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小學）

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

支援子女建立健康的朋輩關係

注意：此簡報包含有其他網站的連結，該等網站的內容有機會更改或移除。



活動目的及大綱
目的

讓家長認識高小階段孩子享受健康朋輩關係的重要性，並掌握鞏固友誼，處理磨擦或
欺凌的技巧

大綱

1. 兒童的朋輩社交發展
a. 兒童階段朋輩關係的特性、健康朋輩關係的重要性

2. 家長如何協助子女發展健康的朋輩關係
a. 促進健康朋輩關係的方法：培養同理心、鞏固友誼

b. 減少破壞關係的因素：堅定表達立場、解決人際關係問題、處理意見分歧

3. 處理朋輩關係問題 – 欺凌
a. 欺凌的定義、形式及牽涉者

b. 預防及處理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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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的朋輩社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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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階段朋輩關係的特性
(Hohmann, L., Berger, L., & Furman, W., 2017；Asher & McDonald, 2009)  

1. 相對於幼兒階段，兒童花更多時間跟朋輩相處，互動亦較緊密
• 玩樂

• 合作做學校功課／專題報告

2. 兒童會接納具受歡迎特質的兒童， 而不跟有不受歡迎特質的兒童交往
• 受歡迎特質：儀表整潔、有親社會行爲 (prosocial behaviour)、有良好社交技巧、跟人和平
相處、有專長／成績好

3. 意見分歧很常見，但通常都能夠和平解決

4. 主要跟同性朋輩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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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朋輩關係的重要性
(Greater Good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2022)

個人心理

被朋輩接納正面情緒較多、孤獨感較少、抗逆力

更佳、面對負面事情有保護作用

朋輩關係

被朋輩接納更多機會結交朋友／有更好的友誼。

越多朋友便會有越多機會練習社交技巧，有利將來

跟他人合作／工作

學校適應

被朋輩接納更高學校投入感，間接對學習有

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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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如何協助子女發展
健康的朋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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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朋輩關係需要的社交技巧 (1)
(Spence, 2003)

• 約會技巧、面試技巧、工作／合作關係、夫妻關係
青少年至

成人階段

• 建立然後深化友誼、以和平方法解決困難、堅定表達（而非攻擊／

退縮）、獨立處理意見分歧／協商、應付被取笑／被欺凌小學階段

• 慢慢發展同理心（理解他人想法感受）、學守規矩／有禮儀、

學會跟人傾談、簡單方法和平處理社交問題（例如尋求成人協助）幼稚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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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朋輩關係需要的社交技巧 (2)

增進健康朋輩

關係

• 培養同理心

• 鞏固友誼

減少破壞關係

的因素

• 堅定表達

• 和平解難

• 處理意見分歧

正面互動 負面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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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進健康朋輩關係
的方法

i.  培養同理心

ii. 鞏固友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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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 培養同理心：問一問家長

• 你孩子有沒有以下情況？

1. 看見其他孩子哭泣會感到不安／擔心，甚至需要你的安慰？

2. 看見其他孩子不開心時，會否走上前安慰？

3. 看見你拿著很多東西時，會否主動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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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 培養同理心：同理心是甚麼
• 同理心的元素 (Hoffman, 2001; Sesso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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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 情緒感染 (自己情

緒受其他人的情緒

感染)

認知
• 留意並理解

別人的感受

動機／

行為

• (希望) 做一些事

情減輕別人的傷

痛／勞苦

同理心



2ai. 培養同理心：策略
•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2021)：

不應該 應該

只透過言教 身教和家教

• 家長對孩子有同理心（嘗試了解並接納孩子感受／難處）

• 家長以行動關懷身邊人（例如對長輩、鄰居、有需要人士）

• 家中訂立規矩讓孩子明白世界不是以他為中心
（例如玩具需要輪流玩）

上課／補習班 透過日常生活的機會讓孩子練習

• 孩子與他人的意見出現分歧時，問問孩子估計對方有甚麼想法／感受

• 就一些生活中常見的道德情境進行討論，讓孩子從不同人的角度思考
（例如：你陪伴被排擠的同學，對方會感到怎樣？）

擴濶關心圈子

• 鼓勵孩子關心好朋友以外的同學
• 與孩子一起看新聞，讓孩子了解其他人的生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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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 培養同理心：影片示範

• 影片【建立小朋友同理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ENedgdWsrk&t=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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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i. 鞏固友誼：兒童階段友誼的特性

(Selman, 2010) 

