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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正義使者嗎〇誰願意為霸凌受害者挺身而出 

壹、摘要 

隨著經濟不景氣以及生活步調加快的影響，職場上的工作壓力無形增加，根據 1111

人力銀行調查，針對會員隨機挑選 18~50 歲的上班族進行「工作壓力指數」網路問卷調

查，有效樣本 1,231 份中，有近八成的上班族感覺到工作壓力，其中四成四的壓力來源

是上司情緒（葉正玲，2007）。員工心理壓力問題沒有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在無正規

抒解管道之下便將其不滿情緒發洩在他人身上，各種外在條件交互刺激下，企業主所忽

略的員工心理壓力問題便成為職場霸凌中的導火線。 

根據研究顯示，職場霸凌以羞辱、冒犯與壓力的方式加諸於被害者，可能造成工作

績效降低及塑造一個不正常的工作環境（王智詠，2007）。可惜目前關於這部分的實證

性探討仍舊較為缺乏，因此希望此番進行之研究能以系統化及實證性為目標，對職場霸

凌作一深入探討，以期成為未來職場改進及增益之參考。 

霸凌行為在現今的職場來說是一個頗為常見的現象，以語言或心理挑釁（惡意）行

為持續六個月以上，「職場霸凌學會」表示 37%的工作者曾遭受霸凌（張佑生譯，2009）。

職場霸凌目前較常見為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過去研究多著重在於受霸凌者的心理、行

為反應，但對霸凌目擊者之研究則相對缺乏。為了彌補這一缺口，本研究站在以霸凌目

擊者為中心的角度來解析霸凌在職場所呈現的各種現象。 

本研究係採實驗設計法，探討霸凌加害人為男性上司及女性上司兩種角度時，結合

霸凌受害者的性別，兩者之間所呈現的二因子交互作用，同時針對目擊者在面對不同的

霸凌情境時，會有不同強度的出手相助行為做研究。其次，根據目擊者的性格特質(內

外控)做為調節變項，從而產生的助人傾向會不會有所差異，亦即內控型的人格在面對

職場霸凌時會不會有較顯著的助人傾向〇這也是本研究想深入討論的重點。 

綜合上述，本研究希望以霸凌目擊者的角度及其現象為職場霸凌作一完整描述，以

期能為組織提供一些建言。同時藉由此研究角度及數據成為未來企業組織做為人才甄選

的參考，在選才時將助人傾向的觀念導入，以預防組織中的不良霸凌氣氛之蔓延，進而

影響組織整體運作。 

關鍵字〆職場霸凌、工作壓力、內外控、助人傾向 

貳、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背景 

隨著經濟不景氣以及生活步調加快的影響，職場上的工作壓力無形增加，美國一項

針對 200 家企業的研究報告指出，四分之一的員工有與壓力相關的疾病々香港中文大學

醫學院的研究也證實，工作壓力會增加心臟病與中風的機會。根據 1111 人力銀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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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八成的上班族感覺到龐大的工作壓力，其中四成四的壓力來源是上司情緒（葉正

玲，2007）。 

員工心理壓力問題沒有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在無正規抒解管道之下便容易將其不

滿情緒發洩在他人身上，職場霸凌不像校園霸凌經常訴諸於肢體暴力、恐嚇威脅，通常

是持續不斷且陰險狡猾的騷擾過程。也許剛開始是在幹部會議中說些貶損某人的話，接

著在同事之間說某人的八卦，並故意忽略邀請某人出席工作上的重要活動等等。華盛頓

的倡議團體「職場霸凌協會」創始人蓋瑞〃納米說，如果欺負人的惡霸是主管，受害人

也許會被剝奪重要的職務，或是被指責怠忽職守（田思怡，2008）。 

在大環境的變遷及個人調適等各種內外在條件交互刺激下，企業主所忽略的員工心

理壓力問題以及工作場域中累積的種種不滿便成為職場霸凌中的導火線(Bryant, 

Buttigieg, & Hanley, 2009)。為了避免職場霸凌對工作場所及組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應

