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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初中生受欺负的概念结构，编制测量初中生受欺负状况的问卷，考察初中生受欺负的现状及其

与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的关系。 方法：通过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法获得初中生对受欺负的主观评估，编制初中生受欺

负问卷项目，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 428 名初中生受欺负的内部结构进行探讨，并在另 512 名初

中生中考察受欺负与亲子依恋、同伴关系的关系。 结果：初中生受欺负问卷由三因子组成，分别命名为受言语欺负、

受强迫/躯体欺负和受关系欺负。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 GFI=0.941，CFI=0.931，AGFI=0.906，NFI=0.902，RMSEA=0.064。
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良好。初中生受欺负现象在校园中较为普遍，检出率为 33.99%，且男生高于女生；初

二是受关系欺负的高发期；受欺负总分及各维度与亲子依恋、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同伴关系与亲子依恋呈显著

正相关；同伴关系是初中生亲子依恋与受欺负的中介变量。 结论：初中生受欺负现象比较普遍，亲子依恋能够通过改

善个体的同伴关系，来减少初中生的受欺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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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victimization in junior school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its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 Methods: The study conducted test for assess-
ing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cale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428 Chinese junior
schoo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study conducted test for inverstig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vic-
timization and its relation wit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 in 512 samples. Results: There were three
components that could explain 53.7%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y were named speech victimization, force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The questionnaire had GFI 0.941, CFI 0.931, AGFI 0.906, NFI 0.902, RMSEA 0.064 by CFA. The ques-
tionnaire ha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t reliability and spilt reliability. Victimization of the junior school students wa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middle school. The prevalence rate was 33.99%.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victimization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in which male students scored higher than female students. Victimization and each
dimensio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 peer relationshi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he whole mediation effect of pe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victimization was confirmed. Conclusion: Through improving peer-relationship, the victimization can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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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校园中，学生们几乎都有过被同学嘲笑、
起外号、说坏话、孤立、排斥、威胁和强迫等经历，这

种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校园欺负问题的探

讨，最早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瑞典，到 90 年代

初，学生的欺负问题开始引起世界各国公众、教育行

政机构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中国、挪威、英国、
美国、加拿大等都展开了较大规模的研究，并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成果 [1，2]。 目前看来，对欺负行为的研究

居多，而对受欺负的状况研究 却 相 对 较少。 部分研

究发现，个体受到欺负后，会对其生理和心理带来极

大的负性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可能会伴随其一生[3，4]。
经常受到欺负的学生，会表现出低自尊、情绪抑郁、
学习困难等，严重者则会出现逃学、甚至自杀等行为。
同时，受欺负的学生还容易产生报复心理，由受欺负

者变成欺负者，导致其以后的行为失调或暴力犯罪，

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社会治安[5]。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与父

母或同伴的关系问题对受欺负状况的影响。 欺负产

生原因的依恋理论认为， 在儿童早期与养育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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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依恋强度是影响儿童将来处 理人际关系 的

“内部工作模型”。 一旦形成了不安全或差的内部工

作模型， 就可能会使儿童以后在学校里产生不良的

人际关系，出现不安全的和焦虑的行为，从而导致欺

负或受欺负的发生[6]。 因此，依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预测个体受欺负的状况。良好的依恋关系，可以使个

体避免日后成为受欺负者。与依恋相关，在对不同年

龄、种族和国家的研究中都证实，受欺负的儿童大多

被同伴拒绝 [5，7-9]。 故同伴关系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预测个体受欺负的状况。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减少

个体成为受欺负者的可能性； 不良的同伴关系则易

使其成为受欺负者。
为了考察初中生亲子依恋、 同伴关系与受欺负

状况的关系， 在回顾了国内受欺负领域的相关研究

后发现， 目前国内对初中生受欺负的测量主要有两

种方式：其一，大多是采用同伴提名的方法来简单分

为欺负者/受欺负者 [10]；其二，在欺负问卷 中加入主

观评价的是否受过欺负以及受欺负的频率的条目 [11]。
这两种测量方式都只是一种简单的评估， 并未考察

初中生受欺负的具体方面以及受欺负的程度， 因此

难以探查到初中生受欺负的结构。为此，我们综合以

往有关受欺负的概念后提出， 受欺负是指在双方力

量非均衡的前提条件下，某学生并未激惹对方学生，
却被对方的一名或几名学生反复地施以负面行为，
并造成受害者身体上的伤害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应，
这便认为是受到了欺负。 依据此定义， 本研究编制

