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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法律改革无法彻底消除体罚。本指南旨在提供实用信息，以支持在所有环境中实施禁止体罚的法律。有
必要采取教育和预防措施，提高社会对体罚危害儿童的认识，告知儿童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并为改变社会规
范和行为提供必要基础。本指南随《禁止一切体罚儿童的行为：为守护没有暴力伤害的童年奠定基础》报告
发布，均为#终结暴力解决方案峰会系列成果。

全球终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伙伴关系全球终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伙伴关系由联合国秘书长在2016年7月发起。如今，终止暴力伙伴关系是唯一一个
专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6.2的全球性机构，旨在终结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机构共有600多个合
作伙伴，包括政府、联合国机构、研究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团体等。
尽管合作伙伴在诸多差异，但一个简单的信念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每个儿童都应该在没有暴力的环境下成
长。

终结体罚终结体罚是全球终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伙伴关系的一项重要倡议，此前称作“结束对儿童一切体罚全球倡
议”。这一倡议包含一系列活动，旨在推动全面禁止和消除体罚儿童行为。

我们致力于通过以下方式终结全球范围内一切形式的体罚：

依托于循证数据以及专门技术资源、指导和援助，开展和支持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宣传倡导工作。

建立更新及时、内容全面的知识中心，提供有关体罚的法律地位、普遍程度及其影响的实证，并开发有助
于消除体罚的工具。

向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实现禁止和消除体罚的目标。

支持来自各大洲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开展的一项全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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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没有暴力伤害的童年：波罗的海地区体罚儿童现象的改善守护没有暴力伤害的童年：波罗的海地区体罚儿童现象的改善

该项目为期两年，由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牵头，与“结束对儿童一切体罚全球倡议”合
作开展，并得到了欧盟的支持。项目旨在通过相关各方的协调规划和共同行动, 切实推
动落实禁止体罚的法律法规。

这一倡议借鉴了波罗的海地区相关国家的经验，该地区11个国家中已有10个国家禁止一
切形式的体罚，包括禁止体罚30年之久和近期才颁布禁令的国家。

瑞典、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在2017年举行了国家研讨会，并于2018年召开
了一系列专题专家研讨会，为制定五份指导性报告提供参考，分享了将国家法律付诸实
践的关键信息和最佳做法。指导性报告关注在家庭环境中实施禁令的情况；积极的育儿
方式；宣传倡导活动；服务提供方；以及监测进展。

如欲浏览以上报告，请访问: childrenatrisk.cbss.org/non-violent-childhoods/

正面管教和体罚儿童的替代办法：关于《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正面管教的实施工具。正面管教和体罚儿童的替代办法：关于《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正面管教的实施工具。

这一实用工具由禁止酷刑公约倡议与儿童权利联通组织合作开发, 旨在为各国提供逐步
指导，确保其政策、法律和教育实践遵循《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
公约》。文中提及了一系列将体罚和其他残忍或有辱人格的惩罚作为管教儿童方式的情
况，并分享了许多有益实践，为父母、照护者和教师采取积极的方法管教儿童提供指导
和支持。

如欲浏览该报告，请访问: cti2024.org/resources-for-states/

本指南借鉴了下列关键资源本指南借鉴了下列关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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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支持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可持续通过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支持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16.2。发展目标16.2。

INSPIRE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10个机构开发的技术包，针对从政府到基层的所有人
提出了七项策略，为终止暴力侵犯儿童行为提供了框架。根据第一项策略“落实和
执行法律”，INSPIRE凸显了通过立法禁止父母、教师和其他照护者体罚儿童的必要
性。INSPIRE还列出了许多面向全社会的公共教育、专业教育、宣传倡导计划，这些计
划应随法律改革一道实行，促进有关暴力管教儿童的社会规范和态度发生转变。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虐待。每年有超过10亿儿童遭受暴力侵害11，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远来
看，都产生了严重后果。尽管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规模和影响惊人，现有的循证解决方案切实有效22，我们
仍然缺乏亟需的政治承诺和资金投入，确保儿童在家庭、网络、学校和社区环境中得享安全。至关重要的
是，2019冠状病毒病使各个国家和社区的儿童普遍面临更大的暴力侵害风险。这场大流行病还可能导致8500
万33名儿童遭受身心方面的暴力和性虐待。

2019冠状病毒病也对国家预算和国际捐助造成了新的压力，影响在终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方面本已有限的资
金投入，危及多年来所取得的进展。共同#终结暴力行动旨在激励投身于终止暴力的人士，并推动所需的政
治和资金承诺，以彻底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

