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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有關大學生壓力問題的報導愈來愈多，有些大學生因承受不了心理的壓力而

做出殘害自己身體的行為，讓我們意識到壓力的嚴重性。藉此，我們想透過本次研究

來調查大學生精神壓力的來源。 

是次研究目的是了解大學生精神壓力來源狀況，從而提出有效的建議來幫助大學

生解決壓力問題。 

是次研究採用量性研究方式，採用了非概率抽樣法的便利抽樣和滾雪球抽樣。這

次的調查主要是到澳門三間的大專院校進行訪問，採用了非概率抽樣法的便利抽樣在

十間澳門大專院校中選取其三間大專院校，分別是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

院。 

是次研究對象為就讀於本澳各大專院校的大學一年級至大學四年級的本地大學生，

年齡介乎 17 至 29 歲。 

 

是次研究派出問卷共610份，共收回有效問卷504份，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五月期

間進行派發與收集。是次的問卷回收後，利用SPSS軟件來進行統計和分析。接受是次

研究的大學生有518人，佔全澳本地大學生的2.81%，對象的男女比例及就讀年級相若，

其中年齡為20-22歲居多，而就讀教育及商業管理的人數較突出。 

 

是次研究結果顯示： 

1. 受訪者對於五種壓力(家庭壓力、社會壓力、社交壓力、個人壓力、學業壓力)

對自己的影響程度相若，而個人壓力為最高，其次為學業壓力，家庭壓力為最

低。  

2. 大學生就讀的年級越高，就業壓力越高。 

3. 大學生普遍擔心無法應付物價及將來難置業。 

4. 大學生都受到較少或一般的家庭壓力。 

5. 大學生因為學業而熬夜到很晚，也同時擔心課業成績跟不上同學，認為大學的

成績與中學時的成績落差很大。 

6. 大學生多以「聽音樂」來紓壓 ，大多數人能夠適當地處理壓力並化為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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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隨著賭權開放，澳門居民的生活狀況，醫療和教育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

很多家長因經濟的改善，對子女過分溺愛，處處包容，事事遷就。令不少青少年剛踏入

大學生活時便開始感到困難重重，因未能適應千變萬化的人和事而造成的心理壓力也隨

著環境的劇變愈來愈大，由壓力而引致的心理問題也愈來愈多。近年，受到心理困擾去

求醫的青少年不斷上升，青少年隨著社會的發展、年代的不同，受到精神壓力的困擾也

不斷增加。 

  教青局於 2012/2013 年錄得澳門本地大學生人數為 18,449 人，佔澳門人口的 3%。隨

著經濟急促發展，澳門需要大量人才，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更成為影響澳門未來發展的主

要元素。因此，為了令澳門大學生全面發展已經成為重要的熱門話題。新生精神康復會

的臨床心理學家凌悅雯指出，在全球各地，有 25%的人在一生當中有機會因生理及環境

壓力而患上不同程度的情緒病和精神病。即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而大學生是成年人和

青少年之間的矛盾體，他們對事事都抱有衝動和激情，從而產生我們局外人所不知的壓

力。臨床心理學的麥穎思教授認為精神病本身所帶來的情緒困擾遠遠不及歧視精神病所

帶來的困擾。這不但影響康復者在社區日常社交的心理過程，減低他們的自信心，更影

響一些有情緒困擾的人因怕被人標籤歧視而遲遲不敢求助。 

  根據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 2006 年發表的〈澳門大專學生心理健康調查〉就指出

澳門大專院校的學生比國內的學生心理健康較差，普偏存在「欠缺自信、人際交往能力

不足、環境適應能力不佳及自我調節能力不強」等特徵。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研究能了解

到大學生壓力的來源，提出有效的建議來幫助大學生解決壓力問題。 

  是次研究希望從身心健康方面得出澳門大學一年級至大學四年級學生的精神狀況的

最新資料，並能提供可行的建議來改善本澳大學生的精神健康及心理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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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研究架構 

2.1 研究調查目的 

本研究主要為了了解澳門大學生的精神壓力來源，並希望藉此研究達到以下目的： 

1. 了解澳門大學生的精神壓力來源 

2. 蒐集壓力對澳門大學生的影響及其紓緩壓力的方法 

3. 得到結論並向中學生提供關於大學生要面對的壓力資料，使能更早打好根

基 

2.2 研究對象 

是次研究對象為就讀於本澳各大專院校的大學一年級至大學四年級的本地大學生，

年齡介乎 17 至 29 歲。 

2.3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採用量性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方式，採用了非概率抽樣法的便利抽

