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用繪本教學改善國小中年級學童霸凌行為之研究初探 

 

林嘉璇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文教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think007kimo@yahoo.com.tw 

 

壹、前言 

    曾幾何時，溫馨安全的校園不再友善，取而代之的是一則則令人怵目驚心的

新聞報導：就讀國中的王姓學生日前夥同另一同學以「借午餐費」為由，多次向

同班張姓同學勒索，由於兩人態度兇惡，張生心生畏懼，於是主動交付要購買午

餐的一百元給王生，後來王生又以身上沒錢為由，再度找上張生，張生不從，王

生甚至自己動手搜張生書包，前後得款兩百元，導致張生視上學為畏途（自由時

報電子報，2007.12）新北市汐止區秀峰高中國中部一名國二學生，因身材嬌小

又是乖乖牌，在校遭十三名男學生集體霸凌，被害學生因人單勢孤，遲遲不敢動

手，反遭眾人拳打腳踢，全身多處受傷，凌虐時間長達四十分鐘，此被害學生被

毆打到下顎骨折、一顆牙齒斷掉，住院治療後才出院。警方接獲學校通報，查出

被害學生與加害學生並無重大過節，帶頭的李姓學生是為展現帶頭大哥的氣勢才

下重手，兒警方已將十三名涉案學生函送士林地院少年法庭處理(聯合電子報，

2011.4)。新北市一名黃姓國中女生因為不慎和同學擦撞，被同學拉到廁所圍毆，

加害學生甚至在放學後將黃姓被害者帶到學校附近巷弄，由同校 5 名女學生集體

圍毆她，過程將近 40 分鐘，甚至一旁還有 10 多名同學圍觀叫好，造成她不但全

身多處挫傷，心理也嚴重受創(自由電子報，2011.5)。 

有鑑於此，長期關注兒童權益的兒童福利聯盟特別深入調查國中、小校園，

調查結果 18.8%的國中、小學生表示「最近兩個月內，經常被同學霸凌」，相較

於其他國家，台灣的霸凌問題屬於「中等嚴重」的程度，比英國、瑞典都來得嚴

重。進一步了解孩子霸凌的方式發現，以排擠不討喜同學的「關係霸凌」最常見

佔 76.7%，其次 59.8%為言語上攻擊的「言語霸凌」。在國外，學童因受不了霸

凌而自殺的案例時有所聞，可見校園反霸凌行動有其急迫性(兒童福利聯盟，

2011)。由此可見，校園霸凌已不是偶發事件，其惡化情形遠遠超乎一般民眾的

認知想像，我們不該將其與孩子間的嬉笑玩鬧等同看待，更不該坐視校園這片淨

土變形成為習武場地，甚至犯罪組織溫床？正視問題的嚴重性與破壞性，已不單

是有關當局與學校師長的職掌，更是全民共同的責任。 

    研究者從事教職的歲月中，經常處理學童們的爭執問題，也目睹多次學童間

的霸凌事件，層出不窮的偏差行為，讓研究者頭疼不已，不斷思索著：有沒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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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策略？能「預防重於治療」，也能保障學生們在溫暖互愛的環境中學習。

