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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出处：《三字经》



致谢
本手册主要由Brittocia Mary Jaya Arulanthu在Ambiga Devi的协助下 
编写。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参与其中并协助改善手册内容。

谨此向以下人士致谢：

• Lois J. Engelbrecht为我们提供有关儿童性虐待的实用资料。

• 所有拨冗参与一系列会议、分享想法并提出宝贵建议的小学教师们。
感谢他们的付出，本手册之第二及第三部分才得以完成。

• 槟城社会福利局的宝贵意见。

• 一站式危机中心（OSCC）的工作人员及槟城医院儿科部门的支持与
合作。

• 许多妇女醒觉中心的朋友和同事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恕无法一
一尽录，但我们特别感谢Chin Khuan Sui、Chong Eng、Loh Cheng 
Kooi、Michael Chai、Debbie Chan、Nirmala Devi、Zahara 
Ghafur、Badariyah Salleh、Chuah Qeng Eng、Hajar Abdul 
Rahim、Prema Devaraj、Shakila Abdul Manan、Muniroh Mohd 
Yusof和Tasha Merican所提出的宝贵建议。

• 特别感谢Lim Kah Cheng、Lynn Oh、Karen Lai和Melissa Mohd Akhir
协助撰写和更新附录A ——儿童性虐待相关法律。

妇女醒觉中心(WCC)非常感谢华盛顿州西雅图儿童委员会和华
盛顿州西雅图儿童性侵保护服务小组所提供的实用材料。

儿童安全教育

6



简介
槟城妇女醒觉中心（WCC）成立于1985年，旨在帮助身处危机中的妇女
和儿童。在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同时，WCC
开始关注所举报涉及儿童乱伦和强奸的案件数量。根据WCC在其他方
面的经验和研究显示，大部分的儿童性虐待案件并没有被举报，因此许
多受害的儿童无法获得协助。

WCC认为我们的学校和家长们可以帮助孩子们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必须
主动地教导孩子们有关自身的安全，对性虐待说“不”，并且辨识可以寻
求援助的对象。教导孩子们尊重他人，以便他们不会成为虐待者。学校可
以通过教师们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教导孩子们自我保护，避免沦为儿
童性虐待的受害者。

教师们的角色

教师们扮演重要的角色去辨识及帮助受性虐待的孩子们。在家庭之外，
没有人比教师们更频繁、更长时间地与孩子们互动。

三个步骤，保护儿童安全：

• 辨识
• 调查
• 涉入解决和处理

教师们可以帮助辨识儿童性虐待的案件。他们无需进行调查或涉入解决
和处理，而是启动整个调查的过程。教师们是名副其实防止儿童虐待的
第一道防线。教育工作者可以了解性虐待的症状和迹象，以及举报的程
序。他们也可以在课堂中善用预防性虐待的材料。

儿童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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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这本手册的对象？

本培训手册专为小学教师们编写，旨在提
高他们对儿童性虐待的认识和理解，并鼓
励他们在教导学生自我保护方面发挥重
要的作用。本手册也提供槟州处理儿童
性虐待案件的相关单位的资讯。

手册内容是关于什么？

本手册向教师们提供有关如何向孩子们传授
自身安全技能的资讯，以及如何更敏感于性
虐待受害者的需要。他们将学习到多种策
略来协助孩子，让孩子们对更加勇敢与自
信的保护自身安全。教师们也将学习到聆
听对孩子的重要性，并知道必要时，可以寻求
援助的各种管道。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 了解问题
2. 预防措施
3. 群体动力

1.	 了解问题
本节深入探讨儿童性虐待的问题。它为教师们提供有关儿童性虐待
的基本资讯，以便他们可以辨识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本节的主题
包括：

• 儿童性虐待的简介
• 儿童性虐待的迷思和现实
• 辨识受性虐待的儿童
• 揭露
• 揭露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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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防措施
本节提供有关基本自身安全的提示，并建议如何以体贴而有趣的方
式与孩子们谈论自身安全。本节的主要部分探讨教师们如何将自身
安全课程纳入当今的小学课程中。本节涵盖的主题包括：

• 教导孩子们的基本自身安全技巧
• 如何与孩子们谈论自身安全
• 教导自身安全技巧的提示
• 将自身安全课程纳入小学课程中的建议

3.	 群体动力
本节向教师们介绍可用于教导孩子们自身安全的有趣游戏和活动，
旨在鼓励教师们打破正式课堂教学的规范，以非正式和具创意的方
式来解决问题。除了下列的建议，教师们也可以设计自己的游戏和
活动来教导自身安全。其中建议的活动和游戏包括：

• 棋盘游戏
• 木偶戏
• 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
• 有趣的活动
• 音乐、歌曲和动作
• 讲故事

建议使用本手册的教师们先阅读本手册的第一部分，以获得一些有关儿
童性虐待的基本知识，之后再进入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掌握这些基础
知识后，教师们在进行自身安全课程时会更有自信，不但能够辨识性虐
待的迹象，也知道该做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求援助。

本 手 册 并不是 一项对儿童性 虐待的深入研究，而是帮助我们
学校里的孩子们的实用方法。请注意，本手册中的“他”或“他
的”指的可以是男性或女性儿童。

儿童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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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儿童性虐待？
儿童性虐待是指成年人或任何年纪显著年长的人,为了满足其性需求而
剥削儿童的行为。

如果家庭成员之间（比如该孩子依法不能结婚的对象，包括父亲、祖父、
叔叔伯伯、表堂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发生性交的行为，则称其为乱伦。

什么不是儿童性虐待？

成人和儿童之间因为爱和感情的正面表现而产生的身体接触，不应与儿
童性虐待相混淆。

负责任的成年人懂得限制他们与孩子们的身体交流，尊重孩子，同时保
持温暖、健康、亲密的关系。

谁可能被虐待？

不分男女、贫富、种族或宗教信仰，性虐待可能发生在
任何孩子身上。

6 |  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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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虐待儿童？

一般大众所熟悉的“变态”、“猥亵者”和“肮脏老人”形象，并不是大多
数儿童性虐待犯罪者的准确描述。

至少根据所举报的案例，犯罪者几乎都是男性。他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成
就并享有社会地位，也可能是低收入或低教育水平的人。

对于那些认识犯罪者的人来说，他看起来
完全正常无异样。犯罪者经常是受害者的
家庭成员，包括：

• 父亲
• 继父
• 哥哥
• 叔叔或伯伯
• 表堂兄
• 祖父

儿童性虐待包括什么？

儿童性虐待涉及广泛的行为，包括：

非肉体的
• 言语刺激
• 淫秽电话
• 暴露生殖器官
• 窥淫癖
• 向儿童展示色情图片或电影

肉体的
• 爱抚儿童的私处
• 口交或企图口交
• 阴道或肛门性交或企图性交
• 强迫儿童卖淫和/或贩售儿童色情作品以剥削儿童

7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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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虐待的迷思与现实
我们经常耳闻有关儿童性虐待的事件，但却认为这都是发生在别的学校
或他人孩子身上。此外, 各种对犯罪者的描述往往离不开丑陋、肮脏和穷
凶极恶的形象。我们试图打破这个迷思，让你了解现实的真相。

迷思 现实

性虐待通常发
生在其他人身
上，而不是你自
己的孩子。

受害者可以来自任何社会经济阶层、年龄、
阶级、性别和宗教。

根据国会统计数据，在2017年，1,951起举报的
案件当中有28%的强奸受害者是年龄介于16至
18岁的儿童，48%是10至15岁的儿童，3%是10
岁以下的儿童，仅有20%是18岁以上的人士。这
意味着80%的强奸受害者是儿童。

性虐待者是长
相邪恶的陌生
人，跟受害者并
不认识。

大多数犯罪者都是受害者认识的人士，比如
亲属、邻居等。

根据国会的统计数据，在2015年，85%的肇事
者都是强奸受害者认识的人士。

儿童性虐待通
常涉及暴力。

儿童性虐待中很少使用暴力。

许多犯罪者会在犯案前先取得孩子的信任。他
们可能会操纵孩子的思维，让他们接受有关性
虐待的行为。

8 |  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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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谎称被性
虐待，或是在幻
想而已。

孩子会撒这种谎是非常罕见的。

更常见的是，孩子可能因为恐慌、不舒服或家庭
压力，而对之前揭露的情况予以否认或将其严
重性减至最低程度。

幼小的孩子若具有不适当的性知识，肯定是从
某处获得该知识，而且很可能是来自第一手的
经验。

儿童性骚扰者
通常是同性恋
者。

非常少数的儿童性骚扰者是同性恋者。

绝大多数的性骚扰者自认是异性恋者，并且可
能与另一位成年人有固定的肉体关系。

如果没有插入，
那就什么也没
发生。

未完成的性侵犯和完成的性侵犯同样会造
成创伤。

每当发生性虐待的行为时，受害者都会感到无
力、堕落、愤怒、内疚、羞耻和困惑。

若犯罪者承诺
不重犯，那他
们就可以被信
任。

除非接受帮助，否则罪犯不太可能会停手。

过去的理论认为，乱伦犯罪者倾向于将他们的
虐待对象局限于家人。当今的研究显示，许多乱
伦犯罪者会盯上家人以外的受害者。因此，他们
应当接受专业的帮助。

如果“那样的”
事情有在发生，
母亲肯定会知
道的。

很多的母亲根本被蒙在鼓里，并且往往在事
情被揭露后才感到自责。

有的时候，曾是受害者的女性可能会将性虐待
视为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而不愿意引起他人
的关注。

9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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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性骚扰儿
童的人都一定
是个恶魔。

犯罪者看起来很正常，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言行举止与常人无异。这就是他们可以持续
犯罪的原因。

研究发现，这些犯罪者并不是那些犯案累累或
拥有暴力史的人。相反地，他们往往是守法和工
作勤劳的人士。

遭受性虐待的
孩子会告诉别
人。

许多孩子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性虐待行为
保持缄默。

犯罪者经常会通过赠送礼物或威胁，说服孩子
即使他们把性虐待经过告诉别人，也不会有人
会相信他们。

通常，孩子被教导要乖乖服从长辈，导致他们沦
为无辜和沉默的性虐待受害者。

10 |  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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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识遭受性虐待的儿童？
无论显眼或不显眼，遭受性虐待的儿童通常会有被虐待的症状或迹象。
以下这个非详尽清单列出各种可能会出现的生 理、心理和行为上的症
状：

