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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学生的心理与生理功能与正常学生不同，

而他们也常因为自身功能的缺陷，在校园中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容易成为遭受欺凌的受害者[1-4]。近十

年来，美国 [5]、欧洲 [6]与澳洲 [7]等地的学者，开展许多

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实证研究。例如，Blake
等人[8]以美国特殊教育小学生长期追踪资料库（Spe⁃
cial Education Elementary Longitudinal）以及美国国

家长期转衔资料库第二期（National Longitudinal
Transition Study-2）释出的资料进行次级资料分析

（secondary data analysis），从中发现：中学以及小学

阶段，残疾学生的校园受凌经验远多于正常学生。

相较于此，我国特殊教育的研究则较少关注残疾学

生的校园受凌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我国的校园

环境安全无患。事实上，由于普遍实施“随班就读”

的融合教育政策，国内多数的残疾学生可能是处在

被同伴欺凌的高度风险环境中。因为根据Pivik等

人 [9]针对加拿大地区的调查报告，融合教育虽然具

有积极性的功效，却也带来明显的副作用，相当程度

上提高了残疾学生受凌的机率。

研究者回顾国内已经发表的期刊论文，发现仅

两篇是与残疾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主题有关，分别

为李丹等人[10]的论述性文章与昝飞等人[11]的实证研

究。李丹等人从认知、情绪、行为与沟通层面，说明

“随班就读”环境下，残疾学生身兼欺凌者与受害者

的特征，并提出给予教师参考的干预对策；昝飞等人

比较 6-11岁与 12-16岁年龄层的残疾学生与正常

学生，检验两者的社会能力与问题行为是否有所差

异，结果发现：残疾学生的社会能力水平显著低于正

常学生，问题行为的程度显著高于正常学生。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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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飞等人的研究不是直接针对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

的情况进行探讨，但是因为社会能力与问题行为被

视为是导致同伴侵害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9]，因此

通过昝飞等人的研究，仍可间接推断在“随班就读”

环境下，我国残疾学生可能存在著较高比例的同伴

侵害问题。整体而言，目前国内校园受凌的研究较

少将分析视角扩展到残疾学生族群，诚如李丹等人

在其文中所言“我国残疾学生在校园被欺凌的真实

资料仍有待查证”。

有鉴于我国残疾学生的校园受凌研究，有许多

关键问题需要实证证据来加以回答，因此本研究利

用我国台湾地区特殊教育长期追踪资料库（Special
Needs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SNELS资料

库）[12]公开的原始资料，进行纵向资料的多水平模型

分析（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台湾地区的特殊

教育虽然没有“随班就读”一词，但还是普遍采取融

合教育理念的残疾学生安置型式，因此分析台湾地

区的资料，仍可对大陆的特殊教育提供一些借鉴。

研究者选择 SNELS资料库的初一残疾学生至其高

一阶段的追踪资料，因为该历程正值个体发展的青

春期，是校园欺凌行为最容易发生的时期，相当适合

此主题使用。本研究探讨的问题如下：残疾学生在

校园受凌的情况随著他们年级的增长有何改变；残

疾学生对学校环境的知觉、身心健康状态以及课堂

学习表现是否随其在校园受凌的情况一同产生变

化；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变化是否因为不同

性别与入学时的社会能力等个人特征而产生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分析的资料来自 SNELS资料库的初中

一年级残疾学生至其高中一年级的纵向资料，此资

料整合自三个时间点的学生与教师作答档案。①学

生部分：本研究只处理融合教育环境下的残疾学生，

这些残疾学生在初一、初三与高一时接受问卷的施

测；②教师部分：教师为残疾学生隶属班级的班主

任，由其在学生初一入学时评价其社会能力以及在

学生接受三次问卷施测时，评价每个残疾学生的课

堂学习表现。三次作答中，填答完整没有遗漏的有

效分析数量依序为 1203份、805份与 582份。需注

意的是，本研究最终分析的份数不是582份，因为研

究者考虑到部分的测量题项有“不确定”与“不知道”

