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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溝通是青少年成長中必不可少的一環，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續漸減少，籍著本次的研究調查，去了解本澳青少年社交的現況和

技巧，並且作出一些合適的建議。

在本次問卷調查當中，選取了本澳初中和高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並採用非

概率抽樣的滾雪球和便利取樣方式，我們一共派出 309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300份。

本次研究得出的結果：

1. 雙性別學校的學生通常較滿意自己的異性人際關係

2. 雙性別學校的學生在部份的異性社交技巧上比單性別學校的學生好

3. 女性的社交現況比男性好

4. 女性的異性社交技巧比男性好

最後，本次研究中為青少年提供改善社交現況和技巧的建議：

1. 多主動與異性聊天

2. 多參與校外活動

3. 男性更需主動提高社交技巧

4. 學校應該多舉辦和提供不同的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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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溝通（communication），是人類最常的活動之一，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

而傳播一些信息和思想。溝通能夠凝聚彼此之間的關係，同時，溝通是雙向的，

可以這樣說，沒有溝通就等於人與人之間沒有互動，一旦任意一方斷絕了溝通，

就會無法得知對方的心思，與人的關係便很容易變得冷淡，甚至乎疏遠。溝通對

於一段關係有維持的作用，良好的溝通更能增進彼此的人際關係，達至另一個層

次。

隨著社會發展，科技的進步，電子產品的普及化，無論是年幼的小孩，還是

年老的人都手持智能電話，根據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

心調查（2014年）顯示，近 9成學生認為智能手機是必需品，在其受訪者中，有

6成中學生認為會減少與別人面對面的溝通，有逾 4成認為人際溝通技巧變得生

疏。故此，我們想藉著本次研究探討本澳中學生會否依賴智能手機作溝通工具之

一。

現今的社會上，具備良好的人際脈絡（人脈）是十分重要的，而溝通是負責

建立人際脈絡最重要的一項，人們都要透過溝通去拓展個人的人際脈絡，而人際

溝通交往是十分重要。透過本次研究從一些社交技巧和現況的測試問題中，評估

本澳中學生的溝通能力和技巧，並且觀察在不同變項上溝通之間的關係，作出一

些適當的建議和改善方法。

綜合以上的觀點，我們在本次研究主要探討：

 本澳中學生的人際溝通現況

 本澳中學生的人際溝通技巧

 比較在不同背景的中學生在人際溝通現況上的差異

 比較在不同背景的中學生在人際溝通技巧上的差異

 探討本澳中學生的人際溝通技巧對於人際溝通現況的關係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分析、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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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2.1.溝通的定義：

溝通，是指一人傳遞某些想法、計劃、資訊、情報及意思給他人的過程。溝

通不只規限於文字和口頭訊息，重要是對方能否完全明白你的意思，絕對不能有

所誤解;必須要有某程度的接受，不能直接地全部否定和拒絕接收。溝通不單指

是一種情感的交流，更是認知的過程。

溝通分為以下幾種的方式:

(1) 口語溝通:口語溝通見於對話、討論、電話以及其他面對面的口語對話。

口語對話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接收到即時的反應，隨著不停的對話，更能

增強自己的口語交際技巧能力，而且非常簡便，無需要事前做一些準備的

工作。

(2) 書面溝通:用於書信、筆記、社交軟件等，可減少一些口語溝通的障礙和

誤會。書面溝通的優點是較為精確並且留有記錄。基於需要消化和吸收內

容，書面溝通通常涉及一些重要細節，可留下記錄，慢慢了解和消化故中

的內容。

戴國良（2004），Griffin（2005）

2.2. 學校對於青少年人際溝通的影響：

單性學校教育理念基於男女學習方法有差異，所以做出針對男女孩生理和心

理特點而制定的。男女分校就能提供孩子更多的機會，培養男孩和女孩獨立處理

問題的校園風氣，讓學生更自信，自我控制能力更強，對自己和家人更有責任感。

反之，男女校通過男女之間的互相交流，培養了異性溝通的技巧，減少了性別歧

視，更少日後因缺乏與異性接觸而產生心理不健康的情況。

大公報 B17校園（2013）

2.3. 性別在人際溝通能力的比較：

女生較著重關係，在做決定的過程中，經常會顧及他人的感受與需要，並會

與對方溝通後，再共同達成協議。男生的決定過程既簡單又快速，他總是按照自

己的想法作出決定，之後再根據別人的見意作出修改。由此可見，女生普遍比男

生更重視對他人的關懷及對別人的感受特別敏銳。此外，女生也更重視人際關係

的親密分享，如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相互信任與陪伴。男生會盡可能在課餘時

間爭取與異性交往的機會，而女生的行為則較為內斂。

Gilligan（1982），McNelles，& Connolly（1999），謝穎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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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中生最常採用的溝通方式：

