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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粗言穢語是粵語的文化之一，亦對青少年的發展有着重要的影響。本次研究一

共收集了 324 份就讀初一至高三學生填寫的問卷。我們採取了滾雪球的方式來派

發問卷，務求更有效率地收集研究數據。 

 

本次研究一共派出 360 份問卷。最後成功收回 347 份，其中 324 份為有效問

卷，而 23 份則為無效問卷。 

 

為了解青少年對粗言穢語的看法及接觸途徑，我們將會分別以下列四方面著

手：自身、親友、朋輩師長及社交媒體。這些因素皆對青少年自身發展有著重要

影響，所以此研究將會從該四方面著手來研究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後對其人際關

係的影響。 

 

研究後我們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青少年主要受兄弟姊妹的影響而使用粗言穢語，而親友使用粗言穢語越多，青

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多； 

2）青少年會受親密好友的影響而使用粗言穢語，而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越多， 

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多；   

3）青少年最容易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粗言穢語；   

4）青少年認為粗言穢語不會對其人際關係造成太大影響，但青少年認為使用粗言

穢語有助宣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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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言 

擁有五千多年歷史文化的國家—中國，有著不同且多樣的文化。這些文化在

時代的推進中得以發展，當中較特別的文化也由然而生。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粵語

文化的精髓—粗言穢語。 

 

粗言穢語（Foul language）是指污言穢語、粗鄙不雅的話，尤其是指語句中含

有令周邊聆聽者感到侮辱、羞辱或冒犯的用字遣詞。 

 

    在古代，粗言穢語主要普及於勞動階層。這也成就了日後粗言穢語為何會衍

生出「粗鄙」與否的爭議。 

 

隨著資訊化社會的來臨以及科技的發展，人們能夠從各方面接收到粗言穢語。

受這些因素影響，部份人只視粗言穢語為加強語氣的字眼而習以為常，在日常生

活中，人們的話語中總帶有一兩句粗言穢語，已經是見怪不怪了。相反沒有一兩

句粗言穢語掛在口邊，反而會讓眾人感到驚訝。 

 

  粗言穢語或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但其引起的爭議亦不容忽視。所謂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有些人也許認為粗言穢語並沒有辱罵他人的意味，可是

接收者卻可能會認為這些說話帶有冒犯之意。究竟粗言穢語是粗俗的表現？還是

無傷大雅的字句？是在長輩前應避忌的言語？或是應保留的文化？ 

 

現今，使用粗言穢語的人（尤其是青少年）越來越多，引起的爭議亦越來越

大。這現象因而引起了同為青少年的我們對粗言穢語的興趣。因此這份研究將會

分析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情況及會否對其人際關係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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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在社會的既定觀念中，人們認為使用粗言穢語是粗俗、不文明的表現，而說

粗言穢語的人亦難免會被人認為是「沒有教養」的人。 時至今日，青少年能輕易

透過不同的途徑（如互聯網、朋輩、親友等)獲得各式各樣的資訊，包括不同類型、

語言的粗言穢語。因此，開始使用粗言穢語的青少年愈來愈年輕，不忌諱場合或

對象使用粗言穢語的青少年亦愈來愈多。  

     

此外，部分青少年與朋友溝通時，會用上一些帶有粗言穢語的字句來表達自

己的感受 ，而這些粗言穢語大多只帶有開玩笑的意義，並不帶有任何惡意。但「言

者無心，聽者有意」，這種情況會否影響青少年的人際關係？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將探討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及就上述因素（家人，朋

輩及媒體的影響）研究使用粗言穢語會否影響青少年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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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回顧 

  4.1 粗言穢語定義 

說髒話就是俗語所說的「講粗口」。說髒話就是說粗言穢語。髒話是關於

性暴力、黑社會口語或咒語，用意是恐嚇、攻擊或貶低對方，剝奪對方的尊嚴，

其中帶有惡毒暴力色彩。（陸鏡光，2000） 

 

4.2 詈語的優點 

在交際使用詈語（詈語即粗言穢語）時，需要把握詈語意義變化的程度，使

陌生、淡漠的人際關係變得更親密、更和諧。 詈語轉化為親密語言的優點是除了

拉近人際關係與表現出親密感情以外，還能增強語言的生動性，強調其與眾不同

的感受，也更能強調褒義言語的色彩。（全美香，2011）                                                          

 