禁止和消除体罚对于终结针对儿童的一切暴力和虐待行为至关重要；因此，纳入了#终结暴力行动的六项政
策建议。体罚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暴力侵害儿童的形式，被社会广泛接受，纵容一定程度的暴力侵害儿童
行为，加剧了儿童社会低位地下的现状，并为其他形式的暴力、剥削和虐待铺平了道路。任何形式的体罚都
侵犯了儿童的权利，有损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目前，全球有62个国家彻底禁止体罚，这些国家的儿童仅
占全球儿童总数的13%。

共同#终结暴力共同#终结暴力

1Hillis S, Mercy J, Amobi A, et al. Global Prevalence of Past-year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inimum Estimates. Pediatrics. 2016; 137 
(3):e20154079
2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
3COVID-19 Aftershocks: A perfect storm- Millions more children at risk of violence under lockdown and into the “new normal”,  
World Vision, 2020,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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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体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彻底消除其使用确保所有儿童免遭体罚。法律禁令传递了明确信息，无论出于
何种理由，殴打和伤害儿童都是错误的，正如殴打和伤害成年人是错误的一样。然而，只有在采取切实措施
防止儿童遭受体罚（无论体罚多么轻微）的情况下，禁令才会真正有效。实施禁止体罚的法律不仅是针对通
过暴力手段惩罚儿童的成年人，更主要是为了改变观念和行动，使体罚不再为人所接受，使社会规范转变为
采用积极、非暴力的育儿方法。

根据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各国致力于建设和平、非暴力、尊重人权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议程列出了17项目标、实现每项目标的具体目标以及监测实现每项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长远来看，消除体
罚是终结所有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6.2）和减少全社会暴力的关键。对于实现其他可持续发
展目标，包括与健康（SDG 3）、教育（SDG 4）、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SDG 5和16）、平等（SDG 5和10）
以及经济稳定性和增长（SDG 8）有关的目标，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合适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在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
他任何照护者照看儿童期间，保护所有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第19条）。

因此，各国有义务根据其国际和地区人权义务实施禁止体罚的法律。为了使各国在消除暴力惩罚方面取得进
展，法律改革必须结合公众教育、预防和宣传倡导措施，辅以多部门协作，并应开展监测和评估。

执行法律执行法律

通过立法明确禁止体罚行为，可使儿童以及所有与儿童一起生活或工作或投身于儿童事业的人士受益。这适
用于家庭法、教育法以及儿童生活的各种环境。

禁止体罚的第一步是审查国家法律框架，明确界定所有情况下体罚的法律地位，以及亟需改变之处。若要彻
底禁止体罚，就应取消一切将体罚合理化的表述。在某些国家, 父母实施体罚的权利得到不止一项法律的认
可。重要的是，要修正一切相关法律，并废除所有提及这项权利的内容。当然，这适用于所有授权或管理实
施体罚的法律，例如教育法或与照护或刑罚制度有关的立法。

确保明确、坚定地禁止一切体罚的唯一方法是在立法中使用明确、坚定的表述。明确禁止体罚的语言表述，
也可以产生教育引导的作用, 因为良法的首要目的在于教育：在于预防和遏制犯罪, 而不是仅仅注重事后惩
治。

许多跨部门的合作伙伴经常共同发起禁止体罚的行动。参与各方或包括议员、政府代表（例如部长）、儿童
联盟、人权组织、宗教或传统领袖以及知名公众人物。这些行动为法律改革提供了动力，推动国家和地方各
级的合作伙伴形成合力，同时也为立法变革提供条件或创造有利环境，有助于制定全国战略以推动新法案的
实施。

引言: 为什么实施法律很重要？引言: 为什么实施法律很重要？

从禁止体罚转变为彻底消除体罚的关键步骤从禁止体罚转变为彻底消除体罚的关键步骤
包括：包括：

立法立法

制定一部法律，明
确禁止体罚行为

沟通沟通

公众教育和宣传
倡导

支持支持

积极的育儿方式

评估评估

监控干预措施产生
的影响

规划和协调规划和协调

制定一项包含预算的
国家行动计划，并纳

入儿童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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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尼泊尔

第2048（1992）号《儿童法》第7节：“母亲、父亲、家庭成员、监护人或教师为了儿童的利益而责骂或
轻微殴打儿童的行为，均不视为违反[本节]”。

法律改革后

2018年《儿童法》第7节第5条（非官方译文）：“每个儿童都有权受到保护，免受其父亲、母亲、其他家
庭成员或监护人、教师或任何其他人实施的一切形式的身体或精神暴力和惩罚、忽视、不人道行为、基于
性别的虐待或歧视性虐待、性虐待和性剥削”。