過去的研究顯示，高中生最常與他人溝通的方式是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交談，

所以對青少年而言，與他人溝通技巧是經營良好人際關係的重要因素。另外，高

中生也會運用電話或網路與他人溝通，雖然現代網路快速發達，但是電話的使用

仍是多於網路，所以面對面和打電話是高中生最常的溝通方式。

翁立（2005）

2.5. 家庭教育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青少年會在家庭中透過與親人的互動模式學習與模仿如何與人溝通，如何與

人相處，如何關懷別人，如何站在對方立場設想，並將心比心，用溫暖、尊重、

了解的方式去溝通，如何當一位好聽眾，用心去聆聽對方的想法與感受，如何處

理自己的情緒，不要讓負面的情緒影響了與周圍的人的關係，而這些人際關係的

培養都源於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可知，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培養青少年建立良

好的人際。

謝素月、林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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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方法：

消除過度的自卑感

過度的自卑，會使人不敢接近別人，在自己與別人之間形成了一道無形的牆，

阻礙了自己與別人的溝通機會。要別人接受自己，首先自己要接受自己不可改變

的缺點，發掘與發揮自己潛在的優點，這樣你就可以發現自己一直以來都是有價

值的。

適度的開放自己

如果你總是小心謹慎地防衛別人，害怕在人前暴露了自己的缺點，而遭受別

人的唾棄，不敢面對和接受自己的缺點，自我封閉，偽裝自己。我們應該承認自

己的過失，表現真實的自己，放棄偽裝，坦承地開放自己，接受自己的缺點。

保持愉快的心境

任何人都喜歡與態度平和，心情開朗的人交談。人難免都會有負面的情緒，

但我們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們的負面情緒大多數都是由我們自己製造出

來的，當我們能做到容忍、體諒和寬恕他人，我們就可以擁有愉快的心境。

時常關心別人

要別人怎樣對待自己，首先自己要怎樣去對待別人。你想讓別人認識自己、

對自己感興趣，就必須要用真摯的心去關懷別人，讓對方感受到自己是出自好意

的，打開對方內心的枷鎖。

給予由衷的讚美

給予別人發自內心的讚美，往往就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每個人都喜歡聽到

讚美的話，特別是出自別人內心的讚美，因為這些讚美的說話就是別人對自己的

肯定，這樣就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

待人謙和有禮

待人有禮和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十分重要的基本條件。不良的人際關係住

住是由於自己的自大，不懂尊重別人，不肯接受別人的意見或勸告，會使人疏遠

自己，令自己的人際關係變差，所以與人相處時的態度應該謙虛而自然。

曾時宜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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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

 暸解本澳中學生的人際溝通現況

 暸解本澳中學生的人際溝通技巧

 比較在不同背景的中學生在人際溝通現況上的差異

 比較在不同背景的中學生在人際溝通技巧上的差異

 探討本澳中學生人際溝通技巧對人際溝通現況的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進行分析、並提出建議

(二) 研究假設

本次研究的假設：

 雙性學校學生的溝通現況會比單性學校學生好

 雙性學校學生的溝通技巧會比單性學校學生好

 女性的溝通現況會比男性好

 女性的溝通技巧會比男性好

 雙親家庭的溝通現況會比其他家庭類型好

 雙親家庭的溝通技巧會比其他家庭類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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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架構圖

(四) 研究範圍與方法

1.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主要以位於澳門半島區就讀的（日間部）高中及初中學生為主要的

研究對象。由於要比較不同的變項，為了避免比例相差過大，難以進行分析，所

以本研究針對一定數量的單性別學校和雙性別學校的學生進行資料搜集，更深入

研究不同背景類型的青少年其人際溝通現況。

2. 抽樣方法

本次研究是採用非概率抽樣的滾雪球和便利取樣方式進行抽樣，為了配合澳

門學校的分佈和實際類型，我們把問卷交到相熟（女校）朋友手上，讓她們在她

們的學校幫助派發，取得 50份問卷。而我們在慈幼中學（男校）校外進行了街

頭問卷形式抽樣。我們找了相熟的老師幫我們在校內（分別由初一至高三級別）

每級別找出 5個男生和 5女生為研究對象完成問卷，我們在這取得 60份問卷。

另外，我們分別在水坑尾及高士德這兩個人流熱點以街頭問卷調查形式進行

抽樣，取得 149份問卷。

總共派出 309份問卷。經核實，其中有效問卷為 300 份（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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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據分析

問卷收回後，並將問卷數據輸入電腦，再運用電腦軟件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進行數據分析。

4.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了「量化」研究的方式進行。問卷分為四部分，包括：

一、基本資料 共 8條問題，主要了解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二、社交現況 共 15條問題，主要了解受訪者與朋輩和與異性的社交現況和

