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榔依賴量表
◆ 量表描述
鑑於過去檳榔依賴量表的編製在量化程序上的不足，本研究參考過去檳榔量表的試題，編製一
份符合心理計量程序的檳榔依賴量表，並設定決斷分數以利臨床上快速篩檢可能的成癮者，進而達
到減少罹患口腔癌的機率。

◆ 信度
根據第五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三個因素的特徵值共解釋 63.10%的總變異。將因素一命名
為「渴求欲望」
，包含第 1、2、3、7 題，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係數為 .89；將因素二命名為「戒斷反
應」，包含第 19、20、21、22 題，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係數為 .88；將因素三命名為「使用習慣」，
包含第 17、28、32 題，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係數為.73。而總量表共 11 題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係數
為.89。此外，三個因素構成的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在.44 ~ .51 之間，皆達 .001 的顯著水準。

本研究以 257 位正式樣本的資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由理論觀點及前述三分量表之間具中
等程度相關的結果來看，三個因素背後應該有更高階的因素存在，乃將之命名為「檳榔依賴」
。因
此，驗證性因素分析所設定的理論模型為具有 1 個二階因素及 3 個一階因素的斜交因素結構。本
研究資料與理論模型的適配結果如圖 1 所示，其適配情形可以從基本適配度指標、整體模型適配
度指標、與模型內在品質三個方面來評估（Bagozzi & Yi, 1988）。
1. 模型的基本適配度評估
本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基本適配度的評估結果如下，所有測量誤差變異數皆為正值，且皆
達 .01 的顯著水準；所有估計參數的標準誤並未有異常値；各單題變項在一階因素上的負荷量
在 .61 ~ .85 之間，一階因素在二階因素上的負荷量在 .75 ~ .81 之間，都符合 .50 ~ .95 的標準。此
外，所有參數估計值間的相關也都非常地小，幾乎都為 0，表示參數皆能獨立地進行估計。
2. 模型的整體適配度評估
本模型的 χ2 值為 92.88，自由度為 41，p < .001，雖然違反所期望的不顯著結果，但進一步計
算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例為 2.27，並未超過 5 的界線，顯示在理想的範圍內。其他適配指標，如
RMSEA = .070、SRMR 為 .038，顯示殘差足夠小。另外，AGFI = .90、GFI = .94、NFI = .97、NNFI
= .98、CFI = .98、IFI = .98、 RFI = .96 都達到 .90 以上的標準。因此，整體適配度指標顯示資料
與模型間的適配情形是良好的。
3. 模型的內在結構適配度評估
個別試題的信度，除了「使用習慣」的17、32題分別為 .37及 .41，低於 .5之外，其他各題皆介於 .52
~ .72之間；而「渴求欲望」、「戒斷反應」、 「使用習慣」的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分 別
為 .66、.64、.46，其中，
「使用習慣」稍低於 .5的標準；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則分別為 .89、.88、.72；
而三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α信度係數分別為「渴求欲望」。的α = .89，
「戒斷反應」的α = .88，「使用
習慣」的α = .71，總量表11題的內部一致性α信度係數為 .89。此外，在所有55個標準化殘差值中，
只有4個標準化殘差絕對值超過2.57，其中最大是3.85。由以上三個面向的適配情形來看，除了二題
的個別信度以及「使用習慣」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低於 .5的標準外，其它的指標都顯示不錯的適配
結果。

因此，本研究將以此結構方程式模型的適配結果，作為支持本量表因素結構的信效度證據。值
得注意的是，若不考慮預試 128 位樣本，僅使用剩下的 129 位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其結果
也沒有比較差。整體適配指標 RMSEA = .047、SRMR = .047，AGFI = .89、GFI = .93、NFI = .96、
NNFI = .99、CFI = .99、IFI = .99、RFI = .95，其它模型基本及內在結構適配情形也與 257 位總樣本
的分析結果一致。但為了讓樣本人數為估計參數的 5 倍以上甚至更多，使結果更具穩定性，並考慮
行文的方便性，因此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總樣本 257 人的結果為論述依據–。

◆ 效度

本研究額外收集了檳榔嚼食者使用檳榔現況資料，作為效標變項或相關變項。由這些變項與11
題總量表分數及各分量表分數間的積差相關係數，可以獲得更多有關檳榔依賴量表效度的訊息。如
表4所示，包括「平均一星期嚼食檳榔的天數」
、
「平均一天嚼幾顆檳榔」
、
「上一顆檳榔距離現在幾
小時」、「平均每星期花在檳榔的費用」與檳榔依賴總量表及各分量表的相關皆達至少.05的顯著水
準，這些結果符合對物質依賴者的預期，亦即每星期嚼食檳榔的天數越多、平均一天嚼食檳榔的數
量越多、離上一顆檳榔的時間越短、每星期買檳榔的錢越多，則檳榔依賴的情形越嚴重。其中，
「平
均一天嚼幾顆檳榔」與檳榔依賴總量表的相關達顯著，與吳淑真（2003）的結果一致。另外，Chen
等人（2002）亦曾發現檳榔濫用者與非濫用者在平均一天嚼食檳榔數目上有顯著差異。
由表 4 可發現，初次嘗試檳榔的年紀與嚼食檳榔經驗的長短都與檳榔依賴程度無顯著相關。
過去文獻雖曾提及台灣地區嚼食檳榔的族群年齡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如唐子俊等人，2008）
，且罹
患口腔癌的年齡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如行政院衛生署，2010）
，但並無正式研究指出檳榔依賴程度

