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py Corner 問卷調查
你好！我是《大學線》記者，我們會進行有關 Happy Corner 的調查，請問
可否抽一些時間回答以下問題。（同學請出示你們的記者證）
Happy corner 是一廣泛流傳於大學生之間的活動，活動期間會有一人被多人

整個橫向扛起，臉向天背向地，眾人再把其雙腳掰開，將其下體撞向柱狀物或尖
角。這種撞擊動作稱為「corn」，被撞者通常被人形容為「被人 corn」。

請圈出合適答案
參與者
1.
有沒有 corn 過人?
*有（45.5%）

*沒有(54.5%) (請跳到第 12 題)

2.

你何時開始 corn 人?
*中一至中三(1%) *中四至中五(14 %)
*中六至中七(18%)
*入大學之後(67%)

3.

入大學後你在半年內 corn 人的次數？(最多 100 次)

4.

你曾經在什麼地方 corn 人?（可選擇多項）
*校園外（26%） *宿舍內（29%） *宿舍附近(19%)
*遠離宿舍的校園範圍(24%) *其他（2%）

5.

曾用什麼方式 corn 人? (可選擇多項)
*撞柱或柱狀物(37%) *撞角或尖物(12%) *撞向異性下體(2%)
撞向同性下體(16%) *磨柱或柱狀物(24%) *磨角或尖物(9%)

6.

corn 完人後你有甚麼感覺？（1 是非常開心，6 是非常不開心）
*1 (13%)

7.

*2 (26%)

*3 (47%)

*4 (10%)

*5 (3%)

*6 (1%)

你覺得 corn 人之後與被 corn 者的感情通常是好了還是差了?
*好了很多(18%)
*好了少許(70%)
*差了少許(11%)
*差了很多(1%)

*

8.

你覺得 corn 人之後與其他參與者的感情通常是好了還壞了？
*好了很多(13%)
*好了少許(80%)
*差了少許(6%)
*差了很多(0%)

9.

當你 corn 人，對方是否都願意被 corn?
*每次都願意(3) *多數願意(46) *不知道(26)
*多數不願意(23) *每次都不願意(2)

10. 如果目標不願意被 corn，你會怎樣做?
*放棄 corn 他/她(35%)
*繼續 corn(39%)
*暫時停止，另尋機會再 corn(26%)
11. 如果有機會，你會否再 corn 人?
*一定會(20%)
*會(61%)
*不會(17%)

被 corn 者
12. 你有否被 corn 過?
*有(29%)
*沒有(71%)

*一定不會(2%)

(請跳到第 25 題)

13. 你何時開始被人 corn?
*中一至中三(2%) *中四至中五(6%)
*中六至中七(11%)
*入大學之後(81%)
14. 你在半年內被 corn 多少次？ 最多 80 次
15. 你曾經在什麼地方被 corn? （可選擇多項）
*校園外（24%） *宿舍內(28%) *宿舍附近(21%)
*遠離宿舍的校園範圍(25%)
*其他(2%)
16. 曾被什麼方式去 corn? (可選擇多項)
*撞柱或柱狀物(46%) *撞角或尖物(8%) *撞向異性下體(3%)
*撞向同性下體(14%)
*磨柱或柱狀物(22%) *磨角或尖物(7%)
17. 你第一次被 corn 之後有什麼感覺? （1 是非常舒服，6 是非常不舒服）
*1 (2%)

*2 (5%)

*3 (38%)

*4 (39%)

*5 (9%)

*6 (7%)

18. 你再一次被 corn 之後有什麼感覺? （1 是非常舒服，6 是非常不舒服）
*1 (3%)
*2 (5%)
*3 (38%) *4 (39%) *5 (9%)
*6 (6%)
19. 你被 corn 是自願還是被迫?
*自願(20%)（請跳答第 22 條）
*被迫(59%)
*自願的次數比被迫為多(11%)
*被迫的次數比自願為多(10%)
20.

如果有被迫，你有沒有反抗?
*每次都有(18%)
*多數有(34%)
*多數沒有(37%)
*每次都沒有(11%)

21. 你反抗令 corn 你的人有何反應?
*停止 corn 行為(7%)
*繼續 corn(82%)
*暫停，但會找機會再 corn (11%)
22. 你有否因被 corn 而受傷?
*有(10%)
*沒有(90%)
23. 你在被 corn 後有投訴過嗎?
*有(3%)
*沒有(97%)
24. 如果再一次被 corn，你會否投訴?
*一定會(0%)
*會(8%)
*不會(61%)

*一定不會(31%)

旁觀者
25. 你有見過其他人進行 corn 人活動嗎?
*有(83%)
*沒有(17%)
26. 看見有人進行 corn 人活動，你通常會參與 corn 人嗎？
*一定會(6%)
*不會(45%)
*如果我與 corn 人者或被 corn 者相識，我會參與，否則不會(24%)
*因應情況而定(25%)
27. 你會勸阻 corn 人活動嗎？
*一定會(1%)
*會(6%)
*不會(80%)

*一定不會(13%)

28. 當你看見 corn 人活動會通常有什麼感覺？
*非常開心(8%) *開心(63%) *不開心(26%)

*非常不開心(3%)

29. 你有投訴過 corn 人活動嗎?
*有(1%)
*沒有(99%)
30. 如果再次見到 corn 人活動，你會投訴嗎?
*一定會(0%)
*會(3%)
*不會(76%)

*一定不會(21%)

對 Happy Corner 的看法
31. 你認為 Happy Corner 這玩意暴力嗎?
*非常認同(4%)
*認同(34%)
*不認同(54%)

*非常不認同(8%)

32. 你認為 Happy Corner 這玩意不雅嗎?
*非常認同(10%)
*認同(61%)
*不認同(25%)
*非常不認同(4%)

資料
1. 性別: 男 / 女
2. 就讀大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學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修業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有否住宿舍: 有 / 沒有

請問你介不介意留電話，以便抽樣核證？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切個人資料保密。

〜問卷已經完成，多謝合作！〜
全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