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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暴力与欺凌

全球现状报告

本报告发布于 2017 年 1 月 17-19 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从证据到行动：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研
讨会”。



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

教育是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既是

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建设和平和推动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教科文组织是主管教育的联合

国专门机构，其教育部门在全球和地区的教

育领域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加强各国教育

体系并通过教育应对当今的全球挑战，尤为

重视性别平等和非洲。

2030 年全球教育议程

教科文组织作为主管教育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负责领导并协调 2030 年教育议程——旨在

通过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2030 年前消除

贫穷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教育既是实现各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同时自身也是单

独一项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4），即“确

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

学习机会”。《2030 年教育行动框架》为落

实这一宏伟目标及各项承诺提供了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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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校中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欺凌行为都是对儿童接受教育这一基本权利的侵犯，不安全的学习环境

会降低所有学生的受教育质量。一个国家若是放任学生在学校遭受暴力，那么这个国家势必无法

实现“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这一目标。校园暴力与欺凌还可能严重地危害儿童和青少年的健

康与福祉，而这种负面影响可能延续到成年之后。

这份报告由 UNESCO 和梨花女子大学校园暴力及预防研究所共同完成，特为 2017 年 1 月 17 日至

19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从证据到行动：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研讨会”而准备。本报告旨在提供

最新的整体数据，内容覆盖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的性质、规模和影响，以及目前为解决该问题已

经采取的一些行动。

UNESCO 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国际会议，首尔国际研讨会是其中的一个，旨在向

教育者、政策制定者、教育和健康以及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和从业人员推广基于实证的有效行动。

因此，作为全面预防和应对针对儿童暴力问题的一部分，本报告旨在为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提

供一个能够指导其规划和落实有效行动的参考框架。

本次国际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机遇，让国际社会决定将要如何采取行动来落实和跟进联合国秘书

长及其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特别代表就保护儿童和年轻人免受暴力与欺凌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同

时思考如何使用现有数据和实证资料来监测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发生情况及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UNESCO 和梨花女子大学校园暴力及预防研究所希望这份报告能够有助于提高意识，并进一步动

员致力于消除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行动。

                                                                                                                                                   唐虔博士

                                                                                                                                              教育副总干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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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CDC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DHS 人口及健康调查

GSHS 全球校园学生健康调查

ICTs 信息通信技术

LGBT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

MICS 多指标整群调查

SACMEQ 南非和东非教育质量监测联合会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RSG 秘书长特别代表

UN 联合国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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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联合国秘书长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特别代表在 2012年的报告 1 中指出，全球超过十亿儿童在学校上学，

大部分儿童能够在安全和激励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但同时也有很多儿童享受不到这样的权利，他们

可能面临欺凌、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体罚或其他类型的暴力。很多男童和女童可能卷入校园

斗殴、帮派暴力、武器攻击、以及遭受来自同伴的性或基于性别的暴力。一些新的暴力形式也在威

胁着儿童的生活，例如通过手机、电脑、网站和社交网络展开的网络欺凌现象尤其引人关注。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范围

•	校园暴力涵盖身体暴力（包括体罚）；心理暴力（包括言语虐待）；性暴力（包括强奸和骚扰）；

以及欺凌（包括网络欺凌）。

•	欺凌是暴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有规律的行为而非单一的独立事件，并且对受害者、旁观者、

施暴者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欺凌被定义为“在学龄儿童中发生的违背他人意愿的攻击行为，

这种行为往往伴随着实际或认知到的权力不平衡，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或有反复发生的可

能性。”
2 欺凌和网络欺凌是儿童和青少年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3 

•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施暴者包括同学和教职员工；在上下学路上发生的暴力还可能是由其他社会

成员所施加。区分暴力施害者是同伴还是来自教育机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种区别会

影响暴力产生的后果，以及我们应对暴力的方式。

•	有一些证据显示，女童更有可能遭受性暴力，而男童则更有可能在校内遭受体罚，或是受到情

节更加严重的体罚，然而这并不表示女童就不会受到体罚。

•	造成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深层原因包括性别和社会规范，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和结构性因素。许多

校园暴力与欺凌和性别有关；基于性别的暴力指的是因为性别歧视、性别角色期待、性别刻板

印象、或是与性别相关的权力失衡而产生的暴力，给受害者带来身体、性、或心理方面的伤害

与痛苦。

•	儿童和青少年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包括贫困人群、在民族、语言或文化上属于少数群体

的人、外来人口、难民或残障人士，他们遭受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可能性更大。另外，性取向、

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符合传统社会和性别规范的儿童与青少年，遭受侵害的比例会更高。

•	校园暴力与欺凌可发生在教室内外、学校周边、上下学路上以及网络上。在校内，欺凌常常发

生在那些相对不容易被学校老师或其他工作人员看到或监督的地方，比如厕所、更衣室、走廊

和操场。

•	不同类型的暴力和欺凌往往同时发生。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在家与学校、现实与虚拟世界中同

时遭到暴力和欺凌。那些被卷入欺凌的人可能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例如，许多在网上欺

凌别人的人报告称自己也被别人在网上欺凌过，而网上欺凌的受害者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遭受

欺凌。

1.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ractice.

2. 可参考 StopBullying.gov
3. 本报告采用联合国对儿童的定义（即所有 18 岁以下的人），以及对青少年的定义（即 10-19 岁的人）。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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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受害者不会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括老师在内

的成年人、害怕产生不良影响或遭报复、负罪感、耻辱感或困惑、担心不会被认真对待或者不

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等。

•	教师和家长往往对校园暴力与欺凌认识不足，或完全忽视。在一些地方，成年人将体罚、斗殴

和欺凌视为正常管教和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暴力行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

健康与福祉带来的负面影响。

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发生率

•	全球各地都存在校园暴力与欺凌现象，影响着许许多多的儿童和青少年。相关估算显示，每年

约有 2.46 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种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
4 遭受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儿童和年

轻人所占的具体比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调查研究中存在差异 5
，从不足 10% 到 65% 以上不等。

2016 年 UNICEF 的 U 报告，即联合国秘书长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特别代表（SRSG-VAC）所开展的

意见调查报告，由来自 18 个国家的大约 10 万年轻人参与了调查，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报告说他

们曾是欺凌的受害者。

•	UNESCO 的实证回顾发现，LGBT 学生经历校园暴力和欺凌的比例在 16%-85% 之间，这比非 LGBT

学生经历校园暴力和欺凌的比例高出 3-5 倍。

•	网络欺凌是一个持续恶化的问题。大多数有关网络欺凌发生率的数据来自于工业化国家，这些

数据告诉我们，5%-21% 的儿童和青少年受到了网络欺凌的影响。女童比男童更容易成为网络欺

凌的受害者。

•	现有的数据表明，校园里的身体暴力并不如欺凌那么普遍。但多数此类数据来自于工业化国家；

而事例性证据则告诉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学校中，身体暴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关于校内和学校周边所发生的性暴力数据非常有限。许多受害者不愿意去举报，因为害怕被羞

辱或担负污名、或者担心不被别人相信或遭到施暴者的报复。不过，现有的数据表明，由学校

教职员工或学生施加的性暴力和性侵犯行为，对于许多学生尤其是女生而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影响

•	校园暴力与欺凌伤害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身体暴力，包括体罚，可能会造成致命或非致

命的损伤或其他身体伤害。性暴力增加意外怀孕、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风险。报告显示

欺凌对身体产生的影响包括腹痛、头痛、饮食及睡眠障碍等。被欺凌者比其他人也更可能经历

人际交往方面的困难，出现抑郁、孤独或焦虑、自尊感下降等情况，以及产生自杀想法或企图

自杀。

•	校园暴力与欺凌对受害者在教育上的影响也很明显。受到教师或同学暴力侵害的学生以及旁观

者，可能会畏惧上学、或者产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或不能正常参与学校活动等情况。他们可能

会旷课、故意逃避学校活动、逃学或者干脆辍学。这些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就，并对其

未来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产生负面影响。国际学习评估（PISA）明确显示欺凌会降低学生在主要

科目（比如数学）上的学习成绩。

4. 国际培幼会组织估算每年至少有 2.46 亿男童和女童遭受校园暴力。详细计算方式如下：2006 年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
出 20%-65% 的学校儿童遭受言语欺凌，而这是校园内最普遍的暴力形式。UNESCO 2011 年的全球教育报告指出，全球现在有 12.3 亿儿童
就读于小学或初中。据此计算全球总学生人数的 20% 就是 2.46 亿儿童。来源：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11).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11: Comparing Education Statistics Across the World.

5.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研究针对的是不同的时间范围。比如，在 30 天之内，或过去 12 个月内。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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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和欺凌还会影响校园的整体氛围。不安全的学习环境会造成充满恐惧和不安的氛围，让学生

们觉得老师控制不了局面或是不关心他们的福祉。这会进而降低所有学生的教育质量。

•	学校内部和周边的暴力与欺凌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对于受害者和施暴者的长期影响包

括社交与人际交往困难、反社会或犯罪行为、低成就、不易获得社会帮助等方面的风险提高。

经济影响包括儿童因为过早辍学而放弃应有福利，或女童在教育过程中被边缘化等。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对策

•	现有证据显示，全面的应对方式，包括预防和解决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双重干预，可以有效减少

暴力和欺凌的发生。

•	经验和优秀实践案例表明，全面的对策应包括：强有力的领导、安全和包容的校园环境、知识、

态度和技能水平的提升、有效的合作、落实举报机制并提供适宜的支持和服务、收集和使用数据。

•	具体来说，这样的应对措施应包括：设立并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以及学校的规章和行为规范，

承诺创造对所有学生而言安全、包容和支持的学习环境，培训和支持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采用

正面管教的方法并提供相关的课程和学习材料，与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并让儿童和青少年积极

参与、提供可及、安全、保密和对儿童友好的举报机制和支持服务，以及开展研究、监督与评

估等。

•	实证表明，一些干预措施的效果十分显著，比如：在干预时着力于改变学校文化、对暴力采取

坚定的反对态度，并支持教师使用非暴力的方式管教儿童和班级。

•	虽然许多国家正在落实一系列的行动来解决校园暴力和欺凌，但很少有国家采用了全面的应对

方式，从中反映出如下的关键挑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关键挑战

•	缺乏立法和相关政策，或是对既有法律和政策执行不力，导致无法有效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遭

暴力，或是导致无法追究责任。

•	缺乏强有力的校领导与管理，或学校执行其规章和行为规范不到位，都会阻碍对校园暴力与欺

凌的预防或应对。

•	教育系统、学校和教师自身能力不足或资源匮乏。

•	对校长和教职工的培训和支持不到位；相关培训与支持应帮助教职工学会阻止校园暴力与欺凌，

识别并应对事件，并使用非暴力的方式管教学生和班级。

•	目前，很少有合适的课程和学习材料着眼于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潜在产生原因；此外，促进非暴

力行为的知识、态度和技能的培养与提升，也鲜有课程或教材提及。

•	教育政策制定者、规划者、专业人员、家庭、社群和普罗大众没有认识到校园暴力与欺凌对儿

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健康和福祉上的有害影响，以及无暴力校园的益处。

•	社会、文化和性别规范暗中滋养某些形式的校园暴力和欺凌，对相关问题纵容或是忽视，导致

针对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的商讨和举报变得困难重重。

•	教育部门和其他部委部门之间（比如健康、社会服务和儿童保护先关部门）协调不够，和其他

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公民社会、工会、家长和社区）的合作不到位。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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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划与落实干预措施的过程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度不足。

•	缺乏安全、保密、对儿童友好的举报机制。举报机制可及性低，不能覆盖所有儿童和青少年。

举报机制也常常未能考虑到举报时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

•	缺乏辅导和其他支持，并且在帮助受害者、施暴者、旁观者和相关家庭成员时，对接健康和其

他服务的转介机制不完善。

•	现有数据库不完善，优秀实践案例不多，针对预防与应对校园暴力和欺凌干预项目的评估很少，

而且缺少实证来推行适用于不同环境的有效策略。

•	有关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起因、性质、规模和影响的数据有限。这也反映出国际上缺乏一套通用

的定义和指标，缺乏全面的数据收集，并且校园暴力和欺凌漏报率高。

需要优先采取的行动

针对这些挑战，为了落实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优先采取的行动有：

•	强化领导力并承诺消除校园暴力和欺凌

•	提高公众对于针对儿童暴力的认知，并帮助他们认识到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负面影响，和无暴力学校的益处。

•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包括让儿童和青少年积极参与应对

校园暴力和欺凌的行动。

•	加强教职工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能力建设。

•	建立校园暴力与欺凌举报机制，以及提供帮助和服务的

机制。

•	在校园暴力与欺凌的产生原因、性质、规模、影响，以

及有效应对等方面，加强实证数据的采集。

家庭和社区必须认识到校园暴力与欺凌对于儿童的
健康和福祉会产生不良影响。

michaeljung/shutterstock.com

综述



12

1. 简介

 ■ 1.1 背景与理由

全球各国都存在校园暴力，暴力的形式包括身体、心理、性暴力与欺凌。校园暴力的根源包括社

会性别、社会规范以及更广泛的结构性和环境因素，比如收入不平等、剥削、边缘化和冲突等。

据估算，每年大约有 2.46 亿儿童与青少年经历着某种形式的校园暴力。
6 欧洲、北美和澳洲现有

的数据显示，欺凌是这些地区校园暴力最常见的形式，因此，本报告将欺凌单独作为一个问题。

然而在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身体暴力（包括教师对学生的体罚）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校园暴力与欺凌是对儿童与青少年权利的侵犯，其中包括他们的受教育权和健康权。充足的证据

显示，校园暴力与欺凌对受害学生的学业成果、身体、心理、以及情绪健康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同时，它也会对施暴者本人和旁观者产生有害影响。暴力所造成的令人焦虑、恐惧和缺乏安全感

的氛围对全体学生的学习都是不利的，并对整个学校的大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学校往往无法有效

地处理暴力与欺凌问题，其常见的做法（比如开除施暴者）治标不治本，只是把问题转嫁到了其

他地方。

校园暴力与欺凌也会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对个体的长期影响会延续到学生成年之后。

卷入校园欺凌可能成为未来反社会或犯罪行为、社交或人际交往困难的前兆。除此之外，校园暴

力也是造成女童在教育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解决校园暴力与欺凌这一全球性问题是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必须保障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都

能享有安全、无暴力的学习环境。针对校园暴力与欺凌采取行动，是实现 2030 目标，获得高质量

的教育以及保障年轻人的健康和幸福所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关的 2030 目标包括，关于高质量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关于性别

平等的目标（SDG5: 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和女童赋能）以及关于健康与福祉的目标（SDG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2030 目标强调暴力侵犯儿童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2030 目标中也包含了一些相关的承诺和具体目

标，尤其是在 SDG4 中特别强调了人权知识、技能水平以及弘扬和平与非暴力文化的重要性（目

标 4.7），同时强调提供对儿童、残疾和性别敏感的教育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力、包

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目标 4.a）。除此之外，在 SDG 16 关于促进和平和包容的社会这一目标中

包含了一个具体目标：要制止针对儿童的虐待、剥削、贩卖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目标

16.2）。其他国际公约和承诺也要求我们针对校园暴力与欺凌采取行动，例如儿童权利公约要求

签约国保护儿童免受暴力，并提供儿童保护措施。

教育部门有责任和其他部门及利益相关方（包括家长与社会群体）展开合作，为所有学生提供安

全和包容的学习环境，采取预防和应对措施，以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遭校园暴力与欺凌。

6. 国际计划估算每年至少有 2.46 亿男童和女童遭受校园暴力。详细计算方式如下：2006 年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 20%-
65% 的学校儿童遭受言语欺凌，而这是校园内最普遍的暴力形式。UNESCO 2011 年的全球教育摘要指出，全球现在有 12.3 亿儿童就读于
小学或初中。据此计算全球总学生人数的 20% 就是 2.46 亿儿童。来源：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11).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11: 
Comparing Education Statistics Across the World.

