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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諧之家一直致力協助受家暴影響的家庭走出困

在推行計劃的過程中，我們亦發現跨專業的協作對

家庭關係。在過去支援家暴人士的服務中，我們主要

醫護、社工和律師，均對及早辨識受虐男士起了實質

局，並提倡以平等、尊重和關愛，建立和諧健康的
的對象為婦女和兒童，但在這十數年間，我們亦發現

在家暴的求助個案中，男士們的受虐情況實在需要
關注，尤其在求助的過程中，他們容易被誤解及難以
啟齒。外國的文獻顯示，在親密伴侶關係受虐男士佔

家暴求助者超過兩成；在香港，根據社會福利署的
數字顯示，在2013-2021中，每年在親密伴侶關係受

虐男士佔家暴求助者平均約一成半，數字相對較低。
求助數目較少的原因是文化差異？求助遇上困難？
或是服務不足？事實上，香港在支援受虐男士服務

一直較欠缺及不顯眼。如果我們希望幫助這群邊緣
的服務對象，首先認識男士受虐的處境是重要的。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由2016年10開始至

2022年9月的捐助，使「男天再現」計劃開展了兩個
三年的服務週期。在第一個三年階段，我們發展了
敘事治療輔導小組、同路人支援互助組及積極提倡

家暴不分性別和「零容忍」的訊息。在第二個三年
階段，我們善用社交媒體作社區教育平台，關注受
虐男士的精神健康、鼓勵他們及早尋求服務並優化
治療輔導小組和個案服務。經過整整六年的先導計
劃，和諧之家的同事們亦累積了不少與服務使用者
同行的前線經驗。藉著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

社會行政學系的研究團隊，我們期望在計劃的第二

階段，就服務的成效作檢討，並對受親密伴侶暴力
影響的香港男士的處境及需要作深入剖析，目的在
引起社會人士和相關的政府部門對這群極需援手的

男士的關注和予以協助，讓受影響的家庭、兒童與其
親友找到出路，重建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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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群服務使用者十分重要。前線的專業人員如警察、
作用，因為受虐男士較隱藏和忽略問題的嚴重性，
以致在尋求服務時，問題已糾結多年，令傷害和創傷

加深。相信透過各專業上的協調及認識家暴受虐男
士的內心掙扎和需要，社區在服務的轉介、支援方式

和資源投放必會提升，以達致為受虐男士早日「燃點
希望」及建立「和諧萬家」的遠景。

是次研究的順利發佈，我們再次感謝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

政學系蔡惠敏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的努力，以及我
們的服務使用者、迴嚮團隊義工和同事們，讓香港在

親密伴侶關係受虐男士的本土研究踏出重要的一步。

和諧之家總幹事
李劉素英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與需要
報告摘要

研究背景

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在近年開始注意到男士的需要，相繼設立專門為男士而設的服務及計劃。和諧之家有見

男士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個案日益增加，於是在2016年進行為期三年的「『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
為受虐男士及使用暴力的伴侶提供個案及小組輔導，協助他們重建個人生活、療癒心靈及增加信心和能力感。
經過三年的探索和服務發展，和諧之家再次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2019年開展新一輪為期三
年的「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
（下稱「計劃」
）
，服務包括為受虐男士及其伴侶提供個案跟進及小組活動、推行社

區及公眾教育（例如「生命樹x迴響團隊」工作坊、VR體驗活動）等。為探討計劃的成效，和諧之家委託香港大學社

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研究團隊進行計劃評估研究。本次研究的目的包括：
（1）了解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
男士的處境及需要；
（2）探討計劃對協助服務使用者的成效，及促成這些成效的因素；及（3）就計劃內容提供
改善及發展的建議，以更貼近受虐男士的需要。

本次研究採用量性及質性研究方法，在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期間，以問卷調查訪問了58位男士服務使用者

（下稱「受訪男士」
）
，並以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訪問了20位受訪男士、4位「生命樹x迴響團隊」工作坊成員及6位
有服務受虐男士經驗的工作員。

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及需要

受訪男士在親密關係中曾經受到各種暴力對待，包括精神傷害、身體傷害、被強逼進行性行為及遭受控制行為

對待，部份男士的子女亦受到影響，例如伴侶/前伴侶以子女作要脅，或對子女施以身體或精神傷害。受訪男士的

身心持續地承受莫大壓力，久之形成心理創傷，產生焦慮、過度緊張、抑鬱等情緒反應。再者，這些經歷對他們的
身份認同、人際關係及對未來親密關係的期望亦帶來負面影響。受訪男士曾積極應對伴侶的暴力，包括尋求伴
侶合作、自我反省、向親友或專業人士求助，亦有選擇迴避，例如忍讓遷就及懷緬往事，但最終都未能解決問題。

在面對親密伴侶暴力期間，受訪男士在物質、知識及情感層面均有不同的需要。物質層面的需要為安全的住宿

安排，知識層面的需要包括危機應對及辨識方法、對不同應對策略的認識（包括前路選擇、社會資源等）
、法律
意見及育兒知識，而情感層面的需要則為合適的傾訴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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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及促使男士尋求援助的關鍵因素

男士從遭受暴力對待到尋求援助的過程中，會經歷「認識/定義問題」
、
「尋求援助的決定」及「尋求援助的選擇」
三個階段，而他們在三個階段中的思考和決定，都會受到個人、人際關係及社會文化層面的因素所影響。在個人
層面，受訪男士往往會輕視暴力的嚴重性或對暴力的看法有扭曲之處，而不將暴力當作問題。另外，他們會因為

顧及親人或子女的感受和處境、對援助途徑缺乏認識，或維持家庭完整，而決定不尋求正規援助。在人際關係
層面，伴侶的反應和親友的意見都有可能成為阻礙受訪男士求助的重要因素。在社會文化層面，受訪男士通常

受到社會的固有性別觀念影響，意圖維護男性或家庭形象，而羞於向外求助，亦有男士認為部份正規援助未能
長遠解決伴侶暴力，而需要另覓合適的援助途徑。

另一方面，受訪男士持續承受親密伴侶暴力，期間出現了一些關鍵因素，促使他們決定尋求正規援助，這些關鍵
因素包括家庭暴力升級、壓力太大、無法獨自解決問題、親友建議及警察介紹。

服務成效

本次研究分析了計劃對男士服務使用者（下稱「受訪男士」
）及「生命樹x迴響團隊」工作坊成員（下稱「受訪成員」
）
的影響，以作評估服務成效的指標。研究結果顯示，受訪男士及受訪成員參與計劃後，在認知、態度、行為及狀態
均有正面的改變，而且他們普遍對計劃感到滿意。

受訪男士參與計劃後，更了解自身的處境及應對伴侶暴力的知識和技巧，也感到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充份得到
計劃工作員的聆聽，認識到互相支持的同路人，因此在遇到問題時願意向別人求助，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面對

生活。在行為上，計劃加強了受訪男士的人際網絡，令他們懂得與同路人互相幫助，並得到計劃工作員及同路人
的建議作參考，學會以更合適的方法應對伴侶暴力。這些改變令受訪男士在情緒或與伴侶的相處方面得到改善。

而受訪成員在計劃之中，透過「生命樹」環節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歷程和家庭關係，對自身處境有更深刻的

理解，並在「局外見證人」環節聆聽受虐男士的經歷，打破了他們對這些男士的固有印象。受訪成員從中認識到
自己在想法上的局限，懂得以多角度看待問題，在處事上更具同理心，對他們在日後改善自己的社會工作方式
亦有幫助。

建議

研究團隊綜合文獻回顧與研究結果，在服務層面及整體政策層面均提出建議，以供業界參考。服務層面的建議

包括善用外展宣傳手法、使用適合男士的介入手法、為男士提供所需的知識和支援，以及在服務單位環境設計

上考慮男士的喜好和需要。至於整體政策層面的建議則包括檢討及發展適時的男士服務、改變性別定型觀念，
以及加強相關服務的專業人士的性別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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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和諧之家成立於1985年，是全港第一間為受虐婦

女及其子女提供庇護服務的機構。至今已發展成為

一站式的家暴防治中心，以多元化預防、治療及發
展性服務，協助受家暴影響的家庭，並透過不同類

型 的 社 區 教 育 活 動，推 廣 和 諧 健 康 的 家 庭 關 係。
此外，機構更為跨專業人士提供培訓，並倡議政策及
法律的改革。

和諧之家的目標如下:

• 為受家庭暴力影響的婦女及兒童提供保護及
關懷，協助他們建立個人的自尊及自信;

• 為 施 虐 者 提 供 輔 導 及 指 引，以 終 止 家 庭 暴 力
循環，消除家庭暴力所帶來的禍害;及

• 為社區人士及有關團體提供公眾教育，以推動
建立和諧家庭。

「男」天再現 - 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和諧之家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 2016 年 10 月開展為期三年，名為「『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

計劃」
。計劃為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受虐男士(下稱受虐男士)提供適切的支援，幫助他們重建個人新生活。計劃

目標是透過多元方式教育公眾，
「男士可以是家庭暴力的受虐對象之一」
，並運用不同方式接觸潛在受虐男士，
鼓勵他們及早尋求協助。計劃為受虐男士及使用暴力的伴侶提供個案及小組輔導，以療癒心靈創傷(Healing)

及促進他們增加自尊感及能力感(Empowerment)，為當前困局另覓出路。機構期盼透過計劃提升社會大眾預
防家暴的意識及倡議家暴不分性別和「零容忍」的信息，並與業界及其他跨專業界別人士交流，及分享支援受虐
男士的服務經驗和實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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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
經過三年的探索及服務發展，和諧之家再次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於 2019 年 10 月開展另外為
期三年的「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下稱計劃)。計劃加入創新科技元素，應用虛擬實景(VR)技術呈現家暴受虐
男士的真實處境，並運用於個案、小組、專業培訓及社區教育服務中。計劃也加強社交平台的服務宣傳及網絡教
育，讓公眾思考性別角色、男士家庭健康等議題。

計劃有以下的服務目標:

•
•

•

透過不同方式接觸潛在的受虐男士，並鼓

勵他們及早尋求協助;

為受虐男士提供心靈療癒的空間，及提升

他們的能力感，以重建他們的新生活，達到

充權的目標;

為受虐男士及女性施暴者提供個人及小組

輔導;

•

•

提高社會大眾預防家暴事件發生的意

識，以及帶出不論男女均應該對家暴問題

「零容忍」的信息;及

與跨界別的專業人士及社福機構，分享於

處理受虐男士個案的相關知識及實踐智
慧。

針對不同需要的受虐男士的情況，計劃設計了具系統化的服務以達致上述的服務目標，核心服務的框架如下:

個人層面
小組層面

家庭/公眾層面

個人及家庭輔導 個案跟進

支援及治療小組、過來人活動

MAN 男士熱線及 WhatsApp、
網絡及社交資訊平台、
社交媒體教育、社區及公眾教育、
義工網絡、跨專業培訓、刊物出版

圖 1.1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的服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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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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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1.1

和諧之家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研究團隊，就計劃的成 效進行評估。

研究的目的如下:

1

2

3

的處境及需要;

成效，及促成這些成效的因素;及

建議，以更貼近受虐男士的需要。

了解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

探討計劃對協助服務使用者的

就計劃內容提供改善及發展的

2. 文獻回顧
2.1

親密伴侶暴力的定義
「親密伴侶間的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是西方國家較為普遍運用的詞語。親密伴侶之間的暴力

行為，是一種令對方感受到受威嚇、脅迫、限制及操控的虐待行為模式。換言之，所有虐待的行為均欠缺兩人之間的

共識，蓄意傷害對方或妨礙他人自由的舉動(Watts & Zimmerman, 2002)。 在同一關係中，虐待類別可能單獨發生，
但也時常存在兩種或更多種的虐待型態，例如受害人有可能面對多於一種形式之虐待(包括身體、性或精神方面的
傷害)(Moreno et al., 2012; 社會福利署，2011)。
2.2

一般而言，親密伴侶暴力可分為四種:(1)身體虐待，例如毆打、掌摑，造成瘀傷、刀傷、骨折、內傷、毀容、傷殘等針對

身體的行為;(2)精神虐待，持續令對方反感和威迫的行為;意圖造成情感傷害或恐嚇造成傷害;(3)性暴力，強迫或意圖

強迫對方在未經同意下發生任何性接觸或性行為、非自願的性行為;及(4)控制行為，包括將個人與其家人和朋友隔離、
監控他們的行動，或限制獲得經濟資源、就業、教育或醫療保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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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親密伴侶暴力的成因

現時有不同的理論和角度分析親密伴侶之間產生暴力的成因，現時世界衛生組織及眾多學者較多使用生態

系統理論(Ecological Theory)，以層遞方式去理解親密暴力的危機因素。一般而言，親密暴力的成因可分為
三個層次來加以分析:個人層面、家庭層面及社會文化層面。

2.4

個人層面

在個人層面，學者多從個人的人格特質或個人

經驗來探討親密暴力發生的危機因素，認為個人

2.7

的特質會引起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世界衛生組織
(2011)曾針對親密暴力進行研究，指出施虐者有
以下七點個人特質:(1)年輕;(2)低學歷;(3)童年

曾目睹或親身遭受到暴力經驗;(4)酗酒和濫用
藥物;(5)有憂鬱傾向;(6)低收入或低社經地位;
2.5

2.8

加劇親密伴侶暴力的發生。 Woodin 等人(2014)

發現，若個人飲用過量的酒精飲品，會增加他/她
對伴侶施行身體虐待(PhysicalIPV)和精神虐待

(Psychological IPV)的風險。 此外，Zamorski和

Wiens-Kinkaid(2013)認為患有精神病的家暴
施虐者較傾向限制或控制伴侶的行為。

行為並非出於本能，而是在日常生活經驗中經觀

在原生家庭中，孩童經歷家暴被害經驗或經常

目睹家暴發生，會將使用暴力合理化，長大後較

暴力施虐者有長期飲酒的習慣，酒精成癮或藥物

有加拿大的研究亦指出飲用酒精類飲品有可能是

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強調暴力

父 母 或 主 要 照 顧 者 學 習 的 行 為、價 值 與 認 同。

產生的關係。有台灣的研究指出接近五成的親密

2.6

跨成因。

認同與價值觀的主要場所，來自在日常生活中向

成癮與藥物濫用等的危機因素與親密關係暴力

成癮或藥物濫用所引發(鄭瑞隆、王文中，2002)。

violence)來理解親密暴力的在家庭層面，多數學

察學習而來的。家庭是每個個體學習行為、性別

此外，學者亦會引用精神病理觀點，以了解酒精

甚至發生上癮的現象，有部份暴力行為便是由酒精

代暴力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者主張使用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和

(7)人格異常。

的濫用常令施虐者形成生理與心理上的依賴，

家庭層面

會以暴力方式處理家庭中的糾紛、壓力和危機
2.9

(饒紋慈，2009;潘淑滿、游美貴，2012)。

跨代暴力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是了解親密伴侶暴力的重要概念。
跨代暴力傳遞是指受家庭暴力影響的兒童在

長大後可能有較大的機會出現家暴行為或受虐
(Chermack & Giancola, 1997; Choenni et al.,

2016; Southern & Sullivan, 2021)。 在暴力家庭
中成長的兒童親身感受或 目睹家庭暴力，長大後

會傾向使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尤其在親密關係中
產生衝突時，更是如此。這個理論強調家庭暴力

的發生風險及危機由一代傳到下一代，形成代際

傳 遞 的 現 象 ( 饒 紋 慈，2 0 0 9 ; 潘 淑 滿、游 美 貴，
2012)。若家庭關係中的互動方面出現問題，家人

間的相處或溝通不和睦，便會較易影響個人體格、
態度與行為的正常發展，進而增加產生暴力行為
的機會(古蕙瑄與林綺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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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層面

2.10 有學者認為除了社會學習論及暴力循環理論，
亦應考慮社會文化的因素，例如性別、族群、社會

發展階段、家庭關係與角色及家庭背後的社會
文 化 等。社 會 文 化 層 面 的 因 素 包 括 性 別 角 色

期望、男性暴力的認同、文化價值觀、信念、社會
標準、文化規範、對家庭夫妻角色的認定、社會

結構等，這些可以是引致親密暴力發生的因素
(古蕙瑄、林綺雲，2011)。

2.11 在性別角度方面，西方國家普遍認為婚姻暴力
是源自父權社會中兩性權力不平等，男性擁有

強大的特權，賦予男性支配婦女和兒童的權力，
暴力往往是具有文化優勢的男性對處於文化
劣勢的女性所進行的控制行為，故此若親密伴侶

之間發生暴力和性暴力，女性多被視為受害者
(Dobash, Dobash & Dobash, 1979)。

2.12 另外，有女性主義者指出中國人社會仍普遍受到

傳統文化中的父權思想所影響，如「男强女弱」
、

「男尊女卑」等觀念便是箇中產物。因此，在兩性
關係中，男性要求女性服從自己，會被視為理所
當然和天經地義。一旦女性不服從，男性便會使

用武力來重拾主導位置。這些父權文化形成男性
優勢文化下所公認的社會規範，而「男人攻擊迫

使女人服從」的模式便一直延續，令使用暴力的
男性在心中並不會產生罪惡感(周月清，1995)。

2.13 可是，男性亦會成為親密關係中的受虐者，而這

亦涉及社會文化因素。有研究便顯示女性向男
性使用暴力的動機與傳統角色期望有關，部份
女性需要兼顧家庭經濟及照顧者的壓力，如其
配偶未能符合傳統男性的角色，成為家庭經濟
支柱，她們便會感到失望，繼而向男性使用暴力
(Choi & Chan, 2020)，由此可能性別角色期望

如「男主外，女主內」等觀念，對親密暴力行為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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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伴侶暴力的發生率

2.14 不同研究都有提及親密伴侶之間的暴力發生率(Prevalence rate)。有綜合 分析的文獻研究顯示，在親密伴侶

之間的暴力中，針對男性的身體虐待的終生發生率為 3.4%至 20.3%，而部份受影響的男性都曾對他們的伴侶
使用過暴力。另外，針對男性的精神虐待的終生發生率為 7.3%至 37.0%，而針 對男性的性暴力的終生發生率則
為 0.2%至 7.0%。另外，研究也指出曾經歷 酗酒、嫉妒、精神疾病、身體損傷和短暫戀愛的人有更高風險成為家
庭暴力的受害者。在暴力行為發生後，受害者會有輕微的身體傷害、身體健康 受損、焦慮或破壞性障礙等心理健
康問題，以及會增加酒精或非法藥物的 使用(Kolbe & Büttner, 2020)。

2.15 在精神虐待方面，Coker等人(2002)的研究發現，男性遭受精神虐待的終生發生率為17.3%，高於女性的12.1%。
另外有學者(Hines, 2007; Hines & Douglas, 2011)發現男性受虐者會經歷不同程度的心理攻擊，包括輕微的
攻擊(大喊大叫、吼叫、侮辱、指責)到嚴重的心理攻擊。

2.16 由以上的研究可見，男性和女性同樣有可能成為親密伴侣暴力的受害者。

香港男士受虐的處境

2.17 在香港，親密伴侶暴力中的男性受虐情況一直被忽視。一項全港性住戶調查(Chan，2005)估算，有12.0%的
男性和15.7%的女性曾經在親密伴侶關係中遭受身體虐待。在精神虐待方面，有42.3%的男性曾經遭受精神
虐待，有30.8%的男性則在調查年份遭受過精神虐待;至於女性則有43.1%曾經遭受精神虐待，有29.6%在
調查年份遭受過精神虐待。

2.18 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的統計數字，新呈報虐待配偶/同居情侶的個案在 2021 年 1 月到 6 月總共有 1382 宗，其
中受害者為女性的佔 1193 宗(86.3%)，男性則佔 189 宗(13.7%);在 2020 年，同類新呈報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
案共有 2601 宗，受害者為女性的佔 2209 宗(84.9%)，男性則佔 392 宗 (15.1%)。而受害者為男性的新呈報個案
數字，在 2018 年有 550 宗 (18.7%)及 2019 年有 460 宗(15.8%)(社會福利署，2020)。多年來的數據顯示，在新

呈報虐待配偶/同居情侶的個案中，男性受害人佔整體個 案 15% 至 19%，而男性大多不願意向外界尋求協助，
實際個案可能更多，故此男性受虐情況實需關注。

2.19 在受虐的種類方面，綜觀社會福利署在 2018 年至 2019 提供的數字，約 80% 受虐者受到身體虐待，接近 10%

受虐者受到精神虐待，不足10%受虐者則受到多種暴力。一般而言，男性通常在身體上比女性更強壯，更有力量，
但事實上男性受害者受到身體暴力的傷害亦不容忽視，因為女性在夫妻衝突中基於體能及力量差異，更有可

能使用武器，故此男性受害者被武器傷 害而遭受損傷的危險大增(Felson & Cares, 2005)。香港的研究結果亦
呼應上述情況，發現男性受虐者遇到身體暴力時，遭受擦傷(66.7%)、咬傷(20.4%)和撕裂傷(18.5%)均屬常見

情況(Choi et al., 2015)。然而，在親密伴侶暴力的研究中，只有少數學者將主題集中在男性受虐者，而有關香港
男性受虐者的研究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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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伴侶暴力對男士的影響

2.20 關於親密伴侶暴力對男性受害者的影響，很多文獻通常著重身體和心理的影響(Coker et al., 2002)，很少探討親
密伴侶暴力對社會關係、家庭關係的影響和受害者對性別角色的看法。由於男性受害者害怕自己受虐的經歷被

別人發現，因此傾向不願意透露他們的問題。他們越是認為男性受虐是不受社會接受的問題，就越感到羞恥。因
此，他們傾向退出自己的社會網絡，並自我孤立。這可避免別人發現他們的受害情況，也有助保護他們的「面子」
。

2.21 男性的受虐行為會影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Tsang (2015)指出當男性受害者受到伴侶的身體或心理虐待時，
若子女目睹其中的過程，便可能會學習母親的這些行為，例如母親辱罵父親後，子女便有可能跟着辱罵父親及
不尊重父親。這些行為都對子女的成長構成負面影響，破壞父親和子女 之間的關係。

2.22 此外，親密伴侶暴力也會影響男性的性別角色認同。Tsang (2015)研究了男性受虐者的心態，發現他們會對自己
的性別角色感到矛盾或衝突，並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有可能導致自尊低落、焦慮和抑鬱。
再者，性別角色衝突也阻礙男性尋求協助。有研究便認為男性的性別角色衝突越高，尋求協助的意欲就越低
(Berger et al., 2005)。

19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男士應對親密伴侶暴力的歷程和方式

2.23 一般而言，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受害者可向「正規資源」(Formal Resource) 尋求協助，包括提供家暴支援服務的

