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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門近年來的霸凌狀況越趨嚴重，在各個社交媒體都能看到霸

凌新聞的消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佈了 2015
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專題報告。其中的校園霸凌

部分顯示中國香港和澳門地區都在霸凌受害程度較深地區的前列，都

高於 PISA各國平均值 19，澳門為 27，可見澳門的校園霸凌情況十分
嚴重。 
 
被霸凌的青少年比一般的青少年更易傾向低自尊，且易感覺沮喪、孤

獨、焦慮、不安全感，孤獨的感覺通常在霸凌結束之後還是會持續，

並非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才比較容易被霸凌，而是霸凌的情形使青少

年產生了情緒的困擾。 
 
這次研究是對本澳的日間課程中學生以滾雪球的方式進行抽樣。共

265份為有效問卷，並利用統計軟件 SPSS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 
 
研究結果指出： 
• 遭受過校園霸凌對澳門中學生的生理和心理影響及憂鬱程度呈顯
著相關； 

• 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性別和憂鬱程度並無呈現相關性。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學校、老師、個人、家長、社會五方面的具體

建議，以供學校或政府依據。 
 
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研究了解到澳門中學生受到校園霸凌後的心

理和生理變化，同時，我們也希望能通過這研究，能喚起社會大眾對

校園霸凌的關注。 

研究架構圖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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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言 
著電子產品及社交網絡的迅速發展及普及，相比起以往，現

今的青少年能夠輕易接觸到負面資訊。不論是色情或暴力等

方面。這些不良資訊往往對本澳中學生造成負面影響。而基

於沉重的學習壓力，本澳中學生亦較難找到合適的方法發洩壓力及情

緒。因此，基於以上因素，近年本澳社會發生多宗學生在校園被人以

惡言恐嚇侮辱，甚至被肢體侵犯的嚴重霸凌事件。而這些事件往往會

到令受害者出現嚴重的身心影響，引起社會人士嘩然。 
 
根據香港遊樂場協會、澳門街坊總會合辦的“港澳青少年欺凌行為調

查（2008）發現”，欺凌者與被欺凌者之間有著一定的相關性。也就
是說，青少年曾被別人以某種方式欺凌過，有很大機會以同樣的方式

欺凌別人，可見“欺凌” 和“被欺凌”之間有惡性循環關係。因此，
主辦單位認為，如能幫助青少年減少出現欺凌行為，將有助減低惡性

循環的影響。尤其是媒體如能減少渲染暴力行為，將可大大減少兒童

及青少年模仿及學習欺凌行為的機會。受霸凌者通常具有：體型瘦弱、

有特殊外表，而成為同儕霸凌的對象。他們的自信心與情緒受到傷害， 
進而影響到學習，造成學業退步，嚴重的話，還會造成逃學、輟學或

自殘等行為（吳清山、林天祐，2005；吳若女，2005）。 
 
根據PISA 2015報告列出，澳門學生被欺凌指數是53個國家或地區中
的排第4位，首3位分別是拉脫維亞、新西蘭及新加坡，香港排第16位，
中國內地排第29位，最低的是韓國、土耳其及黑山。 其中，澳門
27.3%學生報告被「任何形式的欺凌」（全球平均值為18.7%）；
19.9%學生指被同學取笑（全球平均值為10.9%）；6.2%學生指受其
他學生威脅（全球平均值為3.7%）；4.2%學生指被人打或推撞（全
球平均值為4.3%）。 
 
因此我們希望能藉著研究中學生的霸凌情況，了解受訪者被霸凌的心

理及生理影響。引起大眾對校園霸凌的關注，使澳門社會深入瞭解這

刻不容緩的議題，並且採取相關措施和行動。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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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3.1 澳門中學生的定義 
• 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身分證就讀於澳門政府認可的全日制中學
之學生。 

 
3.2 校園霸凌的定義 
• 根據 Dan Olweus (1993)，校園霸凌的定義為一個學生長時間、
重複地被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生的負面行動中，並進行欺負、

騷擾，或被鎖定成為出氣筒的情形，即為霸凌。可見霸凌是一

種有意圖的攻擊性行為，通常會發生再力量(生理力量、社交力
量等)不對稱的學生間。霸凌並非為偶發事件，而是 指長期性，
且多次發生的事件。通常被霸凌的學生，會重覆發生，並不只