了《初中生受欺负问卷》，以完善对初中生受欺负现

状的测查。 在此基础上，探讨初中生亲子依恋、同伴

关系与受欺负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初中生受欺负问卷的编制

1.1 理论建构及初始条目编写

首先，回顾国内外有关欺负与受欺负文献，分析

欺负相关问卷，如 Olweus 编制的《初中生欺负行为

问卷》等，然后选取哈尔滨市某初中初一至初四年级

的学生发放开放式问卷， 每个学年各选取 40 人，总

共发放 160 份，回收 160 份有效问卷。通过对回收的

开放式问卷进行必要的语义分析， 依据词语出现频

率大于 5%的标准提取 87 个关键词，分别可以归类

为受言语欺负 （指个体受到同学恶意的言语攻击）、
受关系欺负 （指个体在人际关系上 受到同学 的打

击）、受强迫（表现为遭同学勒索、被抢过钱物、被迫

说假话骗人等）和受躯体欺负（主要是指受到直接的

身体攻击）， 四个类别的关键词数目分别为 35、26、

14、12。通过分析这些关键词，并且与班主任、一线从

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进行访谈， 再结合研究者

干预有受欺负经历学生的经验，编制出《初中生受欺

负问卷》的初版，包括 32 个条目，在经过该研究领域

的 2 名专家对问卷的量表结构及每一个项目所测量

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做出评价后， 对初版问卷

进行测量。
1.2 对象

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来自哈尔滨市

某初中初一至初四的学生。发放 220 份问卷，收回有

效问卷 210 份。其中男生 89 人，女生 121 人，平均年

龄 13.10±2.63 岁；一年级 52 人，二年级 50 人，三年

级 53 人，四年级 55 人。
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来自哈尔滨市另外 1 所初

中初一至初四的学生。发放问卷 24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218 份，有效率为 90.83%。 其中男生 120 人，女生

98 人，平均年龄为 13.53±2.12 岁。 54 人为一年级，
49 人为二年级，56 人为三年级，59 人为四年级。
1.3 项目分析

对 32 个条目进行项目分析， 根据题总相 关＞
0.30、删除条目后总体 α 系数提高的保留标准删题。
结果显示，依据此标准删除 6 个条目，余下的 26 个

条目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32~0.58 之间， 均 P＜
0.001；总体 α 系数 0.927，为最大值。 因此，最终得到

26 个条目符合保留标准。
1.4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项目分析后的 26 个条目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

验，其值为 3380.592，P＜0.001，KMO=0.877。 参考碎

石图，得到特征根大于 1 的 3 个因素，方差的总解释

率为 53.7%。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删题标准，删去

因子负荷或共同度小于 0.40 的条目以及多重负荷

的条目，删除 10 个条目，形成正式版的 16 个条目的

问卷。 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内容，结合理论建构，
对得到的 3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受言语欺负”（表现

为被同学辱骂、讥讽、挖苦、起外号、嘲笑和羞辱等）、
“受强迫/躯体欺负”（主要是指受到直接的身体攻击

或通过躯体欺负来威胁个体财产、 物品和人身安全

等）和“受关系欺负”（表现为被人孤立、被阻止与他

人交往、遭人挑拨关系、被人误解、遭诬陷等）。 具体

因子及因子负荷见表 1。
1.5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采用 Amos17.0 对 16 个条目的初中生受欺负问

卷进行三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模型的拟合

指数良好，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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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中生受欺负问卷的因子及因子负荷

表 2 初中生受欺负问卷的拟合指数

1.6 初中生受欺负问卷的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 问卷各维

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受言语欺负 0.85，受强

迫/躯体欺负 0.72，受关系欺负 0.80，总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91。另外，采用奇偶分半法计算总问卷及

