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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對青少年形成 
正面的人生態度具有 
最大的潛在影響力。



前言

本期內容：針對女性的暴力 

大部份澳洲人承認對女性進行暴力侵害是錯誤的。

我們知道：

› 每週平均有一位女性被現時或以前的伴侶親手殺害1。

› 從15歲起，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被她認識的人 
傷害，成為身體暴力或性暴力的受害者2。

› 每六位女性中就有一位遭受過來自現時或以前伴侶 
的身體暴力或性暴力3。

› 每四位女性中就有一位遭受過精神虐待4。

› 每四位年青人中就有一位願意為來自伴侶的暴力找 
藉口5。   

這個暴力循環始於不尊重

不尊重女性不一定都會導致暴力。但所有針對女性的 
暴力都由不尊重的行為開始。

不尊重始於我們自幼形成的觀念和態度。

有時，我們無意的言行會讓青少年認為不尊重和侵犯 
行為是可以接受的。

男孩和女孩會逐漸開始認為不尊重只不過是正常成長中
的一部份。

我們團結一致，就能幫助終止針對女性

的暴力循環

作為家長、家人、教師、教練、僱主和榜樣人物，我們可
從正面影響青少年，在一開始就為甚麽可以接受，甚麽
不可以接受設立標準。

我們可以多注意一下我們所找的藉口，以及這些藉口如
何產生深遠影響。

我們可以開始與男孩和女孩談尊重。

我們可以“防微杜漸”，幫助防止針對女性的暴力發生。

參考資料 :
1 澳洲犯罪學研究所, (2015). 澳洲他殺案：2010–11至2011–12財年： 
 全國他殺案監測計劃年度報告
2,3,4 澳洲統計局, (2012). 個人安全調查
5 維州保健基金會, (2013). 澳洲青少年對針對女性的暴力態度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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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態度可能會很困難， 

因為過了一段時間，態度 

就變得像呼吸一樣自然 

而然，不會受人注意了。
澳洲政府間協調委員會(COAG)減少針對女性和兒童的 
暴力行為顧問小組主席Ken Lay

我們從孩子的童年開始 
塑造他們的信念

作為父母和家人，我們想把最好的東西給孩子。

我們希望他們有豐富的經驗、良好的婚戀關係，

並有機會出類拔萃。我們希望他們能分辨是非。

我們希望他們既懂得尊重他人，也懂得自尊。

我們努力以身作則，談論價值觀、態度和行為舉止， 
我們希望孩子們茁壯成長。

但有時候我們無意中可能會說一些原諒青少年不尊重
行為的話。為了打斷針對女性的暴力循環，我們必須 
明白這與不尊重和性別不平等之間有甚麽關聯。

甚麼是不尊重的行為?
舉例 :

› 對某人施壓，要其做不想做的事情

› 通過權力來控制、虐待或傷害某人

› 認為某人低自己一等，並以此相待

› 根據性別、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性取向或膚色 
分別待人

› 認為某人的信仰或其對某件事的感受無足輕重。

調查結果告訴我們，男孩和女孩從小就開始認為不尊重
的行為因某些理由和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接受的。成人
的某些言行可能在無意中傳遞了一種信息，即用不尊重
的行為對待女性並沒有甚麽不妥。我們對孩子說話要 
注意，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家長和家中的其他人對孩子
形成正面的人生態度，具有最大的潛在影響力。

本指南是一個實用工具，能幫您更有信心，更坦誠地和
青少年談論尊重。我們大家都要為我們的社區更強大發
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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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與針對女性的暴力 
有甚麼關聯?