社交方法。（以 1至 4分的計分方式，分數越高，社交現況越

正向）

三、社交技巧 共 31條問題，主要了解受訪者與朋輩和與異性的社交技巧程

度，並作出評分。（包括一般社交和異性社交技巧，以 1至 4

分的計分方式，分數越高，社交現況越正向）

四、意見 共 1條問題，收集受訪者對於『如何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

的看法，總括所有看法作為本次研究為『提高溝通能力』所

提供的建議。

全卷總共 55條問題。

5. 研究限制

1. 採用非概率抽樣

由於時間及資金限制，我們不能夠利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去派發問卷，所以我

們只能夠採用滾雪球的方法去派發問卷，因此所得到的資料其代表性有限制，因

此推論至母群體須多加注意。

2. 沒有使用相關的量表

在設計問卷時，我們找不到一份符合研究方向的人際溝通量表，所以只參考

了少部份測量人際溝通的量表，再結合我們自己設計的問題加以修正。問卷沒有

進行信度分析，可能影響資料的可靠性，所以須多加注意。

3. 缺乏相關的文獻

在做研究報告的文獻搜集期間，我們的文獻只參考了華人地區的資料，缺乏

國外地區的資料文獻。故希望往後的研究可以參考更多相關國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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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受訪者的性別分佈

在300名受訪者中，男性佔46%（138人），女性佔54%（162人）。年齡方面，

受訪者年齡最大的是20歲，而年齡最小的是12歲，平均年齡是16.1歲，標準差為

1.811。

就讀單性別學校的學生佔總體的39.3%（118人），而就讀雙性別學校的學生

則佔60.7%（182人）。

受訪者家庭類型分佈表

次數 百分比

單親 34 11.3%

雙親 258 86.0%

繼親 8 2.7%

總計 300 100.0%

單親家庭佔11.3％（34人），雙親家庭佔86%（258人），其他家庭類型佔2.7%

（8人）。



12

(一) 本澳中學生的人際溝通現況

1.1.受訪者經常聯絡的朋友數目和假日與朋友外出時數的分佈表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經常聯絡朋友數 298 0 30 6.80 5.698

友人外出時數 299 0 18.0 4.386 3.1530

受訪者中經常聯絡的朋友數的平均值為6.8，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30，標準

差為5.698。

受訪者與友人外出時數的平均值為4.386，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8，標準差

為3.153。

1.2.受訪者最常與友人及異性聊天的方式

與友人聊天的方式 與異性聊天的方式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面對面 73 26.7% 77 26.6%

打電話 9 3.3% 13 4.5%

網上聊天軟件 161 70% 181 62.4%

其他 0 0% 19 6.6%

總計 300 100% 290 100%

受訪者中，最多人最常使用網上聊天軟件來和友人聊天，佔了整體的70%

（161人），其次有26.7%（73人）的受訪者最常面對面聊天。

受訪者中，最多人最常使用網上聊天軟件來和異性友人聊天，佔了整體的

62.4%（181人），其次有26.6%（77人）的受訪者最常面對面聊天。

1.3.受訪者的社交現況分數分佈表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社交現況分數 299 1.20 4.00 2.8575 0.47731

受訪者中，社交現況分數最高為4，最低為1.2，平均值為2.8575，標準差為

0.4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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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受訪者與朋友主要的聊天內容分佈表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有效

娛樂 169 61.7%

學業 47 17.2%

家庭 3 1.1%

人際關係 42 15.3%

其他 13 4.7%

總計 274 100%

遺漏 999 26

總計 300

受訪者中，最多人討論娛樂話題，佔了61.7%，其次是討論學業或人際關係

有關話題，分別佔了17.2%和15.3%。

1.5.受訪者最常結識朋友及異性朋友的地方次數分佈圖

結識朋友 結識異性朋友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學校 255 60% 180 45.68%

活動中心 84 19.76% 108 27.41%

網絡 62 14.59% 64 16.24%

娛樂場所 14 3.3% 19 4.82%

其他 10 2.35% 23 5.83%

總計 425 100% 394 100%

受訪者中，最多人在學校結識新朋友M=60%（255人），其次，在活動中心

和網絡分別為M=19.76%和14.59%（84人和62人）。

受訪者中，最多人在學校結識新異性朋友M=45.68%（180人），其次，在活

動中心和網絡分別為M=27.41%和16.24%（108人和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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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澳中學生的人際溝通技巧

2.1.一般社交技巧分數和異性社交技巧分數的分佈表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偏差

一般社交技巧分數 297 2.12 3.96 2.8264 0.27750

異性社交技巧分數 300 1.60 3.80 2.4947 0.38165

在受訪者中，一般社交技巧和異性社交技巧分數的平均值分別為M=2.8264

和 M=2.4947，最低值分別為 2.12和 1.6，最大值分別為 3.96和 3.8，標準差為 0.2775

和 0.38165。

(三) 不同背景的中學生在人際溝通現況上的差異

3.1.學校類型與一般社交現況的比較獨立系數（T-test）

學校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一般社交現況分數 男/女校 117 2.8906 0.46646
0.961 0.338