一次地被欺負。  
 
3.3心理健康的定義 
• 心理健康指個體心理在本身及環境條件許可範圍內，所能達到
的最佳功能狀態，而不是指絕對的十全十美。（叢中，2010） 

 
3.4生理影響的定義 
• 校園霸凌會導致焦慮症、較差的整體健康（Wolke and Lereya，

2015）焦慮的症狀有重有輕，也有形式不一樣的表現，常見如
顫抖、肌肉緊繃、坐立不安、戰戰兢兢、易受驚嚇、煩躁、心

悸、胸悶、冒冷汗、口乾及頭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活調

適愛心會，2014） 
• 頭痛，肌肉痠痛，消化系統不適，體重明顯改變，提高患上心
臟病的機率，改變免疫系統的運作（Morri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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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抑鬱對青少年的影響 
• 抑鬱症對青少年的影響，從情緒方面來說，青少年會容易情緒
低落以及緊張，不時會突然感到暴躁，焦慮和無助，嚴重的更

會導致青少年患有自殺傾向、變得孤僻、不願參與活動更加會

缺乏活力等。（《時間管理》，1996） 
 

3.6 霸凌對青少年的身體影響 
• 霸凌會令青少年容易疲倦、食慾不振或飲食過量，嚴重的更會
出現體重下降或增加、睡眠困擾和性慾減低。以及出現多種原

因不明的身體不適，如頭痛、腸胃失調、慢性疼痛。 
  

3.7 澳門中學生的校園霸凌情況  
•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高度重視校園欺凌問題，自 2018 年成立跨部
門工作小組，亦在校園內成立教師、駐校社工及危機管理等三

個小組，並且要求推出一些預防措施。教青局冀做到校園零欺

凌、並對校園欺凌零容忍（江毅列，2019）。 
 

四、研究目的 
Ø 根據研究（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9）指出，情緒的困擾
會影響到成年期，並導致其低自尊與沮喪的可能性。澳洲的學者

研究亦證實：被霸凌與發展自殺念頭是具有關聯的，並且在挪威、

日本、美國等各國都陸續傳出長期受欺凌的學童自殺事件。 
 
Ø 一直以來澳門都極重視校園霸凌狀況，為了更清楚了解本澳青少
年受到霸凌的情況，繼而探討霸凌澳門中學生的身心影響，本研

究希望藉著探討霸凌對中學生的身心影響來喚醒大眾對校園霸凌

的關注。 
 

五、研究方法 
5.1 研究對象 
• 2018-2019年度就讀本澳中學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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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問卷設計 
• 本次研究以質化及量化同時進行，問卷分為五個部分，包括受
訪者個人資料，受訪者對校園霸凌的了解，對身心壓力的測

試，以及對憂鬱症的檢測，共 31 題。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目的是了解受訪者性別和就讀年級。 

第二部分：校園霸凌的

現況 
掌握受訪者對目前澳門校園霸凌現況的了解，並調

查受訪者是否遭受過霸凌。 

第三部分：情緒感受壓

力的測試 
Ø 選用台灣精神健康基金會心身壓力反應量表中
的情緒感受部分 

Ø 計分方法：以 8題的得分總和除以 8乘以 20後
所得的結果來檢測 

總得分<40分 情緒感受壓力呈現低度反應 
總得分 40-80分 情緒感受壓力呈現中度反應 
總得分≥80分 情緒感受壓力呈現高度反應 

 

第四部分：身體上不適

壓力反應的測試 
 
 
 
 
 
 
 

Ø 選用台灣精神健康基金會心身壓力反應量表中
的身體上不適壓力部分 

Ø 計分方法：以 8題的得分總和除以 8乘以 20後
所得的結果來檢測 

總得分<40分 身體上不舒壓力呈現低度反應 
總得分 40-80分 身體上不舒壓力呈現中度反應 
總得分≥80分 身體上不舒壓力呈現高度反應 

 

第五部分：憂鬱症檢測 
 
 
 
 
 
 
 