身為教師，教學是義務，使學生們免於恐懼，更是責任！為了解決此教學現場的

問題，並將結果應用於實務工作中，因此，研究者採行動研究法，以故事繪本為

媒介進行教學，探討繪本教學活動對改善國小中年級學童霸凌行為之可行性及實

施成效。透過分析繪本故事，設計繪本教學課程，檢視其實施的歷程與結果，並

藉由過程中的討論與分享，澄清學童對霸凌議題的認知與迷思，以期能改變學童

觀念與態度，達到改善霸凌行為，杜絕霸凌問題之目標。 

貳、繪本教學的意義與理論 

    繪本指的是繪有圖畫的書本，書中最主要是以圖畫與文字來傳達故事的內

涵，幫助讀者了解書中蘊含的精神。以各國名稱而論，中文「圖畫書」、英文「picture 

book」與日文的「繪本」指的都是這種特定形式創作，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

至無字的兒童讀物。繪本中的文字和圖畫的關係是平等的，兩者關係非重疊，而

是互補，為故事主題做補充或說明，換言之，繪本裡的「圖畫」，其角色並非「文

字」的附屬，而是圖畫與文字兩者並重，分量相當。黃家妤(2007)發現有時繪本

中的圖畫比重反而較多，甚至有的全是圖畫，毫無文字，豐富的圖畫倒成為傳遞

主題的要角，可見繪本中的「文字」和「圖畫」是同時在同一主題架構中傳達概

念，只是呈現的型態不同罷了。 

    閱讀繪本沒有年齡限制，不過仍以兒童為主要的閱讀對象，學齡前後階段的

兒童，多半不識字或識字有限，閱讀方式主要仰賴大人以說故事的方式來導讀或

自行閱覽，而繪本藉由淺顯易懂的文字、美觀的圖畫讓兒童了解書中的文字內容

的圖畫所欲傳達的意境和對話，成了最合適的讀物。 

    Kiefer(1982)曾說過的：繪本內含藝術與文字兩種元素，主要以連續頁版面

來傳遞訊息，訊息的表達方式可以完全由圖畫書呈現，也可以透過圖畫與文字一

同來傳達，足見繪本正是一種藝術品。郭麗玲(1991)也曾提及兒童對文學、藝術

及語言的最初體驗，可透過繪本此一視覺的藝術形式為媒介，一本好繪本，就像

一個美麗的天堂，孩子可以盡情的在那裡觀賞、聆聽與想像。 

一、繪本的特質 

    好繪本的插畫就像一座橋，來連結文字內容和讀者的內心(郝廣才，2006)。

究竟什麼樣的繪本稱為好繪本？什麼樣的繪本值得人們一看再看呢？許多學者

陸續投入對繪本的研究，紛紛提出優良繪本應具備的特質，茲歸納如下： 

(一)兒童性：繪本是專為學齡或學齡前的兒童設計之書籍，所以繪本的創作者需

從「大人本位」的思考模式中跳脫，依照兒童的身心發展特質，給予適合其年齡

與程度的故事內容(林真美，1999)。 

(二)文學性：繪本的主要讀者是兒童，內容要考量他們的識字能力，又須兼顧文

學內涵，可說是集精華於一身的文學作品。 

(三)傳達性：兼具語文和視覺傳達兩種方式是繪本的特性之一。繪本充分發揮了

「畫中有話，話中有畫」的精神，透過文字的敘述解說以及搭配圖像的描繪，使



其整體感、連續性、動態感與節奏感因應而生，成了圖文並茂的最佳代表(林敏

宜，2000)。 

(四)教育性：透過閱讀繪本，兒童不只可以從中學習到生動的詞彙語句與豐富的

學問知識，培養出良好的生活習慣與正確的價值觀念，在尋求自我認同、自我實

現與他人肯定、人際互動之間取得平衡，並從中涵養其心性、陶冶其氣質，可見

繪本深具教育性。 

(五)圖像性：林真美(1999)在「在繪本花園裡」一書中表示，繪本具有運用連貫

性、敍事結構圖畫來傳達和詮釋故事意涵的特質且兒童繪本的圖畫與文字是無法

分割的，特別強調敍述性故事與視覺藝術的結合。 

(六)藝術性：楊理淑(2006)整理了國內外學者的意見指出一些世界級的藝術家，

技巧性的運用了多元的媒材、顏料與技術，讓繪本表現形式與色彩配置變得更豐

富精美，不但透過繪本一展長才，也將繪本化身為手提式的美術館。她的詮釋為

繪本富含藝術性下了一個絕佳的註解。 

(七)趣味性：繪本的趣味性展現在圖畫和文字中，圖畫具具體的畫面感、視覺性，

文字具語言特質，富情節性，孩子參與其中時，能盡情快樂、想像、情緒紓發，

甚至享受與不同人或動物交流的趣味(林敏宜，2000) 。 

(八)大眾性：繪本中的圖畫本身即具有說故事功能，能清楚傳達故事的內容，它

不但提供兒童閱讀，也適合大人欣賞，因此能接受的年齡層很廣(楊振豐，2005) 。 

綜合上述，理想的故事繪本，會關切到它的主要讀者的需求，取材上不脫兒

童的生活經驗，文字上符合兒童的理解程度，內容上兼具藝術性和趣味性，又能

蘊含教育性，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使兒童在閱讀的同時，從中學習到各項人生課

題，教師宜善加利用繪本的這些特質，規畫教學目標融入活動中，藉此引導兒童

思考與自省，將所學內化並實踐於生活中。 

二、繪本的選擇 

    繪本是萬象世界的縮影，也是大多數兒童通往知識大道的閘門，依據繪本富

含的「教育性」特質，可以瞭解其非常適合運用在教學上，但教師進行繪本教學

前，如何選取合宜的繪本材料，且如何表現精彩的故事情節，以引發學童的學習

興趣與動機，達到預先設定之教學標的，具顯著教學效果？可參考幾位專家學者

提出選擇繪本時的要點(林敏宜，2000；洪曉菁，2000；Owens&Nowell，2001；

吳明姿，2004；房柏成，2004；傅怡玲，2008；林秋伯，2011)： 

(一)符應兒童身心發展；(二)重視兒童興趣需求；(三)富含教育薰陶價值；(四)兼

具語文藝術特質；(五)選擇經典專家作品。 

林良(1996)曾說過，閱讀好圖畫書的孩子，對世界一定有不同的人生觀，領

略出不同的真理和智慧。洪蘭(2002)也認為，閱讀能使人的心靈得以昇華，並可

以激勵出兒童的創造力，別人費盡一生的心血寫一本書，我們卻只要讀完這一本

書，就得到了他的經驗，正所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透過閱讀能開啟視野、

累積前人的智慧。而家長與教師就是運用慧眼與愛心選擇出好書的關鍵人物，對

於兒童讀物的擇取不可不慎。 



三、繪本教學的策略 

同樣的故事，由不一樣的人來說，會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但是教師在運用繪

本教學時只要把握以下幾項策略與原則，人人都可以成為稱職的說書人，成功進

行繪本教學(陳美姿，2000；余秀玲，2007；林碧蓮，2010；林秋伯，2011)： 