1. 简介

1.1 背景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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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也有创造良好环境的潜力，促成学生有关暴力与性别的态度转变，学会非暴力的行为方式。

有关性别与权力平衡的社会规范往往是促成暴力的动因，教育在改变对于暴力的态度和教导正确

行为之外，也对塑造和改变社会规范起着关键作用。在这方面，教育环境和教育内容一样重要。

学校是让儿童与青少年学习和平沟通、交涉和解决问题所需技能的最佳场所。学校需要反复教导

宽容、尊重和团结的价值观，并且在广大社会中倡导非暴力文化。

 ■ 1.2 目的和结构

本报告是专为 UNESCO 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园暴力与预防研究所于 2017 年 1 月在韩国首尔举办

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研讨会所准备的。研讨会的目标是倡导教育者、教育政策制定者、专业人

士、教育一线人员以及其他部门采取基于实证的行动，从而建立安全、无暴力的学习环境。同时，

研讨会也致力于为制定全球指标提供信息，从而更好地测量和监督校园暴力与欺凌。

本报告着眼于正规教育环境下的暴力与欺凌（尤其是学生间的暴力与欺凌）以及教育相关人员和

学校能在预防和应对上所采取的措施。具体目标为：

•	依据关键报告和研究，对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的性质、程度和影响进行综述。

•	整合已有的有效应对措施的实证，聚焦现有计划和行动，提供优秀政策与实践的范例。

•	指导需要优先采取的行动。

本报告是由 UNESCO、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园暴力预防研究所以及其他机构和人士，在有关校园暴

力与欺凌（包括基于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的性别暴力）的工作基础上完成的。本报告

主要回顾和参考了联合国秘书长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出版的报告，以及 UNESCO、
UNICEF、WHO 及其他组织的数据等。（详细资料来源请参见参考书目）

虽然本报告主要是写给教育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包括健康、社会福利和司法部门）、教育政策

制定者、规划者、专业人士、教师工会和学校管理层及员工，但我们也希望这份报告能为其他感

兴趣的人士（比如公民社会组织、家长协会、青年组织和网络、民办机构、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

的人士）提供有用的信息。

1.2 目的和结构

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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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

本章综述有关校园暴力与欺凌范围、程度以及影响的现有证据，描述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表现形式、

根本原因以及受影响的脆弱人群、问题的普遍性（包括网络欺凌）、以及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

健康和福祉的恶劣影响。

 ■ 2.1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范围

2.1.1 什么是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心理暴力、性暴力、以及欺凌；施暴者和受害者既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

学校教职工。
7 

数据来源：国际计划

身体暴力指的是以任何形式故意造成伤害的身体攻击，其中包括体罚以及由成年人或其他儿童对

儿童所施加的身体上的欺凌。体罚指的是任何使用强力并意图造成某种程度痛苦与不适的惩罚措

施；体罚常被用于惩罚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或用于纠正某些错误行为。
8 

心理暴力包括言语和情感虐待，其形式包括孤立、拒绝、忽视、侮辱、散布谣言、编造谎言、恶

意起外号、嘲笑、羞辱、威胁、及心理惩罚。心理惩罚包括学校教职工虽不施加身体性的惩罚，

但通过羞辱、诋毁、强迫背黑锅、威胁、恐吓或嘲笑一个儿童或青少年的形式来对其施加心理上

的惩罚。
9

性暴力包括带有性意味的恐吓、骚扰、强行触摸、胁迫性行为及强奸。受害者既可能是女童也可

能是男童。

欺凌构成一种有规律的行为而不是一次独立的事件，不受挑战的欺凌行为往往愈演愈烈。我们可

以把欺凌定义为：施暴者针对受害者所故意和反复实施的、带有攻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伴

随着实际或认知到的权力不平衡，受害者感觉无助并无力保护自己。欺凌行为可以是物理性的，

包括击打、踢踹或者破坏财物；言语性的，比如嘲讽、口头侮辱和威胁；也可以是关系性的，比

如散布谣言或者从特定团体中排斥受害者。
10 

校园暴力与欺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2.46 
亿 
儿童与年轻人 

每年都会经历 

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 

与欺凌 

发生在 

全世界 

并影响着 

许多儿童 

与年轻人 

7.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组织使用的分类方法不同，比如，一些定义从外部层面进行分类，比如黑帮相关暴力，但我们所用的四种分类反映
了多数人都同意的校园暴力主要类型。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上下学的路上，其他的社区成员也可能成为针对儿童的施暴者。

8.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ractice.

9.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ractice.

10.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Worlds), Wiley-Blackwell, 1993.

2. 问题

21.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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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一项基于三次全国性调查的研究 11 显示，最常见的欺凌形式为：口头侮辱、骂人、起恶意

的绰号；殴打、直接攻击和偷窃；以及威胁、散布谣言和社交排斥与孤立。

•	针对贫困儿童问题的年轻生命项目 12 在 15 年间跟踪调查了埃塞俄比亚、印度、秘鲁、和越南总

计 12,000 名儿童。该项目询问孩子们在 15 岁的时候是否经历过欺凌，结果发现间接性和关系性

的欺凌（比如羞辱和社交孤立）最为常见，言语欺凌也相当普遍，而身体性的欺凌则是最少的。

欺凌问题还包括网络欺凌行为，这给孩子们增加了又一个层面的风险和痛苦。网络欺凌指的是为

了骚扰、威胁或攻击另一个人，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体和社交平台（比如社交网络、聊天室、博客、

即时消息和短信）发布或发送电子信息（包括文字、图片或视频）。网络欺凌可能包括散布谣言、

发布虚假或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信息、令人尴尬的评论或照片、或在网络社交群体和其他沟通平台

中孤立受害者。这些行为往往能让施暴者的身份得以隐蔽，并且可能随时发生并对受害者产生影响，

而网络信息与影像往往能够可迅速让许多人看到。
13 

网络和现实欺凌是许多孩子们心里很担心的问题。
14 这一事实在 2014 年国际儿童帮助热线的报告

中得以证实，该报告特别强调儿童与青少年拨打求助热线最普遍的原因就是欺凌。
15 

校园暴力与欺凌是什么？ 

校园暴力... 

包括身体、心理和性暴力以及欺凌。

施暴者既可能是在校学生，也可能是

学校的教职员工。 

身体暴力 心理暴力 

欺凌是... 

暴力的一种形式，伴随实际或认知上

的权力失衡，施暴者针对受害者反复

施加故意和带有攻击性的行为。 

性暴力 

身体暴力 

体罚 

言语虐待 

情感虐待 

社交暴力 

欺凌 

骚扰与 

虐待 

歧视 

胁迫 

强奸 

性侵犯 

11. 参见美国国家伤害预防中心、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美国教育部 , 《年轻人中的欺凌监测：公共卫生和推荐数据元素的统一定义》，1.0
版本，2014 (http://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bullying-def nitions-f nal-a.pdf ).

12. 被联合国（2016）引用，见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保护儿童免遭欺凌》
13. 参见 http://srsg.violenceagainstchildren.org/sites/default/f les/documents/docs/A_HRC_31_20_EN.pdf 中的案例。
14. 联合国（2016）保护儿童免遭欺凌：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被引用。
15. 参见 http://www.childhelplineinternational.org/media/149816/violence_against_children.pdf

2.1.2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根本原因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根本原因包括社会性别与社会规范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及结构性因素。

歧视性的社会性别规范塑造着男性主导地位以及女性服从地位的形象，且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

存在以暴力来延续这种规范的现象。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上针对妇女暴力的普遍性使得这一问题更

加严重。同样，一些社会规范认同教师对于学生拥有极大权威，这可能会导致教师使用暴力来维

护纪律和控制学生的做法被社会所接纳。

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人们遵守压迫性的性别规范。那些不能或不愿遵从传统规范的年轻人往往会

因此在学校遭受暴力和欺凌。

21.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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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本身也可能通过带有歧视性的行为、课程和教材“教会”儿童使用暴力。如果不加以控制，

校内性别歧视和权力失衡可能会鼓励那些压制儿童、维护不平等性别规范、以及接受暴力（包括

体罚）的态度和行为。

学校和教育系统在更广泛的社会和结构性因素影响下运作，因此也可能会反映、甚至强化不重视

保护儿童与青少年免受暴力与欺凌的环境。比如，如果身体和性暴力在当地社会环境中更为广泛，

那么这些行为在当地校园里也可能更广泛。研究显示，在其他暴力形式泛滥的学校中，或在冲突

与紧张的环境中，性暴力和对女童的骚扰问题更为严重。
16 在帮派、武器和毒品问题严重的区域，

校园帮派暴力则相应更为普遍。

2.1.3 校园暴力与欺凌给儿童与青少年带来的风险

弱势群体的儿童遭受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风险比其他儿童更高。

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有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的风险，然而那些因为某些因素（包括贫穷、与民族、

语言或文化差异相关的社会地位、外来人口或难民、残障 17
、孤儿、或家庭成员感染艾滋病等）

而易受伤害的群体，更可能成为暴力和欺凌的对象。许多研究，包括 2016 年 UNICEF 所做的研究

在内，都指出外貌（比如体重过低或过高）也经常成为欺凌的理由。

•	2016 年 UNICEF 的 U 报告 / 联合国秘书长针对儿童暴力特别代表民意测验收集了来自 18 个国家

的 10 万年轻人的回馈 18
，在经历过欺凌的年轻人中 25% 的人报告称他们是因自身外貌遭受欺凌，

25% 的人报告称因自身性别或性取向而遭欺凌，而另有 25% 则是因为民族或国籍遭受欺凌。
19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驱动因素 

残障 社会性别 贫困或社会地位低 

民族、语言或 

文化差异 

包括流动人口或难民 

外貌体型 性倾向 

性别身份 

和性别表达 

16. 参见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1/232107E.pdf 以及 https://doj19z5hov92o.cloudfront.ne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2012/11/5876-
fnal_high_incidence_of_sgbv_15_may.pdf 中的案例

17. Devries, K. M.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Ugand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No. 14, p. 
1017.

18. 来自布基纳法索、智利、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利比里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斯威士兰、乌干达、乌克兰和赞比亚的年轻人参与了这次调查。

19.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6). Ending the torment: Tackling bullying from the schoolyard to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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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6 年联合国报告 20
，担负污名、遭到歧视或排斥

的弱势儿童，更可能在现实中或在网络上被欺凌。

•	残障、社交上被孤立、不上学、少数族群或流动儿童，接

触互联网并学习网络安全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当他们能

够上网时，就更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的目标。
21  22

•	教师，也更有可能针对那些来自被污名化或边缘化群

体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惩罚。举例来说，难民和外来

儿童可能会因为不会说当地的教学语言而被惩罚。联

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研究也发现，在印度，

高种姓的教师更有可能贬低和羞辱来自于低种姓的

儿童。
23 同样，人权观察组织 2014 年的报告也提到

在印度四个州的学校里，学校里的权威人物针对下等种

姓、穆斯林和部落儿童存在歧视和暴力行为；尤其是女

童会面临家长出于安全考虑而强迫其退学的风险。

•	针对寻求庇护、难民或外来儿童与青少年的欺凌，与校园里的偏见、骚扰和仇恨行为有许多共

同特点。歧视往往是基于种族、肤色、民族、宗教或其他身份因素。“移民欺凌”被定义为“基

于他人的移民身份或家庭移民背景而进行的欺凌，常见形式有嘲笑、诽谤、恶意提及移民过程、

人身攻击、社会操纵或排斥。”
24 

•	社会地位或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儿童与青少年往往在学校面临更多的压力、歧视和污蔑。贫困可能

会导致其缺乏自尊，而那些欺凌、羞辱和虐待的受害者可能会感到自己很无力，不敢说出自己的

遭遇，害怕别人不相信或者反而责怪他们闹事，或者导致进一步的暴力。
25 在年轻生命项目（Young 

Lives Project）中，许多证据显示贫困家庭出生的儿童遭受欺凌的比例更高。其他项目，比如行

动援助的反对针对女童的性暴力项目（Action Aid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Girls project）发现，性

剥削与贫困有关联性，例如男性教师胁迫贫困女生与其发生性关系以支付她们在学校的开支。

2.1.4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性别视角

性别暴力指的是因为性别规范、支持性别刻板印象的不成文、潜意识和隐藏的态度、伴随权力失

衡而产生的性、身体或心理暴力的行为或威胁。

性别不平等、权力失衡以及对暴力侵犯妇女与女童的容忍造成校园女童遭受性暴力问题，其中包

括性骚扰、胁迫和强奸。

那些性取向、性别身份或性别表达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儿童和青少年，其遭受校园暴力与欺凌

的风险也更大。这是一种性别暴力的特殊形式，也是由性别规范和支持性别刻板印象的不成文、

潜意识和隐藏的态度所导致的。例如，在一些地区，男童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男性气质或女童因为

缺乏女性气质而被嘲笑。

20. United Nations (2016).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21.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6).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Maximizing 

children’s potential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online violence, including sexual exploitation.
22.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1/232107E.pdf
23. UNICEF（2014）引用。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4. Scherr, T.G. and Larson, J. Bullying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race, ethnicity, and immigration status. In S.R. Jimmerson, S.M.Swearer, and D.L.Espelage 

(eds.), Handbook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10.
25. 参见 ATD Fourth World, Making Human Rights Work for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a handbook for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World Franciscan International, 2015.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秘书长儿童暴力问题特别代表
(2016)。《结束折磨：解决从校园到网络世界的欺
凌 》(Ending the torment: Tackling bullying from the 
schoolyard to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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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全球共识，但有一些证据显示男童与女

童实施或遭受的暴力是有区别的。一些现有数据

显示男童更有可能实施或遭受身体暴力，而女童

则更有可能实施或遭受心理暴力。
26 但是，两种

形式的暴力都在所有儿童和青少年中发生，这种

差别不应该导致我们忽视女童的身体暴力问题或

男童的心理暴力问题，在监测校园暴力的范围和

程度时必须两者兼顾。也有一些数据显示女童更

可能遭受性暴力。
27 根据现有的实证，男童在校

内遭受体罚的风险更高，或遭受的体罚情节更为

严重，然而这不代表女童就不受体罚。

•	全球校园学生健康调查（GSHS）28 数据显示，相比女童，男童更有可能参与斗殴，几乎所有地

区的规律都是如此。

•	一项美国的调查发现相比女童，男童更有可能遭受来自其他学生的身体暴力。
29 

•	年轻的生命项目（Young Life project）发现相比女童，男童遭受身体和言语欺凌的风险明显更高，

而女童遭受间接和关系欺凌的比例更高。

•	马耳他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61% 的实施欺凌的男童报告称他们对他人实施了身体暴力，而女

童的相应比例则为 30%； 43% 的实施欺凌的女童报告称她们曾故意孤立他人，这一比例在男童

中为 26%。
30 

•	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男童比女童更容易受到欺凌，这一点在高中尤其明显。虽然男女童被

嘲笑和恶意起外号的比例相仿，但男童更有可能遭受身体欺凌和威胁，女童则更有可能遭到故

意且不友善的孤立。男女之间的反应方式也有不同：男童比较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欺凌的影响，

那些愿意承认的，称他们感到愤怒；女童则说她们觉得伤心并觉得自己很凄惨。
31 

2.1.5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形式随年龄而变化

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形式似乎与年龄有关联。

现有的数据有限，但有证据说明现实中的身体暴力与欺凌的比例会随儿童年龄增长而降低，但网

络欺凌的比例则会增高。

•	GSHS32 采集了 11、13 和 15 岁儿童的有关数据，并指出在一些国家，欺凌的发生率在 11 岁至 15

岁年龄段有所下降，然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恰恰相反。

•	三项美国的全国调查数据 33 显示，常见的欺凌形式，包括言语侮辱、殴打、盗窃、威胁、散

布谣言和社交孤立，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其中现实中的欺凌在 14 至 18 岁之间降低了将近

50%，而网络欺凌减少的速度则慢一些，从 17% 减少至 13%。

26.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7. 参见 UNESCO and UN Women (2017). 《校园性别暴力全球指南》
28. 参见 http://www.who.int/chp/gshs/en.
29. CDC (2016). Youth risk behaviour surveillance – United States, 2015.
30.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31. Owens, L et al.. Sex and age di�erences in victimiz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a South Australian school. Aggressive Behavior, 

Vol. 31, No. 1, 2005
32. http://www.who.int/chp/gshs/en
33.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DC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ullying Surveillance Among Youths: Uniform 

Definitions for Public Health and Recommended Data Elements, Version 1.0, 2014

一些数据显示男童更有可能实施或遭受身体暴力。照片来自加纳
Accra。Sura Nualpradid/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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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 Aged Children, a collaborative cross-national study. http://www.hbsc.org/publications/
factsheets/Bullying-and-fghting-english.pdf ).

