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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新竹縣高中職學生校園霸凌之受凌經驗及其相關因素。採自編

式結構問卷進行，以新竹縣 100學年度八所高中職之學生為研究母群，經機率比率集

束抽樣的方式抽得有效樣本 392人。

結果發現:受凌型式以言語辱罵、高 L取綽號等戲諱性傷害最嚴重，以手機傳送不

雅照片或辱罵言語者最少。男生、神經質性人格特質者受凌經驗較多、學業成績越高

者、對學校獎懲、師生關條、同儕關條、越正肉者受凌經驗越少。本研究架構中的背景

變項、個人因素、學校生活可以有效預測其受凌經驗，共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20.3% '

其中以性別、神經質性人格特質、外肉性人格特質、學校獎懲、同儕閥 f率為主要預測

變項，並以學校獎懲的預測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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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一詞是由霸凌行為研究領域先驅的挪威學者 Dan Olweus於1978年所提出

(李淑貞譯 '2007) ，指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暴露在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欺負

或騷擾行為之中，具有故意的傷害行為、重複發生、力量失衡等三大特徵( Olweus,

1993) ，目前國內外研究者的定義也多引自於Olweus 。兒褔聯盟 (2004) 指出霸凌是

發生在校園中，一種蓄意且具傷害性的行為，是學童之間不平等的權利與壓迫，且為

重複持續出現在固定孩子間的一種欺凌行為 o Olweus (1993) 也指出霸凌非孩子成長

的必經過程，但是霸凌行為卻早已存在於學校、社區、甚至家庭系統之中。

霸凌不僅是校園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更是學校長期面臨的棘手問題，對霸凌

者、受凌者或是旁觀者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身體、心理、社會的負面影響(Sherer &

Nickerson, 2010) 。霸凌現象的本身意昧著權力極端的不平等，對於受壓迫的一方所產

生的影響極其深遠，不僅是外在性創傷或財物的損失而己，在學習方面，受凌的孩子

經常面臨嚴重的心理創傷，而產生低自尊、焦慮、適應不良等情形，更可能因為害怕

受凌而懼學，影響學習 (Estevez， Mill阱， &Musi徊， 2∞9; Hawker & Boulton, 20∞;SalmOIL

James, Cassid耳& Javaloyes, 20ω) ;也可能將學校受挫的情緒帶回家中發洩在家人身

上，繼而影響家庭關係，其負面影響更可能一直延續到其成年，衝擊到家庭、學校以

及社會 (Smokows祖 &Kop品ζ2∞5) ，變成難以處理的夢靨。

受凌者 (Victim) 係指在霸凌事件中的受害者， iVictimJ 在英文意義中指:因任

何原因經歷受傷、損失或困厄的人(黎素君 '2006) °Olweus指出欺凌者、被書者兩

造有力量不均的現象，大部分的霸凌者在身體上、力量上皆強於受會者，欺凌者會選

擇年齡較小或瘦小者為目標(引自洪褔源， 2003) 。霸凌者不是笨蛋，不會胡亂欺負

人，而是專挑適當的對象下手，受會者的一些特質，如笨拙、外表骯髒、學習障礙、

不善交際等，皆容易觸動霸凌者的施書傾向， Zaraour並指出許多的生理差異都能致使

孩子成為受害者，孩子的是非觀念和大人不同，許多事對他們而言都可能是不對的，

例如胖一點、瘦一點、四眼田雞、身體殘障、講話有腔調或遲鈍等，都可能成為惡霸

挑剔的毛病(柯清心譯， 1995) 。而英國犯罪學者Sparks的被害特質理論也指出，有

許多導致被害的相關因素，稱為被害傾向，這些因素出現的頻率愈高，被害的機會也

愈高(黃富源， 2002) 。另外青少年被害與其生活特性息息相關，其中生活特性包括

零用錢的多寡、零用錢去處、喜歡購買名牌、娛樂消費活動等，都會提高個人的被害

機率(鄧煌發，則7; 周憬嫻、侯崇文， 20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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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一生中生活在家庭的時間最長，所以其行為和態度受家庭影響很大，

Zaraour.即指出母親若對孩子的管控太嚴格也會提高孩子受人欺負的機會(柯清心譯，

1995)。王素靖( 1997)也指出，通常在家裡常被兄姐打，到校後則較會打低年級

者。楊國樞 (1986) 更指出父母的管教方式對子女的認知、學業成就、自我肯定、自

我概念、內外控信念及生活適應等都有顯著的影響。家長平日應以真誠、開放、支持

的態度、聆聽、關懷子女，如此一來，孩子和家長有良好的互動關係、溫暖的親子氣

氛，若孩子在外遭遇霸凌對待，也才能求教，尋求協助，預防惡性循環。

隨著時代進步，家庭結構也跟著在改變，愈來愈多的雙薪家庭，苦惱孩子無人可

以照顧，早早就送進托兒所、幼稚園，孩子在學校的時間愈來愈長，所以學校成為個

人學習歷程最久的地方，也是學生的生活重心所在，所以學校的管理、師生關係、同

儕的關係也都影響著青少年的認知和態度及行為。 McPartland 與 McDill (1977) 主張

學校本身因素可以促使校園暴行惡化或改善，這些因素諸如:

