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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為探討青少年的社會網絡與吸菸行為

之關係，立意選取台北市一所綜合高中一

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利用自行發展之問

卷，於高一下學期收集前測資料，待升上

高二後於上學期收集後測資料。運用

NEGOPY 軟體，先將學生區分成不同之網

絡類型；接著用 KrackPlot 軟體繪製各班

的網絡圖；最後用 SPSS8.0 統計軟體，檢

定網絡類型與吸菸行為之關係。結果證

實，高中學生的吸菸行為與網絡類型有

關，相隔一個學期之後，吸菸行為的改變

與網絡類型改變仍有關。建議學校相關人

員瞭解學生的同儕網絡特質，協助發揮同

儕控制力量以建立正向的行為規範。 

 
關鍵詞：社會網絡、青少年、吸菸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smoking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a senior high school having 
both vocational and common classes were 
purposively selected. A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pre-test 
data at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9th graders 
and post test data at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10th graders. All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networks by NEGOPY software. 
Using KrackPlot software drew a network 
picture for each class and SPSS8.0 software 
te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network 
and smoking behavior.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y logistic and 
polytomous regression analyses. Thus, we 
suggest that school teache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er 
networks and promote a social norm positive 
to health among student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adolescent, 
smoking 

 

二、緣由與目的 

 

  一項針對台灣地區成年人完成的調查

﹝1﹞指出，第一次吸菸之平均年齡在每天

吸菸者為 18.5 歲；在偶而吸菸者為 19.9

歲。由於較早開始吸菸者比較容易養成吸

菸習慣，所以針對「十八歲以前」正值國

中和高中就學之青少年進行預防吸菸計畫

是最佳時機。 

青少年與同儕常因緊密連結而形成小

團體﹝2﹞，成員之間相互模仿和共同學習

的結果，其信念、態度和價值觀，甚至行

為的表現都很一致﹝3﹞。應用社會網絡分

析的方法，不僅可以同時測量到同儕之間

連結的強度及互動的品質，還可以呈現特

定行為與網絡之關係。有的研究﹝4﹞發

現，吸菸者會聚集成小團體；有的研究

﹝5﹞卻指出，有吸菸的人多為不屬於任何

團體的孤立者。所以，同儕網絡與吸菸行

為之關聯性仍值得探討。 

本研究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針對高

中生之吸菸行為進行研究，目的包括：1.

瞭解高中生同儕網絡之特性；2.在控制其

他相關因素之後，探討同儕網絡與吸菸行

為的關係；3.描述一個學期後同儕網絡及

吸菸行為改變的情形；4.分析同儕網絡改

變與吸菸行為改變之間的關聯性。 

 

三、研究方法 

 

社會網絡分析是針對人際互動做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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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故受訪者宜為有某種連結關係而

存在的一群人。在教育體制和學習環境的

安排下，「班級」成為探討同儕網絡的最佳

場所。今立意選取台北市某一所綜合高中

一年級學生作為研究樣本，一方面是考慮

到高中階段的學生比較成熟；另一方面是

因為綜合高中有普通班與職業班，可以進

行兩者間的比較。 

本研究採橫斷式調查，以半年為間隔

收集二次（高一下學期及高二上學期）資

料。除基本資料外，問卷主要由同儕網絡

及吸菸行為相關的問題組成。同儕網絡的

測量，是請受訪者提出至多七位自認為要

好的朋友，其中前四位限同班同學，後三

位可為非班上的同學，然後就自己與每一

位朋友互動的情形回答相關問題。吸菸行

為的測量，則是根據受訪者就該學期的吸

菸情形，區分為從未吸菸、僅嘗試過、已

經戒菸、偶爾吸菸、或每天吸菸。兩次問

卷經配對和譯碼後，以 Excel 軟體建立電

腦資料檔。應用 NEGOPY 軟體，將每位研究

樣本案同儕網絡特質分成以下類型：1.團

體成員(group member)，指三名及以上成

員所組成；2.連繫者(liaison)，指同時與

兩個或以上團體有互動者；3.孤立者

(isolator)，指與他人很少有連繫或互動

者。另以 KrackPlot 軟體將各班的同儕網

絡繪成圖。同儕網絡類型之資料與其他資

料連結後，再應用 Spss8.0 統計軟體進行

logistic 複迴歸分析，以找出與吸菸行為

相關之因素。至於深度訪談之錄音內容，

轉成逐字稿後另行分析。 

 

