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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整理文獻回顧，本研究欲了解大學生接觸不同菸害廣告的情形，以及

菸害廣告的接觸程度是否會增強晚期青少年反菸的態度與行為，另外也關

心晚期青少年接觸各種香菸廣告的情形，及香菸廣告接觸的程度是否會減

弱宣導的效果，誘使晚期青少年傾向支持吸菸的態度與行為。 

本研究推究文獻而假設，晚期青少年的背景變項，會影響大學生對香

菸的態度與行為，即欲找出晚期青少年傾向支持吸菸的高危險族群，作為

晚期青少年菸害宣導的主要訴求對象。而上述的背景變項，本研究則歸納

整理出包含：人口學變項(性別/年級/零用錢)、自我概念(學業表現/家人

相處情況/朋友相處情況)，以及環境因素(家中吸菸人數/朋友吸菸人

數)。本研究主要探討晚期青少年背景變項、反菸宣導暴露、香菸廣告暴

露、反菸態度、吸菸行為等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提出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反菸宣導與反菸態度的關係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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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假設 

本研究問卷調查部份受訪對象是晚期青少年，青少年的定義是指兒童

成長至成人的一段過程，。本研究中所指的晚期青少年是指年齡約在 18-24

歲，並且就讀於全台各大專院校之大學生。  

學者提醒，晚期青少年已成菸商主要行銷的對象(Jowett & O＇Donnel, 

2003)，研究亦顯示晚期青少年的吸菸問題已日趨嚴重(Griffin, 2004; 

USUSCDC, 1999; Wechsler et al., 1998; Everett et al., 1999)，國

內對於晚期青少年吸菸行為的了解相對於青少年前期少，故本研究試圖對

晚期青少年的吸菸態度與經驗，作一廣泛的了解，包含其對吸菸的態度、

吸菸的年齡，吸菸原因、菸品消費情況、戒菸情況，戒菸原因等，再者，

想要了解各種菸害廣告接觸的情況與影響，另一方面，亦重視各種香菸廣

告媒體接觸的情況與影響，以作為菸害防治宣導的參考。 

依照過去菸害宣導的相關研究，假設接觸到越多菸害廣告資訊，反菸

態度欲強烈，但由於本研究主要以探究大眾媒體資訊管道的影響力為主，

過去對於大眾傳播宣導在改變人們的健康行為上，多有較不樂觀的結論

(Alcaly & Taplin, 1989)1，故本研究亦假設媒介宣導的資訊對於大學生

的吸菸行為無顯著影響，但不表示菸害防治宣導不能成功，依據理性行動

理論(Ajzen & Fishbein 1980, Zimbardo & Lippe, 1991)，個人對於吸

菸的態度，有影響決定吸菸行為的能力，因此本研究希望評估反菸廣告是

否能夠有效影響大學生的反菸態度，進而期待大學生傾向反菸的態度能夠

幫助他們拒絕吸菸。 

另一方面，香菸廣告誘使青少年吸菸的影響力，已獲得許多研究證實

2，故本研究假設，香菸廣告的接觸，對於大學生吸菸的態度與行為都有顯

                                                 
1參見文獻回顧：第二節 
2參見文獻回顧：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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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影響。 

在背景變項方面，則依照過去研究3，假設大學生的男性、學業表現差、

高年級、朋友關係、家人關係較不融洽、朋友吸菸人數較多、家人吸菸人

數較多的大學生，吸菸比率較高。另外研究者亦想推測，菸價的高低是否

會影響大學生吸菸，故假設零用錢越多的大學生，吸菸的比率越高；最後

則假設，大學生在外租屋，生活上較不受家人或團體(宿舍)規範，吸菸的

比率也會越高。具體的研究假設如下： 

 

一、與吸菸行為有關問題與假設？ 

1-1.台灣大學生的吸菸率？ 

1-2.曾經嘗試吸菸者吸菸的年齡(成年/未成年)？ 

1-3.吸菸者(1)嘗試吸菸/(2)持續吸菸的主要原因？ 

1-4.習慣性吸菸者養成吸菸習慣年齡？ 

1-5.吸菸行為因「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1-6.「大眾媒介菸害廣告暴露程度」不會顯著影響 