一、學校規模:大型學校的校園暴行的比例較高。

二、學生性別:男學生的比率高會增加學校的暴力問題。

三、學校氣氛:教師對學生不友善且專制的且比較不民主的學校，學生攻擊性較強，

學校暴行也較多。

四、公平明確的規範:班級管教良好、規範嚴格、校長嚴格、且學校行政公正的學

校，其受害率較低。

五、獎懲制度:記過、帶回管教或勒令轉校，常對學生產生標籤作用，常使學生行為

越來越差。

六、體罰:高體罰率產生了高校園暴行。

七、學校的學業競爭取向、訓育明確等也會降低學校暴行。

另外面對衝突事件，老師對於攻擊行為的態度和處理技巧都是關鍵性的因素。

若師長採正向支持態度，校園霸凌行為相對較少。若老師及學校經常以隔離、體罰等

負面方式來處罰霸凌者，將形成學生以暴制暴的行為(曾慧清， 2∞9) 。不和諧的同

儕關係，則會使兒童陷於孤立，感覺寂寞，缺乏自信，產生焦慮、沮喪、緊張及不

良的社會行為，因他們不尋常的行為，或是對批評過度敏感，以及缺乏親密的朋友

可以依附，所以特別容易成為恃強凌弱者的下手日標(何秋蘭， 2酬; Rigby &Black,

1997)

綜合上述相關的研究發現，受凌的因素可以包括:

一、背景因素:男女學生均可能有受凌經驗(林家弘 '2007 ;蔡嘉玲， 2009) ，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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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受凌經驗多於低年級(陳明珠 '2010) ;學業成績越高者越不易成為受凌者

(蔡文草， 2∞8) ;失衡家庭的學生較容易受害(林和男， 2003) ;父母分居和

離婚或一方過逝者重複被害的比率增加(黎素君'2∞6) ;來自於社經地位較低

家庭的學生易成為受凌者(柯清心譯， 1995 ;洪褔源 '2∞3; 陳郁瑾， 2010) 。

二、個人因素:受凌者的個性通常比較容易焦慮、緊張和不安，遇到困境常常有沮

喪的表現;內向者居多，對人對事比較消極，安靜沉默、悶悶不樂、自閉、怕

事、智力較低等(陳麗欣， 1988 ;黎素君， 2006 ;魏麗敏、黃德祥， 2005)

而外表、體型、穿戴名牌、每週可支配的零用錢多寡也與受凌經驗有顯著差異

(olwe惱， 1994 ;林和男， 2伽:陳麗欣， 1988) 。

三、家庭生活:父母不良的教養方式，例如:放任、溺愛、過度保護、期望過高、漠

不關心、毆打子女暴力示範、管教方式不一致等，與受凌經驗有密切關聯，影響

孩子甚深(林項爵'2009 ;黎素君， 2006) 。黎素君 (2006) 也指出于足感情好

者成為重複受害的機率低，無手足者易成為重複受害者。

四、學校生活:學校獎懲(指程序公平、獎懲對等、處理公平)與校園霸凌呈現正相

闕，具有預測力(張雅婷，2003 ;陳郁瑾， 2010 ;鄭鈞元， 1996) 有顯著相關。

「師生關係」可預測校園霸凌的發生(林項爵 '2009 ;楊宜學， 2009) 。被害同

學與同儕關係愈負面時，愈有可能成為重複被害人(黎素君， 2006 ;謝志龍，

2∞5)

國內許多關於校園霸凌方面的研究，對象大多是國中及國小學生，以高中職生為

對象的探討較少。高中職學習階段屬青春期後期，學生即將成為準公民，理應具備思

辨及保護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們仍常由媒體中聽聞發生於高中職校園中的霸凌事件，

甚至其欺凌手法更為殘忍及惡劣，對受凌學生的影響其嚴重程度不亞於中小學階段學

童。相關研究也指出，高中職校園的受凌經驗以言語霸凌最常見(周秀玲 '2008 ;賴

盈甄 '2009 ;蔡文華， 2008) ，但上述四項相關影響因素是否也影響高中職學生成為

受凌者是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動機。

所以本研究藉由受凌因素的研究探討，期望能找出有效的預測因子，提供給各

級學校、教師、甚至家長參考，並能因此發展出良好的因應策略，早期發現易受凌學

生，有效的防制霸凌。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生活之分布情形及受凌經

驗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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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生活與受凌經驗之關係。

三、探討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對受凌經驗之預測

力。

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了解新竹地區高中職學生校園霸凌之受凌現況，並探討研究對象的背景