• 隨年紀增長，越需要同理心理解朋友感受，以維繫友誼

中幼童

（6-9歲）

中童

（10-12歲）

單向協助

把對他好的人當成朋友

雙向合作關係
孩子會對同伴好，但期待獲同等對待，否則就不能成爲朋友

共享親密關係

孩子會跟特定好友分享個人感受／
想法，會為對方著想而不次次計較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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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i. 鞏固友誼：友誼的進程
(Hohmann, Berger & Furman, 2017)  

建立

• 影響因素：

社交技巧

維繫

• 緊密參與共同興趣活動

• 情感交流（緊密傾談，

分享自己想法、秘密）

• 互相諒解、支持

缺乏共同話題／興趣、
解決不到意見分歧

持續有共同話題／興趣、
和平解決意見分歧

破裂

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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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i. 鞏固友誼：友誼的基礎

(Hohmann, Berger & Furman, 2017)  

1. 友誼關係主要建基於共同興趣活動及親密情感

• 互相喜愛

• 緊密傾談 (分享自己想法、秘密)

• 互相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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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i. 鞏固友誼：家長如何協助子女鞏固友誼
(Yu, Ostrosky & Fowler, 2011)

建立

• 影響因素：

社交技巧

維繫

• 緊密參與共同興趣活動

• 情感交流（緊密傾談，分享

自己想法、秘密）

• 互相諒解、支持

缺乏共同話題／興趣、
解決不到意見分歧

持續有共同話題／興趣、
和平解決意見分歧

破裂

• 訓練社交技巧

• 讓孩子參加課外活動，

有機會結識朋友

• 鼓勵孩子跟朋友參加共同興
趣的活動（例如相約到公園）

• 提供孩子與朋友聯絡的方法
（例如電話／視像通話）

• 培養孩子同理心

鞏固

教導孩子「堅定表達立場」、
「解決人際關係問題」、
「處理意見分歧」
（參考工作坊餘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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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破壞關係的因素
i.  堅定表達立場

ii.  解決人際關係問題

iii. 處理意見分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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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問一問家長

•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告訴你，他在學校被同學取笑，你會教孩子怎樣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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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一般人面對嘲笑／
批評的反應

退縮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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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中庸之道的反應

退縮 攻擊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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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例子

退縮 堅定 攻擊

默不作聲 「請你停止。」 打

哭 「是的，那又如何？」 罵

逃避 「我滿意我自己。」 取笑對方

「哦，隨便你怎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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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堅定表達的好處

• 捍衛自己的權益／尊嚴

• 減低刺激對方繼續嘲笑的機會

 攻擊回應會激發對方繼續嘲笑，甚至演變成欺凌

 退縮回應會讓對方加劇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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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使用要點

• 使用堅定表達時要配合語氣、臉部表情、肢體動作
 語氣

 平和堅定

 避免挑釁的語氣

 太重攻擊

 太輕表現出恐懼會激發對方持續

 面部表情
 要跟對方有眼神接觸

 表現出不在乎（例如沒有表情）

 肢體動作
 站直身體、表現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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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家中練習（扮演遊戲）
• 家長可以在家中跟孩子多想出幾個堅定表達的方式，然後跟孩子多多演練，

讓孩子有需要時可以順利使用

1. 先跟孩子解

釋被取笑時可

以有3種反應：

a. 退縮

b. 堅定表達

c. 攻擊

2. 叫孩子扮演

取笑他／她的

同學，家長扮

孩子，然後

家長以堅定的

方式回應作

示範

3. 角色互換，

現在家長扮同

學，孩子做回

自己，但孩子

要以堅定

方式回應

4. 家長再

指導一下

孩子語氣、

表情、肢體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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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 堅定表達立場：家中練習（扮演遊戲）-
示範

• 情境：孩子被取笑「矮」、「醜」

1. 先跟孩子解

釋被取笑時可

以有3種反應：

a. 退縮

b. 堅定表達

c. 攻擊

2. 叫孩子扮演

取笑他／她的

同學，家長扮

孩子，然後

家長以堅定的

方式回應作

示範

3. 角色互換，

現在家長扮同

學，孩子做回

自己，但孩子

要以堅定

方式回應

4. 家長再指導

一下孩子的語

氣、表情、肢

體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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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i.解決人際關係問題：和平解難的重要性

(Ellis & Zarbatany, 2007)

• 非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後果（例如打人／罵人）：

1. 傷害別人（身心）

2. 影響自己在朋輩之間聲譽

3. 影響老師對自己觀感

影響關係、校内人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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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i. 解決人際關係問題：和平解難步驟