樣（Convenient sampling）和滾雪球抽樣 ( snowball sampling)。這次的調查主要是到澳門三

間的大專院校進行訪問，採用了非概率抽樣法的便利抽樣在十間澳門大專院校中選取其

三間大專院校，分別是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為了增加效率和準確程度，

故由小組的個人人際網絡尋找該校合適的調查對象。 

2.4 研究樣本 

是次研究派出問卷共 610 份，共收回有效問卷 504 份，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五月期

間進行派發與收集。是次的問卷回收後，利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軟件來進行統計和分析。 

2.5 研究限制 

由於本次研究調查時間緊迫，而且有部分大專院校因為校務繁忙而未能及時回復或

拒絕接受是次研究，導致問卷未能普及全澳的大專院校，再加上受訪者比較傾向喜歡使

用自填方式來做問卷，所以部分問卷出現一定誤差。而及有些問卷由於用了滾雪球抽樣

方法，導致年級和專業的比例有所差異。因此本次研究的調查結果也會出現一定程度上

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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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調查是採用派發問卷的方法，屬封閉式結構問卷。主要分為五部分，合

共 50 條問題。 

第一部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 了解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就讀專業 

等背景資料。 

第二部分：社會壓力方面  ── 暸解大學生因社會發展而造成的壓力程度。                

第三部分：家庭壓力方面 ── 暸解大學生因家庭問題而造成的壓力程度。(以五分量表

形式進行) 

第四部分：學業壓力方面 ── 暸解大學生因學業問題而造成的壓力程度。(以五分量表

形式進行) 

第五部分：壓力來源及處理方法 ── 暸解大學生的壓力來源以及他們紓緩壓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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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根據李虹，梅錦榮(2002)指出，大學生的校園生活主要受到學習，就業，人際關係，

生活，戀愛關係，經濟，社會，考試，家庭，生活及學習環境，未來，能力，個人（成

長，外表，自信），健康，競爭，共十五種的壓力。 

 

根據王春展，潘婉瑜(2006)指出，很多大學生進入大學後都會明顯感到很多變化。例

如在學業上，沒有像中小學教師般的嚴格督導與頻繁考試；在家庭生活上，可能要到外

地上學或住宿，脫離家庭與父母的呵護或掌控，甚至要自立更生打工賺錢謀生；在人際

互動上，同性同學朋友的交往被鼓勵，異性聯誼也逐漸被默許，也可能開始籌劃或夢想

浪漫的愛情生活。這些轉變都會形成大學生活上難免的壓力。 

 

壓力的定義 

 

壓力的定義最早由Selye(1956) 提出，他指出一切外來的刺激都可帶給人們心理壓力，

壓力的來源主要可分為挫折、衝突、壓迫三個基本類別。壓力是引起心理障礙的一個重

要原因，它體現了不尋常的刺激性事件；壓力也會導致人們生 理或心理方面的反應，這

些反應與人們所面臨的刺激事件有關。 

  

澳門大學生的學業壓力 

 

根據〈澳門青年指標 2012 社會調查〉(2013)指出，大多的澳門大學生認為學業是主要

壓力來源，佔他們的壓力來源整體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他們認為在學科考試、測驗上，

無論怎樣努力，但成績沒有多大改善的時候，便感到壓力非常大，再加上作業過多亦成

為大學生形成他們主要壓力來源。有些大學生認為教師的上課表達方式令他們無法適應，

亦有因為教師的態度而令大學生在學習上遇到不明白的時候，未敢詢問有關課業上的問

題(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2007)。 

 

澳門青少年的家庭壓力 

 

根據〈澳門青年指標 2012 社會調查〉(2013)指出，大多的青少年認為家庭因素是他們

其次的壓力來源，佔 36.71%。主要原因是與家人相處時間甚少、兩代關係差，家務煩重，

而及得不到父母親諒解。而出走少年的核心問題主要來自家庭。在澳門，隨著社會環境

的轉變，父母雙職、輪班工作的家庭增多，有些父母長期不在家，青少年缺乏家長的關

心和管教，與家人關係疏離，這些青少年在家庭中得不到認同，也無法在家庭中找到合

適的模仿對象，便轉而向外尋求認同、滿足感、關心和愛，極端表現為離家出走的舉動

(澳門司法警察局關注少年組，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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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壓力 