變項、個人特徵、家庭生活、學校生活與受凌經驗的關係，由前述研究動機、目的及

相關文獻分析的結果，擬訂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l 。

/
、背景變2頁

I. ·t生另'1

2.年級

3.學業成績

4.家庭結構

5.家庭社經地位

\ J

/
、個人因素

1 人格特質

2 外表
r

、
3. 自覺體型 受凌經驗
4.平日穿戴名牌的狀況

5.每週可以支配的零用

、
J

J

/
、家庭生活

l 父親的教養方式

2.母親的教養方式

3.有無手足

4.排千于別

5 手足&.\情

、
J 圖 l 研究架構

r 、學校生浩

1.學校獎懲

2.師生關條

3. 同 f齊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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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一)母群體

本研究限於研究經費、時間與人力因素，因此僅針對新竹縣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學

生進行研究;根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民國100學年度新竹縣公私立高中職學校基本資

料為抽樣依據，資料中包括:學校的年級、班級數、男女生人數及總數;新竹縣內共

有三所國立高中、四所私立綜合高中、一所私立高職，皆為本研究之母群體。本研究

母群體人數共計294班， 12， 189人，如表1 0

表 l 新竹縣高中職學生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校名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國立竹北高中 18 688 18 675 18 682

國立竹東高中 14 546 14 573 14 576

國立關西高中 8 282 8 295 8 305

私立義民中學 11 528 9 417 7 323

私立忠信高中 29 1,349 27 1,281 25 1,191

私立東泰高中 3 127 7 136 5 180

私立仰德高中 7 262 6 197 5 168

私立內思高工 10υ 445 11 461 12 502

總計 100υ 4,227 100 4,035 94 3,927

(二)樣本

為取得足夠樣本數，本研究採機率比率集束抽樣法，以新竹縣八所高中職一至

三年級所有班級為抽樣單位(建教班及特教班因其他因素考量，故不列入樣本中)

共抽出10班，而以所抽得班級內的所有學生為調查樣本，樣本數約420位學生。依據

Krejcie and Morgan (1970) 的建議:當母群體人數為 10，做悴的，削人時，至少樹葉 375

人(林生傳， 2005) ，本研究母群體12.1 89人，為了使樣本更具代表性，並考慮回

收率及廢卷問題，故抽出樣本420人，符合此項原則O 正式問卷回收392份，回收率

9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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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變項內容分述如表2:

表2 變項描述表

變項名稱

背景變頂

類 別

性別

年級

學業成績

家庭結構

家庭社經地

位

個人因素

人格特質

外表

分為男、女

分為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分為100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分數

分為單親、雙親、繼親、隔代教養、養家庭

參考林生傳 (2005 )修訂美國Hollingshead 於 1957年所提出的二因素社

會地位指數 (Two-Factor Index of Social Position) 方式，分別由父或母

親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依定義計分後加權計算而得到的社經地位指

數，所得社經地位指數中較高者當為家庭社經地位之代表;若父親失

業、單親或死亡，才只以母親資料來計算。依計算得到的家庭社經地位

指數，將總分41-55分者定義為高社經地位家庭、總分30-40分者定義為

中社經地位家庭、總分11-29分者定義為低社經地位家庭共三個等級(表

3 、表4 、表5)

分為聰穎開放性、神經質性、友善性、外向性、嚴謹自律性共五類，採

用郭惠玲 (2009) 的「人格特質量表」共計划題，作答方式由「我從

未這樣」、「我很少這樣」、「我有時這樣」、「我經常這樣」、「我

總是這樣J '分別得l至5分，將同一因素各題加總後所得之分數即代表

受試者在該因素之得分，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於該項人格因素特質愈

明顯。正式施測結果顯示人格特質量表之各分量表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

性(聰穎開放性Cronbach'sα= 0.878 、神經質性Cronbach'sα= 0.899 、

友善性Cronbach'sα= 0.857 、外向性Cronbach'sα二 0.901 、嚴謹自律性

Cronbach'sα=0.758)

分為臉上有多量青春痘、兔唇、斜視或鬥雞眼、暴牙或戴牙套、學習障

礙(領有手冊)、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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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分為民主威信型、寬容溺愛型、權威型、袖手旁觀型

類

分為高瘦、高胖、正常、矮瘦、矮胖

分為不穿戴名牌、偶而穿戴名牌(每週2天以下)、時常穿戴名牌(每

週3天以上)