35.  Roman, M. and Murillo, F. J. Latin America: School bully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CEPAL Review, August 2011.
36.  Kore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5). The results of the 2nd survey on school violence in 2015.
37.  United Nations (2016).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	其他研究显示 34
，在小学里身体暴力是最常见的欺凌形式，而网络欺凌则在初中和高中更为普遍，

并随年龄增长而增多。

2.1.6 校园暴力与欺凌发生在哪里？

校园暴力与欺凌发生在教室内外、学校周边、上下学路上以及互联网上。

暴力，尤其是学生之间以及教职工所犯的身体暴力，可能会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发生，比如当暴力

发生在学校操场、教室或在学校的体育活动期间。

欺凌，则更可能发生在厕所、更衣室、走廊或其他一些教职员工不太能看到或监督到的地方。教

师们可能无法识别儿童与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也不明白学生们用来骚扰其他人所用的暗号、语言

和行为，对那些没有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欺凌行为更是难以识别。
35 在一些案例中，教师甚至允许

或自身参与到暴力与欺凌行为中。

儿童和青少年也可能在学校周边或上下学路上遭受暴力和欺凌。根据 2015 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 36
，

75.5% 的校园暴力和欺凌发生在校园内，另有 24.5% 的事件发生在校园外。

2.1.7 儿童与青少年可能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一些儿童和青少年在家里、学校、现实生活中以及互联网上同时遭受暴力和欺凌。随着电子通信技

术和儿童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逐步融合，现实与网络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些在网上

欺凌别人的人往往也是网上欺凌的受害者，而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受到欺凌。

许多欺凌的施暴者有着潜在的问题；他们常常因为自身的挫折感、羞辱感、愤怒，或是为了借此

取得更高的社交地位而对他人施加欺凌。
37 

•	美国网络欺凌研究中心指出许多遭受网络欺凌的儿童与青少年也遭到其他形式的欺凌。同样，

欧盟儿童在线调查在 25 个欧洲国家中发现，大约有一半的网络欺凌受害者也曾在现实中被欺凌，

而这种双重欺凌现象尤其令人担忧。

校园暴力与欺凌可能发生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中 

校园内 上下学途中 家里 社区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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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 2008 年儿童接触暴力情况全国调查的结果，
38
“在那些遭受直接欺凌的受害者中，

64.5% 的人报告称遭受过两种或以上的欺凌方式。相当多的儿童报告称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受

过多种高强度的暴力形式：超过 10% 的人直接遭受过 5 种或更多的暴力形式。”

•	另一项 2012 年美国的调查在 20,406 名高中生中发现，校园欺凌与网络欺凌高度重合，特别是针

对弱势群体学生的欺凌。相比男生，女生更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和校园欺凌的双重受害者 （11%

的女生和 8% 的男生）。在自我认同为非异性恋的年轻人中，23% 的人是网络欺凌与校园欺凌的

双重受害者，而异性恋人群的相应比例仅为 9%。
39 

•	一份 2016 年的联合国报告 40 显示青少年女童遭受带有性侵害性质的网络欺凌的风险更高，其中

包括分享带有性意味的信息或影像（色情讯息）、网络恐吓及骚扰（网络跟踪）、以及试图胁

迫受害者与其发生性行为（性勒索）的网络欺凌案例。

2.1.8 一些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受害者选择缄口不言

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和最需要帮助的儿童与青少年恰恰

也是最不太可能举报事件或寻求帮助的人。他们选择不

告诉任何人，不去举报其所遭受的暴力和欺凌，其中的

原因包括：对成年人缺乏信任（包括对老师）、害怕产

生不良后果或遭报复、有罪恶感、羞耻感、感到困惑、

担心不被认真对待或者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求帮助。

儿童和青少年往往觉得成年人（包括老师）看不到欺凌，

甚至当欺凌发生在他们眼前也是如此，某些在儿童看来

是欺凌的行为在成年人看来却不是。当施暴者是教职工

时，举报暴力或伤害行为就更加困难了。

•	现有证据说明，许多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受害者会耽延他

们对受虐事实的坦白。
41 伤害或剥削可能被看成正常行

为，害怕或是认为没人会帮助他们，都会降低他们举报

问题的可能性。
42 

•	UNICEF 2016 年的 U 报告 / 联合国秘书长儿童暴力问题特别代表（SRSG-VAC）意见调查发现 30%

被欺凌的受害者没有将受害经历告诉过任何人，30% 的受害者告诉过一个成年人，超过 30% 的

人曾向一个朋友和兄弟姐妹诉说；只有不到 10% 的受害者告诉了教师。不告诉别人的原因包括

感到害怕或羞愧、不知道告诉谁和认为欺凌很正常等等。

•	一份 2016 年联合国的报告 43 指出，遭受欺凌的儿童和青少年受害者不愿意向家长、老师或其他

成年人举报这类事件，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报复。对于网络欺凌而言，他们也害怕失去电脑、手

机或上网的机会。

 ■ 2.2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程度

2.2.1 欺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学校

每个国家对欺凌的不同定义导致各国的估算差异较大，但现有数据一致显示欺凌在许许多多的国

家都很普遍，并影响着大量的儿童和青少年。
44  45 

38.   Finkelhor, D et al. (2011). Polyvictimization: children’s exposure to multiple types of violence, crime, and abuse.
39.   Schneider et al (2012).
40.   United Nations (2016).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41.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42. WHO (2016). Inspire. Seven strategies for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43. United Nations (2016).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44. See http://www.who.int/chp/gshs/en.
45. Srabstein, Jorge, C. and Leventhal, Bennett, L., “Prevention of bullying-relat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 call for public health polici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2010.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秘书长儿童暴力问题特别代表 (2016)。
《结束折磨：解决从校园到网络世界的欺凌》(Ending 
the torment: Tackling bullying from the schoolyard to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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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UNICEF 的 U 报告 / 联合国秘书长儿童暴力问题特别代表（SRSG-VAC）民意调查，来自

18 个国家的 10 万年轻人进行了回应，其中三分之二报告称他们是欺凌的受害者。
46 

•	另一个 UNICEF 的报告也发现欺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47 从 106 个国家，不同的调查所收集的数

据来看，13 到 15 岁的青少年中承认最近遭受过欺凌的比例范围从最低 7%（塔吉克斯坦）到最

高 74%（萨摩亚）。在 67 个中低收入国家中，有 14 个国家的现有数据显示，这一年龄段中，

超过一半的青少年近期曾经遭受欺凌。

•	一份整合了 2003-2006 年 WHO 全球 19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 GSHS 数据研究发现，11-13 岁儿童中，

34% 的学生在前一个月中曾被欺凌，而有 8% 的学生每天都遭受欺凌。

•	2003-2005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的GSHS研究发现，国家间存在巨大差异： 13-15岁的中国（北

京）儿童中，17% 的女童和 23% 的男童报告在最近的 30 天内遭受过欺凌。但在津巴布韦，该数

值高达 67%（女生）和 63%（男生）。
48 

•	欧洲国家的相关信息也展现了巨大的差异。瑞典 11、13 和 15 岁的男童和女童童中有 15% 声称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曾遭受欺凌。但在立陶宛，该数据高达 65%（男女童）。
49 

•	美国 2007-2008 学年中，32% 的 12 到 18 岁的学生曾遭受欺凌。在这些学生中，21% 称自己每个

月被欺凌一次或两次；10% 称自己每周被欺凌一次或两次；7% 称自己每天都被欺凌。将近 9%

的学生称欺凌曾导致身体受伤。
50 

•	UNESCO 于 2006 年在 16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中所做的研究发现，在 9.1 万名 10-14 岁的

学生中，51% 报告称在前一个月曾遭受过某种形式的欺凌，比例最低的国家为 13%（古巴），

最高为 63%（哥伦比亚）。最普遍的欺凌形式是抢劫，其次是侮辱或威胁。
51 

•	2011 年校园暴力国际观察组织（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n Violence in Schools）在法国开展研究，

基于对全国 12,326 名 9-11 岁儿童的调查发现，有 32% 左右的儿童报告他们在学校里有时会受到

言语欺凌，35% 有时会遭到身体暴力，这两种情况的施暴者多数是其他学生。
52 

46.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6). Ending the torment: Tackling bullying from the schoolyard to 
cyberspace.

47.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48. 参见 Pinheiro, Paulo Sérgio (2006). UN Study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49. Pinheiro, Paulo Sérgio (2006). UN Study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50. Suicide Prevention Resource Centre, Suicide and Bullying, Issue Brief, SPRC (2011).
51. Second Regional Comparative Explanatory Study (SERCE) (2006). OREALC/UNESCO Santiago.
52. Debarbieux, Eric, A l’Ecole des Enfants Heureux… Enfn Presque cited in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校园欺凌影响着许多学生 

的12-18岁学生曾在2007-2008学年中遭受欺凌 

一个月内遭受一到两次欺凌 

这些学生中： 

一周内遭受一到两次欺凌 

每天都遭受欺凌 

身体曾受过伤 

数据来源于自杀预防资源中心，自杀与欺凌，刊物简介，SPRC，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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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的澳大利亚针对全国 9-15 岁儿童开展了隐性欺凌发生率的调查，结果发现 27% 的学生经

常遭受欺凌，而 9% 的学生承认曾欺凌他人。
53 

•	同样，2015 年美国针对 9-12 岁年轻人的调查 54

发现，在调查前的 12 个月内 20.2% 的学生曾在

校园内遭受欺凌，而 15.5% 的学生曾遭受网络

欺凌。

•	2006 年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报告中指

出，一项老挝的调查发现 98% 的女生和 100%

的男生称他们曾在学校目击过欺凌行为，而受

害者主要是女生或少数民族学生。

•	在肯尼亚内罗毕公立学校的调查中，63% 到

82% 的学生报告了不同形式的欺凌，而南非的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过去的一个月内经历过一次或两次欺凌。
55 

2.2.2 网络欺凌问题越来越严重

•	互联网与其他通信技术在儿童中的迅速普及是造成网络欺凌问题恶化的一个关键原因。据近期

的一次估算，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互联网使用者不满 18 岁。
56 上网儿童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小、数

量越来越多、首次上网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多数有关网络欺凌普遍性的现有数据来自工业国家，

然而互联网应用正在向全世界普及，其他国家也应以积极的态度，监测并制定政策来预防和应

对这一特殊形式的欺凌。

•	2009 至 2011 年间，欧盟儿童在线调查（EU Kids Online Survey）收集了 25 个国家超过 2.5 万名 9-16

岁儿童与青少年的数据，其中 6% 报告称曾遭受网络欺凌，3% 承认曾在网上欺凌别人。但是，

报告在现实中被欺凌的比例更高，接近 20% 称他们曾在线下被欺凌。超过一半网络欺凌的受害

者称他们当时“非常不愉快”或“相当不愉快”，同时也有 15% 称“完全没有不愉快”。女童

比男童报告“非常不愉快”的比例更高。

•	在欧洲，对超过 80% 的 5-14 岁儿童来说使用手机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7 据报告，2010-

2014 年间，9-16 岁儿童与青少年中遭受网络欺凌的比例从 8% 增加到了 12%，尤其是在女童和

低年龄儿童中变得更为普遍。而这一年龄段也越来越容易接触仇恨信息、鼓励厌食瘦身或自我

伤害的网站以及网络欺凌。
58 

•	2007 年澳大利亚隐性欺凌发生率研究（Australian Covert Bullying Prevalence Study）发现大约 7%

的 9-15 岁学生报告称遭受过网络欺凌，其中男女童比例分别为 5% 和 8%。网上遭受欺凌或欺凌

他人的案例随年龄增长而增多，同时随着学生年龄增长，在社交网站欺凌相比通过手机欺凌也

越来越多。

•	加拿大 2006-2007 年学龄儿童健康行为（HBSC）的调查数据覆盖了 1,972 名高中学生，对这些数

据的分析发现，大约 14% 的人在过去的两个月中遭受过网络欺凌。值得注意的是，女童受欺凌

比例显著高于男童受欺凌比例，分别为 18% 和 8%。大约 12% 的学生说他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曾用电脑、邮件或手机欺凌过其他学生，这一比例男女童差异不大。
59 

53.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54. CDC (2016). Understanding school violence 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school_violence_fact_sheet-a.pdf
55. Jones N., et al, 2008. Working Paper. Painful lessons: The politics of preventing sexual violence and bullying at school. PLAN/ODI
56. Sonia Livingstone, John Carr and Jasmina Byrne, One in Three: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Children’s Rights,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aper Series No. 22, November 2015, p. 7
57. 参见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y the World’s Children and Youth, Geneva, 2008
58. Livingstone, S., Macheroni, G.,Olafsson, K. and Haddon, L., “Children’s onlin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comparative fndings from EU Kids Online and 

Net Children Go Mobil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4.
59. Cappadocia, M. C., W. M. Craig and D. Pepler (2013) Cyberbullying Prevalence, Stability, and Risk Factors During Adolesc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vol. 28, no. 2, pp. 171-192 cited in Hidden in Plain Sight.

欺凌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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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的 2012 年全国校园暴力研究收集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学生样本中遭受网络欺凌的相关数据。

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在过去一年内遭受过某种形式的网络欺凌；在线争斗最普遍而网络上的性欺

凌则最少见。受害者的朋友是最常见的施暴者，通常是他们发起在线争斗、公开个人资料、发

送性意味的图片或信息。

•	美国 2013 年的青年风险行为调查显示， 15% 的 9-12 岁儿童在过去一年内曾被他人通过邮件、

聊天室、即时信息、网站或短信等手段欺凌过。女童成为网络欺凌受害者的比例超过男童的两倍，

分别为 21% 和 9%。

数据来源：

1. Livingstone, S., Macheroni, G.,Olafsson, K. And Haddon, L., “Children’s Onlin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Comparative Findings From Eu Kids Online 
And Net Children Go Mobil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4.

2. Cappadocia, M. C., W. M. Craig And D. Pepler, ‘Cyberbullying Prevalence, Stability, And Risk Factors During Adolesc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Vol. 28, No. 2, 2013, Pp. 171-192.