等选项，当被试作答选择此类型的选项时，会无法正

确判断其心中的反应，故将作答选择“不确定”与“不

知道”的份数删除，最后纳入分析的份数为 324份，

性别与残疾类别的比例分布如表1所示。由于删除

的资料数量较多，为了避免对于研究结果造成偏误

影响，研究者以初一时的资料为例，进一步比对遭删

除者与后续正式分析的被试，是否存在作答差异。

卡方检定的结果显示两组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的两

个题项作答无显著不同（χ2分别为 3.48与 3.07，P为

0.06与 0.08），表明资料的删除为随机发生，未对于

因变量产生偏误影响。

1.2 研究模型

本研究模型包括两个水平的变量，设定如图 1
所示。水平一为残疾学生个体内的重复测量模式，

包括时间因子与随时间变动的共变量（covari⁃
ance）。水平二为以水平一参数为结果变量的个体

间个人水平模式，此水平的变量为个人特征，不随三

次测量时间而有所变动。具体而言，水平一的变量

包括：模型的因变量（即残疾学生校园受凌的情况）

与模型的自变量（即时间因子与其他随时间变动的

共变量）。水平二的变量为个体的个人特征（即性别

与入学时的社会能力）。图 1关于水平一变量的箭

头分别代表时间因子（研究假设H1）与共变量（研究

假设H2）和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关联性检

验，水平二变量的箭头是检验性别与入学时的社会

能力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研究假设H3），以及水平二

变量与时间因子所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研究假设

H4）。

表1 学生性别与残疾类别交叉列表

男生

女生

总计

残疾类别总计

智能障碍

22
23
45

视觉障碍

9
7

16

听觉障碍

13
13
26

语言障碍

0
2
2

肢体障碍

38
23
61

身体病弱

18
11
29

严重情绪障碍

25
2

27

学习障碍

41
13
54

多重障碍

4
6

10

自闭症谱系障碍

33
4

37

其他

10
7

17

总计

213
111
324

1.3 测量指标

研究者以 SNELS资料库中学生与教师问卷的

部分题项作为图1模型变量的外在测量指标。除了

性别的变量外，以下针对其他变量作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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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模型

1.3.1 校园受凌的情况 本研究定义的校园受凌

情况，是由残疾学生自评在校园中遭遇同伴侵害行

为的程度，数值愈高，表示受害程度愈严重。此变量

在 SNELS资料库中是由三个外在测量指标对应：

“同学是否会不理你”、“同学是否骂或取笑你”及“同

学是否向你勒索金钱”，采二元计分型式（“否”赋分

为 0；“是”赋分为 1）。由于这三个外在测量指标所

对应的潜在构念，是属于形成性测量模型（formative
measurement model），因此传统信度与效度的检验方

式无法适用。综合多个学者的看法 [13，14]，评估形成

性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首先是要避免多元共线

性（Multicollinearity）的问题，这会造成外在测量指

标对于潜在构念的影响参数无法稳定估计。其次，

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可以作为形成性测

量模型的信度检测方式。最后，效度证据可以从个

别外在测量指标对于潜在构念的影响系数是否达统

计显著水平（即γ值），以及潜在构念与其他效标变

量的关联（即β值）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来取得。根据

这些准则，研究者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信度方面：

三个外在测量指标不存在明显的多元共线性问题

（VIF介于 1.02至 1.26），第一与第二波的三个题项

之 Spearman相关系数都达显著水平（系数分别为

0.12、0.32与0.11，P<0.05）；效度部分，以第三波资料

为例，研究者建构外在测量指标与潜在构念之间的

形成性测量模型，检验此测量模型与学生对学校环

境知觉变量的关联性，藉以检测γ值与β值的系数是

否符合预期。结果发现第三题（勒索金钱）对于潜在

构念的影响系数未达显著，其余γ值都达显著，潜在

构念对于学校环境知觉的相关性亦达显著（β=0.34，
以 n=324，sample=3500，得出的 t=6.50，P<0.05）。考

量到第三题对于潜在构念的影响系数未达显著，故

不将该题列入计算。至于其他两个外在测量指标，

以其对潜在构念的影响系数来加权，估算残疾学生

于该年度的校园受凌情况程度，依此进行多水平模

型分析。

1.3.2 时间因子 被试在初中一年级、三年级与高

中一年级时接受追踪调查。在这些施测的时间点

中，研究者以第一次（初一）的时间为基准，设定为

“0”，代表残疾学生在校园中遭受欺凌情况的起始状

态。初三与高一部分，研究者以年为单位，从初一起

始状态往后推算，初三的施测时间设定为“2”，高一

设定为“3”。
1.3.3 学校环境知觉 本研究的学校环境知觉是

指残疾学生对于学校环境的整体态度，主要是测量

他们认为学校环境给予他们的支持程度，此数值愈

高，表示被试认为自己得到学校环境的支持愈低，采

李克特（Likert Scale）4点量表计分型式（1至 4分）。

关于学校环境知觉的外在测量指标，是以SNELS资
料库中的问卷题项“在学校和同学相处得愉快吗？”