 

根據黃雁鴻，阮建中，崔恩明(2007)指出，現今澳門青少年視博彩行業只是賺錢的途

徑，「個人成就」等人生目標在現今特定的社會情況下變得迷惘及無從選擇，對就業方

向感到有壓力。 

 

澳門青少年精神狀況 

 

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在2008年之必須申報疾病中 15-29歲青年人口數目已上

升至374 人，較 2007 年的 261 人增加了 113 人，可見青少年隨著社會的發展、年代的不

同，受到精神壓力的困擾也不斷增加。另外青年《身心狀況指標研究》(2006)顯示，在

1039名青少年中，則有69名曾經有想過自殺，而採取實際行動去自殘者有9名。可見近年

壓力已經對青少年的身體和精神造成極大的影響。  

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由於科技的進步，經濟發展非常快，澳門的博彩行業發展蓬勃，令

現今澳門的大學生對自己未來將要踏進社會感到害怕。再加上經濟發展迅速，令不少父

母也會外出工作，而缺乏對子女的關心和愛護，令到家庭問題日益嚴重。而且大學生在

學習上功課，報告繁多，令到他們經常擔心自己趕不上進度。因此，我們認為大學生的

主要壓力來源是來自學業，家庭和社會方面的，希望藉這次研究能夠了解大學生最主要

的壓力來源，從而可以提出方法紓緩他們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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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名詞界定 

大學生： 

在本澳門就讀大專院校日間課程的 17-29 歲之間的本地生。（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2013） 

本地生： 

指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學生。（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2013） 

壓力： 

壓力是由於個體知覺情況需要而導致的緊張狀態。（Lazarus, 1999） 

家庭壓力： 

緊張的家庭關係和環境是引起它的其中一個來源。父母期望過高、責罵、囉唆、與父母

缺乏溝通、與兄弟姊妹不和、父母爭吵、家庭破碎、家庭經濟欠佳 、兼顧太多家務等。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組（壓力面面觀）編輯委員會，1995） 

社會壓力： 

社會壓力是個體感受到社會對自己無形的約束。居住環境擠迫、交通擠塞、環境衛生惡

劣、噪音污染、空氣污染、自然生態破壞、黑社會勢力太大、社會風氣敗壞、通貨膨脹、

香港前途治安惡化、法律及社會制度不健全等。（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組（壓力面面

觀）編輯委員會，1995） 

學業壓力： 

 學習壓力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來自個人因素、外在環境對學習表現的要求，

經評估過自己的能力和可運用的資源後，足以讓其憂慮、懊惱、不安與煩躁的感覺，進

而引發身體、認知、情緒和行為上的連鎖反應。(官國中   楊環華，2009) 

個人壓力： 

前途不明朗、情緒不穩定、健康欠佳、儀表不出眾、自卑、失落等。（香港心理學會臨

床心理組（壓力面面觀）編輯委員會，1995） 

就業壓力： 

個體在面對就業情境時，由各種環境刺激因素與個體因素交互作用而產生的心理緊張現

象。（Lazaru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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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結果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是次研究共訪問了 518 位大學生，年齡主要以 20 歲為多，有 120 人(佔 23.2%)；其

次為 19 歲和 21 歲，分別有 85 人及 94 人 (佔 16.4%和 18.1%)。而女性有 292 人(佔 56.4%)

男性則有 226 人(佔 43.6%)。(表一及表二) 

表一 受訪大學生年齡分佈 (N=518)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7 1 2% 

18 62 12% 

19 85 16.4% 

20 120 23.2% 

21 94 18.1% 

22 75 14.5% 

23 36 6.9% 

24 19 3.7% 

25 12 2.3% 

26 6 1.2% 

27 2 0.4% 

28 1 0.2% 

29 5 1% 

總數    518 100% 

 

表二 受訪大學生性別 (N=518)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226 43.6% 

女 292 56.4% 

總數 518 100% 

 

 

 

 

 



 

11 

 

受訪大學生中，大學一年級有 162 人 (佔 31.3%)，大學二年級有 117 人(佔 22.6%)，大

學三年級有 128 人(佔 24.7%)，大學四年級有 111 人(佔 21.4%)。(表三) 

表三 受訪大學生的學歷 (N=518) 

