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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1. 根據上文，分析校園欺凌問題的成因。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分析校園欺凌問題對
受害者所造成的其中一個影響。

3. 家長和學校可做些什麼來防止校園欺凌問題
發生？參考上文並就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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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
．競爭文化
．朋輩壓力
．缺乏關愛

校園
欺凌

應對方法
．反欺凌法例
．預防教育
．增加駐校社工

欺凌傷心靈欺凌傷心靈
社會零容忍社會零容忍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今 日 香 港

答 題 指 引
1. 此題是原因分析題。學生可從校園競

爭、朋輩壓力、家庭影響三方面，來解釋
導致校園欺凌出現的原因。參考答案：
首先，校園競爭：由於在學校裡，老師

往往會以成績作為評價學生的指標，容易
導致學生之間的激烈競爭，某些學生甚至
認為，成績差的同學一無是處，即使欺負
他/她也是理所當然。
其次，朋輩壓力影響：青少年在成長過

程中，看重朋輩對自己的看法。如果有同
學欺凌其他人，青少年往往因希望獲得朋
輩認同及避免被排擠、杯葛，而容易受到
唆擺，參與欺凌處於弱勢的人。
第三，缺乏家庭關愛：雙職父母為了家

庭生計而早出晚歸，照顧子女的時間極
少，令子女缺乏雙親的關愛，情緒低落，
部分人為了發洩這種負面情緒，會在學校
欺凌比自己弱小的同學。

2. 此題是影響分析題。學生可從心理方
面，說明校園欺凌問題對學生造成的負面
影響。參考答案：
受害者備受欺凌後，因衍生恐懼情緒而

容易患上抑鬱症及焦慮症，出現自殘或自
殺的風險，不利個人成長的良性發展。

3.此題是建議題。參考答案：
家長應盡量限制孩子接觸血腥暴力的電

影、電視、遊戲及玩具。若是不能避免，
便應陪同孩子一起觀看，在適當時指出暴
力行為絕不可取，讓孩子明白暴力的傷害
和不當。至於學校方面，可推出一套反欺
凌的長遠策略，包括訂定學校面對欺凌個
案的立場及目的，把和諧文化納入學校政
策中。學校也可透過定期的周會，向全校
同學宣佈學校反欺凌的決心和做法。若加
入社工及警方的力量，學校的反欺凌政策
便能更有效地去推行。如此安排可提高全
體學校成員的反欺凌意識。

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
高中發生轟動全球的槍擊案，該校兩名學生
持槍闖入校園，擊斃了12名學生和1名教
師、槍傷了24人，而兩人最終亦自殺身亡。
科倫拜慘劇亦引起美國對校園欺凌問題的

關注，促成各州透過立法方式，遏止校園欺
凌問題。至2015年，蒙大拿州訂立反欺凌相
關法例，全美所有州分都已完成相關立法。
根據美國的反欺凌法例，學校肩負了反欺

凌的主要責任，對於法律所列明的欺凌行
為，校方必須作出通報，並須跟進調查，如
果學校知情不報，將會遭到問責。
美國的法律亦賦予學校懲處欺凌者的權

力，輕則口頭警告，嚴重者甚至可被開除學
籍。對於一些涉嫌觸犯刑事罪行的欺凌行
為，更會交給司法機關處理；若有關行為極
嚴重，例如造成他人受傷，法院可按針對成
年犯人的量刑來懲處未成年的欺凌者。
此外，在反欺凌法例中，除了打人、吐口

水、刻意推撞等被視作違法，惡意嘲笑對方
的膚色、種族、性別、宗教等，也屬於法例
所列明的欺凌行為。

以下是社會上不同持份者對校園欺凌問題的看法：
．教育局
在過去3個學年內，本港每年約有120名中學生涉及

校園欺凌個案。局方建議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
式，訂定反欺凌政策。局方會透過預防教育、培訓及
輔導，提升學生及教師的反欺凌意識，並讓學校在課
程中加強個人成長教育，教導學生懂得尊重別人，以
及傳授他們處理人際衝突的技巧。
．前線教師
只透過教育向學生灌輸「不要欺凌」的意識，並不
能有效阻止校園欺凌事件發生。若用隔離欺凌者的手
法來防止欺凌事件再次發生，例如要求受害者遠離欺
凌者，在狹小的校園環境亦非妥當，尤其是涉及排
擠、孤立和杯葛的欺凌，此舉等同要求受害者離開原
有的群體，無助解決問題。
．關注校園欺凌問題團體
香港的學校普遍欠缺心靈教育，小孩子遭受欺凌

後，精神會受到巨大的傷害，心靈會變得脆弱……香
港的學校宜仿效外國例子，成立關注校園欺凌問題的
專案小組，由校長帶領受訓老師和社工，透過日常觀
察來尋找校內的欺凌事件，以及時防止悲劇發
生。
．立法會議員
政府向每所學校提供的「輔導服務津貼」，
不足夠聘請長期的駐校社工，導致學校缺
乏常額的專業駐校社工，以跟進學生欺凌
問題……政府需要增撥資源，讓學校能
聘請常額的駐校社工；教育局亦要主
動調查校園欺凌事件。
．醫生
校園欺凌會對學生造成長遠的負

面影響，包括損害生理及心理
健康、社交、學業或工作表
現、生活素質等。兒童及青
少年階段是性格發展的重要
時期，負面經歷會影響受害
者對自己、他人及世界的信
念及行為模式，不利個人成
長及發展。