2.2.3 性取向、性别身份或性别表达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儿童与青少年

性取向、性别身份或性别表达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儿童与青少年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可能性

比其他人高出许多。

网络欺凌问题越来越严重 

实验组学校 

9-16岁学生中的 

网络欺凌发生率 
欧洲 

女童中的网络欺凌比男童更为普遍 

在加拿大 

18%的女童 

8%的男童 

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 

一个关键的因素是……  

互联网与其他通信技术在儿童中的快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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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同欺凌的对象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以及不遵守性别规范（但非

LGBT）的学生。相比家庭和社区，LGBT 学生在学校受到欺凌的可能性更高，其中心理暴力，包括

社交孤立与言语欺凌是最常见的形式。
60 

•	一项UNESCO的证据回顾 61 发现，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的 LGBT学生的比例，最低为尼泊尔（16%），

最高为美国（85%），而在 LGBT 学生中发生暴力的普遍性高于非 LGBT 的同龄人。例如，新西

兰在 2014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学生遭受欺凌的可能性是异性恋同

龄人的三倍，而跨性别学生遭受欺凌的可能性更是高达五倍。2015 年在挪威收集的数据发现，

15% 到 48% 的 LGBT 学生曾受到欺凌，而异性恋学生受欺凌的比例为 7%。在亚洲，研究发现

LGBT 学生受欺凌的比例范围最低为蒙古的 7%，最高为日本的 68%。

•	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13-20 岁的 LGBT 学生中过去一年内因为性取向在学校遭受他人言语骚扰的

比例高达 82%，有 33% 的学生报告称这种伤害经常发生；高达 90% 的 LGBT 学生觉得自己被其他

学生有意地孤立，且有 38% 报告称曾被他人推搡。
62 

•	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LGBT 年轻人曾被网络欺凌的比例高达 36%，而在最近一个月内被网络欺凌

过的比例高达 17%，远远高于同龄异性恋人群遭受欺凌的比例（分别为 20% 与 7%）。
63 

•	不是 LGBT 但被他人认为不符合性别规范的学生也是恐同暴力的对象。例如在泰国，24% 的异性

恋学生因为他们的性别表达被认为不符合传统而遭受暴力，在加拿大，33% 的男性学生因为其

实际或被他人所认为的性取向而遭到言语暴力对待，这一数据包括了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

或双性恋的人。
64 

2.2.4 身体与性暴力

身体与性暴力也同样影响着许多儿童与年轻人。

现有数据主要来自于工业国家，这些数据显示这些国家里身体暴力的普遍性不及欺凌，并更多地

影响着男童。但是，根据实际案例，在其他地区与国家，包括教职工施加体罚在内的身体暴力问

题很严重。

现有关于校园内和校园周边所发生的性暴力的数据有限。许多受害者不愿意举报性暴力行为，因

为他们害怕被羞辱、被污名化，害怕别人不相信、或遭到施暴者或施暴者们的报复。即便如此，

现有的信息显示，校园里的性暴力（尤其是针对女童的性暴力）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一项对南非地区四个国家的教师与学生调查 65
（斯威士兰、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显示， 

70% 到 96%（分别为斯威士兰与博茨瓦纳）的回馈者说他们的学校存在暴力，包括言语、身体

以及基于性别表达的暴力。调查中反映出言语暴力是最为普遍的暴力形式，身体暴力也很普遍，

在多数案例中是年长的男童欺压年幼的男女童。性多元相关的暴力在四个国家都存在，占调查

人数的比例从 18%（斯威士兰）至 44%（博茨瓦纳）不等。

•	美国一项针对 9-12 年级学生的全国代表性调查 66 发现，7.8% 的学生报告称他们曾在过去的十二

个月内在校园内打架，5.6% 报告称在调查前的三十天内曾经有一日或多日因觉得在学校或者在

上下学路上不安全而缺勤，4.1% 的学生报告称在过去的三十日内曾有一日或多日携带武器到校

（枪支、刀具或棍棒），且有 6% 的学生报告称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曾在学校一次或多次被他人

用武器威胁或伤害。

60.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s to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61.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s to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62. GLSEN (2012). The 2011 national school climate survey: The experiences of LGBT youth in our nation’s schools. www.glsen.org
63. Hinduja, S. and Patchin, J. W. Cyberbullying: Identif cation,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Cyberbullying Research Center, 2014 (www.cyberbullying..us).
64.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s to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65.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s to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66. CDC (2016). Understanding school violence. http://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school_violence_fact_sheet-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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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68. 参见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www.endcorporalpunishment.org and http://unesco.unesco.org/

images/0023/002321/232107E.pdf p7.
69.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70. 参见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3/232399e.pdf
71. 参见 http://www.younglives.org.uk
72. GMR, UNESCO, UNGEI (2015). School-rel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is preventing the achieve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73. Burton and Leoschut (2013) cited in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1/232107E.pdf
74. 在 Plan, Learn without Fear: The global campaign to end violence in schools. 中引用

•	虽然在多数国家，男童相较女童更容易在学校遭受身体攻击，UNICEF 的 2014 年报告中引用的一

份南非高中学生的全国代表性调查（2012 年）
67 显示，大约 6% 的男童和女童报告称曾在过去

一年中在学校遭受身体攻击或受伤。此外，22% 的学生报告称在学校曾被威胁、抢劫或攻击。

•	据估算，全世界大约有一半的儿童所生活的国家没有禁止体罚的法律。截至 2014 年 12 月，122

个国家禁止了校内体罚，而另外的 76 个国家没有这样的禁令。
68 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报告

指出，体罚往往被用来惩罚成绩差的学生或者更正错误行为，比如，该报告引用了在中东和北

非的一些研究实证，那里的儿童会因为个人或集体考试成绩差而被杖责。

•	对 2014 年 UNICEF 报告中 69 人口及健康调查（DHS）和多指标整群调查（MICS）数据的分析发现，

对于青少年男童，最常见的身体暴力施暴者是同伴及教师。在青少年女童中，家长及其他照顾

人则是身体暴力的最常见施暴者，但在一些其他国家，相当多的女童提及教师为施暴者，比如

乌干达的比例为 48%、肯尼亚 42%、尼日利亚 32%、坦桑尼亚 28%、喀麦隆 16%、东帝汶 / 摩尔

多瓦 / 津巴布韦 12%、刚果民主共和国 11% 以及赞比亚 10%。

•	一份 UNESCO 背景文件 70 引用了印度的一系列研究，其中突出了校内体罚的高发生率。比如，

2007 年第一次针对虐童问题的全国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儿童报告称遭受过包括体罚在内

的身体虐待，在家庭之外，教师是最主要的施暴者。男童、贫困家庭儿童以及低种姓儿童受体

罚的比例最高。虽然印度在 2009 年已禁止校内体罚（6-14 岁儿童），但这样的行为依然存在。

例如，年轻的生命（Young Lives）71 在安得拉邦所做的研究发现，虽然该区域已禁止体罚，82%

和 72% 的男女童（7-8 岁）仍然在过去的一周内在学校遭到体罚。

•	全球约有 1.2 亿 20 岁以下的女童，或者说十个当中有一个，都曾遭受过性暴力。虽然这一数据

在并没有按暴力发生地加以区分，但在许多国家，校内性骚扰的发生率很高。

•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GMR）、UNESCO 和联合国女童教育计划（UNGEI）在 2015 年共同发布的一

份政策文件 72 中引用的分析显示，在南非和东非国家，五分之二的小学校长承认他们的学校里

存在学生间的性骚扰。这一数据来源于南非和东非教育质量监测联合会（SACMEQ）。南非最近

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8% 的高中女生在过去的一年上学期间曾遭受严重的性攻击或强奸。
73 根

据 2005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6.2% 的德国学生以及 1.1% 的比利时学生曾经遭受过性侵犯。加拿

大的一份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女生曾在学校遭受过性骚扰。
74 

数据来源于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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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女性报告称教师为身体暴力施暴者的比例

http://www.endcorporalpunishment.org
http://unesco.unesco.org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3/232399e.pdf
http://www.younglives.org.uk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1/23210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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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R、UNESCO 和 UNGEI 的共同政策文件还引用了有关教师性骚扰的实证。比如，在拉丁美洲和

非洲都有教师将成绩作为交换条件，对学生进行性胁迫或性侵犯的情况发生。在非洲还有男性

教师胁迫无力支付学校相关费用的女生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案例。
75  76 

•	校内或上下学路上的性暴力在一些国家很普遍。比如肯尼亚，在 18 岁前遭受过性暴力的男女中，

五分之一称其第一次暴力经历是在学校里发生的。
77 

 ■ 2.3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影响

 2.3.1 校园暴力与欺凌对教育质量和成果起负面作用

校园暴力与欺凌对受害者教育成果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师或其他学生施加的暴力与欺凌可能会让

儿童和青少年害怕上学，造成他们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或妨碍他们正常参与学校活动。暴力与

欺凌对于旁观者也有相似的影响。

暴力与欺凌造成的后果包括缺勤、回避学校活动、逃学或彻底的辍学。这些都会对学习成绩和成

果带来负面影响，并且影响未来的受教育以及就业机会。受暴儿童与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可能会下降，

并且更不可能愿意继续学习深造。对国际学习评估（international learning assessments）的分析强

调了欺凌对于学习成果的影响。这些分析明确显示欺凌会降低学生核心科目（比如数学）的成绩，

也有其他研究记录了校园暴力与欺凌对教育成效的负面影响。
78 

75. GMR, UNESCO, UNGEI (2015). School-rel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is preventing the achieve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76. 参见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3/232399e.pdf
77.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78. 案例参见 : http://www.ungei.org/resources/fles/Safe_Learning_and_Achievement_FINAL.pdf, http://timssandpirls.bc.edu/timss2011/downloads/T11_

IR_M_Chapter6.pdf, http://condev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The-E�ects-of-School-Related-Gender-BasedViolence-on-Academic-
Performance-Evidence-from-Botswana-Ghana-and-South-Africa.pdf, Devries, K et al (2014). School violence, mental health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in Uganda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Pediatrics, 133, e129–e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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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imssandpirls.bc.edu/timss2011/downloads/T11_
http://condev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The-E�ects-of-School-Related-Gender-BasedViolence-on-Academic-Performance-Evidence-from-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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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和学校的整体风气都会受校园暴力和欺凌的影响。不安全的学习环境会造成恐惧和不安的

氛围，让学生们觉得教师控制不了局面或是不关心学生的福祉。这会降低所有学生受教育的质量。

•	2010 年英国的一项研究 79 显示，曾在学校遭受欺凌的 16 岁青少年处于不在校、不在职、也不

在培训状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而他们在 23 岁和 33 岁时的收入也比那些没有遭受过欺

凌的人低。而且，不在校、不在职也不在接受培训的年轻人得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

犯罪的可能性更是别人的五倍。

•	一项 UNESCO 的证据回顾 80 发现，在泰国，31% 遭受过恐同嘲讽或欺凌的学生在过去的一个月

中曾缺勤。在阿根廷，45% 的跨性别学生辍学，而据澳大利亚、智利、丹麦、萨尔瓦多、意大

利和波兰的数据，跨性别学生比异性恋同龄人的成绩更差。

•	2012 年联合国秘书长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特别代表的报告 81 指出，“不论是对欺凌的施暴者还是

受害者，暴力和恐吓的循环导致……学习成绩不良。”报告的另一个总结是“……在暴力环境

中学习的儿童比其他儿童的成绩更差，而且被欺凌儿童的学习成绩往往会出现明显下滑，不愿

意参加学校活动。此外，他们将自己与其他孩子隔离之后，其休闲、玩耍和娱乐的权利都可能

无法实现，并且会丧失对课外活动和个人爱好的兴趣。”

•	2006 年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世界报告指出，校园言语虐待、欺凌和性暴力往往会成为学生

缺乏动力、缺勤和辍学的原因。此外，体罚在一些国家也是造成辍学的原因。比如，一项在尼

泊尔的研究发现，14% 的辍学与体罚及对教师的恐惧有关。

•	暴力成为女性接受教育的障碍，这包括性胁迫和骚扰、意外怀孕造成辍学、上下学路上的风险、

以及家长因出于对校园和周边暴力的惧怕而决定让女儿留在家里。
82 一份 UNICEF 的报告 83 引用

了一项埃塞俄比亚针对小学生的全国代表性调查。调查发现，校园暴力降低了女生的课堂参与

度和学习成绩，并提高了辍学率。此外，一些国家的政策规定将怀孕女生开除或禁止其入学。

而那些能够留在学校或生完孩子后再回到学校的女生则可能面临来自同学和老师的欺凌与言语

虐待。
84 

“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都可能促使一个孩子辍学或被忧心忡忡的家长留在家里。其结果是减少了

他们未来通过工作摆脱贫困的机会，带来消极影响。”
85 

2.3.2 校园暴力与欺凌伤害儿童与青少年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健康

物理（包括身体）暴力会造成非致命或致命的伤害或者其他物理性损伤。性暴力则会提高艾滋病、

性传染感染和意外怀孕的风险，除此之外，从小接触暴力与欺凌会对未来长远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遭受欺凌的儿童和青少年比起那些没有这类经历的同龄人更容易出现人际关系困难、抑郁、孤独

与焦虑、低自尊、出现自杀想法、甚至自杀。校园暴力与欺凌也会影响施暴者和旁观者的心理和

情绪健康。

79. Ellery, F et al. (2010). Prevention Pays: the economic benefts of ending violence in schools. Plan international: UK, 10.
80.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s to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81.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ractice.
82. 参见 Offic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Toward a World Free from Violence: Global Survey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15.
83.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84.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05/230510E.pdf
85.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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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Ellery, F., Kassam, N., & Bazan, C. (2010). Prevention Pays: The Economic Benef ts Of Ending Violence In Schools. Plan International: Uk, 10.

•	2016 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报告 86 强调了校园暴力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指出“许

多年轻人遭受非致命的伤害，有些是轻伤，包括割伤、淤青和骨折。其他创伤，比如枪伤、头

部创伤则更加严重并可能导致其终生残障。不是所有的伤害都是肉眼可见的。遭受校园暴力可

能导致一系列的不健康行为和后果，包括酒精和毒

品滥用以及自杀。暴力也可能造成抑郁、焦虑及许

多其他心理问题，包括恐惧。”

•	最近的一份联合国报告 87 指出，“被欺凌儿童的身

体和心理健康都存在风险，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抑郁

症的一些症状，产生饮食困难、睡眠困难或开始抱

怨身体不适比如头痛或腹痛。”遭受欺凌的学生比

其他人更可能出现抑郁、孤独、焦虑或缺乏自尊等

情况。
88  89 

•	UNESCO 最近的一份证据回顾 90 中引用了一系列的

研究来说明，遭受恐同欺凌的儿童和年轻人出现焦

虑、抑郁、恐惧、高压感、低自尊、孤独、自残和

自杀想法的风险比其他人更高。

•	2006 年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世界报告包含了

一项针对 28 个欧洲国家有关欺凌对健康的影响的

研究。该研究发现，不仅欺凌对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被欺凌的频率越高，

受害者的症状就越明显。对 30 个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欺凌的受害者和施暴

86. CDC (2016). Understanding school violence. http://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school_violence_fact_sheet-a.pdf
87. United Nations (2016).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88.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ractice.
89. http://www.hbsc.org/publications/factsheets/Bullying-and-f ghting-english.pdf (retrieved 24 June 2015).
90.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s to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or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校园暴力与欺凌影响精神与情感健康 

遭受校园欺凌的16岁英国学生发生以下情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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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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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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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对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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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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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2006 UN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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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报告“很健康”的学生比例为 27%，低于其他学生 36% 的平均值，而他们选择“对生活满意”

的比例为 29%，低于其他学生的 40% 的平均值。

•	幼年接触的暴力会影响儿童与青少年大脑的发育、伤害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以及影响其内分泌、

血液循环、肌肉骨骼、生殖、呼吸和免疫系统，产生终生的影响。
 91

•	2011 年一份关于欺凌对施暴者影响的纵向研究的元分析 92 指出，欺凌他人的施暴者自身的精神

与心理健康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在未来生活中产生抑郁的风险增高。同时具有施暴者 / 受害者

双重身份的人，与单一角色的欺凌受害者或施暴者相比，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他们展现的功能

性水平最低，还包括抑郁和其他健康问题。
93 

•	其他研究还指出，目睹欺凌行为的旁观者的情绪健康也会受到有害影响。
94 

2.3.3 校园暴力与欺凌造成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损失

•	2006 年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报告显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遭受体罚的儿童，长大后都

可能变得被动且过分小心，或自己变得带有攻击性。卷入校园欺凌可能预兆着未来出现反社会

或犯罪行为。被欺凌也会增加出现饮食障碍、社交与人际关系困难的风险。
95 

•	其他研究也向我们展现了校园欺凌带来的长远危害。例如，一项研究在 1958 年英格兰、苏格兰

和威尔士一周内出生的所有新生儿中展开，收集了其中在 7 岁和 11 岁时遭受欺凌的 7,771 名儿

童的数据，研究发现，这些被欺凌过的孩子，当他们到 50 岁时，其获得学校毕业资质、与配偶

或伴侣同居、拥有充足福利支持的比例都比未受欺凌的人低。同时，他们在衡量认知智商水平

的单词记忆测试中得分也更低（即便考虑到他们童年的智力水平，结果也是如此），而且他们

出现不健康状况的比例也更高。欺凌产生的效果在将近四十年之后依旧清晰可见，它带来的健康、

社交和经济损失持续到成年生活中。对于儿童，“人们往往忽视同龄人的重要性。被同龄人孤

立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96 

•	暴力侵犯儿童和青少年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
97 仅仅是巴西的年轻人暴力就被估算为将

近每年 190 亿美元的损失，其中 9.43 亿美元与校园暴力有关。而美国因为校园暴力而受到的经

济损失则估算为每年 79 亿美元。
98 

•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所支持开展的一项分析显示，单是校园性别暴力问题就相当于损失一

整个年级的小学教育，对于中低等收入国家而言，这约等于每年 170 亿美元左右的经济损失。
99 

•	在东亚与太平洋区域，据估计，仅是虐童问题所产生的一些健康后果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相当

于该地区年度 GDP 的 1.4%-2.5%。

•	在阿根廷，因为过早辍学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利益损失占 GDP 总数的 11.4%，在埃及，儿童辍学