除了家庭提供的零用錢外，也包含自己固定打工所得的收入，指每週可

以運用的零用錢金額

分為民主威信型、寬容溺愛型、權威型、袖手旁觀型

分為民主威信型、寬容溺愛型、權威型、袖手旁觀型

分為有、無

分為老大、老么、非老大老么

分為很好、好、普通、不好、非常不好

參考黎素君 (2006) 的「國小校園生活經驗問卷」、林項爵 (2010) 的

「學校與家庭生活型態調查問卷」編製而成，共計26題，三個分量表，

學校獎懲共計8 題、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各9題。作答方式由「從未這

樣」、「很少這樣」、「有時這樣」、「經常這樣」、「總是這樣」

分別得 l至5分。得分越高表示對學校生活越正向，得分越低，則反之。

正式施測結果顯示學校生活量表之各分量表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分

別為:學校獎懲( Cronbach'sα= 0.782) 、師生關係( Cronbach'sα=

0.882)、同儕關係(Cronbach'sα= 0.843)

參考蔡文華 (2008) 之「被害經驗量表」及林項爵(2009) 的「學校

與家庭生活型態調查問卷」編製而成，調查研究對象六個月內的受

凌經驗，共計16題。作答方式由「從來沒有」、「只發生過一、三

次」、「一個月發生過二、三次」、「大約一星期一次」、「一個星

期好幾次J '分別得l 至5分。得分越高表示受凌經驗越多，得分越

低，則反之。正式施測結果顯示受凌經驗量表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α= 0.856)

受凌經驗

每週可以支

配的零用錢

家庭生活

父親的教養

方式

母親的教養

方式

主要照顧者

的教養方式

有無手足

排行別

于足感情

學校生活

學校獎懲

師生關係

同儕關係

表2 變項描述表(續)

變項名稱

白覺體型

穿戴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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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育程度等級與計分

等級 教育程度等級 計分

I 碩士、博士學位者 5

II 大學院校畢業、技術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者 4

III 大學肆業、專科畢業者 3

IV 高中、職畢業者 2

V 國中畢業者及其他 1

表4 職業類別等級與計分

等級 職業等級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II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III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IV 技術性工人

V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

表5 家庭社經地位等級與計分

等級 社經地位指數

I 55-52

II 51-41

III 40-30

IV 29-19

V 18-11

分
斗
目
﹒

Z
J
A
a
T

句
3

旬
，H
g
E

家庭社經地位等級

}高(的)

中 (30-40 )

)低( 11-29

註:家庭社經地位指數=教育指數 X4 +職業指數 X7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有效問卷使用 SPSS17.0版統計套裝程式進行統計分析。由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斯皮爾曼等級相關、複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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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統計

類別資料以次數分配(自-equency) 及百分率(percentage) 進行描述。

等距資料則以平均數 (mean) 、最大值 (maximum) 、最小值 (minimum) 、標

準差 (S.D. )來描述研究對象在各變項上之分佈情形。

二、推論性統計

(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Y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驗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生

活中屬類別變項者其水準不同時，其受凌經驗是否有顯著差異，若有顯著差異，再進

行事後比較。當組間變異數同質時，進行薛費氏 (Schetre's method) 事後檢定;當組

間變異數不同質時，進行臥 mnett's T3事後檢定，以探討差異情形。

(二)相關分析

本研究運用相關分析來探討研究對象的的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

生活中屬等距變項者，其與受凌經驗是否有顯著相闕，進行分析之前先檢定變項，若

符合常態且為線性關係時，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進行分析;若為非常態線性關係，則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分析 (Spearman

rankord叮∞的1ation) 來進行統計分析。

(三)複迴歸分析(Mutiple RegressionAnalysis)

以複迴歸來考驗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生活等變項對受凌現象的

預測力及解釋量。

參、結果與討論

一、現況描述

研究對象女生( 58.9%) 稍多於男生 (4 1. 1%) ;一至三年級比例大致均衡;學業

成績甲等者最多 (39.5%) 、其次是乙等者 (33.9%) ;家庭結構則以雙親家庭者最多

(85.7%) ;家庭社經地位以低社經者最多 (6 1.5%)、高社經地位者最少(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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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中人格特質分佈如表6 '以「外向性」者最多、其次是「嚴謹自律性」

者、「友善性」者最少。外表以「正常」者最多 (82.9%) ;其次是其「臉部有明

顯缺陷」者( 16.6%) 、自覺體型「正常」者最多 (49.2% )、其次是「高胖」者

( 15.6%) 、平日穿戴名牌的狀況以「偶而穿戴名牌」者最多 (5 1.5% )、每週可以自

由花費的零用錢金額以l棚元以內的人數最多 (94.的)

表6 研究對象之個人人格特質的分佈

變頂名稱 類別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格特質 聰穎開放性 8 30 18.87 3.91

神經質性 6 30 17.00 5.12

外向性 11 30 22.74 4.35

嚴謹白律性 8 30 19.32 3.80

友善性 6 29 15.79 4.77

研究對象之父親或母親的教養方式都以「民主威信型」者最多(分別為 84.1%及

9 1.0%) 、 94.1%的研究對象有手足且以有一位于足者最多 (49.1%) 、排行老么者比

例最高 (45.2% )、而與兄弟姊妹間的感情以「感情好」最多 (34.7%) ; I非常不

好」者最少(1.肘。)

