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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抽樣訪問大學生的背景變項、菸害廣告、菸品廣告媒介暴露情

形，反菸態度、吸菸行為、戒菸經驗等。回顧過去健康宣導的相關文獻，

本研究假設，大學生人口在不同媒介宣導暴露的程度有差異；大學生人口

變項在反菸態度上有差異；大學生菸害廣告的暴露程度會影響大學生的反

菸態度，但不能有效改變行為；另外菸害宣導的資訊競爭者：菸品廣告暴

露，亦會對大學生吸菸的態度與行為造成負面的影響。資料的統計分析結

果發現，本研究的假設，部分獲得資料的支持，詳細討論如下： 

 

一、大學生之吸菸經驗 

目的： 

近年來，世界許多國家，晚期青少年吸菸率有不斷增加的趨勢，探究

晚期青少年吸菸的成因與累積其吸菸狀況的研究甚為重要，本研究即為了

解台灣地區大學生的吸菸情況及成因之研究。 

結果： 

背景變項在吸菸行為的差異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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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宣導除

對一般大學生宣導外，建議針對較容易吸菸的高危險族群的人口特質、情

境因素與自我概念，深入探究其與吸菸行為的連結成因，參考設計吸菸高

危險族群熟悉的情境訊息宣導，期獲得此族群對於宣導廣告的熟悉感與認

同。 

大學生吸菸比率為為一成三。有二成八的吸菸者初次嘗試吸菸的年齡

在18歲以後，就讀大學的階段。並有四成四的吸菸者，在18歲以後開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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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吸菸習慣，晚期青少年嘗試菸品或成癮的人口不低，未來研究需要更多

大學生吸菸行為的長時期研究，累積我國晚期青少年吸菸的數據資料，並

搭配宣導及其他影響因素的研究，作為評估我國菸害防治宣導長期成效之

參考。 

吸菸者首次嘗試吸菸的原因以朋友吸菸所佔比例最高。進一步比較

晚期青少年與前期青少年吸菸促因的差異，發現其嘗試吸菸的原因，較少

受到朋友的影響，新鮮或好奇的比例也明顯較低，壓力/挫折/緊張則明顯

的高於早期青少年。晚期青少年在日漸獨立的過程中，面臨生活方式轉

變、人際關係建立、未來方向選擇等挑戰，因而產生較多的壓力/挫折或

緊張，部分會選擇以吸菸的方式來紓解其情緒。由此獲知，宣導大學生遠

離菸品，不能只是訴求同儕的影響，更需以受眾的經驗出發建構訊息，即

應多關注在大學生可能面對的壓力情境，說服其用健康的態度面對或是提

供其他紓解壓力解決方式，提供給大學生作為選擇參考。大學生持續吸菸

的原因，有三成六是因為已經習慣，為了減輕壓力/挫折/緊張也是青少年

持續吸菸的原因。顯見部份大學生已經將吸菸當作生活的一部分，從事吸

菸行為不需要特別原因，甚至也可能已經成癮。 

對吸菸行為最有力的預測變項反菸態度，其次依序為朋友吸菸人數、

性別、家中吸菸人數、零用錢，全部變項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22.9%。反菸

態度為預測吸菸行為的最重要變項，反菸態度越強烈，就越不可能吸菸，

大學生吸菸行為符合理性行動理論的預測，故雖然菸害廣告暴露無法有效

改變青少年的吸菸行為，但菸害廣告型塑大學生的反菸態度，仍可間接的

防止大學生吸菸。 

吸菸行為受背景變項的影響更明顯，特別是環境的吸菸狀況，還有本

身的經濟狀況，即當青少年處在一個朋友、家人吸菸情況普遍的環境中，

要青少年個人去對抗環境、拒絕吸菸是很困難的，故防治青少年吸菸，不

可忽略的是從公眾宣導的層次，改變整體社會對於吸菸的看法，讓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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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更多的資訊支持，對抗菸品的誘惑。研究也發現，零用錢越多者吸菸的

可能性越高，再次印證大學生所能支配的零用錢仍有一定的限制，建議公

共衛生政策應擬提高菸稅課徵，進一步提高菸品價格，抑制年輕族群的有

效方法。 

大學生吸菸主要考慮的因素有菸的濃度及味道、首次吸菸的品牌、

價格，除了菸品本身，吸菸者對於香菸品牌的忠誠度極高，選擇了某品牌，

就不容易做太多的改變，因此成癮後，幾乎就等於是該品牌長期的消費

者，故我們可以了解，即使青少年每月的購菸預算多在201-500元之間，

菸品的消費量雖然不是極高，但菸商仍願意投注大量的廣告預算，誘使青

少年吸菸，最終目的乃在培養其成為一終身的吸菸者，爲菸商帶來可觀的

長期利益；另一方面，青少年零用錢越的族群，吸菸比例也越高，可見菸

品價格提升，對經濟情況尚不充裕的大學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高菸稅來抑制菸品的需求（特別是青少年），更成了歐美等先進

