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將這本領導者手冊與由艾琳．法蘭科（作者）及寶拉．希菲（繪者）

合力創作的《終結霸凌》系列叢書：《我被霸凌了，怎麼辦？》、

《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搭配使用。



親愛的領導者：

我在寫《終結霸凌》這套書時，就很清楚把照護者的角色突顯出來的重要性。

許多討論霸凌的繪本常會忽略掉照護者的角色，而讓孩子們自己尋求解決之道。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孩子還是需要仰仗一些外力的支援才能終結霸凌；當他

們向身邊的大人求助，就是為了能夠獲得些許建議和支持。

在這套書裡，書中角色無論是主角或是配角，在尋求解決霸凌問題時，都會和大

人接觸。把大人放進書中，其實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氣。我得說服自己、讓自己相

信，要是讀了這套書的孩子在碰到霸凌問題時，真的能如書中角色般勇敢的向大人求

援，而大人們會願意拿出自己的同情心，好好的面對問題，並且真的把事情當一回

事、認真處理。一旦碰上霸凌問題，不管是老師、家長或是其他照護者，都應該要願

意、並準備好伸出援手。

我們在這本手冊裡，還有《我被霸凌了，怎麼辦？》、《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

看見嗎？》、《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三本書的書末附了一些討論問題、活動和一

些建議，希望這些材料對於在教室、學校，或是整個社區中培育出富同情心、能關懷

別人的孩子能有些幫助。

謝謝您願意奉獻出時間和精力，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如有任何問題，或是想知

道更多應用這套書的法子，請不吝指教。（註：讀者可以經由網

站 www.theweirdseries.com與作者聯繫。）

敬祝  大安

          艾琳．法蘭科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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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套書融入班上的例行活動

《終結霸凌》系列中的三本書並沒有一定的閱讀順序。你可以由站在被霸凌者觀點的

《我被霸凌了，怎麼辦？》、站在旁觀者立場的《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

或是從霸凌者角度出發的《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開始讀起，每一本書都提供了很多

討論和反思的機會。我自己喜歡從站在被霸凌者觀點的《我被霸凌了，怎麼辦？》讀起，

因為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很棒的問題：露意莎如何重新找回自我？不管你選擇從哪一本開

始，我都建議你不要急著一次把三本讀完——花點時間，好好咀嚼你手上的那本。有很

多方法可以將《終結霸凌》系列融入班上課程或是活動中，下面是幾個例子：

●
●

●

●

●

無論你採用了哪一種方法，都不妨時時回顧一下書中角色

跟他們面臨的挑戰，並且和孩子們討論他們所做的抉擇。

要是學生們忘了細節，就回頭再讀讀這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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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年開始時，和學生一塊兒找出書中有哪些方法。

有助於將班級塑造成一個關懷社群。將這套書做為全國預防霸凌月、反辱罵週，

或是其他全國性或地方性反霸凌活動的引言書。

做為品格教育（如：勇氣、同情、同理、仁慈、正直、

公平、自信、自尊、寬容等）的輔助教材。

在班上或是學校發生霸凌事件時配合討論。

注意：對當事人不要指名道姓，也不要特別針對某個人。

不時利用這套書來提醒學生要友善待人。



討論一下這些故事……

認識書中主角

在學生開始閱讀《終結霸凌》系列的幾本書前，可以先進行這個活動，讓學生認識書中

角色，並且藉此對霸凌相關詞彙和一些基本概念進行初步的探討。這個活動可以幫助孩

子們了解在討論霸凌時常用的字彙，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孩子們思考一下在我們

討論霸凌時所使用的一些字眼和標籤背後隱含的意義。學生們也許並不知道「旁觀者」

是什麼，也不知道「受凌者」其實代表受到霸凌的孩童，不過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霸