和“你觉得学校的老师关心你吗？”来代表，研究者取

这两个题项的均值来进行多水平模型分析。由于这

两个外在测量指标与潜在构念属于形成性测量模

型，故采取前述的多元共线性、再测信度、外在测量

指标的γ值、潜在构念与其他效标变量的β值等方式

来检验信度与效度。信度证据结果显示：被试在这

两题的第一波与第二波 Spearman相关系数都达显

著（0.42与0.27，P<0.05），而且两个外在测量指标之

间不存在多元共线性的问题（VIF=1.03）；效度证据

部分，以第三波资料为例，将 SNELS资料库中的一

道学生问卷题项“学校是不是一个安全地方”作为效

标变量，这两个外在测量指标对于潜在构念的γ值
都达显著（系数分别为 0.77与 0.52），且潜在构念与

效标变量的相关亦达显著（β=0.26，以 n=324，sam⁃
ple=3500，得出的 t=4.90，P<0.05），具有不错的效度

证据。

1.3.4 身心健康状态 本研究界定的身心健康状

态是残疾学生自我判断当前身体健康与心情愉快程

度，数值愈高表示被试的身心健康状态愈不良，采李

克特 4点量表计分型式（1至 4分）。在 SNELS资料

库中，每一波均有三道问卷题项可作为身心健康状

态的外在测量指标：“身体健康吗”、“心情还好吗”、

“现在过的快乐吗”，本研究以这三道题项的均值进

行多水平模型分析。研究者以第三波的资料进行三

个外在测量指标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组合

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为0.75，变异抽取量（aver⁃
age variance extracted）为 0.50，因素负荷量介于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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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0.86之间，信度与效度证据良好。

1.3.5 课堂学习表现 本研究定义的课堂学习表

现是指从教师的视角来看，残疾学生在课堂中展现

的专注以及投入课堂的积极程度，数值愈高，表示课

堂学习表现愈差，采李克特4点量表计分型式（1至4
分）。SNELS资料库有10题外在测量指标来对应课

堂学习表现的潜在构念，此组合同样也是形成性测

量模型。研究者通过上述提及的信度与效度检验方

式，筛选出符合标准的题项：“能安静在座位”、“能参

与班级讨论”、“能独自专注工作”以及“能和其他学

生合作完成工作”，本研究取这四道题项的均值进行

多水平模型分析。关于这四个外在测量指标的效度

证据，以第三波资料为例，将 SNELS资料库中的一

道学生问卷题项“對上課內容是否感興趣”为效标变

量，考验形成性测量模型与效标变量的关联，结果显

示：测量模型的个别外在测量指标γ值与潜在构念

对效标变量的β值都达显著水平（γ介于 0.17 至

0.61；β=0.41，以n=324，sample=3500，得出的 t=8.72，
P<0.05），具有良好的效度证据。信度部分，四个题

项第一波与第二波再测信度的 Spearman相关系数

都达显著（系数介于0.39至0.65，P<0.05），且不存在

多元共线性的问题（VIF值介于1.19至1.55之间）。

1.3.6 入学时的社会能力 入学时的社会能力在

本研究是指从教师的角度去评价每名残疾学生于初

一时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能力，数值愈高代表社会能

力愈差。SNELS资料库有四个问卷题项可作为残疾

学生社会能力的外在测量指标，采李克特 4点量表

计分型式（1至4分），分别为：“与别人互动时能够表

现适当的礼仪”、“具有与人讨论事情的能力”、“能遵

守团体规范或教室规则”、“能够与同学和睦相处”。

本研究取这四道题目的均值进行多水平模型分析。

研究者以第一波的资料进行四个外在测量指标的验

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组合信度为0.81，变异抽取

量为0.52，因素负荷量介于0.56至0.84之间，具有良

好的信度与效度证据。

1.4 资料分析

本研究处理的资料，是同一名残疾学生在三个

时间点的重复测量结果。此资料具有多水平的特

性，即水平一为随著时间改变的变量，水平二为个体

特征的固定变量，可应用多水平模型来加以分析。

针对多水平模型分析的步骤，研究者依照过去学者

的建议 [15]，以HLM6.0 版软件，依序执行虚无模式

（null model）、非条件化成长模式（unconditional
growth model）、共变数模式（time-varying covariates

model）、条件化成长模式（conditional growth model），

通过不同模式的设定来回答研究问题。

2 结 果

2.1 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2为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三个测量时

