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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影視廣角鏡

不管是電影，亦或是電視劇，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今年舉辦了多場的影視座談分享會，讓業界的導演或演員，與

學生直接面對面。目的就是為了讓同學們了解目前影視產業的第一手消息。而在10月中，電影「傻傻愛你，傻傻

愛我。」的大人物藍正龍也來到了傳播系上，與大家分享拍攝電影時的酸甜苦辣。

演而優則導 藍正龍首發處女作
「傻傻愛你，傻傻愛我。」探討不同角度的愛本質

「嗨！大家好，我是藍正龍。」一句簡短俐落的問候，讓現場「哇！好帥喔。」「真的是他耶。」的讚嘆此起彼

落，環繞整個放映室。為了宣傳11月所上映的電影「傻傻愛你，傻傻愛我。」製作團隊來到朝陽科大舉行校園特

映，搶在院線之前讓同學們大飽眼福（圖一）。此外，導演「藍正龍」還與在場的同學們進行映後座談。咦？藍

正龍不是以演員的身分出席嗎？你沒聽錯。演而優則導的他，此時此刻已經昇華為電影導演。

衝突存在戲劇與現實之間 //

衝突情況除了反映唐氏症的家庭問題，也連帶反映拍攝現場的真實面向。藍正龍就與大家分享，在拍「傻傻愛你，

傻傻愛我。」曾面臨的窘境。飾演唐氏症家庭母親的恬妞，因為吵架的戲碼頻頻NG，於是他向恬妞表達關心提醒，

未料卻得到：「導演，我已經在努力了，好嗎？」的回覆。此話一出雖讓他大感壓力，不過這也讓他學習到，在演

員跟導演間，還是有很多的挑戰需要跨越和嘗試。但接收到這種回應時，導演可不能說放棄就放棄。於是他馬上接

著說「好…啊不然我們還是再一個（鏡頭）好了。」此話一出，也逗得現場所有人哄堂大笑。

拍戲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

雖然演員與導演之間看似兩回事，不過衝突過後，藍正龍以過來人身分說：「就是因為自己當過演員，才更能夠溝通、

發揮同理心。」（圖二）他知道，沒有演員喜歡吵架的戲碼；他也了解，演員本身要將焦慮思緒轉換到檯面上到底有多

困難。「人跟人合作不是機器和人之間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為何藍正龍跳下來，自己參與到劇中的