凌者」這三個字應當就不陌生了。向孩子們解釋之後當你用到「霸凌者」這個名稱時，

指的是「做出霸凌行為的孩子」，並且記得要告訴他們，幫某人貼上「霸凌者」這個標

籤其實並不對。因為這個名稱本身帶有負面意義，要是那個曾經霸凌別人的人現在正在

努力改變自己的行為，這個標籤對他會是個很大的傷害。再說，在甲場合霸凌別人的

人，或許在乙場合就變成了受凌者或是旁觀者了。

1.介紹這套書：告訴學生你們要一起讀一套繪本，不過不要告訴他們這些書到底講些什

麼。要是你面對的是一個大班級，手邊有電子白板或是投影機可用，利用這些工具，讓

全班都能清楚看到這些書的封面。或者也可以讓學生圍成小圈圈，讓所有人都能清楚看

到你手中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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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讓孩子們看

清 楚 這 些 書

的封面：不要

催他們。告訴

孩子在這個階

段你們不讀內

文，也不看書

背後的介紹。

要是你打算在班上傳閱這幾本書，用紙

把封底蓋住，讓孩子們只看得到封面。



3.談談這幾本書：利用下面的問題和提示來引導學生們進行討論。針對每一本書，分別

問學生：

從書的封面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提示：在不知道書中角色的名字的情況下，孩子們自會想出些別的方法來描述各個角

色，像是：「穿帽T的女孩」、「穿著圓點點衣服的女孩」，或是「拿呼拉圈的女孩」……

利用這個機會，讓學生認識書中角色，比如：「那個拿呼拉圈的女孩是潔拉。」、「穿

帽 T的女孩是珊姆。」，還有「穿圓點點衣服的女孩是露意莎。」鼓勵學生由此延伸，

繼續往下討論，看看在封面上這些人物（這時就要用名字來稱呼他們了）到底發生了什

麼事。用名字稱呼書中角色會讓學生們覺得雖然還沒有開始正式閱讀內文，他們已經認

識書裡的那些孩子了，因此會想要知道更多跟他們有關的事。要點出封面上學生們起先

可能會忽略的一些細節。舉例來說，在《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的封面，我

們會發現露意莎的點點靴被扔在垃圾桶裡。你可以問孩子們：「為什麼露意莎的靴子會

在垃圾桶裡？」——這時不要設限，要鼓勵學生提供各式各樣的答案。經過這樣的練習，

學生們會更想知道書中情節是怎麼發展的。

你們覺得這些書是在講些什麼？

提示：孩子們也許會把注意力放在書名或是封面的圖畫上。這個時候，不妨帶領大家討

論一下，看看從書名和圖畫是不是能看出一些故事的端倪。要是討論卡住了，可以適時

給一點提示。要用一兩個字或是一個簡短的句子來描述一本書本來就不是件簡單的事，

更別提是小讀者了。你或許可以問一些明顯有誤的問題來幫助討

論進行，像是：「你們覺得這會不會是一個女孩學騎腳踏車的

故事？」，或是「你們覺得這是在講一個剛剛失去寵物的女孩的

故事嗎？」孩子們從這些書的封面應該可以推論出這幾本書的內

容跟某人找另一個人的麻煩有關，要是在討論的過程中「霸凌」這

兩個字還沒出現，這時便是一個將它介紹給學生的絕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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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覺得封面上的孩子們有什麼感覺？

提示：鼓勵孩子們揣想一下封面上每個角色心裡的感覺，並且問他們為什麼會那麼覺

得。舉例來說：

老師提示：「你是怎麼看出她很傷心的呢？」

學生：「因為她的頭垂得低低的，而且坐在鞦韆上卻沒有盪鞦韆啊！」

這類活動可以幫助學生注意到言語以外一些可以傳達內心感覺的信號，這在培養同理心

上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這些孩子們是朋友嗎？他們彼此喜歡嗎？

提示：提醒學生注意一些可以透露出三

個主角之間關係的線索。比如，你

可以問學生：「在《其實，我不

想霸凌別人》的封面中，潔拉

和露意莎一塊兒跳繩。可是在

《我被霸凌了，怎麼辦？》

和《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

看見嗎？》的封面裡，潔拉

又在做些什麼呢？」

4總結：最後，把大家從這

些封面裡得到的資訊彙整在

一起，例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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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書跟霸凌有關。