间点描述统计结果（包括：原始问卷题项与加权后的

变量）。首先，从原始问卷题项的作答结果可发现，

被试于初一时遭受“同学不理你”及“同学骂或取笑

你”的比例分别为35%与10%，至初三时这两个数值

提高为 59％与 63％，在高一时又降至 44％与 40％。

其次，为了进行后续多水平模型的校园受凌情况变

化分析，研究者将原始题项的作答分数，依据该年度

对学校环境知觉变量的影响系数，进行数值加权，产

生加权后的变量。从该变量数值的变化来看，残疾

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程度呈现上升态势，直到初

三阶段，此问题达到最高峰。

表2 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描述统计结果

注：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加权后变量数值是以partial
least squares方式估算影响系数，再以影响系数进行加权

2.2 纵向资料的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

2.2.1 虚无模式 虚无模式作为多水平模型的基

础模式，主要是检测来自个体之间的变异成分是否

显著，此模式的结果必须符合一些基本条件，才能继

续进行后续分析。根据表 3虚无模式的结果，随机

效果部分，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变异量为

0.196，水平二（个体间）的变异量为0.046，后者达显

著水平（χ2为 550.374，P<0.010）。经过计算，得出组

内 相 关 系 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为

0.190，表示总变异量中有19%是由残疾学生的个人

特征所造成，高于一般认为可以继续执行多水平模

型分析的基本条件（一般设定为0.059）。
2.2.2 非条件化成长模式 非条件化成长模式是

检验时间因子对于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影

响，用以回答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残疾学生在

校园受凌的情况随著他们年级的增长有何改变？参

照表3可发现，在固定效果中，平均起始状态（截距）

初一

初三

高一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原始问卷题项

不理你

114（35%）

210（65%）

191（59%）

133（41%）

140（44%）

184（56%）

笑你骂你

33（10%）

291（90%）

204（63%）

120（37%）

131（40%）

193（60%）

加权后的变量数值

M注

0.33

0.69

0.50

SD
0.44

0.47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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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0为0.325（SE=0.024），达到显著水平（P<0.010），平

均线性成长β10j为 0.438（SE=0.038），达到显著水平

（P<0.010），平均加速度成长β20为-0.127（SE=0.013），

达到显著水平（P<0.010），说明时间因子对于因变量

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假设H1成立。由于平均线性成

长为正值，平均加速度成长为负值，表示残疾学生在

校园受凌的情况是呈现先提升后下降的态势，即在

初一至初三阶段，这些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情况日

趋严重，但是此情况在初三至高一阶段有所好转。

随机效果部分，平均起始状态与平均加速度成长的

变异都达显著水平（γ0i 为 0.069 与γ2i 为 0.001，P<
0.001），表示残疾学生的校园受凌情况在他们初一

起始状态以及平均加速度成长存在个体之间的显著

差异，代表成长曲线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调节。

2.2.3 共变数模式 共变数模式是分析共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是否达统计显著水平，用以

回答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残疾学生对学校环境的

知觉、身心健康状态以及课堂学习表现是否随其在

校园受凌的情况一同产生变化？根据表 3的结果，

学校环境知觉、身心健康状态以及课堂学习表现都

与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呈现正向的关联（学校

环境知觉：t=3.294，P<0.010；身心健康状态：t=
7.004，P<0.010；课堂学习表现：t=2.737，P<0.007），

说明当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的情况愈为严重，他们

对学校环境的知觉愈为负面、身心健康状态愈不理

想以及课堂学习表现愈差，变量之间形成不良循环，

研究假设H2成立。

2.2.4 条件化成长模式 由于非条件化成长模式

的平均起始状态与平均加速度成长变异成分达显

著，故可继续进行条件化成长模式的分析，检验水平

二变量对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影响，用以回

答研究问题三：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变化是

否因为不同性别与入学时的社会能力等个人特征而

产生差异？根据表3，在平均起始状态、平均线性成

长以及平均加速度成长等部分，性别与入学时的社

会能力都没有带来显著影响，说明研究假设H3与H4

不成立。然而，平均起始状态与平均加速度成长的

变异成分仍达显著水平（γ0i为0.040与γ2i为0.001，P<
0.001），表示仍有水平二的其他个人特征变量会对

于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的情况造成影响，只是这些

变量未在本研究中发现。

表3 纵向资料的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摘要

3 讨 论

3.1 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变化趋势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台湾地区青少年残疾学