生理症状

• 生殖器或肛门发红/发痒
• 生殖器或肛门疼痛或受伤
• 排尿困难
• 阴道或阴茎出现分泌物
• 腹痛
• 性病（肛门、口腔、阴道或 

外生殖器区域）
• 不明原因的腹痛、喉咙痛或 

其他生理与情绪症状
• 怀孕

心理症状

以下的不适显示了抑郁症的产生：
• 头痛
• 腹痛
• 胸部不适
• 疲劳
• 失眠
• 晕倒或昏厥
• 哭泣
• 歇斯底里
• 不合理的恐惧
• 注意力不集中
• 食欲不振
• 缺乏自信

其中一些症状本身或许
不代表发生儿童性虐待
行为。但是，如果出现数个症状
的组合或模式，那么就值得你去
关注，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儿童
性虐待的发生。

11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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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症状

• 依赖行为/害怕回家、害怕某个特定的人
• 退缩至幻想世界
• 婴儿行为
• 吮吸拇指
• 不符合年龄的尿床行为
• 课业表现不佳
• 离家出走
• 滥用酒精和药物
• 企图自杀
• 抑郁症
• 与同侪关系不佳
• 发恶梦、害怕上床睡觉、梦游、睡觉时需要开灯
• 过度摩擦生殖器区域（自己的或他人的）
• 不符合年龄的性知识和活动。
• 不愿为了上体育课换衣服或参加体育课
• 烦躁、过度愤怒、出现捣乱的行为
• 不信任对他释放善意的人士
• 害怕触摸、面对热情时退缩
• 个人卫生上的变化（不常或过度洗澡）

儿童性虐待的家庭症状

通常，家庭的历史或甚至是持续进行的动态都可以是问题的症状，这些
包括了：

• 曾经发生儿童性虐待事件
• 家庭中其他类型的暴力
• 家庭由僵化的角色结构主导（父权主导或惩罚模式、被动的母亲）
• 对女儿的活动过度关心（与男朋友或其他同伴的关系等）
• 对孩子过度保护
• 其中一个家长缺席（患有慢性疾病、抑郁症、离婚、分居、患病等）
• 父母对孩子有不切实际或不恰当的期待
• 家中有人酗酒

12 |  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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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遭受性虐待的儿童发出的
信号
儿童可能以各种方式揭露自己被性虐待。他们可能会私下来找你，直接
并具体告诉你性虐待的经历。不幸的是，这往往是儿童受害者不太常见
的揭露方式之一。更常见的方式包括：

间接提示

“小强哥哥昨晚不让我睡觉。”

“叔叔穿的内裤很好笑。”

孩子可能会以这些词语来表达，是因为他还未掌握更具体的词汇、感到
过于羞愧或不好意思直接谈论、承诺不会告诉别人，或是综合各种原因
所致。

温柔的鼓励孩子用他能掌握的词汇，更具体地说出事情经过。

变相揭露

“我知道有人被很不好的方式触摸。”

“如果一个女孩告诉她的母亲，她被强奸了，但母亲却不相信她，那会怎样？”

鼓励孩子告诉你他对“另一个孩子”的了解。孩子很可能最终会告诉你
他指的是谁。

13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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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揭露

“我有一个问题，但如果我告诉你，你必须承诺不能告诉别人。”

大多数孩子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揭露了被虐待的秘密，就会产生一些
负面后果。犯罪者常常利用这些后果来胁迫孩子保持沉默。

让孩子知道你想帮助他，并让他知道一旦他揭露被性虐待，法律规定你
必须举报性虐待的行为。

向孩子保证你会尊重他的保密要求，并答应他除了直接参与法律程序的
人士之外，你不会和其他人谈论有关性虐待的事情。

请记住，你的角色不是去调查情况，你的责任是举报有关性虐
待的行为，为孩子启动寻求援助的过程，并给予全力的支持。

14 |  第一部分：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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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孩子的揭露

• 找一个适合与孩子交谈的私人场所。

• 保持冷静和自信，不要惊慌或出现震惊的反应。

• 不要扮演救世主。

• 不要对孩子的感受做出任何假设。

• 直截了当，坦诚相待。

• 具体并说出正面的话。

• 相信孩子在说实话。

• 使用孩子熟悉的词汇。

• 提供支持、安慰，并积极地聆听。

• 向孩子保证，他能说出事实是件好事。

• 向孩子保证，这不是他的错，他不是一个坏孩子。

• 确定孩子对安全的迫切需求。

• 向他保证他是安全的，并将受到保护，免受进一步的性虐待。

• 不要保证你不会告诉别人。

• 告诉孩子他可以期待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请据实说出，但要让孩子
知道他可以获得你的支持和帮助。

• 不要独自去和施虐者交涉。

• 不要扮演父母的角色，而是让孩子的父母参与及处理问题。

• 为孩子的父母提供支持，并鼓励他们也给予孩子支持。

• 鼓励孩子恢复正常生活，同时允许他在他愿意时才谈论被性虐待的
事情。

• 向有关当局举报。

如果孩子在上课时揭露被性虐待的行为，先认可孩子此举再继续上课，
之后再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单独和孩子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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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是极为重要的，孩子的身份不应该被泄露，以保护孩子免受
进一步的创伤。唯有那些直接参与处理学校儿童性虐待案件的教
师才需要被告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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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之后：如何帮助该儿童？
揭露被性虐待之后，孩子在生活中可能会面对一些难题，因为他必须面
对家庭以外的新系统— —警察、律师和辅导员。揭露之后，孩子会面对
新的、不熟悉的状况，比如与不认识的成年人会面、玩不同的玩具、与陌
生人交谈，以及被限制不能与他心爱的、想念的人见面。

孩子可能会觉得被施虐者“毁坏”和“糟蹋”了，并且认为其他人可能也
看到他受到毁坏的部分。经历过性虐待的孩子往往觉得自己与其他儿童
有所不同。他们会感受许多不同（并且经常是强烈）的情绪，包括：

恐惧

• 施虐者
• 会造成他人的麻烦
• 失去对他们重要的成年人
• 被带离家
• 自己与别人“不同”

生气

• 施虐者
• 身边的成年人（没有保护好他们）
• 自己（感觉好像自找了麻烦）

孤立

• 因为他们有毛病
• 因为自身经验让他们感到孤单
• 因为他们没办法谈论被性虐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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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

• 因为被他人从身上夺取了某些东西
• 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
• 因为成长得太快
• 因为被所信任的人背叛

内疚

• 因为自身无法阻止性虐待行为
• 因为认为是自己 “同意”有关的 

性虐待行为
• 因为保守了秘密

耻辱

• 因为自己被牵涉进这个行为
• 因为他们的身体在遭受性虐待时 

出现某种反应

困惑

• 因为他们可能仍然喜欢施虐者
• 因为他们的心情一直在转变

成年人往往会在性虐待事件被揭露后，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孩
子，使事情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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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和他人不同”的感觉，经常会反映在孩子的行为改变上。有以下
行为的孩子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以解决他们内心的伤害和认为自身需
负责的想法：

• 幻想：认为他们的改变是外在的、明显的，比如认为自己怀孕了。

• 绘画出缺少某些身体部位的自己，尤其是被糟蹋的部位。

• 展示不佳的身体形象。

• 为自己无法长成“正常”状态表示担忧。

• 相信他们“不如以前那么好”。

• 将自己描述为“丑陋”。

• 在揭露后感到内疚，并为事情被揭露而 
怪罪自己。

在揭露之后帮助孩子

以下是一些如何帮助性虐待儿童的一些建议：

• 把孩子当成一个孩子般对待。

• 不要指望孩子出现“改变”。揭露之前存在的问题通常会继续存在。

• 参与团体活动非常重要。孩子需要和其他孩子们共处、一起玩耍，因
此要鼓励孩子与其他孩子相处。

• 告诉孩子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他的错。

• 告诉孩子“你不应该感到内疚”，有时反而会加深孩子的无助感和无
力感，并且不敢说出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这种情况被称为“Absolve-
Complex”。确认孩子的内疚感，并提醒孩子发生的事情不是他的
错。这是一个赋权的过程，介入协助的人士可以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
并改变他的内疚感。

• 学校在治疗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尽量不要对孩子所造成的干
扰感到不满。孩子可能难以与其他孩子和成人相处，他们的注意力可
能很涣散，在完成任务方面也很迟缓。治疗受害者综合症需要一定的
时间。

• 通过孩子可以顺利完成的、具体的的活动，有效于提高孩子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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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孩子主动的情况下，与孩子作进一步的交谈，让他知道他可以和你
讨论任何困扰他的事情。

• 让孩子知道，如果他再遇到性虐待的事件，他可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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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儿童性虐待的方式
当孩子被怀疑遭受性虐待时，应该
将他带到以下援助机构之一：

• 政府医院
• 社会福利局
• 警察部门

本章将解释遭受性虐待儿童被
带到这些机构时将面对的各种
状况。

政府医院

每家政府医院都有一个‘疑似儿童虐待和疏忽小组’（SCAN），负责监督
儿童性虐待案件。它由儿科医生、妇科医生、医疗社会工作者、精神科医
生，以及紧急和创伤部门的一站式危机中心（OSCC）的医生和护士们联
合组成。

1. 先让孩子在政府医院紧急和创伤部门的前台登记。监护人/社会福
利局儿童保护官员必须在前台的警察柜台报警。警方的调查官员将
陪同孩子在OSCC进行体检。

2. 在OSCC，孩子首先接受任何瘀伤或现有伤口的治疗。

3. 一名妇科医生将前往OSCC为孩子进行体检，以确认是否发生了性
虐待。妇科医生将对孩子进行以下检查：

• 医生将记录他的精神状态，看是否有惊吓、焦虑或痛苦的症状。

• 注意相关年龄的生理发展。

• 仔细检查身体是否有受伤，尤其是乳房和背部。

• 检查大腿和生殖器区域，尤其是血迹、精液污渍或异物。剪下手
指甲，以取得指甲下的血液、头发和细胞组织的证据。

• 如果孩子穿着他原来的衣服，这些衣服将会被仔细检查、收集并
送到警方的化验师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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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生殖器，看处女膜是否有损伤。

