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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律服務社 

 

““““精彩一百精彩一百精彩一百精彩一百    守護青春校園列車守護青春校園列車守護青春校園列車守護青春校園列車””””示範營隊活動示範營隊活動示範營隊活動示範營隊活動    

    

宣導劇本及大綱宣導劇本及大綱宣導劇本及大綱宣導劇本及大綱：：：：    

（（（（一一一一））））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故事大綱：：：：    

    小明和小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幾乎天天都會待在一起，不久以

後校園裡便傳出小明和小翔其實是一對戀人的消息。 

    某天，小明踏進教室時，發現大家都用奇怪訕笑的神情看著他，

一抬頭便發現黑板上寫著「小明是大變態，喜歡男生」、「噁心，走開

啦！」等等辱罵的話語。小明愣了一下，還是默默的走到自己的位子

上。不料，小明的位子上被丟滿了垃圾、果汁、餿水…等等，桌子上

斗大的「死變態」的字樣深深刺痛小明的眼睛，但小明硬是忍著眼淚

將自己的位子收拾乾淨。((((討論性霸凌討論性霸凌討論性霸凌討論性霸凌)))) 

    一開始，課堂十分平和的度過，只是下課時小明都會看見身邊的

同學不斷看著他竊竊私語並偷笑，也會有人在他經過時故意將他絆

到，甚至中午偷偷躲在廁所吃麵包也會聽到有人在外面說著他的謠

言。((((討論言語霸凌討論言語霸凌討論言語霸凌討論言語霸凌、、、、關係霸凌關係霸凌關係霸凌關係霸凌))))最後一堂課是小考時間，當老師在考

完要求大家往後傳考卷批改時，坐在小明後面的小甲突然站起來，手

上拎著小明的考卷，一邊摀著鼻子嫌棄說：「老師~我不要改噁心鬼的

啦！髒死了！這樣我也會變成大變態耶！」說完就把考卷丟向一旁的

小乙，小乙又嚷著：「不要給我啦！」一邊將小明的考卷丟開。一時之

間，小明的考卷滿天飛，大家都以對待燙手山芋的態度丟來丟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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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鬧劇好不容易在老師的努力下平息，改完考卷，小明考得一塌糊塗。