(一)調整心情：教學時能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營造愉悅的學習氛圍，與學童分

享故事內容，自然而然的從中開發他們的創意思考力與訓練他們的專注學習力，

達到預設之教學目標。 

(二)事前準備：充足的準備等於成功了一半，教學前教師宜依照繪本內容，設計

「課程規畫表」以利於教學進行。 

(三)掌握主題：在進行繪本教學前宜先熟悉故事內容，確實瞭解故事脈絡，清楚

其中的人物主角、時地背景、問題起因、事情過程及最後結果等，引導學童走進

繪本世界，透過生動精采的故事，精確傳達主題。  

(四)重視導讀：繪本是圖畫與文字相乘的智慧結晶，在導讀的過程中，教師扮演

的不該只是朗讀故事的機器，而是輔助學童在閱讀遇到困難時，給予提示，並應

適時停留，提供學童充足時間細細欣賞繪者想傳達的意境，以及主動發現作者想

表達的旨意。 

(五)引導發問：在繪本教學中，教師應具備發問的技巧，準備簡單的問題，讓學

童回答，給予他們自由想像與發揮的空間，也透過發問，讓學童預測故事未來發

展、主角遭遇或作者用意，引導學童深層思考及修正觀念，與繪本主題契合，但

也應避免過多引導，取代了學童自身的思維。 

(六)媒材應用：教師在進行說故事活動時可適時運用與故事相關的圖卡、道具與

布偶等媒材，讓故事更活潑精采，也可播放背景音樂，或搭配投影片、影帶等視

聽媒體，以提高學童的學習興趣，具體記憶情節與繪本主題，感受故事的魅力。 

(七)演出故事：故事人物角色配音，適當地運用抑揚頓挫的音調，表情隨著情節

高低起伏變化，搭配肢體動作，營造刺激、懸疑或歡愉的氣氛，牽引著聽故事者

的喜怒哀樂，便是成功的傳達故事。 

(八)延伸活動：在進行完繪本導讀與討論教學後，教師可針對教學目標，設計美

勞、音樂、語文、遊戲、戲劇等延伸活動，回顧故事內容，再次領略其中蘊含的

意義，加深學童對繪本的體驗與感受 

(九)注意事項：在教學過程中或進行後，不可急就章，要求學童立即回答問題或

改變行為態度，給予學童足夠時間，靜下心來反覆思量，釐清觀念，對繪本的理

解因人而異，教師也不宜設立所謂的標準答案，強加套進學童的想法中，而阻斷

其自由思考空間，使繪本教學的美意失焦。 

    繪本的內容豐富，呈現方式多元，可依學童的年齡、需求及教師的教學方向

彈性調整，再加上繪本富含教育價值，具有值得孩子學習的思考意義與隱喻智

慧，其圖像用色多彩，不僅引起學童閱讀興趣，也在在成為讀者珍藏之藝術品，

因此，集眾多特色於一身的繪本，完全能符合教師選擇教材的原則，近年來常被

運用於教學上，相關研究眾多，研究結果均發現繪本有助於特定主題教學的傳授。 



參、霸凌行為的定義與影響 

一、霸凌的定義 

    Olweus(1993)將霸凌定義為：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暴露在一個或多個學

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行為之中，加害及被害雙方的力量並不均等。Baldry and 

Farrington (1999) 則認為只要是企圖以謾罵、脅迫、衝撞等暴力行為，讓弱勢同

儕覺得恐懼不安，且有意識、重複性的傷害同儕就是霸凌行為。兒童福利聯盟

(2004)在調查研究後指出，霸凌(bully)通常指蓄意具傷害性的行為，是通常會持

續重複出現在固定孩子之間的一種欺凌現象。吳清山、林天祐(2005)在「教育新

辭書」中指出，校園霸凌，又稱校園欺凌，亦稱校園欺侮，係指一名學生長期重

複的被一個或多個學生欺負或騷擾，或是有學生被鎖定為霸凌對象，成為受凌學

生，導致其身心受到痛苦的情形，包含校園內與校園外的霸凌行為。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對霸凌一詞的定義，歸納出霸凌行為具有以下特點： 

(一)對象：受害者為一個，而加害者則為一個或多個，且發生在同儕之間。 

(二)地點：通常為同儕相處的空間，主要為校園。 

(三)力量：雙方之間在體型及權力之間的不對等。 

(四)頻率：欺凌行為長期且重複的出現。 

(五)動機：是一種惡意的欺侮，蓄意的欺凌。 

(六)傷害：造成受害學生身體與心理上的痛苦，也會間接影響加害者與受害者日

後的人格發展。 

    「霸凌」是一個長期存在於學生校園的現象，專指孩子之間因權力不平等，

而遭受欺凌與壓迫等惡意欺負的行徑，具有故意的傷害行為、重複發生、力量失

衡等三大特徵，會導致受害者身心受創，影響深遠，實有必要予以正視之。 

二、霸凌的類型 

(一) 以欺凌方式區分     

長期投入霸凌研究的權威Olweus(1993)將霸凌分成三種類型，分別是身體的霸

凌、口語的霸凌及性的霸凌。身體的霸凌包含推、打、有敵意的姿勢；口語的霸

凌則包含羞辱、取綽號、貶損、諷刺、嘲笑、威脅、沈默對待、與其他同學共同

排斥；而性的霸凌指的是性方面的騷擾。 

    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2004)在「國小兒童校園霸凌現象調查報告」中參考國

內外學者的研究將霸凌分類為以下五種，詳述如下： 

1.肢體的霸凌：這是最容易辨認的一種型態，包括踢打弱勢同儕、搶奪他們的東

西等。霸凌兒童通常是全校都認識的學生；他們對別人霸凌的行為也會隨著他們

年紀的增長而變本加厲。 

2.言語的霸凌：運用語言刺傷或嘲笑別人，這種方式很容易使人心理受傷，既快

又刺中要害，雖然肉眼看不到傷口，但它所造成的心理傷害有時比身體上的攻擊

來得更嚴重。 

3.關係的霸凌：關係的霸凌往往是透過說服同儕排擠某人，使弱勢同儕被排拒在



團體之外，或藉此切斷他們的社會連結。這一類型的霸凌往往牽涉到言語的霸

凌，常會牽涉散播不實謠言的情形，或是排擠離開小團體的成員。 

4.反擊型的霸凌：這是受凌兒童長期遭受欺壓之後的反擊行為。通常面對霸凌時

他們生理上會自然的予以回擊；有的時候被害者則是為了報復，對著曾霸凌他的

人口出威脅。也有部分受凌兒童會去欺負比他更弱勢的人，這都屬於反擊型的霸

凌。 

5.性霸凌：類似性騷擾。包括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嘲諷玩笑、評論或譏笑、對性

別取向的譏笑(例如：「娘娘腔」的男生)、傳閱與性有關令人討厭的紙條、身體

上侵犯的行為，如以性的方式摩擦或抓某人的身體，或是迫使某人涉入非自願的

性行為等。 

    之後隨著網路世界的發展，另一種新興的霸凌方式－網路霸凌(cyber bully)

