 

   依據暴露學習理論，發現人們暴露與某種概念的時間越長，次數越頻

繁就會越有可能接受、認同這個概念(Zajonc, 1980)。故本研究將媒介接

觸程度定義為接觸某種概念的頻率多寡。 

 

五、反菸態度 

反菸態度為本研究重要的依變項，研究定義為傾向反對吸菸的程度，

主要了解大學生對吸菸抱持的態度與原因。 

 

 

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依照研究的步驟流程，依序分為緒論、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結論與建議五大章節，以下分別簡述個章節之內容，並整理研

究流程圖示。 

弟一章 緒論部分，主要陳述研究的背景及陳述推論問題意識與研究

價值，第一節陳述菸害對各國人口的威脅，以及社會成本的耗損，以及晚

期青少年吸菸人口不斷攀升的國際趨勢，之後探究菸品工業對晚期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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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的強大影響力，以及過往菸害宣導的成效與缺失，推論國內晚期青少

年吸煙情況將日趨嚴重，菸害宣導的成效有必要做更多的研究與評估，並

需要了解各種媒介香菸廣告的影響力，作為宣導規劃、公共衛生政策等之

參考。第二節主要解釋本研究所定義之晚期青少年、菸害廣告、香菸廣告

媒體接觸、以及反菸態度等名詞，使讀者更能清楚的了解本研究相關的名

詞，第三節則敘述本研究之流程，包含問題意識的推演、文獻探討、研究

方法、分析的步驟與結果、討論與建議等，敘述論文之研究步驟。 

第二章主要為文獻探討，探討菸害防治過往相關的成效、理論與挑

戰。第一節詳述國際青少年吸煙問題、亞洲晚期青少年吸菸率不斷增加之

趨勢與發展現況。第二節探究健康宣導的理論，並因為目標對象是青少

年，知識的宣導成效不高，故將宣導的理論著重在態度與行為的探討，依

據過往的研究推論出大眾媒體對於宣導的態度有影響，但在行為的改變

上，依據理性行動理論，需靠加強青少年的反菸態度，間接的讓青少年拒

菸，最後提出心理學途徑之行銷研究及娛樂教育等新的宣導策略取向，爲

菸害宣導提出新的思考。第三節整理各種電視、廣播、雜誌等傳統媒體、

網路新媒體、以及特殊活動、定點行銷、置入性行銷等不斷衍生之菸品廣

告形式與影響，第四節則探究吸煙行為與背景變項的關連，青少年的性

別、自我的概念與環境的吸煙情況都有可能對青少年是否吸煙產生決定性

的影響，描繪吸煙高危險族群樣貌，以作為宣導訴求對象與內容設計的參

考。 

第三章研究方法，整理研究架構，決定研究工具、操作化研究假設，

並選取適當的分析方法。第一節研究架構，依據文獻探討，推論菸品廣告、

反菸廣告、與人口背景變項會影響青少年的反煙態度或行為，並比較其間

的影響力大小。第二節研究對象與假設，將晚期青少年定義為台灣地區現

就讀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並操作化青少年媒體接觸、反菸態度、行為等

具體假設。第三節依據研究問題與假設設計研究問卷之構念與相關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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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簡述資料收集的過程與時間。第五節概述所使用之統計分析工具與

變項分析方法。 

第四章研究結果，依據研究問題與假設陳述資料分析結果。第一節描

述研究樣本。第二節為大學生吸菸經驗，分析大學生之吸煙率、吸菸行為

與背景變項的關係、青少年前期與晚期在吸煙行為與原因的差異、菸品消

費經驗與戒菸經驗等。第三節研究樣本之媒體接觸情況，描述晚期青少年

從各種不同管道接觸菸品廣告與菸害廣告的情況。第四節描述晚期青少年

的反菸態度在背景變項上的差異。第五節探究媒體接觸情況與反菸態度與

行為的關係。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第一節研究發現與討論，總結大學生的吸菸經

驗、媒體接觸與影響、反菸態度。研究發現男性、自己在外租屋、學業表

現較差、零用錢較多、家中跟朋友吸菸人數愈多吸菸的比例較高，大眾媒

介菸害廣告會顯著影響態度，菸品廣告則對態度與行為都有影響，是菸害

防治很大的阻礙與挑戰。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提出菸害宣導需要更多

深入的研究資料累積，新興菸品廣告與行銷形式的影響也需要持續的關

注，建議應找出反菸宣導的核心價值、針對年輕人特別設計將宣導與娛樂

內容結合、心理學途徑的訊息設計與輔導教育。總結未來宣導應與研究結

合，進行形成與總結式評估，回饋修正宣導效益，並最為國內菸害防治法

規政策法規的規範基礎，在教育層面則應開展媒體素養的教育，提升青少

年的健康素養，避免各種直接或間接的香菸廣告手法，傳遞片面或錯誤的

煙品資訊，誘使青少年吸菸，造成健康甚至是心靈的殘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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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示，本研究流程： 

 

 

 

 

 

 

 

 

 

 

 

 

 

 

 

 

圖 1-1：研究流程 

決定研究變數 

建立研究假設 

問卷調查 

研究發現與建議 

資料分析與整理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建立研究架構

決定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