• 检查异常的分泌，并确认性交时是否出现感染。

• 如果怀疑孩子怀孕，则进行妊娠试验。

4. 检查后，如果怀疑或确认性虐待，未满12岁的孩子将在儿科病房接
受治疗。如果孩子年龄较大，他将被送往妇科或产科病房（如果是女
孩）或外科病房（如果是男孩）。

5. 一旦孩子进入病房，医疗社工就会通知有关区域的社会福利官员，
与孩子、父母/监护人和负责案件的医生们开始进行初步面谈。

6. 在孩子住院期间，他将接受医疗护理和心理谘商。当孩子准备回家
时，医疗社工和区福利官员有责任确保孩子被安置在安全的环境
中。

社会福利局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JKM）

1. JKM儿童保护官员的角色是确保儿童的安全和福利。

2. 当JKM收到来自医院的儿童性虐待的投报，儿童保护官员将前往医
院探望该孩子。但是，如果孩子被带到社会福利局并投诉遭受性虐
待，儿童保护官员将带孩子到政府医院接受治疗，或让父母立即将
孩子送到政府医院。

3. 儿童将在医院接受体检，以确定该名孩子是否受到性虐待。

4. 如果体检报告证实孩子受到性虐待，儿童保护官员、父母或医院当
局需向警方报案。

5. 儿童保护官员将进行调查。他将采访孩子、父母、亲属、孩子的老师
（如果受害者还在求学）以及与事件有关的任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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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发现孩子在自己的家中面对危险（即与犯罪者同住），儿童保护
官员将把他的报告提交给儿童法院的推事。法院将命令儿童保护官
员将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比如关系亲密的亲属家中；倘
若没有其他选择，孩子会被安置在福利局的儿童之家。

7. 根据法院颁布的命令，儿童保护官员将定期访问（在受害者自己的家
中或在安全的地方），以监督孩子的福利和进展。在必要时，儿童保
护官员会将受害者和其家人转介给有关区域的JKM辅导员以进行心
理谘商。

警察局

1. 警察的角色是就有关的投报进行调查并收集起诉嫌犯的证据。

2. 遭受性虐待或怀疑遭受性虐待的儿童将由其母亲/父亲/监护人或受
信任的成年人（亲属、教师）带到警察局，以向警方报案。

3. 之后一名调查警员（IO）将被委派和接手有关案件，作进一步的调
查，其中包括接受申诉人的口供，以及将该孩子带到政府医院紧急
和创伤部门的OSCC。

4. 当孩子住院时，IO将继续调查并向相关人士录取口供，包括嫌犯。

5. 有的时候，嫌犯将在调查进行时被还押或拘留。

6. 一旦完成调查，IO将向副检察官（DPP）提交调查报告，后者将确定
是否可以将案件提交法院。

7. 如果证据充足，嫌犯将被起诉。否则，嫌犯将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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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报告中所需的实情

什么事件 什么样的虐待事件？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地方 哪里发生——位置、城镇名称、村庄、道路、门牌号码？

什么人物 涉及哪些人？嫌犯或证人的身份或描述？

如何发生 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后果影响 遭受的损害、损失或任何伤害。

无论事件是否发生在警察局的管辖范围内/外，都可以到任何
警察局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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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应该告诉孩子们什么？
教导孩子们爱惜和尊重自己的身体，以及成年人可以对他们做些什么的
特定规则。另外一点要强调的是，触摸有分适当和不适当的触摸。通常
只要我们信任自己的感受，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们自然可以分辨事情的
对错。

以下是一些可以教导孩子们的基本原则：

1. 每个孩子的身体都是独特的，并且是专属于他自己的。

2. 他有权决定让谁触摸以及如何被触摸。未经他的许可，没有人有权
触摸他的私密处。成年的医生或护士可以触摸他的私密处，但只限
于健康检查或治疗。

3. 他可以相信自己对人的感受，以及被触摸的感受。他可以聆听内心的
声音。

4. 即使该成年人是他尊重或信任的人，他也有权对任何伤害、恐吓或
混淆他的人说“不”。教他如何坚决地说“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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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成年人令人费解的行为，他有权提出疑问，并且让他们认真看
待。

6. 任 何 让 他 感 到 沮丧、害 怕
或困惑的秘密，都应该说出
来 。如 果 有人 想 让他 保 守
一 个关于被触摸或任 何让
他感到不舒服的秘密，他应
该立即告诉一个成年人。

7. 如果他告诉的人似乎不相信他，他应该告诉其他人，并在他获得帮
助前持续这么做。

8. 如果有人以某种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方式触摸他、对他说任何让他感
到难过和害怕的话、想要向他展示某些东西，或让他做某些他不愿
做的事情，请提醒他这不是他的错。他应该尽快离开，并立即告诉另
一个可信赖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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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孩子们自身安全的技巧
如果教师能够提前做好准备，那么自身安全课程将会更加有效。以下这
份简要清单，提示在进行自身安全课程前应该做些什么。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学生

• 使用适合你班级的教学方法，例如讲故事、玩游戏等。

选择合适的时间

• 避免在周末、假日或假期之前教授这项课程，以免学生有进一步的疑
问时无从提出。

• 将你的讲解安排在午餐或休息时段前，以便学生有机会私下与你交
谈。

教学环境

• 将课程设计成分享和聆听的方式，大家可以席地而坐，或是将桌子排
成一个圆圈。

• 要 接 受可能出现的尴 尬气氛，可
以告诉大家：“很多人对于讨论性
问题觉得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 是，我们唯一能够阻 止性 虐待
方法就是去谈论它。 ”

• 要 有心理 准 备，可能 有些问题 是
你无法回答的。准备回答“我不知
道”、“那你怎么看呢？”、“我 会
帮你找出答案。”这些都是适当的
回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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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学生的反应

• 在自身安全课程中，要特别注意那些举止异常、避免眼神接触、在上
课中途身体不适、逃避课题，或是那些提出具体问题或提供具体答
案，比其他学生们对该课题了解更多的学生。你或许可以私下与这些
学生们交谈。

• 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举止可能是其他原因，而非性虐待导致。

• 向你的学生们解释所有他们不熟悉的字眼或名词。

教导自身安全技巧时的提示

教导自信技巧
让孩子学习自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他们机会一对一地练习拒绝技
巧，然后在团体里做同样的练习。一个响亮的“不”，不但非常有效，而且
可以让孩子更有自信。

强调积极和正面
以具体的称赞来培养孩子的自尊心。

帮助孩子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受。自信的孩子更有能力拒绝被虐待。

在谈论触摸时，避免使用 “坏”这个字眼。在心理谘商的各类案例，我们
发现有些孩子可能认为性接触是“坏”的。因此，我们建议使用诸如“适
当”和“不适当”、“安全”、“不安全”、“不舒服”、“困惑”等字眼。

在谈论了“不适当”或令人困惑的触摸之后，以分享“适当”或安全的触
摸来总结谈论环节，尝试达到一个平衡的讨论。

在进行自身安全课程时，尽量运用创意，让学生愉快的学习。

千万不要试图给学生们提供答案。给他们充足的时间思考、回
答并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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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重要的是帮助孩子辨识他们的感受，向他们解释说，他们可以通过倾听
自己的感受来知道某些事情是否正确。以下是关于如何处理这个课题的
一些提示。

讨论

感觉是非常有用的警告信号，可以告诉我们某些事情是否正确。我们应
该学会相信那个警告信号（我们的感觉）。

当我们感到害怕、不安或焦虑时，这是一个警告信号，告诉我们某些事情
是不对的。

例子：

• 当我们在路上看到一条蛇时，我们会感到害怕。这是一个警告信号，
提醒我们要留意可能的危险。

当我们感到快乐和放松时，这是一个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的信号。

例子：

• 当妈妈在睡前给你一个拥抱时，你会感到快乐和舒适，因为这提示你
一切都很好。

切记要告诉你的学生，凡是他们的感受告诉他们某些事情是
不对时，他们就应该立即告诉一个值得信赖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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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们谈论自身安全的技巧
父母、教师和其他有爱心的成年人，经常在骑脚踏车、游泳或过马路时教
导孩子安全规则。因为有这种教导，孩子们不会对脚踏车、游泳池或马路
感到害怕。教导自身安全技巧时，可以采用相同的方式——直截了当、实
事求是。以下是一些与儿童谈论自身安全技巧的点子：

当你谈论其他类型的安全时，请包括自身安全规则。

“如果你被一个较年长的人触摸，而你感觉这是不适当的，请告诉我或某个你
信任的人。我们会相信你并帮助你。”

经常重复简单的安全规则：

“我们不隐瞒被触摸的秘密。”

“成年人通常不需要碰触孩子的私处，除非是出于健康或卫生原因。”

“无论他们跟你说什么，永远不要跟随陌生的成年人离开或坐进他们的车子。”

“如果你内心的声音告诉你某件事情看起来不太对劲，要相信这把声音（本
能、判断）。”

玩“如果……该怎么办？”的游戏，来练习做决定

“如果你在玩耍时，有个男人或女人试图把你带进他们的车时，你该怎么办？”

“如果你和我在一个购物中心走散了该怎么办？”

“如果某个你认识的人以一种令人感到困惑的方式触摸你并要求你保密，那该
怎么办？”

“如果某个比你年长的人给你钱（或某件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该怎么办？你
会违反有关触摸的安全规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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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孩子培养自信心，练习口头上的答复：

“不要！”

“我不喜欢那样！”

“请你走开。”

“我不被允许这样做。”

“我不会这样做。”

练习非口头的答复：

把某人的手从他们身上移开、快步离开、昂首挺胸不退却、双眼直视对
方、摇头婉拒等。

32

儿童安全教育

|  第二部分：预防措施



将自身安全课程纳入小学课程
以下是关于如何将自身安全课程纳入小学课程的一些点子。

以下的例子仅适用于小一、小二和小三的学生。 教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和六年级的教师可以参考本章所提供的资讯，并使用自己的方法来教导
他们的学生有关自身安全技巧。

四个被确认的主要科目：

1. 体育和健康教育
2. 语言（华文/马来文/英文）
3. 道德
4. 美术

教师们可以通过游戏和有趣的活动，再以富有创意的方式教导他们的学
生有关的自身安全技巧。本刊第三部分收录了一些教师们可以在课程中
使用的游戏和有趣活动。

我们鼓励教师们构思自己的游戏和有趣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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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体育与健康教育