原因之一。他提到當初選角的時候很掙扎，他認為LEO（本名蔡佳宏，劇中飾演主角康襄維）就像是小孩子一樣，有時

候演戲也會懼怕。所以為了克服障礙與困難，除了導演親自陪伴，給演員多一點安全感外，他也擔心周圍的工作人員會

影響演員而有所準備。不過後來才了解，唐氏症的孩子其實很會模仿，他們只是需要一些的時間準備，不用很刻意的避

諱什麼。最終才領悟，其實這跟創作一樣，只要靜下心來，一切就會順其自然。

了解自己要什麼才是重點 //

想要創作順利並成就一部電影，除了與演員建立信任之外，藍正龍覺得創作者自己要講什麼最為重要。舉例來說，在「

傻傻愛你，傻傻愛我。」之中他想表達「相信愛」這件事外，他要讓大家了解唐氏症。在情感與故事敘述兩者都想要兼

具的狀況下，他說：「就是跟編劇討論，溝通拍這部戲到底要傳達什麼？最重要的，就是問自己為什麼人家要來看你的

電影。」如此而已。

從戲裡戲外包圍滿滿的愛 //

座談結束時，藍正龍與大家合影完後，又直接趕場到下一個特映會的地點來宣揚他的理念與想法。看完電影後，傳播系

三年級學生李安妮接受記者採訪認為，這部片最特別也最失敗的點在於傷痛點到為止，但也因此沒有這麼沉重，反而襯

托出另類的都市童話；另一位傳播系三年級學生曾品璇也向記者說，雖然這部電影運用了很多老梗，但是在劇情的編排

上把這段愛情的傻傻詮釋的很可愛。無論如何，「傻傻愛你，傻傻愛我」已經從藍正龍的電影處女作裡，引發戲裡戲外

探討著，如何從唐氏症孩子的世界中，透過不同角度，發現與相信「愛」。

唐氏症故事啟發「愛」的矛盾 //

「拿『演而優則導』形容我有點重，但我對它（故事）就是太有感情了。」導演藍正龍會如此的有感而發，主要就

是電影「傻傻愛你，傻傻愛我。」講述一個患有唐氏症的孩子襄維，在現實中尋找美人魚的同時，讓周遭家人和朋

友重新思考對於「愛」這件事。藍正龍回憶，他在2008年拍攝台劇「波麗士大人」（表一）有機會與唐氏症的小

朋友接觸時，心中就有個疑問：「他們的外在與家庭生活究竟是如何？」經過進一步的田野調查後，藍正龍發現，

唐氏症小孩的家庭中，每個人都擁有著各種的煩惱與矛盾，這些事情外界是看不到的。經過重重構思後，藍正龍決

定起身拍片。他除了要讓大家了解唐氏症家庭的現況，同時也要把問題點出來。「不是嚴肅的點，而是要讓大家體

會真實面，沒有什麼好逃避衝突的。

採訪記者 //張原銘

（表一）▼藍正龍電視劇與電影簡歷 (製表：張原銘)

(圖二) ▼ 導演藍正龍說，戲裡戲外最重要的莫過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壹 // 影視廣角鏡
中台灣影視基地盛大開幕 開設多項專業課程提供學生學習

   隨著今年中台灣影視基地的盛大開幕，身為國內第一個

政府興建，而由民間經營的影視基地，除了提供專業攝影

場地供影視業界拍攝使用外，中台灣影視基地經營團隊中

影培育中心更積極安排各類「敦親睦鄰」計畫，舉凡針對

傳播相關科系學生及一般大眾的影視基地的參觀活動，以

及各類專業實務工作坊等，目的就在增加大眾對中台灣影

視基地的認識，並厚植國內影視製作軟實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0月26號開始，為期3個多月

的「2019專業課程影像製作實務營」順利開課，課程讓中

部影視專業的學生體驗影視製作現場工作的實際狀況。課

程本身是偏向入門的攝影課依照電影拍攝為主，除了教導

學生基礎觀念的攝影知識以外還有實務演練的操作，」中

台灣影視基地企劃總監顧心怡表示，這次開辦的實務營除

透過實務課程 彌補產學之間鴻溝 //

    每年，影視專科畢業的學生非常多，但最後能進入

或是留在業界工作的人卻不多。當無法接受業界的現

實面或是磨練之時，有的會選擇轉換工作跑道，有的

則擁有熱忱與技術並能夠接受磨練，但畢業後卻無法

順利接軌到業界之中。

　　「培育中心設立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去彌

補所謂學界跟業界之間的鴻溝，」企劃總監顧心怡希

望未來影視專科畢業的學生，能夠透過實務課程向業

界老師學習對待現場工作的專業態度，並在知識與技

術層面提升的同時調整自身的狀態。

採訪記者 //陳韋町

(圖片說明：透過實務演練探索影視產業 /攝影：康維軒/copyright@中影培育中心)

兩岸青年學習態度差異大 //

   曾經在對岸任教的蔡正暉，比較兩岸學子在學習態度的差異，憂心地說：「台灣的青年在上課的過程中時常會感到

害羞，而不敢大膽提出問題或是表達看法，這是對於求取知識中很不利的狀況」。曾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上過一學期

