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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霸凌，老師該怎麼做？
經營正向班級氣氛
只處理霸凌的後端其實緩不濟急。教師最好的方
法，就是經營正向的班級氣氛，讓學生感受到，

是真的聽不懂？我們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而不
直接叩上『他不聽話』、『他就是這樣』的帽
子。」

有遲疑。
如果孩子的家庭情況牽涉過廣，甚至有家暴、性
侵等，就應引進更專業的協助、更多的資源。

在班上所有人都受到尊重，大家會包容彼此的差

施暴的孩子可能是班級經營上的「大麻煩」，

異，一起合作。有許多班級經營或預防霸凌的書

但是貼標籤或以暴制暴等方式，非但不能幫助

籍，都有具體可用的教案。例如《無暴力校園》

孩子，反而與他站在敵對的一方。利用一些技

面對被霸凌者，老師需要了解他和同學的人際互

一書就建議班級內可放一個「行善盒」，請孩子

巧，例如請他幫忙管理班上秩序或是幫助某同

動模式。首先要教導學生學習拒絕暴力、勇敢說

每週至少寫下一次自己做的或是看見的友善行

學，讓他感覺自己受重視。

「不」的表達技巧。這些技巧包括：關掉害怕表

為。書中也提出「優點卡」的點子，將學生的名
字寫在小卡片上，隨機發給班上同學，請同學寫
下這個孩子的優點，確認所有學生寫下的句子都
是正向後，再發還給本人。
許多孩子在成長過程一直被粗暴的對待，有時
候，光是「把他當一個人來尊重」就是很寶貴的
體驗，他也會因此學到尊重別人。去年獲教育正
向管教績優的台北市重慶國中教師鍾滿振分享，

更重要的，你要真的看見他的優點，關懷、重
視他，會使這個長久被忽視、暴力相向、感情
封閉的孩子恢復對生命的基本感受。如此一
來，改變才有可能發生。
與家長合作也是關鍵。孩子生活在「家庭系
統」之中，很多孩子的暴力行為是向大人「學
來的」。有必要的話，邀請父母一起改變，心

◎ 對被霸凌的孩子

情、說話時態度堅定、眼睛直視對方等。霸凌者
總是挑看起來比較弱的人來欺負，他沒想過被霸
凌者會反抗，而且強悍有自信。勇敢堅定可以有
效遏止霸凌行為。
從事近二十年社會工作的林麗玲提醒，光「眼睛
直視對方」，可能需要反覆練習幾十次，孩子才
稍稍做得到，過程需要大人的支持與陪伴。