4.3 大學生髒話的重新定義  

大學生髒話的重新定義 ： 

（一）髒話是一般日常用語：大學生普遍將髒話視為一日常用語，其功能是

無特殊意義的。                                                              

（二）無意義的語言，僅作情緒宣洩之目的：使用的目的僅是純粹的情緒宣

洩，且大多沒有指定對象。                                                    

（三）髒話作為一種社交潤滑用途：髒話甚至被大學生視為是一種社交的潤

滑劑，更甚是語助詞。                                                      

（四）另類的語言類型：當今的大學生普遍會為髒話做另類的詮釋。他們雖

認同髒話是一種粗俗、低級的字眼，但是髒話也可被視為一般使用的語助詞。          

此一語言意義的轉變，可視為大學生普遍使用髒話而無忌諱的促因。 

（何詩韻，2011）           

4.4 髒話的用途 

有些人會在一些輕鬆愉快的場合中，把髒話當做語助詞或強調句，為了表達

談吐間的幽默，這些髒話並無明顯的貶意，旨在加強彼此之間的關係。原本一句 正

經的句子，加上髒話之後，似乎讓句子活了過來，彷彿讓影像重現，聽者親眼 所

見一般，也使的平板無奇的句子變的更加有趣。過於禮貌有時是一種拒人於千里

之外的屏障，在任何場合都會說些客套話 來表示對他人的尊重，但過於客套卻會

拉遠人際距離，會產生一種神聖而不可侵 犯的距離感，而咒罵正好相反，他會讓

人覺得直率坦言，不拘小節，反而可以拉近人際距離。（宋翔倫，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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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髒話常見的功能 

髒話常見的功能，說明如下 ：                                           

(一) 表達憤怒。表達不滿和憤怒是髒話最基本的功能，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衝     

  突，也可能是肢體衝突的前奏曲。                                                                                                                                               

(二) 宣洩情緒。這時髒話不對任何人表示惡意，如踢痛腳趾的的清滌作用或一  

  時情急失態，或通常發生在生活中無傷大雅的各式小意外，包括踩到狗屎。 

(三) 表示鄙夷、不屑。                                                    

(四) 自我解嘲。                                                          

(五) 表示讚嘆。例如:「幹你娘!你兒子怎麼這麼會讀書!」這裡的 髒話不但沒有    

  負面意義，還有表示誇獎的意味，是表示強調語 氣的助詞。                  

(六) 用於社交，表示親暱。                                                

(七) 嘻笑取樂。                                                          

「教育程度」會影響述說「性暗示髒話類型」之性髒話頻率。                     

「不同家境」會影響述說「性功能與性健康髒話類型」之性髒話頻率 。          

「不同族群」會影響述說性髒話之類型頻率和影響整體性髒話內涵之感知程    

 度。 

（李建國，2012） 

4.6 媒體對青少年人際關係的影響 

  資訊科技能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流和關係，人們愈多使用互聯網，社交圈子

便變得愈小，互聯網的使用亦導致人們與家庭成員的溝通減少。線上友誼比實際

能接觸的友誼更為局限，人們亦可能失去「人性時刻」，因為只有兩人分享共同的

物質空間，真實的心理接觸才變得可能。由於互聯網提供了匿名和空間分隔的溝

通渠道，人們願意揭露自己的隱私，亦容易信任在網上給予幫助的人。可是假如

在網上得到的是拒絕和負面的回應，便可能導致疏離感覺的增加和自我價值的降

低。 
  雖然互聯網上建立的關係可能有上述的負面質素，但仍認為互聯網對人際關

係有正面的影響。人們自揭秘密可以提升對自己生命的洞察力及自制力，繼而消

減壓力、抑鬱、和焦慮的感覺。 
（陸慧英，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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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5.1 研究調查對象 

本次研究調查對象為本澳初一至高三的在學中學生，目的是為確保研究的完整性，

能得到一組更真確的數據，讓本次研究更貼合真實情況。 

 

5.2 研究假設及架構 

本次研究的假設分成四部分，包括使用粗言穢語的自身習慣、粗言穢語在親友方

面及媒體方面的影響、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1.若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該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 

2.若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該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                           

3.青少年透過不同媒體(如 Facebook，YouTube 等)接收的粗言穢語越多，青少年    

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                                                                 

4.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越頻繁，與朋友的關係越親密。 

 

5.3 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圖 

 
研究的自變項： 

1 自身習慣                                                           

2.親友方面                                                           

3.媒體方面                                                           

  4.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研究的依變項： 

1.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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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以量化方式進行。問卷分為七部分，包括個人資料、使用粗言穢語的習

慣及接收方式、接收粗言穢語的對象、接收粗言穢語的媒介、個人對粗言穢語的

觀感、粗言穢語與人際關係以及對別人使用粗言穢語的看法。 

第一部分 受訪者的性別及就讀年級。 

第二部分 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習慣及頻率和接收粗言穢語的方式。 

第三部分 青少年從哪些人身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第四部分 青少年從哪裏接收到粗言穢語。 

第五部分 青少年對粗言穢語的觀感。 

第六部分 粗言穢語對青少年人際關係的影響。 

第七部分 青少年對別人使用粗言穢語的看法。 

 

5.5 問卷收集方式 

我們在這次研究調查中採用滾雪球抽樣法：把問卷交到朋友（非組員）的手中，

再由朋友協助派發給在學的中學生，並收回所有問卷。 

 