生在校园曾经遭受同學冷暴力（不理）及言语暴力

（罵或取笑）的比例，于初一、初三与高一各波时间点

的数值分别为 35％与 10％、59％与 63％、44％与

40％，初三时的数值相当符合国外Rose等人[16]认为

平均起始状态

截距β00

β01性别

β02入学时的社会能力

平均线性成长

截距β10

β11性别

β12入学时的社会能力

平均加速度成长

截距β20

β21性别

β22入学时的社会能力

β30学校环境知觉

β40身心健康状态

β50课堂学习表现

层一误差εti
起始状态γ0i
线性成长γ1i
加速度成长γ2i

虚无模式

系数

0.051

变异数

成 分

0.196
0.046

标准误

0.018

χ2

550.374

t

27.373

P

0.000

非条件化成长模式

系数

0.325

0.438

-0.127

变异数

成 分

0.142
0.069

0.001

标准误

0.024

0.038

0.013

χ2

520.321

415.051

t

13.286

11.392

-9.454

P

0.000

0.001

共变数模式

系数

0.305

0.476

-0.137

0.045
0.151
0.056

变异数

成 分

0.143
0.041

0.001

标准误

0.023

0.038

0.013

0.014
0.022
0.020
χ2

439.002

400.685

t

13.181

12.427

-10.356

3.294
7.004
2.737
P

0.000

0.002

条件化成长模式

系数

0.342
-0.023
0.038

0.462
0.008
0.017

-0.128
-0.006
-0.004
0.045
0.142
0.024

变异数

成 分

0.143
0.040

0.001

标准误

0.070
0.050
0.022

0.117
0.081
0.033

0.040
0.028
0.011
0.014
0.022
0.023
χ2

431.172

399.647

t

4.892
-0.482
1.755

3.957
0.096
0.544

-3.195
-0.221
-0.399
3.219
6.497
1.047
P

0.000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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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学生应有超过50%的比例有过同伴侵害经验的