政府或非政府機構、支援熱線、警察、社工、律師、有關醫療精神科的展業人士例如醫生等，亦可以向「非正規資源」
(Informal Resource)尋求協助，包括朋友、親友、互聯網等。

2.24 Liang, Goodman, Tummala-Narra,及 Weintraubs (2005)建立了一個理論框架，以理解親密伴侶暴力受害者
的求助行為(Help-seeking

behaviour)。根據這個理論框架，一個受害者在遭受虐待至尋求協助期間，會經歷三

個階段的思考，分別是:(1)定義/認識到問題的所在;(2)尋求幫助之決定;及(3)選擇求助服務的類型。而在這三個

階段之中，個人的經歷、人際關係和社會文化這三個層面的因素，均會影響受害者每一個階段的思考和決定。
而男士在遭受親密伴侶暴力時，會被不同的因素影響而不願尋求援助。

阻礙男士求助的內在心理因素

2.25 現時國際上有一些文獻研究探討男性尋求協助的

2.27 Seager(2019)也指出男性受虐者不願求助，很大

助意欲往往低於女性，而尋求協助的男性必須克服

的刻板形象，而且他們在求助時也會感到失敗

行為，結果顯示男性在遭受親密伴侶暴力時，其求

內在心理因素(Inter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和
外在障礙(External Barriers)(Tsang, 2015)。

2.26 有關內在心理因素方面，Cheung(2009)探討了

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美國華裔男士的情況，發現
這些男士對諮詢服務頗為抗拒，他們在廣播節

目中描述了自己在婚姻關係中的痛苦，但均表示
不願意向心理健康或家庭服務專業人員尋求
協助。另一項探討受虐亞裔男士的求助行為的

研究則發現，影響男性求助行為的因素包括文化
價值觀、男性身份、寬容態度、擔心私隱、羞恥和
失去面子等(Cheung et al., 2009)。傳統華人社會

對男士有特定的期望，如男尊女卑，大眾亦傾向
認為男性較女性「衝動」
、
「強壯」
、
「男性是保護和

照顧者的形象」等。鑑於性別定型的刻板印象，
向他人求助的男性往往會受到歧視、質疑和嘲諷，
大眾也會覺得女性為了自衛而傷害男性只是逼
不得已，因此受虐男士最終只好獨自面對困境
(和諧之家，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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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因為不想破壞「男性是保護和照顧者」
和羞恥。有研究亦指出男性受虐者通常比女性

受虐者更不願意求助，原因是他們認為透露受虐
情況會威脅自己的男性形象，並害怕丟失面子

(Tsui et al., 2010)。而洪雪蓮等人(2019)的研究
指出，男士不會向同事、朋友透露自己承受家暴的
處境，甚至對家人守口如瓶，是因為其他人不理解

或只會認定他們做錯，而社會的主流「男性特質」
定義，包括「男人的面子」
、
「男士應該自己處理

問題」和「家醜不外出傳」等觀念，也令男士對自己
的受虐處境感到難以啟齒。

2.28 由 此 可 見，男 性 氣 質、男 性 性 别 角 色 和 男 性 在
社會中的地位等觀念和標籤，是造成男性受虐者在
心理上抗拒求助的主要社會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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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男士求助的外在障礙

2.29 而有關外在障礙方面，社會上專為男性受虐者而設的

社會服務及資訊有限。有研究指出在2007年至2008年，
香港只有9項由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支援服務與
家庭暴力有關，但當中並無服務項目專門協助遭受親
密伴侶暴力的男性受虐者，而僅有兩項為男性提供家庭
暴力支援熱線服務(Cheung et al., 2009)。

2.30 此外，外國的研究亦指出「正規資源」提供的援助未能
令受虐男士滿意。 Douglas 及 Hines (2011)在美國訪

問了 302 位男士，以研究他們的求助行為，當中有 67%
男士表示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熱線及警察未能給予
適當的援助。亦有研究顯示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因只
支援女士，而會拒絕男士的求助(Hines et al., 2007)。

香港的男士支援服務

2.31 在香港，男士的需要在近年日益受到關注，不少社福機構亦相繼設立專門為男士而設的服務平台及計劃，包括

和諧之家的
「
『男』
天再現—受虐男士 自強計劃」
(簡稱
「男天計劃」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的
「明愛賽馬會思達計劃」
、

東華三院的「男天匯男士成長中心」等。這些平台及計劃的服務內容包括個人及家庭輔導服務、男士治療小組、
互助組織、義工服務、熱線服務、社區教育講座、興趣小組等。

2.32 當中「男天計劃」透過多元方式推廣「男士可以是家庭暴力的受虐對象之一」的觀念，並運用不同方式接觸潛

在面對家暴受虐境處的男士，鼓勵他們及早尋求支援。計劃為受虐男士提供各種服務，旨在協助他們重建個人
新生活、療癒心靈及增加他們的信心和能力感，亦期望提升社會大眾預防家暴的意識及反思社會傳統的性別

框架。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在2019年為此計劃進行的評估研究顯示，計劃所運用的敍事實踐介入手法

—五個「對話地圖」(包括踏上「男士小組」的旅程、
「外化問題」
、
「重寫生命故事」
、挑戰/抵抗「秘密」
、解構主導

「男性特質」的論述)，能夠協助面對 家暴處境的男士達到個人轉變、建立群體及促進文他及社會制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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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 研究框架

此計劃研究旨在了解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及需要、探討計劃對服務使用者的成效，以及促成

這些成效的因素，並就計劃內容提供改善及發展的建議，以更貼近受虐男士的需要。因此研究將採用「求助

行為理論框架」去探討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及需要，尤其是暴力及創傷對身份認同的影響。
此外，研究亦採用「BACK(S)」監測及評估框架，在多方面評估計劃服務的成效，從而提供改善及發展的建議。
有關詳情如下:

3.2

求助行為理論框架

影響:

個人的經歷
人際關係
社會文化

為了更有系統地探索受虐男士的

求 助 行 為 模 式，研 究 將 採 用「 求

助行為理論框架」
，勾勒出男士在

經歷親密伴侶暴力期間的思考
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定義/認識

階段一:

問題的所在、如何決定是否尋求

定義/認識
到問題的所在

幫助及如何選擇合適的支援，並
分析個人經歷、人際關係以至社會

文化如何為這一連串的思考過程

帶來影響，並探討暴力及創傷對
身份認同的影響。

3.3

階段二:

尋求幫助之決定

階段三:

選擇什麼類型的幫助

圖 3.1 求助行為理論框架 (Liang, Goodman, Tummala-Narra,
及 Weintraubs , 2005)

「BACK(S)」監測及評估框架

研究採用「BACK(S)」監測及評估框架，以成效為本(Outcome-based)的量度方法，從行為(Behaviour)、

態度(Attitude)、狀態(Condition)、認知(Knowledge)及滿意度(Satisfaction)等各方面評估計劃服務的
成效，並提供改善及發展的建議。

認知(Knowledge)
行為(Behaviour)

狀態(Condition)

態度(Attitude)

圖 3.2「BACK(S)」監測及評估框架流程圖(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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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為 受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影 響 的 男 士，以 及 在 計 劃 中 負 責 提 供 男 士 服 務 的 工 作 員，

包括社工及輔導員等。

研究團隊將會以量性(Quantitative)及質性(Qualitative)方法收集資料，以了解男士在經歷親密伴侶暴力時的

處境及需要，同時評估計劃服務的成效。

研究以問卷調查收集量性數據，以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收集質性資料。
問卷調查

透過問卷調查，研究團隊檢視及分析男士不同層面的狀況以及他們對計劃服務的看法(見附
件一)。問卷內容主要包括以下範疇:(1) 背景資料;(2) 親密伴侶暴力的經驗; (3) 精神健康狀況;
(4) 所得的社會支持;(5) 自我身份認同;(6) 應付壓力的情況;及 (7) 對計劃的滿意度。

深入訪談

透過深入訪談，研究團隊嘗試深入了解男士的自身經驗，同時分析他們對自身經驗以至對

男士服務的看法（見附件二）
。深入訪談包括四個範疇：(1) 背景資料；(2) 家庭關係以及所經歷
的暴力及創傷；(3) 暴力及創傷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及轉變；及 (4) 對服務的意見。
聚焦小組

研究團隊期望透過聚焦小組，分別收集服務使用者、
「生命樹x迴響團隊」工作坊1成員及有

服務受虐男士經驗的工作員就男士相關議題的看法及建議（見附件三）
。在聚焦小組中，
服務使用者除了談及自己的背景資料外，亦主要圍繞兩大議題作討論，包括：(1) 暴力及創傷
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及轉變。

「生命樹 X 迴響團隊」工作坊是和諧之家所舉辦的義工培訓活動，對象為輔導員、社工、輔導/社工系 學生等。工作坊旨在讓參

1

加者認識敘事治療、迴響團隊訓練及利用生命樹疏理自己的生命故事等。工作坊提供實踐環節，讓參加者與面對家暴困境的
男士對話，並成為迴響團隊與他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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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資料分析

研究收集了量性數據和質性資料，並進行分析和作出報告。

量性數據分析

問卷調查所得的量性數據由一組具有多年研究經驗的工作人員負責處理，並由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使用標準

的電腦軟件（例如SPSS 24.0）進行統計研究和數據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個別數字加起來
可能與總數不符，部份百分比的總和未必是100%。

4.6

4.7

4.8

4.9

質性資料分析

在處理質性資料方面，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
，對從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所收集而來的質性

資料進行分析。主題分析法用以一個識別、分析和報告資料呈現的意義和趨勢（Braun & Clarke, 2006）
，這個方法
能夠就研究議題作各方面的解釋。

使用主題分析法時，研究員可從兩個方向分析資料：第一種為歸納法（Inductive way）
，即是從原始資料中歸納

出主題，研究員在設計問題和分析時沒有定立明確而詳盡的主題和編碼；第二種為演繹法（Deductive way）
，即
是研究員在設計問題和分析時已建立明確而詳盡的理論框架、主題或編碼。

本研究採用演繹法，在理論框架之上，就參加者的受虐經歷、求助行為及對服務的意見，按六個步驟進行分析，

包括：
（1）熟讀資料；
（2）建立初步編碼；
（3）尋找主題；
（4）重新檢視主題；
（5）定義及命名主題；及（6）報告。

研究局限

研究的大部份結果是依據受訪男士單方面的敍述作分析，難以進行多重資料檢核（Data triangulation）
，如邀請

他們的伴侶/前伴侶參與研究，因此或未能夠全面了解這些親密伴侶暴力發生時的真實情況。此外，研究的大部
份結果是依據參與者的自評情況分析，故在闡釋資料時需考慮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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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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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量性研究—問卷調查

5.1

5.2

5.3

5.4
5.5

訪問結果

問卷調查於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進行，期間成功邀請共58位男士服務使用者（下稱「受訪男士」
）參與。

受訪男士的個人狀況

問卷調查問及有關受訪男士的基本個人資料，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經濟狀況等，詳見表5.1。

不同年齡層的男士都會參與本計劃。就本次研究而言，受訪男士的年齡介乎28歲至63歲，其中30至39歲及40

至49歲這兩個年齡層佔多數。整體而言，36.2%的受訪男士為40至49歲，32.8%為30至39歲，25.9%為50至59
歲，3.4%為60至64歲，1.7%為25至29歲。

在居住狀況方面，75.9%的受訪男士自出生至今已居住在香港，24.1%則自某年至今居住在香港。
在教育程度方面，65.5%的受訪男士為大學或以上，24.1%為中學，10.3%為文憑或副學士。
表5.1受訪男士的年齡、居住狀況及教育程度

基本資料

填答數量

百分比(%)

25-29歲

1

1.7

40-49歲

21

36.2

年齡

30-39歲
50-59歲
60-64歲

居住狀況

出生至今居住在香港

19
15
2

32.8
25.9
3.4

44

75.9

中學

14

24.1

大學或以上

38

65.5

自某年至今居住在香港
教育程度

文憑或副學士
合計

26

受訪男士（人數=58）

14

6

58

24.1

10.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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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在 經 濟 活 動 狀 況 方 面，7 5 . 9 % 的 受 訪 男 士 為 僱 員，1 3 . 8 % 為 待 業，5 . 2 % 已 退 休，3 . 4 % 為 料 理 家 務 者，

1.7%則為僱主。

在個人收入方面，55.2%的受訪男士的收入為港幣$30,000或以上，13.8%的收入為港幣$20,000至$29,999，收

入為港幣$10,000至$19,999、收入為港幣$10,000以下及沒有收入的受訪男士則同樣佔10.3%。
表5.2受訪男士的經濟活動狀況及個人收入
基本資料

受訪男士（人數=58）
填答數量

百分比(%)

僱員

44

75.9

料理家務者

2

3.4

經濟活動狀況
僱主
待業
退休

個人收入

1
8
3

1.7

13.8
5.2

沒有收入

6

10.3

港幣$10,000 - $19,999

6

10.3

港幣$10,000以下

港幣$20,000 - $29,999
港幣$30,000或以上
合計

6
8

32
58

10.3
13.8
5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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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男士的健康情況及成癮問題行為
5.8

77.6%

在健康情況方面，接近八成（77.6%）的受訪男士沒有長期

病患，約兩成（22.4%）則有長期病患。
沒有
有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3受訪男士是否有長期病患
5.9

在成癮行為方面，就吸煙而言，13.8%的受訪男士有吸煙，他們通常一日平均吸食8枝煙（介乎2枝至20枝）
。

另外，亦有13.8%的受訪男士表示已戒吸煙，72.4%則從來沒有吸煙。

5.10 就賭博而言，12.1%的受訪男士有賭博，他們平均隔46日賭博一次（介乎7日至180日）
。另外，6.9%的受訪男士
表示已戒賭博，81.0%則從來沒有賭博。

5.11 就飲酒而言，37.9%的受訪男士有飲酒，他們平均隔20日飲酒一次（介乎1日至160日）
。另外，8.6%的受訪男士
表示已戒飲酒，53.4%則從來沒有飲酒。

5.12 就濫用藥物而言，3.4%的受訪男士表示已戒濫用藥物，96.6%則從來沒有濫用藥物。
5.13 就吸毒而言，5.2%的受訪男士表示已戒吸毒，94.8%則從來沒有吸毒。
吸煙

13.8%

賭博

12.1%

飲酒
濫用藥物
吸毒

13.8%
6.9%

81.0%

37.9%

8.6%

53.4%

3.4%

96.6%

5.2%

94.8%

有
圖5.4受訪男士的問題行為

28

72.4%

已戒

無，從來沒有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受訪男士的家庭債務

93.1%

5.14 在家庭債務方面，6.9%的受訪男士的家庭現時受到債務的困擾
及/或追債的纏擾，93.1%則表示沒有家庭債務問題。
沒有
有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5受訪男士的家庭現時是否受到債務的困擾及/或追債的纏擾

受訪男士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情況
5.15 6 . 9 % 的 受 訪 男 士 表 示 自 己 或 同 住 家 有 領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93.1%

援助金，93.1%則表示沒有領取。
沒有
有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6受訪男士有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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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男士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的處境

5.16 受訪男士曾經歷親密伴侶暴力，他們會被問及現時與該配偶/伴侶的關係及相處情況。在58名受訪男士
之中，46.6%現時與該配偶/伴侶同住，53.4%則現時並非同住。

5.17 在撫養子女方面，84.5%的受訪男士現時與該配偶/伴侶共同撫養子女，他們平均撫養約2名子女（介乎1名至4
名）
。另外，15.5%的受訪男士現時則不是與該配偶/伴侶共同撫養子女。

5.18 就 現 時 與 該 配 偶 / 伴 侶 的 婚 姻 狀 況 而 言，4 3 . 1 % 的 受 訪 男 士 已 婚，2 2 . 4 % 為 分 居，2 0 . 7 % 為 離 婚，
10.3%從未結婚，另有3.4%為同居。

表5.7受訪男士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的處境（一）

現時是否與該配偶/伴侶同住？
是
否

填答數量
27
31

現時是否與該配偶/伴侶共同撫養子女？
是

百分比(%)
46.6
53.4

49

84.5

從未結婚

6

10.3

同居

2

3.4

否

現時與該配偶/伴侶的婚姻狀況
已婚
分居
離婚
合計

30

受訪男士（人數=58）

9

25
13
12
58

15.5

43.1
22.4
2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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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55.2%的受訪男士表示已離開該段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44.8%則表示仍未離開。

5.20 此外，84.5%的受訪男士表示現在並非在一段新的親密關係當中，15.5%則表示已處於新一段的親密關係。
表5.8受訪男士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的處境（二）

填答數量

是否已離開該段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
是

受訪男士（人數=58）
百分比(%)

32

55.2

是

9

15.5

合計

58

100.0

否

現在是否在一段新的親密關係當中
否

26

49

44.8

84.5

接受和諧之家服務的時間

5.21 就接受和諧之家服務的時間而言，34.5%的受訪男士表示時間為六個月或以下，31.0%表示為七個月至
一年，22.4%為兩年至三年，12.1%為四年或以上。
表5.9受訪男士接受和諧之家服務的時間

接受和諧之家服務的時間

填答數量

計劃受訪男士（人數=58）

百分比(%)

六個月或以下

20

34.5

兩年至三年

13

22.4

七個月至一年
四年或以上
合計

18
7

58

31.0
12.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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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伴侶暴力經驗 – 受虐經驗
5.22 受訪男士會被問及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的受虐經驗。94.8%的受訪男士表示伴侶或前伴侶曾對他們作出

精神上的傷害；67.2%的受訪男士表示伴侶或前伴侶曾對他們作出身體上的傷害；17.2%的受訪男士表示伴侶
或前伴侶曾強逼他們進行性行為。
精神上的傷害

94.8%

5.2%

身體上的傷害

67.2%

32.8%

強逼進行性行為

17.2%

82.8%

是

否

圖5.10伴侶或前伴侶對受訪男士作出的傷害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5.23 從結果顯示，近一半（48.3％）的受訪男士同時受到精神上及身體上的傷害，29.3%只受到精神上的傷害，17.2%
同時受到精神上及身體上的傷害及被強逼進行性行為，1.7%只受到身體上的傷害。
表5.11受訪男士所受傷害的種類

只受到精神上的傷害
只受到身體上的傷害
只被強逼進行性行為

同時受到精神上及身體上的
傷害

同時受到精神上及身體上的傷
害及被強逼進行性行為
沒有填答
合計

32

填答數量
17
1
0

受訪男士（人數=58）

百分比(%)
29.3
1.7
0.0

28

48.3

10

17.2

2

3.4

5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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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74.1%的受訪男士表示在過去12個月內有受到精神傷害。在這些受訪男士之中，65.1%受到配偶（丈夫/妻子）
傷害，23.3%受到前配偶（前夫/前妻）傷害，受到男/女朋友或前男/女朋友傷害的同為4.7%，受到同居伴侶傷害
的則有2.3%。

表5.12受訪男士在過去12個月內受到精神傷害的經歷

填答數量

在過去12個月內，是否有受到精神傷害？

受訪男士（人數=58）

百分比(%)

是

43

74.1

配偶（丈夫/妻子）

28

65.1

同居伴侶

1

2.3

進行傷害的人士

前配偶（前夫/前妻）
男/女朋友

前男/女朋友
否

合計

10
2
2

15
58

23.3
4.7
4.7

2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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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34.5%的受訪男士表示在過去12個月內有受到身體傷害。在這些受訪男士之中，75.0%受到配偶（丈夫/妻子）
傷害，受到男/女朋友或前男/女朋友傷害的同為10.0%，受到同居伴侶傷害的則為5.0%。
表5.13受訪男士在過去12個月內受到身體傷害的經歷

填答數量

在過去12個月內，是否有受到身體傷害？

受訪男士（人數=58）

百分比(%)

是

20

34.5

配偶（丈夫/妻子）

28

75.0

男/女朋友

2

10.0

進行傷害的人士
同居伴侶

1

前男/女朋友

2

否

38

合計

58

5.0

10.0
65.5

100.0

5.26 10.3%的受訪男士表示在過去12個月內有被強逼進行性行為。在這些受訪男士之中，50.0%被配偶（丈夫/妻子）
強逼進行性行為，33.3%被男/女朋友強逼進行性行為，16.7%被同居伴侶強逼進行性行為。
表5.14受訪男士在過去12個月被強逼進行性行為的經歷

填答數量

在過去12個月內，是否有被強逼進行性行為？

百分比(%)

是

6

10.3

配偶（丈夫/妻子）

3

50.0

男/女朋友

2

33.3

進行傷害的人士
同居伴侶
否

合計

34

受訪男士（人數=58）

1
52
58

16.7
89.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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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63.8%的受訪男士表示對伴侶/前伴侶感到害怕，36.2%則表示並
不感到害怕。

63.8%

是
否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15受訪男士是否對伴侶/前伴侶感到害怕
5.28 在談及伴侶或前伴侶對子女作出的傷害，62.1%的受訪男士表示伴侶或前伴侶曾以子女要脅他們；51.7%的
受訪男士表示伴侶或前伴侶曾對子女作出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
以子女作要脅

62.1%

37.9%

對子女作出身體或
精神上的傷害

51.7%

48.3%

是

否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16伴侶或前伴侶對子女作出的傷害
5.29 此外，10.3%的受訪男士表示伴侶或前伴侶父母對他們曾作出身體上的傷害；31.0%的受訪男士表示伴侶或
前伴侶父母對他們曾作出精神上的傷害。
身體上的傷害

10.3%

89.7%

精神上的傷害

31.0%

69.0%

是

否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17伴侶或前伴侶父母對受訪男士作出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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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談及在第一次受虐後至向專業人士（如：社工、警察等）求助的相隔時間，53.4%的受訪男士表示相隔時間為一年
或以下，27.6%表示為二至三年，10.3%表示為四至六年，6.9%表示為七至九年，1.7%表示為十年或以上。
表5.18受訪男士在第一次受虐後至向專業人士（如：社工、警察等）求助的相隔時間
受訪男士（人數=58）

填答數量

百分比(%)

在第一次受虐後至向專業人士求助的相隔時間
一年或以下

31

53.4

四至六年

6

10.3

二至三年
七至九年

十年或以上
合計

16

27.6

4

6.9

1

1.7

58

100.0

5.31 2 7 . 6 % 的 受 訪 男 士 表 示 在 十 七 歲 或 之 前 曾 經 受 到 由 父 母

72.4%

造成的傷害（如：身體傷害、精神傷害及性傷害）
，72.4%則表示
沒有。

沒有
有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19受訪男士在十七歲或之前是否受到由父母造成的傷害
5.32 2 4 . 1 % 的 受 訪 男 士 表 示 在 十 七 歲 或 之 前 曾 經 目 睹 父 母 間