針對女性的暴力可以始於不尊重。我們可能會

在無意中為青少年的不尊重行為找藉口。雖然

我們可能並不想如此，但這些藉口可以使不尊

重繼續發展。

青少年對男性和女性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關係的看法
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包括習俗和夥伴們的影響。但是 
他們生活中的成人 – 尤其是家長和其他家人 – 對他們 
的影響最深刻。

儘管大部份澳洲人認為對女性進行暴力侵害是錯誤的，
我們並不一定知道用甚麽方法，或在甚麽時候去改變 
這種狀況。事實上，我們有時侯沒意識到，是我們允許
男孩形成對女性不尊重的態度，並教導女孩容忍不尊重
的行為，或淡化不尊重行為對女孩自尊的嚴重影響。

正如以下數字所示，這些態度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正常 
成長的一部份。

統計數據來源 :  
TNS, 2015年減少針對女性和兒童的暴力行為宣傳活動調查結果 
Our Watch, 2015年The Line宣傳活動調查結果 
VicHealth, 2013年全國社區對針對女性的暴力的態度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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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年不認為

男人在街上侮辱或用語言

騷擾女孩是嚴重問題

的青少年不認為一個

平時斯文的男人在喝醉酒 

或和女友吵架時 

打她是嚴重問題

的青少年認為有時候 

女性對性騷擾負有

一定的責任

的青少年認為女孩喜歡 

在婚戀關係中 

掌握控制權的男人

四分之一

超過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我們當然希望保護自己的女兒
不受傷害，但我們想讓她們 
認為萬事都是她們的過錯嗎? 
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有沒有
和兒子講過如何控制感情衝動? 
我們有沒有和他們講過相互 
尊重的婚戀關係 ?
教育家兼坎培拉女子文法學校校長Anne Coutts

讓我們停止接受 
不尊重的行為

當我們和青少年談尊重時，一定要明確甚麼 

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對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很快變得習以為常，因此很難
挑戰自己。但如果我們不向自己對男性和女性的角色，
以及甚麽言行可以接受的思想和行動作出挑戰，我們就
可能無意中原諒不尊重、侵犯和潛在的暴力行為。青少
年會誤解我們的話語，將其看作是對某種行為的諒解或
許可。如果長此以往，任何情況都不會改變。

我們準備和青少年對話之前，首先需要自省。

對家長來說，這可能是指我們要正視自己對男孩和女孩， 
或男性和女性的觀念，因為這些觀念是我們對事情作出
反應的基礎。

當回想我們自己的反應時，我們可能會吃驚地發現，自己
在用一些最常見的方式為不尊重和侵犯行為找藉口。

這些包括 :

› 淡化不尊重的行為

› 將侵犯性當作男孩的天性

› 責怪女孩，要其為受到不尊重的待遇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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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是......要有勇氣的， 

也是必要的。自省塑造 

我們和孩子們的聯繫， 

即我們怎樣指導年青人。

澳洲政府間協調委員會(COAG)減少針對女性和兒童的 
暴力行為顧問小組主席Ken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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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識別我們 
最常用的藉口

1. 淡化某種行為 
這是指我們對不尊重或侵犯行為不予理會，或試圖淡化
其嚴重性。

您是否曾經想過或說過…… 

“別理他，沒有那麼嚴重”

“他可能只是想讓你注意他”

 
用這種方式回答是在告訴青少年，這種行為在某些 
情況下是可以接受的，並將其描繪成男孩對女孩的 
一種正常，甚至是嬉戲的行為。

2. 將侵犯性作為男孩的天性來接受

當我們站在男孩的一邊時，可能會暗示男孩和男人是 
難以自控的，或他們的行為必有某種原因。

您是否曾經想過或說過…… 

“男孩始終是男孩”

“他可能只是今天心情欠佳而已，做個男孩不容易”

 
用這種方式回答是在告訴青少年，男孩們的不尊重或 

侵犯行為比較容易獲得接受。

3. 責怪女孩

有時我們為男性對女性的不尊重或侵犯行為推諉責任

您是否曾經想過或說過…… 

“你有沒有說過他不喜歡聽的話?”