观点。除了残疾学生校园受凌事件的发生率外，本

研究更重要的发现是，以个别残疾学生为分析单位，

呈现出校园受凌情况的发展趋势。纵向分析结果表

明他们在初一至初三阶段遭遇了最严重的同伴侵害

问题。对此，研究者认为是因为同伴侵害的欺凌者

与受害者关系一旦确立，除非及时介入处理，否则不

对等的关系很难自行改变，从而造成受害者遭受欺

凌的发生率是叠加增长。本研究的结果与Blake等
人一致，他们同样以纵向分析的方式，发现曾经被欺

凌的残疾学生，在相隔一年后，被侵害的机率高过同

样患有残疾但是先前不曾遭受欺凌的学生，两者的

被侵害发生率达五至七倍的差距 [8]。由此可知，对

于曾经遭受同伴侵害的残疾学生，他们在校园的安

全需要给予更多的保障，否则极容易持续成为受害

者，且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欺凌者与受害者所处

的环境有所改变为止。基于此，特殊教育工作者必

须格外重视残疾学生刚入学时与同伴相处的情况，

及早识别、及时制止欺凌者与受害者非良性关系的

建立。

回顾国内的实证研究，过去只有昝飞等人[11]的

研究与残疾学生的校园受凌主题有关，相关的实证

证据相当缺乏。虽然本研究是以我国台湾地区的资

料进行检验，但两岸的特殊教育实施情况相似，都是

采取融合教育的理念，因此台湾地区的资料分析结

果仍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性。再则，由于残疾学生群

体的特殊性，使得这方面研究主题的方法容易采取

便利取样的方式（例如：Bourke等人[7] 、Pivik等人[9]与

Kokkinos等人[17]），但也因而造成在样本的数量以及

结果的推论性上都存在局限。为此，Son 等人[5]以及

Blake 等人 [8]近来都采用大型资料库所公布的资料

进行分析，藉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外在推论性。本研

究与Son等人以及Black等人所采取的方式相同，这

种次级资料分析的方式，或许是未来残疾学生的校

园受凌研究可以考虑使用的研究方法。

3.2 与残疾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一同产生变化的变

量

本研究发现：随著青少年残疾学生在校园持续

遭受欺凌，他们会认为学校环境给予自己的支持愈

来愈少，而且生理与心理的状态也趋于负面，同时在

课堂上的表现也日益低落。虽然此结果与先前一些

校园受凌的研究结论重复 [18，19]，不过本研究是从动

态的纵向分析视角切入，与先前采用横断面方法的

研究不同。在不同分析方法的检证下，受害者经历

欺凌后在各层面都会产生不良反应，表示此现象具

有稳定的一致性，值得教育工作者重视。另外，残疾

学生校园遭受欺凌的变量与另外三个变量呈现共变

关系，意谓有可能改变这三个共变量，会连带地改善

残疾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情况，因此本研究的发现

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干预带来一些启示。举例而言，

许多学者提出的校园欺凌行为干预手段是基于增能

（empower）的观点，旨在让受害者发挥自身的潜能，

增强他们在个各面向的能力，扭转他们与欺凌者之

间力量不平衡的关系 [20，21]。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增

能的干预手段应著重在给予残疾学生更多的学校环

境支持以提高他们对环境的信赖感、改善他们消极

的身心健康状态，以及激励其在课堂的学习表现，这

些措施可能会有效阻止残疾学生持续遭受同伴侵

害。必须理解的是，任何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有相应

的配套措施，“随班就读”的融合教育政策虽然理念

良善，但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无可避免会增加残疾

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机会，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残疾

学生在校园中的适应情况，引导并强化残疾学生与

普通学生的良性交流与合作。

3.3 残疾学生的性别、入学时的社会能力与校园

受凌情况的关联

本研究并未发现性别与入学时的社会能力等个

人特征会对青少年残疾学生在校园遭受欺凌情况的

变化产生明显影响，包括起始状态与随时间改变的

情况都未达显著，此结果与研究者的期待不符合。

对此，研究者提出两个可能的解释：①校园受凌行为

的测量方式：受限于SNELS资料库并未在三次的测

量中，都有测到肢体类型的欺凌行为，因此本研究所

定义的校园受凌行为没有包括肢体侵害。由于过去

研究表明男性比较容易遭受肢体类型的同伴侵害
[7]，因此缺少这部分的测量题项是否会导致无法凸

显性别的个人特征所带来的影响效果？此部分因为

资料库资料的限制，本研究无法回答，有待后续研究

的检验；②测量时间点不足造成模型参数设定受到

限制：本研究共有三波时间点的测量，自由度无法同

时估计时间因子的平均初始状态、平均线性成长与

平均加速度的随机效果参数，故参考李静芳与温福

星的设定方式[22]，将平均线性成长设定为固定效果

而非随机效果，使得模式得以辨识，但这与多数学者

进行纵向资料的多水平模型设定方式不同。事实

上，研究者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发现假若将入学时的

社会能力单独设定在平均加速度成长的斜率，而不

设定在平均线性成长的部分，会呈现入学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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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在平均加速度成长的斜率达显著的结果，说明

模型参数的估计可能因为自由度不够而受到限制，

无法稳定地反映入学时社会能力的效果。据此，研

究者认为需要更长时间点的资料才能厘清入学时社

会能力对于残疾学生校园受凌情况的影响。

3.4 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是检验全体残疾学生在校园受凌情况的

变化趋势，并未进一步将不同类别的残疾学生作区

分比较，这也使得本研究的结果在解释上需要特别

谨慎。在未经过进一步检测前，此结果无法确认是

否可以解释单一类别的残疾学生群体情况（例如：以

本研究的结果，单独用于解释听觉障碍群体）。因为

根据Andreou等人[6]的观点，不同类别残疾学生遭受

同伴侵害的程度可能有所差别，或许一些特定的残

疾类别不适用本研究的模型。此外，SNELS资料库

对于初一残疾学生的追踪调查只有至其高一为止，

虽然三个时间点的资料仍可以通过模型设定，去估

计时间因子的平均加速度成长效果，但是在自由度

的限制下，无法将时间因子的平均线性成长设定为

随机效果，可能因此影响到部分参数估计的稳定

性。据此，建议未来研究可以寻找有四波测量点以

上的资料进行分析，以求能同时估计平均线性成长

与平均加速度成长的随机效果，再次分析入学时的

社会能力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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