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外國已有不少網絡欺凌而導致受害人或學生自殺的個案，如Megan Meier、Ryan Halligan、

Amanda Todd等。這問題已令全球的教育界頭痛不已，大家會問：「怎樣做才能減少網絡欺凌？」、

「怎樣做學生才會向師長求助？」、「怎樣做才有效協助欺凌者及受害者？」。編者嘗試從學術

界的研究，找出可靠的科學數據及建議；從外國的經驗，找出可借鏡的地方；並從本計劃合作學

校同工們所提供的有血有淚的經驗，了解推行時要注意的地方。希望這本指引所提及的建議及方

法，能夠把大家帶回人與人相處的基本──坦誠的對話。願我們能繼續以愛及關心，教育我們的

下一代彼此尊重的可貴。

“Educating the mind without educating the heart 

    is no education at all.” Aristotle

「一切由關係開始！」訓導主任施國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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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何謂網絡欺凌？

什麼是欺凌 (Traditional Bullying)？

1.1 欺凌是一種具侵略性（aggression）的行為，特徵包括：

1.2 欺凌出現在.....缺乏成年人監管下的環境。

1.3 常見的欺凌行為包括：

1.4 欺凌涉及的人物包括：

1.5 根據不同研究顯示，欺凌者與受害者有以下特徵：

故意傷害他人；
持續性的；
權力不均的情況，即以大欺小、以眾欺寡。

肢體暴力的欺凌（physical bullying）
攻擊言語的欺凌（verbal bullying）
排擠別人的欺凌（relational bullying）

欺凌者
•魯莽、缺乏自我約束力
•認為權力行為具吸引力
•缺乏同理心 
•在體力或其他方面上處於優勢
•缺乏自尊感
•缺乏有效處理衝突的技巧

被動型受害者
•體力較弱
•社交上較膽小、寡言，容易感到緊張
•來自過於呵護的家庭
•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不受同儕間的歡迎
•欠缺有效的社交技巧
•欠缺有效的解難技巧

欺凌者
（Bully）

附和者
（Assistant）

煽風者
（Reinforcer）

受害者
（Victim）

捍衛者
（Defender）

旁觀者
（Outside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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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釁型受害者
•膽小但富攻擊性
•有過動的傾向
•容易激動
•愛出鋒頭
•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不受同儕間歡迎
•欠缺有效的社交技巧
•久缺有效的解難技巧

什麼是網絡欺凌 (Cyberbullying)？

2.1 網絡欺凌的特性：

2.2 網絡欺凌對受害人的影響：

真實個案：

•匿名性：令受害人無法識辨誰是攻擊者，這令他們更為害怕，並容易向人產生懷疑及不信
                    任。同時間，欺凌者能以匿名的方式傷害他人，這安全的環境讓他們肆無忌彈去
                    攻擊他人。

•日常生活表現得心神恍惚，專注力及集中力也會下降
•造成嚴重的心理威脅，擔心被攻擊
•感到憤怒、無奈、傷心及沮喪
•難以對人產生信任
•自尊感下降
•有可能引致抑鬱或自殺

•匿名性：曾有網民冒認梁同學在Facebook開設專頁，不但附上他的個人照片，更冒認他    
                  發表個人心聲。

•時間性：相隔四年的片段，能被網民短時間內傳閱，現在更在網絡上永久存在。

•廣泛性：片段被截圖並出現了不少改圖，同時出現大量模仿梁同學朗讀或針對他的改編流
                  行曲，就連國內的電視台也曾報導此事。

曾經奪得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比賽冠軍的梁同學，曾上港台節目表演，其朗誦的片段於四
年後被網民轉載。其中在YouTube一個頻道的點擊率高達一百三十萬次，在搜尋引擎中輸入其
姓名更會出現數以萬計的惡搞片段及圖片。

•時間性：任何時間都可以在網絡上進行騷擾或攻擊，無論事情發生有多近或多久，只要曾
                    經在網絡上發放過，就可以即時及隨時瀏覽或繼續進行攻擊。

•廣泛性：在網絡上，訊息及圖像可被快速傳遞及修改，其廣泛性的傳閱及不受地域的限制，                    
                    容易引致失控。

以電腦、手機或其他電子裝置，蓄意及重覆地傷害他人。（Hinduja & Patchin, 2009）
2 .