Ø 選用台灣新佑泉診所制定的<憂鬱症篩檢量表>
來測試受訪者是否有憂鬱症的可能。 

Ø 計分方法： 
0-8分 未達臨床憂鬱症的標準 
9-14分 已有憂鬱症癥兆 
15分 已達到憂鬱症的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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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抽樣方法 
• 本次研究主要運用了滾雪球抽樣方式進行。在陳瑞祺永援中學、
慈幼中學、聖羅撒女子中學、嘉諾撒聖心中學、教業中學、化

地瑪女子中學等收取問卷樣本，派出了 285份，最終收回 272份，
經檢查後，265份為有效問卷，7份為無效問卷。 

 
5.4 研究假設 

1. 曾被霸凌的中學生中，女中學生比男中學生的被霸凌次數多。 
2. 一年內被霸凌的次數越多，情緒上所感受到的憂鬱程度更高。 
3. 一年內被霸凌的次數越多，所受到的生理影響會越嚴重。 
4. 一年內曾遭受霸凌的中學生，比沒有遭到霸凌的中學生，生理
影響會更高。 

5. 一年內被霸凌的次數越高，憂鬱程度越高。 
6. 一年之內曾受校園霸凌的中學生，比沒有受到霸凌的中學生，
情緒上所受到的壓力程度會更高。 

 
5.5  後續研究及限制 

1. 滾雪球的問卷採集方式容易出現情況相近的問卷及受訪者多數
出自相近背景，導致調查結果不夠廣泛性及結果單一。 

2. 由於研究題目較為敏感，不能確定受訪者把真實情況反映出
來。 

3. 受訪者的年級分佈不夠平均，不能代表整體中學生的情況。後
續之研究可利用隨機抽樣方式收集問卷，令到問卷樣本更具代

表性，從而更能反映校園霸凌對本澳中學生的心理和生理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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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 
6.1個人資料 
6.1.1受訪者性別之個數分配表（N=265） 

表 1 (i) 
 
• 據表 1顯示，265受訪者中有 112名為男性，佔 42.26%, 其餘 153
為女性受訪者，佔 57.74%   

 
 
6.1.2 受訪者年級之個數分配表（N=265） 

年級 數量 有效百分比 
初一 18 6.8 
初二 36 13.6 
初三 63 23.8 
高一 100 37.7 
高二 30 11.3 
高三 18 6.8 
總計 265 100 

表 1 (ii) 
 
• 據表 1(ii)顯示，265 名受訪者中，初一的受訪者人數為 18 名，
佔其中的 6.8% ；初二的受訪者人數為 36名，佔 13.6% 。初三
的受訪者人數為 63名，佔 23.8% ；高一的受訪者人數為 100名，
佔 37.7% 。高二的受訪者人數為 30名，佔 11.3% 。高三的受訪
者人數為 18名，佔 6.8%。 

  

性別 數量 百分比 
男生 112 42.26% 
女生 153 57.74% 



 10 

6.2 本澳校園霸凌 
6.2.1 受訪者認為本澳當下校園霸凌的常見程度 

 人數 有效百分比 
十分常見 14 5.3 
比較常見 96 36.2 
不太常見 131 49.4 
不常見 24 9.1 
總計 265 100 

表 2(i) 
 

表 2(ii) 
 
• 據表 2 顯示，受訪者中認為本澳校園霸凌情況十分常見的人為

14人，占了整體的 5.3%認為校園霸凌比較常見的有 96人，占整
體的 36.2% 認為校園霸凌不太常見的有 131人，占整體的 49.4% 
認為校園霸凌不常見的有 24人占整體的 9.1%。在我們的受訪者
當中，大部份人認為校園霸凌的情況不太常見 

  

5% 

36% 

50% 

9% 

本澳校園霸凌情況常見情況

十分常見

比較常見

不太常見

不常見



 11 

 6.2.2受訪者認為本澳當下校園霸凌的嚴重程度 

表 3(i)  

 
表 3(ii)  
 
• 據表 3 顯示，受訪者中認為本澳校園霸凌情況非常嚴重的人為

10人，占了整體的 3.8%；認為校園霸凌比較嚴重的有 79人，占
整體的 29.8%；認為校園霸凌不太嚴重的有 158 人，占整體的
59.4%；認為校園霸凌不嚴重的有 17 人，占整體的 6.4%。在我
們的受訪者當中大部份人認為校園霸凌的情況不太嚴重。 

  