75.9%

涉及的暴力（如：身體傷害、精神傷害及性傷害）
，75.9%則表示
沒有。

沒有
有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20受訪男士在十七歲或之前是否目睹父母間涉及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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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51.7%的受訪男士表示在十七歲或之前沒有曾經牽涉在朋黨欺凌的經歷當中。其餘48.3%則表示曾經牽涉在
這些經歷當中，32.8%為被欺凌者，8.6%為欺凌者，6.9%為旁觀者。

表5.21受訪男士在十七歲或之前有沒有曾經牽涉在朋黨欺凌的經歷當中

填答數量

在十七歲或之前有沒有曾經牽涉在朋黨欺凌的經歷當中

受訪男士（人數=58）

百分比(%)

沒有

30

51.7

有，被欺凌者

19

32.8

有，欺凌者

5

有，旁觀者

4

合計

58

8.6
6.9

100.0

親密伴侶暴力經驗 – 施虐經驗

5.34 受訪男士會被問及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的施虐經驗。19.0%的受訪男士表示自己曾對伴侶或前伴侶作出

精神上的傷害；13.8%的受訪男士表示自己曾對伴侶或前伴侶作出身體上的傷害；1.7%的受訪男士表示自己
曾強逼伴侶或前伴侶進行性行為。

精神上的傷害

19.0%

81.0%

身體上的傷害

13.8%

86.2%

強逼進行性行為

1.7%

98.3%

是

否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22受訪男士對伴侶或前伴侶作出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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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8.6%的受訪男士表示自己在過去12個月內曾對他人作出精神傷害。在這些受訪男士之中，60.0%對配偶（丈夫/
妻子）作出精神傷害，20.0%對前配偶（前夫/前妻）作出精神傷害，另有20.0%對子女作出精神傷害。
表5.23受訪男士在過去12個月內對他人作出精神傷害的經歷

填答數量

受訪男士（人數=58）

百分比(%)

在過去12個月內，是否有對他人作出精神傷害
是

5

8.6

配偶（丈夫/妻子）

3

60.0

受傷害的人士

前配偶（前夫/前妻）
子女
否

合計

5

8.6

1

20.0

1

20.0

53

92.5

58

100.0

5.36 3.4%的受訪男士表示在過去12個月內曾對配偶（丈夫/妻子）作出身體傷害。
表5.24受訪男士在過去12個月內對他人作出身體傷害的經歷

填答數量

在過去12個月內，是否有對他人作出身體傷害

百分比(%)

是

2

3.4

配偶（丈夫/妻子）

2

100

合計

2

100.0

受傷害的人士
否

38

受訪男士（人數=58）

56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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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沒有受訪男士表示在過去12個月內曾強逼任何人進行性行為。

表5.25受訪男士在過去12個月內曾強逼任何人進行性行為的經歷
受訪男士（人數=58）

填答數量

百分比(%)

在過去12個月內，是否有被強逼進行性行為
是

0

0.0

合計

58

100.0

否

58

100

5.38 17.2% 的受訪男士表示伴侶/前伴侶對自己感到害怕，
82.8%則表示伴侶/前伴侶對自己並不感到害怕。

82.8%

是
否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26伴侶/前伴侶是否對受訪男士感到害怕
5.39 談及自己對子女作出的傷害，3.4%的受訪男士表示自己曾以子女去要脅伴侶或前伴侶；1.7%的受訪男士表示
自己曾對子女作出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
以子女作要脅
對子女作出身體或精神上
的傷害

3.4%

96.9%

1.7%

98.3%
是

否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圖5.27受訪男士對子女作出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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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此外，1.7%的受訪男士表示自己父母對伴侶或前伴侶曾作出身體上的傷害；5.2%的受訪男士表示表示自己
父母對伴侶或前伴侶曾作出精神上的傷害。
身體上的傷害

1.7%

96.9%

精神上的傷害

5.2%

98.3%
是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否

圖5.28受訪男士父母對伴侶或前伴侶作出的傷害

經歷情感暴力及創傷 - 受虐經驗量表（EBS-C）

5.41 研究採用Choi（2020）提出的「受虐經驗量表」
（EBS-C）以評估參與者在處於親密伴侶關係時

有否經歷情感暴力及創傷，包括感到恐懼及覺得

自己失去能力感，對生活及掌握自身事務的控制
能力等。這個量表翻譯自原本Smith, Earp JA &

DeVellis（1995）為女性受虐者而設的Women’
s
Experience with Battering （WEB）量表，及後
發展為不論男女受虐者都合適使用的量表。

5.42 量 表 原 本 共 有 1 0 個 項 目，採 用 李 克 特 六 點

量表（6-point Likert scale）
。參與者就項目表示
自己同意的程度（1代表非常不同意；6代表

非常同意）
，總分數介乎於10-60分。分數愈高，
代表參與者愈同意自己經歷項目內容所述的
情感暴力及創傷。總分數大於19分則被視為有

高程度的受虐經驗。另外，量表翻譯本有兩個
新增項目，此新增兩項目不加入總分數內。

5.43 結果顯示，整體受訪男士的平均分數為17.36分，
較上述量表的分界線為低。可見受訪男士所感知
的受虐經驗較為輕微。

40

表5.29整體受訪男士受虐經驗量表（EBS-C）的平均分數
受虐經驗量表（EBS-C）總分#

整體

17.36

# 只包括量表原有的10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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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結果亦反映，最多的參與者同意或非常同意「我盡量不破壞現狀，生怕我的伴侶會做甚麼事」
，達84.5%，其次為

「我感到被我的伴侶佔有和操控」
（82.8%）
、
「我覺得自己已被預設以一定的方式去回應我的伴侶」
（81.0%）及
「他/她令我感到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控制權，自己沒有能力和保障」
（81.0%）
。
表5.30整體受訪男士受虐經驗量表（EBS-C）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百分比

即使在自己的家中，我的伴侶也會使我感到不安全。
我對我的伴侶對我做的事感到羞恥。

我盡量不破壞現狀，生怕我的伴侶會做甚麼事。

我覺得自己已被預設以一定的方式去回應我的伴侶。
我感到我的伴侶待我像囚犯。

他/她令我感到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控制權，自己沒有能力和保障。
我要對其他人隱瞞真相，因為我害怕。
我感到被我的伴侶佔有和操控。

即使我的伴侶不動手傷害我，也能把我嚇倒。
我的伴侶一臉看穿我的樣子，使我害怕。

#我會擔心我的伴侶因誤會/猜疑而傷害我。
#我想離開我的伴侶，但感到害怕。
合計

參與者數目

百分比(%)

38

65.5

44
49
47
41
47
37
48
44
32
43
34
58

75.9
84.5
81.0
70.7
81.0
63.8
82.8
75.9
55.2
74.1
58.6

100.0
#新增題目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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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的狀況 - 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 (DASS-21)

5.45 研究團隊採用 Clark 與Watson（1991）所設計的「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
（DASS-21）
，以評估受訪男士精神健康
的狀況。

5.46 量 表 可 分 為 三 部 份，分 別 量 度 受 訪 男 士 抑 鬱、焦 慮 和 壓 力 等 的 水 平。每 部 份 有 7 個 項 目，整 個 量 表 合 共
有21個項目。

5.47 項目總和所得的分數即為該部份的指數水平，最高分為21分。所得的分數代表著相應部份的水平，依次為正常、
輕度、中度、嚴重及非常嚴重等，見下表。

表5.31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DASS-21）量度的精神健康程度

正常

抑鬱

焦慮

壓力

5-6

4-5

8-9

0-4

輕度
中度

7-10

嚴重

11-13

非常嚴重

14或以上

0-3

0-7

6-7

10-12

8-9

10或以上

13-16

17或以上

5.48 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受訪男士在抑鬱及焦慮方面的平均分數處於「中度」水平，而壓力方面的平均分數則傾向
「輕度」水平。

表5.32整體受訪男士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DASS-21）的平均分數

抑鬱
焦慮
壓力

42

平均值

標準差

6.67

5.33

7.28
8.91

5.75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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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而由結果可見，在抑鬱、焦慮和壓力中具「中度」至「非常嚴重」水平的參與者的百分比分別為48.3%、55.2%及
43.1%。

5.50 結果反映，參與者在抑鬱、焦慮和壓力等問題的情況仍不容忽視。
表5.33整體受訪男士抑鬱、焦慮和壓力的水平
抑鬱
正常
輕度
中度
嚴重

非常嚴重

受訪男士數目

(%)

9

15.5

21
11
6

11

36.2
19.0
10.3
19.0

焦慮

受訪男士數目

(%)

7

12.1

19
12
3

17

32.8
20.7
5.2

29.3

壓力

受訪男士數目

(%)

8

13.8

25
7

12.1

11
7

43.1

19.0
12.1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人際網絡的支援 – 社會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

5.51 研究團隊採用「社會支持量表」
（Social Support Scale）
（李佳蓉，2010）
，以評估參與者從人際網絡中所獲得的
支援。

5.52 量表參考Schaefer, Coyne與Lazarus（1981）對社會支持的分類法，將社會支援分為三部份，分別量度參與者所
獲得的：

1. 情感支援，即對方以聆聽、鼓勵及安慰等方式，與受訪男士進行情感上的互動（如:「當我犯錯有人能包容我」
、
「有人能關心我的心情與感受」
）
；

2. 資訊支援，即對方就受訪男士遇到的問題，提供可行的意見及建議（如「當我猶豫不決時有人能給我明確的
指示，讓我知道該如何做」
、
「有人能和我討論該如何解決生活上或工作上的問題」
）
；及

3. 實質支援，即對方以金錢、服務及物資等途徑，協助受訪男士解決困難（如「我生病時有人能提供生活上的
協助」
、
「有人能陪伴我進行休閒活動或一起打發時間」
）
。

5.53 量表每部份有7個項目，整個量表共有21個項目，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4-point Likert scale）
。受訪男士就項目
表示自己同意的程度（1代表非常不同意；4代表非常同意）
，分數愈高，代表參與者獲得愈強的人際支援。

5.54 結果顯示，人際支援量表的總題目平均值為2.71 (總平均分數是57.00 ，分數百分比為67.9%) 。此平均數雖然
反映受訪男士較傾向表示同意獲得人際支援，但數值並不十分高，受訪男士獲得的人際支援並不太強。

5.55 而就不同層面的人際支援所作的分析顯示，參與者在情感及資訊層面所獲得的人際支援較強，在分數百分比
接近七成；而實質支持則較為遜色，分數百分比為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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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4整體受訪男士人際支援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的平均數值

情感支持（總分32分）
資訊支持（總分28分）
實質支持（總分24分）

總社會支持（總分84分）

量表平均分數 (題目平均值)

百分比(%)

19.31 (2.76)

69.0

22.34 (2.79)
15.34 (2.56)
57.00 (2.71)

69.8
63.9
67.9

自我身份 - 自我身份功能量表（Functions of Identity Scale）

5.56 Serafini與Adams （2002）所編製的「自我身份功能量表」
（Functions of Identity Scale）用於量度自我身份的
五個功能，包括建構了解自我的想法（結構）
；提供人生意義及方向（目標）
；令人感到自己能夠掌控個人事務及有

自由意志（個人掌控）
；達致各種信念、價值觀及承諾之間的一致性及連貫性（和諧）
；及明白自己未來透過機會及
選擇而能夠擁有的發展潛力（未來）
。

5.57 研究團隊採用此量表以評估參與者各種自己身份功能的表現。量表的五部份分為有3個項目，整個量表合共有15
個項目。

5.58 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
。參與者表示項目的頻率（1代表從不；5代表經常）
。分數愈高，
代表參與者獲得愈強的自我身份功能。

5.59 結果顯示，自我身份功能量表的總題目平均值為3.70 (總平均分數是55.47，分數百分比為74.0%)。此平均數反映
受訪男士較傾向同意自我身份功能。

5.60 在就不同層面的自我身份功能的分析上，受訪男士在「和諧」方面的自我身份功能較強，在分數百分比上接近

八成（76.3%）
，包括「我的價值和信念反映我是誰」
、
「我的價值和信念是與我目前在生命中投身所做的事情是一
致的」及「思考將來給予我一種有方向的感覺」
；其次為「結構」
（74.4%）及「個人掌控」
（74.3%）
。
表5.35整體受訪男士自我身份功能量表（Functions of Identity Scale）的平均數值
目標（總分15分）
未來（總分15分）

個人掌控（總分15分）
結構（總分15分）
和諧（總分15分）
總分數（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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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平均分數 (題目平均值)

百分比(%)

10.64 (3.55)

70.9

11.09 (3.70)
11.14 (3.71)
11.16 (3.72)
11.45 (3.82)
55.47 (3.70)

73.9
74.3
74.4
76.3
74.0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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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生活壓力 - 簡明因應量表（Brief COPE）

5.61 簡明因應量表（Brief COPE）由Carver（1997）改編自Carver, Scheier 與Weintraub （1989）設計的因應量表

（COPE）
，用於量度應付生活壓力的方法的使用情況。量表可分為十四個部份，分別代表十四種的應付方法。
每個部份分為有2個項目，整個量表合共有28個項目。

5.62 研究團隊採用此量表以探究參與者如何有效地應付生活壓力。故此，量表的其中9個部份被採納在內，包括自我
分散注意力、主動應付、運用情緒及實質支持、正面重構、計劃、幽默、接受及宗教等。

5.63 量表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4-point Likert scale）表示項目與自己的符合度（1代表我從沒這樣做過；4代表我經常
這樣做）
。分數愈高，代表參與者應付生活壓力的能力水平愈高。

5.64 結果顯示，簡明因應量表的總題目平均值為2.78 (總平均分數是44.40，分數百分比為69.4%)。

5.65 結果反映，參與者最多傾向以「計劃」的方式去應對生活壓力，在分數百分比上接近八成（78.5%）
，例如「嘗試找出
應對的策略」及「思考應採取什麼行動」等；其次為「接受」
（76.1%）及「自我分散注意力」
（75.0%）
。
表5.36整體受訪男士簡明因應量表（Brief COPE）的平均數值
量表平均分數 (題目平均值)

百分比(%)

自我分散注意力（總分4分）

3.00 (3.00)

75.0

接受（總分8分）

6.09 (3.05)

76.1

主動應付（總分4分）

2.84 (2.84)

71.1

計劃（總分8分）

正面重構（總分8分）
運用情緒支持（總分8分）
運用實質支持（總分8分）
幽默（總分8分）
宗教（總分8分）
總分數（64分）

6.28 (3.14)

5.84 (2.92)
5.40 (2.70)
5.44 (2.72)
5.00 (2.50)
4.51 (2.26)

44.40 (2.78)

78.5

73.0
67.5
68.0
62.5
56.4
69.4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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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質性研究—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討論

6.1
6.2

訪問結果

深入訪談於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進行，期間邀請共16位男士服務使用者（下稱「受訪男士」
）參與。

另外，研究團隊於2021年6月至10月期間舉行了三場聚焦小組討論，參與者分別為4位服務使用者（下稱

「受訪男士」）
、4位「生命樹x迴響團隊」工作坊成員（下稱「受訪成員」）及6位有服務受虐男士經驗的工作員
（下稱「受訪工作員」
）
。

6.3

46

受訪者的個人狀況

研究收集了參與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的受訪男士的基本個人資料，包括年齡、行業/職業、婚姻狀況、暴力

關係年期及子女數目，茲將其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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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深入訪談受訪男士的基本個人資料
受訪男士
代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齡

行業/職業

婚姻狀況

63

資訊科技從業員

已婚

48

商界從業員

同居

（歲）
28
59
46
44
50
41
35
33
40
32

消防員

地盤安全主任
家務照理者
教師

的士司機

藝術工作者
金融從業員
建築從業員
金融從業員

資訊科技從業員

單身
已婚
已婚

分居中
已婚

已離婚
單身
分居

已再婚
單身

暴力關係

年期（年）
17

男（7歲）

0.5

沒有

1.5
19
10
8

12
12
4
7
2
2

13

48

紀律部隊

已婚

26

14

47

兼職清潔工人

已婚

10

15

65

兼職侍應

16

48

金融從業員

（正處理離
婚手續）
已婚

子女數目

沒有

女（18歲）

男（9歲）女（6歲）
女（8歲）

女（12歲）女（10歲）
男（8歲）女（5歲）
女（6歲）

男（7歲）女（4歲）
女（5歲）
沒有

女（26歲）男（19歲）女

（16歲）

女（20歲）女（14歲）

2

男（30歲）男（28歲）

5

男（5歲）

表6.2服務使用者聚焦小組受訪男士的基本個人資料
受訪男士

年齡

暴力關係

行業/職業

婚姻狀況

52

公務員

分居中

18

39

待業

分居中

7

20

48

資訊科技從業員

已離婚

19

代號
17

19

（歲）

54

體育教練

已離婚

年期（年）
20

13

子女數目

男（20歲）女（15歲）
男（13歲）
男（6歲）

男（12歲）

男（12歲）女（5歲）

47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6.4

此外，研究亦收集了「生命樹x迴響團隊」工作坊成員的個人資料，如行業/職業、及參與「迴響團隊」的原因，現表

列如下：

表6.3迴響團隊聚焦小組受訪成員的基本個人資料
受訪成員代號

性別

行業/職業

1

男

社工系學生

2

女

社工系學生

3

男

社工系學生

4
6.5
6.6
6.7

女

社工

參與原因

有興趣了解受虐男士的處境，亦想
學習服務方法

想了解香港有什麼男士服務及其
服務內容

想了解敍事治療及男士受虐的情況
想了解敍事治療及男士受虐的情況

48

（年）
20
7
13
19

而工作員聚焦小組的受訪成員為三男三女，在社會工作/輔導工作上的服務年期由6年至16年不等。

運用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的方式進行質性研究，有助研究團隊從服務使用者、
「迴響團隊」成員及服務工作員的

角度，了解服務使用者在面對暴力關係及處理當中困難時的心路歷程，以及對男士服務以至相關議題的意見。
本節將會綜述在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討論中收集的意見，探討的層面包括：
(1) 男士面對的暴力與創傷；

(2) 暴力與創傷對男士的影響；及

6.8

暴力關係年期

(3) 親密伴侶暴力關係中的求助行為的阻礙因素；

研究團隊將援引部份受訪者的訪談節錄，以作研究結果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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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男士面對的暴力與創傷

受訪男士均在親密關係中受到暴力對待，為他們帶來身體及精神傷害，部份男士並曾遭到伴侶以控制行為對待。

這可能會令他們產生持續的負面情緒反應，形成心理創傷。在訪談中，受訪男士提及他們在不同層面所受到的
暴力及心理創傷。

即時的身體傷害
「我做佢老公唯一係忍讓咁多
年，受 傷 嘅 多 數 都 係 我，傷 晒 又 好

「佢（前 伴 侶）會 咬 你、打 你，或 者 用

阿女嚟要脅我嘅時間，會打個女。宜
家阿女跟佢住，年紀仲細，我就唔知

成 身 傷 晒 … 我 行 開 佢 都 照 黎 料。」

宜家佢身上嘅傷痕係唔知邊個令到佢

（受訪男士7）

受傷。」
（受訪男士9）

即時的精神傷害
「對 我 有 很 多 的 威 脅、恐 嚇，然 後 甚

「精 神 上 嘅 暴 力，日 日 喺 屋 企 鬧 你，

就 不 讓 我 見 小 孩，要 跟 小 孩 去 死 這

鬧 鬧 鬧 鬧，勒 索，打 開 隻 窗 扮 跳 樓，

至拿小孩子說如果我不給她錢的話，
樣。她也不讓我看小孩很長的一段時

間，然後把小孩藏起來，都不知道小孩
在那。」
（受訪男士11）

即 係 你 做 少 少 野 唔 妥，不 斷 喺 度 鬧

問你攞錢，嗌到成層樓啲人都聽到。」

（受訪男士19）

控制行為
「我話不如分開住，或者你過黎我度住，或者互相住。唔得，佢一定要我，強逼我一定要我去佢

度住。……我話我俾一半（家用）
，其實食買野果啲…我喺度既時候我俾唔緊要，但佢仲要話我唔
係男人啊，唔俾家用乜乜乜啊不斷係度講。」
（受訪男士3）

「佢閂埋度門，唔俾我落街，我要去醫院覆診，佢都唔俾我出去，咁我咪報警。」
（受訪男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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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創傷

6.10 從上述的訪談節錄可知，受訪男士通常長年遭受親密伴侶的身體傷害或精神傷害，逐漸形成心理創傷。他們

表示自己在經歷傷害期間，會感到焦躁不安、過度緊張、警覺或抑鬱，或與伴侶爭執後難以入睡和集中精神
工作，亦有受訪男士表示會迴避與伴侶相處，例如在放工後選擇晚些回家。

「以前放工返到屋企嘅時候入屋企個

「 心 情 都 好 差，會 影 響 到 情 緒 同 埋

啦……因為真係唔知你入到房門會有

差，令到工作表現始終唔係咁好。……

道門嘅時候都已經要抖啖大氣先架
邊樣野發生。」
（受訪男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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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嘈完、鬧完交，夜晚瞓覺一定

唔想對住佢，少啲返屋企，可能成夜晚
十點鐘至返到屋企。」
（受訪男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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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應對暴力與創傷的策略

6.11 受訪男士面對暴力與創傷的時候，採取了各種的應對策略。研究團隊根據Halahan與Moos（1987）的理論，
將受訪男士所表述的應對策略分為「積極策略」
（Active Strategies）及「迴避策略」
（Avoidance Strategies）
。

6.12 積極策略是指直接處理壓力情況的認知和行為，在認知方面包括尋求指引或力量、嘗試看到情況的積極方面、
思考各種方法來處理問題等，在行為方面則包括與伴侶討論問題所在、向親友傾訴、向專業人員（例如醫生、

社工、教會人員、律師等）求助、訂立行動計劃並付諸實踐等；而迴避策略則是避免壓力情況發生的動機及行為，
不試圖處理或解決問題，例如逃避面對會引發問題的對象、忍讓退避、以飲酒或吸煙減輕壓力等。