4

2.3 網絡欺凌的形式：

•在網上發佈刻薄（mean）或中傷（hurtful） 的留言

•在網上發佈刻薄或中傷受害者的圖片

•在網上發佈刻薄或中傷受害者的片段

•網上製作刻薄或中傷受害者的網頁

•在網上散佈謠言

•在手機發送恐嚇傷害受害者的訊息

•在網上發送恐嚇傷害受害者的訊息

•在網上假裝為受害者，並作出刻薄及中傷人的舉動

總結
•傳統校園欺凌(Traditional bullying)及網絡欺凌(Cyberbullying)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惡意傷害他人的      

    舉動，但在時間性及廣泛性方面就有很大分別。網絡欺凌可不受地域和時間所限，短時間內讓

    世界各地的人士也能知悉，所以其傷害性不容忽視。

•同工們需了解欺凌者與受害者的特徵，從預防工作入手，避免在問題發生後才作介入。

•網絡欺凌是傳統校園欺凌的延伸，若能加強預防工作，可同時減少傳統校園欺凌及網絡欺凌的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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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絡欺凌的預防策略

 正面的校園氣氛
（Positive School Climate）

有不少研究顯示「正面的校園氣氛」有助穩定學生的出席率、理想的學習成果及其他理想的
表現。在外國更有研究顯示曾欺凌或被欺凌的學生均認為校園的氣氛差（poorer climate），
在「喜歡上學」、「感到校園安全」、「感到教師會協助自己成功」的評分較低（Hinduja & 
Patchin, 2012）；而本中心在2012年的研究顯示，「受訪者的上網時間、上網習慣及網絡欺
凌行為均與學校歸屬感及和諧校園有着密切的關係」（復和綜合服務中心，2012)。可見正面
的校園氣氛是預防網絡欺凌的重要因素。

1 .

有學者建議以下幾個方法來培養正面的校園氣氛（Hinduja & Patchin, 2012）：

另外，良好的師生關係也是推動正面校園氣氛的重要關鍵；教師可運用正面紀律

（positive discipline）的技巧促進師生間的良好互動，令學生明白在校內的角色，學生

從被欣賞中感到自己被接納，嘗試成功的滋味，然後建立自信，發展個人的動機及目

標，學會尊重他人，最終建立自律。要順利實踐正面紀律，便需留意以下各項（黃成

榮、2007 ）：

•教師們持續地向學生展示情感支援、溫暖和關懷、注重他們學業及學習情況及鼓勵學生建     
    立健康的自尊感 。

•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每位學生的成長路徑可能有所不同。

•在不影響校方的辦學宗旨和他人的自由下，每位老師及同學都有其權利去按照個人的人生
    價值觀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要掌握積極聆聽及洞悉別人心理的技術，適當地運用同理心，維持互信關係。

•堅持不用負面的說話或語氣對待學生。要用尊重及肯定的用詞向學生表達想法及期望。

•不要為了盡快把事情解決而導致情緒失控。當遇到學生有反叛及違規行為時，應保持冷靜，
    不要對學生的行為有激烈的情緒反應或誤以為學生刻意挑釁。

•為學生安排網絡欺凌講座，並強調大部分學生是正確地使用電腦及手機，以啟發部分學生
    更適當及明智地使用互聯網，以此為社會常態（social norm）。

•鼓勵學長在學長計劃裏，教導學弟學妹以正面態度使用互聯網，從日常的交流中推動學生
    注意正面的網絡文化。

•訂立一套防止網絡欺凌的約章或「尊重政策」，讓學生了解網絡欺凌為不當行為。

•建立匿名的匯報方法，讓學生有途經報告網絡欺凌或其他形式的騷擾行為。

•鼓勵學生發起反欺凌活動或承諾活動（pledge campaign），讓他們運用創意，設計出有關 
    產品，以傳遞反欺凌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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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刻反思介入手法有何目的及是否有效，保持高度自省的能力。

•訂立欺凌及網絡欺凌的定義

•列明不同程度的違規行為的後果

•建立通報機制及事故調查的程序

•大部分受訪學生認為教師幫不了忙，這與教師對有關議題缺乏足夠的了解及認識，而又未
    能掌握當中的處理手法有關；

•另有部分受訪學生表示，信不過校內的成年人，在欠缺互信的關係中，難以向他們求助；

•學生害怕求助後，事情變得更為複雜，並把問題升級；

•學生最擔心的是因而被限制使用互聯網或手機。

•列明學生的某些言論或行為嚴重影響校園或干擾其他人的權利時可被處分

•建立預防網絡欺凌的政策，如教師培訓或加強課外活動的種類及數量

•列明一系列的補救行動（remedial action），如接受輔導、限制其參與某些活動、甚至採    
    取法律行動

•要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工作上遇到挑戰時，必須不恥下問或尋找合作伙伴，使訓輔 
    工作產生最好效果。

•保持個人身心健康，有均衡飲食及良好的生活模式，確保自己是一位客觀及專業的教師。

•讓自己成為受歡迎的人，包括外表、談吐及做事方式等，以維持自己對他人的正面影響力。

•在學校及專業知識上要有進步和與時並進，不要與社會資訊脫節。

  建立處理網絡欺凌的政策及計劃
（Develop a School Policy & Plan on Cyberbullying）

  教職員及家長的教育工作
（Educating School Staff & Parents）

2 .

3 .