“凡事都要兩面看”

 
用這種方式回答是在告訴男孩，他們的不尊重或侵犯 
行為並不一定是他們的過錯，並告訴女孩要想想這是 
不是她們自己的過錯。



考慮如何交談

作為家長和家人，您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出現和

子女進行重要談話的契機。

通過仔細考慮您的觀念、您可能會說的話，以及您怎樣
可以和子女進行積極正面的談話，您會更有信心在每次
談話機會中獲得最大成果。

為及早和經常談話作好準備

您可能在車上，也可能在購物、煮飯、看電視或遛狗。
您要隨時作好準備，在看見或聽見令您不安的事情時、
在孩子提問時，或在他們想和您交談時與他們溝通。 
例如，想像您女兒對男孩的侮辱或戲弄可能會有甚麽 
反應，或如果您兒子的朋友未得到某個女孩的同意就 
讓他看這個女孩的相片，您兒子會怎樣做。

設法利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機會，讓“困難的”談話
變成正常交談，讓孩子們知道您的立場，讓他們知道可
以與您交談。

想好一些例子

您可能會發現，借用電視上的例子或其他你們共同觀察
到的情況為例，有助於表明您所說的要點。例如，如果
您聽到有人對一位女性被一個男人傷害這條新聞加以
評論，說那位女士不應該獨自外出，您可以藉此談論 
“女性有過錯”這種觀念。

坦誠相待

讓您的孩子知道尊重和不尊重不是小問題。承認您可能
不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但您明確知道我們尊重別人，
別人也尊重我們，這是非常重要的。要向他們說明我們
不能原諒可能會傷害他人感情或身體的行為。

提出問題

在對話中詢問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然後對他們的回 
答進行討論，把握時機教導他們並告訴他們您的想法。
例如，您可以和女兒探討如果有男孩對她出言不遜的 
情景。問她可能會有甚麽感受、會有甚麽想法、會怎 
樣做，以及對採取行動有甚麽感受。

站在他們的角度看問題

孩子們受到來自周圍的各種不同影響，有些會是相互衝
突的，例如夥伴和媒體的影響。這會讓他們感到迷惑，
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各種情況。

您可以通過經常和他們討論他們面臨的問題，並讓他們
對自己採取的行動充滿信心來幫助指導他們。如果您有
兒子，這可能是教導他尊重女孩，而不是想方設法貶低
她們，即使他的夥伴會這樣做。如果您有女兒，這可能
是鼓勵她在男孩戲弄或貶低她時大膽說出來，而不要忍
氣吞聲，並且讓她不要覺得男孩這樣做是她的過錯。

傾聽他們訴說

切記交談是聽說並進的。您可以從孩子們的敘述中瞭解
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傾聽有助於您瞭解他們正在形成的
態度，並就他們面對的特殊問題和挑戰作出反應。總的
原則是，盡量做到多聽少說。

以身作則

作為家長，您是您孩子的主要教師。他們每天聽您說，
看您做。您的言行影響著他們的態度和行為。正因如此， 
考慮孩子會怎樣理解您的行動和態度才這麼重要。沒有
人期望您完美無缺。重要的是要坦誠相待並保持言行
一致。當討論在某些情況下怎樣不作出衝動的反應時，
您甚至可以以己為例。這將有助於您成為他們的正面
榜樣。

何時進行干預

與孩子討論他們怎樣可以自己處理這些情況。如果您覺
得需要進行干預，就要向您的孩子解釋清楚，並採取您
認為必要的行動。即使他們說不願意您介入，當孩子面
臨被傷害的風險時，成人一定要進行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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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社會要經過幾十年 
時間，並非一夜之間可以 
做到。但我們已經開始了 
這一進程。
“2015年度傑出澳洲人”Rosie Batty



開始交談

討論不尊重和侵犯行為這類話題有時並不容易

我們可能擔心青少年會對因此造成的問題憂慮或害怕。

我們可能不想讓情況惡化，或表達可能會導致與其他

人對立的觀點。

我們可能不願意討論或會影響我們與子女關係的問題，
或想避免尷尬和被看成是虛偽的人。

有時，鼓起信心開始交談是最困難的。這裡建議的話題
範圍和交談開場白將有助您邁出重要的第一步。您不需
回答所有問題，但就您認為重要的話題收集資料並練習
您的回答，在交談各種複雜和困難的問題時會有幫助。