該了解其前因後果以為初步的處遇標準，本研究將由目擊者的角度探討職場霸凌中的助

人傾向之基本概念。 

二、研究動機 

霸凌行為在現今的職場來說是一個頗為常見的現象，你身邊是否有業績頂尖卻滿口

髒話的同事々傑出卻老是冷嘲熱諷的同僚，沒來由對你咆哮的主管……，不論是人身攻

擊、作踐別人身分地位與自尊的小動作、侮辱人的「玩笑話」，或者視人如無物，都會

讓目標對象深覺受到攻擊和貶低，即便只是一時之痛，這些都是霸凌者用來傷人的骯髒

行徑（Robert I. Sutton）。而職場霸凌目前較常見為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佐格比國際民

調公司在2007年的一項研究指出，37%的美國上班族表示曾有在職場上被欺負的經驗。

過去研究多著重在於受霸凌者的心理、生理、行為反應，但是對霸凌目擊者之研究則相

對缺乏。為了彌補這一缺口，本研究站在以霸凌目擊者為中心的角度來解析霸凌在職場

所呈現的各種現象，此乃本研究主要動機之一。 

倡導團體「職場霸凌學會」在美國做的調查明確指出，霸凌者多數為男性，大概不

令人意外。然而其它有四成的霸凌者為女性，且女性針對的霸凌對像似乎偏好同類，選

擇其他女性當作對象的女性霸凌者比例超過七成。兩位加拿大研究者最近開始檢視女性

鬥女性的霸凌行為，發現有些女性互相扯後腿是因為她們覺得幫助其他女性同事，可能

會危及自己的職業生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到霸凌是因為女性在理論上較沒有男性那

麼強悍（張佑生譯，2009）。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常會看到類似的統計資料顯示出不同角

度的觀點，因此，本研究設計不同角色性別的霸凌組合，探討在霸凌情境下的性別差異

對助人傾向的影響為本研究主要動機之二。 

在整個大環境中，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差異存在，如果我們要求所有人在不受操弄

下，對同一件事情都有相同反應那是非常困難的，例如每個人看到流浪狗的反應都不一

樣，有些人可能無動於衷、買東西餵牠或者是帶回家飼養等等。根據之前的相關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性格特質的分類，內控者比較主動、積極々外控者比較依賴、消極，

因為性格特質決定一個人的行為，所以同刺激擁有不同反應，本研究將探討性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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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其和助人行為傾向之間的相關連結。在職場霸凌情境下，哪種人格特質的目擊者

比較能夠現出助人傾向，此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三。 

每個人的性別特質各有不同，內外控的性格特質對助人傾向的影響，除了內在因素

之外，外在因素尚因為霸凌角色的性別不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目擊者助人傾向。社會

心理學有關助人行為的研究顯示，外貌較為姣好的女性可能有較高的受助機會，並能更

有效的激發旁人的助人行為。助人行為指一切有利於他人，包括期待與回饋行為，而性

格特質正是影響其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討目擊者的助人傾向在性格特質及不同

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下的交互作用，此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四。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係採研究設計法，探討霸凌加害人為男性上司及女性上司兩種角度時，結合

霸凌受害者的性別，兩者之間所呈現的二因子交互作用々同時針對目擊者在面對不同的

霸凌情境時，會有不同強度的出手相助行為傾向做研究。其次，根據目擊者的性格特質

(內外控)做為調節變項，從而產生的助人傾向會不會有所差異，亦即內控型的人格在面

對職場霸凌時會不會有較顯著的助人傾向〇這也是本研究想深入討論的重點。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〆 