每所學校也應建立一套處理網絡欺凌的政策及計劃，當中包括定義（definitions）、通報機
制（report bullying）、事故調查及跟進（investigating and responding to bullying）、記錄
（written records）、懲處（sanctions）及轉介（referrals）。

曾有人稱呼新一代為「數碼公民」（Digital Native），他們的成長過程被資訊科技所哺養，並
活在一個資訊發達而便利的網絡世界中；而成年人的一代就被稱為「數碼移民」（Digital Im-
migrant），在數碼世界中需要學習當中的語言及文化，才能融入其中。因此，我們需要更懂得
網絡環境的運作，才能扮演一個重要的領導和保護者的角色。

香港教育局在「和諧校園齊創建」的網頁內列出有關訂定全校反欺凌政策的建議，其涵蓋範圍
全面， 如欲建立處理網絡欺凌的政策及程序時，可參考其內容。

跟據Hinduja ＆Patchin, 2011的建議，有關政策應包括以下內容：

有研究顯示，學生認為教師們在網絡欺凌事件中所提供的幫助有限（Li, 2010），由於：



7

因此，我們建議校方持續地向教師及家長作以下教育工作：

這策略已在本港的大專院校及部分中學使用，參照各院校及外國學校的例子，內

容大致包括：

•講解及分享青少年在網絡上的流行活動，了解他們在網絡上的溝通模式及網絡欺凌出現的
    成因；

•簡介：介紹何謂「可接受使用策略」、學生遵守有關守則的重要性等。

•違規後果：在指定時段禁止在校內使用電腦、接受懲罰等。

•為教師及家長提供處理人際關係或網絡欺凌問題的有效方法；

•政策及程序聲明：列明校方的立場、政策的運作、監管的方法、學生及家長的應有責任及
    角色等。

•使用電腦時的應有行為：在網絡上也應有恰當的表現、好好保管自己擁有的電子裝置、確
    保瀏覽、保存及分享的資料對自己或別人有正面的幫助或影響、注意網上安全、拒絕參與    
    網上違法行為、在網絡上使用恰當的文字等。

•鼓勵教師及家長與青少年建立互信及開放的溝通模式，了解青少年在網上的活動；

•認識流行社交平台（如Facebook或Instagram）的安全設定，確保有足夠知識教導青少年
    自我保護；

•家長應監控子女的網絡活動，特別是年幼子女，並學懂在電子裝置上設置家長監控模式；

•教師及家長有責任教導年青人在網絡上作良好決定並自我管理。

 匿名舉報系統
（Anonymous Reporting Systems）

  可接受使用策略
（Acceptable Use Polices）

4 .

5 .

處理校園欺凌事件的手法之一是教育旁觀者不應漠視欺凌行為的出現，並要主動報告欺凌事件
的發生。但有學生擔心舉報後被冠「二五仔」、「篤背脊」之名，遭到報復及排擠， 最後惹上
一身麻煩。學生的憂慮不無道理，要找出欺凌元凶及幫兇，總要找出証人才能証明一切，舉報
者的身分就原形畢露。為了有效保護舉報者的身分不被公開，外國有不少機構或公司向學校提
供「匿名報告系統」的服務，讓學生及家長經第三者舉報欺凌事件，而校方只有指定的教職員
收到有關訊息，除非得到舉報人的同意或事件涉及嚴重事故，否則該教職員不會知道由誰發出
舉報。舉報者的身份被保密，加強了旁觀者報告欺凌事件的動機，讓校方更能得知校內或網絡
上的欺凌事件，及早作出適當的介入。

這是一套使用網絡時應有的行為守則，可向學生提供清晰的指引及例出在使用電子裝置時應做
（do’s）及不應做（don’ts）的行為，並要求學生及其家長簽署以示遵守。這策略沒有特定
的格式或要求，校方可按照個別的情況而訂立，最理想的做法為採納學生代表的建議，而非由
校方單方面訂立一系列禁令或處罰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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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與學生保持良好互信關係，是預防網絡欺凌的基石。

•善用社交網站「收風」。但要留意學生也深明此道理，所以要懂得讓學生感到你是「朋友」，

    遇到學生的「違規行為」時不宜高調作教訓，應在碰面時才作關心及善意的提醒。

•讓學生了解校方正視網絡欺凌，並有途徑作舉報。

•教師丶家長及社工應建立「解難者」的角色，而不是問題製造者，學生才會放心向你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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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處理網絡欺凌的策略

 處理網絡欺凌的流程1 .

第一步：了解問題的性質

第二步：定義主要涉及的人物

我們須對網絡欺凌事件提高警覺，若有任何發現，須盡快阻止事情蔓延，並了解其性質是屬於
網絡欺凌(cyberbullying)、欺凌(traditional bullying)還是偶發性衝突事件 ， 以作適切的介入。

當事件定義為網絡欺凌事件(cyberbullying)後，我們需要了解當中涉及的人物及關係。若我們
能清楚定義主要的人物，包括欺凌者和受害人，這通常是由校園延伸的欺凌事件(traditional 
bullying)，教師可按問題的嚴重性作不同程度的介入。