露意莎是受凌者（意思是

「受到霸凌的那個人」）。

潔拉是旁觀者（她目睹霸凌發

生，甚至參與其中）。

珊姆是霸凌者。

學生在看了《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的封面，也許會說：「那個在鞦韆

上的女孩——我是指露意莎——看起來很傷心。」



認識書中其他角色

鼓勵學生在閱讀《終結霸凌》系列時，也要留意書中其他角色做了些什麼事，心裡又可

能有哪些感覺。同樣的，在提到這些人物時，儘可能用他們的名字來稱呼他們，這樣會

讓這些故事更吸引人，同時幫助學生和這些角色建立關係。在這裡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幾位在這套書中重複出現的配角，並且列出一些他們出現的頁數：

湯瑪斯是《我被霸凌了，怎麼辦？》和《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封面中那個戴眼鏡的

男孩，他在這三本書中出現了很多次。從《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這本書的

第 9頁，可以看出湯瑪斯也曾經被霸凌過。

威爾是出現在《我被霸凌了，怎麼辦？》第 14頁的那個夾克上繡了名字的男孩。在《遇

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第 25頁，他站出來幫受到欺負的艾蜜莉說話，在《其

實，我不想霸凌別人》的第 30頁也出現過。

《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封面背景裡的那個男孩。在《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

的第 27頁，他注意到潔拉的改變，跟潔拉說「這真是太棒了！」

艾蜜莉是在《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封面中，那個幫露意莎和潔拉搖繩子的女孩。她

在《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的第 9頁也同樣受到了霸凌。艾蜜莉在《其實，

我不想霸凌別人》中是個關鍵人物。

艾力克斯是珊姆的哥哥，他第一次出場是在《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的第 13頁。

席老師是《終結霸凌》系列三本書中這群孩子的老

師。我們在《我被霸凌了，怎麼辦？》的第 9頁
第一次見到他。

除了上面列出的這些角色，也請學生不要忽

略掉書中那些我們沒有提到名字的人物，

像是《我被霸凌了，怎麼辦？》中露意莎

的爸爸媽媽、《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

見嗎？》裡潔拉的爸爸、在《遇見霸凌，

我要裝作沒看見嗎？》和《其實，我不想

霸凌別人》中出現的女體育老師、在三

本書中都可以見到的那兩個和露意莎一塊

兒吃午餐的女孩，還有在《遇見霸凌，我

要裝作沒看見嗎？》書中嘲弄湯瑪斯的那群

男孩、取笑艾蜜莉的那兩個女孩，以及在《其

實，我不想霸凌別人》裡欺負艾蜜莉的男孩子

們、嘲笑珊姆的男孩……想想這些人做了什麼事，

心中又有些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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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

《終結霸凌》系列的每本書在故事之後都附有一系列活動，你可以把這些活動運用在課

堂上，加強學生學習的效果。這裡我們提供了更多相關的活動。

做你自己

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幫助孩子們思考，到底「做你自己」的意義何在。你可以在還沒開

始閱讀這幾本書之前就先進行這個活動。如果是在讀完所有故事後做這個練習，就讓學

生有機會想想這幾個字對露意莎、潔拉還有珊姆，又代表了什麼。剛開始時把注意力先

放在別人身上，接下來要自省就會比較容易。

1.翻開獻詞頁。要學生留意在每本書最前面的獻詞頁。告訴學生，「獻詞」在一本書中

是一個很特別的部分，在這兒，作者可以將這本書獻給特定的對象，或是突顯出書中最

重要的概念。讓學生大聲唸出獻詞。下面是《我被霸凌了，怎麼辦？》的獻詞：

獻給所有曾經被霸凌的大孩子、小孩子。

不要忘了你是誰。認識自己。做你自己。

而且絕對、絕對不要讓任何人奪走你的圓點點。

問學生：「『做你自己』是什麼意思？」有一些孩子從來沒有思索過到底是什麼讓他們

成為如此獨一無二又特別的個體，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或許會有些抽象。告訴學生你