1. 找出問題

2. 想出不同的解決方法

3. 預計一下每個方法的後果

4. 選擇一個不會傷害自己／別人

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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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i. 解決人際關係問題：和平解難步驟 (例子)

z1. 找出問題

2. 想出不同的解決方法

3. 預計一下每個方法的後果

4. 選擇一個不會傷害自己／

別人的解決方法

同學不小心把果汁潑到我身上，
弄髒我的校服，讓我很不高興

1. 打／罵對方泄憤
2. 坐在原地哭
3. 先找紙巾抹乾，再向老師尋求協助

更換後備校服

1. 對方會受傷害，其他同學知道自己
打／罵同學會令自己不受歡迎

2. 解決不了問題
3. 解決了問題

選擇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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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i. 解決人際關係問題：家長需要注意的地方
• 家長平日可以透過假設的情境、看電視／電影，然後跟
孩子討論，訓練孩子和平解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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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ii. 處理意見分歧：問一問家長

• 假設今天你約了好朋友聚會。你想吃西餐，而你朋友很想吃日本菜，

但你剛好前一晚已經吃了日本菜，不想再吃。那你會怎樣處理這個情況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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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ii. 處理意見分歧：策略
• Thomas-Kilmann二維衝突管理模式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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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Competing)

合作

(Collaborating)

逃避

(Avoiding)

順應

(Accommodating)

妥協
(Compromising)

堅持己見

協力合作

贏／輸

輸／輸

贏／贏

輸／贏

雙方
贏一點輸一點



2biii. 處理意見分歧：妥協／合作的好處

• 逃避

 不能解決分歧，無法滿足雙方需要影響關係

• 競爭／順應

 只能滿足一方的需要

 長期被忽視需要的一方會累積不滿影響關係

• 妥協／合作好處

 可以滿足雙方部分／全部的需要促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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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ii. 處理意見分歧：從協商到妥協／合作

1. 問對方需要甚麼

2. 告訴對方自己需要甚麼

3. 提議可以滿足雙方部分／全部需要的不同方案

４. 雙方同意一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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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總結

增進健康朋輩關係

• 培養同理心

• 鞏固友誼

減少破壞關係的因素

• 堅定表達

• 和平解難

• 處理意見分歧

正面互動 負面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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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處理朋輩關係問題 –
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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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的定義、形式及牽涉者
• 定義 (教育局，2020)

 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以強凌弱或以眾欺寡，恃勢不斷蓄意傷害或欺壓別人
的行為。

• 欺凌形式

 身體／行為暴力

 言語攻擊

 間接的欺凌（關係上欺凌）

 網絡欺凌（通訊平台上的欺凌事件）

惡意造謠、發放侮辱性的消息或人身攻擊的言論，以嘲弄及中傷受害者

• 主要牽涉甚麼人（六類）

 欺凌者

 受害者

 旁觀者 (可包括欺凌協助者、欺凌附和者、保護者、局外人)
37



受欺凌孩子有機會出現的徵狀
改編自「 『受欺凌同學的徵狀』 檢核表」（教育局，2020）

• 出外或放學回家時衣服被撕破／書本和物件無故損壞或不翼而飛。

• 無故出現瘀傷或傷痕。

• 學習成績顯著下降。

表徵

• 曾投訴受到同學欺負、排斥或惡劣對待。

• 無故說要轉換學校或退學。

• 曾談論如何以暴力或違規的方法去應付其他學生的行為。

• 要求額外的金錢或出現偷竊行為。

言談

• 沮喪或焦慮，不願透露正被甚麼事情困擾。

• 行為及情緒出現明顯的改變（如：失眠、焦慮、沒食慾、無故出現頭痛／

胃痛、無故發脾氣、無故對兄弟／姐妹作出挑釁）。

• 害怕離家／無故改變上學路線／不願上學／無故逃學。

情緒、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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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的後果／影響
（有教無「戾」校園欺「零」計畫，2019；Beane, 2008)

欺凌者

• 若 得 不 到 介 入 ，

暴力行爲會持續影

響自己前途和他人

受害者

• 影 響 身 心 健 康

（例如受傷、無助、

抑鬱／焦慮、創傷

後壓力症、自信心

低落）

• 缺課／逃避上學會

影響學習進度

旁觀者

• 目睹欺凌事件也可

能 損 害 心 理 健 康

（ 驚 慌 、 内 疚 、

無助、創傷後壓力

症等）

學校

• 如果校園經常發生

欺凌／暴力事件，

會減低同學對學校

的投入感，影響學

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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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不同角色所需的技能和知識都各有不同，家長可按孩子的角色，參考列表的建議，重點
訓練孩子特定知識和技能。

例如：欺凌者需要對人有更多同理心；受害者需要跟其他人鞏固友誼，防止被孤立欺凌。

• 此列表建議内容僅供參考，家長可按實際情況而彈性調節所教導的内容及優先次序。

家長重點教導孩子怎樣減低欺凌事件的發生／
嚴重性

技能／知識 欺凌者 受害者 旁觀者
（包括協助者、附和
者、保護者、局外人）

培養同理心  

鞏固友誼  

堅定表達   

和平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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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家長應對策略 (教育局，2020；Beane, 2008)

