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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臨少子化衝擊的臺灣，父母對於子女的成長與教育比以前更加重視，而十

二年國教正式施行後，學業成績不再是學生與家長選擇學校的唯一門檻，而除了

學風之外友善的學習環境也顯得更加地受到家長與學生的重視，而研究者曾於高

中擔任生輔組長並負責霸凌防治業務，深知霸凌防治是友善校園營造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作，因為校園霸凌對學生、家長及學校乃至於整個社會都會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如果霸凌個案處理失敗，對於學生、家長及學校來說會是三輸的局面，受

凌學生可能因此而喪失了求學的機會，人生就此轉變，霸凌學生沒有記取教訓，

恐將成為社會問題，而校方無法提供友善學習場域，家長可能每天都要擔心受

怕；反之霸凌事件若處理得宜，將形成三贏局面，受凌學生獲得學校支援，學會

如何正確面對霸凌問題，霸凌學生知錯能改也可能因此變得更加成熟，學校適時

啟動霸凌應變機制跨處室整合校內資源妥處霸凌事件，有效降低社會成本並提升

學校形象，形成三贏的局面，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知道霸凌防治成功與否所帶來

影響是截然不同的，而從教育行政單位人員角度看來，瞭解任教地區霸凌態樣並

培養妥處霸凌事件的能力與正確的觀念是當務之急。 

研究者採用文獻分析法，藉由蒐整霸凌相關書籍、期刊、論文及自身經驗等

方式進行探討，瞭解高中、職校園霸凌行為成因並提出解決策略，提供教育主管

機關、學校及教育人員校園霸凌防治處理之參考依據。 

二、霸凌的意涵 

(一) 霸凌行為定義 

因國人早期對霸凌行為的認知，多以肢體欺負方式呈現，而常被定義為暴力

行為，但 Olweus（1999）以圖 2-1 清楚說明，暴力與霸凌皆包含在攻擊行為之

中，但霸凌與暴力僅在表現方式上部分相同，而定義只有部分重疊，故霸凌行為

不等於暴力行為，因暴力行為的成因通常為單一因素，而霸凌行為的構成因素可

能極其複雜，因此具備辨識霸凌與暴力行為之能力是教育工作者必要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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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攻擊行為、暴力與霸凌三概念之關係 

資料來源：引自 Olweus（1999:P,13） 

行政院教育部於 2010 年 12 月 24 日召開全國高中、職校長會議，確立了

教育部對霸凌的定義如後：1.具有欺侮行為。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3.造成生

理或心理的傷害。4.雙方勢力（地位）不對等。5.應經過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確認（教育部，民 2010） 

(二) 霸凌類型 

教育部於 2012 年明訂校園霸凌行為類型區分為肢體、言語、關係、反擊型、

性及網路霸凌等 6 類（教育部，2012），分述如下： 

1. 肢體霸凌：霸凌者以肢體或武器等暴力傷害受凌者之霸凌行為。 

2. 言語霸凌：霸凌者以言語方式來傷害受凌者之霸凌行為。 

3. 關係霸凌：霸凌者利用良好的同儕關係，對受凌者進行排擠、孤立之霸凌行

為。 

4. 反擊型霸凌：受凌者因長期遭受霸凌壓力而無處釋放，遂對霸凌者施以反擊，

或對比自己弱小的學生施以霸凌行為。 

5. 性霸凌：霸凌者以性或性議題有關方式來傷害受凌者之霸凌行為。 

6. 網路霸凌：霸凌者利用網路散布圖片、謠言或恐嚇方式來傷害受凌者之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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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三) 霸凌角色區分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後稱兒福聯盟）是我國是最早致力於霸凌研究的