也開始出現(兒童福利聯盟，2007)。 

為遏止霸凌現象持續惡化，教育部參考國內外相關研究、兒童福利聯盟調查

報告及專家學者意見，統整出「校園霸凌」之定義、類型與具體型態，供各界參

照，並做為教育人員在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的依據，分述如下表： 

 

表 1「校園霸凌」之定義、類型與具體型態 

定    義     類    型 具    體    型    態 

1.具有欺負他人的行為 

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3.造成生理或心理上的傷害 

4.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 

5.其他經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討論後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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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霸凌     毆打身體、搶奪財物…等 

語言霸凌     嘲笑污辱、出言恐嚇…等 

關係霸凌     操弄人際、排擠孤立…等 

網路霸凌     散佈謠言或不雅照片…等 

反擊型霸凌     受凌反擊、「魚吃蝦米」…等 

性霸凌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等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治校園霸凌專區 

     

    由上表可知，兒童福利聯盟(2011)所提出的霸凌六大類，應可涵括所有的霸

凌行為，目前國內研究霸凌議題，包含教育部防治霸凌宣導也普遍採用其分類： 

1.直接對身體產生傷害的霸凌類型：肢體霸凌、性霸凌、反擊型霸凌。 

2.間接對心理產生傷害的霸凌類型：言語霸凌、關係霸凌、網路霸凌。 

    直接以身體或語言對生理方面做出的侵略行為，顯而易見，較能立即被制

止，間接式的心理霸凌，非外顯行為，不易被察覺，傷害卻可能比直接攻擊更嚴

重，需要留心觀察才能察覺，加深了防範校園霸凌上的難度。此外，值得注意的

是，上述霸凌行為六大類型不一定是單獨呈現，這些行為常會重複出現在霸凌關

係中，換言之，同一位受害者，可能會被加害者以肢體、言語霸凌等方式施暴，

並伴隨關係的排擠或網路的攻擊。 



(二) 以霸凌對象區分 

一個霸凌事件不單是一人構成的，除了主動加害者和被動被害者外，尚還有

其他人參與其中，兒童福利聯盟(2004)在「國小兒童校園霸凌現象調查報告」中，

明確界定了霸凌事件中三種角色的特質： 

1.霸凌兒童(胖虎型兒童，bully)：一個在學校或同儕團體中，不停地對其他同儕

或某些特定對象進行傷害、恐嚇、威脅、或刻意排擠的人。 

2.受凌兒童(大雄型兒童，targeted children)：被霸凌的對象，其中有些甚至是長

期被霸凌，對身心健康與發展造成深遠的負向影響。 

3.旁觀者(小夫型兒童，bystanders)：任何一個知道霸凌正在發生的人，有些旁觀

者主動「推波助瀾」協助霸凌兒童進行傷害性的行為。 

黃巧玲(2007)引用了Michele Elliott的研究將霸凌行為中存在的角色做了以

下說明： 

1.霸凌者(bully)：是霸凌行動的發動者，常會帶頭進行一些攻擊行為。 

2.隱形霸凌者(secret bully)：是躲在後面攻擊策動者或執行者，因機伶、反應好，

擅於在大人前扮演好孩子，而不易被察覺，屬於智慧型犯罪者。 

3.受害者(victim)：是霸凌事件中被攻擊的受害者。 

4.局外人(outsider)：在霸凌事件發生時，不做任何反應，不參與其中，置身事外。 

5.睿智者(sages)：從未被霸凌，也不是霸凌者，擁有聰明的、不喜與人爭的特質，

人際關係良好，遠離霸凌的情境。 

針對以上對霸凌角色的分類，在霸凌現場，部分的角色行為有雷同之處。例

如隱形霸凌者可能不是霸凌行為的行動者，但與霸凌者一樣出現攻擊行為，應歸

類為霸凌者；此外，雖沒有直接參與霸凌的行動，但在旁鼓動或袖手旁觀的局外

人或睿智者，應歸類為旁觀者。 

研究者綜合以上見解加以歸納整理，在一個霸凌事件中，主要由幾種角色加

以構成，分別是： 

1.加害的霸凌者 

2.受害的受凌者 

3.鼓譟或袖手的旁觀者 

  加害的霸凌者通常是主動挑選，並且使盡全力蓄意傷害對方，受害的受凌

者則是角色固定，並長期受害。無論是霸凌的加害者、受害者或旁觀者皆需要特

別關心，教育人員務必要針對這些不同角色進行了解，詳細查明事件發生的原因

與始末，才能分別對他們予以處理與追蹤輔導，防範霸凌現象惡化以及類似事件

再發生。 

三、霸凌的成因 

造成兒童霸凌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因素，皆可能

是助長兒童霸凌行為一再發生的原因，依據學者的研究發現，霸凌行為的形成原

因可分為以下幾種(兒福聯盟，2004；雷新俊，2009)：  

(一)個人因素：激進衝動的孩子往往較有霸凌行為的傾向，另外也可能是霸凌者