 人數 有效百分比 
非常嚴重 10 3.8 
比較嚴重 79 29.8 
不太嚴重 158 59.6 
不嚴重 18 6.8 
總計 266 100 

4% 

30% 

59% 

7% 

本澳校園霸凌嚴重情況

非常嚴重

比較嚴重

不太嚴重

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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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遭受過霸凌的人數 

表 4(i)  
 
 
 
 

 
表 4(ii)  
 
• 據表 4顯示，在整體的受訪者之中只有 47人表示曾經遭受過霸
凌，占了整體的 17.8%其餘受訪者之中只有 217人表示沒有受過
霸凌。占了整體的 82.2% 

  

47

217

0

50

100

150

200

250

有 沒有

遭受過霸凌的人數

人數

受訪者在一年內遭受過校園霸凌之個數分配表（N=264）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有 47 17.8 
沒有 217 82.2 
總計 2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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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遭受校園霸凌對本澳中學生的影響 
6.3.1 性別與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之相關性 
性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顯著性 
（雙尾） t 

男生 22 2.36 1.866 0.25 
1.147 

女生 25 1.8 1.443 0.258 
表 5 
• 據表 5 顯示，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性別並沒有顯著相關
（t=1.147，n=47，p>0.05），故性別與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並
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6.3.2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憂鬱程度之相關性 
	  	  憂鬱程度 
一年內遭受霸凌的次數

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144 

 顯著性（雙尾） 0.334 
 N 47 

表 6 
• 據表 6 顯示，遭受校園霸凌次數與憂鬱程度並沒有顯著相關
（r=0.144，N=47，p>0.05），故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憂鬱程
度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6.3.3 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與生理影響之相關性 

  生理影響 
一年內遭受 
霸凌的次數是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307* 

 顯著性（雙尾） 0.036 
 N 47 

表 7 
• 據表 7 顯示，遭受校園霸凌的次數越多的人與生理影響並有顯
著相關（r=0.307，N=47，p<0.05），故遭受校園霸凌次數與生
理影響有顯著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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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遭受過校園霸凌與生理影響之相關性 
一年內遭受過 
校園霸凌的人 

N 平均值 標準差 顯著性

（雙尾） 
t 

有 47 60.8 21.322 0.008 
2.666 

沒有 216 50.87 23.516  
表 8  
• 據表 8顯示，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
對生理影響有顯著相關（t=2.666，n=263，p<0.01），故有遭受
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對生理方面有顯著

的影響。 
 
 
6.3.5遭受過校園霸凌與心理影響之相關性 

一年內遭受過 
校園霸凌的人 

N 平均

值 
標準差 顯著性 

（雙尾） 
t 

有 47 67.18 18.706 0.000 
4.883 

沒有 216 53.43 17.232  
表 9 
• 據表 9顯示，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
對心理影響有顯著相關（t=4.883，n=263，p<0.01），故有遭受
過校園霸凌的人和沒有遭受過校園霸凌的人對心理方面有顯著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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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分析及討論 
本澳現時校園霸凌的狀況 
在這次研究中，我們可以大概得出本澳中學生受霸凌的情況，在我們

260個受訪者中，有 47人曾遭受霸凌，大約佔了兩成。其餘八成人均
表示並沒有遭受霸凌。我們可以看出受霸凌的人數比例已去到四分之

一，大約 4人之中就有 1人遭受過霸凌。此外，我們推測樣本中還有
更加多的被霸凌者，但礙於話題的敏感性而沒有把真實的情況反映出

來。為了避免被同儕拒絕或敵意對待，受凌者可能不願承認或隱瞞被

霸凌的事實，這使得教師難以及時介入終止。我們可以得出本澳的校

園霸凌嚴重情況已經迫在眉睫。 
 
 
男女受霸凌的分佈 
在 47個受霸凌樣本中，受霸凌的女中學生為 25人，受霸凌的男中學
生為 22 人。兩者的人數比例差距為百分之七，故在這次研究中，女
性受到霸凌的機率較男生高，但並沒有太大的顯著。在美國的霸凌研