6.13 研究結果顯示，部份受訪男士同時使用了兩種應對策略來處理暴力與創傷，部份受訪男士則只使用迴避策略，
惟兩者最後都未能夠解決問題。

即時的身體傷害

6.14 部份受訪男士曾經嘗試以積極策略來解決伴侶的暴力問題或與伴侶修補關係，包括尋求伴侶的合作、向親友
傾訴或求助及向尋求專業人員求助。

尋求伴侶的合作

6.15 一些受訪男士表示自己曾經積極尋求伴侶的合作，以嘗試減少衝突，包括與伴侶討論問題所在及嘗試
說服伴侶一起向專業人士（例如社工、婚姻輔導等）求助。

「咁我嘗試搵個社工啦，話不如我哋幫你（伴侶）啦，呢個問題係要解決既，即係話唔可以由佢

唔理既，即係我地近視唔可以唔戴眼鏡咁姐，係咪先？你有情緒問題未去睇醫生囉，有需要未去
心理輔導囉……」
（受訪男士9）

「有（找婚姻輔導）……我都想繼續嘅其實，咁但係我太太話冇用咖，佢講啲嘢全部都識，全部

都知，嘥錢咖咋。……去得一次冇第二次，冇咩成果。同埋都係覺得，可以用敷衍嚟形容囉真係，
佢真係純粹喺度各自各表述咁聽下你大家有啲咩講。」
（受訪男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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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省

6.16 亦有受訪男士，表示自己會反思與伴侶的關係發生轉變的前因後果，並了解自己在當中的感受。

「反而我係緊張大家段關係由佢一開始大家開開心心，幾好啊，但點解會慢慢發展到咁惡劣

既呢，到底係啲乜野令到呢段關係走到呢一步呢，反而呢樣野去到後尾成日都會質疑自己囉，

或者去責怪自己點解果時自己又會出手還拖咁樣。同埋呢樣都令我幾自責既都有一段時候。」

（受訪男士2）

向親友傾訴或求助

6.17 亦有不少受訪男士向親友傾訴，詢問他們的意見，或在緊急情況時尋求支援

「即係比較好啲既朋友，就會講返成件事既情況囉，講得多啲囉。」
（受訪男士1）

「另外搵左兩三個好好朋友既，主要係男性既，女性我都係同我家姐傾既姐啫。」
（受訪男士4）

向專業人士求助

6.18 部份受訪男士則向社工、精神科醫生等專業人士求助。

「見過社工，見過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連精神科醫生我都睇埋啦，佢（伴侶）話我精神病，
我睇完都冇事啦，我再睇多個都話冇事。」
（受訪男士3）

「心理醫生俾佢鬧到飛起，……我試過同佢……有一次肯唯一一次同佢睇精神科醫生，跟住精

神科醫生…我哋單獨見啦，跟住求你唔好搵我，搞唔掂好似見鬼咁見到我前妻。跟住我前妻臨尾，
仲話你仲俾錢呢條友？呢條友廢個喎。。」
（受訪男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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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策略

6.19 逾半受訪男士表示曾使用迴避策略來應對暴力及創傷，包括忍讓遷就及緬懷往事。

忍讓遷就

6.20 很多受訪男士均表示自己為了顧及子女的感受和維繫家庭的完整，而對伴侶的暴力採取忍讓遷就的態度。

「會覺得我諗係個過程上面對於我黎講係好似無左條底線咁呀……好似讓完一步又一步，
橫掂都俾人鬧囉，打埋都無所謂啦，佢橫掂都俾人打架囉，打多幾次都無所謂。」
（受訪男士6）

「因為一出聲，或者啲態度行為有啲感覺上對抗，已經反抗得好犀利，即係打個電話出去食飯咁，

已經唔鍾意。咁唯有遷就佢，遷就佢嘅原因，通常都係為咗啲小朋友，如果其實真係冇小朋友，
冇理由需要遷就已經。」
（受訪男士17）

懷緬往事

6.21 有受訪男士表示已找不到應對伴侶暴力和衝突的方法，只能懷緬往事以自我安慰。

「冇得應對架喎，例如每日都會碌返佢兩個（子女）啲相。」
（受訪男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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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與創傷對男士的影響

6.22 親密伴侶暴力事件的令男士承受身體及精神上的傷害，而且對他們生活的不同層面亦有產生影響。在訪談中，
受訪男士提及暴力事件對他們的各種影響，包括身份認同、人際關係，以及對未來親密伴侶關係的期望。

身份認同

6.23 有受訪男士在訪談中提及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包括丈夫及父親。他們大都認為丈夫主要負責家庭的對外
事務，例如支持家庭經濟，理應得到家人的尊重，但他們在經歷家庭暴力期間，得不到妻子的尊重，對自己在

家中是否能夠擔當稱職的丈夫或父親感到困惑，與自己對這些角色的期望有距離，因此會感到失落。此外，失去
撫養權的受訪男士難以時常與子女見面，自覺未能履行父親的角色和責任，在身份認同上會面對多一重的失落。

「我覺得我係一個失敗既男人，即係唔能夠manage（管理）到呢個女人，拿記住我用呢個字係

manage（管理）
，我唔係用control（控制）
，我唔會控制佢架，我管理呢個女人，即係我點會咁渣

（差勁）
，我點會做唔到，我自己都唔明。」
（受訪男士4）

「另外就係，fulfill（履行）唔到做爸爸嘅角色啦，因為都見唔到。我宜家淨係探視嘅時間至見到
個女，仲要對方肯出現喎。」
（受訪男士9）

6.24 此外，亦有受訪男士表示他們重視自己身為父親及傳統上男性作為一家之主的身份。他們認為，即使身在
面對暴力的處境下，他們仍然會履行父親的角色和責任，去照顧及保護自己的兒女。

「係唔開心囉，特別覺得人生有啲遺憾囉，即係我覺得自己係一個稱職嘅爸爸，但我唔係一個
稱職嘅丈夫，就係咁簡單。」
（受訪男士4）

「最困難係時間唔夠，又要照顧細路又要搵錢……本身可能係太太負責照顧細路，我負責搵錢，
宜家我係要照顧埋細路，喺呢方面係多咗一個角色喺度。」
（受訪男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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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

6.25 親密伴侶暴力的發生，會令男士與伴侶的關係有所變化，例如關係逐漸惡化，甚至因此而完結。而這關係上的

轉變，亦會影響男士的人際關係。部份受訪男士指出，親密伴侶暴力會對他們與子女、親人的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與子女的關係

6.26 在親子關係方面，部份受訪男士因遭受親密伴侶暴力而導致婚姻關係破裂，子女的撫養權亦由前伴侶

取得，令他們未能如以往般經常與子女見面，因此感到與子女的關係變得疏離，亦為自己未能履行父親的
角色而有負疚感；亦有受訪男士表示伴侶在子女面前無理責罵，影響他與子女的日常親子活動。

「有嘅有嘅，有內疚，走咗……內疚係因為爸爸走咗，佢地唔知咩事。」
（受訪男士8）
「即係例如我攬住佢地喺度講故仔，笑到卡卡聲，佢就會過黎鬧，……個仔最易喊架嘛，咪鬧到
個仔喊，冇野架，咪走過黎鬧我，邊有人咁講故仔，鬧鬧鬧鬧鬧，講晒粗口。」
（受訪男士18）

與父母的關係

6.27 在父母關係方面，部份受訪男士表示因遭受親密伴侶暴力而擔心為父母帶來困擾，同時亦有部份受訪
男士表示獲得父母的支持。

「我媽媽本身都對佢好好架，覺得呢個女仔知書識禮，好有禮貌啊，小朋友好好啊。……我都擔

心俾佢知道我哋關係唔好……後尾知道瞓覺都瞓唔到喎，(叫我)即刻走即刻返黎，唔驚嘅阿媽
支持你，去邊度啊同你一齊去乜乜乜。」
（受訪男士3）

「(父親)咪就係話點解我會娶個咁嘅老婆囉，佢初初果時唔係叫我同呢個結婚，呢個再之前佢
介紹個畀我，我自己唔鍾意後尾先至係咁……」
（受訪男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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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友的關係

6.28 部份受訪男士表示伴侶暴力關係令他們與親友日漸疏遠，其中有多個原因，例如因與伴侶爭執而嚇怕
親友、伴侶暴力關係令男士心情低落，以及伴侶刻意將男士從親友圈子中孤立出來。

「因為佢地（親戚朋友）見唔到咁多架嘛……（鄰居）見到麻木晒，佢地（我地）成日發生啲咁既野，

係屋企門口，咁就成日都嘈掟爛晒啲野掟爛晒啲野，成日都係咁，咁我就親戚朋友都冇野講架喇。」

（受訪男士7）

「同朋友食飯啦、飲宴啦，咁佢嘅一貫做法就先話『哦，好呀，你去呀』
，跟住你出發之後，佢就嚟
喇，一開始唔知搵咩發你脾氣，然後就打你、鬧你，令到你唔出去，要處理佢個情緒。咁就將你

isolate（孤立）出嚟，見唔到屋企人，見唔到朋友，咁你就fulfill（履行）唔到做仔嘅角色喇，做朋友
嘅角色喇。」
（受訪男士9）

對未來親密伴侶關係的期望

6.29 經過親密伴侶暴力及與親密伴侶的關係破裂，受訪男士或會對在未來發展一段新關係方面，產生有別於以往
的想法。有些受訪男士對未來發展親密關係不存期望，有些則認為影響有限。

心態更加謹慎或不存期望

6.30 有部份受訪男士表示會更加謹對待未來與伴侶的關係，甚至對在將來找尋親密伴侶不存期望。

「經歷過呢樣野，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問題唔係果件事嘅問題，唔係婚姻嘅問題囉，係個人嘅

問題……係有信心，但唔會當初咁多憧憬落去囉，有信心但唔會……好似當初咁。」
（受訪男士5）

「對未來嘅感情關係唔會有好太期望，宜家呢段關係都令到我好攰，咁咪花多啲時間落自己嘅
工作同仔女嗰度，都唔會諗感情方面，暫時都唔會考慮。」
（受訪男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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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有限

6.31 有個別受訪男士表示以往的伴侶暴力經歷對未來的感情關係影響不大，與以往相比有同樣的想法
及憧憬。

「咁 影 唔 影 響 到 我 識 女 仔，咁 呢 樣 野，我 曾 經 都 有 咁 諗 過，但 實 質 上 又 唔 係 真 係 咁 影 響 到
我識……可能宜家新嘅朋友，純粹呢段關係令到我記憶好深刻囉。」
（受訪男士2）

受虐男士的需要

6.32 受訪男士在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中透露出他們在面對伴侶暴力及創傷時，在物質、知識及情感這三個層面均有
不同的需要。

物質層面

6.33 部分男士面對的伴侶暴力狀況較為嚴重，故此需要離開原來的居住環境以保障人身安全。對他們而言，一個安全
的住宿安排尤其重要。

「佢鎖住門我冇得入屋，鎖住左，我收工返到屋企都冇得瞓，總之我係呢幾年黎好奇妙，瞓……
［機構工作員］安排我住酒店啦，我瞓門口瞓［某餐廳］乜都試過，我係冇得返屋企。」
（受訪男士7）

「嗰陣時呢，我唔知道有［某機構/部門］呢啲咁嘅服務嘅，嗰陣時我畀佢掉咗出街，永遠就坐公園
嫁喇。」
（受訪男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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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層面

6.34 面對受虐的處境，不少受訪男士都感到徬徨無助。無論在應對暴力關係所帶來的傷害、梳理暴力事件的來龍
去脈，抑或紓緩親密關係破裂所帶來的影響及決定關係的去留等，他們都需要不同的知識去協助處理。

危機應對及辨識

「如果老婆企門口揮住把刀，你點走呀，冇得走架喎，或者屋企有咩裝置會好啲，逃生機會會大

啲，我成日都諗有咩可以幫到手呢，你知好難架嘛，佢企係屋企門口你已經走唔甩。」
（受訪男士4）

「咁我認知方面其實有啲嘢都係不足既，咁我覺得早啲介入對件事係好啲既，因為平常人唔會

諗住早啲介入，都諗住冇咁嚴重唔好出手啦，冇咁嚴重唔好出口啦，廢事引發事端啦係咪先。」

（受訪男士5）

對不同應對策略的認識（包括前路選擇、社會資源）
「中心社工可以俾多啲意見，即係話分析左個情況之後，有邊啲選項可以做…即係話有啲咩反應

既方案可以做啊，例如話分開啊，離婚等等，呢啲嘅options（選擇）定點樣啊，多啲呢啲資訊啦。」

（受訪男士1）

「中心社工佢哋會話俾我聽，如果第時再面對啲咁嘅衝突，點樣選擇係最好，係咪選擇我唔去報警

自己收收埋埋，定係有啲乜應對策略，如果報警要點樣做，嚟緊將來真係分開咗啦，搞離婚啦，咁

有好多應對或者婚姻上面嘅問題，或者就算離婚都係一個好煩嘅事。咁佢哋都畀到相關嘅意見。」

（受訪男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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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見
「法律諮詢都有，即係有問過究竟點樣去離婚，都有幫過嗰啲程序，佢哋都有啲講座，都有問過，
之前都有參與過，因為有個律師，視像嘅。」
（受訪男士12）

「乜嘢都搵，即係好老實講，而家我搵左律師，Okay架，我都覺得冇咁無助，即係夠實質，有啲位我
都覺得好無助。」
（受訪男士8）

對不同應對策略的認識（包括前路選擇、社會資源）
「好似我小朋友有事嘅，我都係同啲社工分享返，有冇要點樣做呢？甚至乎早輪話，啲老師知道
小朋友有事，都要負責。社工我同你講咗，即係有冇咩建議，我係咪要報警呢，定係要點樣樣再轉
介社工跟進啲小朋友呢」(受訪男士17)

「心理上點樣去……即係通常我哋呢度求助人都有子女，即係你點樣去handle（照顅）啲子女。」
(受訪男士19)

情感層面

6.35 不少男士因遭受伴侶造成的身心傷害，或親密關係破裂，而承受負面情緒所帶來的困擾及心理創傷，
同時又因各種原因，對於自己的問題感到難以啟齒。因此，他們需要合適的傾訴對象，讓他們宣洩自己的
負面情緒，幫助他們撫平內心的傷口。

「我直頭被人打，呢十年黎每日發我脾氣，幾日就打一次，呢啲野其實同自己阿爸阿媽都講唔到，
好辛苦，好辛苦。」(受訪男士8)

「呢啲除咗同社工講，都好難同朋友講，同同事講，同屋企人講都唔會。其實俾自己一個渠道去講
呢啲嘢都係一個減低壓力嘅方法」(受訪男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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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伴侶暴力關係中的求助行為的阻礙因素

6.36 本節將根據求助行為（Help-seeking behaviour）
的理論框架，分析影響受訪男士的求助行為的
阻礙因素，以期望供服務參考。

6.37 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可供受虐者尋求援助
的資源，通常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正規
援助」
（Formal

support）
，指一些外部的機構或

專業人士，通常具備正式規模，例如提供家暴支援

服務的政府或非政府機構、支援熱線、警察、社工、
律師、有關醫療精神科的專業人士（如醫生）等。

第二種類型為「非正規援助」
（Informal support）
，
指處於受虐者的人際網絡內的人士，包括親人、朋
友等。

6.38 L i a n g , G o o d m a n ,T u m m a l a - N a r r a 及

Weintraub（2005）建立了一個能夠理解親密伴侶

暴力受虐者的求助行為理論框架。這個理論框架

由三個階段組成，有助理解一個受虐者在求助
過程中的決定因素。這三個階段包括：

認識/定義問題：個人回應問題的方法取決於其對

問題的認識和定義，以及對問題嚴重性的評估。
以親密伴侶暴力關係此議題為例，若受虐者不視
自己的受虐經歷為急需關注的問題，或認為受虐
程度並不嚴重，他/她便不會積極尋求援助。

尋求援助的決定：指個人是否尋求援助，這取決於

他/她對問題及生活其他方面的評估。

尋求援助的選擇：在認識到問題及決定尋求援助

之後，個人需要思考選擇尋求什麼類型的援助，
即正規援助或非正規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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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這三個階段並非處於一個單向的直線遞進關係，
而是往往會互相影響。受虐者是否意識到自己

面對的問題，會影響他/她決定是否尋求援助，

例如，若果受虐者認為被虐打並非一個「問題」
，
他/她就不會向其他人士尋求援助。另一方面，
受虐者所尋求的援助，亦可能反過來影響他/她

對問題的認識/定義，譬如說，受虐者向親友尋求
援助後，親友對其處境的解釋及反應，會有可能
改變受虐者對問題的想法，進而採取不同的行動
來應對。

6.40 此外，受虐者在三個階段中的思考和決定，會受
到個人、人際關係及社會文化三個層面的因素所

影響。在個人層面，受虐者自己對問題的認識、

對 問 題 嚴 重 性 的 評 估、對 各 方 面 得 失 的 衡 量，
會影響他/她在之後的階段決定是否尋求援助及

尋求什麼類型的援助。在人際關係層面，其他人

（包 括 親 人、朋 友、施 虐 者 等）對 問 題 的 想 法 或
建議，對受虐者的想法和行動亦有影響。在社會
文化層面，社會在相關問題上的援助資源、傳統

文化觀念或社會大眾對問題的看法，也會影響
受虐者在尋求援助方面的決定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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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定義問題
6.41 在認識/定義問題方面，大部份受訪男士都能在自己受到親密伴侶的言語暴力及肢體暴力時，認識到自己受虐，
但有少數受訪男士卻在人際關係層面受到影響，而曾經處於自我質疑的情況。

6.42 另一方面，有受訪工作員在聚焦小組討論中則表示在個人層面上，有些男士亦會不察覺自己正在遭受虐待。
當中有不同原因導致他們對此後知後覺，例如他們認為遭受精神傷害不是嚴重問題，或覺得當時遭受的肢體
暴力只屬小事，亦有部份男士將受虐視為情趣或贖罪行為。

個人層面

6.43 受訪工作員認為，男士在處於暴力關係當中時，會輕視其嚴重性，當出現肢體暴力時才察覺問題所在。

「好多時呢受虐個種forms（方式）係精神暴力多，咁對於佢哋來講，男士嚟講好多時佢哋都看輕
咗家庭暴力呢一樣嘢，即係都係諗緊一啲好危險，攞把刀過嚟斬你嘅時候，先至去諗。觸碰到臨界
點叫佢走。當你未去到嗰個臨界點嘅時候，佢就想stay（停留）喺嗰個關係。」
（受訪工作員3）

6.44 有受訪工作員亦指出，男士對伴侶暴力的看法有機會有扭曲的地方，會認為受虐是一種情趣或者是與
伴侶溝通的方式。

「都有個案就係話，佢其實同太太……打佢其實係情趣嚟嘅，咁所以佢甚至乎唔肯正面面對
依家呢個處境，牽涉到家庭暴力，咁但係慢慢傾落去嘅時候，佢就會都講一啲說話，例如起碼

打段關係仲喺度，打都叫做有溝通，咁都maintain（維繫）到呢種關係，有connection（連繫）
。」

（受訪工作員2）

6.45 有受訪工作員表示，有部分個案會受虐是源於想為自己過往的問題行為（如外遇、吸毒、賭博等）贖罪。

「試過以前真係吸毒，或者賭馬呢一啲，曾經做過呢一啲野，而依家開始覺得太太行為係懲罰
緊佢，或者係想補償返……以前做呢啲嘢令到小朋友冇一個好嘅童年，而家想盡量補償返俾太太
同小朋友。」
（受訪工作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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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亦有男士以童年的受虐經驗作比較，而輕視現時的問題。

「佢（個案）有同我講句一段說話我突然間醒起，even（即使）太太對我依家有一啲暴力，點解我會
覺得OK，接受到未死得，個原因就係，我細個都俾阿爸打，打得仲金，compare（比較）都唔係啲⋯
我以前都捱得過，所以that’s why（這是為何）依家呢個level（水平）都捱得過。」
（受訪工作員3）

人際關係層面

6.47 有些受訪男士曾經在人際關係層面受到伴侶和朋友的影響，而懷疑是因為自己做錯事情才遭受暴力對待。

伴侶的影響
「咁佢講嘢，說話有時候都幾mean（刻薄）同埋果啲insulting（侮辱性）嘅說話，佢都會有，咁係長

期係唔係下下都不斷鬧，好似係呢樣又唔啱嗰樣又唔啱……哇咦唔係喎我……咁就開始發現，
跟住又留意到佢係剩係同我，留意到呢佢同朋友，工作上嘅關係相當好喎，相當受人歡迎喎
相當受人尊重喎。」
（受訪男士3）

朋友的影響
「嚟搵你地機構之前都有同朋友傾嘅……有啲朋友同我講話，其實你咁樣做都唔啱嘅，你咁樣
打返人地女仔，咁你同佢做嘅野有咩分別啊。…係講完之後好似有啲朋友會責備你嘅時候，你就

會覺得好似仲辛苦咁，之後仲會覺得，自己係咪真係做得唔啱呢，其實果陣時我係咪可以唔理佢
或者點做得好啲呢，咁果樣野都徘徊咗我好耐。」
（受訪男士2）

62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尋求援助的決定

6.48 在尋求援助的決定方面，有關研究（Cauce et al., 2002）指出個人通常遇到兩種情況就會求助，包括：
（一）意識

到問題難以忍受；及（二）認為若得不到援助，問題就很可能不能解決。此外，有不同的研究指出，親密關係暴力的

求助者會經歷幾個階段，包括自己處理暴力情況（例如忍讓、反抗等）
、尋求非正規援助（例如親人、朋友等）
，及至
暴力情況加劇時，尋求正規援助（例如地區組織、司法系統等）
。

6.49 從深入訪談中可知，受訪男士的求助行為亦有經歷這些階段，他們最初都因為各項因素，而選擇以個人方法處理
暴力情況。受訪男士最初面對親密關係暴力時，多會以容忍的方法應對，並且會持續一段時間，亦有受訪男士會

試圖積極勸導伴侶一起解決問題，例如共同商量解決方法或尋求正規援助，但最終也不成功。而阻礙他們求助的
因素，可從個人、人際關係及社會文化三個層面加以理解。

個人層面

6.50 一些受訪男士顧及到親人的感受，加上對援助途徑缺乏認識，而未有尋求正規或非正規的援助。

顧及親人感受

「（不尋求父母援助）即係驚阿爸阿媽擔心。」(受訪男士8)

對援助途徑缺乏認識
「佢有時一下，有時就連續幾巴咁車埋黎啦……我真係會完全毫無防備嘅感覺……咁大個仔都
未試過咁樣俾人摑法，仲要喺街度，即係會好傍偟，完全唔知同邊個求助咁囉。」
（受訪男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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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處境

6.51 受訪工作員從個案輔導中觀察到，男士大多重視暴力關係對子女的影響，例如若果暴力關係令伴侶
不能履行照顧子女的責任，或暴力直接傷害子女，他們便有可能向外界求助。

「有時衝突好嚴重嘅時候，如果對方同小朋友亦都好密切關係嘅時候，對阿爸嘅諗法就好負面，
好多frustration（沮喪的事情）
。個關係我（男士）仲stay（停留）係度，但仍然付出，但係對方唔
acknowledge（認可）我…… frustration（沮喪）嘅時候，細路會影響我自己，又諗起我前途，咁呢
啲叫臨界點，佢會諗邊啲位真係要轉變，咁樣囉。」
（受訪工作員1）