電影攝影課的蔡正暉表示，對岸的學生在面對疑問時會非常主動的提出不懂的地方，直到把他們心中對於攝影方面的

所有疑問都解開才罷休；反觀，台灣的學生則總是不好意思提問，而錯過了向實務界達人取經、學習的最好機會。科

技進步造就網路時代，任何資訊都可以經由網路得知，但當真正面對拍攝現場時，其實是會沒有辦法去應對，會無法

正確應用手上得知的資訊。而青年的黃金時間就是現在身為學生的階段，所以蔡正暉勉勵台灣學子需要更加全心全意

的學習，千萬不要害怕提問，勇於發問才會使自身進步快速。

強大的師資 提升課程的專業性 //

　　擁有豐富電影攝影專業經歷，並在業界頗負盛名的蔡正暉，帶著可以持續為業界貢獻下去的心，接受了中影培育中心

的邀請成為2019專業課程影像製作實務營的攝影指導老師。

在蔡正暉的長期觀察下，他認為現今影視專業學生欠缺了實際拍攝的知識與態度，他們學生的知識來自於學校而非真正的

電影工作。而透過這次的課程設計確實的讓學生理解真實進入業界拍片後所需要的知識，以及應該具備的要點應用於未來

工作上。

影像製作實務營 強調「實際演練」//

      中影培育中心在課程上，設計了大約20分鐘的劇本，劇中的演員皆已安排好，另外還有場景、陳設以及現場工

作人員包括副導、燈助等工作項目。  其中，課程最具特色的是在棚內做一個內搭景，企劃總監顧心怡指出，現今大

部分的電影在拍攝中多數會找實景，也就是到達拍攝現場就開始做陳設，但在有限制的情況下就必須去符合或遷就當

地的空間。 近年來，台灣影視業因為預算問題，所以內搭景的部分正在逐漸減少。因此中影在當初設計課程時，就

讓內搭景成為極具特色的一點。

了讓學生實際操作機器外，更邀請攝影師、視覺特效師來

舉辦相關講座，目的就是要大家更了解整個攝影的流程。

參與課程的傳播系三年級學生陽一弘認為上課內容對自己

在攝影上幫助很大，課程中進行現場工作能夠累積相關經

驗，老師在講解的部分也非常詳細，教授給每位同學包括

燈光的要領、攝影的構圖以及運鏡，在學習構圖跟鏡位上

還特別運用了小模型提供學生輔助練習，讓學生能夠理解

每一個職位對應的工作內容。

   對於課程有興趣想報名的同學，陽一弘也建議不用太過

著急，在大一、大二期間把基本理論學好培養出正確觀念

，而大三、大四即將迎接畢製拍攝的同學就會很適合報名

課程。

(圖片說明：課程中學習拍攝現場與職位/攝影：康維軒/copyright@中影培育中心)

中影培育中心未來合作的計畫 //

　 針對未來與朝陽傳播系的產學合作計畫，企劃總監顧心怡表示之後密切的合作會聚焦在大三、大四的學生，經由學

校挑選出的學生來與中影之間進行產學合作的課程。而在明年四月春假的期間，中影培育中心也將會有攝影助理技術

初階訓練，讓學生透過課程了解攝影助理的主要工作項目，包含攝影機如何測試、現場碰到狀況該怎麼處理技術性的

事情，對於攝影及技術有興趣，並且學習態度良好擁有熱忱的同學，在未來都將會有機會加入產學合作的課程之中。



專訪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
        「大部分我們對死刑的想像都是錯的」

「很重要，應該要做；卻沒有人要做的事，那就我來做吧！」紀錄片導演李家驊2019年金馬影展首度與司法影展合

作，「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是這次影展唯一講述關於「死刑」議題的華語紀錄片。

貳 // 人物傳真

「我好像永遠都在做錯誤的決定；矛盾的是我意識到我仍在前進」阿啊紀錄片導演李家驊

採訪記者 //陳顗

金馬X司法 //

     這四年的拍攝期，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跟公部門打交道。「司法院是有進步的」，導演李家驊說到。司法院從去

年開始辦「司法影展」但反應並不好，因為司法院沒有專業的選片者，也不曉得影展的運作的方式該怎麼辦，所以今

年直接找上金馬影展。

  金馬影展的條件是，選片等問題司法院都不可以干涉，一切都以金馬為主。

原本選了六部片子都是國外的作品，並沒有任何國內作品。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真的是一個巧合，金馬影展總監陳曉珮是導演李家驊的大學學妹，所以在這部片剪得差不多