各维度的分半信度为 0.87、0.61、0.78 和 0.73。

2 初中生受欺负状况及其与亲子依恋、同伴

关系的关系

2.1 工具

2.1.1 初中生受欺负问卷 本研究所编制的初中生

受欺负问卷，因素分析后得出 3 个因子，包括 16 个

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法，计分等级分别为：1 表示“从

来没有”，2 表示“偶尔有过一、两次”，3 表示“有过几

次”，4 表示“经常这样”，5 表示“总是如此”，得分越

高，表明个体受欺负的程度就越严重。 其中，在问卷

的 16 个条目中，只要有一个条目选择“4”或“5”，即

可以被认定为受欺负者。
2.1.2 亲子依恋问卷 本研究中关于初中生亲子依

恋的测量，采用了尚秀华修订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

卷》（IPPA）[12]。 借鉴前人对亲子依恋研究工具的选

取，分别选用了父母依恋两个分量表，作为初中生亲

子依恋的研究工具[13]。 该量表包括“信任”、“沟通”和

“疏离”三个维度构成，共计 50 个项目。 采用 5 点计

分法，分数越高，说明依恋的程度就越高。
2.1.3 同伴关系调查问卷 采用郭伯良编制、 经张

敏修订的《同伴关系调查问卷》，主要用于测量青少

年对与同伴之间关系好坏的自我评价 [14]。 问卷共包

括 22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法，分数越低者，表明同

伴关系越不好。
2.2 对象

选取哈尔滨市两所初中学校的初一至初四年级

学生作为被试。采用以班级为单位的方便抽样方法，
共计发放问卷 560 份，平均每个学年 140 份，有效问

卷 512 份，有效率为 91.43%。 其中男生 263 人，女生

249 人；父母是/否离异者分别为 78 和 434 人。 被试

的平均年龄为 13.47±2.31 岁。
2.3 初中生受欺负的基本状况

2.3.1 初中生受欺负者的检出率 初中生受欺负的

形式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只要受到一种形式的欺负，
即为受欺负。表 3 可表明，初中生受欺负者检出率为

33.99%，主要集中在受言语欺负和受关系欺负上。

表 3 初中生受欺负的不同状况及检出率（N=512）

表 4 不同性别、年级、父母离异学生

的受欺负总分描述统计（N=512）

表 5 受欺负总分的方差分析（N=512）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2 初中生受欺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对不

同性别、 年级和父母离异学生的受欺负状况进行描

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4。 为进一步分析性别、年级、父

母离异因素与受欺负的关系，以性别、年级、父母离

异为自变量，受欺负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见，受欺负总分存在性

别主效应，男生高于女生；年级和父母离异的主效应

不显著；性别、年级、父母离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

显著。为了更好地理解初中生受欺负的形式，我们对

不同类型的受欺负在性别、 年级和父母离异上进行

分析。结果发现，在受关系欺负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年

级主效应（F=2.629，P=0.042)。事后检验得出，初二显

著高于初一、初三和初四，故初二是受关系欺负的高

发年级；在受强迫/躯体欺负维度上，性别与父母离

异存在交互作用（F=4.053，P=0.039)。 进一步对其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年 第 21 卷 第 5 期 ·797·



行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在受强迫/躯体欺负维度上，
父母离异的初中生在性别上差异显著 （F=9.10，Ρ＜
0.01），男生高于女生。
2.4 初中生亲子依恋、同伴关系与受欺负的相关

针对亲子依恋、 同伴关系与受欺负三者的相关

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见表 6。
2.5 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假定同伴关系是亲子依恋和受欺负之间的中介

变量。 按照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对同伴关系在受欺

负与亲子依恋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

（见表 7）， 同伴关系在亲子依恋与受欺负间起完全

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的具体表现见附图。

表 6 亲子依恋、同伴关系与受欺负三者的相关分析

表 7 同伴关系（w）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注：SE 表示标准误；x=亲子依恋，w=同伴关系，y=受欺负总分。