國家最重要之衛生政策，歐洲共同市場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 在 1992 年通過三條規約規定各會員國之菸品稅制結構，不得低於

零售價格之 70 %；美國一般的做法平均三至六年大幅調高菸稅一次；香

港則逐年提高菸稅及菸價（目前香港菸價平均為台灣三倍以上）；反觀國

內目前菸稅只佔菸品價格 41 %，未來每包菸品開徵十元「健康福利捐」

後，菸稅也只佔菸品價格 52 %，與歐盟等先進國家相較，不論菸稅或菸

價仍舊過低，真正要達到「以價制量」，還有很大空間(董氏基金會網站，

閱覽日期：2004.5.1)。 

便利商店為大學生最常購菸的地點，高達九成的青少年常暴露於便利

商店的菸品廣告，美國有 3/4 的青少年每週會去便利商店消費至少一次

(MMWR, 2002)，而我國便利商店的密度更高，影響民眾日常生活至深，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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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著名的1連鎖便利商店都將斗大的香菸品牌 LOGO 以及香菸產品置於收銀

台後櫃的明顯位置，亦常將附有贈品的香菸產品放置在收銀機旁、菸商甚

至購買收銀櫃檯檯面擺放結帳物品的壓克力廣告板面，便利商店的消費者

幾乎無可避免地接觸到許多菸品廣告訊息，易讓消費者高估社會上的吸菸

情況，產生「吸菸是普遍被接受的行為」的錯誤感知。宣導不可忽略便利

商店內菸品廣告對青少年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並透過立法限制菸品擺放

規定或在便利商店利用商店電視/桌面廣告等管道行銷反菸資訊與之競

爭。 

家人對大學生吸菸的態度，以知道，並且不反對他們吸菸的最多，不

知道其吸菸的有次之，家中長輩對於大學生的吸菸行為了解甚少。另外本

研究證實，家人無論是規勸或者是支持大學生吸菸，都對大學生產生顯著

正向或負向影響，家庭角色對於青少年是否吸菸，扮演重要的決定性影

響。因此菸害宣導應加強利用家庭教育的影響力，提醒及教育家人關注大

學生的吸菸行為，避免家長對青少年吸菸可能產生錯誤的價值影響，更鼓

勵家長積極地對大學生的吸菸行為能給予正確的協助與引導。 

過去一年，吸菸者中有四成八不曾受到旁人的建議或協助其戒菸，另

五成中，最常勸阻大學生吸菸的來源是朋友，其次是家人，教師則較少勸

阻大學生吸菸。吸菸者過去一年從未嘗試戒菸的有三成五，曾經參加戒菸

課程的僅2.1%。目前想戒菸有四成一。若自己意願，認為戒菸會成功的有

六成九，過去一年自行戒菸的高達六成五，目前想戒菸的也有四成一。以

上數據可窺見有許多的吸菸者嘗試戒菸，促使大學生戒菸的主要原因是健

康，另外男(女)朋友的規勸，兩性關係情感的支持，也是影響大學生是否

戒菸的關鍵因素。 

                                                 
1 如 7-11，萊爾富，全家便利商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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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旁人的建議/協助缺乏，並且僅少數吸菸者實際參與戒菸的課

程，導致高比例的戒菸失敗經驗；另一方面，高達六成五卻相信，只要自

己有意願，便能成功戒菸，整體觀之，大學生似乎高估戒菸過程中，自我

掌控的能力，也容易因此忽略了吸菸成癮的事實與危險。有別於未成年青

少年的反菸宣導的目標，提醒與幫助青少年戒菸將是晚期青少年菸害防制

的重要焦點(USCDC, 1999, & World Bank, 2002)，提升大學生對慣性菸

癮危險的感知，鼓勵並協助大學生戒菸，是宣導極重要的一環。 

相關假設： 

1-5.吸菸行為因「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部分成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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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學生媒介接觸的情形與影響 

目的： 

爲了解菸害宣導的成效，本研究調查大學生菸害廣告接觸的情況，以

及對其反菸態度的影響，參考過去宣導的效果研究，認為大眾媒介菸害宣

導未能有效改變行為，但依據理性行動理論，反菸態度可間接的幫助大學

生拒絕吸菸。 

結果： 

在大眾媒介的宣導暴露上，電視宣導廣告仍是主要管道；宣導海報/

單張/手冊次之、電視新聞報導接觸比例不低，過去研究認為青少年接觸

電視娛樂節目的機會多，卻鮮少收看電視新聞(Signorielli, 1990)，本

研究則顯示，大學生或許在年齡上較長、也可能是我國新聞頻道以及節目

量所佔比例甚高，故大學生透過新聞報導，接觸到不少的反菸訊息。報紙

宣導廣告、廣播宣導廣告、報紙新聞報導雖是傳統媒體，但仍有一定的曝

光率，是不可缺少的重要宣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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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體育活動/音樂會/社區活動、雜誌宣導廣告接觸比例不高，但

