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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為辦理「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調查」之網路調查，敬請

貴部惠允支持並函轉全國大專校院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本署委託世新大學辦理「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調查」，

該計畫目的為我國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及吸菸盛行率的

調查研究，建立相關資料庫並提供實證基礎，以利規劃日

後推動大專校院菸害防制實務與政策之參考。

二、本計畫訂於107年9月27日起陸續展開網路問卷調查，調查

網址：http://192.192.154.193/CATI_ASP/ym_cati.asp?

fun=A＆id=20180911171250764，調查對象為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近期將透過電子郵件與電話聯繫學校。請貴部轉

知所轄學校，依網路調查說明（如附件）配合辦理。若有

相關疑義，請逕洽世新大學黃俐瑜小姐，聯絡電話：（02

）2236-0120分機702。

正本：教育部

副本：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 2018-09-27
10:42:20



107-108年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調查 網路調查執行說明 

 

網路調查期間：107年 9月至 11月 

 

預計調查人數：1068位 

 

樣本選擇方式：便利取樣 

教育部發文至各大專校院協助鼓勵學生填答。 

 

為鼓勵學生參與問卷填寫，舉辦抽獎活動。市值新台幣 2000元整之超商禮券 1

名，市值新台幣 1000元整 18名。 

完整填寫問卷同學可自行決定是否填寫個人電子郵件信箱或手機號碼。 

事後研究團隊將抽出留下個人可聯絡資訊者贈送禮品。 

 

調查內容：大專校院學生吸菸相關行為(吸菸行為、戒菸行為、菸價調升對吸菸

行為之影響、二手菸暴露情況、電子菸與其他菸品使用行為、菸害防治政策之

態度)，及背景人口學資料(家人吸菸行為、好友吸菸行為、)，(問卷請見附件

一)。 

 

調查網址： 

http://192.192.154.193/CATI_ASP/ym_cati.asp?fun=A&id=201809111712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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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是接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執行「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調查」計畫的研究團隊。本研究由世

新大學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梁世武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非常感謝您撥空回答此問卷，希望能夠獲得您的寶貴

意見，作為政府推動大專菸害防制政策之參考。 

107 年大專校院吸菸行為調查研究團隊 敬上 

I.背景資料 

1. 你目前居住的情形是： 

(1)跟家人同住 (2)住學校宿舍 (3)在外租屋 (4)借住親戚、朋友

家 

(5)其他（請說明）                

2. 你的父母目前是否吸菸？ 

(1)都沒有 (2)只有父親吸菸 (3)只有母親吸菸 (4)父母都吸菸 

(5)不清楚    

3. 你的好朋友當中，是否有人吸菸或使用其他菸品的習慣？ 

(1)都沒有 (2)只有一位 (3)不到一半 (4)一半一半 

(5)一半以上    

4. 通常一個月裡，你可以自由花費的錢(扣除住宿費)約為多少元？ 

(1)我沒有可以自由花費的錢 (2)少於 3,000元 (3)3,001-6,000 元 

(4)6,001-9,000 元 (5)9,001-12,000 元 (6)12,001元以上 

II.吸菸行為 

1. 你是否曾經嘗試過吸菸，即使只吸一、兩口？ 

(1)是  (2)否 

2. 你第一次嘗試吸菸是幾歲的時候？ 

(1)我從未吸菸 (2)7歲（含）以前 (3)8-10歲 (4)11-12歲 

(5)13-15歲 (6)16-18歲 (7)19-22 歲 (8)忘記了 

(9)其他(請說明)       歲   

3. 到目前為止，你是否曾吸菸超過 100支？ 

(1)是 (2)否 

4. 過去一個月內，你吸菸的天數共有幾天？ 

(1)我從未吸菸 (2)0 天 (3)1-2天 (4)3-5天 

(5)6-9天 (6)10-19 天 (7)20-29 天 (8)每天都有 

5. 一般來說，你有吸菸的日子裡，平均每天吸幾支菸？ 

(1)我從未吸菸 (2)0-1支 (3)2-5支 (4)6-10 支 

(5)11-20 支 (6)21-30支 (7)30支以上  

6. 你醒來多久之後會抽第一根菸? 

(1)我從未吸菸或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吸菸 (2)5 分鐘內 (3)5-30 分鐘 

(4)31-60 分鐘 (5)60分鐘後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070400943號 

有效期間：109年 1月 31日止 

指導單位：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委託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執行單位：世新大學 

研究倫理審查編號：201809ES011 

附件一 



7. 過去一個月內，你最常吸什麼牌子的菸(單選)? 