在本科目中，以下被确定为可能纳入安全课程的单元：

1. 运动与反应
2. 自身安全
3. 居家安全
4. 学校安全
5. 我们的身体和感官/照顾我的身体

1.	 运动和反应
本单元可用来教导孩子们在遇到危险时，身体如何做出反应。教孩
子使用他们的身体和声音，来对抗任何以不安全、令人困惑或剥削的
方式触摸他们的人。

以下是如何将自身安全技巧纳入你的课程的示例：

向孩子们展示图片，图片中包含各种触摸的行为（“适当“和“不适
当”）或让孩子们演出需要触摸的场景。例子：

• 妈妈给你一个拥抱（“适当”的触摸）
• 你的兄长或弟弟试图把手伸进你的裤子里（“不适当”的触摸）

与孩子们讨论，如果他们被这种方式触摸，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
应。此外，也讨论他们的反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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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结束时，通过重复所讨论的自身安全步骤来作总结。

这种类型的活动，将帮助孩子们辨识“适当”和“不适当”的触摸，
并给他们机会探索可以采取的步骤以避免性虐待的情况。这有助于
建立他们面对危险情况的信心。

参阅第三部分： 游戏和活动。

2.	 自身安全
可以通过本单元教导自身安全技巧，与孩子们讨论各种会导致性虐
待发生的情境以及避免的有效方法。通过提出可能导致危险的情况
以及可以采取的安全步骤，来与孩子们进行讨论。

可能导致危险的情况 安全步骤

与陌生人交谈，并分享
个人资料如你的姓名、
地址、父母工作地点、
家居电话号码等。

• 不要与陌生人交谈。
• 礼貌地告诉那个人你不被允许与陌

生人交谈，并迅速离开。
• 立即告诉某个可信赖的成年人。

陌生人可以轻松利用这些资料，以获得
孩子的信任，日后再乘机利用这个孩
子。

独自一人处在黑暗和安
静的地方。例子：独自
走在黑暗的小巷中。

• 记得要多人一起行走。
• 避免黑暗和幽静的地方。
• 要记得告诉某个可信赖的成年人你

要去的地方，以及你将要走的路线。
• 尝试走在某个人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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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家安全
教师可以使用本单元来与孩子们讨论居家安全的重要性，并提高他
们对于会导致性虐待的家庭情况的醒觉意识。

通过教导孩子们辨识危险的情况，以及避免危险情况的方法，可以
达成这个目的。

以下这些例子，是可以与孩子们一起进行的活动。除了下面提出的
例子，你也可以在此书的群体动力部分中找到更多的活动，即第三部
分：游戏和活动。

某人触摸你的身体部
位，让你感到不舒服。

参阅第三部分：游戏和
活动。

• 大声而自信地说“不，我不想被触
摸！”

• 如果这无法阻止触摸，请告诉某个可
信赖的成年人，并请他帮助你停止这
些被触摸的行为。

• 如果你告诉的人不相信你，千万不要
放弃。向另一个人寻求帮助，尽可能
告诉更多人，直到有人帮助你停止被
触摸的行为为止。

可能导致性虐待的
情况 预防措施

当你父母不在家的时
候，让陌生人或朋友进
屋。

向陌生人或来电的友人
提供个人资料。

• 当父母不在家时，不要让朋友或陌生
人进入你的家。

• 要求他们在你父母有在家时再回
来。

• 不要向陌生人或朋友透露个人资
料。

• 切勿告诉来电者你独处在家。
• 告诉来电者你的父母目前正在忙，请

对方稍后再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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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安全
教师可以使用这个单元来强化学校的一些安全规则。提高孩子们对
学校安全课题的认识，并教导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

以下是一些可以与孩子们一起讨论的学校安全规则：

• 鼓励孩子在学校范围内活动时须要和其他同学在一起，尤其是
去上厕所时。

• 鼓励孩子如果在学校范围内看到可疑的陌生人，立即告诉老师。
• 与孩子讨论有关安全和不安全的地方。
• 如果孩子面对“触摸问题”，鼓励他们立即告诉某个可信赖的成

年人。

5.	 我们的身体和感官/照顾我的身体
自身安全技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教导孩子们认识他们的身体，
并帮助他们理解和尊重他们和其他人的身体。这可以通过两个单元
达成：“我们的身体和感官”以及“照顾我的身体”。

教师可以教孩子辨识和使用正确的字眼来形容身体部位，尤其是私
密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辨识身体部位的知识和能力，使他们可
以使用准确的词汇来描述性虐待的经历。

某人（家人/朋友）正在
触摸你，或让你做一些
令你感到不舒服的事
情。

• 直视他的双眼，并断然大声地说 
“不”。

• 立即告诉某个你信任的成年人。如
果你告诉的人不相信你，千万不要放
弃。向另一个人寻求帮助，尽可能告
诉更多人，直到有人帮助你停止被触
摸的行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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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孩子们使用正确的字眼和名词，避免使用俚语或可爱的外号。
例如：

• 阴茎而不是咕咕叫/小鸟
• 阴道而不是卜卜（pok-pok）
• 臀部而不是下面（bottom）
• 乳房而不是捏捏
• 睾丸而不是蛋蛋

孩子们应该意识到他们的身体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没有人有权触摸
他们，除非他们想要被触摸。

向孩子们解释，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乳房、阴道和阴茎）是独特
的，应该好好照顾。其他人唯有出于健康和/或卫生原因，才被允许
接触这些部位。例如：

• 出于健康原因，医生会碰触你来清洁伤口。
• 出于卫生原因，母亲会更换婴儿的尿布。

提醒孩子他们拥有自己身体的权利。如果有人以一种令他们感到不
舒服的方式触摸他们，他们必须说“不”。只要他们对触摸感到不舒
服或困惑，鼓励他们告诉某个可信赖并愿意帮助他们的成年人或朋
友。

为了让你的课程更有趣，我们建议你使用玩偶或人体图像。你还可以
使用群体动力部分的一些建议，例如：音乐、歌曲、动作以及有趣的
活动。

参阅第三部分：游戏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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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语言——华文/马来文/英文

以下内容已被确认为可纳入自身安全课程：

• 问候
• 个人资料
• 家庭成员
• 我的身体
• 给予指导

1.	 问候
除了教育孩子们给予问候之外，我们还鼓励教师与孩子讨论与陌生
人交谈的危险，以及陌生人接近时他们该如何反应。

例子：
鼓励孩子们针对每种情况讨论并练习他们的反应：

教师可以使用有趣的教学方式，如角色扮演、木偶戏和讲故事。

参考第三部分：游戏和活动。

情况	 反应

如果一个陌生人接
近你，并提议送你一
程。

• 说“不”并迅速离开。
• 立即告诉某个可信赖的成年人。

如果有陌生人要
求你跟他到某个地
方。

• 立即离开这个地方。
• 告诉他，你不能跟随任何你不认识的人。
• 立即告诉某个可信赖的成年人。

如果陌生人询问你
的姓名、地址、电话
号码等。

• 不要回应他。
• 立即走开，迅速告诉某个可信赖的成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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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资料
使用本单元向孩子们解释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的危险。

例子：
• 永远不要告诉陌生人你的姓名、家里的电话号码、住在家里的人

数、你的妈妈和爸爸上班或回家的时间。
• 如果你独自呆在家里并且有人来电，千万不要告诉来电者家里没

有其他人。
• 如果你独自在家，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进入房子，并要求此人稍后

再回来。

在讨论结束时，教师将进行总结性讨论。

我们鼓励教师使用有趣的活动，如讲故事和棋盘游戏，让他们的课
程更有趣。

3.	 家庭成员
本单元可用于教育儿童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并辨识孩子在遇到 
“触摸问题”时，家庭中可以接近并可信赖的成年人。

教师也可以使用本单元，小心及谨慎的讨论乱伦问题。

使用有趣的活动，让课程更有趣。

参阅第三部分：游戏和活动。

4.	 我的身体
有关教师如何将安全技巧纳入本单元的说明，请参阅第5项“我们的
身体和感官/照顾我们的身体”（第37和38页）中的体育和健康教育
主题。

5.	 给予指示
儿童性虐待案件一定要被举报。被虐待过的儿童会发现自己难以：

• 面对发生的事情。
• 了解发生的事情。
• 与其他人讨论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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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告诉孩子，一旦发生性虐待，应立即告诉某个可信任的成年
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孩子们可以接受培训以了解：

• 如何向教师报告。
• 如何向校长报告。
• 如何向警方报案。

这些课程可用角色扮演、木偶戏或讲故事来进行。

科目：美术

美术课程可以使用有趣和富有创意的方法以提高儿童对性虐待的醒觉
意识。

透过美术作为媒介，可以让孩子们批判性地思考问题，并用创意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感受。

首先与学生讨论有关课题，然后再让他们创作：

• 关于儿童性虐待及其预防措施的海报。
• 关于儿童性虐待及其预防措施的小册子。
• 用游戏的方式来教导儿童和父母关于儿童性虐待的课题。

美术也可以用来让孩子们探索他们对特定课题的感受。讨论完题目后，
请他们绘画或拼贴。

例子：
如果……会怎么办：

• 你坐进了一个陌生人的车。
• 你从陌生人那里取得糖果和饮料。
• 你允许陌生人进入家里。

41

儿童安全教育

第二部分：预防措施  |



教师们也可以考虑其他题目。在课程结束后与孩子们一起讨论美术作品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让教师有时间讨论关于安全问题的关键想法和基
本要素。

主题：道德教育

教师可以透过许多方式在道德教育课程中纳入自身安全课程。以下是一
些已确认的单元：

• 尊重
• 爱
• 勇气
• 社区生活/社会

1.	 尊重
教师可以使用这个单元来教导学生尊重自己和对方身体的重要性。

与孩子们讨论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权利。

如果有人侵犯他们的身体，请教导孩子要说“不”，并要立即告诉某
个可信赖的成年人。

教师可以使用本手册第三部分中的有趣活动、歌曲和动作来进行课
程。

2.	 爱
教师可以使用本主题来提升对乱伦的醒觉意识。这可以通过解释
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以及什么是健康的家庭关系来完成。记得要强
调，如果与任何家庭成员的关系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应该立即告
诉某个他们信任的成年人。

以下是教师在讨论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一些例子：

• 一个年长的家庭成员强迫你保守秘密，并让你感到不安。
• 一个年长的家庭成员触摸你的私密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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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们讨论在发生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的行动。在课程结束时，
总结孩子们提出的想法。