解釋甚麼是尊重

› 尊重指的是甚麽，為甚麽很重要

› 在家庭中的尊重

› 自尊

› 朋友間相互尊重 

› 男孩與女孩相互尊重的交往關係。 

識別不尊重和侵犯行為

› 怎樣知道某人在言行上不尊重他人

› 嘲笑或輕視他人

› 欺侮、戲弄和謾罵他人

› 在遊樂場所打架或在運動場地表現粗魯

› 恐嚇或公開騷擾

› 採取暴力行動。

個人私隱方面

› 照相、被照相和分享相片

› 在網上提供個人資料

› 發送色情短信/相片、手機使用和網上禮儀，以及設立 
上網界限等。詳情請瀏覽esafety.gov.au

相互尊重的人際關係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拒絕忍受不尊重和侵犯行為

› iMatter等應用軟件的使用

› Kids Helpline(兒童求助熱線)和1800RESPECT等求助 
服務。瞭解詳情及獲取援助，請登入respect.gov.au。

性別平等

› 男孩和女孩各有所長

› 陳舊的性別觀念

› 媒體中的男性和女性

› 為甚麽男女雙方都應對其關係“負責”。

 

建議的話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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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開場白和話頭

要記住，您不必有全部答案，但要做好準備，

共同探討話題。

你有沒有注意到男孩和女孩在學校受到任何不同 
對待?

你有沒有注意到男孩和女孩在學校的行為有所不同?
比如說，學校有些體育運動是不是主要由男孩參加?
或者有些活動主要由女孩參加?

你有沒有聽到過一名男孩對一名女孩說了些話，而你
不同意他所說的話?

你有沒有曾經覺得和男孩/女孩交談有困難?主要是 
甚麽原因?

你覺得那部電影裡的女人/男人所受的待遇如何? 
您也可以用您孩子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或喜歡玩的遊戲
舉例。

你能想起你對某個人有過不尊重的行為嗎?

如果有朋友對你不尊重，你會有甚麽感覺?你會 
怎樣做?

如果你的男性朋友對其他人不尊重，你會有甚麽 
感覺?你會怎樣做?

如果你的女性朋友受到男孩的不尊重對待，你會有 
甚麽感覺?你會怎麼做?

如果你覺得跟某個男孩/女孩在一起不安全，你會到
哪裡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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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交談 – 續



在交談期間 

注意傾聽，找出線索，並隨時準備作出回應。 

在與子女交談時，他們有時可能會透露出一些您原來 
不知道的情況。例如：有個男孩故意對其進行刁難， 
或有個朋友給一個女孩施壓，要她去做她不願做的事。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您要保持冷靜，繼續傾聽，以免 
您的孩子停止交談。

對孩子受到的不尊重或侵犯行為作出回應

您的孩子可能會盡量淡化某件事的嚴重性。他們可能會
自責，或責怪受此行為影響的人，或者他們可能會同情
那些做錯事的人。 

要讓他們知道：

› 這些態度不對

› 每個人都理應獲得尊重

› 他們不應該因其他人的行為受到指責

› 他們都有權獲得尊重。

即使你們沒有達成一致的看法，也要讓他們知道繼續 
談論這些問題很重要。 

對孩子的隔閡或負面反應作出回應

有些青少年很不情願和成人談論難題。如果出現這種 
情況，您可以做以下幾件事，以便提高下次進行較開放
的交談的機會。

› 平靜地敘述您所聽到的問題，並鼓勵孩子加以思考。

› 一定要設法保持溝通，並讓他們知道您很感謝他們和
您交談。

› 討論他們面臨的難題，並承認找出正確的做法並      
不容易。

› 既說困難，也說成功。回憶他們過去的尊重行為， 
或曾以積極的方式應對某種情況的情景。

› 讓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想交談，或如果他們對某件事覺
得沒把握，可以來找您。

11交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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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談期間 – 續

表示知道她的感受
 

向她解釋她不應該接受不尊重的行為
 

承認有時候很難知道該怎麼做
 

提出建議，並討論在今後出現這種情況時她可以採取
的應對方法

 

鼓勵她從其他女孩的角度考慮這種情況 — 如果她的
一位朋友遇到這種情況，她會有甚麽反應?她會怎樣說?