究均指出男生和女生在說明自身受凌方面並無明顯差異。在加拿大的

霸凌研究也認為性別對於受霸凌現象並無明顯作用。（鄭英燿，2010） 
 
 
霸凌的次數與憂鬱程度並未呈顯著關係 
由研究數據的結果來看，憂鬱程度並不會因為受到霸凌的次數多少而

變得嚴重或輕微。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並不明顯。這項數據是較為驚豔，

兩者之間或存在第三個額外因素影響，例如家庭或學習壓力等。另外

的因素，是由於樣本當中有使用到方便的收取方式，因此我們收集了

較多的名校學生的數據，從而添加了許多額外的變數，間接地影響了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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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霸凌者一年內受霸凌的次數越多，所受的壓力越大，

生理上身體壓力高，呈正相關 
在本次47位受霸凌的受訪者之中，我們發現受霸凌次數越多的人，他
們所受到的身體負面影響越大。一年內受到霸凌的次數對受害者的生

理影響有顯著性的影響。長期受霸凌的人擁有較差的身體狀況和較易

患上焦慮症等心理疾病（Wolke & Lereya，2015）。焦慮症等心理疾
病亦會影響患者的生理狀況。焦慮的症狀有輕、有重,也有形式不一
樣的表現。常見如顫抖、肌肉緊繃、坐立不安、戰戰兢兢、易受驚嚇、

煩躁、心悸、胸悶、冒冷汗、口乾、頭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活

調適愛心會，2014）我們透過研究重新印證了這項結果，霸凌次數和
身體不適有造成顯著的關聯。 
 
 
受霸凌者比普通人更易感到憂鬱 
我們通過比對受霸凌者和普通人的抑鬱分數發現出受霸凌者比普通人

更容易感受到憂鬱，罹患各種心理疾病的機率上升，嚴重者更有自殘

或自殺傾向。（Nansel, etc, 2001）發現受霸凌者通常顯露出較高的不
安全感、焦慮、憂鬱、孤獨、不開心，身體和心理的症狀以及低自尊

長期被霸凌達數年的學童可能會在畢業後數年內仍然造成長期的負面

影響（Olweus,1993）。 
 
 
受霸凌者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巨大壓力 
且外，受凌者還有高自殺率的問題(Ivarsson,2005)這符合了我們當初
的研究假設。而由 Yuki 的按例來分析，霸凌的問題似乎亦影響到學
業的情況。被霸凌的同學通常很難專心於課業，曠課的比例通常高於

未遭受霸凌對待的同儕，且輟學率亦同樣較高，課業表現通常從合格

邊緣到不合格。受霸凌者會遭遇持續性的心理問題可能是因為遭受霸

凌之後會變得不喜歡自己不信任同儕害怕學校這些感覺更導致孤立憂

鬱（Prinstein, etc, 2005）另外根據數據分析受凌者在生理方面表現出
不適的程度也比較高。研究數據和文獻亦明顯地顯示了霸凌對於人的

心理和生理層面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傷害。此外，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

我們發現曾經遭受過霸凌的學生比沒有遭受過的壓力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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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霸凌者更難融入校園 
由於校園霸凌會令受害者被同輩孤立，因此每當受害者回到學校，都

可能害怕與其他同學接觸，從而上課時不能專注，從我們的訪談中，

受訪者 Yuki 便是其中一個的例子，她曾因為遭受校園霸凌而在學校
內感到害怕、無助，導致上課時不能專注，學業成績繼而變差，在校

內的同學也不敢與她成為朋友。在現今這個社會中，許多人都懷著一

種「識人好過識字」的心態，而當受害者在校園裏看到其他同學都三

五成群，受害者會因沒有朋友而感到自卑，壓力也會因此而變大。再

者，由於每天都有許多功課和測驗，許多澳門學生都對學習感到厭倦，

受霸凌者不但承受學業上的壓力，更要面對那些曾經霸凌過他們的同

學，因此受霸凌者的壓力會比一般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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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建議 
Ø 根據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受到校園霸凌的受訪者在情緒壓力，身
體不適方面，顯著地帶有負面的影響。更發現受到校園霸凌的受

訪者罹患憂鬱症的機率比一般人高。而上述也有提到，受霸凌者

的學業情況亦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以防止霸

凌行為惡化，我們對受霸凌者作出以下的建議： 
 

1. 個人建議 
• 明白受到霸凌並不是自己的錯：在本次研究中，“取侮辱性的綽
號”是最常見的霸凌行為。霸凌者會以外貌，身材，成績等方面
的特徵而去取一些帶有詆毀含義的綽號。但受害者千萬不可因