2018年《儿童法》第66节第2条第4款（非官方翻译）：“在家庭、学校或任何其他环境实施的身体或精神
惩罚或不尊重（或不人道）的行为将被视为暴力侵害儿童罪……”

UNI104421

法律改革实例法律改革实例

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

法律改革前

1974年《家庭法典》第143条：“亲权赋予教育、照护、照看和适度纠正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法律改革后

1974年《家庭法典》第143条（经2008年《儿童和青少年享有受免遭体罚和其他形式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权利
法案》修订）：“亲权赋予教养、教育、照护、监督和管教儿童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体
罚或以任何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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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协调规划和协调

各国将根据各自需要和政治架构制定国家行动计划。这些行动计划或属于儿童健康、儿童福祉或人权范畴，
或重点关注预防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国家行动计划中明确禁止体罚的实例包括：

第二部《韩国儿童政策总体规划（2020-2024年）》，重点关注正面管教和尊重儿童权利的育儿教育。

2015年《东盟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区域行动计划》呼吁各成员国立法禁止一切情况下的体罚，并推动实
施正面管教。

国家行动计划简述了解决具体儿童权利问题所需的战略方向和行动。制定书面计划并得到立法机关（通常是
议会）的批准，可加强实行政治变革的承诺。实施国家行动计划有赖于多部门协作，其影响取决于长期承
诺。

制定一项包含预算的国家行动计划对于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可制定一项单独计划，或将其纳入一项旨在消除
一切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家庭暴力或关于儿童保护的国家计划。资源有限不应成为阻碍法律实施的理由。例
如，使用现有的国家行动计划可确保尽可能地取得最大化成果，有效利用有限资源，避免重复投入或浪费资
源的现象 44。国家行动计划的预算编制将考虑国家和地方的实际能力和需求；将采取切实可行的做法，并制
定资源调动策略，从而确保活动的长期开展。

包含预算的国家行动计划应以儿童为中心，采取多部门协作模式，同时应包括：

支持儿童参与的方法，支持其参与国家行动计划的制定、实施和评估。

多部门协调机制，包括所有与儿童和家庭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服务机构，以及负责儿童、家庭和公共卫生事
务的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

全过程的监测和评估体系，从而确保育儿和教育方面的社会规范和行为产生积极变化。

充足资源，以支持长期的社会规范变革行动和以儿童为中心的预算安排。

国家行动计划的成功实施，还需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协调机制，以设计、协调和建设实施该计划所需
的国家和地方基础设施。这一机制可能包括负责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福利的政府部门；私营部门；以及
民间社会组织，如专业协会、宗教组织、学术机构、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55。地方各部门也应依此开展
协作。因此，国家行动计划将提出将在国家和社区层面实施的方案和干预措施。在所有社区和地区同时实施
计划中的活动存在较大难度，因此可采用分阶段推进的方法，逐步实现全国覆盖 66。

由于社区儿童保护机制可触及更广泛的基层服务受益群体，可通过这一机制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该机制
关注社区的需求和挑战，而且往往是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但是，必须建立适当的协调机制和合乎道德规范
的评估机制77。

4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第89页
5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第75页
6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第88页
7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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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强有力的《终结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一项强有力的《终结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现状分析以及该国现有的方案和资源。

根据问题描述和可用资源确定工作重点领域。

路线图或计划，为计划开展的行动/目标制定时间表。

计划应包含预算明细，详细说明每项行动的所需资金和资金来源。

关于该国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普遍程度的已有研究。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44条要求各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分配可用资源，以保护儿童权利。条要求各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分配可用资源，以保护儿童权利。

交流和宣传倡导交流和宣传倡导

若要冲击传统观念对体罚和其他残忍或有辱人格的管教形式的接受态度，需要持续采取行动。宣传倡导和交
流是关键措施，有利于通过和执行禁止体罚儿童的国家法律。

应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宣传倡导活动，以提高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推动实现禁止体罚的目标，并改变社会对暴
力管教儿童的态度和行为。这需要明确目标受众，制定关键信息，特别是消除具体障碍，并确定最有效的沟
通时机。应在所有涉及政府、父母和儿童的机构推广非暴力形式的育儿和教育，包括儿童早期发展机构、日
托中心和学校在内的卫生、福利和教育服务机构。还应将其纳入对教师和所有从事儿童照护、司法系统人员
的入职和在职培训。