同伴关系

0.421*** -0.323***

亲子依恋 -0.071 受欺负

附图 同伴关系对亲子依恋和受欺负的中介效应模型

3 讨 论

本问卷基于 开放式问卷 和结构访谈 的内容收

集，也参考了前人有关欺负和受欺负问题的研究，拥

有较强的理论基础。 编制的 3 个维度、16 个条目的

初中生受欺负问卷， 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

均满足心理测量学标准，3 因素模型也具有良好的

拟合效果，说明其结构效度也符合要求。值得注意的

是， 尽管在开放式问卷中有收集到涉及直接躯体欺

负的关键词，但是该类词条较少，且频率低，在项目

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被删除或合并到受强迫维

度，因此新的维度命名为受强迫/躯体欺负。 可能的

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躯体欺负不是初中生的典

型的欺负形式，因此受躯体形式的欺负也较少[4]。 当

然，这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该问卷的主要特

点是关注初中生个体受欺负的状况， 对个体的受欺

负程度、 类型及其是/否受欺负者有具体的量化标

准， 这是与以往采用同伴提名或主观评价来简单划

分欺负者与受欺负者类型的评估是不同的。
在对 512 名初中生的调查中， 得出受欺负的检

出率为 33.99%，表明初中生受欺负现象在校园中普

遍存在。 此结论与前人使用其它研究工具所测量的

结果一致 [9-11，15]。 本研究还发现，受言语欺负的学生

在受欺负类别中比例最高，达 20.70%。 相关研究资

料也表明， 初中生受欺负的形式已由小学阶段的受

身体欺负，逐渐转向以受言语欺负为主要形式，并且

发生率也有所上升[10，11，16]。 究其原因，是因为初中阶

段是个体人格与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过渡时期， 无论

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处于一种半成熟 半幼稚的状

态。对于欺负者而言，有一种在众人面前显示成熟与

强者形象的强烈愿望，但出于遭受校方批评、惩罚等

手段的顾虑， 实施欺负的形式未必以身体的接触为

主，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教师和同学们发现，故代之以

对受欺负者的戏弄，言语上的讥讽、挖苦等精神上的

摧残。因为言语欺负相对比较隐蔽，对于受欺负者而

言，往往无法获得去老师或他人那里诉求的证据，这

样欺负者就可以免受教师或他人的 指责和批评。
因此，初中生受言语欺负的形式最为普遍。

方差分析表明，从总体情况看，初中男生的受欺

负程度高于女生，这一结论与以往研究吻合 [7，9-11，15]。
一般来说， 男生比女生具有更强的欺负他人的攻击

倾向， 这种攻击性的性别差异是遗传生物、 社会文

化、 社会认知和移情特点与特定情景交互作用的结

果[16，17]。 有欺负者自然也就存在受欺负者，在初中阶

段，男女界线开始明确，“男不与女斗”的意识业已形

成，故欺负与受欺负大多会发生在男生中间。另一个

结果显示， 在父母离异的初中生群体中， 男生受强

迫/躯体欺负的比例要显著大于女生。 这表明，父母

离异对男生的身心健康影响要大于女生， 即父母离

异会导致个体成为同学中的弱势群体， 进而成为他

人实施欺负行为时所选择的对象。 进一步对不同类

型的受欺负分析表明， 初二学生在受关系欺负维度

上发生率最高，此后随着年级的增长，受关系欺负的

发生率呈下降趋势， 这与陈世平等人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18]。 初二学生受关系欺负的比例最高，首先可

能是家庭教育与社会监督的缺失， 其次还因为欺负

者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由幼 稚走向成熟 的过渡

期，产生了青春的冲动，特别希望通过实施欺负他人

来获得同伴的认可，成为同学中的“王者”，而受欺负

者则往往因性格懦弱、 孤僻， 不善于辞令而遭受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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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且对他人的欺负感到无奈。 但是，随着年级的增

长，到了初四年级，受关系欺负的比例明显下降，这

可能与学习时间紧迫、 升学压力较大等一系列现实

问题有直接关系。同时，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的初四

年级学生，随着体力和能力的发展，以及伴随着几年

的同学关系磨合，会使其曾经受欺负的地位得以改变。
相关分析显示，亲子依恋与同伴关系呈正相关，

二者与受欺负呈负相关。 亲子依恋程度能够显著预

测初中生的同伴关系和受欺负状况。依恋程度愈强，
同伴关系愈好，受欺负愈少，反之亦然。 父母与孩子

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与同伴友好相处，即可能更少

受到欺负。
本研究显示， 初中生同伴关系在亲子依恋与受

欺负两个变量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即是两者的

中介变量。由此可以认为，初中生亲子依恋是通过同

伴关系对受欺负状况产生影响的。因此，对初中生受

欺负状况的干预， 可以通过对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

的调解和改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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