吸菸行為。 

1-7.「香菸廣告暴露程度」會顯著影響吸菸行為。 

1-8.「反菸態度」會顯著影響吸菸行為。 

1-9.大學生吸菸行為的主要決定變項？ 

1-10.吸菸者最常購買香菸地點？ 

1-11.吸菸者購買香菸主要考慮因素？ 

1-12.吸菸者購買香菸預算？ 

1-13.家人對吸菸者吸菸的態度？ 

1-14.是否有人協助或建議戒菸？ 

                                                 
3參見文獻回顧：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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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是否曾經參加過戒菸課程？ 

1-16.吸菸者嘗試戒菸的主要理由？ 

1-17.吸菸者的戒菸意向？ 

 1-18.吸菸者的戒菸信念？ 

二、與媒介暴露有關的問題與假設？ 

2-1.大學生不同媒介菸害廣告暴露情形為何？ 

2-2.菸害廣告暴露因「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2-3.大學生不同媒介香菸廣告暴露情形為何？ 

2-4.香菸廣告暴露因「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三、與反菸態度有關的問題與假設？ 

3-1.大學生反菸態度為何？ 

3-1.反菸態度因「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3-2.各種菸害廣告媒介暴露程度對反菸態度的影響？ 

3-3.各種香菸廣告媒介暴露程度對反菸態度的影響？ 

3-4.「大眾媒介菸害廣告暴露程度」會顯著影響反菸態度。 

3-5.「香菸廣告暴露程度」會顯著影響反菸態度。 

3-6.大學生反菸態度的主要決定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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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依據研究目的，並參考美國疾病管制局(USUSCDC)

公佈的全球青年菸害調查問卷範本(Globe Youth Tobacco Survey Sample 

Questionnaires4(2003)、陳富莉(2002)、陳怡如(2000)、黃久珍(1996)

等青少年媒介接觸或吸菸行為相關研究設計而成。自變項包含大學生菸害

廣告、香菸廣告媒介暴露、及人口變項；中介變項及依變項則包含大學生

反菸的態度、行為、戒菸的經驗，共計分為六部分。 

 

一、吸菸的定義 

在探討吸菸行為之研究中，對於吸菸行為之界定，是依據研究目的即

需要，為吸菸行為下適切定義。過去研究區分吸菸/非吸菸者的方式有：

依其過往所吸之香菸之數來分類，超過一百支之，定義為曾經吸菸者，或

是成癮者；曾經吸菸者再區分為過去曾經吸菸者與現在吸菸者；吸菸未超

過一支者為非吸菸者；吸菸過一支但未超過一百支者定義為有吸菸經驗

者。 

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吸菸調查問卷範本用來界定是否為吸菸者的定

義則是，在調查的前三十天內，是否吸過一支或一支以上之香菸來界定其

是否為現在吸菸者，並依其在三十天內所吸之香菸數不同，來分類其吸菸

程度(陳富莉，2002)。但以青少年為主的吸菸行為調查，常考量到青少年

                                                 
4 全球青年菸害調查(Global Youth Tobacco Survey:  GYTS)，乃美國疾病管制局

USUS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公佈的跨國性的調查問卷範例，目

的是提供給各國作為菸害調查的參考，以累積全球年輕族群的菸草消費、使用行為資料。

[Online]. Availabe: 

http://www.USUSCDC.gov/tobacco/global/GYTS/questionnaire/GYTS_samplequestionnaire

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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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年紀較輕，且為初始嘗試吸菸者，多屬非習慣吸菸者，吸菸的量也不大

(Biener & Albers, 2004)，若採用上述兩種嚴格定義，作為是否為吸菸

者的定義，則無法反應出開始養成吸菸習慣的情況，故會以「過去一段時

間是否有吸菸」之寬鬆準則來界定吸菸行為，以了解其吸菸現況。本研究

目標對象為大學生，較可能是剛開始嘗試吸菸的年齡，或吸菸年齡也不

長，故採用地「最近一年是否嘗試吸菸」來定義是否為吸菸者。 

本研究將「從未嘗試吸菸」、「一年以前曾經嘗試，但從未養成習慣」、

「一年以前曾經有吸菸習慣，但現在已戒菸」、定義為非吸菸者；「最近

一年有吸菸，但沒有固定習慣」、「最近一年有吸菸，並養成固定習慣者」

為吸菸者。 

 