這些管道都是菸商大肆運用推銷其產品的管道，大學生因此而接觸到大量

菸品廣告的資訊，世界衛生組織2003年5月通過「菸害防制架構公約」(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建議締約會員國在五年內

應全面禁止菸品廣告、贊助和促銷，包括全面禁止在廣播、電視、雜誌刊

登廣告，並不得以贊助商身分透過體育或藝文活動宣傳。我國衛生署國健

局最新菸害防治法修正案，也已明文禁止菸商在雜誌刊登廣告，並等待立

院決議施行。 

電視戲劇與娛樂節目、廣播新聞報導或節目、雜誌內容、網路(WWW、

E-mail、BBS等)、電影(VCD、DVD、錄影帶)接觸都較少。在戲劇/娛樂節

目/電影等管道設計內容宣導的「娛樂教育」，或者利用網路的網頁/電子

郵件/社群討論互動方式宣導的可能性，都是未來防治宣導如何有效利用

新興傳播媒介/方式觸及到年輕人的實際挑戰。 

反菸宣導不僅只於反菸廣告、宣導品的製作，整合宣導計畫行銷，透

過適切的媒體，傳播適切的訊息，給適切的對象，引發期望的回應；運用

多種傳播工具擴散宣導的訊息，例如與記者建立公共關係，舉辦記者會公

佈菸害研究調查數據，或是報導無菸校園的推動情形，製造新聞議題，爭

取新聞曝光，提醒公眾重視菸害或引發討論。 

在人際暴露方面，學校老師及輔導人員是大學生菸害資訊的重要來

源，家人或同學朋友亦不低。大學生在菸害廣告的人際暴露頻率，比許多

大眾媒體的暴露來得高。提醒我們除了利用大眾媒體的大量傳播，也不可

忽略人際傳播的影響力，宣導可分配適當行銷比例，設計教師/輔導人員/

家長宣導菸害的輔助教材(DM/影片等)，以及舉辦研習活動、座談會等，

提供大學生行為指導者(教師、家長)明確、簡易、有效的宣導協助。 

菸害廣告資訊暴露程度與反菸態度之間的關聯性，在大眾媒體方面僅

電視廣告與電視新聞報導與大學生反菸的態度正相關，人際管道方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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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或輔導人員及家人暴露與反菸態度正相關。由此可知大學生獲得菸害

宣導的資訊管道仍以電視為主，電視廣告與電視新聞報導在宣導的成效上

都有顯著的影響，大學生收看電視新聞報導成為宣導的重要管道，此點有

別於青少年前期較少收看新聞報導的媒體使用習慣。 

另外人際傳播管道如家人、學校老師或輔導人員，以及宣導教育的海

報、單張、手冊對於青少年反菸態度的影響比許多大眾媒體都來得顯著，

故證明人際傳播對於菸害防治教育的影響力，也提醒大眾傳播管道在菸害

廣告成效上需要評估加強。 

各種菸害廣告媒介中，僅電視宣導廣告與學校老師、輔導人員與大學

生的反菸態度正相關，其他則無顯著關聯。學生接觸宣導海報、單張或手

冊雖頻率頗高，但接觸量則與大學生的反菸態度負相關，宣導海報、單張、

手冊一直是校園宣導的重要教材，在菸害廣告上的效果，似乎未達到令人

滿意的的效果。除了檢討教材設計/內容，另可思考的是，由於年輕人對

於健康的危機感知不高，所以他們較不會主動接觸一些與健康宣導的資

訊，但是若將健康訊息融入到較吸引年輕人的娛樂媒體內容或是遊戲軟體

內容，由於心理上感到接觸到較感親近的內容，他們比較可能會覺得裡面

所包含的健康訊息，對他們來說是重要的，而感到興趣或願意涉入

(Parrott, 1995)。 

而現今多媒體製作技術成熟，過程較過往簡易，成本也越來越低，未

來菸害宣導宣導教材/資料的製作，也可改變媒介的形式，搭配使用光碟、

網路動畫下載等多媒體教材，貼近年輕人的生活情境，互動傳播菸害防治

的議題。 

相關假設： 

1-6.「大眾媒介菸害廣告暴露程度」不會顯著影響吸菸行為。假設成立。 

1-8.在控制背景變項之後，「反菸態度」會顯著影響吸菸行為。假設成立。 

3-5.「大眾媒介菸害廣告暴露程度」會顯著影響反菸態度。假設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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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二： 