的時候，李家驊請她還有幾位導演朋友來家裡看片，本來想問他們可以怎麼改，結果陳曉珮看完就說：「欸！學長，

我們今年有跟司法院合作，你可不可以來播片？」但李家驊說：「不行啊，我一定來不及的！」金馬影展總監陳曉珮

就說：「好吧，那算了！」。李家驊以為這件事情就到此打住。

  「聞老師，叫李家驊來放片啦！」陳曉珮回去打了通電話給金馬執行長聞天祥。結果聞天祥看完片，打電話給他說

「家驊，把這部片子拿來放」，然後李家驊就點頭同意放片。

司法院一開始擔心選這部片子會引起爭議，但是因為聞天祥認為這部片子有在今年的金馬影展被看見的必要性，最後

司法院也尊重聞天祥專業的決定。所以聞天祥每次提到「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總會說，對他而言這部片是天上掉下來

的，因為不是他去找的，是導演自己送上門的。

  「明年會投金馬獎，但不知道會不會入圍就是了」，李家驊現在正在跟片商接洽中，應該很快就能在院線跟大家見

面了！

導演的理性與感性 //

    回顧他以前的作品，幾乎都以「人性」為主軸，但「人」相對事或物來說，並不容易紀錄或預期。「所有的敘事

都離不開人；比如說愛與被愛」李家驊說著，現在的紀錄片跟劇情片的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了，「我們只能試著

靠近真實，忠於本質，繼續用影像說故事。」

  那麼一部好的紀錄片會是什麼樣子呢？李家驊的另一個身份是教職，他認為，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因為創作不應

該被拘束。他也說到，一個好的劇本，有可能要花了十幾年產出，希望學子們能穩扎穩打，把基本功練好，不要好

高騖遠。最重要的「要閱讀」只有大量的閱讀，才能累積創作能量。

  「我好像永遠都在做錯誤的決定；矛盾的是我意識到我仍在前進，每個作品都有遺憾，但不會後悔；後悔是最悲

慘的事，人生亦然。」李家驊眼神堅定的說。

十年一刻 //

   2008年被另一位紀錄片導演蔡崇榮找去拍蘇建和案的續集，李家驊開始接觸司法相關議題，「其實2011年就想

拍了」，導演李家驊緩緩說到。但當時因為廢除死刑爭議延宕了五年之久，中間還跑去拍了「起點」，一直到

2016年蔡政府上任，跟一群做NGO（非政府組織）的朋友聊完之後，李家驊覺得要讓新政府重視這件事，才決定

重新開拍。這部片講述了三個死刑犯與他的家人們，在面對死刑的過程與背負的沈重社會輿論等壓力。

  「大部分我們對死刑的想像都是錯的」李家驊說，這部片子的主角其實就是「死刑」。比方說大家覺得死刑可以

給受害者家屬公道，大家覺得死刑可以降低犯罪率，大家覺得死刑比較省錢……，其實都不是，死刑很花錢。「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死刑？」死刑顯然是一個充滿瑕疵的制度。

所以，李家驊決定來談談這件事。



演藝界中的變色龍
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第三屆系友專訪 ̶ 金馬紅毯主持人  楊達敬

貳 // 人物傳真

楊達敬，是一個為電影而生的存在，從小就在耳濡目染之下和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電影帶他結識了新的領域、新