們要藉由書中三位主角：露意莎、潔拉和珊姆的故事，來探討這個問題。

2.看看書中角色。問學生：「對露意莎來說，什麼是做她自己？有哪些事情、哪些特質

讓露意莎與眾不同？」把這個故事多讀幾遍，讓學生能夠好好思考。對另外兩本書，也

用同樣的方式來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3.看看插圖。每個主角都有她自己的代表符號。露意莎是圓點點、潔拉是星星、珊姆是

愛心。讓學生再回到獻詞頁，不過這一次把注意力放在插圖上。試著讓學生討論那些代

表符號和主角之間的關聯性。舉例來說，在閱讀《我被霸凌了，怎麼辦？》時，你可以

指著那些圓點點，問學生：「這是什麼圖形？為什麼這本書的繪者要用圓點點？這些色

彩繽紛的圓點點透露出露意莎是怎樣的人？」對另外兩本書，也用同樣的方式來引導學

生進行討論。

4.做出你自己的「做你自己」獻詞頁。要學生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做你自己」獻詞頁。

準備幾枝彩色筆和一些 A4大小的紙張或是大張圖畫紙。讓學生在紙中央先畫一個大圓

圈，然後要他們在裡頭畫出或是寫下他們最欣賞自己的地方。接著讓他們想想什麼樣的

圖案最能代表自己，或是表現出自己的特點，在圓圈外頭畫上這些圖案。鼓勵孩子和班

上同學分享他們的獻詞頁，或是帶回家給家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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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與人

點出派屈克貼在走道牆上的那張「霸凌止步」海報（這張海報在三本書中都出現過：《我

被霸凌了，怎麼辦？》的第 27頁、《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的第 33頁、《其

實，我不想霸凌別人》的第 31頁）。以這張海報為引子，問學生：「為什麼我們要在牆

上貼上這一類的海報？這些海報有什麼用？」帶領學生進行另一輪討論。在一段討論之

後，問學生：「海報可以終結霸凌嗎？要是在有人受到霸凌時趕快貼上海報，霸凌行為

是不是就會停止？」進行這些討論的目的，是要讓學生明瞭，海報的用處是要提醒學生

學校的規定；如果真的要改變現狀、終結霸凌，需要的就不僅僅是海報，

而是眾人之力了——要大人和小孩一起努力才能辦到。接下來，可以

進行下面這個「海報與人」活動：

1.小小調查員。看看教室四周，然後到校園裡繞一繞，看看是否能

找到任何反霸凌海報。如果發現這樣的海報，大聲唸出海報上的字，

同時幫海報照張相，或是把上面的字句抄下來，這樣等回到教室後，

就能和班上其他同學討論這些字句。

2.來做海報吧。如果能讓學生應用他們在《終結霸凌》系列書中學到

的東西，動手幫學校或是班上做一兩張預防霸凌海報，學生會覺得非

常有成就感。讓孩子們腦力激盪，看看有什麼好點子。在同意他們

決定要放在海報上的字句前，記得要先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帶領學生

修改它們，讓這些字句不至於流於表面。舉例來說，要是學生們打

算在海報上放上「要相親相愛」，可以問他們：「在這裡『親愛』

是指什麼呢？」孩子們可以從《我被霸凌了，怎麼辦？》、《遇見

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或是《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書中

尋找範例，也可以從他們自身的經驗中找出一些例子。在做海報的

時候，讓學生們用愛心、星星、圓點點，或是他們在「做你自己」

活動中想出的一些圖案來裝點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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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示海報。做完海報，讓全班一起討論，要把這些海報貼在哪裡。不妨看看在《終

結霸凌》系列書中霸凌事件都發生在哪些地方。也許是在學生餐廳、遊戲場，或者是在

球場、廁所、校車上……問問學生他們覺得這些地方有比較多霸凌事件發生的的原因是

什麼，也要討論為什麼在這些地方讓大人小孩都能看到海報是件很重要的事。（研究指

出，學校對上面列出的這些地方的監管通常較少，因此在這些場所霸凌行為比較容易發

生。請和校方溝通，確保學校的監視系統已經將這些霸凌好發場所涵蓋在內。）決定好

要把這些海報貼在哪裡，並且得到校方的張貼許可後，就可以把它們貼上去了。

4.要預防霸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和學生討論，除了張貼海報之外，他們還能夠做些