1. 探討不同性別組合的霸凌情境對目擊者的助人傾向是否有不同。 

2. 探討目擊者的內外控傾向對其助人傾向之表現的影響。 

3. 解析目擊者的內外控性格特質對霸凌性別組合模式與助人傾向之關係的交互作用效

果。 

參、文獻回顧和探討 

一、職場霸凌的內涵 

霸凌是種蓄意、具傷害性且會持續重複出現在固定目標身上的行為，使得被霸凌的

人遭受來自肢體、言語、關係、性等方面的暴力攻擊，從而造成被霸凌對象在身心靈方

面受到嚴重的痛苦，例如身體上的毆打，被同儕排擠。施加霸凌者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事

情，反而認為是被欺負的人做了令其反感的事情(甚至指控其存在本身就令人反感也能

作為理由)，才出手欺負。在此只討論身體接觸以外的部分，例如言語、關係等等。職

場霸凌以羞辱、冒犯與壓力的方式加諸於被害者，可能造成工作績效降低及塑造一個不

正常的工作環境（王智詠，2007）。 

 為了將霸凌組合模式清楚的分類，本研究依據性別及其互動模式分為四類，同時利

用簡單的英文縮寫來代表模式中之性別及職位階級的區分，Men Leader代表男性主管，

簡寫為Ml々Women Leader代表女性主管，簡寫為Wl々Men Subordinate代表男性部屬，

簡寫為Ms々Women Subordinate代表女性部屬，簡寫為Ws。根據以上設定類型，霸凌性

別組合模式之分類如下， 

＊霸凌性別組合模式命名〆 

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一〆（男主管對男部屬）簡稱 MlMs（Men Leader vs. Men Sub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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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二〆（男主管對女部屬）簡稱 MlWs（Men Leader vs. Women 

Subordinate） 

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三〆（女主管對男部屬）簡稱 WlMs（Women Leader vs. Men 

Subordinate） 

霸凌性別組合模式四〆（女主管對女部屬）簡稱 WlWs（Women Leader vs. Women 

Subordinate） 

二、性格特質(內外控) 

當不同特徵持續出現於多種情境時，則可稱為性格特質（Buss, 1998）。內外控(locus 

of control)是指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此觀念起源於Rotter（1954，1966）的社會學習理

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在這個理論中，指出行為是期望（expectancies）、強化

（reinforcements）、價值（Value）的函數，內外控取向受個人期望以及對某些行為將會

導致某些特別的強化之期望，有人將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歸於自己的力量，這些人被稱為

內控者（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internals）々 另有一些人認為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是歸

因於外部的環境，例如命運和運氣，這些人被稱為外控者（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externals）。 

過去研究中也指出，內控者相信行為的成功與否可以由自己控制々而外控者相信行

為成功的與否會受運氣、權勢的影響，自己無法或很難控制々亦及內控者比較自動、自

主、積極，外控者比較依賴、消極、聽天由命。Joe（1971）認為外控取向者相較於內

控取向者是較易焦慮、擁有較高攻擊性、權威性、較不信任與容易懷疑別人、缺乏自信

心，對要求社會認可的取向較低，而有較強防衛作用。Spector（1982）進一步比較內控

型與外控型的差異，結果發現，由於外控者較內控者順從，因此較易接受組織的領導々

另外，外控型的人較不滿意自己的工作，曠職率較高，容易疏遠自己的工作環境，且比

較無法投入自己的工作。 

本研究正是以此概念為基礎，探討目擊者在不同性格特質下，面對霸凌情境所產生

的心理和生理影響，以及其與助人行為之間的關係。 

三、助人傾向 

助人行為（helping behavior）又稱為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指一般對他

