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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探討青少年生活技能對國中生危害健康行為意向之影響，以

對未來健康教學課程設計上，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乃是以立意取樣之

方式，聯絡台北縣、桃園縣與新竹縣的國中學校，共 5 間學校 19 個班

631 人。共發出 631 份問卷，回收 631 份，去除?答不完整者，得有效問卷

為 609 份。研究工具包括人口學變項問卷、生活技能量表以及危害健康行



為意向量表等。 研究結果發現，男生的「壓力處理」技能比女生佳；女

生的「同理心」、「人際溝通與人際關係」以及「問題解決與做決定」

等技能比男生佳。學業成就高者，生活技能表現較佳。父親的教育程度

高者，生活技能表現較佳 複迴歸分析控制性別、年級、學業成就與父親

教育程度等人口學變項後，生活技能能顯著地提高模式對危害健康行為

意向的解釋力。其中「問題解決與做決定」技能表現愈佳，其吸菸行為

意向愈低。「同理心」以及「自我覺察」技能表現愈佳，藥物濫用行為

意向愈低。「同理心」、「人際溝通與人際關係技能」、「問題解決與

做決定」以及「自我覺察」等技能表現愈佳，其性行為意向愈低。「問

題解決與做決定」以及「壓力處理」能力愈佳，其暴力行為意向愈低。

「同理心」技能愈低，以及「人際溝通與人際關係技能」、「拒絕的技

能」和「壓力處理」等能力愈高，其自殺行為意向愈低。研究發現不同

的危害健康行為與不同的生活技能相關，研究結果可作為設計健康教學

介入課程時之參考。本研究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life skills’ effects on health-

compromis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recruit 63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aipei County, Taoyuan County, and Hsin-Chu County. Of the 631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however, 609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The measurements in this study 

included a socio-demographic scale, life skills scales, and health-compromis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scal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ale studnets scored higher 

than female studnets on Stress management. Female students scored higher than 

male studnets on Empath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Human relationships, and 

Problem solving/Decision making. In general, students of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of low academic achievement on most of the 

life skills. Students whose fathers’education level was high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whose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was low on two life skill mueaur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grade,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multiple regressions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life skills we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health-compromis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Problem solving/Decision making skill 

predicted low smoking intention. Empathy and Self-awareness skills predicted low 

drug abuse intention. Empath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Human relationships, 

Problem solving/Decision making, and Self-awareness skills predicted low sexual 

behavioral intention. Problem solving/Decision making and Stress management 

skills predicted low violent behavioral inten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Human relationships, Refusal skill and Stress management skills 

predicted low suicidal intention; while Empathy skill predicted high suicidal 

intention.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for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ar designs 

were also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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