年級 人數 百分比 

一年級 162 31.3% 

二年級 117 22.6% 

三年級 128 24.7% 

四年級 111 21.4% 

總數 518 100% 

 

在518個受訪的大學生當中，他們現就讀的専業分別為語言及文學有49人(佔9.5%)、

教育有58人(佔11.2%)、建築及工程有29人(佔5.6%)、翻譯有33人(佔6.4%)、設計及藝術有

27人(佔5.3%)、商業管理有60人(佔11.6%)、法律有41人(佔7.9%)、社會服務有42人(佔8.1%)、

醫學有22人(佔4.2%)、護理有48人(佔9.3%)和電腦有33人(佔6.4%)，其他有76人(心理、體

育、會計等) (佔14.7%)。 (表四) 

 

表四   受訪大學生所就讀的專業 (N=518) 

 
 

 
        
 
 
 
 
 
 
 
 
 
 
 
 
 
 

 
 
 
 
 
 
 
 

專業 人數 百分比 

語言及文學 49 9.5% 

教育 58 11.2% 

建築及工程 29 5.6% 

翻譯 33 6.4% 

設計及藝術 27 5.2% 

商業管理 60 11.6% 

法律 41 7.9% 

社會服務 42 8.1% 

醫學 22 4.2% 

護理 48 9.3% 

電腦 33 6.4% 

其他 76 14.7% 

總數 5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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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受訪的大學生中分別來自澳門大學有267人(佔51.5%)，澳門理工學院有165人(佔

31.9%)和澳門旅遊學院有86人(佔16.6%)。(表五) 

 

表五 受訪大學生所就讀的院校 (N=518) 

 

 

 

小結： 

 

        接受是次研究的大學生有518人，佔全澳本地大學生的2.81%，分別來自澳門大學，

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旅遊學院，受訪人數亦隨著該院校學生人數的多少而進行比例縮放，

對象的男女比例及就讀年級相若，希望藉此能減少本研究結果的誤差。是次研究爭取了

能入院校內進行訪問，因為只能目測，所以年齡和就讀專業的數據未能取得平均。其中

年齡為20-22歲居多，而就讀教育及商業管理的人數較突出。 

 

 

 

 

 

 

 

 

 

 

 

 

 

 

學校 人數           百分比 

  澳門大學 267 51.5% 

澳門理工學院 165 31.9% 

澳門旅遊學院 86 16.6% 

總數 5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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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分析結果 

2. 社會壓力方面 

在518名受訪大學生中，有352人有就業壓力，其中就讀大學四年級有就業壓力的有96

人(佔86.5%)；就讀於大學三年級有就業壓力的有91人(佔71.1%)；就讀於大學二年班有就

業壓力的有75人(佔64.1%)；就讀於大學一年班的有90人(佔55.6%)；由此可見，就讀的年

級越高，所感到的就業壓力越高。(表六) 

 

表六 就讀年級與就業壓力的交叉表 (N=518) 

 

 

大學生的就業壓力來自於「隨著大學畢業生人數上升，令求職競爭激烈」和「人際

關係能促進就業機會」，其平均數都超出 4.00 分，屬於高分。因此，大學生普遍認為擁

有良好的人際關係能夠令他們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也同時擔心自身的能力不足以令本

澳企業聘請。 (表七) 

表七 有就業壓力的受訪者對就業壓力方面平均數表 (N=518) 

註：此量表 5 分為滿分 

 

                                                                                 你有就業壓力嗎？ 

                                                                          有        沒有                總數 

現在就讀年級 大學一年級        人數 90 72 162 

百分比 55.6% 44.4% 100.0% 

大學二年級       人數 75 42 117 

      百分比 64.1% 35.9% 100.0% 

大學三年級       人數 91 37 128 

      百分比 71.1% 28.9% 100.0% 

大學四年級       人數 96 15 111 

      百分比 86.5% 13.5% 100.0% 

總數       人數 352 166 518 

      百分比 68.0% 32.0% 100.0% 

             題目                                                                     平均數 

心理上沒有準備好求職和就業。             3.33 

不知道哪一項工作才是最適合自己。                      3.45 

覺得同學將來找到的工作比自己的好。                    3.34 

隨著大學畢業生人數上升，令求職競爭激烈。             4.07 

用人單位或用人標準的門檻過高。                        3.62 

人際關係能促進就業機會。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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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面積僅有 29.5 平方公里，卻要容納 61 萬人居住，是全球密度最高的城市。置業難已經成