1. 細心聆聽和了解事情，不要輕視孩子的説話

• 不要說「你太敏感了」、「你年紀這麽大應該

自己解決問題」

2. 聆聽孩子，為孩子提供協助、鼓勵、情緒支援

• 商討對策，如有需要鼓勵子女向相關成年人求助

3. 給予建設性的意見

• 不要胡亂給意見，例如：「你要反擊讓人知道

你不好欺負！」

4. 教導孩子一些可減低被欺凌的機會／嚴重性的方法

• 避開欺凌者

• 堅定回應欺凌者

• 遇上嚴重的欺凌行為(如暴力對待)，應立刻向

父母／老師尋求協助

5. 經常跟孩子對話

• 了解／關心孩子在校狀況

6. 協助孩子重建自尊心

• 例如參加興趣班／學習一門技能

7. 家校合作

• 鼓勵孩子向學校舉報欺凌事件，以保障自己

和學校其他人的安全

8. 如有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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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者家長應對策略 (教育局，2020；Beane, 2008)

1. 保持冷靜、中立和開放的態度求證

• 別人投訴孩子有行爲問題不是對你／孩子

的人身攻擊

2. 平靜地向孩子了解事情

• 孩子雖然可能會隱瞞真相／淡化事情，但

家長向孩子了解會令孩子感到受尊重

3. 就欺凌行爲給孩子非暴力的管教

• 管教 ≠ 打罵懲罰

• 教導子女明白欺凌行為的後果及勇於改過

• 教導子女尊重個別差異

• 鼓勵和教導子女向被欺凌者道歉（但不要

強迫）

4. 平日多讚賞孩子的親社會行爲 (prosocial 

behaviour)

• 例如幫忙做家務，減輕家人負擔

5. 家校合作

• 共同商討處理策略

6. 如有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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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聆聽孩子敘述目睹的欺凌事件，並提供
情緒支援
• 鼓勵孩子描述事發經過，形容一下

當時感受（有助孩子整合回憶，梳
理好情緒）

• 用同理心表達諒解孩子感受，給予
陪伴／安慰／輔導

2. 教導孩子一些在能力範圍内能處理的
事情
• 教導孩子在舉報欺凌事件時，需要

留意的地方及敘述事件的技巧。
• 父母亦應注意：鼓勵孩子舉報欺凌

事件時，亦要考慮如何保障孩子的

安全

3. 引導孩子用同理心想像一下受害者的感

受，鼓勵孩子適當地關懷受害者

• 如果孩子願意，可以邀請被欺凌的

同學跟自己和其他朋友聚在一起

（減低受害者被欺凌的機會）

4. 家校合作
• 有需要時父母可向學校反映，讓學

校提早介入

5. 如有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旁觀者家長應對策略 (教育局，2020；Beane, 2008)



教育局關於預防、處理欺凌的家長建議
• 教育局網頁 > 教師相關 > 學生訓育及輔導服務 > 資源 > 校園欺凌 > 預防欺凌

家長層面 - 檢視及求證篇、處理篇、培育子女篇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
resources/anti_bullying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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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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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健康朋輩關係對孩子很重要

a. 心理更健康、更大機會結交朋友、對學校投入感更高、間接有助學習

2. 促進健康朋輩關係的技巧

a. 促進健康朋輩關係：培養同理心、鞏固友誼

b. 減少破壞關係的因素：堅定表達立場、解決人際關係問題、處理意見分歧

3. 處理欺凌問題

a. 針對欺凌者、受害者、旁觀者（包括協助者、附和者、保護者、局外人）有
不同的處理方法，幫助預防欺凌事件／減低欺凌事件的嚴重性

46



家長／照顧者進一步思考

1. 在家中，家長／照顧者自己有沒有成爲孩子身教的榜樣？有沒有示範如何運用
同理心對待家人、定期有家庭活動維繫感情、有分歧時設身處地從其他人的角度考
慮，以及和平協商呢？

2. 在孩子學業／課外活動繁重的生活中，家長／照顧者可以如何平衡？可以做甚麼
促進孩子朋輩關係的發展呢？

3. 在長期在家的情況下，家長／照顧者如何鼓勵孩子跟朋友維繫感情呢？

協助子女提升朋輩關係，必須從家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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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提升孩子朋輩關係的親子活動 (1) –
製造美好朋友時光（家長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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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提升孩子朋輩關係的親子活動 (2) –
提升孩子社交能力及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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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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