 

告訴她可以找誰求助
 

讓她放心，無論她的感受如何(懊惱、憂慮、尷尬、 
內疚、氣憤、擔心)都是正常的

 

談談可以採取的行動，並向她保證當她要(或打算) 
採取行動時，您會支持她。

要保持冷靜並敞開進一步交談的大門
 

向他解釋您明白他為甚麽會那樣做，但那樣做是錯誤的
 

要對事不對人 — 讓他知道不尊重或侵犯女孩的行為
不對，但不譴責他本人(例如告訴他您愛他，但您不喜
歡那種行為)

 

以身作則，避免作出威脅和侵犯行為
 

讓他知道他可以選擇其他方法處理問題，並和他一起
找出這些方法

 

鼓勵換位思考 — 問他當他這樣做時，他認為那個 
女孩會有甚麽感受

 

問他會不會那樣對待他的夥伴
 

談談如何有禮貌地表達不同意見
 

討論情緒(感到氣憤)和行為(進行侵犯)之間的區別
 

讓他放心，無論他的感受如何(懊惱、憂慮、尷尬、 
內疚、氣憤、擔心)都是正常的

 

向他解釋他要對自己表達情緒的方式負責
 

鼓勵他為朋友樹立好榜樣。

 
和您兒子交談

如果您和兒子在談您注意到有對女孩不尊重或 
侵犯行為的情況，一定要明確告訴他這種行為 
是不能接受的：

 
和您女兒交談

如果您和女兒在談男孩不尊重她或侵犯她的情況，
一定要明確告訴她這種行為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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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保持交談

正如所有微妙或棘手的問題一樣，您對這些 

交談也能達到熟能生巧。

和孩子們談不尊重這個話題是困難的，但卻很重要。 
這是在他們的態度和行為改變過程中，不斷對他們進行
檢查並提供建議的一種方法。通過以身作則並定期談論
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教導孩子，告訴他們所有良好的人
際關係都始於尊重。

預防性交談能幫助我們的孩子對未來作好準備。當面臨
某種情況時，他們就知道自己有選擇，也知道他們可以
採取不同的方式來處理。

通過和孩子以及年青人談尊重與性別平等，我們能影響
他們形成並帶入成人期的態度和行為。

作為家長，我們具有最強的影響力。當我們和其他影響 
我們孩子生活的人，例如其他家人、教師、教練、經理、
宗教和社區領袖共同合作時，這種影響力就會倍增。

通過積極挑戰陳腐的態度和行為，我們可以防微杜漸，
制止針對女性的暴力發生。

這樣，我們不僅盡力為自己的孩子做到最好，也在減少
社會上發生針對女性和兒童的暴力行為方面，起到極其
重要的作用。

 
作為一名教育學家，我傾向於 

回歸到基本原則上，即注重 

預防，而非治療。我相信如果 

我們能讓我們的子女為未來 

作好準備，也許能防止一些 

這樣的悲劇。

教育家兼堪培拉女子文法學校校長Anne Coutts



The Line
The Line通過挑戰並改變支持暴力的態度和行為，鼓勵 

人們建立健康和相互尊重的關係。The Line是2010 - 2022
年全國減少針對女性和兒童的暴力行為計劃的一項創新 

舉措，由澳洲政府社會服務部撥款資助，Our Watch           
具體實行。

theline.org.au

白絲帶

白絲帶(White Ribbon)是一項防止暴力的重大宣傳活動， 

旨在通過與男性直接合作，並鼓勵男子和男孩積極採取 

變革行動，預防和減少針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行為。

whiteribbon.org.au

學校安全中心

學校安全中心(Safe Schools Hub)是一站式資訊及資源中心， 

提供學校安全策略，協助教師和學校領導人、學生、家長 

和專業人士為學生和執教前的教師提供援助。

safeschoolshub.edu.au

瞭解更多資訊

請登入 respect.gov.au 
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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