由表7可知，研究對象之學校獎懲總分最低得分為8分，最高得分為40分，平均值

為26.7分，標準差為5.5分，整體來看，研究對象之學校獎懲是偏向正向。師生關係總

分最低得分為9分，最高得分為45分，平均值為30.3分，標準差為7.7分，整體來看，研

究對象之師生關係是偏向正向。同儕關係總分最低得分為18分，最高得分為45分，平

均值為35.8分，標準差為5.8分，整體來看，研究對象之同儕關係是偏向正向。

研究對象之受凌經驗主要探究研究對象六個月內的受凌經驗，得分愈高其受凌狀

況愈嚴重。由表8可笑日，研究對象之受凌總分平均為17.5分，標準差為3.4分，每題得分

平均為1.0分-1.5分，其中以「同學會用言語辱罵我(例如:臼癡、神經病等) J 的得

分1.5最高，結果顯示研究對象之受凌經驗以言語霸凌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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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學校生活量表之分析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中間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學校獎懲 8 49 24 26.66 5.47

師生關係 9 45 27 30.30 7.69

同儕關係 18 45 27 35.76 5.78

註: n = 392人

表8 研究對象學校受凌經驗量表之答題情形

從來 只發生一個月二大約一星一星期好

平 標
沒有 一、二次至次 期一次 幾次

變項名稱 均 準
n n n n n

值 差
(%) (%) (%) (%) (%)

受凌經驗 17.5 3.4

1.同學會故意毆打我或 369 16 3 3 1. 1 0.4

用腳踢我。 ( 94.1 ) (4.1 ) (0.8 ) (0.8 ) (0.3 )

2. 同學會故意推我、擠 355 30 3 3 1. 1 0.5

我、撞我、捏我。 (90.6 ) (7.7 ) (0.8 ) (0.8 ) (0.3 )

3. 同學會故意破壞我的 378 13 O O 1.0 0.2
東西(例如:撕我的( 96.4) ( 3.3) (0.3 ) (0.0 ) I、(0.0 )
書本、藏我的物品

等)

4. 同學會向我勒索財物 389 3 O O O 1.0 0.1
(金錢或東西) ( 99.2) (0.8 ) ( 仇0.0 、，、、1、I (0.0 ) (0.0 )

5. 同學會用言語威脅勒

11 3 O O索我(例如:考試不 380
給我看就揍你等) H-~' ( 96.9 ) (2.8 ) (0.3 ) (0.0 ;、f、l (0.0 )

1.0 0.2

6. 同學會用言語辱罵我

45 13 24(例如:白癡、神經 305 5
病等;.~ 0 ~，~ , "，.~ (77.8) ( 11.5 ) (3.3 ) ( 1.3) (6.1 )

1.5 1.1

7. 同學會用不好聽的綽 328 36 15 4 9

號叫我。 (83.7) (9.2 ) (3 .8 ) ( 1.0;、J、J (2.3 )
1.3 0.8

8. 同學會強迫我幫他/她

375 13 3 O
買東西、寫作業或分 (95.7)

( 3.3 ) (0.8 ) (0.3 ) (0.0 ;、J、J
1.1 0.3

攤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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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研究對象學校受凌經驗量表之答題情形(續)

從來 只發生一個月二大約一星一星期好

平 標
沒有 一、二次至次 期一次 幾次

變項名稱 均 準
n n n n n

值 差
(%) (%) (%) (%) (%)

9. 同學會用眼神威脅恐 378 10υ 3 O

嚇我。 ( 96.4 ) (2.6 ) (0.8 ) (0.3 ) (0.0 )
1. 1 0.3

10. 同學會故意排擠我，

忽視我的存在，不讓 379 11 2 O O

我參加他/她們的團體( 96.7) (2.8 ) (0.5 ) (0.0 ) ( 0.0υ )
1. 0υ 0 .2

活動。

1 1.同學故意說我的壞

話，散布關於我的不 360 29 O 2

實謠言，讓其他人都( 9 1.8 ) ( 7.4) ( 仇υ 仇υ 、、，、， (0.5 ) (0.3 )
1. 1 0.4

不喜歡我。

12. 同學會故意孤立我，

382 9 O O
不朋友讓其。他同學和我做 (97.4) (2.3 ) ( 0.3 ) ( 0.0υ ) ( 0.0υ )

1.0 0.2

13. 同學會用性別歧視的

語言(如娘娘腔、波 379 11 2 O O

霸或飛機場等)騷擾 (96.7) (2.8 ) (0.5 ) (0υ Aυ ) ( 0.0υ \/、，
1. 0υ 0.2

我。

14 同學會用肢體動作故

364 21 3 2 2
意器官碰觸。我的身體或性 ( 92.9 ) (5 .4 ) (0.8 ) ( 0.5 ) (0.5 )