二、菸害(宣導)廣告媒介接觸的定義 

    本研究將「(整體)菸害廣告媒介暴露」定義為日常接觸對吸菸持有負

向態度，即「傾向反對吸菸」資訊的情形，研究觀察近年菸害資訊可能呈

現的媒介管道，將有關菸害廣告的媒介暴露管道部分，分為大眾傳播媒

介、人際傳播管道與。依此設計而成菸害廣告媒介暴露構念，其中大眾媒

介包括大眾媒體宣導管道有電視(宣導廣告)、電視(新聞報導)、電視(戲

劇、娛樂節目)、廣播(宣導廣告)、廣播(新聞報導或節目)、報紙(宣導廣

告)、報紙(新聞報導)、雜誌(宣導廣告)、雜誌(其他內容)、電影(VCD、

DVD、錄影帶)、網路(WWW、E-mail、BBS 等)、宣導海報或單張或手冊、人

際管道有學校老師或輔導人員、同學或朋友、家人，共計 16 題項，以此

量表描述大學生菸害廣告的暴露情況並進一步測量其暴露程度。題項請詳

列如下： 

0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2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新聞報導？ 

03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戲劇、娛樂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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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廣播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5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廣播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新聞報導或節目？ 

06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報紙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7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報紙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新聞報導？ 

08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雜誌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9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雜誌內容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內容？ 

10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影(VCD、DVD、錄影帶)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內 

容？ 

1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網路(WWW、E-mail、BBS 等)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 

內容？ 

12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看過菸害宣導的海報、單張、手冊？ 

13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體育活動、音樂會、社區活動上看到與菸害有關的

內容？ 

14 請問最近你的學校老師、輔導人員是否有與你說過菸害有關的內容？ 

15 請問最近你的同學、朋友是否有有與你說過反對吸菸的內容？ 

16 請問最近你的家人是否有與你說過反對吸菸的內容？ 

 

三、香菸(行銷)廣告媒介接觸的定義 

「(整體)香菸廣告媒介暴露」定義為日常接觸對吸菸有正向態度，即

「傾向支持吸菸」資訊的情形。管道亦是根據近年香菸廣告可能出現的管

道，分成大眾與人際管道，也特別關注新興的香菸行銷管道、形式(如使

用者座談會、免費香菸試抽、附送贈品等)的影響，考量設計而成。香菸

廣告媒介暴露構念組成題項包括大眾媒介管道有電視(香菸品牌行銷其他

產品的廣告)、電視(節目的演員吸菸)、電視(節目出現香菸品牌)、電影(錄

影帶、VCD、DVD 等)、廣播、報紙、雜誌、網路、戶外看板、便利商店或

超商或檳榔攤、體育或音樂或社區現場活動、菸商贈送附有香菸品牌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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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筆、杯子等)、菸商提供香菸試抽；人際媒介有同學或朋友、家人；共

計 15 題項，以此量表描述大學生香菸廣告的暴露情況並測量其暴露程度。

題項詳列如下： 

0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香菸品牌行銷其他產品的廣告？ 

02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節目中看到演員吸菸？ 

03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節目中看到節目香菸品牌？ 

04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影(錄影帶、VCD、DVD 等)中看到吸菸的畫面？ 

05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再廣播裡聽到鼓勵吸菸的內容？ 

06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報紙上看到鼓勵吸菸的廣告或內容？ 

07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雜誌上看到鼓勵吸菸的廣告或內容？ 

08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網路上看到鼓勵吸菸的廣告或內容？ 

09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戶外看板上看到香菸廣告？ 

10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便利商店、超商、檳榔攤看到香菸廣告？ 

1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體育、音樂或社區現場活動看到香菸廣告？ 

12 請問你最近是否有接觸菸商提供香菸試抽的資訊？ 

13 請問你最近是否有接觸菸商贈送附有香菸品牌的贈品(筆、杯子等)的資 

訊？ 

14 請問最近你的同學、朋友是否有跟你說過支持吸菸的內容？ 

15 請問最近你的家人是否有跟你說過支持吸菸的內容？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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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菸態度構念題項依照研

