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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部分资源来自加拿大卑诗省《安全至上：应对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家长手册》和加
拿大安大略省《欺凌：我们可以帮助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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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欺凌？ 
 

欺凌是有意的侵略行为，涉及权力或力量的不平衡。通常，它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重复。被欺凌的孩子很难保卫自己。 

 

冲突与欺凌相同吗？  

 
冲突和欺凌两者不一样。  

冲突是在两方或多方意见不同、意见分歧或观点不同时产生。学生之间的

冲突并非都是欺凌。 孩子在童年就要去学习理解，他人的观点可能会与

自己不同，但培养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需要时间，且这个过程将

会伴随孩子进入成年早期。  

在冲突中，每个人都乐于分享自己的观点，当中不存在力量失衡。每个人

感觉都能够陈述自己的 观点。冲突会变成正面或是负面，这取决于大家

如何处理。  

说话或行为带伤害性，从而表现具有攻击性时，冲突就会变成负面。之后

冲突就是一种攻击性的 行为。只有不断重复且存在力量失衡时，冲突才

会变成欺凌。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行 为模式，即在冲突表现

具攻击性的人可能会继续此行为或行径更为恶劣。在冲突中受攻击的人可 

能会感到越来越难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感到愈发无能为力。这是负面

冲突可能转变为欺凌的 情况。 

 

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受到身体伤害，这算是欺凌吗？ 
 

欺凌不仅仅停留在身体方面。 

 

欺凌类型 

类型 解释 

身体方面的 碰撞、推扯、伤害或盗窃财物 

口头方面的 辱骂、嘲笑或作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评论 

社交方面的 排斥他人加入小组或散播有关他人的流言或谣言 

书面方面的 书写带伤害性或侮辱性的便条或标志 

电子方面的 

(网络欺凌） 

通过使用电子邮件、手机（如短信）和交媒体网

站散 播谣言和有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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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子欺凌或者网络欺凌？ 

 

 

欺凌问题有多严重？  
欺凌不应被认为只是“成长的一部分”。研究和经验一致表明，欺凌是一

个 严重问题，会给牵涉其中的学生、其家庭和同学，以及所在社区带来

深远的影响。 受欺凌、欺凌其他孩子或存在上述两种情况的孩子，存在

许多情感、行为和关系问题的风险，需要成人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在学校以

至生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欺凌可以是显而易见的，也可以是隐蔽的。被欺凌的孩子，或欺凌其他人

的孩子，可能会： 

 抱怨受到恶劣对待 

电子欺凌是指以下各种方式的电

子通讯：  

 使人不安、威胁他人或令

人难堪。  

 使用电子邮件、手机、短

信和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威

胁、骚扰、使人难堪、 社

交排斥或毁坏名誉和伤害

友谊。  

 包括贬低、侮辱且还涉及

散播谣言、分享私密信

息、照片或视频或威胁以 

伤害他人。  

 通常具攻击性和伤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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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行为 (例如：失眠、没食欲、

发脾气、早晨不适、对兄弟/姐妹

更为挑衅) 

 不愿离家、改变上学路线、或逃学 

 回家时衣服被撕破，说不清楚的淤

伤，带回新衣服或其他物品、或来

历不明的钱 

 谈论如何应对其他人，而方式有可

能导致学校采取处罚行动 

 学习成绩开始下降 

受欺凌的孩子通常不知道如何应对挑衅

行为。他们在辱骂、奚落、或被排斥中

艰难地度日，认为学校是一个不安全、

令人痛苦的地方。如果不加以解决，欺

凌可以： 

 影响学习成绩 

 导致逃学 

 影响身体、情绪和精神 

 导致报复 

在很多情况下，欺凌问题延续到校园外，扩展到社区。在极端的情况下，

可导致自杀和其他严重的暴力形式。所以学生家长和家庭一定要认识到欺

凌问题并且严肃的对待它。 

谁在欺凌？ 

任何人都有可能欺凌。欺凌可在校园内

发生，也可在校园外发生，并可能会涉

及： 

 学生 

 其他青年 (不在校读书的) 

 成年人(例如：学校教职员和辅助

职员、义工、家长) 。 

欺凌是学来的行为，是可以由更积极的

行为所取代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男孩

和女孩进行欺凌的比率大致相同，尽管

欺凌行为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学校中

大约30%的孩子欺凌其他大约20%的孩子。

美玲和她的朋友妮妮课

后花几分钟时间做完一

些功课，然后收拾自己

的东西。当她们走到教

室门口的时候，发现有

一群女孩聚在那里。这

群怀有敌意的女孩气势

汹汹地瞪着珍妮。当这

两个好朋友走过的时

候，美玲听到“看她的

裤子，她可真是个差劲

的货色”，还有其他针

对她朋友的有辱人格的

话。她和妮妮胆怯地尽

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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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可在很小年纪便开始，甚至2-3岁。如

果不予以纠正，随着孩子长大，欺凌问题会

更加严重。父母一定要尽早采取行动。 

家长可以做什么 

我们的孩子在情绪和身体方面都需要安全。

对欺凌迹象尽早处理，在欺凌行为及其影响

变得严重之前进行处理，对建立安全的学校

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家长，您可以帮助防止欺凌，方法是教

育您的孩子怎样关心其他人、怎样与其他人

相处、怎样处理愤怒的情绪、以及在维护自

己时怎样有自信却不挑衅。孩子应该知道报

告欺凌事件是多么重要。家长可以帮助他们，

告诉他们在学校里出现问题时到哪里寻求帮

助，以及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仔细聆听孩子的叙述 

年龄小的孩子也许不情愿

报告欺凌事件，或者甚至

不能认识到欺凌事件。他

们也许认为： 

 他们会遭到报复 

 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这不过是生活的一部份 

 他们可以自己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不想被视为告密者或泄密者 

 您，作为成年人，会把情况搞得更糟 

 即使有您的帮助，他们仍不能受到保护 

 欺凌是他们的错 

 