5.6 問卷數目 

本次研究調查中，共派出了 360 份問卷，最後成功收回 347 份。當中 324 份為有

效問卷，23 份為無效問卷。 

級別 問卷數目 

初一 61 

初二 47 

初三 41 

高一 81 

高二 69 

高三 25 

總數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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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數據處理 

所有問卷收集並整理後，數據經由統計軟件 SPSS 22（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22）進行資料統計和分析。為了確保數據的質素，我們將輸入的問卷數據

進行覆查及核對的工作，若在覆檢中發現有問題的數據，我們會進行審核並作出

合適的處理。當完成整個研究數據的覆核工作後，便進行獨立系數 T 檢定(t-test)，

Pearson 相關檢定，Pearson 卡方檢定等分析。 

 

5.8 研究限制 

1. 本次問卷調查讓受訪者自行填寫問卷，有機會令部份受訪者未能完全理解題

目及產生一些對題目的誤解，令問卷調查有偏差。 

2.  由於問卷有一部份問題涉及私隱，因此有受訪者拒絕接受本次問卷調查。 

113. 問卷的第 3 條問題是調查受訪者會否使用粗言穢語，有部分受訪者選擇了「不

會」的選項後，本應在第 4 條題目選擇「0 次」，但是部分受訪者卻忽略了這

條問題，在這一類情況下，我們把第 3 條問題選擇了「不會」而第 4 條問題

卻沒有選擇「0 次」的問卷會在 SPSS 中設置為遺漏值，以致收集到的數據有

少許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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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數據分析 
6.1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的性別 
表 1 顯示受訪者的性別。當中男性有 143 名，佔 44.3%；女性有 180 名，佔 55.7%。

此次研究的性別比例為女性略多於男性。 
表 1：受訪者的性別 

性別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有效 男 143 44.3 

 女 180 55.7 

 總計 323 100.0 

總計 324  

 
（二）受訪者的年級 
表 2 顯示受訪者就讀的年級 。當中就讀初一的有 61 名，佔 18.8%；初二有 47 名，

佔 14.5%； 初三有 41 名，佔 12.7%； 高一有 81 名，佔 25%；高二有 69 名，佔

21.3%；高三有 25 名，佔 7.7%。此次研究中就讀高一的受訪者佔最多。 

表 2：受訪者的年級 

年級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1初一 61 18.8 

 初二 47 14.5 

 初三 41 12.7 

 高一 81 25.0 

 高二 69 21.3 

 高三 25 7.7 

 總計 324 100.0 

 

（三）受訪者會否使用粗言穢語 
表 3 顯示受訪者會否使用粗言穢語。當中會使用的有 272 名，佔 84.2%; 不會使

用的有 51 名，佔 15.8%。由此可見，大部份受訪者會使用粗言穢語。                    
表 3：受訪者會否使用粗言穢語 

使用粗言穢語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有效       會   272  84.2 

不會   51  15.8 

總計   323  100.0 

總計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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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訪者每天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表 4 顯示受訪者每天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當中使用 0 次的有 50 名，佔 15.5%；

使用 1-5 次的有 125 名，佔 38.8%；使用 6-10 次的有 44 名，佔 13.7%；使用 11-15
次的有 24 名，佔 7.5%；使用 16 次以上的有 79 名，佔 24.5%。 
由此可見，每天使用 1-5 次粗言穢語的受訪者最多。 

表 4：受訪者每天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每天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有效        0次   50  15.5 

1-5次   125  38.8 

6-10次   44  13.7 

11-15次   24  7.5 

16次以上   79  24.5 

總計   322  100.0 

總計  324   

 
小結： 

1. 本次問卷調查受訪者的性別比是女多男少。 

2. 本次問卷調查中就讀高一的受訪者佔最多。 

3. 大部份受訪者會使用粗言穢語。 
4. 每天使用 1-5 次粗言穢語的受訪者最多。其次為 16 次以上，佔 24.5%  
 

 

6.2 受訪者從不同途徑接收粗言穢語的頻率 
（一）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從表5得知，兄弟姊妹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最高；母親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最低。 

表 5：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父親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291 2.47 1.169 

母親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292 1.96 .935 

兄弟姊妹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252 2.59 1.165 

親戚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292 2.34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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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6 得知，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有顯著正相

關（r = 0.319，n = 322，P < 0.05，單側）。故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受訪者使

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有顯著關係。根據表 5 得知受訪者主要受兄弟姊妹的影響而使

用粗言穢語。 

 

表 6：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相關（N=322） 

 

（二）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從表 7 得知，親密好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最高；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最低。  

表 7：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親密好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314 3.64 1.238 

普通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316 3.31 1.104 

同學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316 3.56 1.066 

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287 1.83 1.026 
   

從表 8 得知，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有顯著

正相關（r = 0.477，n = 322，P < 0.05，單側）。故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與

