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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 

個人與個人之間互動的準則 

目標 
確保青少年在與職員和志工, 或彼此之間互動時的安全. 

 

一般原則 
個人彼此之間互動的準則應該根據組織的宗旨和活動來制定. 例如, 推廣成人和青少年之間

一對一活動的組織與以群體活動為主的組織相比, 二者可能會需要不同的互動指導方針. 

各組織應在情況發生之前即訂立互動政策. 以下列出的策略應該根據青少年與職員和志工

的發展年齡和成熟度來調整. 這些策略也應該與組織所服務的人口群文化背景相配合. 在本

節中 “成人” 是指任何擔任監督職位的個人, 這也包括青少年.   

 

平衡正面與負面 

• 在鼓勵正面、適當的互動和擔憂發生不當、有害的互動之間尋求一個平衡. 

• 採取這種平衡的策略以確保青少年可以因為你的活動而受益, 且不會有遭到性虐待

或受傷害的風險. 

 

個人與個人之間互動準則的重要策略 

適當/不適當/有害的行為 

青少年彼此之間以及與職員、志工之間的適當、正面的互動是至關重要的, 這類的互動可

以幫助青少年的正面發展, 使青少年覺得受到重視, 給予他們關懷以提供保護青少年的一種

聯繫. 相反地, 不適當或有害的互動使青少年處於危險之中, 可能在身體上和情緒上造成不

利的結果. 組織應辨識行為的類別, 哪些是屬於適當、不適當或有害的, 並將這些類別在你

的行為準則或道德規範中闡明. 仔細平衡適當互動的好處與不當互動所產生的相關風險. 有

關適當、不適當、有害行為的例子請參見第 10頁. 

 

職員、志工與青少年人數的比例 

為青少年與職員、志工人數設定比例的目的是要確保青少年的安全. 沒有一個標準比例可

以適用於所有情況. 在決定比例時, 請考慮相關情況的變數, 例如: 

• 青少年與職員、志工的年齡和發展程度. 如果青少年或職員、志工的年齡較輕, 你可

能需要較低的比例, 也就是說每個成人照顧較少的青少年. 

• 活動的風險. 是否有許多情況需要與其他人分開個別活動? 

• 活動的地點. 活動是在一個容易監控的教室裡舉行嗎? 或是在公園, 一個比較容易

失去對個人掌握的環境? 

鼓勵職員、志工積極與青少年互動以維持適當的督導和監控. 即使職員、志工與青少年的

比例很理想, 但如果所有的職員、志工都躲在房間的角落裡只顧著聊天, 那麼青少年也無

法得到適當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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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行為是否適當、不適當或有害並非一目瞭然. 舉例來說親密的接觸, 如親吻, 這對於
年齡較大的青少年可能在發育上來說是適當的, 但在組織的範圍內卻可能是不適當的; 
如果接吻是強迫的, 那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另一個例子是擁抱. 在某些情況下擁抱可能是
適當和正面的, 但如果孩子不能接受, 或如果職員、志工擁抱太頻繁或太久, 或者這種接
觸被浪漫化或屬於性親密的接觸, 這也是不適當的. 

 
口頭溝通 
適當的: 

• 稱讚 

• 因為良好的工作或行為給予正面的強化鼓勵 

 

不適當或有害的: 
• 性挑逗的或貶低的評論 

• 淫穢的笑話 

 

肢體行為 
適當的: 

• 輕拍背部或肩膀 

 

不適當或有害的: 
• 拍打臀部 

• 親密、浪漫或有性含意的接觸 

• 體罰 

• 展示色情圖片或使青少年涉入色情活動 

取自青少年公益組織中適當/不適當/有害行為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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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的互動 

有一些組織訂立了政策限制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間

的一對一互動 (例如與青少年在一起的任何時間

都至少要有兩個成年人). 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在防

止一個成年人和一個青少年單獨在一起, 因為這

種情況增加了兒童遭受性虐待的風險. 一對一的

互動策略可根據你的組織宗旨而修改. 

• 盡可能隨時至少有兩個成年人與青少年在

一起以限制一對一的互動. 

• 選擇下列與此政策相關的三個選項之一: 

- 將此政策訂定為任何時候都必須

遵守. 

- 將此政策依照活動或情況的風險而

定, 例如需過夜的旅行. 

- 設定其他的保護措施, 例如, 如果你組織的宗旨需要職員、志工與青少年之間有

一對一相處的時間, 那麼對於職員、志工與青少年的接觸就需要有額外的監督

方式和更嚴格的篩選程序 (例如: 指導計劃). 

 

青少年彼此之間互動的風險 

你的組織除了需要監督職員、志工與青少年之間的互動情形之外, 還要注意青少年彼此之

間的互動. 許多著重於職員、志工與青少年之間互動的策略可以修改來處理青少年之間的

互動. 

• 針對青少年無人監督時可能對其他青少年施以性虐待或肢體虐待的所有情況. 例如, 

如果你的組織已有政策禁止成年人出現在更衣室以避免會有兒童性虐待的風險, 這可

能導致青少年無人監管而對其他青少年施以性虐待或肢體虐待的情況. 一個可能的解

決方案是設定政策要求隨時要有不止一個成年人在場. 

• 制定政策來處理霸凌和性虐待的情況以促進正面的互動, 同時使大家了解有一些互

動是不適當的或是有害的. 