「通常都係我見有一啲，諗到臨界點，有一個位就係，例如我見有啲男人好可以下定決心嘅係，
當太太到take up（承擔）唔到照顧小朋友嗰個功能，或者甚至乎係都會傷害仔女嘅話，咁我得佢哋
呢就會肯郁啲。」
（受訪工作員3）

人際關係層面

6.52 有受訪男士表示自己曾經在傾訴時受到朋友責備，對其向朋友求助意願有影響。亦有受訪男士被伴侶的反應所
影響，而無法順利地求助。

朋友責備

「係啊想收埋自己。……同人講跟住之後果種責備嘅感覺定係點樣呢，即係持續得太耐會影響到
自己嘅工作。」
（受訪男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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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的反應
「當中有段時段都有搵機會去同埋嘗試去叫前度一齊去見社工去見心理輔導，但係佢都拒絕
晒啦，同埋見佢唔肯，就想自己去啦，但係機構就拒絕咗我啦。」
（受訪男士9）

「曾經嘗試同佢（伴侶）一齊去社工，佢都唔肯去。」
（受訪男士15）

6.53 而受訪工作員就指，當夫妻關係處於時好時壞的狀態，會令男士對關係感到模棱兩可，減低男士求助的動力，
令他們在暴力行為出現或升級時才去求助，而暴力沒有發生時則不傾向去求助。

「總之而家stop（停止）咗個violence（暴力）
，我仍然要工作，夜晚仍然要返去交人，家庭好……
咁跟住亦都定咗，即係有啲個案打嚟熱線，明明呢個禮拜打電話嚟，一個禮拜之後callback

（聯絡）返佢，佢話得咖喇。」
（受訪工作員1）

「佢哋有一啲事情發生就會搵我哋。冇事嘅時候發生佢就覺得OK。咁（有事發生）就會好有動力嚟

interview（進行訪問）
，嗰個interview（訪問）嘅歷程，有外力咪嚟，無外力就……得啦好似近來好
啲啦。」
（受訪工作員4）

65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社會文化層面

6.54 在社會文化方面，有受訪男士因受到社會對男女角色的固有觀念影響，而怯於向他人求援；另有部份受訪男士
為了維護男性或家庭形象（
「面子」
）
，而羞於尋求援助。

社會的固有性別觀念
「宜家嘅睇法係，有啲未經歷過呢啲事嘅人，係唔明就唔明囉，男仔打女仔就係衰囉，你唔識保

護自己你就係懦弱囉……我唔知，有時同啲人講呢，佢依然係唔明你就算囉，即係我都唔會再去
講落去，可能我嘅諗法就係佢地經歷未夠啦，或者係佢未經歷過呢啲嘢佢唔明囉。」
（受訪男士2）

「無咁多人相信囉……即係覺得男士比較強啲咁，唔好聽啲講即係比個弱質女流都……會蝦到
呀咁……好無用咁囉」
（受訪男士17）

維護男性或家庭形象（
「面子」
）
「呢啲始終搵唔到朋友傾嘅係，因為咁核突俾老婆打，咁你俾老婆打你話你唔打女人，佢話吹水
咩，俾老婆打你唔打佢你係咪男人啊。…你話你兩個細路你唔想咁做唔想佢打細路，佢冇發生呢
啲佢咪覺得你軟弱你懦弱，咁你同佢傾都冇意義啦。」
（受訪男士5）

「因為大家都睇面果層覺得我好好，即係有兩個小朋友，份工又幾好，自己做野又幾好。……同我

friend（朋友）講好似好空泛，我又唔想好具體咁唱佢，出到去同啲friend（朋友）唱自己太太，咁都
想幫佢保下形象嘅。」
（受訪男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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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援助的選擇

6.55 關於尋求援助的選擇，有研究指出社會援助要符合親密關係受虐者的個別應對需要及情況，才能舒緩關係中的
衝突（Cohen & McKay, 1984; Cohen, Underwood, & Gottleib, 2000）
。另有研究指出，如果援助無法應對女性
受虐者的實際情況，她甚至會迴避或拒絕接受相關援助（Baker, 1997）
。

6.56 在深入訪談之中，受訪男士亦有討論有關選擇不同援助的考慮，而這些考慮涉及不同的個人、人際關係及社會
文化因素。

個人層面

6.57 在個人層面，有受訪男士表示在選擇求助的途徑時，會考慮相關途徑是否會破壞家庭完整，因此一般不想牽涉
司法系統，而選擇一些有助舒緩雙方衝突關係的方法。

維持家庭完整
「（被問及是否曾在與伴侶衝突時報警）我好擔心囉，我擔心有警車個結果如何呀或者會唔會
頭家散咗呀。」
（受訪男士6）

以滿足短期而實際的需要為主

6.58 另外，受訪工作員指，男士多數會以滿足短期、實際的需要為主，傾向解決目前的問題多於自己的身心創傷。

「我哋有唔少個案最後咪我哋係冇開case（個案）
，因為佢嚟嘅時候就表示，你同我傾有咩用，
都解決唔到嗰個關係……即係佢嗰個期望係你同我傾嘅實際用途不大。」
（受訪工作員1）

「求助嘅時候男士嘅特色就係，先搵咗方法，先搵咗資源，再點樣去做。但係就唔係好有果一種，

求助包括咗幫佢整理自己，去檢視而家嘅狀況。搵返自己而家生存緊係乜嘢環境。」
（受訪工作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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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層面

6.59 人際關係層面，有受訪男士表示因受親人勸告，而打消了報警求助的念頭。

親人勸告

「佢（受訪男士女兒）都知道媽媽嘅脾氣，因為佢都被媽媽打過架嘛，咁但係佢都成日叫我原諒

媽媽，……我個女係偏向親佢幫佢嘅，雖然佢都算係受害者啦，但係都幫，可能大家係女性啦，
都會勸我唔好去報警，唔好將件事搞大。」
（受訪男士4）

社會文化層面

6.60 在社會文化方面，有兩個因素影響到受訪男士在尋求援助方面的選擇。第一個因素是正規援助未能符合受訪

男士的需要，以致他們需要另覓合適的援助途徑；第二個因素是受訪男士為了維護男性形象（「面子」）
，而傾向
選擇非正規援助，例如較有私隱的單對單援助服務（包括個人輔導服務或熱線服務等）
。

正規援助未能長遠解決伴侶暴力

「好耐之前試過一次係報警嘅，但係報警之後呢，啲警察又係好搞笑嘅，佢黎到話，你兩個自己傾

掂佢啦，一係你地傾掂，就算數，唔係嘅話呢，我地兩個都告啦，咁樣樣，咁就當你地打鬥，你地揀
啦！……我報警嘅目的就係停止咗呢樣野先，但係係解決唔到問題嘅。」
（受訪男士1）

「我就算打個電話去某個機構，佢真係hea（敷衍）到爆。即係佢一知道有其他機構跟緊你，就唔關
佢哋事。冇人幫到你，食自己囉唯有。睇書囉。」
（受訪男士19）

維護男性或家庭形象（
「面子」
）
「因為我成日覺得報警係一個好女仔嘅行為囉，所以好唔知…衝出唔到自己心理關口囉。」
（受訪男士5）

「我記得初初黎中心譬如你叫我走廊果度坐低呢，等等社工嘅時候呢，姐係都好有啲唔自在呀，有
啲譬如有一啲人喺度經過呀，望到你呀，都已經好唔知點。」
（受訪男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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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男士尋求正規援助的關鍵因素

6.61 上一節解釋了在親密伴侶暴力關係中阻礙受虐男士求助的不同因素，在另一方面，受訪男士在言語間亦直接或
間接透露了促使他們尋求正規援助的關鍵因素，當中亦可分個人、人際關係及社會三個層面來闡述。

個人層面

6.62 在個人層面，受訪男士會因為家庭暴力升級、壓力太大及無法獨自解決問題而選擇尋求正規援助。

家庭暴力升級

6.63 不少受訪男士意識到家庭暴力逐漸升級，或與伴侶產生激烈的衝突，因而向尋求正規援助，例如向警察、
社工及社會服務機構等求助。

「咁我就拿拿林走左去隔離閂埋門，跟住佢又拎鎖匙開，開唔到又撞門，撞門不特止，仲要飛
身撞，係好大聲，我好驚，我就諗起人地話適當時候要報警咁，報警咁囉。跟住佢就……警察黎
啦，……咁跟住之後問警察就叫我，你出去冷靜下，再返黎講咪，再搵個網上資源睇下點樣，跟住
就搵到呢度。」
（受訪者3）

「咪家暴囉，就係佢黎料啦，…擸野呀掟野呀發晒癲呀，跟住攞刀攞鎚仔乜鬼都有，……咁就越做

越過左龍，過左龍之後，好似唔對路咁喎我諗下諗下，咪焗住要再諗，咁即係咁岩我又睇新聞，我平

時自己成日買報紙睇，咁咪睇到咁多case（案件）
，諗下諗下唔對路，咁咪打電話去社會福利署求
救。」
（受訪者7）

壓力太大

6.64 亦有受訪男士表示自己因壓力太大而需要向專業人士求助。

「係啊想收埋自己。果陣時已經唔肯定係我係因為失戀所以咁樣，定係究竟發生咁多事，同人講
跟住之後果種責備既感覺定係點樣呢，即係持續得太耐會影響到自己既工作，咁唔得啦，我覺得
可能要搵啲專業啲既人去幫下我。」
（受訪者2）

「其實入嚟就純粹係覺得個人好煩，嗰段時間壓力好大，咁就想搵個人去講。咁但係出面坊間冇乜
咁嘅朋友可以講到，咁就入嚟搵呢度啲社工啦。」
（受訪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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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獨自解決問題

6.65 此外，有受訪男士知道自己無法獨力解決問題，於是尋求社會服務機構的支援。

「機構我就冇羞於啟齒，有冇呢？我諗應該都冇，因為我嗰日係，朝頭早喺屋企瞓醒，諗吓諗吓，覺
得搞唔掂，咁我就上網搵，咁我打過去兩個機構，另一個唔記得係乜，佢都有覆我，但係呢一度快
啲覆我，同埋關心多啲。」
（受訪者9）

「個人受咗傷害，好迷惘好困惑，上網睇吓有啲咩可以幫到手，見到有支援喺將軍澳，又有男士小
組，咁我就打電話去問係咪有呢啲小組咖。」
（受訪者20）

人際關係層面

6.66 在人際關係層面，受訪男士會因得到親友的建議，而選擇尋求正規援助。

親友建議

6.67 受訪男士得到信任的親友給予建議後，便會考慮向社工或社會服務機構求助。

「咁牧師……係啦我唔知，而呢度佢講因為果陣時果個Programme（計劃）話男士受虐呀嘛咁
樣，咁牧師WhatsApp左呢個野俾我，咁我就打電話黎呢度。」
（受訪者6）

「唔知點開口，同埋即係好唔開心，好唔開心，點樣都好唔開心，究竟我幾時先有一個開心既

生活…我唔知佢咁唔正常丫，結果去到一個位都唔多掂，啲friend（朋友）話不如搵社工傾下。」

（受訪者8）

社會層面

6.68 在社會層面，受訪男士若得到政府部門人員（例如警察等）的適當支援，便會更願意尋求正規支援。

警察介紹

6.69 有受訪男士表示警察曾向他介紹提供支援服務的機構，使他對社會服務機構有所認識，並向其尋求協助。

「（警察話）呢張係單張，裏面有啲電話，你哋自己就有需要就打電話去求助啦。我都係幫你唔到
咖喇。你呢啲唔係我哋嘅職責嚟咖啦。」
（受訪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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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暴力關係與否的矛盾與掙扎

6.70 從深入訪談與及聚焦小組可見，當伴侶暴力升級及走向白熱化，不少使用服務的男士都會思考是否離開暴力關
係，甚至已經離開該段暴力關係。在工作員聚焦小組中，受訪工作員根據過往個案輔導的經驗，講述男士在決定
是否離開暴力關係時，在不同層面所面對的矛盾與掙扎。

個人層面

受訪工作員的看法

6.71 有受訪工作員指，不少男士會嘗試分析伴侶的行為心理，合理化並接納伴侶的傷害，以說服自己留在暴力
關係之中。

「分析佢啦，會估佢點解會咁，然後伴侶嘅咩原因，佢哋會分析一堆野，然後講出佢嘅分析。即係

佢一路有諗，但係佢後來採取一種接納同包容，我唯有咁講。即係接納左呢件事，繼續stay（停留）

係度，然後若果佢哋有細路仔，咁就繼續stay（停留）
。彷彿好似好大嘅張力黐咗喺段關係入面。」

（受訪工作員6）

6.72 另外，受訪工作員亦指出，有些男士會採取消極容忍的心態去面對暴力關係。一旦沒有外力的影響，他們
便不想改變現狀。

「我覺得嗰個印象係係一種好長期嘅struggle（掙扎）
，而呢種struggle（掙扎）係令到佢成個
energy（能量）好低。然後有好多reason（原因）話俾自己聽我都要留，直至有啲外力，咁有唔同
外力，佢就會去思考嗰個關係嘅變化係咪要走或者提升。」
（受訪工作員6）

受訪男士的看法

6.73 由聚焦小組中收集的意見可知，往往有不同的個人因素會左右受訪男士決定是否離開當前的暴力關係。
這些因素可以是法律的安排或者宗教因素等。

「（一些地方的）婚姻是你可以直接提出離婚訴訟，在香港是你還需要經過對方的同意，決定要

不要分居。當然你可以直接到法庭，但是法庭處理完可能是兩年後，在有些地方不是。」
（受訪男士11）

「我堅守住呢一個咁嘅原則（不離婚）
，宗教，諸如此類。」
（受訪男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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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層面

受訪工作員的看法

6.74 據受訪工作員所述，男士會考慮到與伴侶離異對子女的影響，尤其是他們的子女年紀尚幼，會令男士更想
維持家庭完整，不想因離異而令子女的童年蒙上陰影，這種想法令男士陷入掙扎。

「好得意嘅係男士會好有果種要保持屋企去雙親家庭嗰種執着。我都有接觸過男士，終於捱大到

個小朋友18歲，已經忍咗十幾年……好睇得出佢哋覺得，如果假設佢哋離咗婚嘅話，對小朋友嘅
影響會好大。」
（受訪工作員2）

「我話除非你畀左啲錢我簽名啫，我話老虎蟹我都唔會簽，我同佢講，你成日咁威嘛，你話要離婚，
你去馬上先，我唔會做呢樣，我話兩個女有乜野，你要負責任，我講到明架，咁細個，家庭影響佢好
深遠。」
（受訪男士7）

6.75 而離婚所衍生的撫養權問題，亦會令意欲與伴侶離異的男士卻步。受訪工作員表示子女容易成為男士的
「軟肋」
，令他們在決定是否離婚時，不得不思考子女的想法和去向，例如會否影響子女對父親的印象，或
有可能失去撫養權等。

「就算有啲男士可能都係想離婚嘅，咁但係小朋友成為佢哋軟壓力，可能另一半會威脅佢，
你離咗婚，你累到個小朋友成為單親家庭，以後我就會同小朋友講你係一個點樣衰嘅爸爸。咁最
後又係會衍生到一啲撫養權嘅問題，可能牽涉到失去撫養權等等。」
（受訪工作員2）

受訪男士的看法

6.76 而從受訪男士的分享可知，對子女的影響的確是他們決定離開暴力關係與否的一大考量。另外，亦有受訪
男士會考慮到親友對伴侶離異的看法，以及伴侶對此的反應等。

「有陣時離婚呢一樣嘢係比較重大啲嘅決定嚟嘅，同結婚一樣，可能離婚個責任重大啲添，因為

周圍啲親戚會有啲期望你地兩個咖嘛，會一齊，要同返啲親戚點樣交代，點解會離婚嗰啲。個決定都
大嘅。」
（受訪男士12）

「搞過離婚呢，
（接着）有一日夜晚，佢就走去自殺。」
（受訪男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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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層面

6.77 社會對婚姻的觀念及價值觀亦影響男士決定是否離婚。據受訪工作員所述，男士會受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擔心
提出離婚會被視為「拋妻棄子」
，因此在決定關係的前路上會持被動心態。

「（離開暴力關係與否）涉及到可能佢點樣理解段婚姻，社會點樣睇，邊個break（破壞）嗰個

marriage（婚姻）
，佢唔想做一個負心人。日後幾年係你阿爸申請離婚，定係你阿媽申請。邊個申請
嘅動作係好明顯係有分別。我唔介意離婚，但係唔好係我申請。邊個take（採取）呢個initial

（啟動步驟）
。」
（受訪工作員1）

step

「我諗到四隻字就係拋妻棄子，男士都俾人話拋妻棄子，但係就點算呢，聽返大家講就係佢哋其實
係想拋妻，但係唔係想棄子。但係就因為整個社會環境，整個結構文化令到佢拋妻同埋棄子係黐埋
一齊。」
（受訪工作員3）

6.78 受訪工作員亦指出男士在思考離婚時亦涉及宗教因素。盡力維護「婚姻」這個觀念，深深植根於一些有宗教信仰
的男士的思想中，令這些男士認為，與伴侶離婚會有違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連帶被束縛在暴力關係之中。

「我見到嘅係好多影響包括，天主教同埋基督徒，對婚姻嘅承諾係好大，同埋佢會諗起要見牧師，
祝福佢嘅人，係完全離開唔到，係好大嘅背叛，背叛呢個字係我講嘅，就係話佢哋會覺得唔可以
咁做。呢個對佢哋來講成個婚姻嘅走向好大影響。」
（受訪工作員4）

「男士都有因為宗教嘅原因，係會想stay（停留）係度，因為愛是恆久，忍耐。抱住嗰一種我係男人，
我可以寬容啲，即係我可以做多啲睇吓我做到幾多可以得幾多，令到對方可以改變」
（受訪工作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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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服務成效

7.1

「BACK(S)」監測及評估框架

本節將根據「BACK(S)」監測及評估框架分析計劃對服務使用者及「迴響團隊」成員的影響，以評估服務的成效。

而計劃是否達到成效，則以下列五個層面為準則：

1

認知
（Knowledge）
層面；

7.2

2

3

態度
（Attitude）
層面；

行為
（Behaviour）
層面；

4

狀態
（Condition）
層面；

為服務使用者帶來的成效

滿意度
（Satisfaction）

從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中可知，受訪男士參與計劃後，在認知、態度、行為及狀態均有改變，亦對這個

計劃感到滿意。

表7.1 BACK(S)框架的評估模型（服務使用者）
評估範疇
認知

態度

行為
狀態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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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範疇分項
知識認知
知識獲取
信心

價值觀
頻率
質量
狀況

生活境況
感知的效果

定義

受訪者對自身處境及需要的理解程度
受訪者對應對伴侶暴力的理解程度

受訪者能有信心在有問題時向人求助
受訪者的自我形象有所提升

受訪者認同自己在有問題時應該向人求助
受訪者的生活態度變得更加積極
受訪者能更多或更好地求助

受訪者能更多或更好地應對伴侶暴力
受訪者的情緒狀態

受訪者與伴侶及/或親友相處的狀態
受訪者對計劃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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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的認知層面
7.3

社會文化層面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近六成（57.9%）的受訪

男 士 表 示 計 劃 令 他 們 了 解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成 因，

7.4

近七成（68.4%）則表示計劃令他們了解親密伴侶
暴力的影響。

參與計劃後，參與者的自我認知亦有提升。超過

六成（64.9%）的受訪男士同意或非常同意計劃能
使他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希望。

表7.2受訪男士對計劃在認知層面的描述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百分比

計劃令我了解親密伴侶暴力的成因。
計劃令我了解親密伴侶暴力的影響。
計劃使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希望。

7.5

參與者數目

百分比（％）

39

68.4

33
37

57.9
64.9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在深入訪談中，受訪男士表示計劃工作員能提供專業及不偏不倚的意見，會處理其情感方面的問題，並嘗試

引導受訪者理清事情發生的脈絡及引發的相關行為及感受，令受訪男士對自己的處境及需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另外，
「生命樹」環節亦令部份受訪男士得到深入認識及反省自己的機會。

「佢（計劃工作員）可能處理情感上同感受上既野會多啲囉，咁呢樣野係同朋友之間，可能會冇
咁多，或者少啲……佢（計劃工作員）有陣時都會帶返我哋去諗，你當其時既感受係點樣呢。宜家

有時諗起，點解果陣會咁樣做呢，點解果時既感受，點樣影響到我情緒或者個行為呢。咁慢慢呢樣
野會引導得幫我諗多左呢樣囉。」
（受訪男士2）

「小組有唔同嘅主題，有一個小組我參加過嘅叫『生命樹』
，喺小組入面會講喺自己嘅生命入面有
咩價值觀同有咩人影響自己係最多啦，咁之後透過呢個生命樹，我哋就造咗一棵樹，咁就寫咗自己

一啲性格特徵，對自己影響大嘅人，同埋自己嘅長處、短處，透過呢個小組就當係一個認識自己嘅
機會，因為平時做嘢都無乜機會話靜落嚟反省同認識自己。」
（受訪男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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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參與了男士小組的受訪男士指出，他們在小組中能夠坦白講述自己的經歷，並能夠了解同路人的經驗，感受到

自己並不孤單，從中得到互相學習和支援的機會。

「小組好啲既，多其他人係到嘛，我同（計劃工作員）傾偈都好好，我都好坦白，佢都問得好好，
但得我同佢咋嘛……但小組果兩個，其他果兩個都好鬼勁揪架嘛，我有時聽都會覺得『嘩咁都得
既?』」
（受訪男士4）

「有啲男士小組都，姐係大家傾下偈呀，嘩，其實個過程原來我最好果個黎架啦喎，咁一個二個個
個都仲弊過我既，姐係係囉我其實咁樣講好似好衰，但我覺得我比其他人黎都已經唔係最差果個
黎架啦。」
（受訪男士6）

7.7

增加對應對伴侶暴力的知識和技巧的理解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近六成（59.3%）與配偶/伴侶同住的受訪男士在計劃中學習到應對伴侶暴力的知識和

技巧，反映計劃能使他們增加對應對伴侶暴力的理解。

表7.3受訪男士對計劃在認知層面的描述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百分比（續）

計劃使我學習到應對伴侶暴力的知識
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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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數目

百分比（％）

16

59.3

註：受訪男士人數=27 (仍與配偶/伴侶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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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亦有受訪者指出負責的計劃工作員會向他們提供中肯的建議及逐步解釋處理危機的方法，而且聯絡方法便利，