四、研究結果 

 

（一）研究樣本的背景 

研究樣本為高一的全體學生，分佈在

四個普通班和三個職業班。前測的有效樣

本共 411 人，後測完成追蹤者 311 人，流

失率為 24.3%。同時有前測與後測資料之

男生和女生各佔 59.2%和 40.8%；普通班和

職業班各佔 54.7%和 45.3%；前測和後測的

吸菸率分別為 21.9%和 25.1%。屬團體成員

者，在前測與後測分別為 43.6%和 49.2%。

自陳至少有一位好友有吸菸者，在前測和

後測各有 57.1%和 58.4%。 

（二）從前測資料看班級內的同儕網絡 

前測時有 36.5%的學生屬於小團體；

有 34.7%的學生為團體外圍者；另有 28.8%

的人為孤立者。學生在班級內的同儕網絡

與性別有顯著的關係，女生以小團體成員

居多(49.5%)；男生以團體外圍者(34.4%)

和孤立者(35.5%)稍多。普通班學生以小團

體成員居多(41.9%)；職業班則以孤立者較

多(39.3%)。從網絡圖（圖一）發現，各班

形成的同儕網絡包含 3至 9個小團體，且

大多數由 3-4 名相同性別學生組成；只有

少數小團體是由男生和女生組成。團體外

圍者有以下情形：1.二人成為一對但與其

他人沒有連繫；2.與一個小團體的成員或

不屬小團體的人有連繫；3.成為多個小團

體之間的橋樑。每個班都有孤立者，在性

別上以男生居多。 

（三）從前測資料看同儕網絡與吸菸行為

的關係 

將偶爾吸菸和每天吸菸視為「有吸

菸」，其餘視為「無吸菸」，當作依變項進

行 logistic 複迴歸分析（表一）。模式一

為單看人口學因素之影響，結果僅「學業

成績」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即成績低

於 70 分者有吸菸的機率為 70 分以上者的

1.93 倍。模式二是同時考量人口學因素和

認知因素的影響，除「學業成績」達顯著

水準(勝算比為 1.83)外，反菸態度得分愈

高者，其有吸菸的機率愈低（勝算比為

0.88）。模式三主要在釐清社會控制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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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結果這些因素中「好友反對吸菸

程度」、「有吸菸好友數」和「同儕網絡類

型」三個變項，與「是否吸菸」有密切關

係。換句話說，好友反對吸菸程度愈高者，

其吸菸機率較低；有 2位以上好友吸菸者

相較於好友都不吸菸者，其吸菸的機率達

9.22 倍；團體成員相較於非團體成員，其

吸菸機率為 1.99 倍。 

（四）從前測和後測資料看「同儕網絡」

與「吸菸行為」的改變及兩者之關係 

同儕網絡改變有四種類型：仍在團體

內(32.7%)、進入團體(15.4%)、離開團體

(23.1%)、及仍為非團體(28.8%)。吸菸行

為改變也有四種類型：持續不吸菸

(72.7%)、變成吸菸(8.4%)、變成不吸菸

（2.2%）、及持續吸菸(16.7%)。將吸菸行

為當作依變項，其中「持續不吸菸者」視

為參考組，「持續吸菸者」和「變成吸菸者」

分別與其比較，利用 polytomous logistic

迴歸分析，找出與吸菸行為改變有關的變

項（表二）。 

模式一是不考慮同儕網絡改變的情況

下，發現「變成吸菸」者相較於「持續不

吸菸」者，其顯著差異在於前者的反菸態

度較弱；至於「持續吸菸者」相較於「持

續不吸菸」者之不同，則在於前者的學業

成績較低、反菸態度較弱、以及朋友中至

少有二人吸菸。模式二是加入同儕網絡因

素一起考量時，發現「變成吸菸」者相較

於「持續不吸菸」者，除了反菸態度較弱

之外，還與其同儕網絡的改變有關。換句

話說，變成吸菸者主要是「離開團體」者，

也就是高一下學期為團體成員，但高二上

學期已經離開團體者。 

比較前測和後測之網絡圖有助於瞭解

同儕網絡改變和吸菸行為改變的關係，限

於篇幅僅舉一例說明於圖二。前測時屬於

小團體之 g1166（為戒菸之女生）和 b1173

（為不吸菸之男生），後測時二人皆離開團

體變成吸菸者，然前者仍與不吸菸者有往

來；後者則與其他吸菸者成為朋友。歸納

所有資料後發現，離開非吸菸團體者有以

下幾種情況：1.成為完全孤立的吸菸者；

2.與孤立的吸菸者成為好朋友；3.與吸菸

團體的成員變為好朋友。 

 