本身患有特殊的生理、心理或神經方面疾病，研究指出某些霸凌兒童因患神經生

理的「艾斯伯格疾病」而出現霸凌行為，患有此症的兒童智力商數極高，但「社

會商數」(Social Intellect)明顯低落，極可能引發霸凌行為，使他們非自願性的成

為霸凌者(兒福聯盟，2004)。 

    無論是個人的人格特質或是患有特殊疾病，皆可顯現個人本身的性格因素扮

演關鍵角色，造成霸凌者的偏差行為，而這當中的導火線，主要是在於人際衝突

處理不當。 

(二)家庭因素：Kim Zarzour 在「校園暴力-別讓孩子成為沉默的受害者」一書中

指出，家庭正是孕育惡霸的搖籃，孩子在家裡什麼樣子，在學校也會一樣。負責

教養工作的長輩其教育方式若具較易動粗、不在乎孩子的去向、老盯著電視看、

夫妻間常吵架等特性，這樣惡霸的家庭，充斥嘲諷、批評而少有讚美或分享，孩

子要在其中生存，只得以粗暴的方式自保，長期下來，無疑是助長孩子成為校園

惡霸。此外，家中手足關係的不和，也會間接影響兒童的攻擊行為。因此，出身

單親家庭，缺乏溫暖、照顧與學習楷模者，也易成為惡霸 (柯清心譯，1995)。 

    可見霸凌者常是來自於缺乏關心、疏於管教、不當管教、家人間高度衝突、

手足互動不良與經常打罵孩子的家庭。耳濡目染下，學習到錯誤的人際互動模

式，習慣以咆哮辱罵、武力拳頭來解決事情與發洩情緒，不但強迫別人接受自己

的看法，甚至以暴力方式逼對方就範，成為校園霸凌現象發生的主因之一，也增

加了霸凌行為出現的次數。 

(三)學校因素：根據兒福聯盟(2007)「兒童校園霸凌者現況調查報告」中發現，

校園暴力事件與霸凌問題有高度相關，比較霸凌者與非霸凌者的情況，霸凌者中

有 65.5%曾與同學打架、58.2%覺得學校不安全、23.2%經常被老師體罰，認為學

校糾察隊會欺負同學的有 16.4%，皆明顯較非霸凌者為高。常其處於學校暴力環

境下，孩子易將老師、同儕的暴力行徑套用、內化成自己的人際關係模式，而影

響其暴力行為及價值觀。 

    由此可知，若學校未能營造溫馨和諧的友善校園，校園發生暴力事件發生

時，一昧採取「以暴制暴」的方式來處理與防堵，且未能落實人權、法治與生命

教育，缺乏適當的輔導教育的方式，很可能造成霸凌兒童學習此一暴力模式來解

決人際衝突，內化成自己的人際關係模式，造成霸凌問題更嚴重，此外，教師與

同學對於霸凌行為的姑息與漠視態度，都會促使霸凌行為的發生頻率增加。 

(四)社會因素：目前社會環境充斥著暴戾之氣，加上大眾傳播媒體的過度渲染，

血腥暴力新聞常佔據各大新聞版面，兒福聯盟(2007)在「兒童校園霸凌者現況調

查報告」中指出，孩子的偏差觀念並非天生，據國外研究指出，當兒童長期暴露

在媒體暴力之下，不僅較易認同電視報導或劇情中的攻擊性角色，更易將暴力行

為視為真人實事；這些把暴力情節轉移至現實生活的孩子，成年之後常出現推撞

別人或打人等舉動。孩子常不自覺地認同「用暴力可佔上風」，間接誤導了孩子

對暴力行為的認知。 

    綜合各項因素可以知道，個人偏差、家庭衝突、校園暴力、社會歪風構成了



校園霸凌四大危機因子，然而霸凌的發生不是單一的，更非發生在少數學童身上

的特殊個案，急待正視與處理，但霸凌事件的解決是需要面面俱到的，包括老師、

霸凌者、家長、學校行政體系等缺一不可，倘若只是一直強調孩子對霸凌的了解，

或是法律的認知，而不注重教師的相關訓練、學校友善環境的營造以及家長的關

心參與，相信成效不但會大打折扣，也將流於形式。 

四、霸凌行為的影響 

遭受校園霸凌後，對受害者的身心與生活上造成程度不等的影響，下表整理

出不同欺凌方式導致之影響： 

 

表 2 霸凌類型與影響 1 

霸凌類型 影響 

肢體霸凌： 

毆打、搶財物、剃頭、吐痰 

 外傷明顯、最令孩子恐懼 

語言霸凌：  

譏笑、謾罵、取綽號、威脅恐嚇 

 心裡創傷大、比例最高 

關係霸凌： 

排擠弱勢同儕、散播謠言、中傷 

 沒有痕跡、最常見、易忽視 

網路霸凌： 

藉網路威脅、散播謠言 

 速度快、管道多、殺傷大 

反擊型霸凌： 

受虐者欺負更弱勢者、夾帶報復心態成

為加害者 

 受害、加害一線間 

性霸凌： 

嘲笑身體的性別、性徵、性取向 

侵犯身體的性騷擾、性侵害 

 性別不平等、身心受創 

 被害者被以男人婆、娘娘腔、波霸、飛機場   

 等不雅綽號稱呼，更甚者被碰觸性器官、脫  

 褲掀裙、阿魯巴、草上飛、性侵強暴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治校園霸凌專區 

 

若任霸凌行為在校園橫行，不只會帶給受凌者傷害，同時也對霸凌者、旁觀

者產生不良影響，使參與其中的學童態度和價值觀偏差，進而影響其在家庭和社

會上的人際互動，甚至惡性循環至下一代，複製其不堪的遭遇，導致學校和社會

不斷累積負面能量，付出慘痛代價，因此，霸凌行為所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無

論是霸凌者、受凌者或者是旁觀者，都必須在事件發生後予以立即介入輔導，長

期觀察追蹤。 

霸凌對孩子的身體或心靈均會造成傷害，導致生活適應上有負向影響，傷痛

烙印之深，超乎常人想像。「霸凌」不該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必經的道路，「弱肉強