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有顯著關係。根據表 7 受訪者主要受親密好友的影響

而使用粗言穢語。 

表 8：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相關(N = 322) 

   頻率   朋輩師長方面 

頻率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477** 

 顯著性 （單尾）  .000 

 N 322 281  

 

 

 

 

 

 

 

 頻率 親友方面 

頻率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319
**
 

 顯著性 （單尾）  .000 

 N 32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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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收粗言穢語的媒介 

從表9得知，受訪者經常從社交平台上接收到粗言穢語；最少從有知名度的人上接

收到粗言穢語。 

表9：接收粗言穢語的媒介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電視節目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324 2.30 .901 

電影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324 2.82 1.065 

影片分享網站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324 3.09 1.149 

在社交平台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323 3.20 1.125 

在書刊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324 2.12 1.025 

在有知名度的人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324 2.05 .956 
 

 

從表10得知，受訪者透過不同媒體接收的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受訪者使用粗

言穢語的頻率有顯著正相關（r = 0.438，n = 323，P < 0.05，單側）。故受訪

者透過不同媒體接收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有顯著

關係。 

表10：受訪者透過不同媒體接收的粗言穢語與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相關（N=323） 
     接收媒介 頻率 

接收媒介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438** 

 顯著性 （單尾）  .000 

 N 32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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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受訪者對粗言穢語的觀感 
（一）使用粗言穢語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從表 11 得知，「使用粗言穢語更容易認識新的朋友」一題中，平均數少於 3，顯

示大部份受訪者不同意此描述。 
「使用粗言穢語更容易與朋友分享喜怒哀樂」一題中，平均數高於 3，顯示大部

份受訪者同意此描述。 
由於此部分每題問題的平均數都介於 2.5 - 3.5（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一般），

表示受訪者認為使用粗言穢語不會對人際關係造成太大的的影響，但使用粗言穢

語有助宣洩自己的情緒。 
表 11：使用粗言穢語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更容易認識新的朋友 324 2.53 1.027 

有助促進朋友之間的關係 324 2.91 1.160 

增進你和朋友間的暸解 324 2.87 1.156 

不利融入朋友圈子 323 2.60 .984 

和朋友聊天的話題增加了 324 2.75 1.072 

更容易與朋友分享喜怒哀樂 324 3.42 1.169 

能增進友誼 323 2.89 1.170 

 
6.4 其他研究結果 

（一）高年級的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比低年級的受訪者高。 
從表 12 得知，高中的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比初中的受訪者高。 

表 12：初中與高中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標準錯誤平均值 

 初中 148 2.57 1.325 .109 

 高中 174 3.11 1.478 .112 

 

從表 13 得知，（T=3.460， P＝0.001＜0.05）高中的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與初中的受訪者有顯著差異。 

表 13：高年級受訪者與低年級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相關 

 
 
 
 
 

  顯著性 T df 顯著性 （雙尾） 

頻率 不採用相等變異數  -3.460 319.08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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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 / 女性對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 

從表 14 得知，男/女性對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的有效回答佔總體的

73.8%。 
表14：男／女性對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觀察值處理摘要 

 

觀察值 

有效 遺漏 總計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男/女性能否接受男性

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239 73.8% 85 26.2% 324 100.0% 

 
從表 15 得知，男/女性對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相約，兩者都約為

50%。 
表15：男／女性能否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交叉列表 

 

能否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能夠 不能夠 總計 

性別 男 計數 114 9 123 

性別內的 % 92.7% 7.3% 100.0% 

能否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內的 % 51.6% 50.0% 51.5% 

佔總計的百分比 47.7% 3.8% 51.5% 

女 計數 107 9 116 

性別內的 % 92.2% 7.8% 100.0% 

能否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內的 % 48.4% 50.0% 48.5% 

佔總計的百分比 44.8% 3.8% 48.5% 

總計 計數 221 18 239 

性別內的 % 92.5% 7.5% 100.0% 

能否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內的 % 100.0% 100.0% 100.0% 

佔總計的百分比 92.5% 7.5% 100.0% 

 

從表 16 得知，Pearson 卡方檢定統計量的值 0.017，df=1， p >0.05，系數的顯著

性高於 0.05，因此這兩項結果並無顯著差異，即男/女性對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的接受程度並無顯著分別。 
表16：男／女性對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卡方測試 

 數值 df 漸近顯著性 （2 端） 

皮爾森 (Pearson) 卡方 .  017a 1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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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 / 女性對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 

從表 17 得知，男/女性對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的有效回答佔總體的

71.6%。 
表17：男／女性對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觀察值處理摘要 

 

觀察值 

有效 遺漏 總計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男/女性能否接受女性 

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232 71.6% 92 28.4% 324 100.0% 

 
從表 18 得知，男性對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相較於女性低，佔整體反

對人數的 64.9% 
表18：男／女性能否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交叉列表 

 