男女校 182 2.8363 0.48423

學校類型和社交現況是沒有關係的（t=0.961，p =0.338）。

3.2.性別和一般社交現況的比較獨立系數（T-test）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一般社交現況分數 男 137 2.7723 0.5287
-2.819 0.005**

女 162 2.9296 0.41731

男性和女性的學生在一般社交現況平均分數上有顯著的差異（t= -2.819，

p=0.005），標準差分別為0.5287和0.41731。男性學生的社交現況平均分數是

M=2.7723，女性學生的社交現況平均分數是M=2.9296，即女性學生的社交現況比

男性學生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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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教育程度與一般社交現況的比較獨立系數（T-test）

年級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一般社交現況分數 初中生 117 2.8393 0.42931
-0.528 0.598

高中生 182 2.8692 0.50657

教育程度與一般的社交現況是沒有關係的（t=-0.528，p =0.598）。

3.4.年齡和一般社交現況的比較（相關）

社交現況平均分數

年齡 皮爾森（Pearson）

相關
-0.005

顯著性（雙尾） 0.934

N 299

年齡和一般的社交現況是沒有關係的（p =0.934，r=-0.005）。

3.5.（假設）雙親家庭的溝通現況會比其他家庭類型好

家庭類型和社交現況平均分數沒有顯著關係（p=0.693），即家庭的類型與

社交現況是沒有關係的。

3.6.學校類型和對於異性人際關係的滿意程度的比較獨立系數（T-test）

學校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滿意異性人際關係 單性學校 118 3.07 0.770
-3.119 0.002**

雙性學校 182 3.36 0.807

單性別學校的學生和雙性別學校的學生對自己的異性人際關係的滿意程度

上有顯著差（t= -3.119，p=0.002）。單性別學校的學生對異性人際關係滿恴程度

M=3.07，雙性別學校的學生對異性人際關係滿恴程度M=3.36，即雙性別學校的學

生較單性別學校的學生滿意自己的異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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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性別和受同學排擠的程度的比較獨立系數（T-test）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被同學排擠的程度
男 138 2.98 0.932

-4.083 0.000***
女 162 3.36 0.703

男性和女性在受同學排擠的程度上有顯著的關係（t=-4.-83，p<0.001），男

性受同學排擠的程度M=2.98，女性受同學排擠的程度M=3.36，即男性較女性容易

受到同學排擠。

3.8.學校類型與異性溝通的頻率的獨立系數（T-test）

學校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異性溝通的頻率
男/女校 118 2.61 0.740

6.591 0.000***
男女校 182 2.03 0.743

單性別學校和雙性別學校的學生在和異性溝通的頻率上有顯著差異（t=6.591，

p<0.001）。單性別學校的學生的異性溝通的頻率是M=2.61，雙性別學校的學生

的異性溝通的頻率是M=2.03，即單性別學校的學生比雙性別學校的學生與異性

溝通的頻率較少。

3.9.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認識異性朋友的地方

單性學校的學生主要認識新異性朋友的地方為活動中心（42.66%），其次，

他們會在社交網絡上結交新朋友（25.17%），而雙性學校的學生主要在學校結識

新異性朋友（64.54%），其次，他們會在活動中心結識新異識朋友（18.72%）。

男/女校 男女校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學校 18 12.59% 162 64.54%

活動中心 61 42.66% 47 18.72%

社交網絡 36 25.17% 28 11.15%

娛樂場所 9 6.29% 10 3.40%

其他 19 13.29% 4 1.59%

總計 143 100% 2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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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背景的中學生在人際溝通技巧上的差異

4.1.女性的溝通技巧會比男性好

男性和女性的社交現巧平均分數上沒有顯著差異（t= -1.561，p=0.120），即性

別與社交技巧是沒有關係的。

4.2.性別與異性技巧的獨立系數（T-test）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異性技巧平均分數 男 138 2.4261 0.40783
-2.908 0.004**

女 162 2.5531 0.34859

男性和女性的異性溝通技巧平均分數上有顯著差異（t= -2.908，p=0.004）。

男性學生的異性技巧平均分數是M=2.4261，女性的異性技巧平均分數是M=2.5531，

即女性的異性溝通技巧比男性好。

4.3.教育程度與異性社交技巧的獨立系數（T-test）

年級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異性技巧平均分數 初中生 118 2.4288 0.36259
-2.426 0.016*

高中生 182 2.5374 0.38855

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異性溝通技巧平均分數上有顯著差異（t= -2.426，p =0.16）。