食」在校園中更不該被視為是正常的文化(兒福聯盟，2005)。積極防止「霸凌」



對孩子造成傷害，是家長、老師與社會大眾的責任，也是義務。 

 

肆、實施繪本教學改善霸凌行為 

    依據兒童福利聯盟(2011)調查顯示：詢問孩子對於「反霸凌政策」的想法，

六成(60.4%)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強老師處理霸凌的能力」，其次為「對霸凌

者的輔導」(54.2%)，以及「加強同學對霸凌的認識」(48.2%)、「增加學校的輔導

人力」(48.2%)等都有獲得半數左右的孩子認同。 

    在這項調查中，加強老師處理霸凌的能力，被認為是解決霸凌最有效的方

法，可見教師在孩子的心目中，還是最可以信任的，藉由孩子的信任，老師可以

運用教育的力量，採取合宜的策略，教導孩子了解並面對霸凌，並改善孩子人際

互動的能力，建立正確的人際關係，相信能就此杜絕霸凌行為的發生。 

    因此，霸凌行為是可以透過細心規畫的課程教學、輔導方法，配合教師積極

正向的班級經營來獲得改善，關鍵在於師與生的共識以及決心，尤其國小學童年

紀尚小，對於霸凌的認識可能仍屬半知半解，無法確切瞭解其嚴重性，也無法想

像其對學習生活，甚至未來的不良影響，如果沒有深受其害，想必不能同理，傳

統式教條說理恐流於形式且成效不彰，若能透過量身打造且具體明確的課程設

計，特別是於教學中融入少年小說、影片、戲劇、繪畫等媒材，不但能引起學童

學習動機，也能達潛移默化、事半功倍之效，因此，研究者採用行動研究法，進

行以繪本教學改善霸凌現象之研究，期望能借重繪本的趣味性、教育性、藝術性

等特性與價值，發揮其最大效用，配合生動多元的教學活動，協助學童建立正確

人際相處觀念、培養正向品格及學習尊重不同個體，從根本讓班級霸凌現象消弭

無形。 

    本研究透過實施繪本教學以改善霸凌行為，研究流程與說明如下： 

一、研究場域 

    研究者任教的學校為台東縣台東市的後山國小(化名)，位於台東市區與市郊

的交界處，屬於大型學校，由於地理位置關係，多數學區內的家長職業以務農及

作工為主，社經地位多不高，而學童人數眾多，族群也呈現多樣，比例上，約三

分之二是漢族，近三分之一是原住民，加上少數的外籍新住民，族群組成多元，

相對的，營造友善校園的環境，發揮族群融合的精神顯得異常重要，校方長期致

力於品格教育的推行及反霸凌觀念的宣導，因此，本校是適合作為校園罷凌議題

研究的場域。 

二、研究參與人員 

(一)學生：研究者任教的四年 O 班，班上男童有 13 位，女童有 12 位，共 25 位

學童(含三位資源班學童、一位妥瑞氏症女童及二位注意力缺陷男童)。 

(二)研究者：台東師院語教系畢業，邁入擔任教職的第十年，以重視生活教育、

品格形塑、合作互助、閱讀推動為教育理念。身為教師，研究者深深明白肩上的

責任，是甜蜜而沉重的，期許自己能成為一個對學生有幫助的老師，幫助他們知

識的學習，更幫助他們懂得待人處事的原則，擁有良好的品格，學會視人如己，



成為溫暖幸福的人。藉由此次的行動研究，期望能將所學理論和實務經驗結合，

有效改善班級霸凌現象，培養學童正確價值觀念，並提升自我的專業知能成長。 

(三)協同研究者 

除了三位長期從事教育研究工作之專家學者外，請許老師、吳老師及李老師等三

位老師擔任協同教師，借重其專長，隨時請益，並請其協助觀察學童於繪本教學

活動實施前後之行為表現，載於訪談紀錄中。 

三、研究時間 

每周二下午的一節綜合課及每周四下午的一節彈性課實施，本研究分為四個主

題，每一個主題活動搭配二本繪本進行教學，共選擇八本繪本故事，分別設計八

個教學活動進行研究，每個教學活動所需的實施時間為二節課 80 分鐘，加上四

節討論分享課程，共二十節課 800 分鐘。 

四、教材內容 

研究者規劃「加害有過」、「被害有因」、「旁觀有責」、「和解終結」四個主

題，選定「我是老大」、「小霸王艾迪」、「把帽子還給我」、「敵人派」、「不

是我的錯」、「小威龍的武士傳說」、「你不可以欺負我」與「我不一個人忍耐」

等八本故事繪本，依此設計繪本教學課程與討論分享課程，期望透過繪本教學改

善學童霸凌行為，輔導其回歸正常的學習生活，並達到研究者設定的研究目的。 

    繪本教學課程之實施時程如下圖1： 

 

 

圖1 繪本教學主題與實施時程圖 

 