老師指著地板告訴小明：「你怎麼會那麼笨啊？笨蛋就只能坐在地上

啦！坐在椅子上幹嗎?」((((討論師對生的霸凌討論師對生的霸凌討論師對生的霸凌討論師對生的霸凌))))說完，老師與班上的同學

紛紛大笑。小明緊緊握拳忍耐著，趴在講台邊訂正考卷時，想想終究

忍無可忍，大拍講台站起身喊道：「你們太過份了！你們一定會不得好

死！」((((討論反擊型討論反擊型討論反擊型討論反擊型、、、、言語霸凌言語霸凌言語霸凌言語霸凌))))說完便揹起書包衝出了教室。 

    晚上回到家原想開電腦玩個 facebook 緩解自己一天的壞心情，豈

知一打開 facebook，小明便看見班上有某同學在上面 PO：「小明喜歡

男生，是噁心的大變態，大家不要靠進他喔~不然就會被傳染，哈哈哈

~~~」再往下一看，其他同學在下面都按「讚」，甚至還有人也加入辱

罵的行列。((((討論網路霸凌討論網路霸凌討論網路霸凌討論網路霸凌))))情緒瀕臨崩潰的小明，兩眼失神的將電腦

關掉了…… 

    隔天早上，小甲手拿一份報紙急匆匆衝進教室叫大家看報紙，班

上同學一瞧，當天的報紙頭條便是「XX小學一名學生長期受欺壓，墜

樓自盡」。 

 

（（（（二二二二））））故事劇本故事劇本故事劇本故事劇本：：：：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幕幕幕幕    

演員演員演員演員：：：：小明小明小明小明、、、、小翔小翔小翔小翔、、、、一群同學一群同學一群同學一群同學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外面外面外面外面    

小明幫小翔整理儀容，被班上一群同學遇見~ 同學間議論紛紛 

小明：翔~你的頭髮和領子沒弄好，我幫你弄一下喔~ 

同學 A：欸欸，那不是小明和隔壁班的小翔嗎? (小聲的說) 

同學 B：對耶~他們在幹嘛啊？ 

同學議論紛紛中~~~~ (扯到「噁心」之類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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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幕幕幕幕    

演員演員演員演員：：：：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教室教室教室教室&&&&路上路上路上路上    

教室裡，有人寫黑板、畫桌子…等等 

此時，小明正在前往學校的途中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幕幕幕幕    

演員演員演員演員：：：：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小明一走進教室的時候，所有人側目 

同學間：欸欸~來了來了…  

        就是他就是他….(一片譁然) 

小明默默走到位子上，整理位子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幕幕幕幕    

演員演員演員演員：：：：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教室教室教室教室&&&&廁所廁所廁所廁所    

(教室中)下課鐘響~~ 

小明經過同學身邊時，同學 A故意伸腳絆到小明 

同學 A：哎唷~我的腳太長了啦~~ 

同學 B：拜託~腳再長別人也看不上你的啦！ 

同學 A：噁心死了好不好？！我喜歡的可是女生耶！ 

小明默默走過去…. 

 

中午，小明走到廁所的途中，不斷受到他人的指指點點 

 

(廁所)  

小明吃午餐 ing ~~ 

同學 C：欸欸你們知道嗎? X班的小明，聽說是同性戀耶~ 

同學 D：真假?哪豈不是要離他遠一點?超噁的 

同學 E、F、G：真不舒服…我前不久才跟他說過話耶…還一起



4 

吃飯， 

              會不會被傳染到什麼病阿?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幕幕幕幕    

演員演員演員演員：：：：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老師：大家把考卷往後傳。 

傳傳傳傳傳~~~ 

同學 D：(舉手並捏鼻子) 老師~我不要改噁心鬼的啦！髒死

了！這樣我也會變成大變態耶！(說完丟給同學 E) 

同學 E：(把考卷丟開)不要給我啦！ 

考卷飛飛飛~~ 

老師：大家不要玩啦~趕快改完大家才能放學喔~~ (隨便的態

度) 

同學 F：欸欸你知道嗎?大變態考 19分耶~好瞎喔！ 

同學 G：好蠢喔~怎麼會有人考 19分阿~有沒有帶腦子阿~ 

老師：誰考 19分!!!!! (怒) 

同學 F：陳小明啦~ 

老師：陳小明，你給我到前面來訂正考卷!!  

小明作勢拉椅子到講台前 

老師：(指著地板)笨蛋就只能坐在地上啦！還需要椅子嗎? 

小明：(先忍後摔椅子) 太過份了！你們一定會不得好死！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幕幕幕幕    

演員演員演員演員：：：：小明小明小明小明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家中電腦前家中電腦前家中電腦前家中電腦前    

小明一打開 facebook，便看見最熱門狀態的動態消息即「陳 X

明喜歡男生！」消息下面有許多留言，也有許多人在下面按

讚！小明默默流下眼淚，關了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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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緩緩暗下來 

 

隔天報紙頭條：「XX小學一名學生長期受欺壓，墜樓自盡」    

    

講解大綱講解大綱講解大綱講解大綱：：：：    

講解大綱 一、定義  

二、種類  

三、打鬧與霸凌之區別  

四、負面影響  