当孩子知道您会聆听他的叙述并帮助他时，便会谈论欺凌。您在聆听并同

孩子谈话时，便能够决定需要采取何种程度的介入。您可考虑下列问题： 

家骏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

从学校回到家里时，一星期

中有三次衣服上沾满泥土，T

恤衫也被撕破了。他妈妈问

这是不是又一场足球赛弄

的，并对家骏的衣服状况表

示了关注。 

家骏只是小声而含糊不清地

说了一句，就回自己房间去

了。吃晚餐时，他吃得很

少，而且话也不多。那天晚

上，他妈妈注意到他懒散地

躺在床上，作业没动过。经

过询问，她发现有一群男孩

每天都拿走他的午餐费并欺

负他。家骏说他恨学校，再

也不想去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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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帮助我的孩子保持安全？ 

 我的孩子是否需要帮助以阻止他欺凌其他人？ 

 我需要什么资讯？ 

 谁有责任采取行动？ 

 我去哪里寻求帮助？ 

 

决定您怎样帮助 

干预是极其重要的。您怎样干预是同样重要的。当您同孩子谈论某个事件

时，向他解释“告密”、“泄密”和“告发”都是反面用语，可能被用来

阻止孩子报告。报告是需要勇气的。报告可帮助保持其他人的安全。 

 

当我的孩子遇到欺凌怎么办？  
根据美国奥维斯（OLWEUS）欺凌预防专组研究表示:大部分的孩子更愿意

将被欺凌的事实告诉家长（见下图红色箭头）。但孩子告诉他/他在学校

被欺凌时，您可以：  

一． 感谢孩子能够对你敞开心扉，并尽可能多的接送孩子上下学，给

孩子多一些关爱。 

二． 让孩子知道你会将此事和老师沟通并且尽可能在孩子的陪同下一

起和老师谈一谈。 

三． 若觉得有需要，家长可以在和学校老师反映情况的同时需求校外

专家的帮助。 

四． 作为社区的一员，家长可以尽力帮助社区里遭受校园欺凌的孩子。

若知道社区中有其他孩子遭受校园欺凌也请多给他们一些关爱，

互相看顾彼此的孩子好让孩子们在一个有爱的社区中健康成长。 

受害者揭发欺凌事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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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可能会欺凌他人吗？  

 
有欺凌行为的孩子有时会在家里和学校做出同样的行为。在家里观察和聆

听。有出现您的其中一个孩子欺凌兄弟姐妹的迹象吗？  

有欺凌行为的孩子有时在家会表现出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不尊重家

规。如果您担心孩子 可能会欺凌他人，观察他们如何与兄弟姐妹、您，

以及与来访您家的朋友相处。如果他们看起来 具有攻击性，不合群或没

有同理心，这些迹象都可能表明他们在学校欺凌他人。 

 

暴力欺凌其他学生的孩子，回家时也可能会身上有擦伤、刮伤和衣服被扯

破。他们可能会突然 比平常多了钱花，或者拥有正常情况下买不起的新

物品。另外，他们谈论其他学生的“语气 强硬”。  

 

经过长时间积累或由于孩子或青少年人生中出现重大变故、失去或不安，

均会形成欺凌行为。 您的任何孩子在最近曾出现过这类经历吗？ 思考一

下在您家是如何处理问题和冲突的。有全家人一起来积极讨论问题吗？阻

止欺凌的一个 重要方法是做个好榜样，并向您的孩子展示如何不使用暴

力或攻击行为来处理难题。同样重要的是，告诉您的孩子欺凌是什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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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描述不同类型的欺凌行为，并解释此行为具有伤害性和有害性。让您的

孩子知道欺凌是错误的，且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的行为。 

 

如果您的孩子是旁观者 
 

芬兰在目前来说是反欺凌教育做的最好的国家，这大部分取决于芬兰鼓励

欺凌事件旁观者采取适当的措施举报欺凌。他们将旁观者培养成反欺凌的

英雄。这样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支持完成。 

 

帮助您的孩子建立报告欺凌的技巧和勇气。向他解释不报告欺凌事件的旁

观者会成为欺凌行为的一部份。 

旁观者揭发欺凌事件流程图 

当您知道您的孩子是欺凌的旁观者时，赞叹您孩子可以和您说出此事的勇

气并为他/她感到自豪，之后您可以鼓励孩子向学校老师口头或者非头揭

发欺凌，或直接向老师或者校内反欺凌组反映情况。 

很多学生看到有人被欺凌时都不情愿并害怕出面干预。不论是他们，还是

他们的父母或家人，在介入事件之后，都认为： 

 欺凌会转向他们 

 他们会使受害者的情况更糟 

 情况会恶化，他们会陷入麻烦 

 其他学生或教职员不会给予支持或采取行动 

欺凌影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建立学校的安全。保持沉默只会让

问题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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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鼓励您的孩子报告欺凌的时候，要保证为您的孩子提供和受害者同样

的保护措施。 

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阻止欺凌  
 

欺凌预防和干预，不仅仅只是指消除

欺凌。  

 

另外，还要促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当面或在线的人

与人之间的互相 尊重。目标在于确

保所有学生与其生活中的人都建立健

康、安全、互相尊重与爱护的关系。 

  

老师、家长和其他成人通过展示良好人际关系的作用来为孩子提供支持并

做榜样。孩子与其他 孩子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其与成人之间的良好关

系。  

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较少可能会欺凌他人，更多可能是支持受欺凌的

学生，且能够更好地 完成其教育目标。促进良好人际关系是预防欺凌和

营造安全和容纳性校风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