教师可以使用角色扮演、讲故事和木偶戏来让课程更加有趣。

3.	 勇气
教师可以使用本单元来教导孩子们，让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有勇气向
某人寻求帮助，例如：父母、教师、警察或朋友。

• 告诉孩子们，当有人性侵犯他们，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加害
者的过错。

• 鼓励孩子持续告诉别人，直到有人帮助他们为止。

4.	 社区生活/社会
教师可以使用本单元来提高社会对社会问题的醒觉意识。

通过选择你认为相关的主题，与孩子们讨论一些课题来完成，
例如：

• 儿童性虐待
• 失踪儿童
• 离家出走
• 深夜不归

让 孩 子 们 表 达他 们 对 这
个课题的看法。尽量不要
提供任何资讯，而是鼓励
他们讨论。

与孩子们讨论，当他们处
于 这 些 情 况下 可 以 采 取
的行动。为了使课程更有
趣，请让学生演出他们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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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游戏和活动

棋盘游戏 46

木偶戏 48

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 52

有趣的活动 56

音乐、歌曲和动作 58

讲故事 60



棋盘游戏
棋盘游戏可以是教导孩子自身安全的有趣方式，让教师摆脱一般正式的
课堂教学方式。

指示

1. 将孩子分成6组。

2. 让每个小组围成一个圆圈坐下。

3. 向孩子们读出游戏规则，确保每个人都清楚游戏的玩法。

4. 游戏结束后，花些时间讨论他们对自身安全技巧的了解，并让他们
分享他们所知道的其他安全技巧。

如何玩游戏

要玩这个蛇与梯子的棋盘游戏，你需要：

• 不同颜色的纽扣
• 骰子
• 5至6名玩家

1. 每个玩家都有一个纽扣，将它放在棋盘的“开始”格子中。

2. 第一个玩家先掷骰子，并根据骰子显示的数字，移动盘上的纽扣，打
个比方：

 • 如果骰子显示6，则前进6个格子。
 • 如果骰子显示3，则前进3个格子。

3. 如果玩家的纽扣落在梯子底部的格子上，则会获得奖励积分。读出
格子中的说明，了解你获得奖励积分的原因，然后让纽扣沿着梯子
向上移动。

4. 如果你的纽扣不巧落在一个带有蛇尾的格子上，那么你的积分将被
没收。读出格子中的说明，了解积分被没收的原因，然后让纽扣沿着
蛇身落到蛇的头部。

5. 第一个走到终点的玩家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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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与梯子

不要告诉
陌生人

你住在哪里

你跟一个
陌生人说话

一群人一
起走，而

不是独自
行走

恭喜！ 
您已成功完成
人身安全课程

开始

对触摸你私
密处的人说

“不”

你允许一个
陌生人进入

你的家

你知道
最邻近警察局

的电话号码

你坐进了一个
陌生人的车子

你一个人走在一
条黑暗的小巷里

你告诉一个陌
生人你的住址

1 3 52 4 6

12 10 811 9 7

13 15 1714 16 18

24 22 2023 21 19

25 27 2926 28 30

36 34 3235 33 31

37 39 41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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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戏
这是一种教导孩子们有关自身安全技巧的创意方式。表演木偶戏之前，
教师们需要一个木偶。如果没有现成的木偶，可以利用袜子和两颗纽扣（
当作眼睛）轻松制作一个简单的木偶。

指示

1. 让学生围成一圈坐下，最好是坐在地板上。

2. 教师坐在圆圈的中心，确保所有孩子都能看到你。

3. 让两个孩子帮忙：
• 一个是叙述者
• 另一个是木偶操纵者

4. 根据剧本演出，然后让孩子们讨论该课题，以及该情况下可以采取
的行动。

以下是供教师们采用的木偶戏剧范本：

木偶戏剧本1

《逃跑》

叙述者	：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自己逃脱。有的时候，我们认识和喜欢的人
以我们不喜欢的方式触摸我们。我们必须逃离那个人。

教师	 ：	嗨，（木偶的名字）。你今天看起来很不错。我要给你一个拥
抱！（拥抱木偶）。

木偶	 ：	不，快停止！ （稍微走开）。

教师	 ：（放开木偶）你今天不想被拥抱吗？

木偶	 ：	不！我今天不想被拥抱。我不喜欢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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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	嗯，没关系。除非你让我知道你想要被拥抱，否则我不会拥抱
你。毕竟，你的身体属于你的，而不是其他人的。

叙述者	：	有时候我们必须远离一个靠近我们的人，这样他就不能触摸
我们了。打个比方，当一个陌生人停下来问我们问题并触摸我
们时，我们可以立即逃跑，这样一来陌生人就无法触碰我们
了。

教师	 ：	嗨，小木偶。过来一会儿。

木偶	 ：（走开，让对方无法触碰）。

教师	 ：	过来嘛！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木偶	 ：（移动得更远）。

叙述者	：	这时（木偶名称）可以离开得更远一些。我们可以回答任何问
题，只要确保距离够远，以便对方无法触摸我们。

  有时候，我们必须离开得很远，远离对方的视线范围。我们可
能要远离那些殴打、捏、踢、试图推倒我们或吓唬我们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当有人想触摸我们的私密处，或要求我们触
摸他的私密处时，我们要远离对方。当一个陌生人跟随我们、
走到我们面前或要求我们坐进他的车子时，我们要想办法远
离对方。

老师	 ：（要求班上的某个学生扮演木偶不认识的人）。

学生	 ：	嗨小木偶，跟我一起来，我会给你买一个冰淇淋（向木偶走
去）。

木偶	 ：	不！快停止！（逃跑）

学生	 ：	等等！我只想给你买一个冰淇淋（向木偶走去）。

木偶	 ：（继续跑）不！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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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戏剧本2

《告诉某人》

叙述者：	 当某人以某种我们不喜欢的方式触摸我们，或是以某种方式
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或困惑时，我们要说：“不！快停止！”，立
即走开和告诉别人。

  把事情经过告诉某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当我们需要别人的
帮助来阻止我们不喜欢的触摸、某人触摸我们的方式，或是
触摸我们的人要我们保守被触摸的秘密时。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没有获得帮助的情况下，停止触摸的
行为。当我们可以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阻止任何人来触
摸我们时，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马上告诉别人，而是稍后再告诉
别人。

木偶	 ：（为自己感到骄傲）当法蒂玛拉我的头发时，我说：不！快停
下！然后我逃走了。我感觉很棒。我自行停止了我不喜欢的触
摸行为。我现在不需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别人。或许我稍后会
告诉妈妈。

叙述者：	 有时，即使我们可以阻止触摸的行为发生，我们也可以告诉
别人，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木偶	 ：	阿丁叔叔！伊莎阿姨！

老师	 ：	发生什么事情了，（木偶的名字）？

木偶	 ：	小明在我们玩耍的时候打了我，我不喜欢这样。我说： “不！
快停止！”，然后我走开了。

老师	 ：	谢谢你告诉我，（木偶的名字）。我们很高兴你能阻止你不喜
欢的触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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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	：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当我们真的需要帮助来阻止我们不喜欢
的触摸行为时，我们才告诉别人。

  当有人触摸我们的私密处，或要求我们触摸他的私密处时，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信任的人，以停止这样的行为。

  当有人伤害我们时，我们必须告诉一个我们信任的人，因为
我们需要帮助才能让这个行为停止。当有人要求我们对我们
不 喜欢的触 摸行为保守秘 密时，我们必须告 诉一 个我们信
任的人。告诉别人一个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秘密是非常重要
的。

老师	 ：	发生什么事了，（木偶的名字）？你想要跟我讲什么吗？

木偶	 ：	有人触摸我的私密处。我很不喜欢这种行为。我需要你的帮
助来停止它。

老师	 ：	我很高兴你告诉我，（木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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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需要孩子们的参与，因为可以鼓励他们思考和演出不同的情
境。以下是教师在自身安全课程中可以使用的角色扮演和模拟情境的一
些范例：

进行角色扮演的指示

1. 在孩子们之中选出一些志愿者，来演出一个安排给他们的场景。

2. 演出结束后，鼓励孩子们讨论，并让他们就如何避免危险情况提出
建议。

3. 让孩子们演出他们所给的建议。

角色扮演1

在你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走到你面前。

陌生人	：	 嗨，小女孩/男孩，你从学校回家吗？

学生	 ：（默默走开）

陌生人	：	 看起来你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你想搭便车吗？ 我就住在
你的社区。

学生	 ： 不！ 谢谢。 （离开并告诉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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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2

一个陌生人走到你面前。

陌生人	：	 你妈妈让我来接你。

学生	 ：（默默走开）

陌生人	：	 你妈妈现在要你回家。她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跟我一
起回去。我的车就在那边，跟我来吧！

学生	 ： 不！我不被允许搭陌生人的车。（离开并告诉某人）

角色扮演3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把他的车子停在你的附近，并摇下车窗与你交谈。

陌生人	：	 我迷路了，请你告诉我最邻近的杂货店在哪？

学生	 ：（走开）

陌生人	：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并指给我看吗？

学生	 ： 不！我不被允许跟随陌生人。（离开并告诉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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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4

当你在附近一带散步时，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拦下你。

陌生人	：	 我在草丛中丢失了钱。你能帮我一起找吗？

学生	 ： 不！（走开）

陌生人	：	 来吧，只需要一 分钟而已。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会帮助我
的。

学生	 ： 不！我需要回家。（离开并告诉某人）

角色扮演5

一个你认识的人握紧、拥抱和亲吻你，但你很不喜欢这种行为。

对方	 ：（拥抱和握紧）你真的很可爱，我就是喜欢捏你的脸颊。

学生	 ： 不！快停止！ （走开）

对方	 ： 你不喜欢被拥抱吗？

学生	 ： 不！ 我不喜欢。请你马上停止。

角色扮演6

一个你认识并且对你很好的人，要求你以一种你不喜欢的方式触摸他。

对方	 ：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游戏，只有很特别的人可以玩，你是很特
别的人。你可以和我一起玩这个游戏。这将是我们的秘密。

学生	 ： 不！快停止！（走开）

对方	 ： 来吧，你真的会喜欢的。你不必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学生	 ： 不！快停止！（离开并告诉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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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7