五、輔導  

六、防治  

七、有獎徵答    

什麼是 

『霸凌』？ 

＊請各班討論「霸凌」的定義，將結果寫在白紙上。

(5min)  

� 霸凌霸凌霸凌霸凌（bully）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 霸凌是一個長期存在於校園的問題，指蓄意且具

傷害性的行為，通常會持續重複出現在固定孩子

之間的一種欺凌現象。  

� 霸凌霸凌霸凌霸凌（bully）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舊）： 

1. 欺負行為具有攻擊性、傷害性 

2. 該行為重覆發生 (每月 2至 3 次)  

3. 雙方屬於勢力不均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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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為是蓄意的  

（新增）： 

1. 造成身心影響 

2. 其他經防制霸凌因應小組認定者 

� 霸凌霸凌霸凌霸凌（bully）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 關鍵字：  

 長時間、重複、欺負、騷擾、故意、 傷害、勢力不

對等…  

＊比較一下各班的答案吧！ 

霸凌事件之

嚴重性 

� 兒福聯盟(2007)調查，約一成一成一成一成的孩子表示每週至

少被同學欺負一次，逾六成六成六成六成孩子曾被同學欺負。

經常欺壓同學者有 7%7%7%7%，合計約八萬八萬八萬八萬餘人，其中約

二萬二萬二萬二萬人是經常對同學霸凌的校園小霸王。  

� 北市教育局(2008)調查，6 萬 1千多人，其中 3378337833783378

名學生表示曾有遭毆打、勒索等事件；但該年校

安通報的霸凌事件僅 20202020件，顯見通報系統不完全

反映事實。  

� 國外也很嚴重。  

霸凌實例 � 校園霸凌校園霸凌校園霸凌校園霸凌    4444 國一女圍毆同學國一女圍毆同學國一女圍毆同學國一女圍毆同學    拍裸照拍裸照拍裸照拍裸照 popopopo 網嗆網嗆網嗆網嗆「「「「打打打打

到很爽到很爽到很爽到很爽」」」」被害人嚇到不敢上學被害人嚇到不敢上學被害人嚇到不敢上學被害人嚇到不敢上學     

� 高中生霸凌高中生霸凌高中生霸凌高中生霸凌    國中生丟錢丟手機國中生丟錢丟手機國中生丟錢丟手機國中生丟錢丟手機     

� 八德國中生死門八德國中生死門八德國中生死門八德國中生死門    摸魚打架喬事情摸魚打架喬事情摸魚打架喬事情摸魚打架喬事情    東側門霸凌東側門霸凌東側門霸凌東側門霸凌    

問校長不如問土地公問校長不如問土地公問校長不如問土地公問校長不如問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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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欺負一人眾人欺負一人眾人欺負一人眾人欺負一人    小四生將霸凌影片小四生將霸凌影片小四生將霸凌影片小四生將霸凌影片 popopopo 網網網網 

霸凌的種類 1. 肢體霸凌  

2. 言語霸凌  

3. 關係霸凌  

4. 反擊型霸凌  

5. 性霸凌  

6. 網路霸凌  

�  肢體霸凌  

� 最容易辨認，以肢體欺凌他人  

� 包括踢打同儕、搶奪財物等  

�  言語霸凌  

� 運用言語刺傷、嘲笑或威脅他人  

� 傷害程度甚至比肢體霸凌嚴重  

�  關係霸凌  

� 操弄人際關係  

� 包括排擠同學、散播不實謠言  

�  反擊型霸凌  

� 受霸凌的學生，在長期遭受霸凌後的反擊行為。  

� 美國校園槍擊事件  

�  性霸凌  

� 以有關性、身體性徵及性別取向作為嘲笑或譏諷

的行為  

� 或是以性的方式對他人做身體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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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霸凌  

� 運用網路進行的霸凌行為  

� 散佈謠言、留言恐嚇等  

打鬧打鬧打鬧打鬧與霸凌霸凌霸凌霸凌

之區別 

• 面部表情 

• 參與意願 

• 用力程度 

• 角色是否轉換 

• 結束後是否群聚 

• 蓄意程度 

• 是否重複發生 

霸凌的負面

影響    

• 校園霸凌行為對((((一一一一))))霸凌者霸凌者霸凌者霸凌者、((((二二二二))))受霸凌者受霸凌者受霸凌者受霸凌者與((((三三三三))))旁旁旁旁

觀者觀者觀者觀者的身心各方面都會造成重大且深遠的負面影響。

並且，許多國外學者的長期追蹤研究已證明，霸凌行

為對當事者未來人格發展有其持續性的影響。 

霸凌者 • 霸凌者常以暴力來解決問題，導致其社交人際能力不

佳，可能為了尋求歸屬感而加入幫派，因此，他們產

生犯罪行為的機率較高，往往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甚至

是罪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 馬斯洛需求理論  

• 根據統計，曾是霸凌兒童的男孩，到 24歲止，有 60%

的人至少有一次犯罪紀錄，有 40%的人有高達 3 次或

至 3 次以上的犯罪紀錄；相較之下，沒有霸凌行為的

小孩中，只有 10%有犯罪紀錄。某些霸凌兒童有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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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當他們升到高年級之後，就容易與青少年幫派