    本研究欲了解大學生接觸菸品廣告的情況，了解主要誘使大學生吸菸

的廣告管道及形式，累積國內在地化的研究資料，作為未來宣導策略規劃

的建議，以及法令規範的參考。 

結果： 

菸品廣告接觸方面，大學生在許多媒介管道都接觸到不少的菸品廣

告，其中最高的是便利商店，大學生吸菸者最常購買香菸的地點也是便利

商店。便利商店是年輕族群日常生活經常消費的地點，其中佈滿斗大的菸

品廣告，不得令我們擔憂，其誘引大學生吸菸的影響力；報紙、電視節目

中演員吸菸，娛樂媒體內容的確隱含不少菸品廣告的訊息。 

在大眾傳播管道方面，電影(錄影帶、VCD、DVD等)、廣播、電視(節

目出現香菸品牌)、戶外看板，菸商提供香菸試抽、香菸贈品等菸品廣告，

以及人際管道中的同學或朋友、家人，都對大學生造成顯著影響，即接觸

愈多，愈不支持反菸。 

人際傳播管道，不論是同儕或家人都對青少年的有顯著影響力，大眾

媒體方面，電影/演員吸菸畫面呈現，倡導者如何在不干涉創作自由的精

神下，說服影視工作者減少吸菸畫面的呈現？另外法規對於菸品廣告的規

範日趨嚴格，菸商勢必運用其他的管道廣告香菸產品。如明星或偶像是青

少年易於崇拜模仿的對象，影視節目中出現菸品產品的置入性行銷，對青

少年產生影響，不容小覷。廣播的內容以及戶外看板的擺置或尺寸大小的

規定，都應該審慎評估及規範，以降低其對青少年可能的影響力。 

除探究青少年整體資訊暴露對於反菸態度的影響外，本研究進一步將

大眾媒介的資訊暴露從整體資訊暴露管道中獨立出來，探究大眾媒介暴露

程度對於反菸態度的影響。研究結果得知，雖然菸害廣告整體媒介暴露對

於青少年反菸態度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大眾媒介的菸害廣告對於青少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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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菸態度有顯著的影響，即菸害廣告大眾媒介暴露程度越高，青少年越傾

向反菸，顯示大眾媒介的菸害宣導有顯著成效。另一方面，菸品廣告雖然

在整體的資訊暴露量上對於青少年反菸態度有負面的影響，菸品廣告暴露

越多就越不支持反菸，但在大眾媒介菸品廣告的暴露程度與反菸態度並無

顯著相關，推測菸品廣告人際媒介暴露的影響較大眾媒介來得大。 

相關假設： 

1-7.控制背景變項後，「香菸廣告暴露程度」會顯著影響吸菸行為。成立。 

3-5.控制背景變項後，「香菸廣告暴露程度」會顯著影響反菸態度。成立。 

 

三、大學生反菸的態度 

目的： 

  本研究除欲了解媒體接觸對與大學生反菸態度的影響，另可了解大學

其對於香菸廣告、吸菸形象、菸害對健康威脅、反菸的權利意識等看法。

以作為未來宣導內容規劃的參考。 

結果： 

整體來說，在吸菸對健康的影響方面，雖然高達七成以上的青少年同意菸

品廣告的內容刻意忽略告知吸菸的危險性，但仍有六成二的受訪者同意淡

菸比較無害健康的錯誤認知(Krogh, 2000)，另外雖然有六成三的受訪者

同意吸菸年齡越早越易上癮，有三成一同意吸菸會降低性能力，但僅有一

成九的受訪者同意吸菸有害健康，大學生對於吸菸行為可能造成的健康威

脅感知低，顯見大學生，與青少年前期同樣不甚重吸菸對於健康的傷害，

甚至對吸菸仍存有錯誤認知。 

在吸菸形象方面，八成八受訪者同意吸菸會使牙齒發黃變黑，造成不

好形象，也有六成六認為菸品廣告刻意塑造吸菸的正面形象，六成不認為

吸菸能使自己保持苗條身材，或者能使自己看起來更成熟，但僅二成一不

同意吸菸能使我更有魅力。大抵來說，大學生相信吸菸廣告刻意塑造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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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形象，也不因此認同吸菸能使自己像廣告形象中一樣苗條或是成