(1)我從未吸菸或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吸菸 (2)沒有固定牌子 (3)七星系列 

(4)長壽尊爵系列 (5)大衛杜夫系列 (6)萬寶路系列 (7)寶馬系列 

(8)維珍妮系列 (9)登喜路系列 (10)峰系列 (11)雲絲頓系列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8. 你大約花多少錢買一包菸(20 支)？ 

(1)我從未吸菸 (2)我曾經或現在吸菸但不曾買菸 (3)79元(含)以下 

(4)80-99 元 (5)100-119 元 (6)120-139 元 (7)140元含以上 

(8)其他（請說明）                

9. 在未來的一年內，你會不會吸菸？ 

(1)一定不會 (2)可能不會 (3)可能會 (4)一定會 

10. 五年後，你會不會吸菸？ 

(1)一定不會 (2)可能不會 (3)可能會 (4)一定會 

11. 如果你的好朋友給你一支菸，你會吸它嗎? 

(1)一定不會 (2)可能不會 (3)可能會 (4)一定會 

III.戒菸行為 

1. 你戒菸的經驗，你戒菸有多久了？ 

(1)我從未吸菸，或我只嘗試過吸幾口 (2)我一直吸菸，從未嘗試戒菸 

(3)我曾經戒過菸，但目前仍在吸 (4)正在戒菸，不到 1個月 

(5)已戒菸 1-5個月 (6)已戒菸 6-11 個月 

(7)已戒菸 1年 (8)已戒菸 2年 

(9)已戒菸 3年(含)以上  

2. 你想要戒菸的原因是什麼？（複選） 

(1)我從未吸菸，或我只嘗試過吸幾口菸 (2)沒有想過要戒菸 

(3)菸品價格高 (4)警示圖文影響 (5)禁止吸菸場所太多 

(6)取締嚴格 (7)自身收入因素【排除菸品價格提高因素】 

(8)健康因素 (9)父母及其他長輩因素 (10)兄弟姊妹因素 

(11)同儕因素 (12)自身形象因素 (13)戒菸比賽有獎金 

(14)醫護人員勸導 (15)沒有特別原因 (1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3. 在過去 12個月內，你有試過哪些戒菸的方法？（複選） 

(1)我從未吸菸，或我只嘗試過吸幾口菸 (2)從未試過任何方法 

(3)利用門診戒菸服務 (4)藥局買戒菸藥物 (5)上戒菸班 

(6)採用中醫傳統醫學戒菸法(如針灸) (7)利用戒菸專線 

(8)參加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的戒菸比賽(如:戒菸就贏比賽)  (9)靠自己的意志力 

(10)找朋友幫忙 (11)改吸電子煙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4. 在未來的一年內，你會不會戒菸？ 

(1)我從未吸菸或我目前不吸菸 (2)一定不會 (3)可能不會 

(4)可能會 (5)一定會   

5. 五年後，你會不會戒菸？ 

(1)我從未吸菸或我目前不吸菸 (2)一定不會 (3)可能不會 

(4)可能會 (5)一定會   

 

IV.對菸品價格之看法 

1. 去(106)年調漲菸稅 20元，與去年菸價調漲前相比，你每個月是否有少抽幾包菸? 

(1)我從未吸菸，或我只嘗試過吸幾口，或 106年(去年)不吸菸 



(2)有減少     包 (3)沒有減少 

(4)沒有減少但換成較便宜的品牌抽  (5)其他(請說明)                   

2. 去(106)年調漲菸稅 20元，請問去年菸價調漲後，你是否因此考慮戒菸？ 

(1)我從未吸菸，或我只嘗試過吸幾口，或 106年(去年)不吸菸 

(2)有考慮 (3) 沒有考慮 (4)其他(請說明)               

3. 去(106)年調漲菸稅 20元，請問去年菸價調漲後，你是否因此戒菸? 

(1)我從未吸菸，或我只嘗試過吸幾口，或 106年(去年)不吸菸 

(2)有 (3)沒有 (4)其他(請說明)               

4. 如果未來菸品價格再調高，你可不可能減少吸菸量? 

(1)我從未吸菸或我目前不吸菸 (2)非常不可能 (3)不可能 

(4)可能 (5)非常可能   

5. 如果未來菸品價格再調高，你可不可能戒菸? 

(1)我從未吸菸或我目前不吸菸 (2)非常不可能 (3)不可能 

(4)可能 (5)非常可能   

6. 目前一包菸平均 106元，請問漲到多少元時你就不會想要買菸了? 