理師黃心怡提醒，向父母說明時，用語要很小

每個孩子被霸凌的原因不同，有時老師扮演「裁

心。比如，「孩子會這樣一定和父母有關，我

決」的角色，非但無法解決問題，也讓孩子永遠

建議爸媽要先改變。」類似的描述會令當事人

看不清自己的處境與問題。比較好的方式是，陪

不舒服，不如轉個彎：「依我之前的經驗，要

他一起看看「為什麼同學針對我？我要改變嗎？

老師可以透過教學、對話等方式讓學生意識到自

幫助這樣的孩子真的不容易，不過有幾個成功

要怎麼改變？」例如孩子因為過胖被取笑，如果

己的行為及處境。諮商心理師黃心怡認為，「演

的案例，後來父母的改變往往比孩子更大。」

他也不喜歡自己的身材，就和他一起想辦法解

戲」是很好的團體輔導方式。

善盡告知責任，想改變的父母會問：「那我們

決。林麗玲提醒，唯有孩子自己想出方法，自己

可以怎麼改變？」

做得到，即使改變很小，都能產生力量。

教導正確發洩怒氣的方式

讓孩子知道，他會被欺負，有些是自己的問題，

他從不讓學生罰站。他認為，罰站等於公告「這
個人犯了錯」，但沒有孩子願意變壞，老師需要
做的是，去了解為什麼，幫他解決困難。

老師先編好劇情，設定幾個角色，然後將全班分
為幾組，抽牌討論自己抽到的角色：受害人、加
害人，受害者父母、導師……。要如何呈現？說
什麼話？

有些不是。林麗玲建議，比起大人一味的口頭肯
很多霸凌者不知如何宣洩憤怒，他們需要學習
控制脾氣，不把怒氣宣洩在別人身上。你可以

這不需要專業技巧，就讓孩子去玩、去體驗。但

個別和學生討論管理情緒的方式，也可以建議

是，心理劇最大功用就是「角色替換」，有機會

學校輔導室為孩子開情緒管理團體，許多沒有

去擴充另一個角色的處境。因此黃心怡特別提

暴力傾向的孩子其實也需要這樣的課程。

醒，絕對不要讓學生扮演現實生活中實際的自

定，若能帶著孩子做一些改變，改善他也不滿意
的現況，才有機會強化學生的信心。
◎ 對旁觀的孩子
至於大多數的「旁觀者」，他們的心情可能有兩

馮喬蘭提醒，面對霸凌者，除了接納同理外，

種：一是擔心自己如果出言制止，就會成為下一

教師也不能放棄「教育」的職責。面對班級衝

個被修理的人。另一個可能是，他也討厭被霸凌

突時，教師必須勇於介入，重新建構現場，讓

的同學，霸凌者剛好為他出了一口氣。 你必須

施暴的學生去面對他對別人造成的影響，他必

讓孩子知道，「霸凌」是一串生態鏈，就算你不

須認識到「錯在哪裡」，不是錯在「老師會生

欺負人也沒被欺負，也是這串生態鏈的一個環

氣」，而是錯在他會傷害自己和別人，錯在他

節。任何環節出面反抗或制止，都可以終止欺負

◎ 對霸凌的孩子

違反了一般人「想好好活著」的基本權利。教

行為。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孩子「可以保護自己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強調，當霸凌發生

師好好引導學生學習，比打他或記過都有用。

的伸張正義方式」。例如霸凌現場寡不敵眾時，

時，老師要提醒自己，孩子會霸凌別人一定是需

另外，讓孩子知道霸凌是「非法」的。警察單

要幫忙。「老師的敏感度應該要更強，當孩子出

位是處理校園霸凌無計可施時的「最後防

現不妥當的行為，無論是霸凌或欺負，老師第一

線」，但必須先教導孩子法律知識及規則，有

個念頭是：他怎麼了？他有什麼需要嗎？他有什

些孩子因為有趣與無知，犯了法卻不自知。明

麼困難嗎？他有什麼不足？他只是為了反抗，還

確的規範也會使每每挑戰老師界線的孩子，稍

我。教師必須清楚宣示：「老師不允許任何人被
欺負」。當大人宣誓捍衛正義的決心，孩子也會
學到其價值。當老師目睹霸凌，無論何種形式，
都應馬上介入，這行為也會鼓勵孩子向你通報，
你不知情的霸凌事件。

他不必當下制止，可以事後私下告訴大人。如果
擔心被視為告密者，可寫字條給老師，老師必須
保密並對學生的通報立即做出回應，否則這些通
報就會停止，你也失去學生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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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者總是挑看起來比較弱的人來欺負，他沒想過被霸凌者會反抗，而且強悍有自信。勇敢堅定可
是一串生態鏈，就算你不欺負人也沒被欺負，

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孩子「可以保護自己的伸
從事近二十年社會工作的林麗玲提醒，光「眼睛直視對方」，可能需要反覆練習幾十次，孩子才稍
10期 創意假期,玩中學

被視為告密者，可寫字條給老師，老師必須保
每個孩子被霸凌的原因不同，有時老師扮演「裁決」的角色，非但無法解決問題，也讓孩子永遠看
購

訂閱
陪他一起看看「為什麼同學針對我？我要改變嗎？要怎麼改變？」例如孩子因為過胖被取笑，如果

解決。林麗玲提醒，唯有孩子自己想出方法，自己做得到，即使改變很小，都能產生力量。
描述圖片或圖形
的說明。

讓孩子知道，他會被欺負，有些是自己的問題，有些不是。林麗玲建議，比起大人一味的口頭肯定
意的現況，才有機會強化學生的信心。
◎ 對旁觀的孩子

至於大多數的「旁觀者」，他們的心情可能有兩種：一是擔心自己如果出言制止，就會成為下一個
凌的同學，霸凌者剛好為他出了一口氣。

頭條要聞

你必須讓孩子知道，「霸凌」

“要吸引讀者來
瀏覽您的畫面，
在這裡擺一段有
趣的文字或故事
中的引言。”