熟，但僅兩成不同意吸菸會使我更有魅力(高達四成同意)，所以吸菸的魅

力形象，仍受大部分的大學生認同。 

在吸菸權利方面，九成二以上的受訪者認同餐廳應該全面禁菸，這樣

的結果可以支持目前政府推動「無菸餐廳」的政策，也有高達八成三的人

認為禁菸雖然會損及人們部份權利，但卻可以獲得更大的利益，即促進全

體人民的健康。高達七成七的受訪者認為吸菸是個人的權利，雖然有四成

六的受訪者同意吸菸會遭受異樣的眼光，四成四受訪者同意不吸二手菸是

大眾權利，更僅只有一成七同意吸菸對其他人有害，可見在吸菸行為的權

利價值上，大多數人仍然認為吸菸行為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但是個人拒吸

二手菸的權利意識不明，並且錯誤的認知吸菸行為僅殘害吸菸者本身，而

不會傷害他人。 

有鑑於此，研究建議未來的宣導，可加強非吸菸者拒絕菸害的權利意

識以及吸食二手菸一樣會造成健康威脅的危險感知，目前大學生對於個人

健康的權利意識不清，依照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菸害防制法最新修正案，菸

害稽查員將被授與直接開罰單的權利。要人民知道，不暴露於吸菸環境、

不吸二手菸，是全民的基本權利。  

    在環境菸害認知上，九成二以上受訪者認為大學生吸菸情形很嚴重，

有六成三的大學生認為政府應該在加強大學生菸害宣導的教育，對於過去

宣導的評價則有四成八的大學生同意對自己有勸阻效果，但僅三成同意宣

導對他人有勸阻效果，可見多數大學生不認為現行的宣導教育有發揮明顯

成效。 

在預防意向的態度方面，近八成的受訪者同意未來一年到五年內不會

吸菸，這樣的數據顯示，大學生普遍認為處在一個吸菸情形普遍嚴重的環

境，並且認為政府應在宣導教育方面多做加強，認為過去的宣導對他人的

勸阻效果不大，但仍有八成的受訪者有信心未來一到五年會拒絕吸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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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不會受到菸品的誘惑，本研究調查得知目前大學生吸菸比率約在一成

五，因此除了吸菸者外，大多數的大學生都同意不會吸菸，由此建議有效

針對大學生的菸害宣導，除了預防之外，似乎更應著重在勸導及幫助目前

吸菸者遠離菸品甚至輔導戒菸。 

  背景變項對反菸態度的影響發現，女性較男性傾向反菸、學業表現愈

好愈傾向反菸、零用錢較少較傾向反菸、家人相處情況愈融洽愈傾向反

菸、朋友相處情況愈融洽愈傾向反菸、家中吸菸人數愈少、朋友吸菸人數

較少，也愈傾向反菸。反菸態度強烈的族群，實際吸菸的比率也越低，大

學生在吸菸的態度與行為上，呈現一致的方向，反菸態度可以有效預測青

少年的吸菸行為(Ajzen & Fishbein 1980, Zimbardo & Lippe, 1991)。 

女性較男性傾向反菸、學業表現愈好愈傾向反菸、零用錢較少較傾向

反菸、家人相處情況愈融洽愈傾向反菸、朋友相處情況愈融洽愈傾向反

菸、家中吸菸人數愈少、朋友吸菸人數較少，也愈傾向反菸。 

性別/自我概念/經濟狀況/環境吸菸狀況都對大學生的反菸態度造成

影響，反菸態度與背景變項的關係大，菸品廣告依據消費者心理學理論，

針對青少年的生活型態(Lifestyle)，規劃設計有效的菸品廣告訊息，菸

害宣導未來也可鎖定男性/自我形象感較差/零用錢較多，以及與家人、朋

友關係較不好、環境吸菸狀況較嚴重的生活型態特質族群，規劃設計適合

的訊息宣導反菸，或許才能有效的引起認同並改變其對於吸菸的看法。 

  反菸態度有顯著預測力的變項為朋友吸菸人數，其次依序為學業表

現、家人相處情況、菸品廣告媒介接觸程度、菸害廣告媒介接觸程度，全

部變項解釋的總變異量為8.1%。可見大學生背景變項對於青少年最能有效

影響青少年的反菸態度，宣導者需將此類族群列為重要宣導對象，設計有

效訊息宣導之。另外菸品廣告、菸害廣告都能有效改變大學生反菸態度，

所以菸害廣告不僅要關注自身宣導的成效，另方面更需關注菸品廣告的影

響，與之進行資訊競爭，減低菸品廣告的影響，是宣導另一需要關注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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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相關假設： 

1-8.在控制背景變項之後，「反菸態度」會顯著影響吸菸行為。成立。 

3-1.反菸態度因「背景變項」不同而有顯著差異。部分成立，性別/自我

概念/經濟狀況/環境吸菸狀況都對大學生的反菸態度造成影響。 

 

總結  

    本研究幾項發現，可提供未來宣導的參考(1)針對目標設計訊息，提

升宣導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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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應將其列為首要目標族群。吸菸