五、教學流程 

    教學流程可依實施時間的先後分為五個步驟(鄭蕤，1987；林敏宜，2000；

詹日宜，2005；梁玉珊，2009)： 



(一)準備活動：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在進行繪本教學前，教師可事先做好

準備工作，依照選定繪本、設計活動、準備教具、善用媒材、佈置場地、熟讀繪

本、預先練習等步驟，使教學活動能更流暢進行，將書本的涵義與宗旨完整的傳

遞給學童。 

(二)暖身活動：暖身活動扮演了「引起動機」的重要角色，其目的在吸引學童注

意，引發其興趣，林敏宜(2000)指出有效朗讀故事的指引，教師可以在朗讀前可

先呈現書的封面並探討封面插圖，鼓勵孩子與自身經驗做連結；鼓勵孩子預測該

書內容；與孩子討論該書的作者及插圖；向孩子介紹主角、情境或主題。 

(三)文本導讀：文本導讀是教學活動的重點，透過此活動學童能很快認識繪本主

題，與自身經驗連結，教師在帶領學童閱讀繪本時，可以以說故事和看故事兩種

方式進行，兩者差異在於前者只是將故事內容以敘述方式表達，後者是除了說故

事外，還有教育功能，教師需先設定主題，透過活動傳達理念，達成教學目標，

因此，在進行導讀活動前教師應多充實相關經驗。 

(四)討論活動：在聽完故事後，教師鼓勵學童以個人發言、小組討論或全班討論

等方式交流感想，透過心得的分享，學童能從中理解故事、練習思考，藉由意見

的發表，學童能增進語文表達、專注傾聽，反覆回顧繪本內容，連結自身生活經

驗，檢視獲得啟發想法，除了討論之外，教師也應針對繪本故事及主題進行提問，

應用問題思辯與後設認知，協助學童領略文本的主旨，並與自身生活經驗連結。 

(五)延伸活動：延伸活動是繪本教學的最後一環，可以將整個閱讀活動統整起

來，透過延伸活動的安排，可幫助學童在閱讀繪本後，思索故事與自身的連結，

整理個人的想法，強化主題的影響，同時增加閱讀的樂趣，帶領學童建立新的觀

念，並具體實踐於生活中。 

六、資料蒐集分析與檢核 

    行動研究是一種將實務行動與研究整合的研究方式，強調以實務工作者的需

求與立場出發，結合研究的過程與步驟，找出解決或改變實務工作的困境與問題

解決方案或行動策略(潘淑滿，2010)。透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擬問題解決的

途徑與方法，歸納出結果，並將結果應用於實際工作中，茲將資料蒐集分析與檢

核分別說明如下： 

(一)資料蒐集 

1.觀察紀錄：透過直接、參與觀察，於自然情境中以半結構方式進行觀察，包含

研究者一開始接觸班級時，繪本教學進行中與實施後，學童們的反應、對話等，

同儕間的人際關係流動及霸凌情況是否持續發生，觀察未安排固定的時間與問

題，包含下課休息時學童間交談的情況，特別是曾是霸凌加害者或受凌者，瞭解

其近況與想法，並觀察神色反應與同儕互動情形，整理成觀察記錄，可彌補課程

活動進行時蒐集到之正式資料之不足，並藉此檢證繪本教學方案是否對其有實質

幫助與影響，作為日後支持研究結果的佐證。 

2.訪談紀錄：本研究的訪談採取半結構方式，在研究者在進行繪本教學時，將不

定時與受訪者溝通，針對課程設計中繪本故事討論與分享時間，藉由問題對答與



想法交流，瞭解學童對霸凌議題的認知、經驗與態度，進一步透過課後閒談與私

下晤談，探索實施繪本教學前後，對學童生活與學習上的影響，在想釐清其活動

學習單的文字內容或圖像意涵時，也可請其補充說明，特別是深入瞭解霸凌加

害、被害與旁觀學童的學習情況與人際關係，訪談進行時予以同步錄音錄影，完

成後轉為逐字稿，加以編碼，完整確實的呈現研究對象的看法與情感，也以訪談

模式的雙向對話，走入其內心世界，同時深入瞭解與分析問題，提出改善之道，

協助學童們能免於霸凌危害。 

3.學習紀錄：本研究在繪本教學進行前，先規畫課程設計，將故事書的核心精神

與重要啟示融入學習活動單，於活動進行中或後，讓學童完成，加強學童對主題

學習的印象，一方面藉此評量他們對繪本與霸凌議題的理解情況與學習成效，另

一方面透過習寫與自我覺察，協助學童更瞭解自己的感受與轉變，並指導學童將

過程中所有學習單、作品與心得日記蒐集成學習記錄，檢視學習成果與成長軌

跡，也作為研究者具體瞭解實施繪本教學對學童在學習生活與霸凌現象的影響之

依據。 

4.省思札記：藉由將每一次繪本教學進行前的準備、活動中的互動、活動後的啟

發、教學內容的調整、學童的對答、家長的回饋、繪本教學的成效、輔導方式是

否得宜、協同教師的建議，或是出現在研究過程中的難題與障礙等予以詳實記

錄，於研究脈絡中自我省思，作為日後研究進行的檢證依據與課程設計修正的參

考，也能促進研究資料的完整與豐富，從中成長與提升專業知能。 

5.課堂日誌：研究者會蒐集繪本教學之課程設計表與簡報檔案，輔以錄音、照相

與文字記錄，整理成課堂日誌，檢核課程活動的內容與分析繪本教學的成效，成

為本研究之重要資料庫。 

6.訪談協同教師手札：請協同教師李老師於科任課時進行課室觀察，予以詳實記

錄，研究者於課後訪談李教師，聆聽她的觀察結果，請其比對繪本教學實施前後

學童的反應或轉變，特別是觀察離開教室後，科任課程或戶外活動進行時，學童

們彼此的互動情形，並記錄彙整成訪談手札，提供分析所需資料，並請教專家學

者意見，助於研究信效度的提升。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參考張芬芬(2010)提出的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茲說明如下： 