UNI309791



支持新立法的教育措施：支持新立法的教育措施：

广泛、持续地传播，并就法律及其影响进行解释

为所有相关各方提供详细指导，说明应如何在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前提下实施法律

将法律、指导意见和相关信息材料翻译为当地语言

编写适合儿童阅读的法律读本

对所有直接和间接从事儿童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并加强能力建设

开展交流、宣传活动的切入点：开展交流、宣传活动的切入点：

出生登记

产前和产后保健服务

所有与父母、准父母和儿童接触的卫生服务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还包括学前、入学、学校课程和非
正式教育环境

与儿童（包括所有非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和家庭接触的社会和福利机构

为所有与家庭和儿童接触的人员开展入职和在职培训，包括教师、照护者等

与儿童和家庭接触的民间团体，包括宗教/信仰团体

广播、大众媒体、互联网、社交网络等

支持积极的育儿方式支持积极的育儿方式

“育儿”是指亲生父母、监护人或任何其他照护者为孩子提供持续的照顾。照护者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祖
父母和其他亲属，包括非亲属关系照护者，如继父母或养父母。

育儿支持计划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有力的证据基础88。过去10年间，100多项随机试验表明，育儿支持计划可产
生以下结果99：

支持儿童早期发展成果；

提高常规健康检查的参与率，改善营养状况；提高母亲和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打破暴力循环，包括阻止潜在的暴力行为；以及

在保护和培育儿童的社会结构方面，促进形成积极的社会规范

育儿计划可以是针对儿童的父母和其他主要照护者的结构化干预，旨在改善亲子互动和儿童养育照护的总体
质量。积极的育儿方式侧重于创造安全的家庭环境，并通过回应性照护、关爱、高质量陪伴、赞扬、学习机
会和应对棘手行为的健康方法，为儿童建立支持和照护的基础。养育照护包括帮助儿童形成健康的社会和情
感行为，传授生活技能，并通过建立解决问题和交流情感的健康方式来提升福祉。

9

8Linkenbach，J，Perkins，HW & DeJong，W.（2003），《父母对育儿规范的认知：用社会规范的方法促进有效育儿》。HW Perkins（编者）第15章，
《预防大学生群体和中学生群体药物滥用的社会规范方法：教育工作者、辅导员和临床医生的指导手册》，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
9Parenting for Lifelong Health: A pragmatic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non-commercialised parenting programme for adolesc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 
South Africa. BMJ Global Health 2018; 3(e0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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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支持计划可面向个别家庭或特定目标群体，一般由结构化课程组成，包含一系列学习活动，且通常制作
成手册。支持计划可由专业或半专业人员开展，目标对象可以是群体，也可以是单个家长/家庭，无论是否包
括儿童均可。可在家中、机构或以线上形式开展支持计划，也可结合其他手段开展（例如，针对教师或儿童
的干预措施）。

由于禁止在所有环境中，特别是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体罚，育儿支持计划的一项主要目标是改变父母的规
范、态度和行为，并教授积极的育儿方式，以推动父母从惩罚性养育转变为采取正面管教。

评估评估

相关证据表明，颁布和执行禁止一切体罚的法律可以大大减少体罚的使用频率。监测和评估在评价实施法律
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了解旨在影响目标受众（如教师、家长和其他照护
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实施策略是否为儿童带来了积极变化也至关重要。监测和评估应面向所有人，关
注从禁止体罚到终结体罚的转变情况，包括儿童的道德参与，他们往往比成年人更容易分享自己的亲身经
历。

监测应是持续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过程 1010。理想情况下，应在法律实施前收集基线数据，以助于监测态度、知
识和行为的转变。实施旨在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的计划和干预措施时，应建立相应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数
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监测工作包括跟进规划活动的进展、发现问题、向相关各方提供反馈以及尽早解决问题
以免造成延误。分析结果应提交至主管部门以采取后续行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6.2.116.2.1指标要求各国收集有关数据，了解指标要求各国收集有关数据，了解1717--11岁儿童在过去一个月中遭受照护者体罚和/或岁儿童在过去一个月中遭受照护者体罚和/或

心理伤害的比例。这些数据通常来源于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心理伤害的比例。这些数据通常来源于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1111、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调查（VACS)、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调查（VACS)1212和行和行

政数据。政数据。

追踪禁止体罚的法律实施情况至关重要，因为：追踪禁止体罚的法律实施情况至关重要，因为：

政策制定者需要切实可靠的数据进行预防和干预。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明确下一步策略、活动和合作方，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