初中學生的異性技巧平均分數是M=2.4288，高中生的異性技巧平均分數是

M=2.5374，即高中生的異性溝通技巧較初中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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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受訪者其學校類型與異性溝通情況的獨立系數（T-test）

雙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相處時會單性學校的學生自在，單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

相處時會較雙性學校的學生尷尬、緊張和謹慎，也會較常避免眼神交流。

學校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與異性溝通時會

尷尬的程度

男/女校 118 2.56 0.746
3.280 0.001***

男女校 182 2.27 0.750

在有異性環境下

會緊張的程度

男/女校 118 2.54 0.724
2.415 0.016*

男女校 182 2.33 0.759

與異性溝通時表

現得謹慎的程度

男/女校 118 2.78 0.668
4.128 0.000***

男女校 182 2.44 0.739

與異性溝通時會

避免眼神交流

男/女校 118 2.46 0.758
2.196 0.029*

男女校 182 2.25 0.809

單性學校的學生和雙性學校的學生在異性溝通尷尬程度上有顯著差異（t=

3.280 p=0.001）。單性學校的學生的異性溝通尷尬程度是M=2.56，雙性學校的學

生的異性溝通尷尬程度是M=2.27，即單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會表現得較尷

尬。

單性學校的學生和雙性學校的學生在有異性環境下緊張的程度上有顯著差

異（t= 2.415 p=0.016）。單性學校的學生在有異性的環境下緊張程度是M=2.54，

雙性學校的學生在有異性的環境下緊張程度是M=2.33，即單性學校的學生在有異

性的環境下，會比較緊張。

單性學校的學生和雙性學校的學生在與異性溝通時會表現得謹慎的程度上

有顯著差異（t= 4.128 p<0.001）。單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表現得謹慎的程

度是M=2.78，雙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表現得謹慎的程度是M=2.44，即單性

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會表現得較謹慎。

單性學校的學生和雙性學校的學生在與異性溝通時會避免眼神交流上有顯

著差異（t= 2.196 p=0.029）。單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會避免眼神交流的程

度是M=2.46，雙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會避免眼神交流的程度是M=2.25，即

單性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會較常避免眼神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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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與異性溝通的頻率和異性技巧分數的比較（相關）

與異性溝通的頻率1

異性技巧平均分數 皮爾森（Pearson）

相關
-0.303**

顯著性（雙尾） 0.000

N 300

根據問卷設計，與異性溝通的頻率選項1為總是，4為從不。

異性技巧平均分數與異性溝通的頻率有顯著負相關（p<0.001，

r= -0.303），即異性溝通的技巧較高，就越常與異性溝通。

4.6.年齡同社交技巧的比較（相關）

社交技巧平均分數

年齡 皮爾森（Pearson）

相關
-0.022

顯著性（雙尾） 0.705

N 297

學生的年齡與社交技巧是沒有關係的（p=0.705）。

4.7. 性別與社交技巧的比較獨立系數（T-test）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社交技巧平均分數 男 136 2.7991 0.26700
-1.561 0.120

女 161 2.8494 0.28487

性別與社交技巧是沒有關係的（t=-1.561，p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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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性別和社交技巧的比較獨立系數（T-test）

性別 N 平均數 標準偏差 T 顯著性（雙尾）

與人交談壓力
男 138 2.21 0.699

2.484 0.014*
女 162 2.02 0.625

避免眼神交流
男 138 2.27 0.750

2.946 0.003**
女 162 2.02 0.709

溝通不暢而焦慮
男 138 2.44 0.745

2.083 0.038*
女 162 2.27 0.721

矛盾時主動道歉
男 138 2.86 0.618

2.134 0.034*
女 162 2.70 0.668

困難失落友人傾訴
男 138 2.74 0.748

-3.443 0.001**
女 162 3.03 0.717

異性溝通尷尬
男 138 2.54 0.793

3.394 0.001**
女 162 2.25 0.705

謹慎
男 138 2.77 0.697

4.404 0.000***
女 162 2.41 0.718

避免異性眼神交流
男 138 2.46 0.812

2.651 0.008**
女 162 2.22 0.764

內容較開放
男 138 3.18 0.707

2.399 0.017*
女 162 2.99 0.687

異性環境下緊張
男 138 2.60 0.815

4.036 0.000***
女 162 2.25 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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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和與別人交談時會有壓力有顯著的關係（T=2.484，p =0.014），男性M=2.21