若我們未能清楚定義主要的涉及人物，只能找到受害者時，我們所能提供的協助會較為有
限，因欺凌者的身份可能被隱藏或是欺凌者數量太多，我們只能向受害者、捍衛者及旁觀者
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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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按問題的嚴重性作不同的介入

教師需派合適人員向受害者提供協助，包括：

    情況為嚴重
    我們要仔細考慮個案有否牽涉法律責任，有需要時可考慮聯絡當區的警民關係組以尋求意   
    見；若情況嚴重，教師需考慮報警處理 ，並派學校社工提供協助或個別輔導。

    情況為嚴重
    與「能清楚定義主要涉及的人物」的處理手法相若。

    情況為嚴重至中度 
    若我們能清楚定義主要涉及人物，可考慮以復和手法（restorative practices）的正式會議 
   （formal conference）處理，這手法有別於懲罰性手法以問責及懲罰為焦點，復和手法鼓
勵人際修和，讓彼此能恢復其原來的狀態，而非把憎恨延續。另外，若情況嚴重的個案完成
司法程序後，教師也可考慮以復和手法修補彼此的關係。有關手法的運用可見P.13的「復和
手法-會議的運用及步驟」。

    情況為中度至輕度
    若教師能清楚定義主要涉及人物，教師可以復和手法的即場小組會議（small impromptu 
    conference）處理。這比正式會議所牽涉的人數、所需用的時間及所需用的技巧也較少，
教師可在事情發生後立即或隨後進行雙方會談或進行個別介入，讓欺凌者明白自己的行為如
何影響着受害者。有關手法的運用可見P.12的「復和手法-即場小組會議的運用及步驟」。

•進行個別輔導

•協助受害者避免再被欺凌

•教導受害者及捍衛者停止網上所有的回應

•保存欺凌者的訊息，若日後有需要時可作追究的證據

•邀請受害人所建議的同學，共同商討解決辦法，藉此支援受害者，
    並教導學生如何才是有效協助受害者的方法

•在事情得到初步處理後，為受害人安排合適的訓練，如社交技巧、解難技巧訓練等

能清楚定義主要涉及的人物

未能清楚定義主要涉及的人物

    情況為嚴重至輕度

處理附和者和煽風者的方法

第四步：處理各持分者的方法

•告訴他們雖沒有直接參與欺凌事件，但他們了解整個過程而不作舉報，也可能需要承擔部
    分責任。教師可參考香港首宗校園欺凌的案例：法官在裁判時稱旁觀者雖目睹事發經過，
    但沒有阻止欺凌者的行為，是助紂為弱，故也算是參與其中，因而被判有罪。

•教導他們經常參與欺凌事件，同理心會愈來愈低，欺凌別人的情況會愈加嚴重，最後可能出
    現違規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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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他們在日常生活上（offline）關心受害者，才是有效協助受害者順利過渡的方法。

旁觀者

家長

公眾人士

•向受影響班別提供正確使用互聯網的課程，有關內容可參考本計劃的「至正網絡課程」，        
    詳情可登入www.std-support.net（教師登入帳戶：qtnsch；密碼：1115ssn）。

•告訴他們向校方匯報網絡欺凌事件，將有助建設和諧校園。

•提供渠道讓旁觀者表達事件帶來的感受及影響，減少學生在學校內傳播流言蜚語。

•讓家長知悉校方的處理程序及了解學生的情況，以獲取家長的信任及合作。

•若事件已涉及警方的介入或傳媒的報導，校方宜立即召開危機應變小組，商討對策。

•教導旁觀者，在網上看到欺凌事件時不要讚好、留言或轉載，因為這會讓更多人知道這事， 
    對受害者造成進一步的傷害。鼓勵他們告知老師或值得信任的人外，也可協助並鼓勵受害
    同學站起來。

•鼓勵家長嘗試運用復和手法來處理欺凌事件。

•宜與警方保持聯絡溝通，協商進行復和會議的可行性。

•有需要時宜在學校網頁發公開信或回應信件，讓公眾人士了解校方立場、事情的來龍去脈
    及已採取的措施等。

•派合適的教職員或社工聯絡雙方的家長，表示校方的關注及慰問。

•有需要時可考慮向全校發家長信，讓家長了解校方立場、事情的來龍去脈及已採取的措施
    等，以減低家長們的疑慮。

 復和手法-即場小組會議(Small Impromption Conference)
 的運用及步驟

2 .