一个你认识的人不断给你搔痒，直到你无法呼吸。

对方	 ： 我抓到你了！ 搔痒痒，搔痒痒！

学生	 ： 不！快停止！（走开）

对方	 ： 我要再次给你搔痒了！

学生	 ： 不！快停止！（走开）

对方	 ： 你不喜欢被搔痒吗？

学生	 ： 不 喜欢！当我无法呼吸时 我就 不 喜欢。请你马上停止。（离
开）

角色扮演8

一个你认识的人触摸你的私密处（你的内衣或泳衣所覆盖的身体部位）。

对方	 ： 我这样做是因为你会喜欢这种感觉。这对你有好处，而且你
很特别。

学生	 ： 不！快停止！（走开）

对方	 ： 来吧，这对你有好处。你必须让我这么做。你妈妈要我这样
做。

学生	 ： 不！快停止！（离开并告诉他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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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活动
我们可以用非正式的方式来教育儿童有关性暴力等严肃的课题。进行有
趣的活动需要孩子们的参与，让他们有机会分享他们的想法。

指示

1. 在进行这些活动时，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教师可以在课室内或室
外进行活动。

2. 我们鼓励教师摆脱平常上课的环境氛围，可以让孩子们在室内或户
外围成一圈坐下。

3. 在开始上课前，教师应向孩子们解释自身安全技巧课程的目的。

4. 在课程结束时，再次加强孩子们对于安全技巧的学习。

以下是一些可由教师们进行的教育活动：

1.	 假装游戏

目标：鼓励孩子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懂得处理新的情况，相信
自己的感受，并以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行事。

• 针对安全的课题，设计出各种新的情境。

• 让孩子对每种情境做出回应，并演出来。例如：练习应门和接听
电话；如果你需要别人陪你从学校走回家，你会怎么做？；如果某
个亲戚或老师触摸你，或某个邻居要你以你不喜欢的方式触摸
你，你会怎么做？

• 确保你所举出的这些例子，包含各种危险和非危险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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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的身体

目标：让学生了解他们的身体和功能，以及身体的拥有权。

• 使用玩偶或图片，教导身体各部位的正确名称，如乳房、阴茎、睾
丸、阴道或臀部。

• 告诉孩子，如果有任何人触摸他的私密处，即使感觉良好，也应
该前来告诉你。

• 避免使用俚语或可爱的名字。

• 继续强调“他们的身体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如果他们不喜欢，没
有人有权触摸他们的身体。

3.	 感受

目标：帮助孩子识别感受。鼓励孩子们相信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当他们
感觉事情不对劲时。

• 在一张纸上画出5个栏目。

• 在每个栏目的顶部，列出5种感官：嗅觉、味觉、视觉、听觉和触
觉。

• 在左侧，写下“OK”，然后在其下面写下“不OK”。

• 让孩子在每一栏中列出他们喜欢（OK）的东西，以及他们不喜欢
（不OK）的东西。

• 例如：我喜欢吃糖果。我不喜欢吃辣椒。

• 当孩子们在填写触觉那一栏时，讨论如何辨识“喜欢/OK”的触
摸（幸福、爱、两个人之间感受的幸福感）和“不喜欢/不OK”的
触摸（疼痛、手掌出汗、胃紧缩、困惑、害怕）。

• 讨论这些感受如何帮助我们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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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歌曲和动作
歌曲和动作是教导人身安全的有趣方式，并且可以鼓励孩子们表达自己
的感受。

指示

• 我们鼓励教师们摆脱平常上课的环境氛围。 教师可以让孩子们在室
内或户外围成一圈坐下。

• 在开始上课之前，教师应向孩子们解释自身安全课程的目的。

• 为了使课程更有趣，与学生一起创作出你们自己的动作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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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教师可以使用此活动教孩子们：

• 辨识身体的某些部位。

• 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体是特别的，而他们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 他们可以对想要触摸他们身体的人说“不”。

	 开心拍手歌

如果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开心，你的脸上会出现笑容，
如果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

如果感到生气，你就跺跺脚！
如果感到生气，你就跺跺脚！
如果感到生气，你的脸上不会出现笑容，
如果感到生气，你就跺跺脚！

拍拍你的头
揉揉你的肚子
摇摇你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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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
故事对幼儿来说非常受欢迎。教导安全技巧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它们
纳入一个有趣的故事之中。如果孩子们有机会参与讲故事的过程，他们
将会记住故事和所教导的技巧。为了让孩子们踊跃参与，预留讨论的时
间，并鼓励孩子们提问。

讲故事的指示

1. 尽量摆脱平常上课的环境氛围，让孩子们围成一圈坐下。

2. 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但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

3. 在开始讲故事之前，告知学生你将进行自身安全课程。

4. 让孩子们提问，以鼓励他们参与讲故事的过程。

5. 在课程结束时，总结孩子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所学到的所有安全技
巧。

以下是一些讲故事的范例，教师可以在教导安全课程时使用：

《陌生人问路》

概念： • 一个需要帮助的成年人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 拒绝帮助陌生人并不是不礼貌的行为。

目标： 孩子们将能够：
 • 辨识潜在的危险情况。
 •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建议替代行动方案。
 • 针对不同危险情况做出安全的回应。

以下所描述的情况，是一般的安全情况。无论是陌生人 还是你认识的
人，安全指南适用于各种情况。常识和安全指南可以帮助孩子们做出有
关自身安全的决定。向孩子们传达信任自己内心的声音或直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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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有一天放学后，小强从学校走回家。一个女人拦住他，并询问前往最邻近
的杂货店的路线。

讨论
你认为小强会帮忙吗？

小强应该记住哪些安全规则？

• 不要太靠近陌生人的车。

• 切勿搭乘陌生人的便车。

• 可以不回答陌生人的求助请求。如果陌生人真的有需要，他可以找成
年人寻求帮助。

如果小强对这个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可以怎么做？

• 远离车子，不回答他的问题。
• 告诉他，自己不被允许与陌生人交谈。

你曾经有过这种不安的感觉吗？讨论有关相信自己不安的感觉或是内心
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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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门》

概念: • 如果你独自在家，请遵循你的家庭安全规则来应门。
 • 如果你的家庭没有安全规则，单独在家时不要应门。

目标： • 辨识潜在的危险情况。
 • 建议处理不同情况的替代措施。
 • 辨识处理危险情况的安全回应。

故事
莎拉一个人待在家里。他的母亲仍在工作，还有一小时才回到家。当莎拉
听到敲门声时，他正在客厅里看电视时，听到敲门声。

你认为莎拉可以怎么做？

• 看看是否是他父母认识的人。
• 不要应门。

莎拉可以采取其他什么样的行动？

• 当有人 敲门 时 站 到离门较 远 的 地
方。

• 说他妈妈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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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怎么知道是谁在敲门？他能怎么做？

• 他可以透过窗户看。
• 他可以问对方。

如果对方是你的隔壁的邻居怎么办？或是个修理人员？你怎么知道对方
是修理人员？

• 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会说可以回应隔壁的邻居；这时可以探问孩
子们的家庭规则。

• 强调很难确定对方是否是修理人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应门。

如果是一个你不认识的女人，但是对方因为车子发生故障而需要借用你
的电话，该怎么办？

• 强调如果家中没有成年人，孩子不应该开门帮助陌生人。

如果莎拉不应门，他是不是很没有礼貌？不，他是在遵守安全规则。

让孩子们告诉你，有关他们独自在家时应门的家庭规则。如果有的孩子
不确定，请他们回家时问他们的父母。

让孩子们告诉你，如果他们是莎拉，他们会怎么做。这将使学生有机会用
角色扮演的方式，做出适当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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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性虐待的法律

1.1 简介

儿童性 虐待是一种犯罪行为。任 何犯下此罪行的人都可以被起
诉，一旦被判有罪，可以被判入狱和/或鞭打和/或罚款。检察官或
副检察官将代表国家进行起诉。被告则需要委托他自己的律师代
为辩护。受害人是投诉人，并被要求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供证。为了
减少受害者所面临的创伤，有必要向受害者简要介绍法律程序，
并在审判前和审判期间接受心理辅导和支援。此外,受害者应该
获得法律援助的服务，以便受害者在审判期间有代表律师代为注
意法院各种程序,以保护受害者的利益（通过委托律师）。这可以
通过法律援助中心（LAC）、政府法律援助局（Jabatan Bantuan 
Guaman）和提供此类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的帮助完成。

1.2 罪行

刑法的目的是惩罚和修复罪犯，使他们不再犯罪。即使受害人可
能无法获得任何金钱赔偿，但可以停止被进一步虐待，并且阻止
施虐者伤害其他儿童。宣判之后，受害人可以就其受到的任何伤
害寻求赔偿。

受害者（通过成年人）可以同时对施虐者提出民事诉讼。受害者可
以就损失造成的费用（例如住院治疗、住宿安排、交通等）以及所
承受的痛苦要求赔偿。要注意的是，任何学校或机构被证实在处
理儿童性虐待案件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步骤,或忽略儿童的安
全,这些学校或机构都可能被起诉索赔。

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来自社会福利局的儿童保护官员可以将被
虐待或需要照顾和保 护的儿童带走，并将儿童交由其他家庭 成
员、寄养家庭或福利中心照顾。违法者将会在该法令所定义的罪
行下被起诉。

根据事实或证据，一名犯下儿童性虐待的人士可以在下列任何一
项或多项刑事罪行下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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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刑事法典 - 针对儿童的性犯罪

1.3.1	 刑事法典规定的罪行

条文 罪行 判刑

354 猥亵是指袭击他人或对其使
用刑事武力，蓄意侵犯其贞
洁。

监禁不超过10年或罚款
或鞭刑，或以上任何两者
兼施。

355 除受严重激怒外，袭击他人
或对其使用刑事武力，蓄意羞
辱该人。

监禁不超过2年或罚款或
两者兼施。

372 强制逼迫任何人卖淫。 监禁不超过15年、罚款
并处以鞭刑。

375 
(a, g)
& 376

强奸是与妻子以外的女性，
未经他同意下进行的性行
为。法定强奸是指与未满16
岁的女孩，在经她同意或未
经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性行
为。

监禁不超过20年并处以
鞭刑。

375B 轮奸。 监禁不少于10年、不超
过30年。

376 (2) 
(d,e)