為人人關注的話題，然而本次研究發現有八成大學生表示因為現時樓價高企，而擔心未來的房屋

問題。因此不論是七十後、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房屋問題都為他們帶來重大的壓力。(表八) 

表八 受訪者對「你因現時樓價高企，而擔心未來的房屋問題」的同意度 

 

     同意度         人數   百分比 

 極之不同意 6 1.2% 

不同意 12 2.3% 

一般 39 7.5% 

同意 150 29% 

極同意 311 60% 

總計 518 100%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顯示 2004 年起澳門的物價由 79.03 上升至今年 3 月的 128.81。是次受訪大學

生中，只有 109 名大學生能夠負擔現時物價高的生活所需。因此也令大學生在就業取向都偏向能

可以令自己發展機會的方面，以賺取更多金錢來滿足及維持生計。(表九) 

表九 受訪者對「你認為你有足夠能力應付生活上所有開支」的同意度和「受訪者在選擇將來職業時，

最先考慮的因素。」的交叉表 (N=518) 

                                                                   你認為你有足夠能力應付生活上所有開支 (包括大學學費)  

                                                                                   極之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極同意 

 

  總數 

你在選擇

將來職業

時，最先

考慮的因

素。 

上班地點  7 35 39 19 5 105 

薪酬與福利  46 154 135 67 13 415 

可以令自己發展的機會  30 127 109 62 13 341 

家庭期望  6 14 9 10 0 39 

其他  2 6 9 2 0 19 

總數  48 191 170 92 17 518 

註：問題「你在選擇將來職業時，最先考慮的因素。」為多選題。 

 

表十 受訪者對「你認為現時澳門的政策未能全面幫助大學生解決壓力問題」的同意度 

 

 

 

 

 

 

    同意度     人數                  百分比 

 極之不同意 10 1.9% 

不同意 44 8.5% 

一般 235 45.4% 

同意 174 33.6% 

極同意 55 10.6% 

總數 5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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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表八和表九都反映出澳門大學生未能充分適應及跟上澳門經濟發展的步伐，與

表十中有近 44%的人同意現時澳門的政策未能全面幫助大學生解決壓力問題剛好成正比

關係。而有 45.4%的人認為一般，證明本澳對大學生的保障未夠全面。  

受訪大學生中，有356人傾向「提高自己的職業技能和就業技巧」能提高自己的就業

機會(佔45.1%)。(表十一) 

表十一  受訪者提高自己就業機會的方法。(N=518) 

                                                                        人數                              百分比 

 提高自己的職業技能和就業技巧 356 45.1% 

順其自然 64 8.1% 

尋求就業方面的相關人士，從而定立自

己的生涯規劃 

186 23.5% 

通過實習、就業講座、網站等多種方式

更加瞭解在澳門的各大企業 

173 21.9% 

其他 11 1.4% 

總數 790 100.0% 

註：此題為多選題 

 

小結： 

是次研究發現，在518名受訪大學生中，有352人有就業壓力，他們的就業壓力來自

於「隨著大學畢業生人數上升，令求職競爭激烈」和「人際關係能促進就業機會」，然

而就讀的年級越高，所感到的就業壓力越高；另一方面，大學生也因為房屋問題而感到

有壓力；此外，通貨膨脹令大學生不能夠應付生活上所有開支，從而令他們的就業取向

都偏向能可以令自己發展機會的方面，以賺取更多金錢來滿足及維持生計，因而對就業

方向感到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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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壓力方面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父母的支持對自己很重要 ，平均數為 3.98，可見澳門大學生頗重

視家庭。此外，題目「父母尊重你所就讀的科系」及「你盡量努力追求父母理想中的職

業」的平均數為反比，而父母普遍會聆聽自己子女的意見，其平均數為 3.67，反映出現

時的父母比以往更開放以及澳門的經濟發展為市民改善了生活狀況，而且其餘題目的比

分相對較低，因此得出本澳大學生的壓力來源並不來自家庭方面。(表十二) 

 

表十二 受訪者對家庭壓力方面平均數表 (N=518) 

 

