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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枝中心在108年8月19日舉辦了「全國校長防制

校園霸凌研習會議」，會議中校長與家長、媒體、法

律學者專家以世界咖啡館方式，深度而熱切的對話，

大家共同討論了學校校長如何在防制校園霸凌事件

上，處理家長疑慮，以及如何面對民意代表、媒體與

司法的議題。橄欖枝中心濃縮了當時分享紀錄，製作

了這本小筆記，提供全國各級學校校方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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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校長 vs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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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校長 vs 民意代表

④ 校長 vs 律師

⑤ 校長 vs 民間團體



校長
vs

家長

①

－ 校長與家長如何共同營造校園環境，預防霸凌？

－ 家長對校長期待的角色特質？

－ 校園霸凌或衝突事件處理時，校長如何取得家長的信任？

－ 校長、教職員、家長面對霸凌事件時，如何釐清彼此的訴求與關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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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教育專業，不斷學習。

6.	願意溝通，具會談技巧。

7.	掌握處理事件之時機，具敏銳性。

8.	耐心於人，適時展現同理心。

9.	善用科技，具宏觀價值。

10.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如：家長會、媒體志工、社區民意代表、

教師)。

校園霸凌或衝突事件處理時，校長如何取得家長的信任

1.	冷靜傾聽，適時對家長情緒表示同理。

2.	態度公正公平，不預設立場，交由委員依規定流程秉公處

理。

3.	適時委請家長會協助協調。

4.	保護學生(避免二次傷害)，也需照顧老師。

5.	校長個人情緒注意和專業資料的齊備。

6.	平時與家長及社區建立良好關係，增強彼此的信任感。

7.	校長增強親師溝通技巧，提升修復式正義及親師溝通能力，

校長親自扮演促進者角色。

校長、教職員、家長面對霸凌事件時，如何釐清彼此的

訴求與關注核心？

1.	校方正向面對、不要逃避為最基本的態度。

2.	校方處理事件，須遵遁法定程序。

3.	校方釐清問題前須肯定並接納，了解利害關係人的訴求，並

善用多方資源(如：家長會)協助處理。

4.	確立以學生成長與需求為處理之核心價值。

5.	認知霸凌處理方式可以多樣化，其目標是學生生命歷程的改

變。

6.	善用修復式正義的理念與會談技巧解決問題、修復加害人與

被害人及旁觀者的關係，解除彼此的不信任感及疑慮。

7.	結束事件處理後，校方須建立檢討機制，成為正向循環。

校長與家長如何共同營造校園環境，預防霸凌？

營造友善利他的校園環境，四種可參考的方法：

1.	營造與家長友善的心理環境

(1)	善用家長會的角色。

(2)	處理校園事物要公平公正。

(3)	建立家長對學校信任感。

(4)	老師要有辨識霸凌的能力和班級經營技巧。

2.	改善校園硬體環境

(1)	建置安全無礙的環境。

(2)	檢視校園空間，去除校園死角、標示危險地圖(例如：

將過去霸凌常發生聚集角落「生死門」)。

(3)	布置美感空間，讓學生感受美，使之身心感到平衡，減

少衝突。

3.	提升校園無形的軟體環境

(1)	實踐公平公正的校規。

(2)	推動同理心課程(如：利他、同理心及道德思辨)。

(3)	開設家庭教育課程(如：提升家長教養知能、提升家長

和學生共同輔導與會談的技巧、建立家長群組以分享親

職正向觀念及確實與家長溝通)。

(4)	建立親師生密切互動關係，可運用修復式實踐，與孩子

每週30分鐘進行圈圈談話。

4.	經營社區關係

(1)	平日建立良好社區關係。

(2)	開設服務學習課程，讓師生進入社區與居民、家長互動。

家長對校長期待的角色特質？

1.	勇於承擔責任，公正處事。

2.	有治校理念，致力辦學。

3.	態度誠懇，具信賴感。

4.	關懷學生，以鼓勵其發展自己的優勢。

Q

Q

Q

Q

A

A

A

A

2019 防制校園霸凌校長研習會 校長 vs 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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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vs