女性M=2.02，即男性在與別人交談時較女性常感到有壓力。

性別和與別人交談時避免眼神交流上有顯著的關係（T=2.946，p =0.003），

男性M=2.27女性M=2.02，即男性在與別人交談時較女性常避免眼神交流。

性別和溝通不暢時會感到焦慮上有顯著的關係（T=2.083，p =0.038），男性

M=2.44女性M=2.27，即男性在與較常因為溝通不暢而感到焦慮。

性別和有矛盾時會主動道歉有顯著關係（T=2.134，p =0.034），男性M=2.86，

女性M=2.7，即男性在有矛盾時會較常主動道歉。

性別和失落時會找友人傾訴上有顯著關係（T=-3.443，p =0.001），男性M=2.74，

女性M=3.03，即女性在失落時時會較常找友人傾訴。

性別和與異性溝通會尷尬上有顯著關係（T=3.394，p =0.034），男性M=2.54，

女性M=2.25，即男性與異性溝通會較尷尬。

性別和與異性溝通時會較謹慎上有顯著關係（T=4.404，p <0.001），男性M=2.77，

女性M=2.41，即男性在與異性溝通時會較女性謹慎。

性別和與避免與異性的眼神交流有顯著關係（T=2.651，p =0.008），男性2.46，

女性M=2.22，即男性較常避免與異性眼神交流。

性別和覺得與同性交談的內容較開放上有顯著關係（T=2.399，p =0.017），

男性M=3.18，女性M=2.99，即男性會比女性更認同和異性聊天的內容會較不開放。

性別和在有異性的環境下會緊張上有顯著關係（T=4.036，p <0.001），男性

M=2.6，女性M=2.25，即男性在有異性的環境下會較女性感到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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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經常聯絡的朋友數和社交技巧的比較（相關）

經常聯絡朋友數

社交技巧分數 皮爾森（Pearson）相

關
0.217**

顯著性（雙尾） 0.000

N 296

經常聯絡的朋友數和社交技巧上有顯著的關係（p <0.001，r=0.217），即經

常聯絡的朋友數越多，社交技巧就越高。

4.10.（假設）雙親家庭的溝通技巧會比其他家庭類型好

家庭類型與社交技巧是沒有顯著關係的（p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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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澳中學生人際溝通技巧對人際溝通現況的影響

5.1.社交現況和社交技巧的比較(相關)

社交技巧平均分數

社交現況平均分數 皮爾森（Pearson）相

關
0.523**

顯著性（雙尾） 0.000

N 297

社交現況和社交技巧之間有顯著的關係（p <0.001，r=0.523），即社交技巧

越高，社交現況越好。

(六) 受訪者的意見分析

6.1. 受訪者的意見

次數 百分比

增加自信 146 60.6%

學習更多技能 31 12.9%

社交網絡 3 1.2%

課外活動 56 23.2%

多外出 5 2.1%

總計 241 100%

遺漏值 59

總數 300

受訪者普遍認為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的方法是增加自己的自信，其次，人們

認為多參加課外活動和學習更多的技能、知識（例如多讀書和多了解時事）可以

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還有少部份的人認為要多外出和使用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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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一) 整體青少年的溝通現況

 澳門中學生的社交現況

綜合本次研究後，我們發現澳門的中學生在 1至 4分的社交現況分數中最大

值為 4，最小值為 1.2，即有部分中學生社交現況十分良好，而亦有人的社交現

況十分差。

 青少年經常的朋友數和與朋友一同外出的時數

從本次研究顯示，青少年朋友數的平均數為 6.8，我們發現有一定數量的人

是沒有經常聯絡的朋友。青少年平均在假日與朋友外出的時數也有人是 0小時。

 澳門中學生偏向使用網上聊天軟件，最常話題為娛樂方面

大部分受訪者會使用網上的聊天軟件來進行一般的社交聊天或異性聊天(一

般的社交佔 70%，異性的社交佔 62.4%)，其次面對面聊天第二常用的聊天方式。

最多人討論娛樂話題(56.3%)，其次是討論有關學業或人際關係的話題，分別佔了

15.7%和 14%。

 澳門中學生最常交友的地方為學校

受訪者中，最多人在學校結識新朋友M=60%(255人)，其次，在活動中心和

網絡分別為M=19.76%和14.59%(84人和62人)。

 澳門中學生最常結識異性朋友的地方為學校

受訪者中，最多人在學校結識新異性朋友M=45.68%(180人)，其次，在活動

中心和網絡分別為M=27.41%和16.24%(108人和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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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結青少年在各變項上的差異