究目的並參考陳富莉(2002)、陳怡如(2000)，由吸菸有害健康、開始吸菸

年齡愈早，愈容易上癮、吸菸會降低性能力、吸菸會使牙齒發黃變黑、吸

菸能消除緊張、吸菸能使我更有魅力、吸菸會使我看起來更成熟、吸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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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保持苗條身材、吸菸會使我遭受異樣眼光、吸菸對其他人有害、大學

生吸菸情形很嚴重、政府應加強宣導菸害教育、吸菸是個人權利、不吸二

手菸是大眾權利、餐廳應該全面禁菸、禁菸雖可能損及人們的部分權利，

卻可有效增進全體人民健康、香菸廣告刻意忽略告知吸菸的危險性、香菸

廣告刻意塑造吸菸的正面形象、淡菸比較無害健康、菸害防治宣導對我有

勸阻效果、菸害防治宣導對他人有勸阻效果、未來一年內我不會吸菸、未

來五年內我不會吸菸組成，共計 23 題項。 

五、其他題項 

為達統計要求，故將部份變項的選項加以合併。在〈香菸廣告媒介暴

露〉、〈菸害廣告媒介暴露〉兩大題，不同媒介暴露程度方面，選項(1)

沒有、(2)很少，合併選項為(1)暴露少；選項(3)有時、(4)經常合併選項

為(2)暴露多；第三大題〈反菸態度〉方面，本研究採取李克特七點量表

進行調查，答項內的數字愈高表示愈同意該題項敘述。在第六大題〈人口

變項〉部分，第 3題項可自由花費的錢：選項合併為「四千元以下」、「四

至八千元」、「八千元以上」。第 4題項學業表現：(1)上上、(2)中上合

併為(1)上；(2)為普通；(4)中下、(5)下下合併為(3)下；第 5、7題項(1)

關係非常好、(2)關係好合併為(1)關係好；(2)為普通；(4)關係不太好、

(5)關係非常不好合併為(3)關係不好；並將第 8、9題項家中、朋友吸菸

人數開放式答項分類為(1)無、(2)1-2 人吸菸、(3)3 人以上。各變項之定

義與測量見表 3-1。 

 

表 3-1：研究變項之定義與測量 

變項名稱 變項定義及測量方式 

性別 受訪者之性別：(1)男性 (2)女性 

年級 受訪者調查時所就讀之年級：(1)大一(2)大二(3)大三  (4)大四

(5)大五以上之大學部學生。統計分析時合併(1),(2)為低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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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為高年級。 