機關團體，於 2004 年時將霸凌霸色區分為霸凌者、受凌者及旁觀者三類（兒福

聯盟，2004），分述如下 

1. 霸凌者：霸凌事件中為加害人的角色，在學校或同儕團體中，不停地對某些

特定對象進行傷害、威脅或刻意排擠的霸凌行為者。  

2. 受凌者：霸凌事件中即為被害人的角色，被霸凌者強迫接受直接、間接的霸

凌行為者。 

3. 旁觀者：霸凌事件中即為知道霸凌正在發生的人，其態度對於霸凌事件走向

有一定的影響的中立旁觀者。 

三、霸凌相關研究與案例分享 

(一) 霸凌相關研究 

研究者蒐整霸凌相關研究文獻後，欲瞭解霸凌行為的成因?結合學者、研究

人員研究結果，可得知影響霸凌發生原因如下（兒福聯盟，2004；雷俊新，2009）： 

1. 家庭因素 

霸凌學生家庭特質多是缺乏陪伴、疏忽管教、專制威權、高度衝突與經常有

打罵行為。Bandura 提及孩子的所有行為，最初都是藉由模仿而來，學生在高度

衝突的家庭環境下，容易模仿父母表現出來的行為與態度，而習慣以暴力來解決

事情；另有些學生因缺少父母關愛，有時會利用偏差行為得到父母的重視；而專

制權威的父母對於孩子幾乎都是用命令式的口吻，也可能導致學生與同儕相處時

常會出現言語霸凌的情況；綜合上述這些都可能是造成校園霸凌行為增加的重要

因素。 

2. 個人因素 

霸凌者所展現出來的人格特質較為傾向激動易怒之性格，亦或是患有心理

或神經系統的疾病，均可能對霸凌行為的發生產生影響。學生對於自己的情緒

管理是失控的，常常會因為與別人意見不合就展現出「小則動口、大則動手」

的易怒性格，教育人員其實可以從學生平時的外顯行為去觀察，並小心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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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因素 