 雙性別學校學生的異性社交現況會比單性別學校學生好

從本次研究顯示，雙性別學校的學生和單性別學校的學生的人際溝通現況沒

有顯著的關係，而雙性別學校的學生通常比單性別學校的學生滿意自己的異性人

際關係。

 雙性別學校學生的異性社交技巧會比單性別學校學生好

從本次研究顯示，學校的類型與社交的技巧沒有顯著的關係，而雙性別學校

的學生與異性溝通的機會較多，所以雙性別學校的學生與異性溝通時較單性別學

校的學生少感到尷尬和緊張，而單性別學校與異性溝通時會較常表現得謹慎和避

免眼神交流。

 女性學生的社交現況會比男性學生好

從本次研究顯示，女性的溝通現況會比男性好，而且女性比男性較少受到朋

友的排擠。

 女性學生的異性社交技巧會比男性學生好

從研究顯示性別與社交技巧沒有顯著關係，但是男性和女性在部份的溝通技巧上有

分別，女性在與人溝通時會較為自在，她們在與人溝通時較少會感到有壓力和尷尬，較

少避免眼神交流，在溝通不暢時亦較少感到焦慮，遇到困難時也會較男性常找朋友傾訴，

而男性在溝通時會較女性謹慎，當與朋友有矛盾時會較常主動去道歉。

 女性異性社交技巧比男性好

從研究顯示，女性的異性溝通技巧比男性好。

 社交技巧越高，社交現況越好

從研究顯示，青少年社交技巧越高，社交現況越好。

 與異性溝通的頻率越高，異性社交技巧越好

從本次研究顯示，越常與異性溝通，異性社交技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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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性別學校與單性別學校的學生認識異性朋友的地方不同

雙性別學校主要認識異性朋友的地方為學校，而單性別學校因為學校較少機

會認識異性，而且從本次研究顯示，少部份單性別學校的學生是從來沒有結識過

異性的朋友。單性別學校的學生主要認識新異性朋友的地方為活動中心，其次，

他們會在社交網絡上結交新朋友，而雙性別學校的學生主要在學校結識新異性朋

友，其次，他們會在活動中心結識新異識朋友。單性別學校較常在網上結識異性

朋友。

 高中生的異性社交技巧比初中生好

從本次研究發現，高中生的異性社交技巧比初中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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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1. 多主動與異性聊天

從本次研究發現本澳青少年的異性溝通技巧比一般社交技巧低，本次研究亦

顯示與異性溝通頻率越高，異性溝通技巧越好。由此可見，多與別人溝通有助提

高青少年的異性溝通技巧。所以我們建議青少年應多主動與異性聊天以增加自己

的異性溝通技巧。

2. 多參與校外活動

從我們收集回來的受訪者的意見，經整合後，大部分的受訪亦認為要多主動

和別人交談，以增加自己的自信，所以青少年想加強自己的溝通能力，可以嘗試

多和別人聊天。而從本次的研究中顯示，朋友數越多，社交技巧便越高。因此青

少年應多參與校外活動以增加自己接觸不同的人，增加自己的朋友數和自己的溝

通技巧，能有效改善自己的社交現況和社交技巧。

3. 男性更需要提升社交技巧，應主動提高社交技巧

從研究發現，女性的社交現況和技巧普遍比男性好，建議男性青少年可多嘗

試擴大自己的社交圈子，認識自己的缺點，透過參與群體活動等透徑，或開拓網

絡遊戲外的興趣，從而提升社交技巧。

4. 學校應該多舉辦和提供不同的課外活動

學校應該向學生提供和舉辦更多不同的活動，增加學生的社交技巧。單性別

學校的學生較少機會與異性聊天，從本次研究顯示，單性別學校在部分的異性溝

通技巧上比雙性別學校差(如與異性溝通時會較常感到尷尬和緊張等)，學校可向

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除此之外，亦可鼓勵學生團體舉辦聯校間的活動，促

進學生與人溝通機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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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建議外，是次研究亦透過問卷收集受訪者對提升溝通能力和技

巧的建議，詳細如下：

1. 增強自己的自信

有 60.6%的受訪者認為要大膽和主動，多和別人聊天，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和

溝通技巧。

2. 多參加活動

有 23.2%的受訪者認為要多參加不同的活動，認識不同類型的人，參加活動

亦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識，能有助改善溝通技巧。

3. 學習和擴充自己的知識和技能

有 12.9%的受訪者認為要學習不同的知識，多閱讀，增加話題，亦有人認為

要增加自己的言語能力，提高自己的溝通技巧。

4. 多和朋友外出、多用社交網絡

有小部份的受訪者認為要多與朋友外出，不應過份依賴網上的聊天軟件。亦

有人認為要多用社交網絡，從交友軟件中結識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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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問卷編號 :

本澳青少年人際溝通問卷調查

親愛的同學:

您好！我們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共鑽研創明天」的調查員，這是一份有關

「本澳青少年人際溝通技巧與現況」的問卷調查，希望藉由您的觀點，幫我們進行分

析研究。此問卷是以不記名的形式進行，所有數據只用於統計分析，在統計後我們會

把所有資料銷毀。衷心感謝你的參與！

聯絡人 : 蕭小姐 28556818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 男 □ 女

2. 年齡:歲

3. 學校: □ 男 / 女校 □ 男女校

4. 就讀年級: □ 初一 □ 初二 □ 初三

□ 高一 □ 高二 □ 高三

5. 家庭類型 : □ 單親 □ 雙親 □ 繼親 □ 隔代照顧□其他 :