香港的校園欺凌新聞時有發生，近年則有愈趨嚴重的
情況，例如2017年11月，屯門一名小一學生懷疑遭受同
學欺凌，被人用擦膠塞入耳朵內，導致損傷，需要進行
手術取出。該名學生的母親報警求助，又投訴學校沒有
即時處理事件。教育局要求校方盡快提交報告，並完善
與家長的溝通機制。
至於今年初發生的校園欺凌事件，更受社會重視。事
緣網上流出一條懷疑涉受欺凌的短片，片中可見一名男
學生在課室內，被多名同學按在地上，中途更被人脫去
褲子拍打臀部，事件曝光後，警方拘捕8名男子，案件暫
列「普通襲擊」。隨後再有數段影片流出，更有自稱該
校老師的網民在網上發帖，指校內欺凌問題嚴重，甚至
連老師亦成為欺凌目標。
事實上，香港的校園欺凌問題嚴重，受到國際社會的
關注。早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佈2015
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的學生幸福感
專題報告，調查結果顯示，超過32%港生指自己在過去
一個月內，至少數次遭受不同形式的欺凌，比率屬於全
球最高，當中以被同學作弄的比例佔最多。
另外，有研究校園欺凌問題的香港大學學者，引述在
2016年至2017年間所收集的數據指，本港初中生的校園
攻擊行為比率約為67%，受害比率約為78%，比台灣及
內地的高出近20%，情況令人關注。

香港的校園欺凌問題一直存在，並有日趨嚴重之勢。近日，有傳媒報道某間

中學出現懷疑欺凌事件，一名男學生被按在地上，被其他學生脫去褲子

及拍打臀部，使得校園欺凌問題再次受到社會的高度關

注。究竟香港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多嚴重？學

生之間為什麼會出現欺凌行為？這

對受害者造成什麼影響？下文

將會逐一探討。

■張揚 特約資深作者

成
因

1. 校園競爭文化
由於校園的競爭文化體現於學業

成績的比較，大部分老師常常以成
績作為評價學生的指標，導致學生
誤以為成績差的人便一無是處，應
該被欺凌。有心理學家指，青少年
在成長過程中，為了得到認同和爭
取別人的接納，會分辨出與自己不
同的他者，透過貶低處於弱勢的
人，去提升自我價值和建立自信，
結果逐步演變成欺凌行為。

2. 朋輩壓力影響
處於青春期的青

少年，看重朋輩對
自己的看法。如果
有同學欺凌其他
人，青少年往往因
希望獲得朋輩認同
及避免被排擠、杯
葛，而容易受到唆
擺，參與其中。

3. 缺乏家庭關愛
現時，很多父母均為雙職父母，為了

家庭生計而早出晚歸，照顧子女的時間
極少，很多時候更被迫假手於人，令子
女從小缺乏雙親的關愛，在成長歷程上
有所缺陷，部分人為了發洩不滿的情
緒，會在學校欺凌比自己弱小的同學。
另一方面，這些雙職父母亦因工作繁忙
而經常缺席學校舉辦的親子講座，一旦
子女出現欺凌行為，大多手足無措、無
從入手，無助解決問題。

比率全球最高
同學作弄最多

新 聞 背 景

多 角 度 觀 點

美訂立反欺凌例
小 知 識

■自科倫拜高中的槍擊案後，美國開始關注
校園欺凌的問題。 資料圖片

■■早前網上流出一條懷疑涉受欺凌的短片早前網上流出一條懷疑涉受欺凌的短片，，校校
方則稱是同學間過火的嬉戲方則稱是同學間過火的嬉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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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欺凌校園欺凌
（（School BullyingSchool Bullying））
是指在校園內是指在校園內，，學生因學生因

體型體型、、能力能力、、人際網絡的弱人際網絡的弱
勢勢，，無力反抗無力反抗，，而遭到處於而遭到處於
強勢的學生重複地惡意傷強勢的學生重複地惡意傷
害害，，包括肢體暴力包括肢體暴力（（如打如打
擊擊、、推撞推撞）、）、語言暴力語言暴力（（如如
亂改花名亂改花名、、嘲諷嘲諷）、）、關係性關係性

暴力暴力（（如排擠和孤立如排擠和孤立））
等等，，令受害人的精令受害人的精
神或身體受折磨神或身體受折磨，，

甚至造成心靈甚至造成心靈
創傷創傷。。

網絡欺凌網絡欺凌（（Cyber BullyingCyber Bullying））
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

不斷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不斷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例如社例如社
交媒體交媒體、、即時短訊工具等即時短訊工具等，，針對另針對另
一人或一群人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
帶有敵意的行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意圖作出傷害。。
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恐嚇、、詆詆
毀毀、、威脅威脅、、假冒他人假冒他人、、散播謠言或散播謠言或
虛假訊息虛假訊息，，以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以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
友誼友誼。。

人際衝突人際衝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Interpersonal Conflict））
是指兩個或以上的人因對某事的看法不是指兩個或以上的人因對某事的看法不

同同，，出現意見不合出現意見不合，，嚴重會升級為肢體衝嚴重會升級為肢體衝
突突。。人際衝突可分為親子衝突人際衝突可分為親子衝突、、朋輩衝朋輩衝
突突、、師生衝突等師生衝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