五、討論 

 

（一）高中生的吸菸問題 

台北市某一所綜合高中一年級男生

和女生在前測時之吸菸率分別為 21.9%和

20.9%，與 1999 年全國調查之高中男生

(16.8%)和女生(4.5%)之吸菸率相比[6]，

明顯地偏高，尤其是女生。雖然本研究為

立意取樣，不適合做全國性的推論，但高

中階段學生的吸菸問題需要加以重視是無

庸置疑的。本研究之男生和女生的吸菸率

只相差 1%，與過去研究[6,7]指出，女生

吸菸率遠低於男生的情形大不相同。另

外，普通班女生吸菸率為 15.0%已屬偏

高，而職業班女生的吸菸率更高(達
32.3%)，顯示女生吸菸已是一個刻不容緩

的問題了。建議教育及衛生主管機關在推

動青少年的菸害防制工作時，應將女性與

男性視為同樣重要的介入對象。 

（二）同儕網絡與吸菸行為的關係 

不考量外在因素時，學生本身的「學

業成績低」和「反菸態度不強」，是影響其

吸菸的重要原因。在控制個人因素後，自

覺好友反菸程度低、好友中至少有二人吸

菸、以及自己是團體成員者，有吸菸的機

率較高。這些外在因素均來自同儕而非家

人，說明青少年的吸菸行為主要受同儕的

影響。此結果不僅證實 Hirschi 的社會控

制理論﹝2﹞與 Oetting 的同儕聚集理論

﹝3﹞，也強調同儕網絡對青少年危害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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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養成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本研究另發現，原屬於團體且不吸菸

者一旦離開團體，成為吸菸者的機率比留

在團體者來得高。離開團體者有些成為吸

菸的孤立者；有些與吸菸者成為朋友但不

屬於團體；有些則進入吸菸團體。此外，

前測時，是學生剛進入新學校不久，吸菸

者散佈於不同的團體內；後測時，學生經

過一個學期的相處，網絡有了變化，即吸

菸者和不吸菸者各自形成更大的團體，呈

現同類相聚的傾向，證實同儕網絡與吸菸

行為之間確實有關聯。 

在一個吸菸率較低的班級裡，不吸菸

者易於形成團體而對吸菸者產生排擠效

應，使之成為孤立者。反之，在吸菸率較

高的班級裡，吸菸者容易聚在一起成為團

體，不吸菸者雖然也聚成團體，但其中的

潛在吸菸者包括戒菸者、嚐試過吸菸者、

或有壓力困擾者，比較容易受吸菸者影響

而變成吸菸者。 

本研究發現，高中階段形成的同儕網

絡仍可能因為個人或外在因素的改變而產

生變化，顯示教育和輔導計畫有機會介入

其中。建議學校的相關人員，尤其是班級

導師，在從事教室授課、個案輔導和日常

活動時，可應用團體動力和行為改變的技

術，針對學生之同儕網絡類型給予不同的

協助，引導他們發揮促成正向行為規範的

同儕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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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與研究樣本吸菸行為有關之因素以前測資料進行 logistic 迴歸分析結果(n = 382) 

 
變   項 

模式一 
勝算比  95%信賴區間 

模式二 
勝算比  95%信賴區間 

模式三 
勝算比  95%信賴區間 

人口學變項     
性別: 男/女 1.46 (0.83, 2.57) 1.04 (0.56, 1.93) 0.61 (0.28, 1.31) 
班別: 普通班/職業班 0.75 (0.44, 1.30) 0.88 (0.49, 1.57) 0.75 (0.38, 1.47) 
學業成績:低於70分/70分以上 1.93* (1.15, 3.25) 1.83* (1.05, 3.17) 1.82 (0.95, 3.48) 
內控分數 (5-25分) 0.92 (0.85, 1.01) 0.97 (0.88, 1.06) 0.95 (0.85, 1.05) 
父親教育:高中/大專及以上 0.98 (0.48, 2.00) 1.08 (0.51, 2.33) 0.77 (0.33, 1.83) 