頭條要聞

描述圖片或圖形的
說明。

這篇報導可以容下 75-

避免選擇與內容無關的

一旦您選擇了一個影

125 個字。

影像。

像，並置於文章的旁

選擇圖片或圖形以增加

Microsoft Publisher 包含了

新聞稿內容是很重要的

數千張美工圖案影像供

部分。想想您的文章並

您選擇並輸入至您的新

問自己如果圖片支持或

聞稿中，同時也有許多

加強您正試圖傳達的訊

工具供您用來畫圖或符

息。

號。

邊，請確定影像的標題
置於影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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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要聞
這篇報導可以容下 150-

很重要的關鍵。

章的簡短。

200 個字。

在新聞稿中發展或撰寫

在新聞稿中多數的內容

利用新聞稿做為您推銷

您自己的文章、或是包

都可以應用在您的網站

工具的好處是，可以重

含一個即將要來臨的事

中，Microsoft Publisher 提

複使用其他行銷工具的

項的月曆、或是以特價

供了一個簡易的方法將

內容，例如新聞稿、市

來促銷新產品將是增加

新聞稿轉換為網路出版

場研究與報告。

有用的內容的好方法。

物。所以，當您完成新

當您散發新聞稿的主要

您可以研究文章或是由

目的是為了出售產品或

全球資訊網中加入文

服務時，對讀者有用就

章，您可以撰寫多方面

成為一個成功的新聞稿

的主題但是試著保持文

聞稿後，可以將它轉換
到網站並刊登它。

描述圖片或圖形
的說明。

頭條要聞
這篇報導可容納 100-150
個字。

客或客戶預測情勢。
若新聞稿是在內部發

論。您也可以為新進員
工、重要客戶或供應商
做人物簡介。

實際上新聞稿的主題可

送，您可以針對新的程

以包羅萬象，您可以將

序或公司的改進做評

瀏覽您的畫面，

您領域中目前的技術與

論。

在這裡擺一段有

創新作為新聞稿本文的
主軸。

趣的文字或故事

新聞稿也可以包含隨不

中的引言。”

同議題而更新的專欄，

您也可以留意商業與經

例如，報告專欄、書籍

濟的趨勢，或為您的顧

回顧、總裁的話或社

“要吸引讀者來

頭條要聞
這篇報導可以容下 75-

避免選擇與內容無關的

一旦您選擇了一個影

125 個字。

影像。

像，並置於文章的旁

選擇圖片或圖形以增加

Microsoft Publisher 包含了

新聞稿內容是很重要的

數千張美工圖案影像供

部分。想想您的文章並

您選擇並輸入至您的新

問自己如果圖片支持或

聞稿中，同時也有許多

加強您正試圖傳達的訊

工具供您用來畫圖或符

息。

號。

邊，請確定影像的標題
置於影像旁。

描述圖片或圖形的
說明。

機構

H OME
公司地址 1

這是一個插入一段有關您機構短文的好地方，它可以包含機構的目

(第 2 行地址)

的、任務、創立時間、以及簡單的沿革。您也可以包含一個您機構

(第 3 行地址)

所提供的產品、服務與計劃的清單，機構所包含的地理區域 (例

(第 4 行地址)

如，美西或歐洲市場)，以及描述顧客類型與會員的服務。

電話: (55)-5555-5555
傳真: (55)-5555-5555

加入連絡人姓名對希望取得更多機構資訊的讀者也是相關有幫助

電子郵件: someone@example.com

的。

您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我們!
網 址 : EXAMPLE. COM

在這裡放置您的商務標語。

封底報導頭條
這篇報導可以容下 175-

好方法。如果您的組織

如果空間許可，這是一

225 個字。

是小型的，您也許希望

個插入美工圖案影像或

列出所有員工的名字。

其他圖形的好地方。

如果您的新聞是摺疊後
並郵寄，本文將出現在

如果您有任何標準服務

背面。所以，能夠簡易

的價格，您可以在這裡

的掃視是個好主意。

加入價格的清單。您也

問答方式是一個能夠快
速吸引讀者的好方法，
您可以收集上一版以來

許想要將您所建立的組
織通訊表格交給您的讀
者，

您所收到的問題，或是

您也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一些您的組織常被問的

來提醒讀者在他們的日

一般性問題。

曆上為一項定期的事項

一個您組織中管理者名
字與頭銜的清單是使您
的新聞稿有個人接觸的

做記號，例如，每月第
三個星期二的賣主的早
餐會報，或是每半年一
次的慈善拍賣。

描述圖片或圖形的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