每月零用 受 訪 者 扣 除 餐 費 、 交 通 費 ， 每 月 可 花 費 的零 用錢：

(1)2,000(2)2,001-4,000(3)4,001-6,000(4)6,001-8,000(5)8,0

01 元以上。統計分析時合併(1),(2)為 4,000 以下，(3)為 4-6,000

元、(5)為 6,000 元以上。 

學業表現 受訪者自評之學業表現：(1)上上(2)中上(3)普通 (4)中下(5)下

下。統計分析時合併(1),(2)為優良，(3),(4)為普通，(4),(5)為

差。  

同儕 

相處情形 

受訪者自覺與同儕相處情形：(1)關係非常好(2)關係好(3)普通

(4)關係不太好 (5)關係非常不好。統計分析時合併(1),(2)為關

係好，(3)為普通，(5)關係差。 

家人 

相處情形 

受訪者自覺與家人相處情處：(1)關係非常好(2)關係好(3)普通

(4)關係不太好(5)關係非常不好，統計分析時合併(1),(2)為關係

好，(3)為普通，(4),(5)關係差。 

家中 

吸菸人數 

受訪者與同住家人中，在接受調查時有吸菸習慣之人數。統計分

析時分類為(1)無人吸菸，(2)1-2 人吸菸，(3)3 人以上吸菸。 

同儕 

吸菸人數 

受訪者自認為要好的朋友中，在接受調查時有吸菸習慣之人數。

統計分析時分類為(1)無人吸菸，(2)1-2 人吸菸，(3)3 人以上吸

菸。 

居住情況 受訪者目前最常居住的地方：(1)和家人住(2)住親戚家(3)與朋友

在外租屋(4)自己在外租屋(5)學校宿舍   (6)其他統計分析時合

併(1),(2)為與長輩同住，(3),(4)為在外租屋，其他不變。     

嘗試吸菸 受訪者是否曾經嘗試過吸菸：(1)是(2)否。 

是否吸菸 曾經嘗試過吸菸的受訪者中，過去一年的吸菸行為。（1）沒有，

一年以前曾經嘗試，但從未養成吸菸習慣(2) 沒有，一年以前曾

經有吸菸習慣，但現在已戒菸（3）有，但沒有固定的吸菸習慣。

（4）有，並且在 ______歲時，養成固定的吸菸習慣。本研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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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從未嘗試過吸菸者，以及本題(1),(2)為非吸菸者；(3),(4)為

吸菸者。 

菸害廣告媒

介暴露 

受訪者接觸 16 種媒介菸害廣告之頻率多寡，選項＇有：(1)沒有

暴露(2)很少(3)有一些(4)很多。統計分析時合併選項(1),(2)為

暴露多，(3),(4)為暴露少；另進一步計算 16 題得分之平均數，

分數越高表示其看到菸害廣告之頻率越高，即其菸害廣告之暴露

程度越高。 

香菸廣告 

媒介暴露 

受訪者接觸 15 種媒介香菸廣告之頻率多寡。包括大眾、分眾、人

際傳播等。(1)沒有暴露 (2)很少 (3)有一些 (4) 很多，統計分

析時合併選項(1),(2)為暴露多，(3),(4)為暴露少；另進一步計

算 15 題得分之平均數，分數越高表示其看到香菸廣告之頻率越

高，即其香菸廣告之暴露程度越高。 

菸害宣導 

大眾媒介 

暴露 

爲進一步了解大眾媒介宣導的成效，將菸害廣告之 1-13 題合併為

大眾媒介接觸菸害廣告之頻率多寡：選項包括(1)沒有暴露 (2)很

少 (3)有一些 (4) 很多，得分各為 1,2,3,4 分，加總並計算其之

平均數，分數越高表示其看到大眾媒介菸害廣告之頻率越高，即

其大眾媒介菸害廣告之暴露程度越高。 

香菸廣告 

大眾媒介 

暴露 

爲進一步了解大眾香菸廣告的影響，將菸害廣告之 1-13 題合併為

大眾媒介接觸香菸廣告之頻率多寡：選項包括(1)沒有暴露 (2)很

少 (3)有一些 (4) 很多，並計算 15 題得分之平均數，分數越高

表示其看到大眾媒介香菸廣告之頻率越高，即其大眾媒介香菸廣

告之暴露程度越高。 

反菸態度  受訪者傾向反對吸菸的程度，受訪者對 23 項反菸描述之同意程

度。採用李氏量表(Likert, 1932)是最廣泛使用的態度測量技術，

它是一組由態度強度所組成的類目，答案從「非常贊同」漸進到

「非常不贊同」的七等級線性量表。答項有(1)至(7)。(1)非常不

同意；(4)中立意見，不一定；(7)非常同意，數字越高表同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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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愈高。並進一步計算 23 個題項得分之平均分數，分數愈高表愈

支持反菸。 

戒菸支持 是否有人協助或建議受訪者戒菸(1)是（2）否 

戒菸課程 受訪者是否參加過協助吸菸者戒菸的課程(1)是（2）否 

戒菸意向 受訪者目前是否想要戒菸(1)是（2）否 

戒菸 

成功評估 

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否能戒菸成功(1)是（2）否 

 

 

第四節 資料蒐集 

本研究依教育部 91 學年度全省各大專院校的人數統計資料作為母群

體清冊，採取分層抽樣的方式，依照全省 23 縣市大學生人數比例分配樣

本 1,200 份，選取該縣(市)之公私立大專院校進行調查。問卷調查分兩階

段進行，第一階段為前測，研究者先隨意抽取政大大學部學生 103 位作為

預試對象，預試時間為民國 92年 5 月 3 日至 20 日，預試後針對問卷措詞

及設計不詳處進行修改。第二階段為正式調查。正式訪問時間為民國 92

年 6 月 2 日至 7月 10 日。 

研究抽樣的學校有海洋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台北大學、輔仁

大學、銘傳大學、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交通大學、逢甲大學、嘉義大學、

中山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稻江科技大學、義守大學、育達技術學院、嘉

義大學、中國醫藥學院、東華大學、宜蘭技術學院、慈濟大學、台東師範

學院大專學校，為避免該校接受調查的學生集中於某各系所，本調查以該

校通識課程5上課學生為主調查對象，調查時間為 92年 5 月 15 日至 6月

20 日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1139 份。回收問卷並完成編碼工作後，先檢視出