國中及以下/大專及以上 0.89 (0.41, 1.91) 0.91 (0.40, 2.06) 0.95 (0.38, 2.35) 
認知因素       
菸害知識 (0-15分)   0.90 (0.81, 1.01) 0.95 (0.84, 1.09) 
反菸態度(10-50分)   0.88*** (0.84, 0.93) 0.90** (0.85, 0.96) 

社會控制       
家人反菸程度(0-12分)     0.96 (0.88, 1.04) 
好友反菸程度(0-21分)     0.91** (0.85, 0.97) 
有吸菸家人數: 1人/ 0人     1.38 ((0.68, 2.82) 

              2-4人/ 0人     1.24 (0.57, 2.69) 
有吸菸好友數: 1人/ 0人     1.92 (0.59, 6.21) 

              2-7人/ 0人     9.22*** (3.88, 21.89) 
同儕網絡類型:團體/非團體     1.99* (1.03, 3.83) 

-2Log Likelihood 387.62 344.21 274.79 
* p<0.05     ** p<0.01     ***p<0.001 
 

表二、與吸菸行為改變有關之因素以 polytomous logistic 迴歸分析結果(n=299) 
 模    式    一 

變成吸菸/持續不吸菸  持續吸菸/持續不吸菸 
勝算比(95%信賴區間)   勝算比(95%信賴區間) 

模    式    二 
變成吸菸/持續不吸菸  持續吸菸/持續不吸菸 
勝算比(95%信賴區間)  勝算比(95%信賴區間) 

學業成績: 低於70/70及以上 1.71 (0.72, 4.11) 2.47 (1.11, 5.48) * 1.57 (0.64, 3.88) 2.73 (1.19, 6.28)* 
反菸態度(10-50分) 0.93 (0.86, 1.00)* 0.91 (0.84, 0.97)* 0.92 (0.86, 1.00) * 0.90 (0.83, 0.96) 
家人反菸程度(0-12分) 0.96 (0.86, 1.09) 0.91 (0.82, 1.02) 0.98 (0.87, 1.10) 0.92 (0.82,1.02) 
好友反菸程度(0-21分) 0.97 (0.91, 1.04) 0.94 (0.87, 1.01) 0.98 (0.91, 1.06) 0.93 (0.85, 1.01) 
有吸菸家人數: 1人/0人 1.37 (0.51, 3.69) 1.27 (0.52, 3.12) 1.74 (0.62, 4.88) 1.26 (0.50, 3.13) 

  2-4人/0人 1.41 (0.48, 4.19) 1.34 (0.50, 3.60) 1.50 (0.49, 4.57) 1.37 (0.50, 3.72) 
有吸菸好友數: 1人/0人 0.87 (0.25, 3.08) 0.77 (0.14, 4.34) 0.89 (0.25, 3.22) 0.71 (0.12, 4.08) 

  2-7人/0人 2.16 (0.83, 5.63) 11.14 (3.93, 31.58)*** 2.24 (0.83, 6.06) 10.41 (3.63, 29.85) *** 
網絡改變:仍為非團體/仍在團體   1.56 (0.43, 5.70) 0.60 (0.21, 1.76) 

離開團體/仍在團體   4.46 (1.33, 4.91) * 0.98 (0.32, 2.94) 
進入團體/仍在團體   1.67 (0.34, 8.21) 0.73 (0.20, 2.63) * 

-2Log Likelihood 326.71 318.58 
* p<0.05     ** p<0.01      ***p<0.001 
 

圖一、班級內的同儕網絡圖示舉例 
b：男生  g：女生  ：提名對方為好友   □：有吸菸   ○：屬同一團體

 

g1166於前測時為小團體成員，已戒菸，後測時離開小團體並吸菸；b1173前測時亦為小團體成員，不吸菸，後測時離開小團體並
吸菸。二者相同的是原來的小團體成員均有人吸菸，不同的是前者於後測時並未與吸菸者有連繫，而後者則與多位吸菸者之間有
連繫。

前測 後測

圖四圖二 
g1166 於前測時為小團體成員，已戒菸，後測時離開小團體並吸菸；b1173 前測時亦為小團體成員，不吸菸，後
測時離開小團體並吸菸。二者相同的是原來的小團體成員均有人吸菸，不同的是前者於後測時並未與吸菸者有
聯繫，而後者則與多位吸菸者之間有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