為這些綽號，而對自己產生厭惡，因為這些都是每個人不同的

特別之處。保持自信健康的心態是重要的一環。 
 

• 受到霸凌時要立即制止：許多霸凌者會以「玩笑」為藉口來解
釋霸凌行為。大多是因為受害者礙於面子，未能表達出自己的

不適。所以我們認為，當受害者受到霸凌時，需大聲制止，引

起他人注目，馬上正面地對霸凌者和旁觀者反映自己的感受，

並強調這不是「玩笑」。 
 

• 不要羞愧於向人求助：以受害者個人的力量可能並沒有辨法杜
絕霸凌行為的發生，所以主動向學校、家人、或社工求助是很

重要一步。因為它們有足夠的經驗和力量去制止。這樣做不僅

僅幫助了被霸凌者，更減少了以後霸凌行為發生的機率。 
 
2. 學校建議 
ü 學校應以學生的身心健康為重，營造和諧、共融的校園。 

 

ü 學校應辦理多元化的團隊活動，提供學生釋放壓力的渠道，從
而培養團隊精神；另外，學校亦可與政府機構（例如：社會工

作局，教育暨青年局等）合作，為教師提供相關課程，增強教

師對霸凌事件的處理方法；再者，學校亦應透過教育讓學生瞭

解受害者的內心世界，讓霸凌者能在受害者的角度出發。也可

構建完善的校園霸凌事件通報機制與處理流程，及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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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師方面 
ü 教導學生正確的應付霸凌行為的技巧：受害者不應反擊並應尋找
可信的人（老師，社工，家長等）尋求協助。 

 

ü 老師不應懷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去處理霸凌事件；
反之，老師應儘早通報，讓霸凌事件儘快處理。 

 
4. 家長方面 
ü 家長應增進親子關係，多與青少年進行互動，可有效覺察青少年
問題。 

 

ü 家長應與教師保持溝通，以知道有關青少年的校園狀況。 
 

ü 「身教勝於言教」，家長應從自己做起，控制自己情緒和脾氣，
不應以暴力懲罰子女，為子女作好榜樣。 
 

5. 社會方面 
ü 我們可以參照日本應對校園霸凌的措施。日本的政府教育再生會
議發表「針對霸凌之緊急建議」草案，採取強制暫停霸凌者上學，
並對於包庇的教師處以嚴厲處分。派遣專家前往學校，並提議設
置支援團隊加以援助。 

 

ü 我們認為澳門政府可以參照日本的應對方案，設有專門的防霸凌
小組，定期前往澳門各間中學進行視察及支援。並與各間學校進

行合作，加深學校對於校園霸凌的重視。 
 

ü 與在外機構舉辦講座和座談會，讓學生了解到霸凌的禍害及互相
尊重共融的重要性。 

 

ü 學校方面亦要提高霸凌者的處罰，重新教育，以給他們一個正確
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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〸、附件-問卷 
 