                                                 
5 因選修通識課程的學生以大學部低年級的比例較高，故此調查受訪者就讀高年級的比例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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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合邏輯之數據資料，對照問卷以去除可能錯誤，並逐步檢查各題之遺漏

值(missing value)，以求資料能更正確。 

 

表 3-2：有效樣本分配 

縣市 公立學校 私立學校 

基隆市 海洋大學 13 0

台北市 台灣大學 119 銘傳大學 186

台北縣 台北大學 25 輔仁大學 146

桃園縣 中央大學 15 中原大學 70

新竹市 交通大學 23 中華大學 28

新竹縣 0 0

苗栗縣 國立聯合技術學院 10 私立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15

台中市 中興大學 32 中國醫藥學院學院 105

台中縣 0 0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15 私立明道管理學院 20

南投縣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10 0

雲林縣 0 0

嘉義市 嘉義大學10 0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15 稻江暨科技管理學院10

南部 

台南市 國立台南師範學院32 0

台南縣 0 崑山科技大學88

高雄市 中山大學25 高雄醫學大學11

高雄縣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5 義守大學55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20 0

澎湖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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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宜蘭縣 宜蘭技術學院5 0

花蓮縣 東華大學15 慈濟大學6

台東縣 台東師院10 0

總計(1139人) 399 740

 

表3-3：本研究大學在學學生樣本分佈統計表 

就讀年級 人數 有效 

百分比 

累積 

百分比 

大學一年級 381 33.5 33.5

大學二年級 327 28.7 62.2

大學三年級 260 22.8 85.1

大學四年級 115 10.1 95.2

大學五年級以上之大學部學生 55 4.8 100

總計 1138 99.9 100

 

 

第五節 統計分析方法 

研究的問卷設計包括自變項為大學生對不同媒介菸害廣告暴露程

度、不同媒介香菸廣告暴露程度以及人口變項；依變項為大學生支持反菸

的態度、以及青少年的吸菸/戒菸行為，其中反菸態度也為預測大學生行

為吸菸的中介變項。統計分析首先進行樣本基本資料的描述，而後進行假

設驗證，分析各變項之間的關係，最後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瞭解各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預測力。針對各研究

假設，進行資料之統計分析，主要運用 SPSS 統計軟體，配合各變項之資

料結構採用不同之統計分析，所運用之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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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度檢定 

問卷的量表信度考驗以 Cronbach Alpha 信度係數檢定，內在信度即

指每一個量表是否測量單一概念(idea)，同時檢驗量表組成題項的內在一

致性程度，若內在信度係數在.80 以上，則顯示量表有較高的信度(林傑

斌，陳湘，劉明德，2002； Carmines & Zeller, 1979，引自黃久珍：1996)。 

為檢定菸害廣告、香菸廣告暴露程度、反菸態度等量表內在一致性信

度，使用量尺信度分析，計算其 Cronbach alpha 值。 

問卷第一大題，(整體)香菸廣告媒介暴露程度部分6，1-15 題項的

Aplha 值為.80，樣本數 1111 份(表 3-4)。 

表 3-4：香菸廣告媒介暴露程度構念題項 

0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香菸品牌行銷其他產品的廣告？ 

02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節目中看到演員吸菸？ 

03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節目中看到節目香菸品牌？ 

04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影(錄影帶、VCD、DVD 等)中看到吸菸畫面？ 

05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再廣播裡聽到鼓勵吸菸的內容？ 

06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報紙上看到鼓勵吸菸的廣告或內容？ 

07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雜誌上看到鼓勵吸菸的廣告或內容？ 

08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網路上看到鼓勵吸菸的廣告或內容？ 

09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戶外看板上看到香菸廣告？  

10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便利商店、超商、檳榔攤看到香菸廣告？ 

1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體育、音樂或社區現場活動看到香菸廣告？ 

12 請問你最近是否有暴露到菸商提供香菸試抽的資訊？ 

13 請問你最近是否有注意菸商贈送附有香菸品牌的贈品(筆、杯子等)的資訊？ 

14 請問最近你的同學、朋友是否有跟你說過支持吸菸的內容？ 

15 請問最近你的家人是否有跟你說過支持吸菸的內容？ 

 