當一個人犯事後，我們慣常採用懲罰的方式處治犯事者，但受害者不一定得到應有的補償。在

此情況下，犯事者甚至會遭受到負面的標籤。例如：在一次校園欺凌事件中，學校以記缺點的

方式懲罰欺凌者，而被欺凌者得到一句強迫性的「對不起」外，就得不到任何的補償及未能從

事件中釋懷。欺凌者亦因此而被標籤為「壞學生」，在深深不忿下找尋機會向被欺凌者報復。

此例子解釋了懲罰性手法會令犯事者得到負面標籤、受害人得不到應有的補償、忽略了受害者

的感受及未能防止負面行為再次出現。

復和手法是有效處理網絡欺凌事件及違規行為的概念，當中可以透過復和會議讓犯事者及受害

者表達對事件的感受。在會議中，犯事者可以從聆聽受害者的感受而更明白其行為給別人所帶

來的影響性，並藉此向受害者表示歉意、請求寬恕及向受害人作出物質或心靈上的補償，可以

從錯誤中成長及負起應當承擔的責任。此外，受害者亦有機會表達事件中的感受及從寬恕別人

中得到釋懷。可見，復和手法能顧及受害人及犯事者雙方的情況、避免雙方日後存有芥蒂及更

破壞性地處理事情。除了現有的懲罰性手法外，復和性手法可以成為處理欺凌或網絡欺凌的另

一個處理手法。

•告訴他們在網絡上（online）留言攻擊、平反或報復並不能真正幫到受害者，反而令事情愈
    搞愈大，引導更多人討論，令事情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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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角色及態度

對受害者的策略及技巧

•重視聆聽受害者的需要，讓當時人感覺到安全及明白事情將會得到處理

•鼓勵學生把事件的真相說出來

•以同理心對學生說：「如果我是你，我都會不開心」

•尋求欺凌者的合作態度，讓他們明白事件的影響及改過自新的重要

•千萬別以懷疑的語氣或態度去質問學生的遭遇

•教師可說：「不要怕，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我會設法幫你」

•向學生保證你會為他的安全作出適當的安排

•讚揚學生有勇氣來談論欺凌或暴力的事件

•深信人際相處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讓學生體會復和的好處

•切勿過早為學生作出解釋或批評他的對錯

對欺凌者的策略及技巧

與受害者面談

與欺凌者面談

•向學生表明你已得知有關事件

•事情發生後，你有什麼想法？

•發生了什麼事？

•這件事對你及其他人有什麼影響？

•當時你在想什麼？

•什麼事令你最難受？

•事件之後，你有什麼想法？

•你認為該做些什麼才可以令事情得到完滿的解決？

•你所做的事影響了什麼人？有什麼影響？

•你怎樣做才可修補這件事？

•讓學生嘗試想像被人欺凌的感受

•冷靜地告訴學生欺凌別人是不對的行為

•讓學生知道欺凌別人是犯罪行為及其後果的嚴重性

•讓學生知道你與家長的緊密溝通和監察

•給予學生機會糾正行為及教導他們如何受別人歡迎

•向學生解釋欺凌的定義及其影響性

面談的提問指引
在面談的過程中，教師可運用以下的提問，引導學生對事件的描述及反思。提問技巧對事件的
處理有很大的影響性，因此，我們鼓勵教師們運用以下的問題，了解事件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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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初步準備

•接收個案及搜集足夠資料

•教師宜盡量協助雙方找出最接近事實的真相或雙方都接受的事發經過才適宜進行會議。

•邀請雙方進行會議

•準備一個較為舒適、安全和不拘謹的房間，讓參加者可以放鬆心情

•預備協議文件，當完成會議後可即時簽署作實

•安排座位，參與人數不宜過多，雙方的支持者人數要相近，令彼此有「權力平衡」的感覺。
    座位以圍圈的形式，讓會議主持人看到在場每位人士。

•獲取欺凌者對老師的信任

•欺凌者與受害人會面的意願

•欺凌者會否存有再次傷害受害者的機會

•讓欺凌者宣洩自己的不滿

•讓欺凌者作好思想的準備

•讓欺凌者想清楚自己要講的說話

•與欺凌者一起探索有甚麼方法修補這次事件

•協助欺凌者紓解任何未知的恐懼

•獲取受害人對老師的信任

•受害人與犯事者會面的意願

•受害人再次受傷害的機會

•讓受害人想清楚自己要講的說話

•給予受害人情緒支援及適當的關懷

•講解這次會面將有什麼可能的結果及益處

•協助受害者紓解任何未知的恐懼

•教師不宜使用強制語氣及恐嚇說話來要求當事人出席會議

•教師可以向當事人分享以前成功會議的例子

•基於先前案例，教師可以向當事人分析是次會議後，當事人所需要付出的補償

•當雙方都初步願意出席會議後，教師要向他們講解會面的程序及步驟，
    向當事人表示教師會盡力維護他的權利

•教師宜先分別接見欺凌者及受害人，了解雙方對會議的看法，檢視雙方是否適宜進行會面，
    包括：雙方的敵意及進行會議的需要性。

單獨與欺凌者會面：

單獨與受害人會面：

 復和手法-正式會議(Formal Conference)的運用及步驟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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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會議主持人的簡介