媒體

②

－ 校方如何認識及因應新媒體特性？

－ 宣傳反霸凌或霸凌事件發生後如何傳達正確的資訊？如何快速又準確避免被扭

曲事實？

－ 校園霸凌事件發生時，校方如何在新媒體宣導及防範？

－ 學校平時與媒體關係如何建立？校園霸凌事件如何才能獲得客觀且友善報導？

面對爆料公社的新聞事件，學校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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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機制運作(啟動霸凌因應小組、快速調查釐清事件)

7.	涉及刑民法訴訟時，因為家長權益，學校宜謹慎發言。

8.	維持校園和諧，積極處理事件的氛圍。

校園霸凌事件發生時，校方如何在新媒體宣導及防範？

1.	善用網路影片宣導，以學生的言語方式來宣導，進行溝通。

2.	媒體無所不在、無時不在，記者隨時更新資訊。故需設置媒

體應對的發言人，例如：培訓主任，包含如何與媒體應對、

擔任媒體發言人。

3.	來自校內教師投訴，爆料予媒體而並未採訪，或學生以手機

錄影後向媒體爆料的情形時，傾向由主任當發言人，以目前

處理進度為發言方向。

4.	發言需有溫度，關心學生及家長，支持支援學生，注意個資

洩露問題。

5.	發言內容較不傾向透露負面、用藥、影射的問題。

6.	勿反駁記者的話語，可告知會加速調查結果報告，學校全力

協助問題解決。若有錯誤，宜向社會道歉，委婉且據實以告。

學校平時與媒體關係如何建立？校園霸凌事件如何才能

獲得客觀且友善報導？面對爆料公社的新聞事件，學校

如何處理？

建議方法有：

1.	與媒體澄清相關事實，打電話請媒體處理。

2.	透過第三方，例如由家長會發布適當的留言澄清事實。

3.	建立媒體的群組，平時直接提供學校活動的訊息給記者。

4.	面對媒體勿隨意透露事件內容，避免移花接木。

5.	向媒體說明處理程序

(1)	程序說明清晰。

(2)	3天內開因應小組會議。

(3)	通報113。

(4)	啟動調查過程，按照程序。監護人需到場、達三分之二

外聘委員人數等重要規定。

6.	建立媒體公關，先擬定新聞稿。	

7.	建立共識：指定發言人，進行師生宣導，撰寫完整的新聞稿。

校方如何認識及因應新媒體特性？

以平面媒體○○日報為例，2003年訂戶60萬，2019年為11

萬。現在民眾多以電子平台、爆料公社、line、fb平台等社群

媒體獲知訊息。校方若發生罷凌事件，建議採取以下方式因應

媒體報導：

舉凡性平與霸凌、傳統媒體、現時動態、爆料公社、直播，注

意人、事、時、地、物，可擇重點簡要說明，誠實以對，重視

時效性。由於訊息傳遞快速，處理時間短，掌握時間，即可掌

握學校的形象。耳聞消息或畫面資料，即需立即處理，並了解

媒體報導的內容，以利平衡報導，若來不及了解細節，可先行

簡略因應。

1.	針對媒體直接報導，若報導不實或屬於疑似案例及後續如何

處理，必須澄清、關懷與關心。

2.	若報導與事件有差異，要及時更正與澄清，並掌握媒體發布

截稿時間，把握早上10:00-10:30或下午4:00-5:00的時間，

完善處理新聞內容。

3.	考量校方發言人接受訓練，如：新聞稿撰寫、現場發言人重

點說明，且與媒體互動、聚焦事件問題。

宣校傳反霸凌或霸凌事件發生後如何傳達正確的資訊？

如何快速又準確避免被扭曲事實？

1.	成立危機處理小組，包含：

(1)	媒體接待室，鄰近校門口為佳。

(2)	人員妥善配置以接待媒體人員並注意情緒管理。

(3)	統一發言人制度，並培養專業，其人格特質需謹言慎行。

(4)	新聞稿內容包含事件、處理方式、後續方向。

(5)	任務編配小組，分派各單位的任務，例如：學務處處理

事件調查、輔導處進行人員輔導、家長會進行群組更新

訊息。

(6)	監看新聞報導事件，包含各家媒體報導。

2.	平時與媒體保持良好的互動，現場可要求拍攝的畫面。

3.	平常與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建立信任感。

4.	建議霸凌因應小組中三分之二為外聘委員。

5.	注意個人資料保護的相關規定。

校長 vs 媒體

Q

Q

Q

Q

A

A A

A

2019 防制校園霸凌校長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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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vs