儿童和青少年将被问及遭受暴力侵害的经历，但也将了解到获取专业支持的有关信息。

规划良好和协调充分的评估工作，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有关通过干预保护
儿童免遭暴力侵害的数据十分匮乏。

10INSPIRE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的七项策略，第90页。
11多指标类集调查
12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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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体罚对儿童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研究所取得的信息禁止体罚对儿童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研究所取得的信息

新西兰在2007年开始实施禁止体罚的法律，支持体罚的比率从1981年的90%以上下降为2013年的40%。波兰
在2010年开始禁止体罚，从2008年到2013年，支持体罚行为的人数下降了18%。罗马尼亚在2004年全面禁
止体罚，2001年至2012年间，遭到父母用手体罚而未留下印记的儿童人数下降了22%。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或获取完整参考资料，请访问 endcorporalpunishment.org/wp-content/uploads/
research/Summary-of-research-impact-of-prohibition.pdf

UN0452571

https://endcorporalpunishment.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Summary-of-research-impact-of-prohibition.pdf
https://endcorporalpunishment.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Summary-of-research-impact-of-prohib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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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委内瑞拉

1998年修订《儿童和青少年保护组织法》，2007年全面禁止任何环境下的体罚。修订法要求成年人使用非暴
力的教育和管教方法来抚养和教育其子女。此外，还要求国家采取保护措施，“废除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一
切形式的体罚和有辱人格的惩罚”。2011年，非政府组织Cecodap开展了一项名为“善意护照”的活动，旨在
推动形成非暴力同伴关系、终结体罚和实现获得善待的权利。这项活动包括以下内容：

发放“善意十诫”手册。

为成人、儿童和青少年编写培训材料和开展培训。

一项大众媒体宣传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促进善待儿童策略的认识。

个案研究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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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苏格兰

根据《2019年儿童（平等保护免受侵害）（苏格兰）法案》，苏格兰禁止体罚儿童。该法案于2020年11月7日
生效。苏格兰是英国首个推进立法，将一切体罚儿童行为定为违法的地区。

该法案规定苏格兰各部长有义务采取措施提高公众对新法案影响的认识和理解。根据这一职责，并在与相关
各方协商后，苏格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公布关于关于该法案的如下信息：

苏格兰政府网站苏格兰政府网站（包含有关政府工作的信息）。

mygov.sktmygov.skt（有关苏格兰公民获取公共服务的信息）。

ParentClubParentClub [原文如此]（为父母和照护者提供建议和支持的苏格兰政府网站）。

关于该法案生效的信息发布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如ParentClub网站上的频道和苏格兰政府的主要社交
媒体账户）。

制作和出版关于该法案的宣传材料材料，以支持相关各方开展与该法案有关的工作。

将有关该法案的信息纳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一份面向苏格兰新手父母的《准备好，迎宝宝准备好，迎宝宝!》。该书向苏
格兰所有孕妇提供，并在网上发布。

编写和传播一份框架文件份框架文件，以支持服务递送机构和专业人员编写该领域关于该禁令的信息。

通过宣传活动和数字资源为父母和照护者提供支持。

The law on all forms of physic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in Scotland has changed.
On 7 November 2020, all forms of physic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became against the law in Scotland.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change in the law,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This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why this 
law has been introduced and what it does.  

Our website also includes details about 
what we’ve done to prepare for this change 
in the law and where support is available 
for those that want it. 

And remember, if you’re a parent, 
you’re not on your own.    

We all find things challenging 
sometimes, but you do not need to go it 
alone - support is available.  

If you think speaking to someone might 
help, you can talk to Children 1st 
Parentline. This is a free service. 

We know it can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cope with being a parent or carer. 

That’s why we’ve put together some 
advice and tips for keeping calm when 
things get challenging.  

You can find these, and other helpful 
hints, on our ParentClub website. 

This change in the law is about making 
things better for children in Scotland. 

Physical punishment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and it can be harmful.  
I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smacking, 
slapping, skelping and pinching. 

We want Scotland to be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for children to grow up, and this 
legal change supports that aim. 

更多个案研究可参见《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关于正面管教的实施工具（见第3页）。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physical-punishment-and-discipline-of-children-how-the-law-is-changing/
https://www.mygov.scot/smacking-children
https://www.parentclub.scot/articles/guide-new-law-about-physically-punishing-child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children-equal-protection-from-assault-scotland-act-2019-promotional-materials/
https://www.nhsinform.scot/ready-steady-baby/early-parenthood/caring-for-your-new-baby/crying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children-equal-protection-from-assault-scotland-bill-framework-for-statutory-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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