能否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能夠  不能夠 總計 

性別 男 計數 82 24 106 

性別內的 % 77.4% 22.6% 100.0% 

能否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內的 % 42.1% 64.9% 45.7% 

佔總計的百分比 35.3% 10.3% 45.7% 

女 計數 113 13 126 

性別內的 % 89.7% 10.3% 100.0% 

能否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內的 % 57.9% 35.1% 54.3% 

佔總計的百分比 48.7% 5.6% 54.3% 

總計   計數 195 37 232 

性別內的 % 84.1% 15.9% 100.0% 

能否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內的 % 100.0% 100.0% 100.0% 

佔總計的百分比 84.1% 15.9% 100.0% 

 
從表 19 得知，Pearson 卡方檢定統計量的值 6.523，df=1， p <0.05。相關系數的

顯著性低於 0.05，因此這兩項結果有顯著差異，即男/女性對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

語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 
表19：男／女性對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卡方測試 

 數值 df 漸近顯著性 （2 端） 

皮爾森 (Pearson) 卡方 6.523a 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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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女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 

從表 20 得知，男性使用粗言穢語的主因是生氣，佔 57.9%；其次為加強語 
氣，佔 56.4%；第三為發洩之用，佔 55.7%。 
受訪者使用粗言穢語的情況與性別交叉列表： 

表20：男性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比 N 

 沒有使用粗言穢語 22 15.7% 

開心 48 34.3% 

生氣 81 57.9% 

發洩 78 55.7% 

詛咒 37 26.4% 

加強語氣 79 56.4% 

習慣 51 36.4% 

情緒激動 68 48.6% 

驚嚇 39 27.9% 

其他 8 5.7% 

 總計 511 365.0% 

 
從表 21 得知，女性使用粗言穢語的主因是生氣，佔 69.5%；其次為發洩之用，佔

66.7%；第三為情緒激動，佔 61.6%。由此可見，男性及女性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

大致相同。 

表21：女性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 

 

回應 

觀察值百分比 N 

 沒有使用粗言穢語 26 14.7% 

開心 40 22.6% 

生氣 123 69.5% 

發洩 118 66.7% 

詛咒 37 20.9% 

加強語氣 65 36.7% 

習慣 35 19.8% 

情緒激動 109 61.6% 

驚嚇 52 29.4% 

其他 3 1.7% 

 總計 608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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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對粗言穢語的觀感 

從表 22 得知，問卷「使用粗言穢語會令人聯想起黑社會」一題中，平均數少於 3，
顯示大部份受訪者不同意此描述。 
「男女皆可使用粗言穢語」一題中，平均數高於 3，顯示大部份受訪者同意此描

述。 
「使用粗言穢語是不文明的表現」一題中，平均數約等於 3，顯示大部份受訪者

對此描述持中立意見。 
表 22 個人對粗言穢語的觀感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粗言穢語帶有侮辱性 323 3.31 1.103 

對別人使用粗言穢語是沒有禮貌的行為 324 3.34 1.127 

使用粗言穢語會令人聯想起黑社會 324 2.31 1.156 

男女皆可使用粗言穢語 321 3.96 .993 

粗言穢語是粵語的一部分 324 3.76 1.128 

粗言穢語是不文明的表現 324 2.94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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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分析及討論 

從上述數據顯示，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親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則青少年使用粗言穢

語的頻率越高，兩者呈正向關係。 

  現今青少年接觸粗言穢語的主要途徑有媒體、親友等。所謂「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人生的第一個導師就是自己的父母，小孩模仿的第一個對象也是他的父母。

青少年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同，或成為親友眼中理想的模樣，有可能會無意地模仿

親友的言行，從而獲得在家中的歸屬感。加上人們與親友相處的時間遠比與朋友

相處的時間長，這代表親友的行為會直接影響青少年的言行舉止。  

   

二、朋輩師長使用粗語穢語的頻率越高，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  
   透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朋輩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則青少年使用粗

言穢語的頻率越高，兩者呈正向關係。 
  十三至十八歲的青少年正值青春期，對群體會有強烈的歸屬感，不希望被社會

或群體排斥，喜歡聯群結隊、追隨潮流、模仿朋輩的小動作或語言習慣等。從心

理學角度來分析，此行為稱為「羊群心理
１
」 。就心理學而言，青春期的青少年

正值渴望得到朋輩認同的階段，所以青少年自身的言行習慣常受到朋輩影響。隨

著青少年與朋友的關係變得親密，而親密好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就會不

自覺地追隨潮流或模仿同輩的語言習慣或行為動作。因此耳濡目染，青少年便會

跟隨其語言習慣而使用粗言穢語。 
  此外，「乖巧」的青少年通常較不受朋輩歡迎。這對重視朋輩關係的青少年無疑

是一大打擊。因此有些青少年可能為了迎合他人而使用粗言穢語，從而塑造出自

己並不「沉悶」的形象，以此來尋找屬於自己的「歸屬」。 
 

 