造成将近 7% 的潜在收入流失。

•	一项研究显示，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因无法促使女生与男生达到相同的教育标

准而每年各自损失 9.74 亿美元、3.01 亿美元和 16.62 亿美元。校园暴力是造成女性在教育中占比

不足的关键原因之一。
100 

91. WHO (2016). Inspire. Seven strategies for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92. Ttof, M. M., Farrington, D. P., Losel, F., & Loeber, R. (2011). Do the victims of school bullies tend to become depressed later in lif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Journal of Aggression, Con�ict and Peace Research, 3(2), 63-73.
93. Veenstra, R. et al. (2005)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A comparison of bullies, victims, bully/victims, and uninvolved 

pre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1, pp. 672-682.
94. See UNESCO, “Stopp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uide for teachers”, Paris, 2011.
95. UNICEF (2014). Hidden in plain sigh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96.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health/children/10772302/Bullying-at-school-a�ects-health-40-years-later.html.
97. WHO (2016). Inspire. Seven strategies for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98.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ractice.
99. RTI International. (2015). What is the cost of school-rel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USAID
100. Plan (2008). Paying the Price, cited in Antonowicz, Laetitia, Too Often in Silence. A report on school-based violence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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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对

 
教育部门需采取全面措施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 

支持性法律体系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让

儿童和年轻人共同参与 

有效的政策、领导力

和整体意识的提升 

有效的举报机制 

和支持服务 

有效数据与严格 

的监测与评估 

对教职员工、儿童与

年轻人的能力建设 

3. 应对

3.1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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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有责任与其他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合作，保护儿童和年轻人免受暴力，并向所有学生提供

安全、包容的学习环境。学校也是改变针对暴力的态度与学习非暴力行为的重要场所；学习环境

与教育内容的双管齐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人权和性别平等的观念，建立尊重与团结的价值观，掌

握沟通、协商、和平解决问题所需的技能。此外，无暴力校园也能促进更广泛的无暴力社区环境

的建设。

本章节阐述教育部门全面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关键要素，并突出多个国家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

与欺凌的措施与行动范例。事实证明，有效的应对措施需要教育部门采取全面的应对方针（并在

学校层面采取全校参与方针）
101
，而且需要预防和应对的双重干预措施才能取得成效 102

。这样的

方针不仅可以减少暴力与欺凌，也能减少旷课、提高学习成绩和增强儿童社交技能和福祉。教育

部门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采取的有效、全面的行动方针，需要涵盖以下所有元素：

•	领导力 包括：制定和执行国家法律与政策以保护儿童与青少年免受校园暴力与欺凌；分配足够

的资源来挑战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

•	校园环境 包括：建立安全与包容的学习环境；强有力的学校管理；制定并执行学校规章与行为

规范，确保能够对违反这些规定的职员追究责任。

•	能力 包括：培训并支持教职员工，保障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用课程方式来预防并应对校

园暴力与欺凌；提高儿童与青少年的能力；提高儿童与青少年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技能水平来

预防暴力。

•	合作伙伴关系 包括：提高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负面影响的认识；与其他国家及地方部门合作；

与教师和教师工会合作；与家庭和社区合作；欢迎儿童与青少年积极参与。

•	服务与支持 包括：提供可及的、对儿童敏感的、保密的举报机制；提供可及的辅导与支持；提

供连接健康或其他服务的转介。

•	实证 包括：落实全面的数据采集；严格的监测、评估以跟踪项目进展与影响；开展研究从而为

项目和干预设计提供依据。

下面展现给大家的是不同国家对应上述要素，有效并全面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行动范例。

 ■ 3.1 领导力

保护性的国家立法是全面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关键之一。法律环境的支持也应包括通过立法来

禁止体罚。法律能够向社会传达明确的信息，这也是构建尊重儿童权利的文化氛围的基础。确保

那些保护儿童与青少年免受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将法律变成可执行的政策是

十分关键的。缺少保护儿童与青少年免受暴力的立法与政策，或对已有法律和政策的执法不力是

当前的核心挑战之一。

101. 全校参与方针指的是在学校层面以及地方社区与政府层面动员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行动中，行动包括一系列不同的活动，但目标都是
把校园变得更安全，更对儿童敏感也更适合儿童学习。

102. 案例参考 WHO (2016). Inspire. Seven strategies for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 package of evidence based strategies to prevent and respond to 
violence in childhood, including in schools.

3.1 领导力

3.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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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已就解决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而进行了专门立法。

•	2004 年，韩国针对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而设立了反校园暴力与欺凌法 103
，该法令颁布后已经通

过后续修订来确保其持续的适用性。法案的目的是“保护学生的人权，并通过保护学生受害者

以及指导和教育施暴学生，培养他们成为健康的社会一员。”法律要求制定一项总体规划，其

中包含研究与教育、支持与康复、政府部门与教育机构间的合作、以及安排咨询辅导人员入校。

•	在菲律宾，反欺凌法案为在国家层面开展提高大众意识的计划以及制定学校规章提供了框架。法

案要求所有的小学和中学制定规章以解决欺凌问题、建立相关机制和举报条件、并且列出违规行

为所对应的制裁。
104 

•	在澳大利亚，2003 年建立的国家校园安全框架（NSSF）促进国家层面采取行动抗击校园欺凌与

暴力；NSSF 被纳入 2004 年学校协助法案。
105 

•	在芬兰，基础教育法第 29 节声明，每一个学生都有在安全校园环境中学习的权利。
106 根据这节

法律要求，教育主管部门要负责确保学生在校免受暴力和欺凌。

•	相似的，在瑞典，2009 年的歧视法案和 2010 年的教育法案都禁止校园内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欺凌。

根据教育法，学校有义务调查并上报所有的欺凌事件，并且要制定年度计划以预防和解决该问题。

法案也禁止校方报复欺凌事件举报者，且在校方不按照规定处理欺凌事件的情况下，赋予当事

人向校方索取损害赔偿的权利。
107 

•	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省就校园欺凌问题有正式的立法。
108 安大略省的法律涉及到所有欺

凌事件并规定了国家部委和学校工作人员（包括教师与校董事会）的权利与职责。
109 但是，这

项法律只在公立学校有效。
110 魁北克省的立法将欺凌定义为“任何（包括通过社交媒体）意在

造成创伤、伤害、压制、恐吓或排斥的直接或间接行为、评论、行动或姿势。”
111 根据该法案，

校董事会、公立及私立学校以及教育部有责任确保健康安全的学习环境。

•	在智利，2011 年在教育法中通过了一条有关校园暴力的第 20.536 条。
112

•	在墨西哥，2014 年的保护儿童与青少年权利法要求权力机构制定侦测、预防和消除欺凌的策略。
113 根据该法，公务员与学校员工应通过培训从而能够管理欺凌问题，同时也要建立相应机制，

为在学校受到骚扰或暴力的儿童提供照顾、辅导和保护。

•	在秘鲁，2011 年通过的一部法律，要求用预防、识别、应对和消除校园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机制

来确保安全的校园环境。
114 教育部、校董事会、教职职员与家长都要负起责任，每一个学校必

须指派一个心理学专家负责预防和应对欺凌。政府巡查员办公室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

在许多国家，虽然没有针对校园欺凌问题的专门立法来，但该问题却已包含在更广泛的反歧视、

维护人权和平等权利的法律中。

103. www.law.go.kr
104. UN. (2016). UNGA A/71/213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p. 12 & 17.
105. https://www.education.gov.au/state-and-territory-anti-bullying-policies
106. Jimerson, S. R. et al. (2009). (Eds.). Handbook of School Bully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446.
107.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Summary report. p. 41.; UN. (2016). UNGA A/71/213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p.17.
108. http://www.slaw.ca/2012/02/16/new-anti-bullying-laws-across-canada/
109. http://www.ontla.on.ca/web/bills/bills_detail.do?locale=en&BillID=2549&detailPage=bills_detail_the_bill&Intranet=
110. http://www.prevnet.ca/resources/policy-and-legislation/ontario/for-educators
111. http://www.prevnet.ca/resources/policy-and-legislation/quebec/for-educators
112. Plan International & UNICEF. Toolkit and Analysis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ies to Protec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all Forms of Violence in 

Schools. p.58
113. UN. (2016). UNGA A/71/213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16
114. UN. (2016). UNGA A/71/213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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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ntla.on.ca/web/bills/bills_detail.do?locale=en&BillID=2549&detailPage=bills_detail_the_bill&Intranet=
http://www.prevnet.ca/resources/policy-and-legislation/ontario/for-educators
http://www.prevnet.ca/resources/policy-and-legislation/quebec/for-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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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2006 年的教育与检察法、2010 年的独立学校标准规章、2010 年的平等法、1989 年的

儿童法、1997 年的骚扰法、1988 年的恶意沟通法、2003 年的沟通法以及 1986 年的公共秩序法

中都涉及欺凌问题。
115 在这些法律规定下，学校有责任落实有效的反欺凌策略并保护学生免遭

欺凌。

•	在爱尔兰，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欺凌的权利通过平等地位法、1998-2008 就业平等法、2005 年的工作

场所安全、健康与福利法、2000 年的教育（福利）法和 1998 年的教育法得以保障。
116 

•	在新加坡，免受骚扰法涉及欺凌问题，“本法旨在保护个人免受骚扰和非法跟踪，设立相关罪行，

并向因相关虚假陈述引起的案件提供民事赔偿。”
117 

•	在美国，虽然在联邦层面没有反欺凌法案，但其他的一些法案，比如改善美国学校法和安全无毒

品校园与社区法 118 提供了有关框架。欺凌与歧视性骚扰有重合的部分，而这部分在联邦公民权利

法案中有涉及，由教育部和司法部共同执行。各州也在州层面立法，这些法律和州立教育法一起

预防校园暴力并保护儿童。
119 

一些国家也专门针对网络欺凌进行了立法或将网络欺凌纳入整体的反欺凌法律中。

•	在菲律宾，反欺凌法案中特别提及了网络欺凌。
120 

•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 2011 年通过了一条法令，针对通过手机或其他互联网服务在社交媒体

网站上进行的欺凌行为；该法令授权学校可以对那些参与网络欺凌的学生施以停学处分。
121 

•	在澳大利亚，2015 年加强儿童网络安全法是针对网络欺凌问题的专门立法。该法律设立了儿童

网络安全委员职务以引领一系列的相关行动 122
，包括建立一个投诉系统并致力于将有害内容从

社交媒体中移除。
123 

•	新西兰在 2015 年通过了有害数字化传播法，其目标为阻止和预防有害的传播，降低它对受害者

的影响，并且建立一个快速解决投诉的系统并移除有害的网络内容。该法提供了一系列地区法

院可以下令实行的补救措施，包括：移除内容；公开改正或道歉；给予申诉人行使答辩权；或

公开匿名信息来源方的身份。

禁止校园体罚的立法

观察性研究指出禁止校园体罚的法律能减少对儿童暴力惩罚的发生，也能改变人们的态度。比

如，一次系统性的回顾显示，24 个国家中，限制体罚的立法与使用和支持用暴力方式管教孩子现

象的减少有着紧密联系。
124 联合国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全球各区域（尤其是在

欧洲）都有明显逐步脱离校园体罚的趋势。终止所有形式针对儿童的体罚全球行动组织（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在监测这方面的全球进展。
125 越来越多的

国家开始通过立法禁止校园体罚，但有些国家的立法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尚无

此类立法。

115.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the U.K.). (2014). Preventing and tackling bullying. pp.4-5
116. http://www.education.ie/en/Parents/Information/Complaints-Bullying-Child-Protection-Discrimination/Complaints-about-schools.html;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Ireland). (2013). Action Plan On Bullying. pp.52-56.
117. The Law Revision Commission (Singapore). (2015). The Statute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Chapter 256a)
118. Park, J. H. & Cheong, J. Y. (2012).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egislative system and policy for school violence prevention between Korea and U.S. The 

Journal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25(4), 105-124
119. https://www.stopbullying.gov/laws/index.html
120. UNESCO. (2016). Out in the open. p. 75.
121. Office of the SRSG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p.32
122. https://www.education.gov.au/cybersafety-schools
123. UN. (2016). UNGA A/71/213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 16.
124. WHO (2016). Inspire. Seven strategies for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125. www.endcorporalpunish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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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dcorporalpunish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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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落实预防及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国家政策也是有效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暴力

侵犯儿童问题世界报告指出：“制定针对校园暴力的政策时要认识到学校首先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而且能够在平衡权力与消除权力滥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	美国教育部推行了一系列打击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政策，包括：要求公立小学和中学汇报相关事

件；协助制定欺凌的标准定义；举办欺凌预防峰会；开发针对校车司机和班主任的培训模块；

制定校园犯罪与安全指标；支持反欺凌网站 Stopbullying.gov；举办针对网络欺凌的在线研讨会；

率领美籍亚裔及太平洋岛国裔预防欺凌工作组探索这些学生遇到的独特问题。
126 

•	同样在美国，州教育部向各校区提供政策模板协助它们制定自己的规章。比如，俄亥俄州教育

部提供了反骚扰、反恐吓及反欺凌的政策模板 127
，禁止教室内、校园内、上下学路上、校车上

或在任何学校支持的活动中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

•	在日本，东京都政府正在落实一个预防欺凌的项目，该项目与非营利组织东京学艺大学儿童未

来研究所合作，涵盖四个主题内容：创造一个从不忽视欺凌的环境；理解彼此的不同；建设有

益的人际关系；通过控制自身情绪来阻止欺凌。
128 

•	在智利，和平共处校园行动 Convivencia escolar 在 2010 年启动，该行动是为了应对校园欺凌的

增多而在所有教育机构中提倡和谐。和平共处学校政策于 2011 年最终确立。
129 

•	在丹麦的国家立法规定下，学校必须制定反欺凌策略从而保障教育环境对儿童的福祉有益，并

促进儿童获得最高质量的成长和学习。

•	南非的基础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的政

策和指南，包括在教师行为指南中明

确规定与学生的性关系属违法行为，

不仅将对违法教师追究法律责任，而

且要求其他教师必须将同事的违法行

为上报教育主管机构，如果涉事儿童

未满 16 周岁，则另需报警。

•	在印度，2005 年的国家儿童行动计划

把禁止和消除校园体罚认定为优先事

项。
130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政策的落实和实际影响都面临极大的挑战。原因包括：过度关注暴力行为本身

而非产生暴力的根本原因，缺乏对负责落实政策的地方行动主体的支持，保障问责的程序不足（例如，

当教师对儿童施暴时），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以及认为体罚是可以接受的社会观念。
131 

 ■ 3.2 校园环境

校董事会和校长强有力的学校管理，学校针对暴力与欺凌的学校规章及教师和学生的相关行为准

则 132
，是创造安全、有保障和包容的学习环境与友好校园的基础。

126. http://www.ed.gov/news/press-releases/new-data-show-decline-school-based-bullying
127.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 Anti-Harassment, Anti-intimidation or Anti-Bullying Model Policy
128. http://www.childresearch.net/papers/school/2016_01.html
129. http://2010-2014.gob.cl/english/convivencia-escolar-peaceful-coexistence-in-schools-campaign/)
130. See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3/232399e.pdf
131. See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3/232399e.pdf
132. 行为规范是一系列就什么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动作和行为标准的指导条例。行为规范通常由国家层面制定，并对所有教师和其他员工具

有约束力，但同时也可以扩用到学生和家长中。.