1. 1 0.5

15. 同學會用于機傳送我
388 3 O O

的不雅照片或罵我的

(99 ) (0.8 ) (0.3 ) (0.0 ) (0υ 0)
1.0υ 0.1

話。

16. 同學會在網路上散佈

387 4 3 O O
我的話的不。雅照片或罵我 ( 98.7) ( 1.0) ( 0.3 ) ( 0.0υ 、/、) (0υ 0)

Aυ 0.1

註: n = 3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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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及學校生活與受凌

經驗之關係

(一)背景變項與受凌經驗之關係

由表9可知，研究對象的受凌經驗會因為「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F(l /390) =

19.31 ' p <.∞I)'另外也由表10得知，研究對象的受凌經驗與「學業成績」有顯著的

負相關存在 (r=-0.113'p<.01) ， 結果顯示:

1.男生的受凌經驗多於女生，此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林和男 '2004 ;林項

爵， 2010 ;蔡文華 '2008 ;謝志龍， 2005) ，男生的活動力旺盛且比女生強，

肢體碰觸的機會高，因此男生較女生容易成為受凌者，亦即男生是受凌的高危

險群，需受到更多的留意與重視O

2. 學業成績越高則受凌經驗越少，此研究結果與其他的研究一致(林和男，

20個;陳秋琪 '2009 ;陳郁瑾， 2010 ;蔡文華， 2008) ，陳郁瑾 (2010)的研

究更指出成績為優等或甲等的學生對導師的領導及父母管教均較正向，所以學

業成就愈高的青少年，在學業上有成就，加上與老師或同學的關係較友好，對

於學習抱持正面的看法，所以比較不會成為受凌者O

(二)個人因素與受澆經驗之關係

由表9及表10可知，研究對象的受凌經驗只與「人格特質」有顯著正相關(r =

0.1 55 ' P<.∞1)。結果顯示:神經質性人格特質越明顯的學生受凌經驗越多。此與其

他的研究結果一致(吳紋如 '2006 ;郭惠玲， 2008) , r本申經質性」高的孩童多半敏

感而易受挑釁 (Zarzo叮 1994/柯清心譯， 1995) ，也易怒、情緒不穩、易衝動，外顯

性情緒表現行為較多，故易遭受他人欺負或嘲笑因而成為受凌者。

表9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受凌經驗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頂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性別

@男

@女

年級

@一年級

161

231

141

18.47

16.81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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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受凌經驗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續)

變頂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2)二年級 123 17.54 4.22

@三年級 128 17.37 2.50

家庭結構 0.06

@雙親家庭 336 17 .47 3.43

(2)非雙親家庭 56 17.59 2.85

家庭社經地位 2.52a

@高社經 65 17.71 4.52

@中社經 86 16.93 2.28

@低社經 241 17.63 3.30

外表 1.53a
@臉部有缺陷 的 18.09 4.51

@正常 327 17.37 3.07

自覺體型 0.69

@高擅 44 17.34 3.33

(2)高胖 61 16.95 1.91

@正常 193 17.74 3.85

(4)矮壇 的 17.38 3.24

@矮胖 49 17.43 2.72

平日穿戴名牌的狀況 1.00

CD 不穿戴名牌 117 17 .42 3.09

(2)偶而穿戴名 202 17.35 2.73

®常常穿戴名牌 73 17.99 4.94 5.17

父親的管教方式

@民主威信型 313 17.33 0.30

@非民主威信型 59 18 .42 3.83

母親的管教方式 0.15

@民主威信型 336 17 .43 3.38

這〉非民主威信型 33 17.67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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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與受凌經驗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續)

變頂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有無手足 0.72

CD 有 369 17.53 3.41

@無 23 16.91 2.09

排行別 0.75

心老大 131 17 .44 3.08

@老么 177 17.72 3.96

@非老大或老么 61 17.13 2.16

手足感情 0.40

@感情很好 105 17 .28 2.68

@感情好 136 17.60 4.01

®感情普通 128 17.66 3.27

註: 1. n = 392 2. 料*p < .001 3. a-因組間變異不同質，經 We1tch修正之 F值

表 10 研究對象受凌經驗與各變項之相關分析

變頂

學業成績

人格特質

聰穎開放性

神經質性

外向性

嚴謹白律性

友善性

每週可以支配的零用錢金額

學校生活

學校獎懲

師生關係

同儕關係

註: 1. n = 392 2. *p < .05 料'p < .01 叫*p < .001

3. a= 有線性關係，採 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進行分析

b= 非常態線性關係，採 spearman相關係數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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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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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生活與受凌經驗之關係

由表9可知，受凌經驗不會因為家庭生活中各變項的不同水準而有顯著的差異 O

(四)學校生活與受凌經驗之關係

由表10可知，受凌經驗與學校生活之「學校獎懲」、「師生關係」、「同儕關

係」皆有顯著的負相關(其統計值分別為r = -.243 ' p < .001 ; r = -.143 ' p < .01 ; r = 

227' p<.∞1) 0 結果顯示:

1.研究對象對「學校獎懲」愈正向，受凌經驗愈少，也就是說愈認同校規的明確

性、公平性及獎懲的合理性者，受凌經驗愈少O 此與蔡孟翰 (2010)研究結果

一致，亦即學校獎懲愈正向，表示校規愈明確、處罰愈合理公平，學生愈能遵

守，而不會輕易違反規定，連帶受凌的機會也會降低O 校規不僅約束霸凌者的

行為，更對學生具有保護作用，學生能認同校規並尋求協助，校內受凌的機會

自然會減少。

2. I師生關係」愈正向，受凌經驗愈少，即師生互動|育形愈好，愈能感受到老師

的關心及信任者，受凌經驗愈少。此與林項爵 (2010 )、陳郁瑾 (2010 )、鄭

鈞元( 1996) 的研究結果一致，導師愈關心學生，學生愈能依附老師，受凌的機

會也愈低 O 當受到霸凌時學生也會因為信任導師而向導師求援，導師適時的介

入可以讓霸凌現象不至於惡化或重複 O

3. I同儕關係」愈正向，受凌經驗愈少，亦即同儕互動情形愈好，在班上有好

朋友、能和同學和諧相處者，受凌經驗愈少。此與張素秋 (2008) 及陳秋琪

(2009) 的研究結果一致，被同儕拒絕的學童會表現出較多關係性與攻擊性的

行為，因此與同儕關係愈負向的學生，可能因為釋放出敵意，而引起同學的不

悅或捉弄，造成受凌現象。所以同儕之間的關係愈好，愈能互相尊重，傷害性

行為的發生機會愈低，受凌的機會相對也會降低 O

4. 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對受凌經驗之預測進入

迴歸分析前，先進行自變項之多元共線性診斷，結果得知預測變項之變異數容

忍度皆在合理範圍內，故無共線性問題 O

由表 11可知，所有預測變項可以解釋受凌經驗。.3%的變異量 (F (25/366) = 3.58 '

p<.∞I)，其中以性別(戶= 0.20 ' t = 3.33 ' p <.∞ 1 )、神經質性(戶= 0.15 ' t= 2科，

p <.05) 及外向性之人格特質(戶 =0.19' t=3.02' p<.OI) 、學校獎懲(戶=-0.2 1 ' t =

-3.76 ' p <.∞ 1 )、同儕關係(戶= -0.1 7 ' t = -2.坊 ， p <.01 )等五項為主要預測變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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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學校獎懲」對受凌經驗的解釋力最大。

此與林項爵 (2009) 、陳郁瑾 (2010)、蔡文華 (2008) 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

男生、人格特質越偏向神經質或外向者受凌經驗愈多;而對學校獎懲、同儕關係越正

向者受凌經驗則越少。其中外向性人格特質者，亦即愈主動、活潑、樂觀、熱情、擅

常人際的學生，可能在團體中因過於活躍、動作大、甚至於炫耀自己或指使別人等，

造成他人不悅而成為受凌者。

表11 研究對象之各變項對受凌經驗之複迴歸分析

未標準 標準化

變頂 化係數 係數 t值

B估計值 Retail直

R2 F值

0.63 0.09 1.46

0.41 0.06 0.93

Aυ 01 0.02 0.30

0.22 0.02 0.43

0.01 -0.02 -0 .42

-0.05 -0.06 1.00

0.1 0 0.15 2.44"

0.14 0.19 3.02**

-0.06 -0.07 -1.32

-0.08 0.11 -1.89

0.59 0.07 1.36

-0.79 0.1 0 -2.01

-0.71 o 咀10 -1.76

0.64 0.07 1.50

0.00 -0.08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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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性別

變I頁 w 年級

一年級

三年級

@學業成績

@家庭結構

@家庭社經地位

個人@人格特質

因素 聰穎開放性

神經質性

外向性

嚴謹自律性

友善性

@外表

@自覺體型

高體型

矮體型

@常穿名牌

@每週零用錢金額

1.39 0.20 3.33叫

0.203 3.58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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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研究對象之各變項對受凌經驗之複迴歸分析(續)

未標準 標準化

變項 化係數 係數 til直

B估計值 Beta值

家庭@父親的管教方式 -0 .49 -0.06 -1.1 7

生活@母親的管教方式 -0.08 -0.01 -0.15

@有無手足 -0.19 -0.01 “ 0.23

@排行別

排行老大 0.59 0.08 1.1 9

排行老么 0.40 0.06 0.84

@手足感情

感情普通 -0.24 -0.03 -0.60

感情很好 0.17 0.02 0.4 1

學校@學校獎懲 -0.13 -0.21 -3.76…
生活@師生關係 -0.01 -0.01 -0.20

@同儕關係 -0.10 -0.17 -2.95"