題目                                                                      平均數 

*你會因課業的成績問題與父母意見不合。         3.41 

*你會擔心你的課業成績達不到父母的期望。  2.94 

*你會因為父母過於管束而感到煩惱。  3.06 

*你盡量努力追求父母理想中的職業。  3.26 

*你因需要分擔家庭經濟而感到壓力。  3.18 

家人對你鼓勵較多，常聆聽你的意見。  3.31 

你希望你的課業成績能讓父母引以為傲。         3.67 

你認為父母的支持對自己很重要。               3.98 

父母不把你和同儕作比較。                     2.98 

父母尊重你所就讀的科系。                     3.80 

註：1. *號為反向題目  2. 此量表5分為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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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業壓力方面 

 

   部分大學生認為老師對作業或報告的格式或內容要求過於嚴格（平均數為 2.50）。

儘管老師作業要求嚴格，但大學生仍能夠處理好老師所指定的作業或報告，（平均數為

3.58）。他們會擔心學校考試而難以入睡（平均數為 2.76），也會為學校的功課或考試而

熬夜到很晚，令自己身心疲憊（平均數為 2.28）。同時他們也擔心因必修科目不及格而

需要重修（平均數為 2.49）和學業成績跟不上其他同學（平均數為 2.58），認為學業成

績好壞會對他們造成壓力。然而，大學生普遍認為大學的成績與中學時的成績落差很大

（平均數為 2.64）。(表十三) 

 

表十三  受訪者對學業壓力方面平均數表  (N=518) 

註：1. *號為反向題目  2. 此量表5分為滿分 

 

 

 

題目                                                                         平均數 

*你覺得有些老師對作業或報告的格式或內容要求過於嚴格。                2.50 

*老師上課所教的內容，你覺得跟不上其進度。 2.76 

*學校的功課或考試，讓你熬夜到很晚，你感到疲憊不堪。 2.28 

*你因擔心學校考試而難以入睡。                   2.76 

*你覺得現在的成績與中學時的成績落差很大。 2.64 

*你擔心自己的學業成績跟不上其他的同學。         2.58 

*你會擔心因必修科目不及格而需要重修。           2.49 

*每當與同學一起做小組報告時，你感到困擾。 2.91 

*每當在堂上發言或報告時，你會擔心同學取笑。 3.13 

你能夠處理老師所指定的作業或報告。             3.58 

你能掌握老師的教學方法。                       3.17 

學業成績好壞對你不會造成壓力。                 2.62 

你覺得自己的程度如班上同學一樣。 2.99 

進入大學後，你的課業成績有很大的進步。 2.68 

你能夠在課業與學會之間作出取捨。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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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壓力來源及處理方法 

受訪者對於五種壓力對自己的影響程度相若，而個人壓力為最高，其次為學業壓力，

家庭壓力為最低。                  

表十四 五種壓力對受訪者造成的壓力程度的平均數表  (N=518) 

                                                             平均數 

學業壓力         3.51 

社交壓力  3.19 

個人壓力  3.57 

家庭壓力 

社會壓力 

 3.00  

 3.24  

 

 

澳門大學生最喜歡用「聽音樂」來紓緩壓力，男女分別各有 122 人和 133 人。其次是

「找信任的人傾訴」，男女分別各有 116 和 192 人。選擇負面的紓緩壓力方法有 221 人，

其他(購物、看電影、旅行等)則有 52 人；由此可見，男女的紓壓方法皆為平均。(表十五) 

表十五 大學生紓緩壓力的方法和性別的交叉表 (N=518) 

 

                                                                            性別 

                                                           男                      女 

                總數 

紓

緩

壓

力

的

方

法 

做運動  122 133 255 

聽音樂  168 234 401 

找信任的人傾訴  116 192 308 

悶在心裹  53 75 128 

暴飲暴食  23 41 64 

自殘  21 8 29 

其他  17 35 52 

    

總數  226 292 518 

註：問題「你會怎樣去紓緩壓力?」為多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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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能夠適當地處理壓力，然而，有 131 人認為自己處理壓力的滿

意程度為「差」或「非常差」(佔 25.2%)，有 55 人認為自己未能適當地處理壓力(佔

10.6%)。可見現時澳門大學生還未算完全尋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減壓方法，同時也表明

了他們的壓力未得到排解。(表十六和表十七) 

表十六 大學生對自己處理壓力的方式的滿意程度 (N=518) 

 

 

 

 

 

 

 

             表十七 受訪者對「你認為你能適當地處理壓力」的同意度 (N=518) 

 