的困難，而他面對人生各式各樣的挑戰來者不拒，不論是從事主持人、配音員、演員，都秉持著「試試看才知道！

」的精神，不懼怕未知的難題，相信自己有自信就一定能成功！他說：「一路跌跌撞撞在挫敗中學習，讓我覺得我

沒放棄是對的，我覺得既然我這麼喜歡這件事情，那我就一定要堅定、自信跟永不放棄，其他的流言蜚語或批評，

對我來說我都會修正和過濾。」

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第三屆系友阿啊台灣知名影評人、影展主持人楊達敬

與電影的不解之緣 //

提起傳播藝術系第三屆系友，也是知名影評人的楊達敬與電影的不解之緣，可以追溯至他的成長歷程。

多年前，因為網路的發達，「部落格」開始流行了起來，而楊達敬也跟上了這波風潮，憑藉著網路的力量，楊達敬的專

業漸漸被看見，被邀請到了金穗獎擔任了影評人，積年累月的電影評論，都是楊達敬對電影寫下的堅持，「我想這就是

最純粹的熱忱吧！」

從小就在外婆家長大，週末的時候外婆常帶著楊達敬到二輪戲院看電影，一次都看兩部，那時候就結下了和華語電影的

情緣，特別對港片更是情有獨鍾。國小的時候更開始嘗試在民生報的專欄上投稿，之後也寫了一些電影評論，在當兵時

也沒有閒下來，依然將影評投稿至軍中的報紙，雖然都只有小小的稿費，但對於電影的熱情並不是能夠以金錢衡量的。

光是寫影評已經不夠代表他對電影的熱愛，為了進一步將自己喜愛的電影分享給大眾，楊達敬在網路平台上自創了「高

登電影獎」，不論外語戲劇、喜劇、華語、亞洲電影，甚至是非本年度台灣院線電影，只要是他覺得不能被埋沒的作品

，都會給予「高登電影獎」以示肯定。

從2011年開始，每年都會做一個電影獎紀錄當時喜歡了哪些電影，也算是一種回顧、整理，也能知道是何時開始做這件

事，曾經喜歡過哪部電影、哪個演員，以看電影作為日記，記下當時的感受，也鼓勵大家一起做這件事，畢竟大多數人

有時候都會抱怨電影獎很不公平，「與其抱怨，不如自己弄一個電影獎吧！」楊達敬說。

電影的靈魂 //

「高登電影獎」是以他自己觀看電影的角度來頒發的，而劇本跟演員是他最看重的，一本劇本有沒有感動人的本事是最

重要的，再來才是演員的表演，他認為只要這個題材有能夠打動人的本事其他部分都好說，所以所有的基本都要從好好

寫劇本開始，只要劇本夠漂亮的話無往不利，靈感、創意、構思是最難、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楊達敬也提到自己的畢製是寫劇本，因為本身獨來獨往的個性，比起團隊合作楊達敬更喜歡一個人的工作，這與他後來

從事典禮主持人的特性不謀而合。在畢製截止前，他一天寫4頁，花了27天才終於寫完一個劇本，也獲得了當年傳播藝

術系的「金傳獎」，不過他也自嘲其實是當年寫劇本的人不多，沒什麼對手才會得到這個獎項。

屬於自己的舞台 //

畢業後，嚮往擁有豐富影視產業資源的台北而北上打拼，楊達敬清晰的記得第一份工作是台北公館電影院的行銷企劃，

那時只是幫忙主持一場小型的電影首映會，甚至連主持費都沒收，第二場則是電影「殺人犯」的電影首映會，之後就慢

慢的打開了知名度，並且和很多導演和電影人有了更多的認識，像是最近剛結束的「平遙國際電影展」，就是賈樟柯導

演介紹的，楊達敬已經連續三年接下了這個活動紅毯的主持棒。問了他在主持界的十年裡有什麼是你所堅持的嗎？楊達

敬笑著說：「在主持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做人，我覺得做主持人其實是非常容易成為箭靶的，把主持兩個字抽掉就是做人

，所以你做主持做得不好就等於你做人做得很差」。

楊達敬也謙虛的表示自己不是天才型的主持人，即使到了現在上台時還是會緊張，甚至每一次的開場都會覺得崩潰，但

在經驗慢慢的累積之後，發現了自己不能緊張，自己緊張別人更緊張，尤其是要服務好受訪者，垮了就是不尊重對方，

應該樣拿出更大的自信，去好好做好專業的服務，「他多高我就要多高，做事不能畏畏縮縮的，作為主持人就是要勇敢

且自信。」楊達敬自信滿滿地說。

採訪記者 //王靖婷、鄭湧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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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自己設限 // 