能夠透過通訊軟件向負責的計劃工作員查詢，令他們在突發情況時都能夠快速地得到支援，從而明白如何應對
伴侶暴力。

「單對單有個平台教我處理危機咁樣囉，即係好似上個禮拜我都係仲係同女朋友分開居住，即係
冇分手，係分開居住，咁佢地都walk me step by step（逐步逐步指導我）囉，例如點樣面對，我覺得

其中一個好好就係佢地WhatsApp係會應到機囉。……非常之supportive（願意支援）
、available

（隨時提供）
。Whatsapp啊，你電話搵佢就算唔得閒都會抽10分鐘話，我宜家得十分鐘你講一講

啦，如果你唔得，我再有咩辦法，即係好需要既時候，真係有urgency（緊急情況）既時候，佢地係即
刻覆到。」
（受訪男士3）

「生活上嘅改變就係當發生衝突或者情況變差，我咪會搵下社工傾下點處理。以前好多年即使

發生咗，都唔知係報警定點，嚟到呢度遇到好多嘅同路人嘅遭遇，講返一啲應對方法出嚟，咁令到
自己知識點做囉。」
（受訪男士10）

服務使用者的態度層面
7.9

明白互助及求助的重要性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近八成的受訪男士認為

在計劃中尋求協助。另外，亦有近六成（59.6%）的

以及與計劃工作員有充足的溝通（77.2%）
，反映

能夠互相協助。預期在經歷有效的互助及求助後，

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充份得到別人的聆聽（78.9%）
他們能夠普遍在計劃中獲得充足的情感支持，能夠

受訪男士在計劃中認識到一些同路人，可見他們都
受訪男士能夠明白互助及求助的重要性。

表7.4受訪男士對計劃在態度層面的描述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百分比

在計劃中，我的經歷和感受充份得到別
人的聆聽。

在計劃中，我能夠認識到一起互相支持
的朋友。

計劃工作員和我有充足的溝通。

參與者數目

百分比（％）

45

78.9

34

59.6

44

77.2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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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而在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討論中，有受訪男士指出，參與男士小組令他們明白互助的重要，認為小組能夠令
他們一起交流經驗，互勵互勉，並且一起進步。

「咁我覺得有陣時啲野係我幫下你你幫下我既姐，呢個社會有時，你需要我工作上面既幫助既

時候，有時調返轉，有時我亦都需要返其他社會上唔同各界人士既幫助。咁我用呢個中心既服務，
我可以做到既野，例如好似今日提供一啲意見既野，咁我都覺得可以試下幫下既。」
（受訪男士2）

提升自我形象

7.11 在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中，有部分男士指他們能夠透過小組及九型人格工作坊等活動加深對自己的認識。
這些服務能夠讓他們去反思自己的性格特質，幫助他們建立自我形象，發掘自己美好的一面。

「佢(工作員)可以同你傾到之外，佢亦都會…好多時俾你反思既，咁佢有啲問題俾返你咁樣諗一
d野啊，思索人生果啲囉，咁呢個我覺得幾好。」
（受訪男士5）

「即係俾個機會，我重新去認識自己，即係每日大家做嘢都好忙，就係工作完每日返到屋企大家
都唔想諗，返到屋企，可能想瞓覺，hea（敷衍）啊，望住個電話約人食飯就算。咁其實真係少咗一個

時間靜落嚟諗返自己個人生發生到宜家係咪有啲地方做得唔係咁好，或者自己有啲咩優點缺點」

（受訪男士10）

生活態度變得更積極

7.12 有受訪男士因受到計劃的活動影響，在人生價值觀上有所領悟及反思，並以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及檢視自
己的生活。

「本身係連接點嚟咖我阿女。咁我就透過石牆樹嗰個活動，咁我就搵得到呢啲嘢出嚟，因為我哋
平時你唔去review（檢視）件事，就唔會搵得到，原來自己有一班好朋友，原來我屋企都有溫馨嘅
一面。」
（受訪男士9）

「自己有進步嘅，喺呢啲時間入面，自己心靈有進步，好多嘢成熟咗好多，因為知道關係上面，
同太太嘅關係咁就會令自己更加諗得長遠」
（受訪男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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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的行為層面
互助及求助的意願提升

7.13 部份受訪男士表示自己願意與其他男士小組的成員會互相分享經歷和幫助。

「喺小組入面識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不過大家遭遇相似，咁就可以約出嚟一齊傾偈，去減低壓
力，好過自己一個人屈埋，宜家識咗佢哋，就可以有多啲人一齊分享。」
（受訪男士10）

「都OK（不錯）
，所以我上咗上成年都一年度，Keep（保持）住大家有個contact（聯絡）
，都理解返
裏面啲進展點樣樣。…咁開始大家建立關係，建立信心。又來呢度多啲參與啲小組，其他小組成員
都見過好多次，都有七、八次，都開始都叫做有啲同路人，可以分享啲經驗。」
（受訪男士17）

改善應對伴侶暴力的表現

7.14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知，逾六成（66.7%）的受訪男士認為，計劃能夠協助他們處理因經歷親密伴侶暴力所造成
的傷害。由此可預期，他們能夠更妥善地應對伴侶暴力。

表7.5受訪男士對計劃在行為層面的描述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百分比

計劃能夠協助我處理因經歷親密伴侶暴
力所造成的傷害。

參與者數目

百分比（％）

38

66.7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7.15 有個別受訪男士表示自己有參考社工的意見，因此與伴侶衝突時懂得應對的方法。

「我都有用到社工嘅意見，第一即係同我太太相處，如果遇到有衝突遇到有拗撬發生，要點樣

去處理，盡量唔好同佢直接去碰撞，之後等佢情緒好返啲再講，我都有參考過用過呢啲意見。」

（受訪男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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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的狀態層面
情緒狀態得到改善

7.16 有不少受訪男士指出，計劃工作員的個別輔導或計劃活動令他們感到自己有傾訴的對象或情緒支援，使其情緒
狀態得以改善。

「我覺得經過呢段時間，我唔知時間影響定係點，即係有人同我傾訴囉，咁我又覺得慢慢自己既
情緒又好似去返一個叫平靜啲既，或者叫正常返啲既位置啦。」
（受訪男士2）

「我諗呢度嘅服務都足夠嘅，起碼令到你有啲嘢做下先啦，因為有時真係好抑鬱嘅，起碼令到你
有人陪下你，有啲嘢做下，反而唔會做傻事。」
（受訪男士9）

與伴侶相處的狀態得到改善

7.17 從問卷調查中可知，超過五成（51.9%）與配偶/伴侶同住的受訪男士在參加計劃後與侶/前伴侶的衝突有所
減少。而與伴侶同住的受訪男士中與伴侶/前伴侶關係有所改善的比率就有48.1%。
表7.6受訪男士對計劃在狀態層面的描述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百分比

參加計劃後，我與伴侶/前伴侶的衝突有
所減少。

參加計劃後，我與伴侶/前伴侶的關係有
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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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數目

百分比（％）

14

51.9

13

48.1
註：受訪男士人數=27 (仍與配偶/伴侶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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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有個別受訪者指出，計劃服務令他們對伴侶的性格有更深入的了解，並學習到與伴侶相處的恰當方法，避免與
伴侶發生衝突。

「（對與伴侶相處）都幫到手既，間接幫到手囉，唔係直線既。……因為我都嘗試將我同老婆會

唔會相生相剋果啲野擺出嚟。……我發現我同我太太都幾唔同，即係大家都幾分歧，我理性佢感
性，我外向佢內向。」
（受訪男士4）

「我覺得對件事呢可能有同人之間有傾談呢，可能慢慢就會放開左啦，咁就隨著時間或者大家
果個探討或者咩我內心又好似成長左咁囉，以前我做唔到……不聞不問就唔理果啲啦，宜家好似

耐左，宜家吸收既資訊多左，我又覺得唔理都不失為一個唔錯既方法既，咁我地宜家處於一個河水
不犯井水囉，冇乜特別野都唔多點交流架啦。」
（受訪男士5）

服務使用者的滿意度

普遍對計劃感到滿意

7.19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77.2%）的受訪男士對這個計劃感到滿意，反映受訪男士對計劃普遍有正面的評價。
表7.7受訪男士對計劃在滿意度層面的描述同意或非常同意的百分比

整體而言，我對這個計劃感到滿意。

參與者數目
38

百分比（％）
77.2

註：受訪男士人數=58

7.20 而從深入訪談及聚焦小組中可知，受訪者普遍對服務感到滿意，指服務能夠為他們提供及時的情緒支援及獲得
有用的資訊等，可見服務的介入手法及方式能夠得到受訪者的接納。

「非常positive（正面）
，……佢係好清晰好快俾到一個emotional support（情緒支援）同埋佢會講

到俾你聽，next step係點同埋做下乜……佢亦都抽到時間，由其是一開始果幾日，我好亂啊，佢即刻
同我即刻抽時間見我，都講左好耐，佢都中肯既，解釋返……因為佢地始終有個step point（步驟）
，

咁我覺得清楚，亦都提供resources有冇需要去……又再有啲介紹下其他過來人既經驗既男士，跟住
有啲小組又即刻sign up（登記）啊，跟住又叫我地見下咁樣，好全面囉。」
（受訪男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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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成效之間的互相影響
認知及態度的互為影響

7.21 參加計劃後，受訪男士無論對自身處境或應對伴
侶暴力的方法，都有進一步的認識及理解，反映他
們能夠有效檢視自己在暴力關係中的狀況，以及明

白如何處理伴侶暴力所帶來的傷害。這令他們能夠

以更正面的態度去看待自己及面對伴侶暴力關係，
遇到困難時更願意求助，以及更樂於與同路人分享
自己的故事。

7.22 同時，當男士能夠透過計劃明白互助及求助的重要

時，他們會藉此進一步去了解、整理自己的現狀，
加深對這些方面的認識及理解，以協助他們探索
自身處境及需要，及應對伴侶暴力的方法。

行為及認知的互為影響

7.23 受訪男士對自身處境及需要有更深的理解，令他們

將自己在處於暴力關係中的經歷及感受更有效地
表達出來，使工作員更能提供相應的支援，而同路

人都更能從他們的故事中得到啟發，進一步改善
男士互助及求助的表現。另外，當他們能夠了解

應對伴侶暴力的方法時，他們就能更有效地處理
伴侶暴力所帶來的傷害。

7.24 同時，受訪男士遇到困難時懂得求助，以及學會
恰當地與伴侶相處，這些行為和經歷都能令他們對
自身處境獲得新的體會和認知，將來在面對和處理
與伴侶的關係時有更好的表現。

態度及行為的互為影響

7.25 受訪男士能夠透過計劃明白互助及求助的重要後，
會以更正面的態度去尋求協助，並且更樂意與同
路人分享自己的經歷及感受，從中重建自我形象和
積極的生活態度。這些態度上的轉變會促使他們以

更理想的行動應對伴侶暴力，在陷入困難時也懂得
求助。

7.26 同時，若受訪男士無論在求助及應對伴侶暴力的
行為上都有改善，他們的自我形象和生活態度也會
漸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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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男士的狀態轉變

7.27 從研究結果可見，受訪男士從計劃的輔導和男士

7.29 計劃現時的介入手法未必能夠直接修補男士與

經歷，這有助他們梳理自己的思緒，檢視自己的

的起點，協助他們走出暴力關係的陰霾，為男士的

小 組 中 獲 得 情 緒 支 援，並 了 解 到 其 他 同 路 人 的
狀況，長遠而言會為自己作更好的規劃及打算。

7.28 另外，受訪男士應對伴侶暴力的能力得到改善，

伴侶的關係，但卻能夠成為男士恰當面對伴侶暴力
生活及家庭關係帶來改善的契機。

有助他們處理危機及明白與伴侶相處的態度和

對策，減低伴侶暴力帶來的傷害，甚至防止伴侶暴
力的升級及/或再度發生。

認知(Knowledge)

對自身處境或應對伴侶暴力
都有更深的認知，從而以更正面的態度
面對自身處境及伴侶暴力關係。

對自身處境及需要有更深的理解，並了
解應對伴侶暴力的方法，因而更有效地
處理面對的困難和傷害

態度(Attitude)

明白互助及求助的重要後，會藉此進
一步了解、整理自己的現狀，加深對這些
方面的理解，有助探索自身處境及
需要，及應對伴侶暴力的方法

行為(Behaviour)

遇到困難時懂得求助，以及學會恰當地
與伴侶相處，這些行為和經歷都能令
他們對自身處境獲得新的體會和認知
在求助及應對伴侶暴力的行為上都有
改善，他們的自我形象和生活態度
也會漸趨正面

狀態(Condition)

有效梳理思緒，檢視現況，為自己作
更好的規劃及打算，加上應對伴侶
暴力的能力得到改善，有助減低伴
侶暴力的傷害，防止伴侶暴力的
升級及/或再度發生

明白互助及求助的重要後，以更正面
的態度尋求協助，從中重建自我形象
及積極的生活態度，促成更理想的
行動以應對伴侶暴力

圖 7.8計劃成效之間的互相影響示意圖（受訪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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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迴響團隊」成員帶來的成效

7.30 從聚焦小組中可知，受訪成員參與「迴響團隊」後，在認知、態度、行為及狀態均有改變，亦對這個計劃感到滿意，
認為值得繼續舉辦。

表 7.9 BACK(S)框架的評估模型（
「迴響團隊」成員）
評估範疇
認知

84

範疇分項
知識認知
知識獲取

定義

受訪者對受虐男士有更深入的認識
受訪者對自身處境有更深入的理解

態度

價值觀

受訪者能多角度看待問題

行為

質量

受訪者的工作方式改變

狀態

狀況

受訪者更具同理心

滿意度

感知的效果

受訪者對計劃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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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團隊」成員的認知層面

對受虐男士有更深入的認識

7.31 受訪成員表示在參與「迴響團隊」前，並不明白男士與伴侶離異時的處境和掙扎，部份更帶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看

待這些男士，但參與計劃後，親身了解男士在面對家庭暴力及離異時的真實處境與想法，使他們對受虐男士有更
深入的認識，也改變了他們對這些男士的刻板印象。

「始終聽多咗唔同嘅經驗，你會了解到離婚就離婚，做乜要搞咁多嘢，我自己會覺得唔係無咗仔
女會更加輕鬆啲咩，唔係好明男人嗰種掙扎，但係聽完佢哋講，反而會了解多咗佢哋嘅掙扎位喺
邊度，原因係男人都可以重情重義，唔係話下下都咁理性，為咗一樣嘢都可以犧牲好大，同埋佢哋
有佢哋嗰個主觀嘅世界，同以前一啲性別定型或者好死板嘅睇法就會改變。」
（受訪成員1）

「當四個男士各自分享咗自己嘅故事之後，有一個好深嘅感覺就係每個睇人睇「家」都唔同嘅，
其中一啲男士喺性別定型入面係有一種好僵硬嘅感覺，因為佢哋好驚，包括報警期間啲警察都未

必信佢哋啦，會覺得佢哋牛高馬大，對佢哋太太啲虐待都好似好唔見得光嘅感覺。然後好感受到佢
對家庭好負責任同表達愛都好深層次嘅，咁我就明白咗點解佢哋會喺呢個家庭來來回回呢種掙扎
入面，令我唔會好容易就話俾人知要離婚要離開。」
（受訪成員3）

對自身處境有更深入的理解

7.32 有受訪成員指出「生命樹」這個環節協助他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歷程和家庭關係，令他們對自身處境有更深入的
理解。

「例如整生命樹啦，都特別深刻啦，以為同男士整生命樹啦，唔係，原來同自己整，真係感受到呢

套工具係點樣幫嗰個人去連結返自己嘅故事呀，然後再present（報告）返出嚟，都有幾大嘅體會
囉。……係認識自己之餘，都equip（裝備）自己將來嗰啲嘢。」
（受訪成員2）

「我覺得個programme（計劃）係一步一步咁進行，首先有一個詳細嘅訪問，見之前已經問咗好多
嘢，然後俾我哋第一身去感受個生命樹嘅，呢個係讓我哋真係去見受虐男士嘅時候，自己可以整

埋下。我都覺得好深刻嘅係，自己都無乜機會去用生命樹去整理自己屋企，咁呢個係第一步啦。」

（受訪成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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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團隊」成員的態度層面
能多角度看待問題

7.33 有受訪成員表示計劃有助他們認識自己在想法上的局限，並懂得盡量放下自己的既有觀念和心態，以其他角度
看待問題。

「參加完之後我對敍事治療一定有多啲認識啦，原本我自己都係一個『解決問題導向』嘅人嚟嘅，
參加完之後都明白多咗有啲嘢係解決唔到啦，或者無辦法短期內解決到，咁我哋用啲咩心態去面
對當下呢個問題，亦了解到敍事治療點可以幫助一個人重拾價值觀同自信。」
（受訪成員1）

「Outsider

witness（局外見證人）嘅工作，就係了解自己都有既定嘅價值啦，既定嘅觀念啦，呢

啲對自己嚟講都好影響之後嘅部份啦，所以我覺得呢一節workshop（工作坊）都幾meaningful

（有意義）
，即係要盡量放低自己嘅觀念啦，有咩bound（局限）住自己。」
（受訪成員2）

「迴響團隊」成員的行為層面
改善工作方式

7.34 有受訪成員表示在「生命樹」學到的概念對其工作方式產生影響，有助他/她在工作中與服務使用者探討價值

觀、願景等問題，亦使他/她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套用在他人身上。另有受訪成員指出，
「迴響團隊」能夠啟發
他/她在將來工作時不會武斷地做判斷，而是察覺到香港男性在父權文化下受到的影響，深入理解他們的感受。

「我宜家做緊青少年嗰邊（的工作）啦，如果同佢哋探討一啲價值觀或者願景嘅時候，佢哋應該
未咁知道，未咁清楚，但係我覺得理解到呢啲價值觀原來影響自己嘅行為呀，甚至影響自己點

樣解決問題嘅時候，我會盡量用嗰套（生命樹）concept（概念）囉，但係唔係exactly（完全）同佢

哋畫生命樹囉，但係都會同佢哋探討下點樣影響到自己個人，但係更大影響係影響我自己囉，

影響我點樣睇囉，例如我重視嘅價值觀會唔會都套用咗喺他人身上呢？反而係呢啲最影響我囉。」

（受訪成員1）

「俾我好大嘅啟發就係，我唔應該好快就幫佢哋落一個判斷，點樣讀到作為一個男士喺香港裏面
父權都好僵硬嘅時間，都勇敢踏出嗰一步，同埋感受到佢哋嗰種唔容易呀。」
（受訪成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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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團隊」成員的狀態層面
更具同理心

7.35 部份受訪成員表示在「迴響團隊」中尋找到自己在生活感受上與受虐男士的連結和共鳴，學會不以由上而下的

角度看待他們。其中有受訪者指出自己在對話模式方面有所改變，懂得不以先入為主的態度切入對話，而是多
聆聽別人的狀況和關注議題，並以更貼切的方式回應。

「例如整生命樹啦，都特別深刻啦，以為同男士整生命樹啦，唔係，原來同自己整，真係感受到呢

套工具係點樣幫嗰個人去連結返自己嘅故事呀，然後再present（報告）返出嚟，都有幾大嘅體會
囉。……喺認識自己之餘，都equip（裝備）自己將來嗰啲嘢。」
（受訪成員2）

「一落到去迴響團隊嘅時候，其實最後發覺自己都唔使諗咁多嘢，即係啲題目其實都好貼近返你

自己嘅生活，即係對邊度有共鳴呀，邊度觸動到你呀，其實你嘅生活同佢嘅生活有無相似嘅地方

呢，用你嘅生活同佢講返，其實都唔係自己一個咁孤單。可能以前想搵嘢探索嗰個諗法，都係喺高
處去睇一件事，落去迴響團隊嗰度，其實大家又再對等啲囉。……我覺得對話嘅模式係會改變咗
咖，即係更加地聽下人哋嘅狀況，人哋嘅議題。即係會更加貼近嗰樣嘢去回應佢，而唔係pre-set

（預設）咗啲問題再回應。」
（受訪成員3）

「迴響團隊」成員的滿意度
對計劃普遍感到滿意

7.36 所有受訪成員均對「迴響團隊」感到滿意，他們認為這個計劃值得繼續舉辧，並提出了計劃的若干寶貴之處。
首先，部份受訪成員認為計劃是一項重要的公眾教育，令參與的市民能夠認識到男士亦會成為受虐者，並了解
他們的處境和感受，以改變刻板的性別觀念。

「我諗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公眾教育，因為如果義工嘅programme（計劃）如果唔提，我諗

我哋都無乜機會接觸知道呢啲嘢，因為呢個都係長達二十個鐘頭嘅培訓啦，咁我覺得都係

擴展緊個Pool（群組）
，就係越嚟越多人認識，讓更多人看見呢班人嘅存在囉，都係值得繼續。」

（受訪成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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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其次，有受訪成員指出計劃有知識傳遞的功能。參與的義工能夠將計劃中學習到的輔導方式（例如敍事治療）
帶到業界和社區運用。

「我覺得可以帶我哋學咗啲嘢返我哋嘅圈子度，即係一個spectrum（系譜）嚟嘅，唔一定係呢間
centre（中心）
、呢個target

group（目標群組）至可以用到嘅，我哋宜家最concern（關注）嘅係

用敍事治療，係個社區點construct（建立形象）佢哋嘅時候，最重要係我哋點樣帶返去社區囉。」

（受訪成員3）

7.38 另有受訪成員指出計劃有連繫社區和受虐男士的作用，令這些男士感受到社區人士對他們的關懷。

「我估（計劃的）定位係俾啲男士知道其實除咗佢哋返工嗰啲人，有啲人照顧緊佢呀，輔導員、
社工之外，社區仲有一班人都係會關心佢哋。」
（受訪成員4）

認知(Knowledge)

親身了解到受虐男士的真實處境與
想法，並對自身的生命歷程和家庭關係
有深刻的梳理及反思，逐漸懂得以下
既有觀念，將來能多角度看待事情

在計劃中學到的概念，對工作方式產生
影響，有助在工作中與服務使用者深入
探討價值觀、願景等問題

態度(Attitude)

懂得從多角度看待事情後，在計劃的
活動或將來的工作之中，便能夠在
聆 聽他人的述說中挖掘到更多的感受
和 經驗連繫

行為(Behaviour)

在行為上運用所學概念於輔導工作中，
能夠擴闊對輔導方法的認知，也能
更深入了解他人的經驗和感受
在將來工作中能夠深入理解服務對象
的感受，在態度上 就更能擴闊他們
對別人的理解角度