1.文字化：將觀察、訪談與學童學習單等產生之文字資料，轉譯成逐字稿，從事

文字化工作。 

2.概念化：概念化就是將某個「概念」賦予給某段文字資料，亦即進行「編碼」，

使原始資料轉型為具體概念，以利歸納屬性相同文件，以及將資料化繁為簡。 

3.命題化：此階段是要提出命題，做為待考驗的假設，亦即將資料概念化後，研

究者重新閱讀，選擇明顯具體的資料，省視其是否符合研究目的，能否回應研究

待答問題，以期結論不有所偏誤。 

4.圖表化：就所發現的命題繪為圖表，予以分析，驗證先前命題是否成立，而本

研究過程中實施多次繪本教學，課程設計、課堂學習單與訪談觀察紀實匯聚成為



數可觀的文字，以圖表方式呈現，提升研究效能。 

5.理論化：透過本研究，研究者於明確詮釋資料後，建構實際的理論，將研究結

果應用於教學現場，乃行動研究精神之發揮。 

研究者透過資料的反覆閱讀、分析、比較與詮釋，釐清研究脈絡中的關係，促使

初步的描述架構雛形產生，之後有資料更新或不同構思時，適時調修，逐步支持

描述架構具體成形，築成具象之結論成果。 

(三)資料檢核 

1.資料方面 

(1)三角檢證法：此方法源自航海與軍事策略，採用多元的參照點來測量一個物

體的正確位置(葉重新，2010)，應用在本研究上，蒐集實施繪本教學前、後，對

學童人際互動與行為表現的觀察，學童、協同教師的訪談、研究者自身的省思札

記及相關文獻等資料，藉以對照比較和印證審核，從不同管道檢驗研究資料的一

致性，建構起客觀專業的研究。 

(2)持續比較法：本研究課程實施時間由 101 年 9 月至 102 年 1 月，為期一個學

期，經由長期且持續的觀察，加以記錄，輔以訪談、學童學習單與課堂日誌等資

料，研究者能從中察覺研究對象的想法與行為模式，驗證其是否受到影響而自覺

轉變。 

2.人員方面 

(1)受訪者的檢核法：研究者會與研究對象晤談，進行正式訪談後，訪談內容將

被轉譯為逐字稿，也會與受訪者再次確認內容，並藉此澄清過程中表達不清的問

題與補充說明不足的部分。 

(2)研究參與者的三角檢證法：本研究蒐集的資料中包含學童學習單與行為觀

察、協同教師的訪談與研究者的省思，形成人員之三角檢證，透過三者呈現的資

訊，進行資料的檢證，互相驗證以繪本教學改善霸凌現象的研究是否可行且具高

度效度。 

伍、結語 

    無論大人小孩都愛聽故事，享受高低起伏的情節變化，徜徉浩瀚無垠的書海

世界，尤其宣導觀念與改善行為時，以繪本故事為出發點，營造輕鬆自在的閱讀

環境，自然可以吸引學童注意，於實施繪本教學時導入主題，學童們不但不排斥，

接受度提升，甚至能侃侃而談心中所感，成效遠比教條式說理顯著，寓意深遠的

繪本故事總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以繪本故事為媒介，也能增進學童對霸凌行為的認知與瞭解，以往抱持：「我

只是在跟他玩啊！推一下還好吧？」、「我不要跟你好了，我要叫誰誰誰他們通通

不要理你！」、「胖就胖，還怕人家說……」等不屬於霸凌的謬論或遊走嬉鬧霸凌

邊緣的迷思，也在進行繪本教學時逐一獲得澄清，值得一提的是，在繪本導讀與

討論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四年級學童對霸凌行為的初步認知拘限於動作明顯的肢

體霸凌及容易察覺的言語霸凌，對關係霸凌、性霸凌及反擊型霸凌則較不清楚，



低估其嚴重性，而受凌者在班上長期處於弱勢地位，他人常覺得與其不合，連自

己也感到與眾人格格不入，尤其是個性過於內向安靜或學業成績低落之弱勢兒

童，更可能成為受凌者，呼應 Flynt & Morton(2004)曾提及學習障礙學童因為社

交技巧較差，表達能力有限，易被同儕排擠，相較於其他學童，更容易成為霸凌

者欺負的目標。 

    而霸凌事件中的主角除了霸凌者和受凌者外，尚須包含目睹全程的旁觀者，

無論旁觀者是對霸凌行為的認知不清、感到害怕、默認排擠或是不知如何幫助受

凌者，種種對霸凌現象漠視的表現，無疑是助長霸凌者之霸凌行為更頻繁出現，

也成為此行為的間接加害者，因此，改善霸凌行為，須從霸凌者、受凌者和旁觀

者三個面向同時著手，實施繪本教學時，討論三者的成因、差異與影響，幫助學

童釐清概念，學習人際相處之道，爾後進行後續研究時，也應將三者納入訪談、

觀察及輔導追蹤對象，檢核繪本教學實施與行為表現前後差異。 

    此外，實施繪本教學後班上學童的霸凌行為雖無法立即根絕，次數卻有減少

跡象，在遭遇霸凌問題時，身為受凌者會嘗試溝通，甚至勇敢說不，企圖阻止霸

凌的發生，也會求助師長。符合 Frisén(2007)研究發現受凌者的自我覺醒有助於

霸凌行為的停止。旁觀者尚無勇氣當面斥責，但會選擇不理會霸凌者，轉而關心

受凌者的支持方式，顯示學童們在面對問題時能做出更合宜的應對處置。 

    耕耘教育一畝田，有時急於收成、揠苗助長，反招致負面效果，儘管立意良

善，卻草率失真，以繪本教學改善霸凌行為，寓教於樂，讓學童在潛移默化中培

養良好品格，建立正向價值觀，學習正確人際互動，猶如播下一棵希望的種子，

於友善校園中，開花結果，歡喜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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