什麼來終結霸凌，並且預防霸凌事件發生。

我想它的意思是……

下面這些句子分別引用自《我被霸凌了，怎麼辦？》、《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

以及《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利用這些句子，引導學生揣度一下書中主角在說這些

話時，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你可以用像下面之類的問句來鼓勵學生進行討論：

「你覺得潔拉這麼說的意思是什麼？為什麼你認為珊姆是這麼想的？你有過跟露意莎同

樣的感覺嗎？發生了什麼事？那時你怎麼做？」

露意莎（《我被霸凌了，怎麼辦？》）

●
●

●

●
●

10

「我想我還是閉嘴好了。」（第 11頁）

「真的好奇怪。我一直改變自己，不要當個怪咖，可是珊姆卻

一點也沒變。」（第 18頁）

「就好像她的字典裡只有『奇怪』這兩個字，而我根本不識

字一樣。」（第 18頁）

「我現在幾乎都不認得自己了。」（第 20頁）

「不管珊姆說什麼，一次又一次， 隨著我表現得不害怕的

次數慢慢增加，我就真的愈來愈不在乎她說的話了。」

（第 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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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拉（《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

●

●

●

●
●

珊姆（《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

●

●

●

●

●

「我從沒想過自己竟然能成為霸凌事件的旁觀者。」（第 15
頁）

「我為露意莎和自己感到好悲哀……我並不想成為這種人

啊！」（第 17頁）

「珊姆依然故我，不斷對我口出惡言，向我挑釁。也許她知

道我很害怕。」（第 21頁）

「現在，我有了心理準備，也不再害怕了。」（第 29頁）

「不管珊姆說什麼，一次又一次，隨著我表現得不害怕的次

數慢慢增加，我就真的愈來愈不在乎她說的話。真的，我沒

有騙你！」（第 35頁）

「在學校裡，要讓每件事都順利進行一點也不簡單，不過這對我

來說不是什麼問題。我有很多機會練習。」（第 10頁）

「在我看來，人就該狠一點、堅強一點，要經得起別人的玩笑。」

（第 14頁）

「我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讓事情能夠井然有序、順利進行，這

樣別人才不會來招惹我。」（第 25頁）

「改變不是件簡單的事，可是，隨著我用自己的真實面目待人的

次數慢慢增多，事情也愈變愈容易了。」（第 30頁）

「當我開始關懷別人，就算只有一點點，人們也會用關懷回報

我。」（第 35頁）



這是鼓勵的話，還是傷人的話？

在讀完三本書，並且完成所有其他活動後，就可以進行下面這個活動了。這個活動設計

的目的，是要幫助孩子們了解話語的力量。

1.由帶著大家再回頭讀一遍《我被霸凌了，怎麼辦？》著手。朗讀故事的時候，在適當

的地方稍作暫停，利用下面這些問題帶領大家進行討論。

●珊姆說露意莎「好奇怪！」的結果是什麼？這麼說讓露意莎心裡有什麼感覺？

●「好奇怪！」是鼓勵人，還是傷人的話？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三個字可以讓人這麼難過？

●你能想出一些情境，讓「好奇怪！」變成一句鼓勵人的話嗎？

●在這本書裡，有哪些鼓勵人的話？

●

2.再讀一遍《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請學生在聽的同時留意那些鼓勵人或

是傷人的話，當這樣的字句出現了，就趕快舉手、說出那句話，並且解釋為什麼它是鼓

勵或是傷人的話。如果是傷人的話，你可以問問學生，在書中其他人物可以說些什麼，

或是做些什麼，來幫助那個受到傷害的人。

3.再讀一遍《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同樣的，請學生在

你朗讀故事內容時，指出那些鼓勵人或是傷人的話，

並且鼓勵學生說明他們判別的理由。

你覺得人們可能因為一句話或是簡單的幾個字而心情大好嗎？你能夠想出更多讓人

「感覺真棒」的字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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