2005 年，印度将禁止校园体罚认定为优先事项。照片来自与于印度 Raxaul, 
Bihar。Travel Stock/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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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10-2014.gob.cl/english/convivencia-escolar-peaceful-coexistence-in-schools-campaign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3/232399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3/23239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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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主管机构和管理层有责任关照并向全校人员传递清晰的信息：暴力和欺凌是不可接受的。研

究显示，安全的校园往往伴随强有力的管理和高效的学校领导人。
133 一项在博兹瓦纳和加纳展开

的校园研究发现：安全、优秀的学校最普遍的共同特点是强有力的管理和领导 134
。同样，挪威的

一项调查发现良好的教室管理技巧与同学间暴力行为的减少有直接关联。相反，研究也发现缺少

校长或教职工的有力干涉和学生间暴力行为的频发有着直接关联。学生和教职员工对学校的信心

至关重要，他们须相信有过错就会有制裁。因此，学校管理层必须确保学校不仅要有规章和行为

准则，还要将其执行到位。

学校规章应当明确教职员工在预防和应对暴力与欺凌方面的职责及需要采取的行动。教师的行为

准则必须明确提到暴力与虐待的问题，确保处罚措施明晰并符合儿童权利及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比如在肯尼亚，如果一个教师违反了职业行为准则，可触发有一系列针对教师的惩处措施，包括

停职与禁止继续从事教师职业；新的教师服务委员会规章规定，教师若对学生有性侵犯行为，其

教师资格将被取消。
135 理想状态下，行为规范、学校规章和程序对解决暴力与欺凌的措施，应融

合到课堂教学中。

对所有学生和教师都友好的学校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包容的文化，表现在：注重包容价值观并

且鼓励参与的领导风格；教职工高度合作并乐于共同解决问题；与学生、家长和社会拥有相似的

价值观。研究显示，要培养一个包容的文化氛围，学校领导需要做到：赋予多元化以全新的意义；

倡导校内的包容行为；增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不仅可以更容易识别

暴力与虐待，也能更加安心地向一个值得信任的教师或其他成年人举报自己经历或目击到的校园

暴力与欺凌事件。
136 

学校职员还要对昏暗角落、光照不良的区域、无人监督的楼梯以及厕所保持警戒，儿童可能在这些

区域被欺凌或遭受其他形式的暴力。根据多项研究成果（比如 USAID 安全学校项目），厕所是性暴

力的高风险区域；提供独立、可上锁的厕所会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儿童在课前、课间和课后使用

操场时也需要成年人的监督。
137 

 ■ 3.3 能力

校长、教师和其他学校职员需要培训和支持来增加他们对校园暴力和欺凌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的

理解，这样可以帮助他们预防、识别和应对学生中发生的此类事件，也使他们能够使用正面的、

非暴力的教室管理技巧与非暴力的管教方式。
138 

其他针对校园暴力与欺凌根本原因的策略包括倡导女生和被边缘化的学生担任领导职位，让男女

生平等承担杂务，在缺少女教师的学校雇佣更多受过培训的女教师，以及获取社区支持帮助女生

以及其他面临辍学风险的学生。

•	在挪威 2002 年的反欺凌宣言下，中央政府支持了两个相关项目。其中一个是 “零”项目，由斯

塔万格大学制定，已经在 400 多个挪威学校中推广。“零”项目指导学校教职员工如何辨认欺凌、

解决欺凌、预防欺凌并将反欺凌的努力融合到整体的校园工作中。“零”项目组织学生积极合作，

共同努力建设无欺凌的环境，并组织家长作为支持者参与到这一过程中。

133. UNICEF (2006).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134. Dunne M 92007).gender, sexuality and schooling: Everyday life in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Botswana and Gha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7.
135. 参见 http://www.uis.unesco.org/Library/Documents/gmr-2013-14-teaching-and-learning-education-for-all-2014-en.pdf
136. UNESCO-IBE. (2015).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ee www.ibe.unesco.org
137. See UNESCO, “Stopp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uide for Teachers”, Paris, 2011
138. 正面管教注重强化正面的行为而非惩罚负面的行为。教师通过对正面行为表达关注、与学生就正面的规章与期盼达成共识，而对负

面行为的制裁则重在帮助学生和青少年学习。参考 Rogers, B. (2009). Classroom behaviour: A practical guide to e�ective teaching, behaviour 
management and colleague support. London.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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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的 KiVa 项目重视对教师和整体学校氛围的投入，强调聆听学生需求的重要性并保障他们具

有话语权。该项目建议要强制教师参加职前培训，并针对所有教职员工开展培训，帮助他们为

采取行动预防和阻止校园欺凌做好准备。
139 

•	UNICEF 报告了一系列各国支持教师的行动。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教师制定了专门的关

于如何识别、举报并将转介暴力事件的程序。在约旦，超过 4000 名教师和辅导员接受了课堂管

理和正面管教技能的培训。在阿根廷和智利，重心放在了教师培训、学生研讨会和家长指导、

以及对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医疗看护上，从而预防未来事件的发生。在黎巴嫩，重心放在有关网

络安全和网络欺凌预防与举报的教师培训上。

•	在南非，2015 年国家校园安全框架包含了用以预防和管理线下与网络欺凌、恐同欺凌和性别暴

力的资源。落实措施包括制定培训手册和网络安全指南、推动国家反欺凌和行为改变行动、任

命辅导人员提供校内社会心理支持，任命学校巡逻员来确保校内和周边的安全、以及采取措施

确保早期判断欺凌者身份、采取纠正方式以及向受害者提供支持等。

•	有关全纳（包容）教室管理方法的资源可以从欧洲理事会、UNESCO、救助儿童会等组织获取。

其中一项资源，由救助儿童会在瑞典、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分会所提供，题为“正面管教：

是什么？怎么做？”（Positive Discipline: What it is and how to do it）140 该出版物确立了七个正面

管教的关键特征：正面管教是非暴力的，并尊重儿童作为学习者的身份；识别长期解决方案，

注重儿童本身的自律；充分就家长的期盼、规矩和界限等进行沟通；搭建家长与儿童间相互尊

重的关系；教会儿童终身受益的技能；提高儿童的能力与自信以应对各种挑战；教导礼节、非

暴力、同理心、人权、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

•	在法国，自 2010 年以来，所有的新教师都必须接受暴力管理技能的培训。同时也向教师提供相

关资源，包括制作用于强化培训效果的 DVD 和网站，以及培训家长暴力管理技能的工具包。

通过在校园中与社会上倡导为他人着想、尊重人权、和平与非暴力的文化价值观，教育在预防暴

力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学校课程与教学法可以教授并强化非暴力原则，倡导积极的态度、行

为和人际关系，并帮助儿童与青少年学习相互尊重、当面或网络沟通、协商并使用非暴力手段解

决问题的技能。理想的情况是，学校应当在低年级就开始通过课程来挑战暴力与欺凌问题。教育

和学校环境有有助于增强保护性因素，比如自尊、乐观、抱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寻求成年人

辅导的能力，这些都能降低受害风险。

使用相关课程能鼓励学生和青少年质疑、探讨并挑战暴力与欺凌，并保障他们能够识别暴力与虐

待行为。在一些地区，学校采用特定的课程来针对这一问题；而在其他地区，有关暴力和性别不

平等的问题则通过融入其他课程来解决。课程切入点包括公民教育、生活技能教育和全面的性教

育等。生活技能教育通过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交与情绪管理技能，从而预防欺凌与其他暴力、

为自己发声、有建设性地干预、通过交流而非打斗来解决问题、并善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因

此，生活技能教育在儿童与青少年的教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些项目，比如拉丁美洲的

Promundo 和 Reprosalud，将重心放在动员男童参与减少身体与性暴力的行动；其他项目则更注重

落实和平教育与冲突解决教育（比如难民营学校）。

教师培训应立足于帮助教师掌握用课程方式教导学生，以提高儿童与青少年预防和应对学校暴力

与欺凌所需的相关知识、态度和技能。为此，保障充足的课程资源、教材和其他学习资料是必须的，

这些资源必须是提倡安全、健康与非暴力的人际关系，并且不会强化无益的社会与性别规范。

139. http://www.kivaprogam.net.
140. Durrant, J. Positive Discipline: What it is and how to do it, Save the Children Sweden South East Asia and the Pac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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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项目”（the Second Step programme）
被用于超过 32,000 个美国学校，覆盖了八百多

万学生。该项目教授学生有关沟通、应对和决

策等生活技能，帮助年轻人对抗同伴压力、药

物（毒品）滥用以及现实与网络欺凌问题。该

项目在伊利诺伊和堪萨斯州的 36 所中学 3600

名 11-13 岁的学生中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整群随

机临床试验。该研究发现，在项目结束时，在

实施了该项目的伊利诺伊州的学校中，自我报

告遭到恐同性质的恶意起外号的学生比控制组

少 56%，自我报告遭遇性暴力的学生也比控制

组少 39%。
141 

•	2014 年的一份关于预防暴力的报告 142 指出，

一些国家有关于帮助儿童管理怒气、通过非暴

力方式解决冲突、学习社交问题解决技能的相

关项目。将近一半的国家已经推行了特别针对

预防欺凌的项目，而现有的实证表明这样的相

关项目，包括通过同伴干预来教导积极倾听技能、同理心和同伴支持的行动，有助于减少欺凌

的整体发生率。

•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学校正在实施 SAVE 项目，该项目从政策、课程和人际关系三个层面解决

欺凌问题。在人际关系层面，该项目重点帮助那些面对欺凌或人际间暴力等社交问题的学生。
143 

•	针对在学校开展的生活技能与社会情感技能培训项目的研究进行的分析 144 显示，在全体学生中

开展这类项目，能将斗殴、击打、欺凌和言语冲突降低 25%，而针对经过挑选的高风险学生开展，

则能降低 33%。美国的社区预防服务行动组（The Task Force on Community Preventive Services）
发现在学校开展的全面生活技能教育项目能在所有年龄组的学生中减少 15% 的暴力。一项整群

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经过三年时间，参与过类似项目学生中的暴力行为减少了 36%，而欺凌行

为则减少了 41%。

重视旁观者也是解决欺凌问题的一种思路，包括学习适当且安全的旁观者技能，并加以练习，比

如如何识别事件、为事件发声或寻求其他人参与以应对暴力。多数基于学校的旁观者干预项目都

将改变个人与同伴的态度与行为作为重点。

•	共创成长路项目（Project PATHS）是香港的一个初中生培养项目，其重点锁定在帮助学生学习必

要的生活技能，从而在看到欺凌时能积极主动地应对，起到帮助作用。项目包括提高对待欺凌

的总体认知、提供让学生自我反省的空间、以及练习新行为方式的机会。该项目首先让学生学

习欺凌对自身和他人带来的危害，以及在遭受欺凌时如何保护自己的相关技能。他们还要学习

旁观者能够扮演的角色，并且学习相应技能，在面对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时，做一个负责任的

旁观者。
145 

141. Espelage, D. et al. (2012).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subsequent sexual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Vol 50, No 1 pp 60-65.

142. WHO, UNODC, UNDP,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Violence Prevention, Geneva, 2014, table 5.
143. OECD. (2004). Taking Fear Out of Schools: A Report of an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on School Bullying and Violence. 5p.
144.  WHO (2016). Inspire. Seven strategies for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145. Tsang, S. et al. (2011). Bystander position taking in school bullying; The role of positive identity, self-efc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Scientifc World 

Journal Vol 11 pp 2,278-86.

美国“第二步” 项目 

实验组学校 

控制组学校 

恐同恶意起外号 性暴力 

数 据 来 源 于 Espelage, D. et al. (2012).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subsequent sexual violence perpetr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Vol 50, No 1 pp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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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UNICEF U报告/SRSG-VAC民意调查： 

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和应对欺凌？ 

政府采取行动 

提高意识 

提倡在课堂上 

讨论相关问题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秘书长针对儿童暴力特别代表（2016）,
《结束折磨：解决从校园到网络世界的欺凌》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6). Ending the torment: Tackling bullying from the 
schoolyard to cyberspace.

确保学生和年轻人学习在网上保护自己和个人隐私也同样重要，并且要加强他们的能力、学习应

对网络欺凌的手段，比如阻断联系、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在网上寻求安全帮助、阻拦垃圾信息、

改变隐私等级设定及选择性地上网等。
146 

 ■ 3.4 合作伙伴

提高意识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联盟以共同解决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第一步。许多成年人并不了解

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儿童与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教师和家长往往看不到或

忽视校园暴力与欺凌，尤其是网络欺凌问题。在一些背景环境下，成年人认为暴力（包括体罚、

斗殴和欺凌）是对孩子的正常管教或者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而认识不到暴力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提高儿童与青少年自身对校园暴力与欺凌及其风险与后果的认识也很重要。比如，他们往往知道

在网上接触陌生人可能会面临的风险，但却意识不到同伴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

•	2016 年 UNICEF 的 U 报告 / 联合国秘书长儿童暴力问

题特别代表（SRSG-VAC）民意调查覆盖了 18 个国家

的 10 万年轻人，参与者有机会就需要采取何种措施

预防和应对暴力发表自己的看法。超过 80% 的人认

为要终止校园欺凌就需要政府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

识，另有 30% 的人认为应该提倡在课堂上讨论这个

话题。

•	加拿大有多个旨在提高欺凌问题意识的行动，其中

包括“关注儿童广而告之“（Concerned Children's 

Advertisers），是一个持续多年的以欺凌为主题的公

共服务广告制作项目，
147 以及国家粉色衬衫日行动，

148 将这一天定为在校园和社区内提高对欺凌问题认

识的主题日。

•	2013 年，UNICEF 启动了其 # 终止暴力行动（#Endviolence Initiative）来提高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

可视度，其中涵盖欺凌与网络欺凌问题。该行动将全球传播、UNICEF 的国别行动、国家政府和

公民社会合作伙伴等结合在一起。在一些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

瓦努阿图和南非，这一项目帮助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到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普遍性和恶劣影响上，

进而促使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采取行动，并识别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和开展研究的关键

领域。

•	2012 年起，停止暴力：不要保持沉默行动（Basta de Bullying: No te quedes callado）由拉丁美洲

卡通网络 149
（Cartoon Network Latin America）赞助，与国际计划计划和世界宣明会合作，在该区

域高调展开，覆盖了六千万家庭。除此之外，该行动还组织工作坊，培养学生、教育者和家长

在应对欺凌、歧视、性别与权力关系等这些容易导致暴力行为的潜在因素等问题的能力。

•	在墨西哥，国家反欺凌行动将注意力集中于在地方层面提高意识、向家长提供信息、支持并

帮助他们识别并解决因为网络欺凌而造成的儿童行为变化。在 2014 年，公立教育部启动了

社会运动：无暴力的共同生活行动（Campana Social: Convivencia sin violencia），将国家的

注意力集中到校园欺凌问题上，提倡和平的社交互动。该行动包括名为 Proyecto a favor de la 
convivencia escolar 的反欺凌计划，该计划通过向教育相关团体（包括家长、学生和公民社会

146. 参考 Offic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4). Releasing children's potential and minimizing risks: 
ICTs, the Internet a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147.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pblctns/bllng-prvntn-schls/index-eng.aspx
148. http://news.gc.ca/web/article-en.do?nid=1035729
149. http://bastadebullying.com and http://www.chegadebullying.c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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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提供信息和资源，告诉他们如何改善校园环

境，并且推荐关于如何在校内和校外支持和引导儿

童与年轻人的举措。
150 

•	 在美国，一些行动，比如站好立场：立刻停止欺

凌（Take A Stand: Stop Bullying Now） 151 以及国家欺凌

预防意识月的设立旨在提高公众的意识。
152 并且有十

分全面的网站提供关于欺凌和网络欺凌性质、遭受欺

凌的高风险人群、如何预防和解决欺凌等信息。其中

包括提供给家长和孩子们的建议以及信息，指导他们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何举报网络欺凌。
153 

•	在菲律宾，反欺凌法为提高全国意识和能力培养行动提供了框架，其中包括为家长和家庭

组织信息会，以及为专业人群和社群领袖举办研讨会。

•	在法国，学生、家长和公众可以通过一个专门设立的网站获取信息 154
，其中包括国家反欺凌的

相关政策与项目。

•	在捷克共和国，有一个专门设立的中心向公众提供有关网络风险的信息，包括网络欺凌、网络

引诱、网络跟踪以及通过社交网络和其他有潜在风险的传播方式来分享个人信息。

•	在澳大利亚，对欺凌说不！（Bullying No Way）项目旨在通过一个向澳大利亚学校社区和公众开

放的教育网站来帮助预防和减少网络欺凌。这个网站提供在线课程和其他资源来支持学校的预

防工作，并向儿童、家长和老师提供有关网络安全的资源和信息。
155 

•	在新西兰，网络安全（Netsafe）提供有关网络欺凌的信息与资源，而无欺凌新西兰 (Bullying-free 

NZ) 则是由欺凌预防顾问组（由 17 个机构组成）开展的一项行动，旨在通过指导如何应对线下

欺凌和网络欺凌来提高公众意识并支持学校行动。
156 

政策制定者、教师、家长和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并塑造着社会与社区的规范与动态。而这些规

范与动态是促成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根本原因之一。改变这些规范与动态需要社会各界以及各部门

不同层级间协调一致的努力。

要全面地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必须让合作伙伴充分参与，并与教育部门以外的部委、公民社会

组织、教师与教师工会、媒体、家长、家庭和社会群体合作。与家长及社群的合作能够减少发生

在在上下学路上发生的欺凌现象，同时推动无暴力校园的建设。

•	自 2013 年以来，秘鲁教育部协调国家反校园暴力教育政策框架以及“Escuela Amiga”（友好学校）

政策，由多个部门共同执行。

•	挪威的反欺凌宣言确立了地方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这其中包括将反欺凌干预整合到学校工作

中。该宣言列举了预防欺凌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国家政府、地方及区域政府组织、教师工会、

教育联合会和全国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并且指出这些机构要共同努力以确保法律得以落实。

•	在日本，2013 年的促进欺凌预防措施法案要求学校建立由教职工和心理学、儿童福利和其他相

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小组来落实欺凌预防措施。
157 学校也有义务加强其能力来为儿童和年轻人

提供辅导，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150. See http://basica.sep.gob.mx/convivencia/index/html.
151. OECD. (2004). Taking Fear Out of Schools: A Report of an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on School Bullying and Violence. p.5
152. https://www.stopbullying.gov/blog/2016/10/4/october-is-national-bullying-prevention-awareness-month
153. http://www.stopbullying.gov.
154. “Agir contre le harcèlement à l'École” (http://www.education.gouv.fr/cid86060/agir-contre-le-harcelement-a-l-ecole.html).
155. https://bullyingnoway.gov.au/
156. https://www.bullyingfree.nz/who-are-we/
157. Plischewski, H. & Tveitereid, K. (2008). Policy overview of school bullying and violence among 8 members of the SBV network. pp.23-24

马来西亚吉隆坡 - 应该将儿童和青少年融入到应对校园暴力的
规划过程中。

udeyismail/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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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纳，欺凌被视为对学生在校安全的威胁。照片来自于 
Accra, Ghana.