懂得盡量放下自己的既有觀念和
心態，在將來工作時避免做出武斷的
判斷，對服務對象受到的社會文化影響
有所察覺，深入理解他們的感受

圖 7.10 計劃成效之間的互相影響示意圖(「迴響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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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Condition)

計劃中找到自己在生活感受上與
受虐男士的連結和共鳴，令他們更
有同理心，學會以平等的角度看待
他人，懂得避免以先入為主的態度
切入對話，多聆聽別人的狀況和
關注議題，並以更貼切的方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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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團隊」成員：成效之間的互相影響
認知及態度的互為影響

7.39 受訪成員在參與計劃期間，親身了解到受虐男士
的真實處境與想法，逐漸放下對受虐男士的既有

認知，對他們有更深入的認識，而且在「生命樹」
環節中對自身的生命歷程和家庭關係有深刻的
梳理及反思。這些在認知上的得益令他們懂得盡

量放下自己的既有觀念，將來能多角度看待事情。

7.40 另一方面，受訪成員懂得從多角度看待事情後，
在計劃的活動（例如「局外人見證」
）或將來的工作

之中，便能夠在聆聽男士或他人的述說中挖掘到
更多的感受和經驗連繫。

認知及行為的互為影響

7.41 受訪成員在「生命樹」學到的概念，能對他們的

工作方式產生影響，有助在工作中與服務使用者
深入探討價值觀、願景等問題。

7.42 另一方面，受訪成員在行為上運用所學概念於

輔導工作中，能夠擴闊他們對輔導方法的認知，

態度及行為的互為影響

7.43 受訪成員聆聽不同受虐男士的經歷和感受之後，
懂得盡量放下自己的既有觀念和心態，多角度看待

問題，這能夠啟發他們在將來工作時避免做出武斷

的判斷，對服務對象受到的社會文化影響有所察覺，
深入理解他們的感受。

7.44 同時，受訪成員在將來工作中能夠深入理解服務對
象的感受，在態度上就更能擴闊他們對別人的理解
角度。

受訪成員的狀態轉變

7.45 受訪成員表示在計劃中找到自己在生活感受上與
受虐男士的連結和共鳴，令他們更有同理心，學會以

平等的角度看待他人，使他們的對話模式方面有所

改變，懂得避免以先入為主的態度切入對話，而是
多聆聽別人的狀況和關注議題，並以更貼切的方式
回應。

也能更深入了解他人的經驗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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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議
8.1

8.2

8. 建議

研究團隊綜合文獻回顧與研究結果，為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在計劃服務層面及整體政策層面均嘗試

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機構及業界參考。

計劃服務層面

在計劃服務層面，為向受虐

男士提供適切的支援，研究

團隊建議相關計劃服務在
各方面可更細心考慮受虐

男 士 的 獨 特 處 境 及 需 要，
包括：

90

服務推廣宣傳；
服務介入；
服務內容；

服務單位環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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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

服務推廣宣傳—善用外展宣傳手法

有曾參與計劃外展宣傳的「迴響團隊」成員觀察到

力的觀念有扭曲之處，故此，受虐男士可能會不覺

例如有市民會以「屋企有邊個唔嘈交打交呀（有

甚至加以拒絕。

一般市民對男士服務缺乏興趣，甚至表現抗拒，
哪個家庭是沒有爭吵和打架的）」來回應。有見及
此，受 訪 成 員 提 議 避 免 在 宣 傳 中 將 服 務 的 對 象

8.4

「問題化」
，以減低市民的抗拒感。

察其受虐的情況及遭受的傷害，因而不主動求助，
8.5

廣宣傳手法，在宣傳字眼上去標籤化，以男士生活、

而懷疑是因為自己做錯事情才遭受暴力對待；受

健康、運動、及以男士角度的兩性及家庭生活等為

訪工作員亦有類似的觀察，部份受虐男士對伴侶暴

8.6
8.7

即時諮詢服務：有受訪男士表示為了維護男性形

主題，以減低市民及受虐男士的戒心和抗拒感。

服務介入—適合男士的介入手法

在服務介入方面，研究團隊的建議包括即時諮詢

認識後，再引入深度交流如治療性小組、靜心練習、

服務、多元化活動、互助朋輩小組及深入輔導。

象（「面子」）
，而會傾向選擇較有私隱的援助服務，
例如個人輔導服務或熱線服務，亦有受訪男士表示

十分欣賞工作員能逐步解釋處理問題的方法，同
時聯絡工作員方法亦十分便利，例如能夠透過通訊
軟件、社交媒體、網上模式向負責的工作員查詢，令

他們得到快速的支援，盡快應對伴侶暴力。故此，
建議在個案服務初期以熱線、通訊軟件提供諮詢
服務，並以資料提供及逐步解難的介入手法開展

個人輔導服務，相信有助提升受虐男士求助動機，
8.8

一般的家庭暴力預防教育，以提升大眾及受虐男士

對家暴的意識和認知，亦可考慮設計及發展其他推

此外，受訪男士亦表示曾受到伴侶和朋友的影響，

2

基於上述研究所得，研究團隊建議機構除了提供

參與計劃及接受深入個人輔導服務。

多元化活動：有研究指出在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

之下，男性與女性的情緒表達方式有別，男性未必

善於用言語表達出來，而是通過行為去表現情感

（陳德茂，2013）
。然而，研究發現受虐男士也渴望
在受壓處境之中，找到合適的人傾訴、獲得支持，亦
期望有反思的空間探索出路。

有「迴響團隊」的成

員亦指出，介入手法可更多元化，例如舉辦足球小
組、龍舟、讀書會、行山活動等作為連繫。故此，建議

男士服務可以此等多元化活動作為初期介入，並
讓工作員與群體建立合作關係、更投入中心；彼此

體驗分享等。讓男士在安全及信任的空間下較容易
8.9

表達自己的感受及經歷。

互助朋輩小組：有部份參與男士小組的受訪男士

表示，小組的經歷使他們不但更願意接受幫助，亦

明白到應該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並從中領會互
助及求助的好處。在行動上，受訪男士表示他們與

其他小組成員會願意互相分享經歷和幫助。故此，
互助朋輩小組是一項有效及適合男士的介入手法。

8.10 深入輔導：有受訪男士及工作員均表示不少受虐

男士都有情緒困擾，期望有人傾聽及了解。同時，
他們亦受性別定型及傳統固有觀念的影響，令他們

在面對暴力及創傷時更感困擾。因此，針對情緒、
性別定型及傳統固有觀念的個人深入輔導及相關
的治療性小組對受虐男士從創傷中復原十分重要。

8.11 事 實 上，不 同 求 助 階 段 的 男 士 有 不 同 的 特 性 及

需要，對初期求助或初次接觸服務的男士，即時

諮詢服務及行為式活動的介入手法，可提升他們
的求助動機，與服務單位及工作員建立信任，繼而
藉著互助朋輩小組的介入手法，不但可減低他們的

孤單感，亦可令他們更願意接受幫助，並接受深入
輔導以協助他們轉化創傷的經歷，重建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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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內容—為男士提供所需的知識及支援

8.12 研究團隊綜合研究結果，建議計劃服務可考慮為

暴力時，他們得不到妻子的尊重，對自己在家中是

緊急情況的計劃、親子關係及育兒知識、察覺固有

同時受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擔心提出離婚會被視

受虐男士提供若干範疇的知識及支援，包括應對

觀念的影響、了解情緒困擾及無助感，以及正視
童年的受虐經驗。

8.13 應對緊急情況計劃：很多男士在使用服務期間，
仍然與親密伴侶處於關係緊張的狀態，在相處上

隨時發生衝突。有受訪男士表示，有時衝突可能會
變得激烈，例如伴侶會持刀要脅，他們遇到這些情

況，會頓時手足無措，並不懂得如何妥善處理。而在

為「拋妻棄子」
，非大丈夫所為。此外，部份男士會

視受虐是為自己過往的問題行為（如外遇、吸毒、
賭博等）贖罪，或是一種情趣，又或是與伴侶溝通的
方式，對伴侶暴力持有扭曲的觀念。因此，研究團

隊建議在服務內容及介入過程中，工作員需覺察及
了解此種固有觀念的影響，並協助受虐男士檢視其
相關觀念，從而可以走出暴力的陰霾。

問卷調查中，超過四成（44.8%）受訪男士表示仍留

8.16 了解情緒困擾及無助感：有不少受訪男士指出，

向服務使用者提供應對緊急情況的知識，了解個別

或情緒支援，令他們的情緒狀態得以改善。而在

在該段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因此，研究團隊建議
需要，提供個人化的應對緊急情況計劃，例如如何
保護自己及子女、避免加劇緊張的狀態、安撫伴侶
的情緒等。

8.14 親子關係及育兒知識：一些受訪男士表示自己以往
與子女的相處時間有限，育兒工作亦由伴侶或前

伴侶負責。及至與伴侶離異，取得撫養權的男士

固然需要親力親為負起育兒責任，未能取得撫養權
的男士亦有與子女獨處的時間，他們至此才發現
自己未有掌握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而在問卷調查

上，超過八成（84.5%）的受訪男士現時與伴侶共同

工作員的個別輔導令他們感到自己有傾訴的對象

問卷調查中可見，超過九成（94.8%）的受訪男士

表示伴侶或前伴侶曾對他們作出精神上的傷害，
同時超過六成（63.8%）的受訪男士表示對伴侶/前
伴侶感到害怕，而且受訪男士在抑鬱及焦慮方面的
平均分數處於「中度」水平。故此，研究團隊建議在

服務內容及介入過程中，工作員需覺察及了解受虐

男士的情緒狀況，尤是男士較少表達其情緒需要，
工作員對此的敏感度十分重要。同時，服務內容亦

可加入情緒宣洩及舒緩方式或技巧，令受虐男士得
到更全面的支援。

撫養子女。有見及此，研究團隊建議可向服務使用

8.17 正視童年的受虐經驗：在問卷調查資料中可見，

及行為可能因目睹家暴及/或父母離異而受到負面

受訪男士表示在童年曾經目睹父母間涉及的暴力

者提供與子女相處的知識及技巧，了解孩子的情緒
的影響，並明白共享親職的重要，以協助他們掌握

有效的育兒及親職技巧，促進他們與子女的關係，
亦可幫助男士尋回失落的父親角色。

8.15 察覺固有觀念的影響：受訪男士及工作員均表示

部份受虐男士受到不同的固有觀念所影響，令他們
在面對及處理暴力關係上感到十分困擾，尤是男女
角色的固有觀念、社會對婚姻的觀念，亦影響男士

決定是否離開暴力關係。他們重視自己身為父親及
傳統上男性作為一家之主的身份，但在經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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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夠擔當稱職的丈夫或父親感到困惑及失落。

有童年受虐經驗的受虐男士並不罕見，大約四分一

（24.1%）及曾經受到由父母造成的傷害（27.6%）
，
而童年曾經牽涉在朋黨欺凌經歷的受訪男士更超

過一半（51.7%）
。而受訪工作員亦表示部份男士會
以童年的受虐經驗作比較，而輕視現時的暴力關

係問題。因此，研究團隊建議在服務內容及介入過

程中，工作員需覺察及了解跨代或創傷歷史及童年
受虐經驗的影響，並協助受虐男士檢視童年經驗與
目前暴力關係的相互情況，從而可以走出多種暴力
經驗循環，亦避免再次出現跨代暴力經驗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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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單位環境設計 – 考慮男士的喜好及需要

8.18 早在九十年代，已有學者提及要注意服務的等候室

至中心裝置及設備亦需考慮男士的角度及需要，

減低男士的防禦機制，令他們在接受服務時感到更

不安感覺。有「迴響團隊」的受訪成員提出社會服務

和輔導室的安排，需要提供一種熟悉的感覺，有效
舒適（Levant,

1990）
。亦有學者指出，提供服務予

曾經歷身心創傷的組群需要對服務空間有更高的
敏感度，以避免二度傷害（re-traumatisation）的

可 能 性。故 此，服 務 場 域 的 設 計，首 要 顧 及 生 理

及心理安全感、並傳遞接納、開放及共享的元素

（SAMHSA,

2014）
。 在本次研究中，有受訪男士

表示初到中心等候工作員時，有旁人走過，感到
十分不自在。故建議相關服務，由等候區、面談室以

如安排較私隱的等候房間，提供飲品或讀物以紓減
中心的環境和輔導過程帶有「女性化」的觀感，故提

出引入較為男性化的場景、調節環境燈光等建議，
營造分享氣氛。

8.19 研究團隊綜合文獻研究和研究參與者的意見，建議

機構在服務環境和相關配套方面都可以更多元化
的角度來設計，以更符合男士的需要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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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政策倡議層面

8.20 在整體政策倡議層面，研究
團隊提出三項建議，包括：

• 檢討及發展適時的男士服務；
• 改變性別定型觀念；

• 加強相關服務的專業人士的�
性別敏感度。

1

檢討及發展適時的男士服務

8.21 在2012年，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2012） 8.23 綜合上述的研究成果，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及社福
已指出香港的社福機構主要服務長者、婦女及青少

機構應考慮檢討現時各個層面的男士服務，包括

戒酒和其他成癮行為方面的輔導。及至近年，社福

服務數量、類型和宣傳方式，有效令有需要的男士

年，而為男性提供的服務則一般聚焦在病態賭博、
機構開始逐漸關注男士的需要，增設了男士支援

服務，相關宣傳亦有增加，但相對其他社會群體仍

顯不足。在研究中，不少受訪男士便認為香港男士
支援服務的數目或宣傳不足，以致男士遇到困難

時感到求助無門。另有受訪的「迴響團隊」成員則以
庇護宿舍為例，指出這類服務的對象多以女性為

主，而較少收容男性的臨時宿舍，加上宣傳方向亦
以女性為主導，一般大眾對男士服務認識不多。

8.22 此外，在此次問卷調查數據中顯示，有超過四成半

（46.6%）的受虐訪男士表示在在第一次受虐後至
向專業人士（如社工、警察等）求助的相隔時間為

兩年或以上，更有接近兩成（18.9%）受訪男士表示
其求助的相隔時間為四年或以上，受虐男士未有

即時求助與服務提供的情況是否有直接的關係，
實需有關服務提供機構留意及作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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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支援、危機介入及治療性服務，以發展適時的
能夠認識及尋找到相關服務，並且致力宣傳求助者
並非弱者或失敗者的觀念，促使一般大眾正面看待
男士求助的行為。

8.24 另外，家暴受虐男士重視親子關係。部份男士離開
婚姻關係後，縱然得到探視權，但前伴侶未能遵行

探視令要求，而限制與子女見面。他們缺乏支援，
也感到迷惘，不知如何應對。他們很希望與子女
仍能定期見面，以維繫良好的親子關係。社會要

關注這群父親的親職需要，以支援他們維持與子女
關係，這也對子女的成長有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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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變性別定型觀念

8.25 是次研究的結果顯示不少受訪男士及其人際網絡

在形象上亦必須保持剛強，以致他們難以抒發壓力。

屋企唔係男人」
、
「人地始終係女仔唔可以反抗」
、

成癮行為上遇到的困擾都比女性為高，而且較缺乏

仍深受傳統的性別定型觀念影響，例如「冇俾錢

該中心調查亦指出男性在財務、親密關係、性取向和

「男人俾女人打冇人會信」等性別規範，這往往是

支援網絡及知心朋友，遇到心理困擾也較少向別人

男性的主要壓力來源及求助障礙。不少受訪男士

傾訴及求助。

指出自己在受虐期間曾因顧及「面子」問題而拒絕

求助，認為男性遭受女性暴力對待是羞恥的事情，
不容外界得知，亦有受訪男士曾向朋友或同事傾

8.27 基於上述的研究所得，研究團隊認為在公眾教育及

敗者，以致他們對別人更加隱藏自己的內心感受，

宣揚男女平等的思想，推廣兩性在個性、性別表達、

訴與伴侶的關係和受虐情況，卻被視為弱者或失

大眾傳媒層面應該積極改變性別定型觀念，加強

在遇到困難時也不願意求助。

家庭崗位及分工上的平等及互助觀念。服務方向如

增強親密關係教育、婚前輔導等，亦有助家庭成員

8.26 再者，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2012）亦

互相分享對個人及家庭崗位、財政、育兒、性生活的

指出，男性在香港社會要符合所謂「霸權式男性

期望、減輕男性承受的自我性別定型及社會壓力，

陽剛氣質」是越來越困難的事情，原因是社會經濟

以免受虐男士隱藏其情況，停留在暴力關係中。

轉型，去工業化令男性失去很多原本以勞力為主的

另一方面，女性亦有可能因對自我及伴侶的性別定

工作機會，男性在以服務性行業為主的社會相對

型及其壓力，而引起使用暴力的動機（Choi, & Chan,

女性而言並未佔優，因而需要面對經濟能力和工作

2020）
，故此改變性別定型觀念亦有助降低女性

前景的衝擊。此外，女性地位在近年有所提高，令

使用暴力的動機，而最終目標是令兩性在社會均得

男性很難再有絕對優勢。雖然兩性地位漸趨平等，

到健康的發展。

但香港的男性仍然受傳統的性別觀念所約束，在

日 常 生 活 必 須 擔 起 養 家 擔 子，成 為 一 家 之 主，

3

加強專業人士的性別敏感度

8.28 有受訪男士表示遭受伴侶暴力後，向社福機構求助
時也備受質疑和冷落，得不到尊重。另外，有些受訪

男士指出在爭取子女撫養權的過程中，負責判決的

法律人員的處事或措辭都令他們感到有偏袒女性
之嫌，令他們感到判決不公平。

8.29 有外國研究亦發現類似情況，該研究指出性別觀念

在撫養權的官司中佔有重要角色。因為大眾普遍
認為女性更適合擔當照顧者的角色，子女與母親之
間的連繫亦更加親密（Hays, 1996）
，因此一對夫婦

在離婚時，子女的撫養權更有可能判給母親。而香
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2012）亦指出，在離婚

過程中，男性在爭取子女撫養權方面處於弱勢，因為
負責判決的法律人員和社會工作者一般持有女性
較男性懂得照顧子女的觀念。

8.30 故此，研究團隊建議加強相關專業人士，包括社

會工作者、輔導員、親職服務工作員、離婚服務工

作員和法律人員等的性別敏感度，在提供服務時，
留意個人的性別觀念對個案的評估、服務的提供、
及介入時的手法對受助人的影響，以減少在社會服

務及司法判決上出現性別偏見或令男士（或女士）
感到有不公平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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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與需要!
調查問卷!
!
參加者姓名或編號："""""""""""""""""""""!!
!
填寫日期："""""""""""""""""""""""""!
!
第一部份!個人狀況!
!
A1. !年齡!：!"""""""""""""""""""""""!!
!
A2. !性別!!!
(1)!□!男!
(2)!□!女!
!
A3. !若主要居住地方是香港，自何時起在香港居住？!
#$%!□!出生至今!
#&%!□!自""""""年至今!#年份，如 1953 年%!
!
A4. !教育程度：!
(1) □!小學或以下!
(2) □!中學!
(3) □!文憑或副學士!
(4) □!大學或以上!
!
A5. !有沒有工作或正在做生意？!
(1) □!僱員!
(2) □!僱主!
(3) □!料理家務者!!
(4) □!待業!
(5) □!退休!
!
A6. !每月個人收入：!
(1) □!沒有收入!
(2) □!港幣$10,000 以下!
(3) □!港幣$10,000 - $19,999!
(4) □!港幣$20,000 - $29,999!
(5) □!港幣$30,000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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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有沒有長期病患？!
(1)!□!有!! !
(2)!□!沒有!
!
A8. !是否經常吸煙？!
78
(1)!□!有，通常一日食多少支煙："""""""""""""!枝!
!
(2) □!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9. !有沒有賭博？!
(1) □!有，平均多久賭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0. !有沒有飲酒？!
(1)!□!有，平均多久飲酒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1. !有沒有濫用藥物？!
(1)!□!有，平均多久濫用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2. !有沒有吸毒!#例如服用可卡因、海洛英或鴉片等毒品%？!
(1)!□!有，平均多久服用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3. !你的家庭現時是否受到債務的困擾及／或追債的纏擾？!

99

!
!有沒有賭博？!
(1) □!有，平均多久賭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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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戒!
!
A10. !有沒有飲酒？!
(1)!□!有，平均多久飲酒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1. !有沒有濫用藥物？!
(1)!□!有，平均多久濫用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2. !有沒有吸毒!#例如服用可卡因、海洛英或鴉片等毒品%？!
(1)!□!有，平均多久服用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3. !你的家庭現時是否受到債務的困擾及／或追債的纏擾？!
(1)!□!是!
(2)!□!否!
!
A14. !你或同住家人有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
(1)!□!有!
(2)!□!沒有!
!
請根據你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的處境作答，當中可能是現任或以前的關係。!
!
A15. !你現時是否與該配偶／伴侶同住？!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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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否，上一次見面是""""""個月前!
!
A16. !你現時是否與該配偶／伴侶共同撫養子女？!
(1)!□!有，""""!名子女，並與""""子女同住!
(2)!□!沒有!
!
A17. !你現時與該配偶／伴侶的婚姻狀況是？!79
!
(1)! □!從未結婚!
(2) □!已婚!
(3) □!同居!
(4) □!分居!
(5)! □!離婚!
!
A18. !你是否已離開該段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
(1)!□!是!!
(2) □!否!
!
A19. !你現在是否在一段新的親密關係當中？!
(1)!□!是!
(2)!□!否!
!
A20. !你接受和諧之家服務的時間有多久？!
(1)!□!六個月或以下!
(2)!□!七個月至一年!
(3)!□!兩年至三年!
(4)!□!四年或以上!
(5) □!不適用!
!
!
!
!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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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親密伴侶暴力經驗!
!
B. 虐待評估篩選問卷(AAS-C)
B1. 受虐經驗
!
1.

伴侶或前伴侶是否曾對你作出精神上的傷害？

是(1)

否(2)

2.

伴侶或前伴侶是否曾對你作出身體上的傷害？

是(1)

否(2)

3.

是(1)

否(2)

4.

伴侶或前伴侶是否曾強逼你進行性行為？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是否有受到精神傷害？

是(1)

否(2)

5.

如是，誰傷害你？（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1) 配偶 （丈夫 ／ 妻子）
□! (2) 前配偶 （前夫／前妻）
□! (3) 同居伴侶
□! (4) 男／女朋友
□! (5) 前男／ 女朋友
□!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是否有受到身體傷害？

是(1)

否(2)

如是，誰傷害你？（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1) 配偶 （丈夫 ／ 妻子）
□! (2) 前配偶 （前夫／前妻）
□! (3) 同居伴侶
□! (4) 男／女朋友
□! (5) 前男／女朋友
□!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過去 12 個月內，是否有任何人強逼你進行性行為？

是(1)

否(2)

6.