 

 

 

註釋： 

1.在個人面臨群體壓力時，會產生思想或行為上的改變， 而改變趨向群體上的認同。

（Kiesler and Keisler,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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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年透過不同媒體（Facebook，YouTube 等）接收的粗言穢語越多，該

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越高：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青少年主要透過不同的社交媒體去接收、認識粗言穢

語。我們認為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主因是現代科技發展迅速，現在的青少年可以

透過手中的終端（手機、平板電腦等）去學習不同的知識，當中包括了用於表達

不滿或強烈情感的粗言穢語。當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認識到能夠透過使用粗言穢

語去表達不滿後，他們也會跟隨發表粗言穢語的人一起使用。由此，愈來愈多的

青少年受到影響，大多數青少年為避免跟不上潮流，因而跟隨他人使用粗言穢語，

久而久之，粗言穢語成為了青少年的習慣，使用頻率亦不下於日常語言。  
  另外，由於網絡上發表粗言穢語較自由，沒有嚴格的規定去限制如何使用粗言

穢語。加上由於華人社會的傳統觀念普遍認為使用粗言穢語是不雅的行為。所以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長輩面前，即使青少年想使用粗言穢語，也會把這個想法

壓抑下來。結果就令脫離現實的虛擬世界（網絡）成為使用及接收粗言穢語的最

主流的途徑。 然而，青少年從知名人士接觸到粗言穢語的頻率最少。我們認為這

種途徑對青少年影響最小的原因是由於知名人士會在公開場合有意識地限制自己

的用語，令青少年較少從該方面接觸粗言穢語。 
 

四、無論青少年會否使用粗言穢語，都不會對其人際關係造成太大的的影響：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在問卷的第六部分，粗言穢語對人際關

係中，每題問題的平均數介於 2.5 - 3.5（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一般）。根據研究

結果顯示，在「青少年越頻繁使用粗言穢語，與朋友的關係越親密」這一項假設

中，兩者沒有顯著關係。 
  粗言穢語雖然可以成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道橋樑，有些人或許會覺得其行為

並無所謂，使用粗言穢語的人只是因為想表達自己的情緒才使用粗言穢語,，但仍

然有不少人會認為粗言穢語是低俗的語言，而不能夠接受，甚至會討厭。 
  然而，使用粗言穢語與否並不會對青少年的人際關係造成太大的的影響。這可

能與青少年結識朋友的主要標準為有沒有共同興趣、或他人是否易於相處、而不

太在意他人的品行、或其言行舉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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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讀高年級的學生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比低年級的學生高： 
  從表 7 得知，高中的學生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與初中的學生有顯著差異。即就

讀高年級的學生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比低年級的學生高。粗言穢語有發泄情緒的

用途，由此可見，部分學生也許會把「粗言穢語」當作一種消除壓力的發泄工具。

高中生面臨著各種學業，或升學問題等各種因素所造成的壓力，也就是說，高中

生所承受的壓力遠比初中學生大。這也就解釋了為何高中生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遠比初中生高。 
  此外，由此高中生正處於小孩與成人的中間階段。即使遇到困難，但自身的自

尊卻令他們不會再像孩童時一樣輕易向他人尋求協助，由是觀之，使用粗言穢語

就成為了高中生發洩情緒的管道。 
 

六、男、女性皆能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男、女性都能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表 14）。
傳統上，不同於在家看管的女性，男性在社會上需要從事大部分的勞動工作，給

人一種外向、比較粗獷的感覺，就算使用粗言穢語，亦不會給人一種不符合身份

的感覺。在現代社會中，男性給人的感覺仍是外向、不温柔，沒有理由不會在日

常對話中使用粗言穢語，故男女都能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七、女性較能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女性比男性更能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表 16）。
粗言穢語自古以來就被部分人認為是粗鄙的代名詞。與此同時，女性的言行舉止

也被「三從四德」、「楚楚可憐」等要求束縛。也就是說，部分男性可能會認為女

性應表現得溫文爾雅，舉止大方，凡事都應該表現出唯唯諾諾的樣子。就這點而

言，有些男性認為女性應該有傳統女性的模樣。當女性使用粗言穢語時，男性就

會認為這是一種不符合女性且粗獷、不雅的行為，從而厭惡女性使用粗言穢語。

相反，女性相對能明白女性的處境，因此比較能接受同性友人使用粗言穢語。 
 
八、男女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大致相同：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男女使用粗言穢語的主因都是生氣（表 18 和 19），
分別男佔 57.9%和女佔 69.5%。粗言穢語有侮辱的意思，在生氣、怒髮衝冠的時