人有利或以他人利益為主要目的的行為（Social psychology，2006）。助人的基本動機根

據社會生物學觀點、學習論觀點、同理心─利他假說及負向狀態解除模式，其中同理心

─利他假說是本研究討論的重點。因為在霸凌情境中，身處時間、空間接近性極高的目

擊者，容易發展出助人行為。一種純然利他的助人行為是無自我考量的，也類似「助人

為快樂之本」的理念，這個行動的關鍵就在於同理心（empathy），亦即我們能否設身處

地為他人著想，並對他人的感受及情緒感同身受，當我們能同理對方感受，就能激發我

們的利他動機（Batson, Duncan, Ackerman, Buckley, & Birch, 1981）。 

其中會影響助人行為產生的助人者特質及受助者特質，本研究中採隨機抽樣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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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以彌補助人者性別之考慮，受助者性別則在組合模式中呈現。一般助人者所擁

有的個人特質除了同理心及利他性格之外，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狀態也是一個重要指

標，快樂的情緒狀態會使我們更樂於助人（Baron，1997）。這種「好心情效果」（good mood 

effect）讓我們較可能以正向的觀點解釋他人的行為，認為他是值得幫助的々另外則是

藉由幫助他人來維持或延長自己的好心情（Wegener & Petty，1994）。當助人結果不影

響原先的好心情時，助人行為便會提升々反之，助人行為則會下降（Isen，1984々 Wegener 

& Petty，1994）。 

而當下的霸凌情境也會影響助人行為的產生，霸凌目擊者對事件的解釋是能否出現

助人行為的因素之一。透過察言觀色來解讀當前的情境，正確解讀發生的事件及其嚴重

性，並採取應對措施。如果以其他旁觀者的表現及反應為線索來做助人與否的判斷，將

會造成「多數人的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或「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因

此本研究之預設情境為當場目擊者僅一人，也就是由受測者體驗並斟酌當自己為唯一目

擊者的情況時，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四、職場霸凌性別組合對助人傾向的影響 

當霸凌的情境是男性上司對部屬施以霸凌々以及女性上司對部屬的霸凌行為，在不

同性別霸凌加害人下發生的霸凌情境，霸凌對象之性別也不同時，會不會影響目擊者對

於霸凌受害人的助人行為之發生。倡導團體「職場霸凌學會」在美國做的調查明確指出，

多數霸凌者為男性的職場霸凌行為大概不令人意外。而女性則較不愛談論此一現象，加

州柏克萊的高階主管教練佩姬〄克勞斯說〆「我們理應是教養者和支持者。」因為覺得

此舉「非常違背女性對其他女性應有的舉止。」然而事實上有四成的霸凌者為女性，且

女性似乎偏好同類，選擇其他女性當作霸凌對象的比例超過七成（張佑生，2009）。 

在傳統社會底下我們會認為女性較男性易受幫助，某部分原因在於性別刻板印象

(sex stereotype)，所謂性別刻板印象便是因為性別的屬性，而對於特定性別產生的一種

固定且僵化的看法，例如〆男性為陽剛，女性必定柔弱(Modern Sociology)。或者因外貌

吸引力、與我們相似的他人及值得幫助的他人（孫倩如，2006），從而影響我們對於霸

凌情境下的助人傾向之差異。基於上述的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〆 

H1〆霸凌者與霸凌受害者的性別差異會影響目擊者之助人行為 

H1a〆就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一（MlMs）而言，目擊者的助人行為會較霸凌性別組合模式

二（MlWs）低 

H1b〆就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一（MlMs）而言，目擊者的助人行為會較霸凌性別組合模式

三（WlMs）低 

H1c〆就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一（MlMs）而言，目擊者的助人行為會較霸凌性別組合模式

四（WlWs）高 

H1d〆就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三（WlMs）而言，目擊者的助人行為會較霸凌性別組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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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lWs）高 

H1e〆就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二（MlWs）而言，目擊者的助人行為會較霸凌性別組合模式

四（WlWs）高 

H1f〆就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二（MlWs）而言，目擊者的助人行為會較霸凌性別組合模式