步驟三：事件闡述

•向當事人作適當的稱呼（直接稱呼其姓名，避免以欺凌者、受害人等作稱呼）

•自我介紹

•講解是次會面的作用及目標

•表明參與會議是自願性質

•向當事人解釋主持人的中立角色

•簡略介紹會議的整個程序及步驟

•訂立會面指引

•澄清要點後，必須要求雙方同意才可進入會議

•提醒雙方單獨會議或加開會議的可能性

•出席者須按主持人的指示安排說話

•當別人在說話，另一方要聆聽

•會面內容是保密的

•直接對話，不要單單打打

•運用尊重別人的語言，控制粗暴說話及切勿人身攻擊

會議主持人可按事件的性質及情況而安排發言的先後次序。一般而言，我們可讓受害者首先
發言，因他所說的故事會較接近事實。此外，若果欺凌者已明白自己在事件上的責任，他先
發言亦可讓受害者了解其處境。若事件屬於雙方的衝突，很難分辨誰是欺凌者或受害者，主
持人可詢問參加者誰願意先發言。

這部分是會議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主持人的提問是引導雙方表達對事件的看法和感受，促
進雙方在和平的氣氛下彼此了解。以下的提問能達到以四個目標：

•人際關係的修和是必須自願的，提問最好能啓導欺凌者明白自己的行為對受害者的短期和長
    期的影響

•主持人亦可協助受害者了解犯事者的心態及表達自己的感受，澄清彼此的分歧及疑慮

•能讓欺凌者及受害者了解對方，並使欺凌者明白並後悔自己的錯誤行為後，鼓勵犯事者對受
    害者作真誠的道歉

•受害者在接受欺凌者的道歉後，主持人宜引導受害者寬恕欺凌者，使彼此關係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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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生經過是怎樣的？

•當時你在想什麼？

•自從事件發生後，你有什麼想法？

•你認為你的行為影響到什麼人？

•他們如何被影響？

•事情發生時，你有什麼反應？

•當時你有何感覺？

•你覺得什麼令你最難受？

•你的家人／朋友知道這件事後，他們有何反應？

•當你知道這件事後，你想什麼？

•你的感覺如何？

•你覺得什麼是令你感到難受？

•你現在最關注的是什麼？

•當你知道這件事後，你的想法是怎樣？

•你的感覺如何？

•你覺得什麼是令你感到難受？

•你現在最關注的是什麼？

提問指引：

•欺凌者的故事

•受害人的故事

•受害人的支持者的故事

•欺凌者的支持者的故事

•欺凌者的回應

•這個時候，你有沒有說話想回應？

•你認為該做些什麼才可以令事情得到
    完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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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達成協議

在這階段，會議主持人應協助雙方找出共同關注的事情或最為雙方接受的解決方案，並強調彼
此關心的事將要大家共同遵守及執行。

•要明確

•要平衡雙方的利益

•要清楚地記錄下來

•要積極正面

•要合乎現實

•定下時限

•訪問受害人及受害人的支持者希望在會議中達成什麼結果？（要平衡雙方的利益）

•訪問欺凌者的看法？

•在每次提出的建議時，均須讓欺凌者同意下才可繼續下一個建議。

•在討論的過程中，容許欺凌者表達意見及看法。

訂定協議內容的原則

提問指引

步驟五：結束會議

步驟六：跟進及監察

•採索雙方及支持者所關注的事項是否已經得到滿足

•調解員清楚講述協議的內容及細則

•為今次會議上所討論的建議預備協議文件，與此同時，邀請參加者享用茶點

•最後，雙方簽署協議，事件告一段落

•調解員在會議結束後須為協議上的內容進行監察

•如有需要可個別進行面談，協助他們履行所訂定的協議

•若執行過程未如理想，可再進行調解或修改協議內容

•若協議完成，雙方便可放下事情，重新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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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協議樣本

補償協議樣本

我們承認於＿＿＿＿年＿＿月＿＿日曾經在＿＿＿＿＿＿＿＿發生了一件不愉快之事件。這

件事令我們憂慮及擔心。

當甲方當事人已履行上述承諾，乙方當事人需署名以示接納此補償。

＿＿＿＿＿＿＿（乙方當事人姓名）願意接納上述補償方式，以寬恕甲方當事人曾向本人作

出的傷害行為，並願意修和彼此的關係。

日    期：＿＿＿＿年＿＿月＿＿日

本人（甲方當事人姓名）＿＿＿＿＿＿ 願意履行以下的承諾：

    1. 以口頭／書面向受害人作出歉意

    2. 在＿＿＿＿＿（某時間內）向乙方當事人作出以下補償：
    ＿＿＿＿＿＿＿＿＿＿＿＿＿＿＿＿＿＿＿＿＿＿＿＿＿＿＿＿＿＿＿＿＿＿＿＿＿＿＿
    ＿＿＿＿＿＿＿＿＿＿＿＿＿＿＿＿＿＿＿＿＿＿＿＿＿＿＿＿＿＿＿＿＿＿＿＿＿＿＿