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 新聞案例(1) 

霸凌欺弱當提款機霸凌欺弱當提款機霸凌欺弱當提款機霸凌欺弱當提款機    惡少累犯送少年法庭惡少累犯送少年法庭惡少累犯送少年法庭惡少累犯送少年法庭  

(摘要) 

台北縣瑞芳鎮四名 16 歲少年，涉嫌長期恐嚇廖姓少

年，甚至當成「人肉提款機」予取予求，他們犯案累

累。警方今天依傷害傷害傷害傷害、、、、恐嚇恐嚇恐嚇恐嚇、、、、妨害自由罪嫌妨害自由罪嫌妨害自由罪嫌妨害自由罪嫌，，，，送少年送少年送少年送少年

法庭審理法庭審理法庭審理法庭審理。  

• 代表意涵?! 

受霸凌者 • 受霸凌者特徵：體型瘦弱、有特殊外表、功課不好、

身上有異味、自尊心低，人緣不佳⋯⋯等  

• 自信心與情緒低落，影響學習，造成逃學輟學或是自

殘等現象  

• 根據研究發現，受凌者與「情緒困擾情緒困擾情緒困擾情緒困擾」和「課業困難課業困難課業困難課業困難」

間有明顯連結關係，且根據研究，這些情緒困擾甚至

會影響到成年期影響到成年期影響到成年期影響到成年期。  

• 一件研究美國青少年的報告顯示，17%的少年因為霸凌

事件而影響他們的學業表現；25%的學生因為被性騷擾

而不願意上學或想要翹課。而澳洲的研究也證實，被被被被

霸凌者與發展自殺念頭兩者具關聯性霸凌者與發展自殺念頭兩者具關聯性霸凌者與發展自殺念頭兩者具關聯性霸凌者與發展自殺念頭兩者具關聯性。。。。 

旁觀霸凌者 • 調查結果約有 70~80%的孩子曾目睹霸凌事件  

• 霸凌事件對旁觀者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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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會以暴力解決問題  

2 內心恐慌擔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3 跟隨霸凌者欺負他人  

霸凌的輔導 � 被害人：身心靈受創傷 

→尋求導師、輔導室的協助給予心靈上的撫慰  

� 加害人：了解背後因素 

→家庭因素、曾淪為霸凌對象，嘗試了解原因，

並導正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手段 

  舉例 

被霸凌=沒

有成就?!永

遠的輸家?! 

享譽國際的服裝設計師吳季剛，小時候因為喜歡玩女性

化的芭比娃娃，內心對於與其他男孩不同感到不適，是

個孤僻的小孩，他的母親也因此帶他作心理諮商，之後

才發現他只是對於服裝設計有興趣，現在吳季剛已經成

為一個有名的服裝設計師。 

霸凌的防治

─刑罰 

� 刑事  

1 加害人年滿 12歲未滿 14歲… 

2 加害人年滿 14歲未滿 18 歲… 

3 加害人年滿 18 歲以上… 

� 民事  

1 加害人未滿 20 歲… 

2 加害人年滿 20 歲… 

� 圍觀者：我只是看，我沒有參與喔  

1 如果有教唆，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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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有幫助，幫助犯? 

� 影片上傳：我連看都沒有看，我只是上傳影片  

1 上傳影片中出現加害者被害者的臉，算不算毀謗

呢? 

3 影片中的制服、校徽? 

波士頓猶太

人大屠殺紀

念碑文 

「當納粹黨來抓共產黨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

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  

   當納粹黨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

說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納粹黨來抓工會的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

們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的人；  

   當納粹黨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

們說話， 

因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 

   當納粹黨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為我站出來說

話， 

因為他們都被抓走了。」 

霸凌防治專

線  

� 教育部去霸凌高關懷專線  

   0800-200-885  

 （零霸凌凌-耳鈴鈴-幫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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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保護少年專線  

   080-005-95-95 

 （零霸凌-理理我-救我-救我） 

法案 學生輔導法  

校園霸凌法           立法委員提出、尚未建立 草

案  

加害學生強制隔離 

結語 • 不要成為霸凌事件的加害者  

• 不要成為霸凌事件的漠視者  

• 無論任何原因(EX:身材、家庭背景)，都不應該霸凌別

人  

• 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可能是他人永久的心裡創傷  

• 如果看見霸凌場景，任何人都不應該抱著看好戲的心

態旁觀  

• 若看見霸凌場景，應立即報告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