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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小學） 

支援子女發展健康的朋輩關係 

 

家長筆記 

A. 活動目的 

 

1. 認識 10 至 12 歲兒童的朋輩關係的特性，並了解協助子女發展健康的朋輩關係的重

要性； 

2. 掌握發展兒童健康朋輩關係的知識和技能；及 

3. 掌握預防欺凌事件的知識和基本策略，並為涉及欺凌事件的子女給予支援。 

 

B. 活動內容 

 

1. 10至 12歲兒童的朋輩關係的特性：與朋輩（尤其是同性朋輩）交往更緊密，也偶有

磨擦。 

2. 健康朋輩關係的裨益：正面情緒較多、孤獨感較少；心理抗逆力更佳；越多朋友就

越多機會練習社交技巧，有利將來與別人合作／工作；更強的學校投入感，間接對

學習有正面影響。 

3. 促進發展健康朋輩關係的方法 

a. 培養同理心 

i. 身教和家教 

家長應以身作則，用行動關心子女和身邊人，並在家中訂立規矩，讓子女明

白世界不是以他／她為中心。 

ii. 透過日常機會引導子女從別人角度思考事情 

當你的子女跟人意見分歧時，家長可引導他們估計對方有甚麼想法／感受；

或就生活中常見的道德情境進行討論，看電視／電影討論角色想法／感受。 

b. 鞏固友誼 

1. 建立友誼 家長平日宜透過真實情境加強子女社交技巧，以及製造機會讓

子女擴闊朋友圈 

2. 維繫友誼 家長應培養子女同理心，引導子女懂得為朋友設想，鼓勵他們

跟朋友參加共同活動（例如相約到公園），以維繫感情，並為

子女提供與朋友聯絡的方法（例如電話／視像通話） 

3. 預防友誼

破裂 

家長應教導子女「堅定表達立場」、「解決人際關係問題」、

「處理意見分歧」（參考筆記以下内容），以減低友誼破裂的

機會 

示例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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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減少破壞關係的因素 

a. 堅定表達立場 

i. 三種表達方式： 

 

 

退縮                 堅定                 攻擊 

 

ii. 使用堅定表達的方式時，要配合適當的語氣（避免挑釁語氣）、面部表情（眼

神接觸、沒有驚慌表情）和肢體動作（表現自信）。 

iii. 練習方式： 

 
 

b. 解決人際關係問題 
 

步驟： 

 

 
 

c. 處理意見分歧 
 

步驟： 

 
 

  

1. 先跟子女解釋

被取笑時有三

種反應：退縮、

堅定表達、攻

擊

2. 叫子女扮演取

笑他／她的同

學，家長扮子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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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女做回自己，但

子女要以堅定方

式回應

4. 家長再指導

一下子女語

氣、表情、

肢體語言

1. 找出問題 2. 想出不同的
解決方法

3. 預計每個方
法的後果

4. 選擇一個不會

傷害自己／別

人的解決方法

1. 問對方需要
甚麽

2. 告訴對方自己
需要甚麽

3. 想出不同的方
案可以滿足雙
方部分／全部
需要

4. 雙方同意一個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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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處理欺凌問題  

 

a. 留意子女是否有受欺凌的徵狀，如有的話須儘早介入 

 

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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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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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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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預防欺凌  

 

建議優先和重點訓練的知識／技能（以“”標示）： 

知識／技能 受害者 欺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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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表達立場    

解決人際關係

問題 
   

 

注意： 

 所有人皆適合學習以上所有知識／技能，但家長可考慮子女的具體角色和個人

需要，優先選擇標有“”號的知識／技能作為培養的重點。 

 受害者一般缺乏朋友，面對他人取笑時表現不堅定（可能過份退縮或帶有攻擊

性），且缺乏有效的解難能力，以致被欺凌者持續地欺凌。所以，家長可以優

先幫助子女鞏固友誼，讓子女得到更多朋友的支援，並重點培養子女的堅定表

達立場及和解決人際關係問題的技能，減低誘發欺凌者繼續欺凌的可能性。 

 欺凌者一般有一群朋友，但對他人缺乏同理心，會以具攻擊性的方式對待他人，

或透過傷害別人來解決問題。所以，家長可以先重點提升子女對他人的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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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培養他們堅定表達立場及和解決人際關係問題的技能，幫助子女學懂以恰當

的方式表達和解決問題，減低他們欺凌別人的機會。 

 旁觀者需要加強對受害者的同理心，減低自己參與或助長欺凌的可能性，甚

至在有需要時會幫助受害人，或跟受害者建立友誼，為受害者給予支援。堅

定表達立場及解決人際關係問題的技巧，都有助減低這類子女將來成爲欺凌

者或受害者的機會。 

 

c. 處理欺凌 

 

受害人  欺凌者  旁觀者 

（包括協助者、附和者、 

保護者、局外人） 

 細心聆聽和了解事

情，不要輕視子女

的投訴 

 為子女提供協助、

鼓勵、情緒支援 

 給予建設性的意見

（不要鼓勵忍讓／

反擊） 

 教導子女一些可減

低被欺凌的機會／

嚴重性的方法（例

如：避開欺凌者、

堅定回應欺凌者、

受到暴力對待要立

刻向父母／老師尋

求協助） 

 經常跟子女對話了解

情況 

 協助子女重建自尊心 

 家校合作 

 如有需要，尋求專

業人士的協助 

  保持冷靜、中立和開

放的態度對欺凌事件

作出求證 

 平靜地向孩 \子女了

解事情 

 就欺凌行爲給子女非

暴力的管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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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在適當時候多讚

賞子女的親社會行爲 

 家校合作 

 如有需要，尋求專業

人士的協助 

 

  聆聽子女敘述目睹的

欺凌事件，並提供情

緒支援 

 教導子女一些在能力

範圍内能處理的事情

（例如：安全地舉報

欺凌事件） 

 引導子女用同理心想

像受害者的感受，鼓

勵子女適當地關懷受

害者 

 家校合作 

 如有需要，尋求專業

人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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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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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總結 

良好朋輩關係對子女的健康成長很重要，家長應協助子女建立良好和健康的朋輩關係。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anti_bullying2/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anti_bullying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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