現於＿＿＿＿年＿＿月＿＿日＿＿時至＿＿時，經調解員協助下，透過調解復和會議，彼此

分享了案情及感受，並同意和解。我們答應會竭盡所能，遵守和解之承諾及這分協議書，彼

此和諧共處，將所發生之事件告一段落。

調解員：      ＿＿＿＿＿＿

當時人：       ＿＿＿＿＿＿

其他出席者：＿＿＿＿＿＿

日期：          ＿＿＿＿＿＿

調解員：      ＿＿＿＿＿＿

當時人：       ＿＿＿＿＿＿

其他出席者：＿＿＿＿＿＿

日期：          ＿＿＿＿＿＿

承諾人：＿＿＿＿＿＿＿＿（甲方當事人姓名）

見証人：＿＿＿＿＿＿＿＿（家長姓名）

見証人：＿＿＿＿＿＿＿＿（老師／社工）

日期：    ＿＿＿＿年＿＿月＿＿日

和解承諾

補償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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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我們需要對網絡欺凌事件提高警覺，若有任何發現，應盡快協助受害者避免再被欺凌。

•懲罰（retributive）手法所需的時間較短，但貼上這負面標籤後，欺凌者會把怒氣轉移至受害

    者身上，欺凌行為會更為升級並更不容易被人發現，對受害者的幫助適得其反。故此，在懲

    罰以先，應以復和手法調教欺凌者對自己行為的看法，不應單以懲罰性手法處理。

•復和（restorative）手法讓欺凌者主動參與，他們要講出自己的想法，也要求面對受害者及其

    他受影響人士，聆聽他們的說話。他們要參與決定如何修補錯失和創傷，也要執行計劃和遵

    守承諾。復和手法讓欺凌者擔起主動的角色，真正讓他們負起承擔的責任。

•復和手法讓受害人有機會把傷痛告訴欺凌者，而且當受害人聽到對方的道歉後，更可從傷痛中

    痊癒。

•視每次犯錯為學習的機會，藉反面事件，建立學生們的同理心，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

    減少日後出現負面事件的可能性。

若你希望對復和手法有更多認識，可觀看以下短片：

Restorative Justice Introduction: 

https://youtu.be/lqaqrDnhzDw

Restorative Resources – Restorative Justice in Schools: 

https://youtu.be/9pYuA3o6WuU

Repairing our Schools Through Restorative Justice: 

https://youtu.be/tqktOiYG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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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實錄

 1.WhatsApp群組事件
班上有幾位同學在WhatsApp組了一個群組，集中取笑一位同學，並不時以偷拍對方的醜照為樂。

這是一個常見的個案。在網絡未流行時，學生會以「單單打打」或「唔好同佢玩」去排擠一些不
受歡迎的同學。現時就以手機私下組成群組去「講壞話」、「整蠱人」，有時更會作交換資訊、
策劃、組織及行動之用。若要處理這類個案，同工們應注意以下事項：

受害者
•辨識受害者屬哪一類別（詳情請見第一章），以了解被欺凌的因由，從根本去協助受害者，
    有需要時轉介社工跟進

教師

•要取得受害者及欺凌者的信任及合作

•考慮採取復和性還是懲罰性的策略來解決這次事件

•按情況同時間接見所有同學或個別面談

•考慮與誰先見面及談論內容，以取得更準確或更合用的資料

•需要時向外間機構尋求協助或支援

家長

•以認真及關注的態度通知家長，以取得對方的信任及合作

•讓家長了解復和手法能有效解決人際衝突事件

旁觀者

•需要時，以復和提問技巧讓學生有機會表達事件帶來的感受及影響(詳情可参考P.15的

  「提問指引」)。

•與全班學生商討怎樣在班內建立和諧氣氛

一個群體中，總會有我們喜惡的人；學習和平共處，會是人生一個重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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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女緋聞事件
一名男生及女生於放學時被同學以手機偷拍，然後在WhatsApp瘋傳兩人正在拍拖。

「有圖有真相」是這年代的重要指標。手機的普及，讓每個人都可成為「記者」去記錄及發報事
情。但當中牽涉的熟真熟假，誰能定斷呢？我們又應該以什麼態度去看待這類「 報導 」呢？若要
處理這類個案，同工們應注意以下事項：

受害者

•讓他們有途經宣洩自己的不滿及感受

•了解他們受困擾的地方

•了解他們對與犯事者面談的看法

教師

•以復和手法處理這類事件會是有效的方法

•要確保雙方也願意以復和手法處理

•復和手法不代表雙方「傾完、道歉完就算」，有需要時，犯事者也需要承擔校規上
    列明的責任

犯事者

•了解事情經過

•鼓勵他們承擔責任，向對方真誠道歉

旁觀者

拍照的、發報的當然要負上最大責任，但「share」與「forward」的也應有其責任。

•從他們口中了解事件經過、涉及人物，並保證一切保密
•嚴正指出轉載的責任及後果
•鼓勵停止轉載或發佈一切有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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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男生上完體育課後到更衣室換校服，其中兩名學生趁同學脫掉衣服後，以手機拍下其裸照，
並即時分享至班內的WhatsApp群組中。