的主因則為挫折/壓力/緊張。未來宣導應建構與其生活情境貼近的宣導訊

息，進行雙向的溝通。（2）關注菸品廣告的影響，進行反廣告式

（Counter-Advertising）的宣導：大學生的反菸態度，與部分重要的菸

害廣告資訊暴露相關，但菸品廣告亦對大學生的反菸態度造成影響，反廣

告式的宣導，可澄清菸品廣告提供的訊息與形象價值，諸如吸菸是自由/

成熟的展現、吸淡菸對身體比較無害等訊息，提供受眾正確的資訊，以免

其受菸品廣告的誤導，減低菸品廣告對大學生的不良影響。(3)宣導吸菸

者戒菸，為晚期青少年宣導重點：除吸菸者外，近八成的大學生認為自己

未來吸菸的可能性不高，可見其對吸菸抱持一定的反對態度，宣導除了持

續堅定大眾反菸的態度，另也應加強勸戒青少年戒菸的宣導，除了大眾媒

體的宣導外，研究顯示此階段大學生多在外住宿，約一半的吸菸者的家人

不知道其抽菸，與老師的關係也不若國、高中時密切，故此階段的大學生

吸菸，較少受到人際來源如家人、老師等的勸戒，家庭及學校的宣導管道，

應予以加強。(4)宣導目標應鎖定在態度層面，以期間接影響行為：宣導

接觸雖然不能有效防止青少年吸菸，但可讓青少年在態度上較支持反菸，

青少年越反菸，吸菸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宣導在找出能提升說服公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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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變的方法前，可實際的將宣導的目標鎖定在反菸態度的型塑與改變，

間接影響青少年的吸菸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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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宣導研究的建議 

針對特定宣導內容做深入的效果研究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了解晚期青少年暴露於大眾與人際，傳統與新興

媒介，反菸與菸品廣告的整體接觸情況，並進一步了解其對晚期青少年反

菸態度與行為的可能影響，並比較晚期青少年與早期青少年吸菸經驗的不

同，故設計本研究之問卷，礙於問卷篇幅的限制，無法針對個別宣導訊息

內容進行個別的影響研究。 

未來研究者可針對個別菸害廣告的內容做更深入的研究。宣導廣告的

部分，要評估多元媒介運用的效益與可能性(如娛樂教育，互動網路資

訊)，作為未來運用多元媒介管道進行菸害防治的參考。菸品廣告的部分，

由於現有法令對於菸品行銷的限制，以及新媒介的發展趨勢，菸品廣告勢

必會衍生許多的另類行銷策略，例如購買點行銷或者網路的行銷。我們應

持續觀察菸品廣告在管道與內容上，思考影響大學生最大的菸品廣告媒介

為何？以提供宣導計畫的策略以及宣導訊息製作的具體建議。 

 

新興菸品廣告的影響研究 

宣導管道除繼續擅用有效的管道宣導，更需關注菸商利用各種多元的

媒介行銷菸品，菸害廣告不僅需考量自身的定位，更要考慮外在資訊的的

競爭，對宣導效果的阻礙。 

由於現有法令對於菸品行銷的限制，以及新媒介的發展趨勢，菸品廣

告勢必會衍生許多的行銷策略，定點行銷、置入行行銷、網路行銷、活動

行銷等，衛生署於衛生署國健局提出最新菸害防治法修正案，其中雜誌廣

告擬禁菸(洪麗萍、楊子毅，2004)，體育藝文菸商禁贊助(陳惠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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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肯定政府近年來對於菸害防治，並跟進世界級衛生政策的努力，但依

本研究結果在台灣雜誌(N. S.)，體育、音樂或社區現場活動(N.S.)對於

青少年無顯著的影響，倒是菸商提供香菸試抽，同學或朋友，香菸贈品，

家人，電影(錄影帶、VCD、DVD等)，廣播，戶外看板電視(節目出現香菸

品牌)的接觸越多，對青少年吸菸態度的影響越大。 

菸品廣告的禁止或限制，除了參考各國防治的經驗，更重要的是累積

精確的菸品廣告效果影響研究，找出國內本土真正引誘青少年吸菸的不適

當形式與內容，必能將規範重點鎖定在對青少年確實會產生負面影響菸品

廣告的媒介與訊息，作為宣導與法令規範重要參考，提升菸品廣告規範的

實質效益。 

 

二、宣導內容的建議 

反菸宣導的核心價值 

反菸宣導的效果是互相影響的，如提升菸價，不只對晚期青少年有

效，一樣能有效遏阻早期青少年吸菸(Chaloupka, 1997; Biener, Aseltine, 

Cohen & Anderka, 1998)，辦公室禁菸，也能鼓勵未進入職場的晚期青少

年戒菸或減少菸品的使用(Farkas, Gilpin, Distefan, & Pierce, 1999)，

青少年主要吸菸的原因之一是社交情境需要，容易受到菸品廣告的影響

(Biener & Siegel, 2000)。禁止酒吧、俱樂部吸菸以及可以幫助打斷吸菸

與社交活動的連結，減少朋友之間鼓勵吸菸的行為。 

禁止吸菸的校園可以降低大學生的吸菸率(Wechsler, Lee, & Rigotti, 

2001) 禁止吸菸的家庭(特別是家長不吸菸)可以減低嘗試吸菸率、幫助大

學生戒菸、防止再度嘗試吸菸, (Farkas et al., 1999; Pierce et al., 

1998)。教育晚期青少年關於二手菸的危害可能是最有效的，因為他們再

不久的將來，極有可能要開始組成一個新的家庭，教育將成為父母的她們

母親懷孕吸菸或讓孩童吸二手菸可能的危害(Ling & Glantz, 2004)。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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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為晚期青少年是菸品廣告主要的行銷對象，故本研究特別著重在晚期