Anton_Ivanov/Shutterstock.com

•	在荷兰，2015 的反欺凌法强调了学校领导及校园群体积极参与的重要性。根据该法案，学校有

责任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强化对策略落实的监督，以及在每所学校配备一个协调人，作为儿

童与家长的联系人。

•	在哥斯达黎加 158 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159
，“共存学校”项目（Convivencia Escolar）意在加强学校

环境下的和平和友好关系，基于相互尊重、社会融合、安全和团结，并动员学生、教师和家长

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该项目有助于早期发现并及时采取行动，应对紧张气氛和冲突，提倡通

过对话、调停和修复性方式来和平解决问题。

•	在加纳，欺凌被认定为损害校园中儿童安全的行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包括向教师提供指南

和辅导，为家庭与社区制作工具包，并提倡让儿童更多地参与。

•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沟

通带来改变”项目（Communication for Change）
的一部分，Katanga 省的一些项目学校建立了监督

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教师、家长、学生和学校

管理人员组成，其职责在于保障学校的行为规范

得以执行，并将暴力受害者转介至儿童保护警察、

医疗诊所或辅导人员、以及“指定教师”，他们

是从项目学校内部招募的教师，担当相关事件的

第一受理人。
160 

•	教育国际组织与教师工会合作应对校园暴力。2015

校园性别暴力决议通过之后，教育国际组织与联

合国女童教育倡议（UNGEI）合作加强七个非洲国家教师工会的能力，帮助他们通过行动学习的

方式来终止校园性别暴力。

•	乌干达发声组织（Raising Voices）制定了好学校工具包（The Good Schools Toolkit），现在已在

超过 600 所学校中使用，其目标是：建立学校的整体愿景；创造学习育人的环境；落实更先进

的学习方式；加强学校治理。项目实施包括教师、学生、教育官员和社会共同参与改变学校的

文化。
161 

•	在东非，行动援助（Action Aid）的停止暴力侵犯女童项目突出了与社群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

与既有的地方女性团体和儿童权利组织建立联盟关系的价值。这有助于确保获得社会群体的支

持，增强干预效果，并增强可持续性。这一项目发现这些关系对于讨论敏感话题（比如体罚）

至关重要。传统与宗教领袖的参与也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策略，可以让他们了解并支持提倡性别

平等与解决暴力问题。
162 

•	UNICEF 报告称在伊拉克出现了“行走的巴士”， 即由成年人护送儿童经由受批准的路线上学，

此举是为了保障女童能安全地上学和放学。至少有两名经过培训的成年人随行，分别作为“司机”

和“指挥”。这些成年人可以是家长、家庭成员或家长信得过的社区志愿者。有一些实证说明

这些“行走巴士”与女童就学率提高有直接关联。

•	在毛里塔尼亚，UNICEF 和促进妇女儿童权利的阿訇和乌立马联盟，以及其他阿訇网络，共同开

展了针对校园儿童体罚问题的意识提升工作。国家开展了一项研究来澄清伊斯兰教对于体罚的

158. 参见 http://www.mep.go.cr/sites/default/fles/recursos/archivo/convivir.pdf.
159. 参见 http://www.educando.edu.do/fles/5914/1200/1735/Normas_de_convivencia_16-0_-014.pdf.
160. C-Change (2013). C-Change fnal report. Washington DC. C-Change/FHI 360.
161. Raising Voices. http://raisingvoices.org/good-school/
162. Raising Voices. http://raisingvoices.org/good-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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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其结论是伊斯兰教法保护儿童的身体完整权，该研究为颁布禁止教育系统内的语言和身

体暴力的伊斯兰教令提供了基础。毛里塔尼亚各地组织了宣传会来提高意识并宣传这一伊斯兰

教令，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研讨会将信息散布到了超过 2000 多所学校和宗教中心。
163 

•	一些国家还与私营部门合作，包括信息通信产业，共同应对网络欺凌。比如，Facebook 正在与

耶鲁大学情绪智力中心的专家合作，建立名为“制止欺凌”（Put a Stop to Bullying）的欺凌预防

网站，向青少年、家长与教育者开放，提供许多实用信息，比如关于如何拦截并举报网络欺凌，

如果一个帖子让人觉得担忧或焦虑时该如何沟通并请求将其撤下线，以及管理隐私设置的措施

等。
164 

儿童权利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强调，让儿童参与学校生活、成立校

园社区和学生会、以及让学生参与学校相关的纪律性处理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经验告诉我们，当儿童与青少年参与到计划和实施过程中时，预防校园暴力与欺凌以及建设更安

全校园的干预手段才能更加有效。学生作为参与伙伴，能够更好地推动反欺凌与反暴力的信息传播，

并通过正面的同伴压力起到制止暴力和欺凌的作用。UNESCO 关于解决校园暴力的良好实践的回

顾报告中，提到了一项英国国际开发署的多国研究，该研究发现，那些将儿童置于核心，让教师

聆听他们的担忧和需求的学校环境，相比于其他学校来说更有可能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在妥善的支持和紧密的师生伙伴关系下，儿童与青少年有能力保护自己和他人。比如，教师与学

生可以共同判断哪些地点和时间段的风险最高，并制订相应计划来降低风险。美国的研究显示，

最好的安全校园行动正是那些师生合作制订策略并加以落实的。儿童可以提供关于事情经过的准

确信息，并且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更加了解。

赋予学生维持教育环境安全的职责能使他们感到被学校接纳，也能够起到减少学生不良行为和提高

其学习成效的作用。相信欺凌行为能被识别，并且能够对其进行正向引导，这样的认识是校园反欺

凌方式成功的基础。
165 

•	印度尼西亚政府与许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其中包括家长协会及青少年网络，共同启动了一个社

交媒体行动来终止所有形式的童年期暴力。该行动包括由年轻人主导的欺凌问题意识提升计划，

并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包括使用“终止欺凌”手册来增强儿童能力并提倡同伴支持。

•	在挪威，挪威儿童监察员办公室提倡并推广关于如何解决欺凌行为 166 的“年轻人的建议”，其

中包括：儿童应被告知其权利；学校应当聘用心理学家；教师应当更多地聆听学生诉求；学校

应该组织定期的“学生评议”，让学生能够有机会举报欺凌行为；而教师应该认真处理并妥善

解决欺凌事件，并获得相应的认可。

•	在爱尔兰，2013 年国家反欺凌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 on Bullying）提倡制定学校规章，

包括对抗恐同欺凌的策略，并将责任落实到学校和教育服务机构 167
。该计划的制定是基于对儿

童与青少年的咨询，了解到他们对预防欺凌的诉求，包括：所有校园社区的成员（包括儿童）

都要理解欺凌的各种形式与后果；学校要通过倡导尊重每个人的文化来解决造成欺凌的根本原

因；以及儿童与青少年要学习并尊重多元性。该计划呼吁：制定新的反欺凌校园规章、支持对

校园管理层与家长的培训并开发相关资源；调整校园监管框架以获取有助于建设正面的学校文

化和应对欺凌的更多信息；建立新的国家反欺凌网站；支持提高意识的行动；研究与社交媒体

有关的欺凌及其范围与影响，其中包括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和自杀行为，以及有效支持有特殊需

求的儿童。

163. 参见 http://www.ungei.org/fles/Actionaid_Stop_Violence_Against_at_school_project-endline_full_report_Oct_2013-LOW.pdf
164. 参见 http://www.facebook.com/safety/bullying
165. “Bullying Prevention: Nature and Extent of Bullying in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pblctns/

bllngprvntn/index-en.aspx#a06
166. Office of the SRSG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6). Background paper on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p.16.
167.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Ireland). (2013). Action Plan On Bullying. pp.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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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儿童会在阿富汗实施无暴力学校项目，特别强调儿童参与的重要性，尤其是使他们在学校

结构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该项目注重开发和落实基于校园的儿童保护系统，以保护儿童免受暴

力与虐待（包括身体与心理惩罚）并预防性侵犯和性别歧视。其中一个关键的元素是在每个学

校建立三个不同的委员会：儿童保护委员会直接应对学校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家长、教师及学

生协会起到协调委员会间、委员会与社区间的对话的作用；以及成立学生会以倡导学生间的沟

通交流，帮助学生自我组织，应对影响他们的问题。

•	2015 年 6 月，UNESCO、UNDP 和亚洲同志项目（Being LGBT in Asia）发起了 # 紫色校园行动

(#PurpleMySchool)，目标是保障学生在教育环境下免受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身份与表达的欺凌与歧

视。该行动鼓励同伴、教师与家长成为 LGBTI 学生的盟友。行动鼓励支持者们穿戴、绘制图画或

者制作紫色的衣物，并将照片上传到该行动的网站或在社交媒体上通过 # 紫色校园话题进行分

享。中小学校与大学还通过体育活动、游戏、穿戴紫色衣物、分享紫色贴纸、蜡烛、宣传单张

和气球、以及安排著名 LGBTI 活动家和明星来访等来支持这项活动。
168 

 ■ 3.5 服务与支持

高效、可及、保密、对儿童、年龄和性别敏感的举报机制，以及相信相关人员会采取行动且不让

他们承受更多的风险，这些对于欺凌行为的受害者和旁观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强有力的国家

儿童保护体系必须将举报机制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这种体系应当成为可被儿童与青少年所利用

的资源，并能够对那些需要建议和帮助的人提供转介服务。

正在使用的一些举报机制包括电话帮助热线、聊天室和网络举报手段、“开心与伤心”信箱、以

及指定学校专人（比如指定教师）负责。在一些地区，女童俱乐部成为女孩子们表达其担忧和举

报性暴力的安全场所。这些机制必须对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可及，并且将一些可能成为举报校园暴

力与欺凌的障碍因素考虑在内。

•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友善校园全面行动计划（Comprehensive Action Plan for Accepting 

Schools）要求每所学校都要有安全和友善的校园团队以及针对欺凌问题的预防及干预计划。该

计划还准备了一系列的支持性资源，包括通过设立儿童帮助热线提供有关欺凌和网络安全的辅

导和转介信息，一本帮助家长了解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指南，以及可用来加强儿童网络安全意识

和做合格电子公民的工具。

•	黎巴嫩的儿童高级理事会在其 2011 年的行动计划中推出了一个儿童网络帮助热线。该热线得到

意大利 Telefono Azzurro 的技术支持，帮助儿童迅速与一个专业人员团队建立沟通。这个热线涵

盖举报机制、在线技术支持、以及转介与辅导。

•	国际计划和肯尼亚儿童电话热线（Childline Kenya）设立了免费的 24 小时儿童帮助热线。该热线

在 2008 年三月启动，通过转介与学校外联设施提供预防与支持服务。儿童服务部（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提供人员来管理救援行动、法庭程序以及儿童案件的准备工作。帮助热线

号码只有三位数，便于记忆，并且在所有电信平台上都是免费的。
169 

•	在荷兰，儿童电话热线（Kindertelefoon）是一个为 18 岁以下儿童设立的匿名电话热线，拨打者

可以讨论他们一系列的担忧，包括校园欺凌。儿童也可以在网上与一个接受过培训的志愿者聊天，

每人最多 30 分钟。一个对比性研究证明，不论是通过电话还是在线匿名一对一的聊天服务，联

系过儿童电话热线服务的儿童对自己的感觉更好，所遇问题的严重度也有所降低。

168. 参见 Purple My School campaign: https://medium.com/being-lgbti-in-asia/purplemyschool-campaign-making-educationsafer-for-lgbtistudents-
9060a05413f4

169.  Plan's Learn without Fear Campaign: Campaign Progress Report, Pl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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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计划组织在马拉维实施“无忧学习”的项目（Learn without Fear project），推出了“开心与

伤心（happiness and sadness）”信箱以加强儿童与青少年对校园暴力和虐待的举报。通过这个

信箱发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欺凌、体罚、拒绝供食和被迫在教师家中干活。2010 年的一

项评估发现，该信箱服务极具创造性也很成功。在所有的项目活动中，参与者对信箱的评价最高，

教师和学生都觉得信箱是个有效的儿童保护与举报措施。

•	作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沟通带来改变”项目（Communication for Change）的一部分，

项目执行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仔细挑选了一些女性教师，她们都曾经在之前的 USAID 项目中担

任过导师。项目培训她们作为指定教师帮助学生举报校园性别暴力。当一些男生抱怨他们觉得

向女教师报告他们的暴力遭遇使他们觉得别扭后，该项目在每个学校指定了一男一女两位教师

作为“指定教师”。

•	在不丹，UNICEF 与佛教寺庙一起设立了一个儿童保护系统。不丹有超过 4,000 名儿童在寺庙中

学习和生活，这些孩子往往是因为家长负担不起政府学校所需的费用而被送去寺庙的。这一新

的儿童保护系统将寺庙体系与警察和国家儿童福利服务联系在一起，围孩子们提供了举报暴力、

忽略、不良对待或虐待行为的途径。项目还为学生、教师和寺院高僧组织儿童权利研讨会，同

时在寺院中永久设置一位驻寺的儿童保护官员。

暴力与欺凌的受害者、旁观者和施暴者都应得到安全、可及、对儿童敏感、具有保密性和独立

性的辅导与支持服务；对于施暴者，要帮助他们解决其所遇到的问题，并针对促使他们采取暴

力行为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措施。

其他策略还包括培训教师成为第一联系人，由他们提供建议并成为学生的“保护者”或“导师”；

让专业人员，比如学校辅导员或社会工作者参与，直接与涉事学生沟通；以及更好地利用社区志

愿者与同伴支持等。在一些地区，学校建立了转介系统，帮助儿童和青少年更好地获取健康或其

他服务。
170 同时我们还需要向教职员工提供支持，因为他们也可能遭受同事或学生所施加到他们

身上的暴力与欺凌。

•	韩国在地方综合性医院设立了一站式支持中心，以提供医疗、法律和辅导支持。
171 该中心一开始

是为遭受性侵犯的女性受害者而设立的，后来中心扩大了其服务范围，现在也开始向家庭暴力和

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服务。同时，韩国还有一个“年轻人辅导与福利中心”的全国性网络，为

年轻人提供辅导与其他服务。
172 

•	牙买加是由接受过培训的辅导员为遇到问题（包括暴力问题）的学生提供辅导。辅导员的职责

范围很广，包括提供学生职业和学业上的指导。但一份关于牙买加安全校园项目（Jamaica Safe 

Schools）的报告指出，辅导员的工作量过大。最近牙买加为辅导员设立了相关的认证机制并采

纳了全球认可的职业道德准则。

•	在美国，合作与积极的解决方案项目（Collaborative and Proactive Solutions）采用了新的方式帮

助遇到困难或有暴力倾向的儿童。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试点，结果非常让人振奋。据项目学校报告，