三（WlMs）高 

五、內外控對助人傾向的影響 

助人行為中的利他性格（altruistic personality）包括同理心、公平世界的信念、社

會責任感、自我中心傾向低及內控性格，由五項人格特質組成，擁有此特性的個人在各

種情境中都較可能表現出助人行為（Bierhoff, Klein, & Kramp，1991）。 

其中具有內控性格的助人者相信事在人為，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改變事情的結果，

抱持著這樣的信念，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幫助他人。因此內、外控型人格者之助人傾向

應該有所差異，這是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亦即內控型的人格在面對職場霸凌時應該會

有較顯著的助人行為，基於上述的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〆 

H2〆內控型人格特質對助人行為具有正向的影響效果 

六、內外控的調節效果 

 由前述內外控人格特質對於助人傾向的影響我們可以得知，內控型人格者對於事件

發生的態度採取正面努力的方式，因此內控型的目擊者會傾向於幫助所見有困難的人々

而外控型人格者則容易因為外在困難而導致退縮，外控型目擊者可能因為不受控制或預

期的激烈場面而退縮。另外不同類型人格特質者對不同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之助人傾向也

有差異存在，在性別差異的霸凌角色之下，或許因為外貌吸引力而增加了某些男女的受

助機會々而目擊者認為值得幫助的他人也將影響受霸凌者的受助機會（Dooley，1995）。

再加上內控型人格者對於助人傾向的強化效果，最後助人傾向的結果將根據兩者間的交

互作用所呈現，基於上述的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〆 

H3〆內外控人格特質與目擊霸淩情境對助人傾向具有交互作用效果 

肆、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設計與對象 

本研究採實驗設計，就性別及位階上的差異，將霸凌加害人性別及被害人性別兩個

因子做交叉配對（2x2），男性上司對男性或女性部屬的霸凌々女性上司對男性或女性部

屬的霸凌，組合成四部控制在情境相同但性別角色不同的影片。 

研究對象以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學生為主，取三、四年級以隨機抽樣方式選擇樣

本，將受試者分成四組，分別觀看不同霸凌性別角色的影片，而內外控人格特質採受試

者內設計，亦即假設受試者會包含有內外控的人格特質，在受試者觀看後作一問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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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對霸凌情境的反應。四部影片內容如下〆 

 施測影片 

背景〆 

你是某間大公司企劃部的一員，今天一如往常的來到公司，可是卻剛好目擊到同事被海

削的一幕…… 

主管（男&女）情境〆 

你因為不滿部屬所提出的一個企劃案，而在大庭廣眾之下對部屬(男&女)大聲咆嘯、羞

辱，甚至將企劃書摔在地上…… 

部屬（男&女）情境〆 

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主管羞辱，毫無辯解的餘地，只能低頭不語…… 

 如果你是那名目擊者，你會怎麼做? 

影片內容〆 

*** 

從主管站在中間開始 

  路人甲、乙〆主管早、主管早…（嚇跑，由另兩人臨演） 

 主管(男&女)〆（不理，怒氣沖沖樣） 

              喂，混蛋〈就是你，給我過來 

部屬（男&女）〆（部屬出場）請問有什麼……（話未完） 

主管（男&女）〆垃圾啊你〈 

              這是什麼鬼企劃，到底有沒有動腦啊〇（指著手上的文件） 

              我都不知道公司花錢養你做什麼了? 

               還是你的腦袋只有腦漿沒有皺紋 

              我看把你自己的腦袋拿去種菜當肥料還好用多了 

               之前的企劃做得那麼好是偷來還搶來的啊!（揶揄） 

               現在是怎樣 

               看不起我就對了 

部屬（男&女）〆不是這樣的，我… 

主管（男&女）〆交這種東西給我，我連墊便當都不想用 

               看了就倒胃口（把手上的假企劃書摔在地上） 

               給我回去重寫（掉頭走人） 

部屬（男&女）〆（低頭，楚楚可憐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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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二、研究架構 

 

 

 

 

 

 

三、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一)內外控(locus of control) 