學校未能訂定有效管理政策營造溫馨和諧的友善校園，人權、法治與生命

教育宣導未能落實。而學校霸凌防治政策是否周詳明確、師生關係是否密切良

好、同儕之間是否真誠關懷，其實都與霸凌事件的發生息息相關。  

4. 社會因素 

孩子接觸過度渲染暴力行為的新聞或媒體報導時，若無人給予適時引導，

可能會讓孩子有「要欺負別人，才不會被別人欺負」的錯誤認知，導致孩子在

學校與同儕相處時，若遇到問題就會以霸凌行為來處理，使校園霸凌事件層出

不窮。 

(二) 霸凌事件處理案例分享 

本案例為東部地區的某高中、職校 （化名太陽高中）的實際霸凌事件，一

個連假後的星期一，小明（受凌者）的家長帶著縣議員及民意代表一行人，到校

瞭解小明在校期間遭受同學欺負狀況，太陽高中校長接待小明父母等一行人並瞭

解相關訴求後，啟動學校緊急應變機制，召集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室主任、

生輔組長及班級導師召開會議，會議中由小明敘述班上有四位同學（後以小虎、

小龍、小超、小王同學稱呼）總是會欺負他找他麻煩，小虎同學曾用雨傘頭部尖

銳部分戳他，小龍同學常常會藉故找麻煩並一言不合就拳腳相向，小超跟小王同

學則是會在上課期間用橡皮筋射他。小明家長等人聽完後氣憤不已，要求學校給

一個滿意交代，並揚言如處理結果家長無法接受就要訴諸法律並披露媒體讓學校

名譽掃地，經詢問導師對於小明遭遇的狀況是知悉但並未即時妥善處理，而當下

校長及導師向小明家長一行人表示未盡到應盡的責任而深感歉意，並保證盡速妥

處此事，俟家長等人離校後，校長指派學務處生輔組瞭解事實真相、輔導室對於

受凌學生進行初步關懷與諮商、教務處對於受凌學生之學習狀況給予彈性調整與

處置，隨後生輔組在還原並釐清事實真相後，連絡渠等學生家長到校，並由生輔

組長統一在所有與事件有關家長及學生面前，說明調查結果並以一問一答方式釐

清小明遭小虎、小龍、小超、小王欺負經過概況，讓相關學生確實瞭解錯在哪裡

及問題嚴重性，說明完畢後小虎等人表示不會再犯相同錯誤，同時由輔導室專業

老師對小明實施輔導諮商及自信重建，並讓小明知道以後若遇相同情形之正確處

理模式，最後在學校跨處室的通力合作下，孩子們間的心結解開了，雙方家長達

成共識，小明的家長也表示「孩子知道錯誤也有心要改最重要」，並同意讓小明

繼續留在太陽高中求學，隨行的議員及民意代表因學校緊急機制處理得宜，表示

不再追究外轉而感謝校長，讓學校的事就在學校裡面得到妥善的處理，大幅降低

社會成本，會後生輔組依校規完成霸凌學生的相關行政程序建議與執行，小明也

在輔導室專業老師持續觀察與約談輔導下發現不再有恐懼之心理，而霸凌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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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同學也不再有類似行為，本案相關人員都在隔年鳳凰花開之際順利完成學

業，邁向人生新的旅程。 

雖然上述案例為霸凌防治的成功案例，但還是有精進的空間，分述如下： 

1. 小明導師對於霸凌敏感度及相關處理經驗不足，延誤了處置的黃金時期。 

2. 太陽高中的霸凌防治宣導不盡理想，導致學生對於霸凌認知不清，進而出現

霸凌態樣。 

3. 太陽高中並沒有繕造易受凌或霸凌者名冊，並定期觀察、掌握。 

4. 太陽高中只做了霸凌者與受凌者的處置，但是卻沒有對旁觀者進行相關處置

作為。 

四、解決策略 

經過上述討論，研究者想對教育機關、學校和教育人員等三方面，提出下列

建議作為消弭霸凌之策略，期望對校園霸凌預防能有所貢獻。 

(一) 對行政單位的建議 

1. 綿密督導作為、強化宣導成效 

霸凌防治宣導雖然已在這幾年成為教育部的重點工作，但在實際執行層面常

會出現敷衍了事、無用之功的錯誤宣導方式，不但無法發揮預期效果，甚至會讓

學生有種學校是為了宣導而宣導，而非真正重視霸凌預防工作的負面認知，但是

在預防霸凌事件發生的工作上，綿密的宣導做為其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有

效的宣導作為是可以讓每位學生熟知霸凌態樣、罰責及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進

而達到預防勝於治療之效果，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有效活化與督導各級學校宣導工

作，小從班級經營，大到全校性活動，其實都可以與霸凌防治觀念相互結合，讓

霸凌防治就像一顆種子種進了每位參加宣導活動的師生心中，當種子發芽時，霸

凌者會知道自身行為的不當而克制、受凌者會懂得如何去尋求協助、而旁觀者亦

可能停止袖手旁觀轉而協助受凌者，如此一來自然能消弭霸凌發生之機率。 

2. 掌握高關懷群、適時給予援助 

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是相對容易去觀察教育現場中學生間的互動情形，故教

育主管機關可規劃專責人員，針對與同儕互動過程中常會出現霸凌與受凌者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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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進行高關懷名冊建立，並定期約談渠等學生，瞭解與同儕相處情形以利