停学、严重违纪和同伴攻击行为的发生率下降了 80%。该项目给学校配备的辅导员与那些最有

破坏性和攻击性的儿童密切合作，为他们制定比传统的惩罚方式更好的策略来解决他们的需求

并改变他们的行为。

•	在加纳与马拉维，受众人信任的社区志愿者在接受培训后成为 USAID 安全校园项目的辅导员，

该项目着眼于校园性别暴力问题。志愿者包括村落领袖、学校职员、以及家长 - 教师协会或社

170.  参见 WHO (2015). Preventing youth violence: an overview of the evidence.
171.  http://smartsmpa.tistory.com/1306
172. http://www.mogef.go.kr/korea/view/policyGuide/policyGuide07_03_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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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接受基本的倾听技能、儿童权利与责任、以及预防、应对和举报暴力事

件方式等方面的培训。培训也教给他们如何对学生提供友好、保密的支持，以及如何将学生转

介至其他服务提供方。在最后的评估阶段，学生，尤其是女生，报告称辅导服务对他们有帮助。

教育官员与校长也指出辅导员不仅能够帮助受害

者，还会帮助处理冲突与愤怒管理等问题。

•	在日本，同伴支持与辅导被视为是一种对抗 ijime

（一种在社交上孤立学生的欺凌形式）的有效手段。

不同形式的同伴支持包括培训年长的学生来支持

年幼的学生，尤其是那些从小学升入初中的新生，

以及匿名形式的同伴支持，包括通过电子邮件系

统提供支持。有些学校还采用了“私下问与公开答”

模式，学生匿名在一个信箱中提交问题，而同伴

支持者则通过打印单张或通过校内期刊向所有儿

童提供泛性的回答。
173 

修复性方法

修复过程包括：一系列能够定义该过程在社群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原则和价值观；用修复性方式培

训关键人员；强有力的沟通策略；通过小组讨论搭建信任和行动承诺的平台；以自愿参与的形式

组织会议，强调学校和社会层面的整体思考模式，促进各相关方就此达成共识。

在一些地区，学校用修复性方式替代传统的管教措施（比如停学或开除），从而帮助施暴者重新

融入到学校群体，以避免增加孤立与重复犯错的风险。
174 修复性方式包括：受害者 - 施暴者调停、

小组会议、调解或修复性循环。其中包含教授冲突解决方法、培训学生调停人来帮助缓和同伴间

冲突、设立家长与教师协会来支持调停过程等。
175 现有的实证表明，这样的举措可能产生的正面

效果有：提高学生出勤率、营造正面的氛围与文化；增加公众与家长参与度；减少使用孤立性的

纪律处分；增强学生之间的凝聚力；减少斗殴与欺凌的发生。

 ■ 3.6 数据、监测与评估

我们需要多方面、准确、可靠和全面的有关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数据，包括其发生的范围、性质和原因，

从而为政策制定、行动规划和预算提供信息支持。量化校园暴力与欺凌带来的损失，以及计算预

防措施的投入产出比也需要数据的支持。监测与评估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环境下

什么手段最有效，增强实证基础，帮助我们辨别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有效干预措施。然而，

现有的数据和实证还与理想差得很远，这其中反映出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	缺乏标准的全球定义，比如，什么行为算作欺凌。

•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数据采集不受重视，尤其是在教育部门面临资源缺乏的国家，同时，有些暴

力形式也比较难以追踪。

•	校园暴力与欺凌数据采集不足，现有信息有限且不完整。

173. James, A. (2011). The use and impact of per support schemes in schools in the UK and a comparison with use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Doctoral 
Thesis,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174. Morrison B. (2006). School bullying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Towards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respect, pride and sham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2(2) pp 371-392.

175. 案例参见 the Programme of National Coexistence in Education Centres in Costa Rica (http://www.mep.go.cr/sites/default/fles/

在日本，同伴支持与辅导是处理欺凌问题的有效方式。照片
来自于日本。

KPG_Payless/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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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缺乏可比性，比如，现有的调查在覆盖的年龄段、衡量的行为、以及时间范围上都有不同，

例如，是否在过去的一年或是两个月或是 30 天内受到过欺凌。

•	缺乏有效的分类数据，按性别、年龄、残障或其他特质分类的数据有限。

•	缺乏对干预手段的评估，难以确认其有效性或哪些方面需要改善以增强效果。

这些挑战使得估算这一问题在全球的发生率或趋势变得困难，也很难产生精确、一致和具有代表

性的评估信息。现在有一些人正在努力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比如，UNICEF 正在提倡建立一个关于

欺凌的全球数据库，该数据库将使用覆盖 145 个国家的 11-15 岁儿童的六项不同调查项目所获得

的欺凌发生率等相关数据。
176 这一数据库将会帮助我们按年龄和性别对欺凌发生率进行分析，也

将向我们展现因为调查所采取的不同定义所得出的发生率方面的偏差，
177 并为制定国际共同的衡

量欺凌与网络欺凌的指标做出贡献。然而，我们迫切需求一套统一的标准化指标、有效的机制和

工具来提高监测与监督能力，以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现状和未来。

 ■ 3.7 实例

在芬兰，KiVa 是国家在学校推行的反欺凌项目。这是一个由芬兰图尔库大学基于研究所开发的项

目，项目资金由芬兰教育与文化部提供 178
。该项目自 2009 年启动，由三个要素构成：欺凌预防、

个案处理、监测变化并向学校提供回馈。全国 90% 的学校都在执行该项目。
179 目前已有一系列的

研究评估了该项目的成效 180
，这些研究显示，自从 KiVa 项目开展以来，全国的欺凌发生率出现了

整体下降。

在挪威，Olweus 欺凌预防项目是减少与预防欺凌的模范方式。该项目为挪威和瑞典采取反欺凌

立法以保护校内儿童安全提供了宝贵信息。
181 基于此，挪威政府通过了一项反欺凌宣言，倡导

大范围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设立具体的目标并监督进展。该项目自 2011 年起在挪威小学和初

中大范围开展 182
，并且现在已经被其他一些国家借鉴并实施，其中包括加拿大、克罗地亚、英国、

德国、冰岛、瑞典和美国。该项目在学校、班级和个人层面展开工作，其方法包括获取家长与

社区的支持并让他们参与到反欺凌进程中。项目强调成年人及照顾人的职责，包括保障儿童参

与决策过程、自身获取预防欺凌的必要技能、以及成为儿童良好的榜样。
183 学校管理层和教职

员工是落实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同时该项目还强调所有学生共同参与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

遭受欺凌的受害者和欺凌者应当得到更多的个性化关注。项目整体的目标是改善同伴间关系并

使学校成为一个更加安全和积极的环境，让学生安心学习和成长 184
。项目被证明能减少学生间

的欺凌行为，改善班级的社交风气并在不同性别和年级组中都能减少相关的反社会行为。

克罗地亚的安全有利的校园环境项目（Safe and Enabling School Environment）由 UNICEF 与科学教

育与体育部以及教师培训机构共同实施，旨在保护儿童免受校园暴力与欺凌。该项目有两个组成

部分：针对社会公众开展的“终止儿童中的暴力”行动，提高反对校园攻击和欺凌行为的意识并

倡导社会变革；以及旨在预防和解决暴力而使校园更加安全的校园干预行动，其中包括让儿童参

176. recursos/archivo/convivir.pdf ).
177. WHO,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WHO Global School-based Student Health Surveys; 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Children’s World Report (2015); Latin American Laboratory for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econd (2008) and Third (2015) Regional 
Comparative and Explanatory Studies.

178. 参见 Dominic Richardson and Chii Fen Hiu, UNICEF, Ofce of Research,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Developing a global indicator on bullying of 
school-aged children”, April 2016.

179. http://www.kivaprogram.net/program
180. http://www.welivesecurity.com/2016/07/26/cyberbullying-fnland-kiva/
181. In Finland KiVa has been widely evaluated including in a larg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including 117 intervention schools and 117 control
182. schools in 2011.
183. http://www.violencepreventionworks.org/public/index.page.
184. http://www.violencepreventionworks.org/public/olweus_history.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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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校园规章的制定以及暴力预防的行动。该项目在 2003 年至 2011 年间培训了 4500 多名教师，主

要在小学中开展。一项 2008 年的评估显示，反复性欺凌从原来的 10% 降到了 5%，而施暴者比例

则从 13% 降到了 3%。儿童与老师能够更好地识别欺凌并准备好阻止它，超过 80% 的学生知道出

现问题时该向谁求助。类似的项目也相继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和哈萨克斯

坦启动。

卢旺达 2014 年家庭促进政策（Family Promotion Policy）的一项关键的优先行动就是开发并实施一

个卢旺达国家儿童保护系统。该系统采取跨部门合作的形式来预防和应对针对儿童的暴力、忽视

和剥削等问题。在国家层面，通过儿童保护机构与教育部的合作来增强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包括：

修改教师行为准则并保障每位教师都知晓这套准则；通过儿童的“发声”会来倡导同伴间教育；

强化学校的辅导系统；制定清晰的校园暴力、剥削、忽视和虐待的举报和转介途径；倡导创建无

暴力校园。

USAID 的安全校园项目 (Safe Schools Program)，于 2003-2008 年间在加纳与马拉维试点，其目标是

通过整合一系列国家、机构、地方和个人层面的干预举措以减少校内外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些举

措包括：国家在众多利益相关方中提升有关意识；修改教师行为准则；培训教师识别、预防和应

对性别暴力的能力；提高公众意识等。项目的成果包括：教师们对待体罚男生的态度得到改变；

教师对校园内发生的男女童性骚扰问题的意识增强；学生对于他们有权不被伤害或虐待的意识也

得到增强。在马拉维，自我报告称知道违反行为规范的情况出现时知道如何去举报的教师比例提

升了 30% 以上，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说他们有举报暴力行为的责任。项目的最终报告建议，未来的

项目应通过以下策略来争取获得可持续的、长期的改变：采纳性别视角、整校模式、和教师与家

长一起重新定义课堂纪律、强调儿童的权利与责任等。更多的试点项目相继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塞内加尔、也门、塔吉克斯坦和刚过民主主义共和国展开。
185 

国际计划的“无忧学习”计划（Learning without Fear campaign）于 2008 年启动，是一个终止校园

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全球行动。该行动针对了一系列的暴力问题，包括性侵犯、忽视、言语及情

感虐待、体罚、欺凌、同伴间暴力、年轻人帮派、上下学途中的骚扰、以及在校内或学校周边使

用武器等问题。该项目旨在让公众认识到这些问题并说服政府、学校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采取

行动。该项目建立在 7 个关键点之上：

•	与政府合作制定并执行反对校园暴力的法律。

•	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举报与转介机制，为遭受校园暴力的儿童提供服务，并提倡建立或扩展具

有保密性的儿童求助热线服务。

•	认识到儿童与年轻人是制定校园暴力解决方案和策略时不可或缺的关键参与者。

•	与政府合作建立数据收集系统，研究校园暴力的范围和程度。

•	确保政府与国际组织分配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校园暴力问题。

•	倡导联合国机构、多边援助组织、开发银行和国际民间组织加大力度支持政府开展解决校园暴

力的行动。

•	与学生、家长、教职员工、教育机构和社区合作，将暴力赶出校园。

185.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2012). Tackling violence in schools: A global perspectiv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tandards and p

3.7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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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0 年 8 月，“无忧学习”行动已在 44 个国家中展开。该行动促进了国家层面立法的变化，

更安全的校园和社区环境，以及大众对校园暴力问题的认识。在两年内，通过广播电视节目、宣传单、

培训会和研讨会等，这个反暴力行动的信息被传递给了 9400 万成年人与儿童。儿童参与了行动的

所有方面，包括马拉维和埃及的行动计划过程，在塞内加尔组织电台节目和在亚洲参与地区艺术

合作等等活动。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超过 1.9 万名教师参与了非暴力教学方法的培训。其成果是

44 个国家中有 33 个报告称教育者的非暴力教学实践有所增加。该行动还为 44 个国家中 27 个国

家的校园暴力儿童举报机制的设立和改善作出了贡献；在 36 个国家中提供了对校园暴力受害者的

医疗支持，28 个国家为受影响的儿童提供了辅导。

本章中所提到的其他项目，也取得了可测量的成果，其中包括行动援助（Action Aid）在东非的

终止暴力侵犯女童计划 186
，该计划减少了基于性别的暴力；乌干达的好学校工具包（the Good 

School Toolkit）项目减少了校园暴力与体罚。
187 

186. Heather Cecil & Stacie Molnar-Main (2015),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4:4, 335-362.
187. 参见 USAID and DevTech. 2008. Safe schools project fnal report in http://www.uis.unesco.org/Library/Documents/gmr-2013-14-teaching-and-learning-education-

for-all-20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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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is.unesco.org/Library/Documents/gmr-2013-14-teaching-and-learning-education-for-all-2014-en.pdf
http://www.uis.unesco.org/Library/Documents/gmr-2013-14-teaching-and-learning-education-for-all-2014-en.pdf
http://www.uis.unesco.org/Library/Documents/gmr-2013-14-teaching-and-learning-education-for-all-20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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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在安全和包容的学习环境中就学，本章总结了解决校园暴力与欺凌

以及应对关键挑战所需的优先行动。188 这些优先行动对于实现 2030 议程，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 4 与 16，以及实现最近建立的终止暴力侵犯儿童全球合作伙伴目标，都至关重要。 189 

1. 增强领导力并承诺消除校园暴力与欺凌。

具体为：

制定并执行保护儿童与青少年免遭校园暴力与欺凌，包括禁止校内体罚的清晰而全面的国家法

律。

分配足够的人力及财力资源，从而使得各个层级能够有效落实，并向负责执行法律和政策的机

构（比如当地的教育机构和地区官员）提供支持。

制定并落实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政策及行为规范，在国家、地方和学校层面预防并应对校园暴力

与欺凌。

2. 提高公众对暴力侵犯儿童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无暴力校园的益处和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有害影响

的认识

具体为：

提高政策制定者、教育专业人员与其他职员、家长、儿童与青少年对暴力侵犯儿童问题、校园

暴力与欺凌负面影响的认识。

提倡用非暴力的方式管教学生和管理课堂。

落实干预措施以改变那些纵容或促成对儿童与青少年暴力的不良的社会态度与规范。

帮助政策制定者、教师、家长、儿童与青少年学生了解什么是网络欺凌以及需要什么措施来预

防和应对这一问题。

3. 建立伙伴关系，包括让儿童和青少年积极参与，共同解决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

具体为：

设立跨部门的合作关系来预防并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

制定并执行由不同层级的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国家项目。

让儿童与青少年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参与减少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行动计划和实施过程，为此要

加强他们的能力，并建立适当的架构来协调他们正式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

与家长和社区合作并获取他们对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行动的支持。

4. 加强教职员工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能力。

具体为：

为学校领导和管理委员会、校长、教师和其他教职员工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支持，帮助他们预防、

识别并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

确保教师培训中包含积极的、对性别敏感和非暴力的管教及教室管理方式。

188. 参见 http://www.ungei.org/fles/Actionaid_Stop_Violence_Against_at_school_project-endline_full_report_Oct_2013-LOW.pdf
189. 参见 http://raisingvoices.org/good-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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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解决暴力与欺凌的机遇，在学校课程中提倡非暴力，在学生中建立相关知识、态度和技能，

并向教师提供相关信息、资源和支持材料。

加强儿童与青少年认识、预防和应对暴力与欺凌的能力，包括提高他们的知识、价值观和技能

水平。

5. 建立校园暴力与欺凌举报系统并提供支持与服务。

具体为：

设立安全、保密、对儿童敏感、对年龄与性别敏感的申诉与举报机制，使受害者与旁观者不用

害怕被报复，安全地举报暴力与欺凌行为，并且要保障所有儿童与青少年都知道这些机制的存

在。

为受害者、施暴者和旁观者提供安全、保密、对儿童敏感、对年龄与性别敏感的辅导与其他支

持性服务。

6. 改善有关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原因、性质、范围与影响、以及有效应对方式等方面的数据 / 实证

的收集

具体为：

就有力并经过检验的指标与可靠的数据收集方法达成一致，从而使得报告具有一致性，确保对

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发生率的估计是可靠的并且能够进行国际间的数据对比。

加强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本质与起因的研究。

在缺乏数据的国家加强对欺凌现象的监测。

加大对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效率和影响的监测与评估方面的投入。

4. 优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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