 人數            百分比 

 極之不同意 11 2.1% 

不同意 44 8.5% 

一般 240 46.3% 

同意 198 38.2% 

極同意 25 4.8% 

總數 518 100%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能夠把壓力轉換成動力的程度為一般的有246人(佔47.5%)，而

同意的有148人(佔28.6%)，極同意的有25人(佔4.8%)，不同意的有83人(佔16.0%)，極之不

同意的有16人(佔3.1%)。可見仍有少數人認為自己的壓力不能轉換成動力，同時表明了壓

力會對大學生造成負面影響，藉此希望澳門政府能全面幫助大學生解決壓力問題。(表十

八) 

表十八  大學生對「你能夠把自己的壓力轉化成你的動力」的同意程度 

 

                   人數                                 百分比 

 極之不同意 16 3.1% 

不同意 83 16.0% 

一般 246 47.5% 

同意 148 28.6% 

極同意 25 4.8% 

總數 518 100%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好 38 7.3% 

好 184 35.5% 

一般 165 31.9% 

差 94 18.1% 

非常差 37 7.1% 

總數 5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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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是次研究中，可見大學生的個人壓力為最高，家庭壓力為最低。此外，大學生喜歡

用「聽音樂」來紓緩壓力，然而仍有大學生選擇負面的紓緩壓力方法，男女紓壓方法皆

為平均；另一方面，有 25.2%的人認為自己處理壓力的滿意程度為「差」或「非常差」，

有 10.6%的人認為自己未能適當地處理壓力，另有 19.1%的人認為自己的壓力不能轉換成

動力，同時表明了壓力會對大學生造成負面影響，可見現時澳門大學生還未算完全尋找

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減壓方法。 

 

第七章  總結  

大學生受到較少或一般的家庭壓力 

普遍受訪者頗重視家庭，他們喜歡得到父母的關心和支持，害怕自己的成績差而令父

母擔心自己。隨著時代的改變，很多家長因為曾經過着吃粥的窮日子，他們不想自己的

子女受到同樣的苦，因此現時的父母多比以往更開放，都希望子女能夠就讀自己喜歡的

科系，大部分會聆聽自己子女的意見，並給予他們最大鼓勵和支持。所以生活在現時社

會的大學生都受到較少或一般的家庭壓力。 

大學生學業壓力較大 

部分大學生認為老師對作業或報告的格式或內容要求過於嚴格，儘管老師作業要求嚴

格，但大學生仍能夠處理好老師所指定的作業或報告。他們會擔心學校考試而難以入睡，

也會為學校的功課或考試而熬夜到很晚，令自己身心疲憊，這樣大大減低了大學生的睡

眠時間，也嚴重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同時他們也擔心因必修科目不及格而需要重修

和學業成績跟不上其他同學，認為學業成績好壞會對他們造成壓力。然而，大學生普遍

認為大學的成績與中學時的成績落差很大。 

就讀的年級越高    就業壓力越高 

隨著近年經濟發展，使大專教育普及，很多職業的基本要求已經漸漸提升到至少大學

生程度。當然，也有一些要求比較低的行業因為承擔不起大學生昂貴的工資，因而選擇

聘請外勞。這樣的社會景況令大學生對未來前路迷惘，不知應該前進或退後。因為就讀

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最接近就職或繼續升學，所以在是次研究中，從表六得出他們就讀的

年級越高，所感到的就業壓力就越高。而從表十一可見有 45.1%人選擇進修自己來提高

就職機會，證明絕大部分大學生好勝心及進取心較強，同時也反映了現今社會競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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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擔心無法應付物價及將來難置業 