1. 操作型定義〆是指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此觀念起源於 Rotter 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內控者(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傾向於將事件歸因於自己的力量々而外

控者(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則傾向於將事件歸因於外部環境。個人的內外控性格特質

會影響依變項中助人傾向(正義知覺)的發生及其強弱，內控型的人格特質會引發較強的

助人傾向々外控型則否。 

2. 衡量方法〆測量目擊者人格特質主要參考陳村河（2001）修訂之 Rotter 內外控人格量

表（I-E Scale）共計 23 題，每題皆有兩個敘述，受試者頇於兩者中選出最符合自己敘述

的選項，兩選項各代表內控型人格或外控型人格，選擇內控型敘述者得 1 分々選擇外控

型敘述者則計 0 分，得分越高越偏向內控型人格特質々反之則偏向外控型人格。 

(二)助人傾向 

1. 操作型定義〆依據社會生物學觀點、學習論觀點、同理心─利他假說、負向狀態解除

模式觀點，探討助人傾向，目擊者在面對霸凌情境時選擇挺身而出的情況，扮演正義的

角色同時幫助受害人。  

2. 衡量方法〆主要參考郭玫君（2006）之助人行為量表，此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

為.92，顯示其具有高信度表現。 

四、統計分析方法 

(一)信度分析〆 

    針對問卷量表內研究變項的構面進行信度分析，以測量各構面內部一致性的情況。 

(二)因素分析〆 

    針對內外控人格特質、助人傾向等三項研究變項的問卷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並驗

職場霸凌性別組合模式 

 

(1) 男上司 vs.男部屬  (2) 男上司 vs.女部屬 

(Ml)     (Ms)        (Ml)     (Ws) 

 

(3) 女上司 vs.男部屬  (4) 女上司 vs.女部屬 

(Wl)     (Ms)        (Wl)     (Ws) 

助人傾向 

內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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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構念的建構效度。 

(三)Pearson相關分析〆 

主要是探討自變項、依變項、調節變項之間的關聯性，將職場霸凌、助人行為及人

格特質等因素置入Pearson相關分析檢驗模式中，求其彼此的關聯性。 

(四)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〆 

    T test〆T 檢定，檢測實驗操弄是否符合預期 

Á NOVA〆變異數分析，檢定霸凌加害者的位階對目擊者助人傾向之影響々霸凌受

害者的性別對目擊者助人傾向之影響々內外控不同的人格特質對助人傾向的顯著差異。 

(五)二因子交互作用〆 

    為進一步瞭解目擊者的內外控性格特質對霸凌性別組合模式與助人傾向之關係的

交互作用效果，本研究擬以二因子交互作用進行分析，若交互作用達顯著效果，本研究

將進一步進行單純主效果檢定，以釐清細部的交互作用效果。 

伍、預期結果 

在不同霸凌性別組合模式中，目擊者的助人傾向應該有所不同，根據不同的霸凌性

別配對產生不同程度的助人傾向。而目擊者的人格特質也將影響助人傾向的顯著性，內

控型人格者之助人傾向大體來說會高於外控型人格者。最後，不同性別角色之霸凌情境

及不同的人格特質都會影響助人傾向之發生及其顯著程度。 

本研究希望以霸凌目擊者的角度及其現象為職場霸凌作一完整描述，以期能為組織

提供一些建言。同時藉由此研究角度及數據成為未來企業組織做為人才甄選的參考，在

選才時將正義知覺的觀念導入，以預防組織中的不良霸凌氣氛之蔓延，進而影響組織整

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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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需要指導教授指導內容 

一、請老師指導文獻蒐集以及研讀之要領 

二、請老師指導研究架構之設計使其更具體化 

三、請老師指導測驗流程之安排與抽樣方式 

四、請老師指導問卷資料修改及檢驗的技巧 

五、請老師指導統計軟體操作與資料解釋 

六、請老師指導專題研究的寫作要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