候，男女使用粗言穢語侮辱對方從而令自己感覺良好亦再正常不過。男性使用粗

言穢語的第三原因和女性的第二原因是為發洩之用，分別男佔 55.7%和女佔

61.6%。在使用粗言穢語時，有時能給人一種爽快的感覺。這令人爽快的感覺在

某程度上有發洩的作用，故男女都會使用粗言穢語來發洩。男性使用粗言穢語的

第二原因是作加強語氣而女的第三原因則是情緒激動，這分別可能是因為男性更

著重於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而女性則著重於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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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男女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大致相同：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男女使用粗言穢語的主因都是生氣（表 18 和 19），
分別男佔 57.9%和女佔 69.5%。粗言穢語有侮辱的意思，在生氣、怒髮衝冠的時

候，男女使用粗言穢語侮辱對方從而令自己感覺良好亦再正常不過。男性使用粗

言穢語的第三原因和女性的第二原因是為發洩之用，分別男佔 55.7%和女佔

61.6%。在使用粗言穢語時，有時能給人一種爽快的感覺。這令人爽快的感覺在

某程度上有發洩的作用，故男女都會使用粗言穢語來發洩。男性使用粗言穢語的

第二原因是作加強語氣而女的第三原因則是情緒激動，這分別可能是因為男性更

著重於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而女性則著重於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九、人們對粗言穢語的觀感大致上是正面的： 

通過本次調查，我們發現人們對粗言穢語的觀感大致上是正面的： 從表 20
中得知，大部分受訪者皆同意 「粗言穢語是粵語文化的一部分，是應保留的文化。」，

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的推進，思想的不斷革新，以及人們開始願意接受不同事物

的情況下，粗言穢語已經不再是傳統觀念所認為的粗俗語言，因此，使用粗言穢

語開始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在本次研究中充分表露：在 324 位受

訪者中，多於八成受訪者有使用粗言穢語的習慣，顯示了使用粗言穢語是越來越

普遍的現象。 

然而，使用粗言穢語仍然是被人認為沒有禮貌的行為，這也許與部分青少年

不分場合、人物使用粗言穢語而令他人感到冒犯的因素有關。 另外，「性別平權」

是近年來一直備受爭議的話題。這話題的發展也在「男女皆可使用粗言穢語」一

題中展現出現。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男性與女性的待遇開始向「平

等」的方面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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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個人方面： 
 雖然青少年對粗言穢語的接受程度普遍偏高，但仍要注意使用的場合。在不當

的場合及時間使用粗言穢語不但會破壞關係﹔相反地，如果能在一個合適的情況

下使用粗言穢語，既可以在朋友間增加話題，又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另一方面，粗言穢語雖有發洩情緒等作用，但在現今社會，仍有大部分人認為

粗言穢語是不文明且粗俗的語言。也就是說，若青少年想要表達自己的情緒，不

一定要使用粗言穢語，可以使用其他方式表達。 
 就總結而言，使用粗言穢語與否，應取決於不同的場合，人物，以及個人的決

定。不需嚴格規定自己一定不能使用粗言穢語，亦不應胡亂使用粗言穢語。 
 
二、親友方面：  
  長輩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青少年會模仿長輩的言行，所

以長輩在留意青少年的言行時，亦須不時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會對青少年的發展

有負面影響。雙管齊下，對青少年構成良好的言行舉止有一定幫助。 
 
三、媒體方面： 
  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中，青少年能輕易透過不同的媒體（如電視，網絡等）

接收到各式各樣的資訊。不同的文化也因而衍生、集結、並得以發展。然而，部

分文化（如粗言穢語）在社會不斷的發展，逐漸失去其原有的意義，甚至成為了

被部分人唾棄的文化。因此，我們建議製作一些有關不同文化的由來或其發展的

節目，令人們能夠理解不同文化的起源，並理解每項文化都有其獨特之處和存在

價值。不應先入為主，認為普及於勞動階級的文化就是低等文化。為粗言穢語重

新定義其價值，從而淡化人們的負面印象，帶出粗言穢語也有好壞之分。同時，

我們亦建議應監管不同電視節目或網絡使用粗言穢語的情況，如有發現使用情況

嚴重，官方有權封鎖其帳號。如有粗口成份，應將其視為色情網站般處理，限制

滿 18 歲人士方可觀看。 
 

四、教育方面： 
 從研究結果得知，粗言穢語在粵語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因此粗言穢語可以被

視為一項應保育的文化。 
 因此我們建議學校可以為粗言穢語設立正式的課堂，以一種認真的態度去教授

粗言穢語，讓青少年學習如何正確地使用粗言穢語及教導青少年以正確的態度看

待粗言穢語，而非去禁止使用粗言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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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鑽研 創明天」計劃 

粗言穢語對澳門青少年人際關係的影響 

 
請在合適的方格打上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就讀年級：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第二部份：使用粗言穢語的習慣及接收方式 