澳門自賭權開放，博彩事務蒸蒸日上，同時輸入了大量外地勞工，令澳門人口急促增

長。加上，澳門福利好，亦引來大批新移民。然而，勞工的工資低，只能夠選擇租住房

屋，因此，吸引了不少有能力投資的人大量購買房屋，以收取租金來賺錢。現時澳門雖

然有政策阻遏外來資金透過新移民炒高澳門樓市，但未見有太大成效。是次研究顯示出

大學生認為澳門現時政策未能全面保障自己，滿意程度為一般或不滿意。 

近年來物價和樓價持續高漲，根據統計暨普查局顯示 2004 年起澳門的物價由 79.03 上

升至今年 3 月的 128.81。從表十可見，有 60%受訪大學生擔心將來難置業而從表十二得

只有近 21%的受訪者能夠負擔現時物價高的生活所需。現時於澳門購買一個基本單位

「兩房一廳」，至少需要 600 萬。以 4 人家庭月薪中位數為 30,000，若要憑靠自己的一

雙手，亦需要不吃不穿工作二十年才有足夠金錢在現時置業。然而，如果未來樓價持續

上升，恐怕二十年後將會是一個天文數字。 

因此令大部分青少年在就業取向都偏向於「可以令自己發展機會的方面」，以賺取更

多金錢來滿足及維持生計。可見近年來物價和樓價持續上升，令大學生有一無形推動自

己的壓力。 

學業壓力大  出外謀生不忘人際關係 

大學生是將來社會的棟樑，隨著經濟急促發展，澳門對人才要求愈來愈高，因此大學

生的身心健康更成為影響澳門未來發展的主要元素。他們認為隨著大學畢業生人數上升，

令求職競爭激烈，因而令大學生都會以增值自己的知識，希望能提高就業機會。另外，

普遍大學生認為要就業機會高，除了要成績優異，也需要具備良好的人際關係及溝通技

巧，這樣才能得人欣賞和有較多晉升機會。 

大學生個人壓力為最高 

受訪者對於五種壓力對自己的影響程度相若，而個人壓力為最高，其次為學業壓力，

家庭壓力為最低。  

大學生多以「聽音樂」來紓壓 ，能夠適當地處理壓力並化為動力 

根據表十五顯示，普遍大學生喜歡用「聽音樂」來紓緩壓力，然而仍有大學生選擇負

面的紓緩壓力方法，男女紓緩壓力方法皆為平均。另一方面，大部分大學生都能適當地

處理壓力並化為動力，但仍有 25.2%的人認為自己處理壓力的滿意程度為「差」或「非

常差」，有 10.6%的人認為自己未能適當地處理壓力，另有 19.1%的人認為自己的壓力

不能轉換成動力，同時表明了壓力會對大學生造成負面影響，可見現時澳門大學生還未

算完全尋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減壓方法，藉此希望澳門政府能全面幫助大學生解決壓力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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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建議 

不適當地處理壓力會引致嚴重的後果，大學生應正視自己的壓力問題，社會大眾也該

給予適當的幫助，因此針對這些因素，我們提出以下的建議： 

1. 家庭方面 

 父母應該要嘗試了解子女的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不應事事怪責及誤解子女。 

 父母與子女的溝通是非常重要。 

 

2. 政府機構： 

 政府應提高親子溝通方面的宣傳，多舉辦社區親子活動，加強父母與子女的溝通。 

 尋求有效政策幫助大學生解決壓力問題。 

 為大學生提供適當的就業保障，提高大學生就業機率，使他們能發揮所長，貢獻 

社會。 

 政府應改善房屋政策，使土地得到適當的分配和運用。 

 派社工入院校宣傳或者提供一些幫助大學生找出自己人生目標的活動，使其更有信

心和方法地達到自己的理想。 

 令從事博彩業的父母有彈性的上班時間 ： 

              博彩業從業人員從十年前的 1.93 萬人增加到現在的 7.34 萬人，增幅達 280%。今

年 6 月份博彩業全職僱員的平均薪酬（不包括花紅及獎金）為 15260 元，而同一時期澳

門人均收入在 8500 元左右。博彩業成了創造就業機會的第一支柱產業。從事博彩業的父

母沒有時間陪伴子女，上班疲累，連自己也充滿壓力。根本沒有時間去關心子女的身心

發展，他們多以金錢來滿足子女。所以政府應該施行政策，爭取令從事博彩業的父母能

夠有彈時的上班時間，那麼他們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去與子女溝通，令他們的子女得到適

當的關懷和愛護，能在父母的庇蔭下快樂成長，同時也減輕了博彩員工自身的工作壓力。 

 

3. 學業方面： 

 有效地分配學習時間，儘量保持早睡早起的生活習慣 

 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主動請教老師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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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方面： 

 把壓力轉換成動力。 

 遇到大壓力的時候，應尋求適當的方法去紓緩壓力或尋求專業人員協助。 

 大學生應該盡早找出一個適合自己的減壓方法，或者適時地改變心態，學會將壓

力轉換成動力，達到雙贏狀態。 

 

最後，是次研究使研究員了解到精神健康的重要。 提升了對於身心健康方面的知識。 

同時也希望大眾關注大學生的壓力問題從而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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