如是，誰強逼你？（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1) 配偶 （丈夫 ／ 妻子）
□! (2) 前配偶 （前夫／前妻）
□! (3) 同居伴侶
□! (4) 男／女朋友
□! (5) 前男／女朋友
□!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是否對你的伴侶或上列任何人感到害怕？

是(1)

否(2)

8.

伴侶或前伴侶是否曾以子女去要脅你？

是(1)

否(2)

9.

伴侶或前伴侶是否曾對子女作出身體 ／ 精神上的傷害？

是(1)

否(2)

10.

伴侶或前伴侶父母是否曾對你作出身體上的傷害？

是(1)

否(2)

11.

伴侶或前伴侶父母是否曾對你作出精神上的傷害？

是(1)

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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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你在第一次受虐後多久才向專業人士（如：社工、警察等）求助？
□ (1) 一年或以下
□ (2) 二至三年
□ (3) 四至六年
□ (4) 七至九年
□ (5) 十年或以上

13.

在十七歲或之前，你有沒有受到由父母造成的傷害？（如：身

14.
15.

是(1)

否(2)

體傷害、精神傷害及性傷害）
在十七歲或之前，你有沒有目睹父母間涉及的暴力？（如：身
是(1)
否(2)
體傷害、精神傷害及性傷害）
在十七歲或之前，你有沒有曾經牽涉在朋黨欺凌的經歷當中？（如：欺凌者、被欺凌者或
／及旁觀者）
1 □ 沒有
2 □ 有，欺凌者
3 □ 有，被欺凌者
4 □ 有，旁觀者

!
B2. 施虐經驗
!
1.

你是否曾對伴侶作出精神上的傷害？

是(1)

否(2)

2.

你是否曾對伴侶作出身體上的傷害？

是(1)

否(2)

3.

是(1)

否(2)

4.

你是否曾對伴侶或對你重要的人強逼進行性行為？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是否有曾對他人作出精神傷害？

是(1)

否(2)

5.

如是，你傷害了誰？（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1) 配偶 （丈夫 ／ 妻子）
□! (2) 前配偶 （前夫／前妻）
□! (3) 同居伴侶
□! (4) 男 ／ 女朋友
□! (5) 前男 ／ 女朋友
□!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是否有曾對他人作出身體傷害？

是(1)

否(2)

6.

如是，你傷害了誰？（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1) 配偶 （丈夫 ／ 妻子）
□! (2) 前配偶 （前夫／前妻）
□! (3) 同居伴侶
□! (4) 男 ／ 女朋友
□! (5) 前男 ／ 女朋友
□!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過去 12 個月內，是否有曾強逼任何人進行性行為？

是(1)

否(2)

如是，你傷害了誰？（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1) 配偶 （丈夫 ／ 妻子）
□! (2) 前配偶 （前夫／前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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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居伴侶
□! (4) 男 ／ 女朋友
□! (5) 前男 ／ 女朋友
□!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的伴侶或上列任何人對你是否感到害怕？

是(1)

否(2)

8.

你是否曾以子女去要脅伴侶或前伴侶？

是(1)

否(2)

9.

你是否曾對子女作出身體 ／ 精神上的傷害？

是(1)

否(2)

10.

你父母是否曾對你伴侶或前伴侶作出身體上的傷害？

是(1)

否(2)

你父母是否曾對你伴侶或前伴侶作出精神上的傷害？
是(1)
否(2)
11.
!
B3. 受虐經驗量表 (Women’s Experience with Battering (ESB-C) Scale)
!
以下 12 個句子是用來描述自己與(前)伴侶的生活，請閱讀每個句子並圈出你有多同意或不同意
該項描述。請以現時［或最近期 ／ 前］伴侶的情況作答。
以下作答對象是：
□! (1) 配偶 （丈夫 ／ 妻子）
□! (2) 前配偶 （前夫／前妻）
□! (3) 同居伴侶
□! (4) 男 ／ 女朋友
□! (5) 前男 ／ 女朋友
□! (6) 其他（請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
!
部份
有點
有點
部份
非常
!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
(2)
(3)
(4)
(5)
(6)
1. 即使在自己的家中，我的伴侶也會
□!
□!
□!
□!
□!
□!
使我感到不安全。!
2. 我對我的伴侶對我做的事感到羞
□!
□!
□!
□!
□!
□!
恥。!
3. 我盡量不破壞現狀，生怕我的伴
□!
□!
□!
□!
□!
□!
侶會做甚麼事。!
4. 我覺得自己已被預設以一定的方
□!
□!
□!
□!
□!
□!
式去回應我的伴侶。!!
5. 我感到我的伴侶待我像囚犯。!
□!
□!
□!
□!
□!
□!
6. 他／她令我感到我對自己的生活
沒有控制權，自己沒有能力和保
□!
□!
□!
□!
□!
□!
障。!
7. 我要對其他人隱瞞真相，因為我
□!
□!
□!
□!
□!
□!
害怕。!!
8. 我感到被我的伴侶佔有和操控。!
□!
□!
□!
□!
□!
□!
9. 即使我的伴侶不動手傷害我，也
□!
□!
□!
□!
□!
□!
能把我嚇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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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1. !有沒有濫用藥物？!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報告
(1)!□!有，平均多久濫用一次：!""""""""""""!日!
(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
A12. !有沒有吸毒!#例如服用可卡因、海洛英或鴉片等毒品%？!
(1)!□!有，平均多久服用一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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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從來沒有!
(3)!□!已戒!
10. 我的伴侶一臉看穿我的樣子，使
□!
□!
□!
□!
!
我害怕。!
A13. !你的家庭現時是否受到債務的困擾及／或追債的纏擾？!
11. 我會擔心我的伴侶因誤會╱猜疑
□!
□!
□!
□!
(1)!□!是!
(2)!□!否!
而傷害我。!!
!
12. 我想離開我的伴侶，但感到害
□!
□!
□!
□!
A14. !你或同住家人有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
怕。!
(1)!□!有!
!
(2)!□!沒有!
第三部份!精神健康!
!
!
請根據你在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中的處境作答，當中可能是現任或以前的關係。!
!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DASS-21))
C. 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Depression,
A15. !你現時是否與該配偶／伴侶同住？!
!
(1)!□!是!
以下句子是否適用來形容你在過去一星期內的感受和行為？!
(2)!□!否，上一次見面是""""""個月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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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很難讓自己安靜下來
我感到口乾
我好像不能再有任何愉快、舒暢的感覺
我感到呼吸困難（例如不是做運動時也感到
氣促或透不過氣來）
5. 我感到很難自動去開始工作
6. 我對事情往往作出過敏反應
7. 我感到顫抖（例如手震）
8. 我覺得自己消耗很多精神
9. 我憂慮一些令自己恐慌或出醜的場合
10. 我覺得自己對將來沒有甚麼可盼望
11. 我感到忐忑不安
12. 我感到很難放鬆自己
13. 我感到憂鬱沮喪
14. 我無法容忍任何阻礙我繼續工作的事情
15. 我感到快要恐慌了
16. 我對任何事也不能熱衷
17. 我覺得自己不怎麼配做人
18. 我發覺自己很容易被觸怒
19. 我察覺自己在沒有明顯的體力勞動時，也感
到心律不正常
20. 我無緣無故地感到害怕
21. 我感到生命毫無意義
!
!
!

□!

□!

□!

□!

□!

頗適用，
或間中
適用

很適用，
或經常
適用

最適用，
或常常
適用

(0)
□
□
□

(1)
□
□
□

(2)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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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深入訪談指引!
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與需要!
深入訪談指引撮要!
!

研究目的
104

研究旨在透過深入訪談，探討香港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男士的情況，並蒐集賽馬
會『男』天再現計劃（下稱計劃）參加者就計劃及香港其他同類型計劃所提出
的意見。

資料保密性
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將嚴加保密並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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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覺察的社會支持!
D. 社會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
!
以下的句子是用來描述你認為你得到的社會支持，請閱讀每個句子並剔出你有多同意或不同意
80
該項描述。!
!
!
非常
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1)
(2)
(3)
(4)
1. 當我犯錯有人能包容我
□
□
□
□
2. 有人能關心我的心情與感受
□
□
□
□
3. 當我難過沮喪時有人會給我適時的安慰
□
□
□
□
4. 當我遇到挫折時，有人能給我鼓勵
□
□
□
□
5. 有人願意聽我傾訴心事
□
□
□
□
6. 有朋友能瞭解與尊重我的想法
□
□
□
□
7. 有人願意接納我的個性
□
□
□
□
8. 我在某些人的面前感到受肯定
□
□
□
□
9. 當我猶豫不決時有人能給我明確的指示，讓
□
□
□
□
我知道該如何做
10. 有人能和我討論該如何解決生活上或工作上
□
□
□
□
的問題
11. 有人會幫我保守秘密
□
□
□
□
12. 有人能向我提供各種不同的處理事情的方法
□
□
□
□
13. 有人能向我提供生活上自我調適的方法
□
□
□
□
14. 遇到挫折時，有人能幫我了解問題的原因
□
□
□
□
15. 有人能向我提供做人處事的建議
□
□
□
□
16. 我生病時有人能提供生活上的協助
□
□
□
□
17. 有人能陪伴我進行休閒活動或一起打發時間
□
□
□
□
18. 當我經濟困難時，有人能向我提供適當的幫
□
□
□
□
助
19. 當我遭遇意外時，有人能提供實質上的協助
□
□
□
□
20. 有人能借給我所需要的東西
□
□
□
□
21. 當我有困難時，有人能夠幫助我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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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身份認同!
!
E. 自我身份功能量表(Functions of Identity Scale)
!
以下的句子是用來描述你對自己的看法，請閱讀每個句子並剔出最接近你的答案。!
!
!
從不
甚少
間中
(1)
(2)
(3)
1. 我是確定我認識自己。!
□!
□!
□!
2. 我的價值和信念反映我是誰。!
□!
□!
□!
3. 我為自己建構了我自己的個人目標。!
□!
□!
□!
4. 我清楚我的將來會怎樣。!
□!
□!
□!
5. 當我正在做的事情沒有成效的時候，我能
□!
□!
□!
夠找出不同的方法去達到我的目標。!
6. 我對於自我和我的身份有一種平靜的感
□!
□!
□!
覺。!
7. 我的價值和信念是與我目前在生命中投身
□!
□!
□!
所做的事情是一致的。!
8. 我傾向制定目標然後朝著方向努力讓它實
□!
□!
□!
現。!
9. 我對於我將來會是怎樣是清晰的。!
□!
□!
□!
10. 我作出有關怎樣去表現和行動的決定是基
□!
□!
□!
於我的個人選擇。!
11. 由始至終，我感受得到我有一種與自我一
□!
□!
□!
致的感覺。!
12. 我的價值和信念與我本人是配合的。!
□!
□!
□!
13. 我是一個目標導向的人。!
□!
□!
□!
14. 思考將來給予我一種有方向的感覺。!
□!
□!
□!
15. 當我制定我的目標時，我是自我主導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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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與需要!
聚焦小組（服務使用者）討論指引撮要!
!

研究目的

有時
(4)
□!
□!
□!
□!
□!

經常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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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應付壓力的情況!
F. 簡明因應量表 (Brief COPE)
以下項目講述一些應付生活壓力的方法。處理問題或壓力有許多方法，而方法因人而異。透過
以下項目，我們是想了解你曾用過那些方法去處理問題!／應付壓力，包括次數及頻密程度。在
答題時不用考慮該方法是否有效，只需考慮你是否曾使用過。請分別獨立思考每一條問題，儘
量根據事實回答。!
我從沒 這 我很少 這 我頗常 這 我經常 這
樣做過
樣做
樣做
樣做
(1)

(2)

(3)

(4)

1. 我會把能力集中處理當下的事情。!

□!

□!

□!

□!

2. 我會向他人尋求情緒支援。!

□!

□!

□!

□!

3. 我會採取行動去嘗試改善情況。!

□!

□!

□!

□!

4. 我會尋求他人的建議和幫助。!

□!

□!

□!

□!

5. 我會嘗試用比較正面的角度去看這些事。!

□!

□!

□!

□!

6. 我會嘗試找出應對的策略。!

□!

□!

□!

□!

7. 我會向某些人尋求安慰和理解。!

□!

□!

□!

□!

8. 我會在這件事中尋找正面的東西。!

□!

□!

□!

□!

9. 我會將之當作笑話。!

□!

□!

□!

□!

10. 我會接受此乃已發生的事實。! !

□!

□!

□!

□!

11. 我會嘗試用宗教或信念來尋求安慰。!

□!

□!

□!

□!

□!

□!

□!

□!

□!

□!

□!

□!

14. 我會努力思考應採取什麼行動。!

□!

□!

□!

□!

15. 我會禱告或冥想。!

□!

□!

□!

□!

16. 我會在這些情況中尋找樂趣。!

□!

□!

□!

□!

12. 我會嘗試尋求他人的意見及幫助以解決問
題。!
13. 我會學習去接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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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對和諧之家賽馬會「男」天再現服務計劃的感受和得益!
!
G. 對和諧之家賽馬會「男」天再現服務計劃的滿意度!
!
以下的句子是用來描述你對和諧之家賽馬會「男」天再現服務計劃（計劃）的感受和得益，請
閱讀每個句子並剔出你有多同意或不同意該項描述。!
!
一般 同意 非常
!
不適 非常
不
不同 同意
同意
用
意
(0)
(1)
(2)
(3)
(4)
(5)
1. 計劃令我了解親密伴侶暴力的成因。!

□!

□!

□!

□!

□!

□!

2. 計劃令我了解親密伴侶暴力的影響。!

□!

□!

□!

□!

□!

□!

3. 計劃使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希望。!

□!

□!

□!

□!

□!

□!

4. 計劃能夠協助我處理因經歷親密伴侶暴力所造成
的傷害。!

□!

□!

□!

□!

□!

□!

5. 計劃使我學習到應對伴侶暴力的知識和技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在計劃中，我能夠認識到一起互相支持的朋友。!

□!

□!

□!

□!

□!

□!

10. 計劃工作員和我有充足的溝通。!

□!

□!

□!

□!

□!

□!

11. 整體而言，我對這個計劃感到滿意。!

□!

□!

□!

□!

□!

□!

6. 參加計劃後，我與伴侶／! 前伴侶的衝突有所減
少。!
7. 參加計劃後，我與伴侶! ／! 前伴侶的關係有所改
善。!
8. 在計劃中，我的經歷和感受充份得到別人的聆
聽。!

!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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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與需要!
深入訪談指引撮要!
!

研究目的
研究旨在透過深入訪談，探討香港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男士的情況，並蒐集賽馬
會『男』天再現計劃（下稱計劃）參加者就計劃及香港其他同類型計劃所提出
的意見。

資料保密性
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將嚴加保密並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
數據，不作個別發表。所有原始資料將於正式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用作其他
用途。

訪談內容
1) 背景資料
( 歲數、年齡、婚姻狀況、子女數目
( 尋找及接受計劃服務的原因╱經歷
2) 家庭關係
(
試描述你與(前度)伴侶的關係。
(
你是否曾經經歷與親密伴侶暴力相關的事件？有甚麼人牽涉在內？發生的
經過是如何？可以分享一下相關的片段嗎？
(
(

在面對這段關係中，你遇到甚麼困難？你認為這些困難對你有甚麼影響？
你家庭的其他成員也有受到影響嗎？如有，是甚麼影響？（重點問題）

3) 暴力及創傷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及轉變
(

發覺受虐


(

你在甚麼時候發覺受虐？如何得知？有甚麼因素阻礙你發覺自己經歷受
虐？
受虐與求助




!

有甚麼因素驅使你求助？求助的過程及結果是如何？
會否有甚麼因素阻礙你告知別人你受虐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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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虐創傷的影響及應對


你怎樣形容自己在日常生活／家庭中的身份？



暴力及創傷對你原有的角色和責任有沒有帶來影響及轉變？如有，在哪
方面有影響及轉變？影響及轉變的程度有多大？



試描述你與（前度）伴侶（分開前後）對：
 你自身／與子女關係／與父母關係／與兄弟姐妹 / 朋友的關係的
影響？


暴力及創傷最傷害你的是甚麼？



你以甚麼態度及方法去應對暴力及創傷？




有甚麼因素影響你應對暴力及創傷？
這些受虐經驗如何影響你現時／未來與伴侶的關係？

4)
(
(
(
(
(
(

對服務的意見
你認為參與「男」天再現計劃對你有甚麼影響？
你認為這個計劃所提供的服務中，最可以幫助你的是甚麼？
計劃服務的內容是否符合你的期望？
你是否滿意計劃服務的安排（如地點、時間、費用等）？
你認為計劃服務有沒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你認為在香港，同類型的服務是否足夠？應否加強？

(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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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研究旨在透過深入訪談，探討香港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男士的情況，並蒐集賽馬
會『男』天再現計劃（下稱計劃）參加者、義工、工作員及相關人士就計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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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聚焦小組討論指引!
!
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的處境與需要!
聚焦小組（服務使用者）討論指引撮要!

!

研究目的
研究旨在透過深入訪談，探討香港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處境及需要，尤
是在暴力及創傷上的影響、相關求助經歷，並蒐集對香港相關服務以及對家暴
受虐男士的支援，包括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下稱計劃）服務的意見。

資料保密性
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將嚴加保密並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
數據，不作個別發表。所有原始資料將於正式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用作其他
用途。

訪談內容
1) 背景資料
( 歲數、年齡、婚姻狀況、子女數目
(

尋找及接受計劃服務的原因╱經歷

2) 議題（一）：暴力及創傷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及轉變
(

(

!

A. 受虐


你會如何定義「親密伴侶暴力」?
你認為受到「親密伴侶暴力」等同「受虐」嗎? 為甚麼?



根據你的情況，你認為有甚麼因素會阻礙男士向別人訴說自己受到親密
伴侶暴力的經歷？

B. 受虐創傷的影響及應對


在你眼中，男士在日常生活中有甚麼身份或角色？你最重視哪一個身份
或角色？為甚麼？



親密伴侶暴力所造成的傷害會如何影響及改變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和
責任？



你當時以甚麼態度及方法去應對這些轉變和困擾？



在你應對這些轉變和困擾時，你發現有甚麼助力和支持？可以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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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能力等，或者外界的人事和資源。


有甚麼因素會影響男士應對親密伴侶暴力及所帶來的傷害？



你有甚麼想法及建議想與其他「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分享？

3) 議題（二）：對男士服務的意見
(

你認為在香港，同類型的服務及支援是否足夠？應否加強？

(

你的個人求助過程是怎樣的？及有甚麼困難？及你認為面對親密伴侶暴力的
男士在求助過程有甚麼困難？

(
(
(
(
(
(

你認為參與「男」天再現計劃對你有甚麼影響？
你認為這個計劃所提供的服務中，最可以幫助你的是甚麼？
計劃服務的內容是否符合你的期望？
你是否滿意計劃服務的安排？
你認為計劃服務有沒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其他意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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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聚焦小組（社工／輔導員）指引撮要

研究目的
研究旨在透過深入訪談，探討香港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男士的情況，並蒐集賽馬
會『男』天再現計劃（下稱計劃）參加者就計劃及香港其他同類型計劃所提出
的意見。

資料保密性
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將嚴加保密並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
數據，不作個別發表。所有原始資料將於正式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用作其他
用途。

訪談內容
5) 背景資料
( 職位、年資
( 目前提供什麼服務？性質內容是甚麼？
6) 議題（一）：服務使用者與其親密伴侶的處境及需要
( 發覺受虐



(

對於男士而言，發覺受虐是否一件容易的事？為甚麼？
據你所知，有甚麼因素會阻礙男士向別人訴說自己受到親密伴侶暴力
的經歷？
受虐與求助



(

據你所知，男士通常在會在發覺受虐後多久來尋求協助？
他們會尋求甚麼形式的協助？原因是甚麼？


你認為有甚麼因素會影響男士？
受虐創傷的影響及應對


據你所知，男士通常會遭受甚麼形式的暴力？



這些暴力事件會為男士帶來甚麼層面的創傷？你由男士甚麼的徵狀得
知？




(

暴力及創傷為他們帶來甚麼影響及轉變？
據你所知，他們以甚麼態度及方法去應對暴力及創傷？過程中他們又
有甚麼需要？
男士伴侶的處境及需要


!

你有沒有曾經為男士的伴侶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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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你所知，男士伴侶會因甚麼原因而對男士行使暴力？



在停止行使暴力上，他們需要甚麼形式的協助？

7) 議題（二）：對男士服務的意見
(

你認為你所提供的服務在以下層面能夠為男士帶來了甚麼作用？

(
(

服務期望會為男士的狀態帶來甚麼長遠的影響？
你認為你所提供的服務有甚麼需要改善／可以提升的地方？在資源、人手等
方面有甚麼可以作出配合？

( 你認為在香港，同類型的服務及支援是否足夠？應否加強？
( 你有甚麼想法及建議想與其他「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分享？
( 其他意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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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之家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聚焦小組（迴響團隊義工）指引撮要

研究目的
研究旨在透過深入訪談，探討香港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男士的情況，並蒐集賽馬
會『男』天再現計劃（下稱計劃）參加者、義工、工作員及相關人士就計劃及
香港其他同類型計劃所提出的意見。

資料保密性
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將嚴加保密並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
數據，不作個別發表。所有原始資料將於正式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用作其他
用途。

訪談內容
8) 背景資料
( 行業、年資
( 從何得知「生命樹 X 迴響團隊」義工培訓活動
( 參與活動的原因
(

有沒有參與其他「和諧之家」所舉辦的活動？

「生命樹 X 迴響團隊」義工培訓
9) 議題（一）：
(
(
(

簡單描述活動的性質、內容、時間、地點 … (分別培訓活動及義工活動)
你對活動 (分別培訓活動及義工活動) 有甚麼感覺、想法或期望？
活動為你帶來了甚麼得著？

(
(

你認為在知識、態度、行為上會否有改變？如有，是什麼？
你認為活動為你／受虐男士帶來了甚麼長遠的影響？

(
(

有什麼推動你的參與活動？有什麼阻礙你參與活動 (如有)？
你認為活動有甚麼需要改善／可以提升的地方？
「賽馬會『男』天再現計劃」評估研究!

(

你認為義工在支援受虐男士方面的角色是？/ 如果形容義工的角色？

10) 議題（二）：對男士服務的意見
(

你認為在香港，「受親密伴侶暴力影響的男士」 的情況如何？/ 是否嚴重？/
需要是什麼？
( 你認為在香港，同類型的服務及支援是否足夠？應否加強？
( 你有甚麼想法及建議想與其他協助受虐男士的義工分享？想與「受親密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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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暴力影響的男士」分享？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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