青少年的吸菸問題上，但反菸效果可能是互相影響的，只要宣導的訊息與

社會的倫理或價值貼近，反菸宣導不只可對目標受眾產生影響，更期累積

形塑整體社會拒菸的文化，故此，反菸宣導需要深一層思考反菸的核心價

值為何？ 

菸品廣告將吸菸塑造成是個人自由選擇的權利，在重視人權的美國獲

得普遍深遠的認同，成功的行銷至今﹝本研究也顯示高達七成七(76.8%)

的大學生同意吸菸是個人的權利﹞。反菸宣導除了針對不同的目標族群，

擬定不同的行銷策略行銷外，反菸應成為整體所能認同的普世價值，與人

類倫理/人權相關的價值連結。如宣導不吸二手菸的時候，告知吸食二手

菸有害健康，能讓非吸菸者警覺到二手菸的危害，消極的閃避吸菸環境，

但未能給吸菸者壓力，減低社會整體的吸菸情況，若宣導的策略在強調不

吸二手菸是每個人的「健康人權」﹝本研究顯示，僅有四成四(44.3%)大

學生同意不吸二手菸是大眾權利﹞，在任何場合中你都有權利拒吸二手

菸，這樣的宣導策略若成功，間接也能給予吸菸者壓力，降低菸品盛行。 

 

娛樂教育的運用 

    娛樂教育也是健康宣導策略運用方式之一，是健康宣導在內容設計與

管道規劃上的新契機。其定義為經過適當的設計和執行媒介訊息，在傳播

的過程中能夠同時娛樂並教育閱聽人，增加受眾在教育議題上的知識，創

造出正面態度，並改變外在的行為，主要致力於運用受到大眾歡迎的訴

求，所喜愛的娛樂媒體，如電影，音樂錄影帶等，來展現個體如何生活的

更安全、更健康(Singhal & Rogers, 1999)，宣導的娛樂教育策略如果執

行得當，兼顧商業利益和社會公益的計畫，將有助於政府政策的執行、廣

告贊助商的利益以及閱聽人健康(Piotrow et al., 1997; Singhal & Brow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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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orielli(1990)因為娛樂教育的宣導意圖不明顯，較不易造成民

眾的抗拒，再者娛樂節目與時事結合、真實/編撰混合的編劇方式、及資

訊娛樂(Infortainment)的潮流，促成健康宣導有與娛樂節目結合的契

機，目前在美主要是由應用在電視節目內容的製作上，因為電視是人們持

續暴露的並獲得健康資訊的第二大來源，其主要的運作方式是由健康倡導

者提供健康素材及建議，遊說電視娛樂節目的製作人，將與健康議題相關

的重要訊息作為節目的主軸或是適當的插入原本的故事線中，在觀眾收看

娛樂節目的同時，進行潛移默化的健康宣導教育。 

娛樂教育對於大學生人口特別具有效益，因為電視是大學生的「電子

教室」，是青少年重要的休閒及資訊來源，再者由於大學生暴露娛樂節目

的機會多於新聞，電視娛樂導向的健康宣導較新聞節目可觸及到更多新聞

媒體無法觸及的年輕人口，作為觀眾行為規範的指導或倡導對於疾病的同

理、同情。 

目前在美主要是由應用在電視節目內容的製作上其主要的運作方式

是由健康倡導者提供健康素材及建議，遊說電視娛樂節目的製作人，將與

健康議題相關的重要訊息作為節目的主軸或是適當的插入原本的故事線

中，在觀眾收看娛樂節目的同時，進行潛移默化的健康宣導教育。但由於

電視節目製作大部分仍是以商業行銷為獲利來源、電視需要創造新鮮的議

題，滿足觀眾的需求、且對於健康議題複雜的部分難以深度處理甚至刻意

避免，都是娛樂導向的宣導教育所面臨的限制(Montgomery,1990)。  

  娛樂導向的健康宣導是觸及年輕族群/獲得認同的方法，是宣導整體

規劃方向的新思考，但在宣導及暗示公眾健康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於觀眾

可能的影響，仍需要更多研究的探討支持。 

 

心理學途徑的訊息設計與輔導教育 

健康宣導就像是一種社會行銷。而行銷是一種交換，目的是藉由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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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兩個以上團體特定價值的交換，符合交換者最大的利益，組織的目標在