3. 你會使用粗言穢語嗎？ 
會          不會 

4. 你每日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大約是？  
0 次        1-5 次       6-10 次       11-15 次     16 次或以上    

5. 你會在網路上發表含有粗言穢語的內容嗎？ 

會          不會 (如回答不會，請跳至第 7 題) 

6. 你在網路上發表含有粗言穢語的內容的頻率是？  

從不        甚少       一般       經常      總是   

7. 在甚麼情況下，你會使用粗言穢語？（可多選） 
沒有使用粗言穢語     開心           生氣          發洩          

詛咒                 加強語氣       習慣          情緒激動       
驚嚇                 其他                  

 

    你好!我們是來自陳瑞祺永援中學高中組的學生，正參加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贊助的第七屆「共鑽研 創明天」計劃。 

    我們正在做一份研究調查，題目是「粗言穢語對澳門青少年人際關係的影響」。問卷內容

主要就本澳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進行詢問。本次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以問卷調查的方式

了解澳門青少年使用粗言穢語的原因及會否對其人際關係造成影響。希望您能夠為我們填寫

這份問卷。 

    這份問卷只作本次研究之統計用途，所收取的資料會絕對保密且不會對外公布，所得資

料亦會在半年內銷毀。請安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說髒話就是俗語所說的「講粗口」。說髒話就是說粗言穢語。髒話是關於性暴力、黑社會

口語或咒語，用意是恐嚇、攻擊或眨低對方，剝奪對方的尊嚴，其中帶有惡毒暴力色彩。

-陸鏡光(2000)。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方言季刊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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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甚麼場合下，你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會較高？（可多選） 
沒有使用粗言穢語   學校     家中     公眾場合      比賽       
私人聚會           圖書館   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等)     其他              

9. 你會向哪些對象使用粗言穢語？（可多選） 
   沒有使用粗言穢語   親友        師長    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 

..同學                           不認識的人  使用粗言穢語的人     其他         

10. 你會透過甚麼方式表達粗言穢語？（可多選）      

   沒有使用粗言穢語    語言      動作（如手勢等）   圖片    文字 
   其他                       
 
第三部份：接收粗言穢語的對象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打           （0 代表不適用，1 代表從不使用，5 代表使用） 

 

 0 
不 
適 
用 

1 
從 
不 

2 
甚 

少 

3 
一 

般 

4 
經 

常 

5 
總 

是 

親友方面：  

11. 你的父親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12. 你的母親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13. 你的兄弟姊妹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14. 你的親戚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朋輩／師長方面： 

15. 你的親密好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16. 你的普通朋友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17. 你的同學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18. 你的師長使用粗言穢語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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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接收粗言穢語的媒介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打            

 1 
從 
不 

2 
甚 

少 

3 
一 

般 

4 
經 

常 

5 
總 

是 

19. 你會在電視節目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20. 你會在電影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21. 你會在影片分享網站(如 YouTube 等)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22. 你會在社交平台(如 Facebook、WeChat 等)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23. 你會在書刊上接收到粗言穢語。      

24. 你會在有知名度的人上(如歌星、藝人等)接收到粗言穢語。      

 
第五部份：個人對粗言穢語的觀感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一 
般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25. 粗言穢語帶有侮辱性。      

26. 對別人使用粗言穢語是沒有禮貌的行為。          

27. 使用粗言穢語會令人聯想起黑社會。      

28. 男女皆可使用粗言穢語。      

29. 粗言穢語是粵語的一部分，不應被捨棄。      

30. 使用粗言穢語是不文明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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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粗言穢語與人際關係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一 
般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31. 使用粗言穢語會令你更容易認識新的朋友。       

32. 使用粗言穢語有助促進朋友之間的關係。      

33. 使用粗言穢語能增進你和朋友間的暸解。      

34. 使用粗言穢語不利融入朋友圈子。      

35. 使用粗言穢語令你和朋友聊天的話題增加了。      

36. 使用粗言穢語令你更容易與朋友分享喜怒哀樂。      

37. 使用粗言穢語能增進友誼。      

 
 
第七部份：對別人使用粗言穢語的看法 
38. 你身邊的人會使用粗言穢語嗎？                  

 沒有        甚少         部份        很多      沒有留意 

39. 你認為別人為何會使用粗言穢語？ (可多選) 
   增進交流    共同話題     增加共鳴    發洩      加強語氣      

  習慣        其他                

40. 你能否接受男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能夠        不能夠      沒有意見 

41. 你能否接受女性朋友使用粗言穢語？ 
 能夠        不能夠      沒有意見 

42. 以下哪些人使用粗言穢語會令你反感？ (可多選) 
   老師       律師     警察     醫生     學生    公眾人物    
   沒有       其他              

43. 聽到別人使用粗言穢語時，你會有甚麼感覺？ (可多選) 
 有侮辱性   不文明          有趣             時尚   
平常       表達感情        沒感覺           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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