民意代表

③

－ 平時如何與民意代表建立友善關係，並使其成為校園霸凌事件預防與處理上的

助力？

－ 學校如何因應學生家長拜託民意代表對校園霸凌個案私下進行關切或關心？

－ 學校如何因應民意代表對校園霸凌事件召開記者會，或者試圖關切個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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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5.	考量情理法，必要時親自到服務處說明，包含校長、教師同

仁、家長會代表、地方人士。

6.	說法立場一致，正向合作領導。

7.	秉持程序正義，依法行事。

8.	主動出擊，爭取與當事人對話的機會。

9.	事件處理完後，主動向民意代表說明處理結果。

學校如何因應民意代表對校園霸凌事件召開記者會，或

者試圖關切個案處理？

1.	透過地方人士，先與民意代表說明事件擴大的利弊得失。同

時，也進行溝通與討論民意代表可協助處理之處。

2.	向上級回報事件，了解事件後續的處理及如何應對記者會相

關事宜。

3.	善用家長會代表的力量，讓民意代表了解事件的嚴重性，並

於處理事件時，更為細心，隨時保持關心個案並啟動積極作

為。

4.	校內召開會議，掌握霸凌處理程序節奏，掌握每個時間點的

處理，並主動報告上級。

5.	對媒體勿陳述過多，注意自身及民意代表的情緒。

平時如何與民意代表建立友善關係，並使其成為校園霸

凌事件預防與處理上的助力？

建議以下方法：

1.	初到任時

(1)	拜訪民意代表服務處。

(2)	參與地方重大活動，掌握地方派系關係並釐清脈絡。

2.	平時經營

(1)	宣揚辦學理念及風格，獲得民意代表認同。

(2)	學校重大活動，可親自電話邀請民意代表參與。

(3)	提供民意代表參與學校活動機會，如頒獎典禮邀請民意

代表參與。

(4)	運用民意代表到校之場合，適時表達他們對學校支援的

感謝。

(5)	對於民意代表的選民服務，校方以坦承與尊重的態度處

理之。

(6)	保持定期互動的習慣，包含教育訊息及活動的資訊傳遞

或爭取相關的資源。

(7)	透過家長會協助建立與民意代表的關係。

(8)	支援與適當參與民意代表活動。

(9)	與民意代表保持合作與適當關係。

學校如何因應學生家長拜託民意代表對校園霸凌個案私

下進行關切或關心？

1.	表達重視，誠懇說明事件，並及時通報。

2.	請地方人士出面溝通，讓民意代表了解學校的態度及立場。

3.	尋求可以與民意代表溝通的角色(如：善用家長會、民意代

表同事)，以第三者立場說明處理情形，讓民意代表從客觀

方式了解事件脈絡。

4.	需同理民意代表為選民服務之考量，故應委婉詢問處理方式

及目前遇及的困難或為難之處，也提出學校可以協助處理的

校長 vs 民意代表

Q

Q

Q

A

A

A

2019 防制校園霸凌校長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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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vs

律師

④

－ 發生校園霸凌事件，校方何時應尋求律師協助？

－ 全國處理過校園霸凌或是確實理解教育現場狀況的律師並不多，該如何尋找適

合律師協助？

－ 校園發生霸凌事件，校方如何善用與警力關係？

－ 校園發生霸凌事件，校方如何協助保存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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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師於校園霸凌事件或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上，可擔任諮