註 : 1. ·p<.05 "p<.OI '''p < .001

肆、結論與建議

一 、縮命

R2 Ffl直

(一)研究對象之受凌型式以髒話辱罵、亂取綽號等戲諱性傷害最嚴重，其次是踢、

撞、捏等輕度肢體傷害，而勒索財物及用于機傳送不雅相片或辱罵言語是最少

見的。研究對象受凌後約有八成七的人會求助，求助的對象主要是同學、其次

是父母、再者為老師，也仍有一成三的研究對象認為忍一忍就好或因擔心被報

復，而選擇不求助。

(二)研究對象中男生、神經質性人格特質者受凌經驗較多;學業成績越高者受凌經

驗越少;學校生活與受凌經驗之關聯度最高，對學校獎懲、師生關係及同儕關

係越正向的學生受凌經驗越少;而家庭生活與受凌經驗關聯度最低。

(三)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個人因素、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可以有效預測其受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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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並可解釋其總變異量之20.3% '其中以性別、神經質性人格特質、外向性

人格特質、學校獎懲、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為主要預測變項，並以學校獎懲的

預測力最大。研究結果顯示，男生、人格特質越偏向神經質或越外向者受凌經

驗越多、而對學校獎懲、同儕關係越正向者受凌經驗越少。

二、建議

(一)在個人方面

做好，情緒管理

研究顯示敏感、易怒、易衝動之神經質性人格特質者易成為受凌者。所以注意自

己的情緒、適當的表達情緒、合宜的籽解情緒等，可以避免不當的情緒造成誤解，也

可以改善人際關係，減少受凌機會 O

(二)在學校方面

1.加強法治教育

學校如同小型社會，校規形同法律，而學校獎懲更似法條，所以透過學校的法

治教育灌輸青少年學生法治觀念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提升學生尊重並遵守校

規，可以防止霸凌行為的發生，進而減少學生受凌機會。

2. 校規獎懲須明確且一致

學校的獎懲制度是對學生管理的方式之一，也稱為管教，而管教是達成教育目

的的手段之一，透過管教方式，可以導正學生的不良及偏差行為或師生、同儕

間的衝突。因此學校在面對學生的獎賞或處罰時，處理方式必須明確且一致，

尤其需注意其公平性，不可同事不同罰，讓師生可以認同並接受學校的規定，

進而遵守校規，減少犯錯行為，也知曉校規具有有效的保護作用，當其受到欺

負時，能夠尋求正確的管道保護自己，而不會形成重複受凌或以暴制暴的狀

況。

3. 發現易受凌特質的學生，多關懷並加強輔導。

導師可以透過班級經營的方式，提早發現易受凌特質的學生，多關懷及了解學

生現況，在霸凌事件發生之前加強霸凌防治教育，提升學生自我保護能力。

4. 導師以平等、關懷的態度對待學生，並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導師是學生在校關係最密切的成人，良好的師生互動關係有助於學生感受到導

師的關懷與支持，不僅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也能減少學生的心理問題及偏差

-90一



新竹地區高中職學生校園霸凌之受凌經驗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行為，當學生遇到困難或受到欺負時能信任導師的處理方式，而尋求導師的協

助，避免重複受凌或反擊型霸凌的狀況發生。

5. 導師透過班級經營協助學生建立和諧的同儕闕係

青少年階段的高中職生重視同儕的認同與支持，因此導師必需用心經營])1級，

善用同儕力量，營造溫馨和諧的學習環境，並以身作則多讚美、肯定學生的正

向行為，讓學生進而肯定自己、認同自己，也懂得尊重讚美同學，形成良好的

班級同儕互動關係，透過同儕力量減少偏差行為及衝突事件，自然而然可以避

免受凌狀況。

(三)在研究層面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對象在填寫問卷時，是否因為題

目敏感或擔心據實以答造成下一步的約談等問題，而避重就輕未確切的回答，或者因

疏忽而勾選錯誤的答案等都可能造成誤差，因此可以加入質性的研究，例如觀察法、

進行訪談等，更深入的探究受凌的相關因素，使研究結果更符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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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高中職學生校園霸凌之受凌經驗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A study on the victim's experience of school

bullying and its relevant factors toward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sinchu county.

Hsiu-Chuan Yen* Cheng-Yu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victim 's experience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of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sinchu County. 392 valid samples

of people were obtained from the population of eight high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2012 via the designed questionnaires by using th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to-size

sampl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verbal abuse, taking nickname etc such teasing injuries are

mostly serious and sending indecent photographs or abusive words via mobile phones is

the least. Boys, neurotic personality traits are more experiencing bully; comparatively,

students with higher school rewards, more positive attitude of the punishments, teacher

stud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re less experiencing.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personal

factors , school life experience 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may effectively pr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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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lly experiences with accounted 20.3% of the total variance where sex, neurotic

personality, extraversion personality traits, schoo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peers

relationship are the principal predicting factors , especially,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n schools.

Key words: bully experiences, peer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schoo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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