未经对方同意，对女孩（16岁
以下）进行法定强奸，以及与
12岁以下女孩，在经她同意
或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性行为，会受更重的刑罚。

监禁不少于5年、不超过
30年，并处以鞭刑。

376 (4) 强奸或试图强奸时导致有关
女性死亡。

死刑或监禁不少于15
年，不超过30年，并处以
鞭刑不少于10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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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企图
 根据第511条文，任何企图犯罪并在有关企图下犯下的罪

行，应受到法律对有关罪行的惩罚，惟任何判刑的监禁期
限不得超过该罪行最长监禁期限的一半。

1.4 2001年儿童法令和2016年儿童（修订）法令

2001年儿童法令于2001年生效，并巩固了对儿童相关的照顾、保
护和改造的法律。它旨在保护面临风险的儿童的权益，并取代了
1947年少年法院法令、1973年妇女和女孩保护法令及1991年儿童
保护法令，所有这些法令现已废除。

376A 
& 

376B

乱伦是与不被允许通婚（无
论是根据法律、宗教或习俗）
的人进行性行为。

监禁不少于10年、不超
过30年，并处以鞭刑。

377A 
& 

377B

鸡奸是违反自然的性行为，也
就是通过将阴茎插入另一个
人的肛门或口中的性行为。

监禁不超过20年并处以
鞭刑。

377C 未经对方同意，以死亡或伤害
为威胁，迫使对方与他进行违
法自然的性行为。

监禁不少于5年、不超过
20年，并处以鞭刑。

377CA 与对方发生性行为时，未经
对方允许以任何物体插入对
方的阴道或肛门。

监禁不少于5年、不超过
30年，并处以鞭刑。

377D 作出有违道德的性行为。 监禁不超过2年。

377E 唆使一名14岁以下的儿童进
行违反道德的性行为。

监禁不少于3年、不超过
15年，并处以鞭刑。

509 以语言及肢体动作姿势蓄意
侮辱他人。

监禁不超过5年或罚款或
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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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规定马来西亚各地设立儿童保护小组，为需要或可能需要
保护的家庭和儿童提供的服务。每个小组由一名医务官员和一名
高级警官组成，两人均由“保护人”（特别指定的福利官员）领导。

该法令也涉及儿童法庭的成立和权力。该法庭的推事将审理涉及
儿童的案件，并获得最多2名顾问的协助，而其中一名必须是女
性。儿童的权益将是法庭做出指令的主要考虑因素。

2016年，该法令经过修订，并通过成立全国儿童理事会（以取代保
护儿童协调委员会）和地区儿童福利小组来改善儿童的保护的工
作。此外，法院现在可以强制罪犯执行社区服务令（CSO）以进行
改造，同时增加了该法令下所规定的犯罪刑法。

2017年，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设立了一个儿童罪犯登记处，帮
助雇主调查可能雇佣的员工背景。该数据库正在改善中，尚且必
须先向社会福利局总监提出申请才可以获得。

1.4.1	 儿童的定义（第2条）
 根据该法，“儿童”是未满18岁的人，但在刑事诉讼中，指

的是10岁以下的人，或是介于10岁至12岁但不了解所做
事情的本质和后果的人。

1.4.2	 对媒体报导和报导的限制（第15条）
a. 大众媒体针对以下情况作出的报导：

i. 对涉及或据称涉及罪行的儿童所作出的报导；

ii. 任何被扣留却需要被照顾、保护和改造的儿童；

iii. 任何行为不受控制而被扣留的儿童；

iv. 任何受害儿童或疑似儿童受害者；

v. 任何牵涉需要保护和改造的儿童的诉讼程序

大众媒体的报导不得透露姓名、地址或教育机构，或包
括可能导致该儿童身份曝光的任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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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得在任何报章或杂志上发表，或通过任何电子媒介
传播该儿童或任何其他可能导致该儿童身份曝光的
人士、地点或物品的照片。

c. 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可被罚款不超过RM10,000，
或被判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

1.4.3	 性虐待（第17条）
如果一名儿童参与或观看任何色情、淫秽或不雅作品、照
片、录音、电影、录像带或表演以满足某人或任何人的性
需求，则被视为儿童性虐待。

1.4.4	 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第17条）
 在某些情况下，儿童将被视为需要照顾和保护，其中包

括：

a. 该儿童已经或可能受到他/她的父母或监护人或家庭
成员在身体或情感上的伤害或性虐待；

b. 该儿童已经或可能在身体或情感上受到伤害或受到
性虐待，并且知道此事的儿童父母或监护人没有或可
能没有保护儿童免受此伤害或虐待；

c. 该儿童是或可能是该法令第一附表所列下的任何罪
行的受害人（包括绑架、强奸、乱伦、鸡奸及造成伤害）
，而且其父母或监护人犯下或疑似犯下该罪行，或未
有或可能没有保护他免受此罪行的侵害；

d. 该儿童与上述（c）中的受害者或罪犯住在同一家庭，
也可能是受害者，而且其父母或监护人犯下或可能犯
下罪行，或可能没有保护他。

1.4.5	 临时监护（第18条）
任何保护官员或助理保护官员或警务人员，如果认为该
儿童需要照顾、保护或改造，可以为了儿童的权益将该儿
童从家中带走并为他安排临时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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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将儿童带到儿童法庭（第19条）
每一名被保护官员或警务人员临时监护的儿童，应在24
小时内被带到儿童法庭，或被带到推事面前。推事可以指
示该儿童暂时被安置于安全的地方或中心，或交由一名
适当的人照顾。

1.4.7	 身体检查或治疗（第20、21及22条）
如果任何保护官员或助理保护官员或警务人员认为该儿
童需要体检或治疗，他或她可以带该儿童去医院或要求儿
童的看护人这么做。如果儿童的健康面临即时的风险，保
护人官员或警务人员也可以授权儿童住院以及接受任何
所需的医疗、手术或精神治疗。

1.4.8	 医务人员、家庭成员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职责（第27
、28及29条）
a. 如果：

i. 医务人员或注册医生认为他正在检查或治疗的儿
童；或

ii. 任何儿童的家庭成员；或

iii. 儿童保育工作者

如果认为该儿童被虐待、疏忽、遗弃或暴露或遭受性
虐待而导致生理或心理方面的伤害，他应立即通知社
会福利官员。

b. 未能这样做的医务人员、注册医生或看护人士可能会
被罚款不超过RM5,000，或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
施。

c. 任何未能履行此责任并经定罪的家庭成员，可被罚款
不超过RM5,000，或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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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儿童的讯息（第29A条）
除了第27、28和29条所述的任何人士，如果有理由相信
儿童因被虐待、疏忽、遗弃或暴露或遭受性虐待导致生
理或心理方面的伤害，必须将此讯息提供予社会福利官
员。

1.4.10	儿童法庭的权力（第30条）
如果儿童法庭认为任何被安排临时监护的儿童需要照顾
和保护，经过考虑将儿童安排至以家庭关怀为主的地方，
可以：

a. 命令父母或监护人签署一份保证书，以进行适当的照
顾和监护；

b. 下令将儿童交由适当的人选监护；

c. 没有父母或监护人的儿童，应由养父母或适当的人士
照顾、监护和管束；

d. 下令将儿童安置于中心。

1.4.11	对儿童的虐待、忽视、遗弃或暴露（第31条）
任何照顾孩子的人和：

a. 虐待、疏忽、遗弃或暴露儿童，忽略孩子而导致该儿
童在生理或心理上受伤，或导致，或允许他被虐待、
疏忽、遗弃或暴露；或

b. 性虐待儿童，或导致或允许他遭受如此的虐待，即属
犯 罪，可被罚款不超 过RM50,000或监禁 不超 过20
年，或两者兼施，同时可能被要求签署一份需符合法
院标准的良好行为保证书，以及履行社区服务。

1.4.12 不得利用儿童作乞讨等用途（第32条）
任何人造成或促使任何儿童，或身为照顾儿童的人，允许
该儿童在任何街道、房屋或地方乞讨或进行任何犯罪活
动，一经定罪，可处以罚款不超过RM20，000或监禁不超
过5年，或两者兼施。此外，有可能会被命令执行社区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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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在没有合理监督的情况下离开儿童的罪行（第33条）
任何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或照顾该儿童的人，在没有为该
儿童提供合理的监督和照顾下离开他，除了需履行社区
服务外，也将被罚款不超过RM20,000或监禁不超过5年，
或两者兼施。

1.4.14	需要保护和改造的儿童（第38条）
被诱导从事任何性行为，或处在任何可能导致进行性行
为的外在或社会环境中的儿童，将被视为需要保护和改
造的儿童。

1.4.15	将儿童送往庇护所（第39条）
任何认为儿童需要照顾、保护或改造的保护官员或警务
人员，可以下命令将儿童立即带走并暂时安置于庇护所。

1.4.16	急需保护的儿童（第41条）
a. 任何急需保护的儿童都可以向保护官员申请被安置在

庇护所。保护官员需要合理的理由去相信儿童受到威
胁或恐吓以进行任何不道德交易（例如卖淫或性交）；
或者该儿童（如果是女性）是非婚先孕。

b. 任何急需照顾和保护的儿童也可以根据本条向任何庇
护所的负责人提出申请，负责人可以接收该儿童到庇
护所。

1.4.17	其他罪行（第43条）
任何人为卖淫或不道德的目的而购买、出售、出租、交易
或拘留一名儿童，应被罚款不超过RM50,000，或监禁不
超过15年，或两者兼施。

1.4.18	保护告密者（第116条）
任何知道某位儿童需要保护，并提供实情者，不需要承担
诽谤或其它控状。告密者不会被视为违反专业道德准则
或不遵守专业准则。

73

儿童安全教育

附录  |



1.5 2017年性侵儿童罪行法令（SOAC）

该法令于2017年7月生效，提出了某些刑事法典和儿童法令没有
充分涵盖、针对儿童的性罪行。例如，特别提出了性诱导方式和社
交媒体如何把儿童当猎物并性侵害儿童。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英
国恋童癖理查哈克勒（Richard Huckle）。他在马来西亚担任志愿
教师长达9年，最终被揭发性诱导并性侵了大约191名儿童，其中
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的儿童，他更在暗网上分享了数千张受性虐待
儿童的照片。