詢與協助者角色。

校園發生霸凌事件，校方如何善用與警力關係？

在平常，校方應與社區和警察單位建立良好的關係，但警察進

入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需有公文證明，並應至學務處處理，

而非直接至班級尋找學生處理衝突；若警察要求與學生面談，

學校須告知家長，並請家長到場處理，學校並無權力處理。

校園發生霸凌事件，校方如何協助保存相關證據？

若案件進入訴訟後，證據蒐集牽涉學校設備之完整性問題，如：

監視器設備，故學校平時應予檢查。另外，輔導紀錄極為重要。

學校的霸凌宣導活動紀錄也需要保存，如聯絡簿上的通知單，

以呈作證據使用。

發生校園霸凌事件，校方何時應尋求律師協助？

1.	建議從調查階段，邀請律師進入事件處理，較能秉公處理，

重視法律程序，觀察事件的形式，定義事件的時間點，分析

事件的規模。若校園可以自己處理的情形，以教育原理著手，

從家長、學生、老師進行；若事件發生，已有律師進入，律

師可以提供對於行政程序與相關法條的釐清與諮詢，確保每

一個環節都能順利進行，雙方溝通與表達會較為完整，處理

結果也可依循專家意見進行較為完善的解決方案。

2.	平時老師需要具有基本法律素養與知識，以了解法律專家進

入事件的正確時間點，並制定校方SOP進行相關事件的處

置。

3.	學校訴訟費用：建議由上級單位準備經費。當個案發生時，

需與上級討論詳細的使用方式。家長會資助與學校募款方

面，若衡量該案的學校責任屬於較無疏失情形時，較可能獲

得資助。

4.	律師經費：做為顧問諮詢時，可提供免費服務，但進入事件

辦案時，須簽屬委託契約書，包含案件的審查範圍及費用。

5.	委辦案件：簽委託契約書，必須談委辦範疇(一審二審⋯⋯)

費用。

全國處理過校園霸凌或是確實理解教育現場狀況的律師

並不多，該如何尋找適合律師協助？

1.	臺灣律師分佈以北臺灣為大宗，律師分科詳細，但一年的教

育爭訟事件相對較少，難有專業律師處理，故須培養學校自

己的律師，經由律師同儕介紹或口碑，邀請律師參與學校平

時法律宣導、熟識教育案例。

2.	不同地區的資源分配有所差異，須注意事件處理時若有律師

參與，即便僅提供短暫的服務，也應給予適當的費用與補助。

3.	建議教育部設立教育爭訟事件律師人才資料庫，讓學校有所

依循。

校長 vs 律師

Q

Q

Q

A

A

A

Q

A

2019 防制校園霸凌校長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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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vs

民間團體

⑤

－ 如何整合各民間團體的專長資源，並按各校情況需求商議並整成執行計畫，提

供校園霸凌防制資源？

－ 全國有哪些適當防制校園霸凌宣導講師及議題？

－ 家長不滿學校處理學生霸凌的結果與方式，包括認為調查報告偏頗、師長越處

理學生間霸凌越嚴重、師長處理方式形同再霸凌一次被害者，於是找議員也找

民間團體出面施壓，甚或訴諸媒體，要求校方負責。校方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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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滿的結局。

4.	顧及及安撫家長情緒，讓教師關心學生，也關心家長。在防

制霸凌事件上，教師的角色極為重要，班級經營之餘，也須

和家長維持良好的關係。

如何整合各民間團體的專長資源，並按各校情況需求商

議並整成執行計畫，提供校園霸凌防制資源？

1.	建議教育部建立網路平台(如：橄欖枝中心)，提供各種資源

訊息，例如，各項議題、各縣市學者專家名單等。

2.	善用各縣市政府設置之友善校園中心，並主動洽詢地方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社會局(處)配合之民間團體尋求協助。

3.	建立多元宣導資料庫與平台，配合不同學制(如：高中、國中、

國小)實施。例如：影片、活動式、戲劇形式。

4.	可向人本教育基金會、生命線、勵馨基金會、張老師、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尋求資源協助或合作。

全國有哪些適當防制校園霸凌宣導講師及議題？

1.	掌握由下而上的精神，於校內期初會議，由老師討論，依切

身需求提出議題。

2.	邀請政府機構進入學校演講與宣導，例如：少年警察隊。

3.	邀請家長至校與會討論霸凌相關議題活動。

4.	邀請民間機構分享接獲或處理的案例，藉助其經驗協助教師

提升班級經營技巧。

家長不滿學校處理學生霸凌的結果與方式，包括認為調

查報告偏頗、師長越處理學生間霸凌越嚴重、師長處理

方式形同再霸凌一次被害者，於是找議員也找民間團體

出面施壓，甚或訴諸媒體，要求校方負責。校方該如何

處理？

1.	校方整體需有共識，讓家長了解學校的誠意，主動積極告知

處理流程及時間，以保護孩子為前提。

2.	依法行政，且各項程序必須完備，如：通報、成立因應小組、

調查、審議等。

3.	平時與民間團體維持良好關係，必要時配合民間團體協助做

教育專業的判斷，善加運用其提供的資源妥當處理，讓事件

校長 vs 民間團體

Q

Q

A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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