校園霸凌對本澳中學生的生理和心理影響 
親愛的受訪者： 

您好！我們是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第九屆「共鑽研 創明

天」的參加者。首先感謝您從百忙之中抽空協助填寫這份問卷。本問卷主要針對校園霸凌對

本澳中學生的生理和心理影響。 
 

本問卷採取不記名方式進行，並保證所得資料僅供本次研究使用，絕對保密並且不對外

公開，請放心作答！ 
 

根據台北市教育部 2012 年的規定，「校園霸凌」是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

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

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

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

之進行。	
 

以下請於⽅格內打 ☑ 
第一部分：受訪者個人資料 
1. 性別：i) ¨男   ii) ¨女 
 

2. 就讀年級：i) ¨初一  ii) ¨初二  iii) ¨初三  iv) ¨高一  v) ¨高二  vi) ¨高三 
 
第二部分：校園霸凌現況 
1. 您認為本澳校園霸凌情況常見嗎？ 

i) ¨ 十分常見   ii) ¨ 比較常見   iii) ¨ 不太常見   iv) ¨ 不常見 
 
2. 您認為本澳校園霸凌情況嚴重嗎？ 

i) ¨ 非常嚴重   ii) ¨ 比較嚴重   iii) ¨ 不太嚴重   iv) ¨ 幾乎沒有 
 

3. 您是否在一年內遭受過校園霸凌？ 
i) ¨ 是   ii) ¨ 否（請跳到第三部分） 
 

4. 在一年內，您遭受過下列哪些校園霸凌？（可多選） 
i) ¨ 毆打 
ii) ¨ 拘禁 
iii) ¨ 辱罵 
iv) ¨ 取侮辱性的綽號 
v) ¨ 恐嚇 
vi) ¨ 人際對立，團隊排擠 
vii) ¨ 手機短信，微信，或其他方式散播謠言，中傷等 
viii) ¨ 以身體特徵，性取向等作取笑的行為 
ix) ¨ 以行為的方式施以身體上的侵犯 
x)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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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一年內遭受霸凌的次數是...？ 
i) ¨ 1-3 次    ii) ¨ 4-6 次   iii) ¨ 7-9 次   iv) ¨ 9-12 次   v)¨ 13 次或以上 

 
第三部分：心理影響（如遭受過霸凌，請以遭受霸凌後的心理狀態回答；如沒有，請以現時的心理狀態回

答。） 
 

總是 經常 偶爾 很少 沒有 

1. 這一個月來，您覺得心浮氣躁，不容易定下心。      

2. 最近這一個月感覺容易發脾氣、或者比較沒有耐

性的樣子。      

3. 這個月來，您覺得生活上的某些問題，例如：工

作、學業、財務、人際、家務等覺得做不好，沒

辦法好好應付或處理，而有挫折的感覺。 
     

4. 最近一個月來，覺得心情低落、沮喪、鬱卒或憂

鬱的情形。      

5. 這一個月來，和別人相處起來困難或者覺得容易

為小事發火。      

6. 最近一個月來，覺得容易緊張、不安，或者容易

有莫名的害怕(或恐懼)的感覺。      

7. 這一個月來，您有衝動想要逃離現有一切的感

覺。      

8. 最近一個月來，會覺得有迷惑的感覺，不知事情

會變得如何的感受。      

 
第四部分：生理影響（如遭受過霸凌，請以遭受霸凌後的心理狀態回答；如沒有，請以現時的心理狀態回

答。） 
 

總是 經常 偶爾 很少 沒有 

1. 最近一個月，睡不好覺，好像沒有睡夠的感覺。      

2. 這一個月來，胃口變差，食慾不好，或者胃口出

奇的好，用過餐後還是一直想吃。      

3. 最近一個月來，容易冒冷汗或手心出汗。      

4. 這一個月來，有腸胃不適，如脹氣、腹瀉或便祕

的情形。      

5. 最近一個月來，有心跳快、心悸，或喘不過氣，

覺得胸口悶的情形。      

6. 這一個月來，有手腳冰冷或發麻的感覺。      

7. 最近一個月來，身體覺得容易疲累。      

8. 這一個月來，覺得身體有酸痛（如頭痛、脖子

酸、肩膀酸痛、手腳肌肉酸痛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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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心理影響（如遭受過霸凌，請以遭受霸凌後的心理狀態回答；如沒有，請以現時的心理狀態回

答。） 

 是 否 

1. 您是否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覺得心情低落？   

2. 您是否對大多數的事物感受不到興趣？   

3. 您是否對以前自己會覺得愉快的事變得沒有興趣？   

4. 您是否變得愛哭，容易流淚？   

5. 您的食慾是否明顯的改變﹝下降或增加﹞？   

6. 您的體重是否在未刻意增減下，有明顯的變化﹝增加或減少超過 5%﹞？   

7. 您是否幾乎每天都有睡眠上的困擾﹝失眠、早醒或睡眠過多﹞？    

8. 您是否幾乎每天都覺得說話、行動或思考都比平常遲緩？   

9. 您是否幾乎每天都覺得煩躁、無法平靜或坐立不安？   

10.您是否幾乎每天都覺得容易累、疲倦或缺乏精力？   

11.您是否幾乎每天都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12.您是否幾乎每天都有不恰當或強烈的罪惡感？   

13.您是否幾乎每天都有思考能力下降或不能專心的情形？   

14.您是否幾乎每天都難以下決定？   

15.您是否反覆的想到死亡，有自殺的念頭或希望自己已經死去？   

 
多謝您的回答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