與食用檳榔者的年齡或其使用經驗長短之間有顯著的關係存在。可見，檳榔依賴越嚴重者並不一定
是越早嚼食者，也不一定是嚼食檳榔經驗越長者；但是Chen等人（2002）曾發現檳榔濫用者比非濫
用者有更長的檳榔使用時間，但在初次嘗試檳榔年紀上仍然沒有差別，這顯示出檳榔依賴與檳榔濫
用是兩種不同的構念，儘管並非完全的不同。雖然在檳榔依賴上並未發現其與使用年齡及使用時間
長短有顯著關係，但基於衛生教育及學習心理的本質，預防過度食用檳榔的理念仍然有必要從青少
年教育起。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檳榔依賴程度越高者，想要戒檳榔的念頭越少，相關係數達
到顯著水準。這個結果有點令人驚訝，除了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樣本並未包括罹患口腔癌的受試者
外，也與李蘭等人（1992）的發現一致，即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檳榔嚼食者有嘗試戒除檳榔的企圖。
而Chen等人（2002）也發現檳榔濫用者與非濫用者在「曾想要戒除檳榔」上也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認為大部分的檳榔嚼食者仍然很享受檳榔帶來的正面效果，並不認為戒檳榔是重要的
事，所以真正想戒食檳榔的比例不夠大。唐子俊等人（2008）的質性訪談資料中亦曾發現「……個
案一再提到自己可以說不吃就不吃……」
，顯見檳榔嚼食者並不認為戒除檳榔有那麼重要；這也可
從本研究另一題「戒檳榔對您本身來說是件重要的事情」與總量表及分量表都無顯著關係獲得佐
證。但是，本研究的結果似乎與DSM-IV-TR物質依賴第4項診斷標準稍有違背，即「持續想要去終
止或控制檳榔使用，但此努力沒有成功」對於判斷是否為檳榔依賴者而言，似乎關連不大。而值得
一提的是，Chen等人（2002）利用t檢定及ROC曲線法，從52題中獲得最能區辨檳榔濫用者與非濫
用者的11題，其中一題是「你曾經試圖去戒除檳榔但沒有成功嗎?」
，這與DSM-IV-TR物質依賴第4
項診斷標準一致，但弔詭的是，檳榔濫用者與非濫用者在另一題基本資料題「曾想要戒除檳榔」上
的卡方獨立性檢定非常不顯著（p = .974）
，表示檳榔濫用與否和「曾想要戒除檳榔」無關。由此推
論，
「你曾經試圖去戒除檳榔但沒有成功嗎?」並非是區辨檳榔濫用者與非濫用者的有效試題，但仍
然納入該測驗中。此外，在ICD-10（WHO,1992）的六項診斷標準中，嚴格來說，並無類似DSMIVTR第4項診斷標準的陳述，但若以寬鬆的角度來看，此項標準與ICD-10第二項標準「難以控制檳榔
嚼食行為的開始、停止或使用量」接近，僅管如此，Benegal等人（2008）也認為ICD-10並不包含
等同DSM-IV-TR物質依賴第4項診斷的標準。綜合前段所述，
「持續想要去終止或控制檳榔使用，但
此努力沒有成功」此項標準在判斷檳榔依賴上的重要性值得重新審視，或許是檳榔依賴與其他物質

依賴在本質上有些不同。本研究的發現仍需與未來更多相關研究進行比較與討論，才能獲得檳榔依
賴者戒食念頭的本質。

◆ 量表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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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項
以李克特式（Likert type）四點量尺進行測量，從 1 至 4，分別標明「完全不符合」
、
「不符
合」、「符合」、「完全符合」等錨定指示。

 渴求慾望
1. 我現在有吃檳榔的欲望
2. 沒有什麼會比現在來一顆檳榔更好的了
3. 如果可以，我也許會馬上吃檳榔
4. 現在來顆檳榔，吃起來應該不錯

 戒斷反應
1. 當我不嚼檳榔 30 分鐘我會覺得很難受
2. 我會因某些地方或某些場合不能嚼檳榔而放棄參加該工作或活動
3. 當我身邊沒有檳榔時，我會一直去找哪裡有檳榔
4. 當我身邊的檳榔已吃光，又買不到時，我會很煩到影響工作或活動

 使用習慣
1. 我嚼檳榔時通常都連嚼好幾顆
2. 若眼前擺著可自由拿取的檳榔，我會一口接著一口吃下去
3. 我很重視檳榔的種類、口感、和嚼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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