進行評估與觀察。若專責人員發現高關懷學生有異常表現或與同儕有互動不良情

形時，可先派遣較具正義感的同學去鼓勵陪伴高關懷學生走過易受霸凌危險期，

或直接向其導師反應並適時介入給予援助，在事件尚未白熱化前，協助高關懷學

生與互動不良同學進行問題澄清，並在處理完畢後將事件經過告知家長以整合家

庭力量，並請家長關懷學生在家狀況或非在校期間與同學互動情形，讓高關懷學

生不再感到害怕，並能在相對安全環境下培養易受霸凌學生正確處理霸凌行為之

能力，期能降低霸凌對學生帶來的傷害程度。 

3. 旁觀不是配角，重新定義比重 

霸凌事件發生時，校方對於霸凌者不當的行為會進行嚴厲的懲戒，對於受凌

者令人同情的遭遇亦會安排事後輔導與諮商，但是旁觀者因為沒有實際的傷害行

為出現，故常被施以薄懲後就不再注意。但對於霸凌行為而言，旁觀者的態度其

實是有可能左右霸凌事件的導向或嚴重程度與否的關鍵。雖旁觀者角色時常是中

立的，但如果其態度一但轉變為霸凌協助者時，受凌者將會面臨到更大的傷害；

反之如果旁觀者因對於受凌者之遭遇感到同情，轉變為協助受凌者的正義之士，

受凌者就不再是孤軍奮戰，而霸凌者也會有所顧忌，進而降低或消弭霸凌行為發

生。正因如此行政主管機關應重新定義霸凌角色比重，而重視旁觀者角色。 

(二) 對學校的建議 

1. 定期辦理傳承、提升教師知能 

教師也可以說是霸凌防治的守門員，但教師真的瞭解何謂霸凌？霸凌的類型

與型態有哪些？如何預防霸凌？如何妥善地處理霸凌事件？實際上甚至連資深

教師都有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所以學校可結合各項集會時機，聘請專家或處理霸

凌事件經驗豐富人員，到校分享並進行霸凌防治經驗傳承，讓霸凌工作不在只是

一項業務，而是每個教師都能擔負起霸凌防治的責任，人人都有能力在霸凌發生

的第一時間採取適切、快速而有效的處理程序，給予受凌者力量，並矯正霸凌者

之偏差行為。 

2. 標準作業程序、杜絕忽視冷漠 

發生霸凌事件第一時間，學校若未能依規定程序處理霸凌事件，或見到受凌

者態度較為內向或不敢表達意見，就以息事寧人的方式選擇不通報此霸凌事件，

如此一來除了不能遏止霸凌歪風，更會讓霸凌者及旁觀者誤認為學校是默許它們

的行為而變本加厲。若教育人員發現疑似霸凌行為發生時，應針對學生當下行為

進行釐清，使其瞭解學校是不會以姑息養奸的態度處理此類事件，並使霸凌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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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產生得不償失的感覺，反之，絕不可漠視霸凌行為的發生或未依標準作業

程序妥處霸凌事件，讓霸凌者得寸進尺、變本加厲，而引發更多霸凌事件。 

(三) 對教育人員的建議 

霸凌行為無法被有效嚇阻的原因，極大部分可能是因為教育人員的漠視或對

霸凌態樣不熟悉而導致霸凌事件處理黃金時間被延誤，因此研究者建議教育人員

應熟稔下列觀念： 

1. 受凌不是成長的洗禮 

早期霸凌尚未被重視之前，學生的受凌行為常被看成是成長必經之路，彷彿

只有歷經霸凌洗禮的學生才會變得更成熟、挫折忍受度也會隨之提升。但這樣的

孩子不但可能沒有更成熟，反而在受到霸凌行為後變得更沒有自信、意志消沉，

甚至還會有拒學之現象產生，教育人員不得不慎。 

2. 杜絕忽視冷漠的態度 

若教育人員漠視單一型態霸凌事件而未能警覺妥處，或是認為那就是孩子間

的嬉鬧行為而輕忽，時間拉長後受凌者可能就會面臨複合式的霸凌型態，如原本

受凌者只被關係霸凌，但沒有師長的力量介入，接踵而來的可能就是霸凌者與旁

觀者，有恃無恐對其進行直接性的言語霸凌、肢體霸凌及性霸凌，另長時間的霸

凌壓力，可能導致受凌者情緒爆發轉變為反擊型霸凌，故面對霸凌多變的型態與

嚴重的後果，教育人員應該以「慎於始」的態度來認真面對。 

五、結語 

校園是學生學習與潛能開發的重要場域，不容許部分學生以霸凌方式影響同

儕學習、危害校園安寧，故掃除校園霸凌，打造友善校園，還給學生安全快樂的

學習環境，對教育而言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吳清山、林天祐，2005）。而校園霸

凌其實是可以預防的，但只靠還在認知發展學習階段的孩子是不夠的，所以需要

家庭、教育人員、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共同努力分層負責。如家長或教育人員發

現孩子的行為舉止異常，應主動與學校聯繫，確認其行為異常之成因，若是霸凌

行為所致，教育人員應通報學校，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並進行跨處室力量整合，協

助事件責任釐清、進行相關輔導機制，解開學生心中的結，學校完成霸凌事件處

置後向教育主觀機關回報處置結果，並豐富教育主管機關之霸凌案件資料庫，以

便於日後進行霸凌防治準則或反霸凌政策修訂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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