問卷第二大題，(整體)菸害廣告媒介暴露程度的部分，1-16 題項

為.89，樣本數 1135 份(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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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菸害廣告媒介暴露程度構念題項 

0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2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新聞報導？ 

03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戲劇、娛樂節目？ 

04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廣播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5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廣播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新聞報導或節目？ 

06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報紙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7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報紙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新聞報導？ 

08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雜誌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宣導廣告？ 

09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雜誌內容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內容？ 

10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電影(VCD、DVD、錄影帶)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內容？ 

11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網路(WWW、E-mail、BBS 等)上看過與菸害有關的內容？  

12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看過菸害宣導的海報、單張、手冊？ 

13 請問你最近有沒有在體育活動、音樂會、社區活動上看到與菸害有關的內容？

14 請問最近你的學校老師、輔導人員是否有與你說過菸害有關的內容？ 

15 請問最近你的同學、朋友是否有有與你說過反對吸菸的內容？ 

16 請問最近你的家人是否有與你說過反對吸菸的內容？ 

 

問卷第三大題為反菸態度，整體 Alpha 值為.80(表 3-6)。 

表 3-6：反菸態度構念題項 

01 淡菸比較無害健康 

02 開始吸菸年齡愈早愈容易上癮 

03 吸菸可以放鬆心情或排解無聊 

04 吸菸會使牙齒發黃變黑 

05 吸菸能使我更有魅力 

06 吸菸會降低性能力 

07 吸菸能使我保持苗條身材 

08 吸菸可以表現一個人的自信及獨立 

09 吸菸會遭受異樣的眼光 

10 吸菸可以增進友誼 

11 吸菸對其他人有害 

12 大學校園裡吸菸情形很嚴重 

13 政府應加強宣導菸害教育 

14 吸菸是個人的權利 

15不吸二手菸是大眾的權利 

16 餐廳應該全面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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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禁菸雖可能損及人們的部分權利，卻可有效增進全體人民的健康 

18 香菸廣告刻意忽略告知吸菸的危險性 

19 香菸廣告刻意塑造吸菸的正面形象 

20 菸害防治宣導對我有勸阻效果 

21 菸害防治宣導對他人有勸阻效果 

22 未來一年我不會吸菸 

23 未來五年我不會吸菸 

 

為了進一步了解大眾媒體呈現的菸害廣告與香菸害廣告對於大學生

的影響，故問卷第一大題，菸害廣告媒介管道中的 1-13，命名為大眾媒介

菸害廣告暴露，信度為.87；問卷第二大題，香菸廣告媒介管道中的 1-13

題，命名為大眾媒介菸害廣告暴露，信度為.81。 

 

二、單變項分析 

為了解特定變項之分佈狀況，利用單變項之統計分析方法。屬於類別

變項者，如性別、年級、零用錢、學業表現、居住情況、朋友相處情況、

家人相處情況、朋友吸菸人數、家人吸菸人數、吸菸行為、戒菸行為等，

將以次數及百分比率呈現其分布情形。屬連續變項者，如菸害廣告、香菸

廣告暴露頻率、反菸態度，則計算及平均值及標準差。 

 

三、雙變項分析 

為了解反菸態度及吸菸行為背景變項與菸害廣告暴露、及香菸廣告暴

露之關係，遂進行雙變項分析。背景變項與吸菸行均為類別變項，故利用

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來探討兩者之間的關係。因為反菸態度、菸

害廣告暴露、及香菸廣告暴露均以連續變項處理，故用相關性分析

(Correlation)探討之間的關係。探討背景變項與反菸態度菸害廣告暴

露、及香菸廣告暴露之間關係時，則使用 t檢定(t-test)與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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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變項分析  

爲分析顯著影響變項對依變項之預測力，使用多元逐步迴歸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分析，分析反菸態度與吸菸行為的主要

預測變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