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和慾望，而從交換者的觀點來說，互惠很重要。Dervin 

(1989)指出，健康宣導的效用，除了需考慮到對個人的用處以及接近其真

實經驗外，能否從個人所理解的世界觀點出發，更是可否有效拉近個人與

宣導關鍵，故宣導需針對不同受眾，使用適當的宣導策略，規劃有效的大

眾/人際管道、設定實際可達成的目標。Solomon (1989)在商業行銷的4P 

(Product, Price, Promotion, & Place)的行銷理論之外，也特別替社會

行銷加了1P：Positioning(定位)，並闡釋定位是指按消費者心中的期望

來推動，亦即宣導應改變過去有上至下的單向宣導，建立宣導者與目標受

眾雙向溝通的機制，在宣導的過程中，互動、回饋、修正，以期提高宣導

成效。 

菸商研究使用心理學的途徑研究設計相關的訊息，改變潛在目標的態

度、與行為方式，說服大眾相信吸菸是安全的/普遍地行為，間接也增加

朋友之間鼓勵吸菸的行為。故宣導廣告也可研究使用行銷學結合心理學的

途徑，了解晚期青少年的人格特質/生活型態/探討以「消費者導向」為主

之外在菸品消費行為行為，了解其內在決定是否吸菸的心理的轉折歷程

(Heart Disease Weekly, 2002)，參考設計貼近晚期青少年的宣導訊息，

刺激其思考菸品廣告訊息操弄的手法，強化其反菸態度與行為。 

除了大眾媒體的宣導，大學生菸害防制宣導中，學校教育亦有其可發

揮的功能與責任，由於大學生面臨生涯的轉變與未來的規劃選擇，研究顯

示，特定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很容易在面對生活的緊張/壓力/挫折時，易將

吸菸作為紓解壓力的方式。建議輔導教育應針對吸菸的高危險族群，加強

心理衛生教育，輔導大學生自我概念的提升，提供排解壓力的其他選擇，

避免其在面對生活情境的困擾時，習慣以吸菸排解，造成上癮的危險以及

對身心健康的長期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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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衛生宣導建議 

宣導與研究結合 

過去菸害宣導說服的效果不彰，主要是因為規劃與製造議題的企劃過

程不全、議題傳播的訊息不夠概念化以及缺乏宣導評估所致。宣導評估主

要目的在了解目標受眾的背景資料，以及宣導過程，受眾對於宣導的評價

及影響，未來的宣導研究的重要取向是與宣導計畫結合的宣導研究，依據

宣導計畫的議題、目標對象、策略等，發展有用的形成性研究以及適當的

總結式評估研究。 

國外針對宣導的評估，如加州大學醫學系有關健康政策的研究，即使

用焦點團體的方法評估宣導過去的成效，並發現宣導的主題鎖定在「揭露

菸品廣告的操弄」與「二手菸的危害」的策略，是翻轉「吸菸是普遍、正

常的」的觀念與「減少菸品消費」的最有效方法，內容上較激烈揭示吸菸

的嚴重後果也會比柔性的勸導拒菸有效(Goldman, & Glantz, 1999)。 

我國近年來也投資大量的經費在宣導的研究上，為期能與宣導的計畫

密切的結合，在宣導的前、中、後，持續地評估宣導的成效，一方面能即

時的回饋修正宣導的計畫，一方面也建立本土菸害宣導的資料，累積國內

菸害宣導的經驗，提升長期宣導的成效。 

政策法規 

在菸害防制法規方面，由於大眾傳播媒體禁止菸品廣告的規定日趨嚴

格，大學生暴露到衍生性廣告的機會增加，數據也顯示這樣的資訊暴露對

於青少年的態度造成影響，暴露越多則越不支持反菸。未來公共衛生政策

規範菸品廣告時，應投注研究評估各種菸品廣告影響大小，並關注各種意

圖規避菸害防制法規，誘使青少年吸菸的衍生性菸品廣告，對大學生的負

面影響。 

 

四、媒體及健康素養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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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媒體是無害的，或者認為接觸媒體是一種輕鬆的娛樂行

為，不必太過嚴肅，但今日這各媒體無限制開放的時代，沒有人敢保證資

訊內容的正確性及防堵不良資訊的滲透。未有加強媒體素養教育的落實，

培養具有判斷及思辨能力的閱聽人，消極的避免不當的資訊更積極的選擇

適當的資訊。 

菸品廣告的往往不直接說明廣告目的是為了推銷香菸產品，而藉由推

銷美好的形象、積極價值或是令人羨慕的生活型態，並與其品牌做意象的

連結，始閱聽眾產生認同並說服其透過消費來獲得美好的形象(World Bank, 

2002)。菸品廣告運用這樣的行銷方式，所形塑吸菸的形象特別受到青少

年的認同，因此鼓勵了青少年的吸菸行為，先進國家及我國都以禁止菸品

在電視上的廣告，甚至是以香菸品牌銷售其他產品的脫法廣告，但菸商為

了維持其經濟利益，不斷翻新其行銷的手法，不論是運動的贊助、青少年

雜誌中大量的菸品廣告、便利商店菸品位置的擺置、甚至是提供免費的贈

品，都是菸品廣告資訊的延伸。故除了法令的限制外，先進國家都非常強

調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不論是學校或是家庭的教育，教導青少年面對

媒介資訊時的分析判斷能力，了解訊息產製的目的及意義，對於青少年面

對菸品廣告所可能帶來的誘惑及危害，是刻不容緩之必行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