 

某些活動的禁止與限制 

有一些活動可能存在有較高風險發生兒童性虐待的情形, 如: 欺凌、秘密儀式、需過夜的旅

行、沐浴、更衣、盥洗室裡的互動和夜間活動等. 是否要禁止或限制這類的活動絕大部分

要取決於你組織的情況. 例如, 一個外宿的露營活動不可能禁止過夜旅行或沐浴的情形. 

 

活動範圍外的接觸限制 

活動範圍外的接觸限制有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涉及青少年與職員、志工之間的接觸, 但與

活動內容本身無關的情形. 你的組織應將職員、志工與青少年之間的接觸限制在組織批准

的活動範圍內, 和 (或) 限制在某些地方, 例如在你組織大樓內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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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類型是青少年與不隸屬於你組織的人之間的接觸, 而情況發生時青少年是在你組織

的照顧下. 

• 建立一個系統來監管進入你組織的所有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進出情形, 例如: 進入時簽

到和離開時簽名的程序. 

• 制定有關青少年與不隸屬於你組織的人之間互動的特定政策, 這種情況適用於當活

動所在的建築物裡不僅只有你的活動在進行, 或者你組織的活動是在公共場所進行

的情形 (例如: 運動場). 

 

照顧者的資料與許可 

你的組織應取得青少年和照顧者 (例如父母或監

護人) 的地址和聯繫資料. 此資料不應提供給未經

授權的個人. 你的組織還應取得照顧者同意青少

年參與某些活動的許可, 例如: 校外敎學, 深夜活

動和過夜的旅行. 

• 告知照顧者他們的孩子或青少年將會做

什麼活動, 他們將去什麼地方. 

• 讓照顧者提供意見表達他們對自己孩子參

加什麼樣的活動或互動他們會感到自在. 

 

對青少年的責任 

你的組織應該清楚說明什麼時候青少年是由你的組織負責, 什麼時候是由照顧者負責. 

• 制定明確政策說明你的組織負責照顧青少年的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 

• 考慮在活動正式開始之前和正式結束之後由誰負責青少年. 

• 以書面形式將政策傳達給照顧者和青少年. 你的組織可以考慮要照顧者簽署確認書, 

表示他們已閱讀並了解有關政策. 

 

需額外考慮的策略 

掌控個人彼此之間互動的其他方式 

找出監督互動的不同方法, 例如建立夥伴制度以防止青少年與職員、志工單獨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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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4: 

確保環境安全 

目標 
使青少年避免陷入性虐待風險增加的情況. 

 

一般原則 

環境策略因各組織情況而有所不同. 具有實體地點

的組織 (例如: 日間托育中心、學校), 或具有多個活

動場所的組織 (例如: 一些體育和娛樂組織), 以及具

有租賃或未有實體空間的組織 (例如: 指導組織) 每

個策略都會不同. 不管組織的實體空間如何都應考

慮環境的風險. 如果一個組織不控制自己的空間, 則

應採用備用策略來確保青少年與職員、志工得到監

督. 

 

確保環境安全的重要策略 

可見度 

組織所選擇的空間應是開放式的, 而且是可見度高的, 如此的環境可以使有意做出性虐待行

為風險的人感到不自在, 而無法施展虐待行為. 

 

使用以下方法提高可見度: 

• 做空間設計以確保是開放的、可見的, 沒有可能隱藏的地方. 

• 整個建築有清晰的視線. 

• 活動不使用的區域要確保安全, 以防止青少年獨處 (例如: 衣物間和儲藏室). 

• 在門上安裝小窗戶. 

• 制定 “不關門” 政策. 

• 在所有區域安裝明亮的照明. 

 

如廁、淋浴和更衣時的個人隱私權 

你的組織應制定政策和程序以減少在如廁、淋浴和更衣等情況的風險, 如此不僅可以減少

來自職員、志工性虐待的風險, 而且也可以防止青少年之間不適當或有害接觸的風險. 

 

進入場地的控制 

你的組織任何時候都應該監視在場的人員. 

• 制定青少年進入和離開的政策和程序以掌握他們的去向. 

• 訂立政策和程序來監督你組織以外的哪些人士是在什麼情況下允許進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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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外活動準則 

你的組織應定義出如何劃分活動場地內和場地外的實體邊界並清楚傳達此項訊息. 

• 要決定出你的組織何時何地為所服務的青少年負責, 並確實的溝通, 這對於擁有多個活動場地的組織和

在校外敎學時尤其重要. 

• 為校外敎學和其他場外活動制定環境政策, 例如如何處理場外的上廁所時間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接送政策 

你的組織應確定在常規活動和特別活動的情況由誰負責接送青少年 (例如: 校外敎學、過夜的旅行). 

 

決定如何回答以下問題: 

• 你的組織何時負責交通? 

• 照顧者什麼時候負責? 

• 青少年和一位職員或志工可以一起乘坐一輛車嗎? 如果可以, 是在什麼情況下? 例如, 一個青少年是否可

以單獨和一位職員或志工一起在車裡? 

• 在一天結束時或整個活動結束時接走青少年的程序是什麼? 

 

需額外考慮的策略 

展示領域範圍 

這個策略的目標是要傳遞一個視覺上的訊息, 展現活動是統一、具有凝聚力的, 不允許外人滲入威脅. 這個例

子包括運用標誌使進出容易, 工作人員穿著制服或相似的服裝以強調是在場的工作人員. 

 

監控設備 (例如:  攝影機 ) 

這個策略意味著監控設備的背後有一套基礎架構或有工作人員的支援. 如果你安裝了監控設備, 一定要確實提

供必要的基礎設施來做到這個隱含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