6. 同住家庭成員: □ 父親 □ 母親 □ 哥哥/弟弟 □ 姐姐/妹妹

□ 爺爺/嫲嫲□ 公公/婆婆□ 親戚 □ 其他:

7. 兄弟姐妹人數（包括自己）:

8. 兄弟姐妹中，您的排行是:

二、社交現況

1. 你現時約有多少位經常聯絡的朋友？位

2. 你在假日中平均會花多少時間與友人外出？小時

3. 你最常會怎樣和友人進行聊天？

□面對面 □ 打電話

(以電話號碼撥號方式)

□網上聊天軟件

(如：Facebook , Wechat)

□其他:

4. 你與朋友聊天的內容主要是什麼？

□娛樂 □學業 □ 家庭 □人際關係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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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異/同性相處)

5. 你通常從哪裡結識新認識新朋友？(可選 2個選項)

□學校 □ 活動中心 □社交網絡 □ 娛樂休閒場所

(書店、戲院)

□其他 :

6. 你會主動結識新朋友。

□ 總是 □ 偶爾 □ 很少 □從不

7. 你有參與校外活動結識新朋友。

□ 總是 □ 偶爾 □ 很少 □從不

8. 你在團體活動中融入團體會感到困難。

□ 總是 □ 偶爾 □ 很少 □從不

9. 你在團體活動時，你會感到自己被孤立。

□ 總是 □ 偶爾 □ 很少 □從不

10. 你曾被朋友或同學排擠。

□ 總是 □ 偶爾 □ 很少 □從不

11. 你滿意現時的人際關係嗎？

□ 非常不滿意 □ 不滿意 □ 普通 □滿意 □ 非常滿意

12. 你有多常和異性溝通？

□ 總是 □ 偶爾 □ 很少 □從不

13. 你最常會怎樣和異性進行聊天？

□面對面 □ 打電話

(以電話號碼撥號方式)

□網上聊天軟件

(如：Facebook , Wechat)

□其他:

14. 你從哪裡結識新的異性朋友？(可選 2個選項)

□學校 □ 活動中心 □社交網絡 □ 娛樂休閒場所

(書店、戲院)

□其他 :

15. 你滿意現時與異性的人際關係嗎？

□ 非常不滿

意

□ 不滿意 □ 普通 □滿意 □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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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交技巧

以下是關於您社交時的情況描述，按您的個人感受和想法，在適當的空格上打勾

以表達您的同意程度。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1. 我喜歡與不同的人交談 □ □ □ □

2. 我喜歡與不同的人合作 □ □ □ □

3. 我時常不敢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意見 □ □ □ □

4. 和別人相處時，我會謹慎地約束自己的言

行

□ □ □ □

5. 在課堂或會議上發言，我會擔心自己被批

評

□ □ □ □

6. 在課堂或會議上發言，我會感到十分緊張 □ □ □ □

7. 我在與別人交談時，我會感到有壓力 □ □ □ □

8. 我在與別人交談時，我的心情總是感到尷

尬
□ □ □ □

9. 我在與別人交談時，我會避免與別人有眼

神交流
□ □ □ □

10. 別人表露幽默時(如：說笑話)，我會做出適

當的反應
□ □ □ □

11. 我會因為溝通不暢而引起焦慮 □ □ □ □

12. 我會害怕與別人單獨相處 □ □ □ □

13. 我會嘗試結交一些新朋友 □ □ □ □

14. 我會主動尋找話題與別人聊天 □ □ □ □

15. 我會主動約友人外出 □ □ □ □

16. 我會主動約同學外出溫習 □ □ □ □

17. 我會主動邀請同學一起參加校外活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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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18. 當我知道朋友有困難，我會主動幫助他 □ □ □ □

19. 當課堂上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向老師發

問
□ □ □ □

20. 在談話沒有話題時，我會主動尋找新的話

題
□ □ □ □

21. 當和別人有誤會時，我會主動解釋 □ □ □ □

22. 當和友人出現矛盾時，我會主動道歉 □ □ □ □

23. 當和友人冷戰時，我會主動和友人和好 □ □ □ □

24. 當有人對我有負面評論時，我會樂觀接受 □ □ □ □

25. 當我有困難或失落時，我會找友人傾訴 □ □ □ □

26. 與異性溝通時我會表現得尷尬 □ □ □ □

27. 與異性溝通時我會表現得謹慎 □ □ □ □

28. 與異性溝通時我會避免眼神交流 □ □ □ □

29. 我認為與同性溝通會比與異性溝通更輕鬆 □ □ □ □

30. 我認為與同性溝通的內容會比與異性溝通

的內容更開放
□ □ □ □

31. 在有異性的環境下，我會比較緊張 □ □ □ □

四、意見

你認為怎樣做才能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