(1)我從未吸菸或我目前不吸菸 (2)110-200 元 (3)201-300 元 

(4)301-400 元 (5)401-500 元 (6)501元含以上  

V.二手菸暴露 

1. 過去七天內，你在學校（不包括宿舍），有人在你面前吸菸的天數有幾天？ 

(1)0 天 (2)1-2天 (3)3-4天 (4)5-6天 (5)每天都有 

2. 過去七天內，你在學校（不包括宿舍）時，最常在你面前吸菸的人是誰？ 

(1)沒有人在我面前吸菸 (2)教職員 (3)警衛、工友 

(4)同學/學生 (5)其他校外人士  

3. 過去七天內，你在學校（不包括宿舍）時，常在哪些場所看到有人吸菸(複選)? 

(1)沒有看到 (2)校門口 (3)廁所 (4)吸菸區 (5)教室 

(6)頂樓 (7)校園空曠處 (8)辦公室 (9)停車場 (10)樓梯間 

(11)倉庫 (12)其他               

4. 過去七天內，在學校和住處以外的公共地方，有人在你面前吸菸的天數？ 

(1)0 天 (2)1-2天 (3)3-4天 (4)5-6天 (5)每天都有 

VI.電子煙及其他菸品使用狀況 

1. 你是否曾經或目前有吸食電子煙? 

(1)從來沒有 (2)曾經有，目前沒有 (3)目前有在吸食 

2. 過去一個月內，你吸食電子煙的天數共有幾天?  

(1)我從未吸電子煙 (2)0天 (3)1-2天 (4)3-5天 

(5)6-9天 (6)10-19 天 (7)20-29 天 (8)每天都有  

3. 你吸食電子煙的原因?(複選) 

(1)我從未吸電子煙 (2)感覺健康危害較低 (3)比較時髦 (4)為了減少吸菸量 

(5)幫助戒菸 (6)家庭因素影響 (7)同儕影響 (8)不想要有菸味 

(9)比紙菸便宜 (10)能在禁菸的地方抽 (11)廣告吸引 (12)口味選擇多 

(13)名人、偶像有抽 (14)其他            

4. 你如何取得電子煙? 

(1)我從未吸電子煙 (2)朋友/同學提供，自己沒有購買 (3)實體店購買 

(4)網路商店購買 (5)菸商或活動贈送 (6)其他             

5. 除了紙菸及電子煙外，你目前/曾經吸食過哪些菸品(可複選)? 

(1)都沒有 (2)吸水菸 (3)手捲菸 (4)雪茄 (5)菸斗 

(6)嚼菸草 (7)其他(如加熱非燃燒菸品)              



VII.對於菸害防制政策的態度 

1. 你認為大學應該如何禁菸？ 

(1)室內室外應全面禁菸 (2)室內全面禁菸，但可以設置戶外吸菸區 

2. 你就讀的學校現在有沒有設置室外吸菸區? 

(1)有 (2)沒有 (3)不知道 
 

＊下列有關菸害防制措施之做法，請依你主觀的認定與價值判斷，請勾選適合選項。 

題目 

(1) 

非

常

贊

成 

(2) 

贊

成 

(3) 

中

立 

(4) 

不

贊

成 

(5) 

非

常

不

贊

成 

3. 是否贊成學校針對校園(室外)訂定正式的禁菸規定？       
4. 是否贊成學校在校園明顯處(如:電子看板、跑馬燈、公布欄等)設置

清晰之禁菸標誌？ 

     

5. 是否贊成學校推廣菸害防制，辦理相關講座及活動（如菸害防制講

座、標語競賽、創立同儕戒菸家族等）？ 

     

6. 是否贊成學校與社區結合辦理各項菸害防制宣導活動(如推動無菸商

圈、無菸房東等)? 

     

7. 是否贊成學校主動提供吸菸學生戒菸輔導?      
8. 目前菸品健康福利捐的徵收目的，主要是在補助經濟弱勢者的部份

保費、補助戒菸、提高癌症和偏遠地區患者的醫療品質。請問你贊

不贊成調高金額？ 

     

9. 許多國家都是以提高菸品價格及調高菸品健康捐，也就是以價制量

的政策，讓吸菸者戒菸。請問，您贊不贊成這樣的做法？ 

     

10. 許多國家都是以提高菸品價格及調高菸品健康捐，也就是以價制

量的政策，避免青少年吸菸。請問你贊不贊成這樣的做法？ 

     

VIII.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性   (2)女性    

2. 年級： (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四年級(含)以上 

3. 出生年月：民國     年     月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謝謝你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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