本法令处理了其中一些新的罪行，包括儿童色情作品、性诱导儿
童、对儿童作出的肉体和非肉体性攻击，以及加强对这些罪行的
惩罚。

1.5.1	 与儿童色情作品有关的罪行（第4到第10条）

a. 本法令第4至10条禁止制作、分发和观看儿童色情作
品。儿童色情作品的涵盖所有形式的视觉、听觉或书
面媒体。任何人制造、制作或指导制作儿童色情作品
或以任何方式参与儿童色情作品，均属犯罪。一经定
罪，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30年，以及鞭打不少于6下。

b. 即使是那些参与儿童色情作品准备工作的人士也要接
受惩罚。

c. 第8条禁止儿童色情制品的交换、出版、印刷、销售、
传播等；第9条禁止向儿童销售、交易、分发和宣传任
何儿童色情制品。

d. 任何人接触或拥有任何儿童色情作品，即属犯罪。

1.5.2 与性诱导儿童有关的罪行（第11到第13条）
a. 第11条禁止与儿童进行任何形式的性交易。任何被判

有罪的人可判处监禁不超过3年。

b. 第12条禁止性诱导儿童，例如利用社交媒体与儿童建
立爱情关系，意图利用儿童制作色情作品。任何人以
任何方式与儿童进行联系，并意图犯下本法令之下的
任何罪行，即使他们从未真正见面，亦属违法，应承担
法律责任，可判处监禁不超过5年并处以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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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13条规定，如果在性诱导儿童后有任何会面，则会
加重刑罚。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与儿童联系后，与该儿
童会面并意图犯下本法令之下的任何罪行，均应承担
法律责任，可判处监禁不超过10年并处以鞭刑。

1.5.3	 禁止对儿童进行肉体性侵犯（第14条）
第14条将 性侵 犯 定 义 为：为了性目的而触 摸 儿 童 身 体
的任何部位，或让儿童为了性目的而触摸任何人或他们
自己。如果被判有罪，可判处监禁不超过20年并处以鞭
刑。

1.5.4	 禁止对儿童进行非肉体性侵犯（第15条）
第15条将对儿童的非肉体性侵犯定义为：任何人为性目
的而进行的各种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向儿童展
示他的身体的任何部位、使儿童向任何人展示其身体、以
任何方式反复跟踪或联系儿童、威胁使用儿童任何身体
部位的任何图像、导致儿童观看任何人进行性行为或让
儿童进行性行为。如果被判有罪，可判处监禁不超过10
年或罚款不超过RM20,000，或两者兼施。

1.5.5 如果罪犯与孩子有信任关系，则加重刑罚（第16条）

a. 第16（1）条规定，如果犯下本法令之下任何罪行的人
与该儿童有信任关系，则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此人
应为其罪行受到惩罚，此外，他应再被判处监禁不超
过5年和鞭打不少于2下。

b. 第16（2）条规定，如果儿童受其照顾、监督或管束，
则该人与儿童有信任关系。此人包括但不限于：父母、
监护人或亲属、儿童保育工作者、教师、讲师，或是幼
儿园、学 校、高等院 校 或 私 立高等 教 育 机 构 的 管 理
人、任何医护人员、教练和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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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未提供讯息（第19条）
第19条 规 定，如果任 何人 知道有人 正在 或 意图对儿童
进行任 何性行为，或进行被本法令视为罪行的行为，却
未提供任何讯息，则将受到惩罚。持有此类讯息的人必
须向最近的警察局的官员投报，否则可判处罚款不超过
RM5,000。

1.5.7	 鞭刑、改造谘商、警察监督（第25到第27条）

a. 第25条规定，犯下本法令任何罪行的人若是年龄超过
50岁的男性，仍可能受到鞭刑惩罚。

b. 第26条规定，除了所施加的任何惩罚外，法院还可以
对被拘留期间的被定罪者进行一段时间的改造谘商。

c. 第27条规定，当某人在本法令之下被判犯下任何罪行
时，法院应指示他在服刑期满后，接受警方监管不少
于1年、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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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机构的联系方式

警察（总部）/ Polis (Ibu Pejabat Kontijen)

吉隆坡武吉阿曼 03-2266 2222
柔佛 07-225 4422
吉打 04-774 1222
吉兰丹 09-745 5622
吉隆坡 03-2146 0522
纳闽 087-412 222
马六甲 06-285 4222
森美兰 06-768 2222
彭亨 09-505 2222
霹雳 05-245 1222
玻璃市 04-908 2222
槟城 04-222 1522
沙巴 088-450 222/ 454 700
砂拉越 082-245 522
雪兰莪 03-5514 5222
登嘉楼 09-635 4722

社会福利局 /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柔佛 07-228 2971/ 228 2972
吉打 04-700 1700/ 1710/ 1712
吉兰丹 09-741 6900
吉隆坡 03-4044 1188
纳闽 087-424 961
马六甲 06-232 4720/ 3072/ 3074
森美兰 06-765 9555
彭亨 09-565 0222
霹雳 05-254 5505/ 242 2505
玻璃市 04-973 1957
槟城 04-650 5259/ 5278
沙巴 088-255 134/ 132
砂拉越 082-449 577
雪兰莪 03-5519 2876/ 5510 1400
登嘉楼 09-627 4251/ 622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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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医院（24小时开放）/Hospital

柔佛 新山 07-225 7000
吉兰丹 哥打峇鲁 09-745 2000
吉打 亚罗士打 04-740 6233
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 03-2615 5555
马六甲 马六甲市 06-289 2349
森美兰 芙蓉 06-768 4000
彭亨 关丹 09-513 3333/ 557 2222
槟城 乔治市 04-222 5333
霹雳 怡保 05-208 5000
玻璃市 加央 04-973 8000
沙巴 亚庇 088-218 166/ 517 555
纳闽  087-423 919/ 596 888
砂拉越 古晋 082-276 666
雪兰莪 巴生 03-3375 7000
登嘉楼 瓜拉登嘉楼 09-621 2121

法律援助局 / Jabatan Bantuan Guaman

霹雳 怡保 05-254 4027/ 255 2240
柔佛 新山 07-223 7073
柔佛 麻坡 06-952 2410/ 953 7487
吉打 亚罗士打 04-700 1550/ 2
吉兰丹 哥打峇鲁 09-748 2548/ 744 5075
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 03-2694 2700
马六甲 马六甲市 06-234 5277/ 5288
森美兰 芙蓉 06-763 0457/ 7230
彭亨 关丹 09-516 1135/ 2639
彭亨 劳勿 09-355 3677
槟城 乔治市 04-210 9100/ 9107
霹雳 怡保 04-976 7739
沙巴 亚庇 088-488 434
砂拉越 古晋 082-258 699/ 416
砂拉越 美里 085-423 606
雪兰莪 莎阿南 03-5510 6192/ 6298
登嘉楼 瓜拉登嘉楼 09-622 1722/ 620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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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中心 / Legal Aid Centre (LAC)

柔佛州 新山 07-223 5698
吉打/玻璃市 亚罗士打 04-733 3467/ 730 8305
吉兰丹 哥打峇鲁 09-744 8660
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 03-2693 2072/ 2691 3005
马六甲 马六甲市  06-284 5519/ 286 4514
森美兰 芙蓉 06-601 3844/ 3
彭亨 淡马鲁  09-296 9410
彭亨 关丹  09-515 9244
霹雳 怡保  05-255 0523
槟城 乔治市  04-261 7451
雪兰莪 巴生 03-5510 7007/ 8
登嘉楼 瓜拉登嘉楼 09-622 0249

非政府组织（NGOs）

妇女醒觉中心
Women’s Centre for Change (WCC)
241, Jalan Burma, 10350 Pulau Pinang
电话：04-228 0342     电邮：wcc@wccpenang.org

威省妇女醒觉中心（北赖妇女服务中心）
WCC Seberang (Pusat Perkhidmatan Wanita)
13, Lorong Sutera 6, Taman Sutera, 13700 Seberang Jaya, Pulau Pinang
电话：04-398 8340/ 398 8341     电邮：wccseberang@wccpenang.org

儿童保护协会
Children Protection Society (CPS)
118A, Jalan Scotland, 10450 Pulau Pinang
电话：04-829 4046     电邮：cpspg@hotmail.com

马来西亚儿童资源协会
Malaysian Child Resource Institute (MCRI)
4, Jalan 2/98, Taman Supreme,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电话：03-9133 7849     电邮：info@mcri.or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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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及拯救儿童
PS The Children
5, Jalan 7/14, Section 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电话：03-7957 4344/ 7956 4355     电邮：protect@psthechildren.org.my

马来西亚儿童专线
Childline Malaysia
Lot 2, Jalan Pemberita U1/49, Temasya Industrial Park, Glenmarie, 
40150 Shah Alam, Selangor
电话：03-5569 2755     电邮：childline@mctf.org.my

全国儿童早期疗育委员会
National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Council
26, Lorong Canning, Canning Garden, Ipoh, 31400 Perak
电邮：enquiries.necic@gmail.com

儿童之声
Voice of the Children
29C, Jalan 52/1,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电话：03-7960 4776     电邮：info@voc.org.my

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
Malaysian Care
15, Jalan 3/146, Metro Centre, Bandar Tasik Selatan, 
57000 Kuala Lumpur
电话：03-9058 2102     电邮：mail@malaysiancare.org

秋杰基金会
Yayasan Chow Kit
24B & C, Jalan Chow Kit, Kuala Lumpur
电话：03-2602 0892     电邮：admin@yck.org.my

儿童虐待专线
Child	Abuse	Hotline（24小时开放）
Nur专线：1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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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C Penang
妇女醒觉中心
241, Jalan Burma,
10350 Pulau Pinang
     04-228 0342
     011-3108 4001
     wcc@wccpenang.org

               WCC Penang           www.wccpenang.org

槟城妇女醒觉中心（WCC）是一个致力于消除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
为并促进两性平等的非营利组织。WCC为身处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提
供免费咨询、法律咨询和临时庇护所。WCC为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自身安
全的教育活动，防止性 虐待现象，并 提高各社区对性 别暴力问题的认
知。WCC也致力于争取性暴力受害者的权利，并发起妇女与儿童相关的
政策和法律改革运动。

欲知详情，请联系：

WCC Seberang
威省妇女醒觉中心
13, Lorong Sutera 6, Taman Sutera, 
13700 Seberang Jaya, Pulau Pinang
     04-398 8340
     016-439 0698
     wccseberang@wccpenang.org

妇女醒觉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