在沒有手機的年代，同學們「整蠱」同學也常有發生，但玩過笑過後就會完結；但現今網絡年代
的「時間性」及「廣泛性」的特質，讓事情變得更為嚴重及複雜。學生們貪玩後牽涉法律責任也
懵然不知。若要處理這類個案，同工們應注意以下事項：

教師

•以最短時間要求學生或網站管理員刪除有關照片

•盡快了解照片的散播情況

•提醒學生擁有及散播未成年裸照有機會觸及法律責任

•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必要時報警處理

受害人家長

•聯絡其家長，讓他們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犯事者及其家長的態度( 但先要取得當事人的
    同意 ) 、子女的想法等資料，然後探索家長對事件的看法及取態

•在適當時候致電問候

犯事者

•盡快找出犯事者包括拍攝者及上載者，取得對方信任，了解事情發生經過

•讓犯事者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及後果

犯事者家長

•聯絡其家長，以商討解決辦法

受害者

•關心及了解受害人的狀況及其關注事項

3.祼照事件

「貪玩過火」時，犯事者最需要成年人在旁陪伴，在經驗中成長；另外，受害學生  
  也需要有適當途徑向對方表達不滿，從饒恕中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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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學生在校經常「蝦蝦霸霸」，有同學把他的照片及平日的所作所為上載至網上討論區，同學
們在校內瘋傳，亦有不少網民留言。

事主的同學對他不滿的情緒，由校內蔓延至網上討論區，從有冤無路訴到網絡公審。在現實生活
中，學生們是弱者，是受害者；但在網絡上，學生們就是強者，是欺凌者。若要處理這類個案，
同工們應注意以下事項：

教師

•可能對誰是「欺凌者」無從稽考

•向網站管理員檢舉

•不要借意教訓事主，宜聆聽及理解他的感受，讓他感到被支持

事主的同班同學、整個班級、全校

•向不同組群講解校方立場，宜動之以情，情理兼備

•鼓勵學生有需要時可找老師或社工談論此事，並不作追究

事主

•現實生活的欺凌者變成受害者，他的感受是需要關注的

•需要時，協助他疏導負面情緒

•教導他不在網絡上留言反擊，這只會令問題惡化

•若事主願意為其不當行為負責，可考慮發一個真誠道歉作回覆

事主的家長

•以關注的態度通知家長，留意事主的情緒

4.照片上載網上討論區事件

有時候，錯在哪一方很難介定，我們應鼓勵大家要為自己做錯的地方盡力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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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小學生因不滿一名YouTube紅人的短片，而自拍短片以粗口罵對方，期後被人起底及取笑。

愈來愈多年青人上載自拍片段，部份成功人士成為YouTuber受人追蹤（follow），但更有部分言
論或行動過激的被起底或被恥笑，雖然「成名」了，但要承受的壓力卻無比的大。若要處理這類
個案，同工們應注意以下事項：

事主

•不要借意教訓事主，宜聆聽及理解他的感受，讓他感到被支持

•需要時，協助他疏導負面情緒，或轉介至社工安排輔導

•教導他不在網絡上留言反擊，這只會令問題惡化

•考慮發一個真誠道歉的回應，希望令事件平息，不過之後就不再作回應

•考慮刪除該帳號

•教導他們關心受害者的有效方法，讓事主能順利過渡。

事主的同班同學、整個班級、全校

•告訴他們在網絡上留言攻擊、平反或報復並不能真正幫到受害者，反而令事情愈搞愈大，
    引導更多人討論。

全校家長／公眾人士

•有需要時發家長信或公開信，讓家長或公眾人士了解校方立場、事情的來龍去脈及已採取
    的措施等。

5.拍片罵人事件

  青春期就是要證明及展示自己有能力的階段。「能力」與「場合」在對的地方，才  
  能得到掌聲。我們能為學生提供合適的「場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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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計劃簡介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於2000年成立，並已註冊為非牟利慈善機構。我們本着宗旨「促進人際和諧共
處，倡議人際關係修和」，致力向老師、家長及青少年提供服務。多年來，我們致力發展優質的
培訓課程予不同人士，目的是滿足社會千變萬化的需求及問題，與社會上不同的專業人士攜手合
作，建設和諧社區，培養富責任感的新一代。此外，我們亦以嶄新的服務形式及手法為全港中小
學提供到校模式的服務。我們除舉辦培訓課程、製作教材套及協助撰寫申請基金的計劃書，為學
校提供全面而優質的服務。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在優質教育基金的支助下，由2011年開始建立了「學生支援網絡計劃」。至今
連繫了42所中小學校，發展及推廣有助學生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工作，包括：為學校提供不同的訓
練及支援、全港性家長講座、聯校教師培訓及舉辦不同形式的專業交流活動等。

電        郵：qtn.restoration@gmail.com
網        址：std-support.net (教師登入帳戶：qtnsch；密碼：1115ssn)

中心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麗閣邨麗荷樓301室
電        話：(852) 2399-7776
傳        真：(852) 2711-5960
電        郵：info@restoration.com.hk
網        址：http://www.restoration.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