侃侃而談的楊達敬，令人很難想像曾經有過一段沒有自信的成長故事。從小因為聲音高亢而被霸凌，被同學罵娘娘

腔，為了不再被欺負，楊達敬因而起了把自己聲音壓低的念頭，沒想到這麼一壓低，聲音就因此變得很有磁性，然

後罵聲逐漸轉成了讚美，「我覺得有時候挫敗並不是壞事，當你把挫敗轉化成正能量的時候，你意外的變成了低沈

的嗓音，間接地獲得了更多的讚美」，楊達敬感慨地表示，就因為這有磁性的嗓音，他接到了配音員，甚至主持的

邀約。

從小看著電影長大的楊達敬，也懷抱著一個演員夢，但在客串幾次以後，認為自己不夠放鬆、不適合當演員而差點

放棄，某次因為覺得朋友在youtube頻道上拍攝的內容很有趣而加入了「空姐忙什麼」的短片頻道，這特別的經驗

也為他帶來了很多收穫，楊達敬笑著說：「想到我主持了那麼多年的名聲，還不如一個短片來的大的時候，就覺得

好妙……」，在演戲方面也越來越不緊張，也才能在不論在網路平台或是電影中自在的演出。而對於演戲楊達敬也

不滿足於此，「如果說目前最想要嘗試什麼，我還真的很想嘗試演個重要的角色。」令人意外的是，楊達敬想扮演

的並不是男主角，「因為主持人就是一個永遠的配角」楊達敬笑著說，如果真的遇到一個角色很適合他，他想要試

試看在他主持了十年之後，要邁入下一個階段時，有沒有可能認真演好一個角色去控制好它「如果再回金馬紅毯的

時候，我不是以主持人，而是以入圍者的身份的時候有多不可思議！」

 

但在做了這麼多不同面向的工作後，堪稱「演藝界變色龍」的楊達敬，也有困擾的時候，「有時候有那麼多重身份

，也會開始有形象的問題，因為在主持界待久了，很多導演會找我去客串主持人，或是有的時候主持的搞笑過頭，

有些知性的節目就不會找我了，這就是一個多重身份下的一個箝制你的一個空間。」

朝陽的那些年 // 

在如此亮眼的成績背後，想必學生時期一定非常的努力，但楊達敬談起了他的大學時期，也是與大多數學生一樣，盡

情的享受著大學生活，舉凡夜唱、夜遊，大學四年常常在進行這些活動。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遺憾，沒有好好珍

惜大學四年，利用學校提供的器材及知識好好學習，也對學弟妹們勉勵要認真學習、善用學校的資源，才不會在畢業

後後悔莫及。

與傳播系大部分的人一樣，楊達敬也擁有著導演夢，不過在大二的時候，親自導了一部片後，才意識到導演的職位是

多麽龐大而自己又是多麽的渺小，心裡覺得能夠為他們服務就夠了，然而這也剛好對應到他現在的職業「主持人」，

也就是服務業的一種，相較於挑戰，楊達敬更偏好穩穩當當的做好自己的專業及本分。

給後輩的建議 //

楊達敬坦承，身邊有很多同學其實最後都沒有走本業，因為在這個圈子中能夠上位或得到機會的機率很低，很多人

在機會還沒來臨前就放棄了。不過也有好的例子，像是有幾位學長認真的學習新聞後當上了新聞記者、攝影師，讓

他覺得好好學習專業對未來會比較有幫助，若只是擔任企劃大家都可以，但若是對器材有一技之長，則能夠獲得的

機會將會更多。

「好好地看看待自己身邊發生的所有事、不要嬉鬧，是在傳播圈裡很重要的事。」，楊達敬沈重的說到，更提醒大

家必須要惜字如金、言多必失，大家都說做人大於做事，但是他並不認為，反而覺得應該是做人等於做事，在這圈

子裡很重視人緣跟事情要做好。

「英文一定要學好，不知道因為這件事情我丟掉了多少工作。」，整場訪問中，楊達敬不忘提醒英文真的是一個很

重要的語言，舉自身的經歷來說，曾經有人找過他要做雙語主持，但他卻沒辦法用流利的英文進行，主辦方也不願

找來兩個不同語言的主持人，因此只好推掉了這份工作，這件事在他工作上一直都是一個阻礙。

他用了親身經歷來說明外文能力真的很重要，不論是在主持或是電視台、業務，外文都是可以幫助各位加分的好工

具，而現在世界上共通的語言也只有英文，學好英文不但在國內通吃，更可以向國外發展，不論到各個國家工作，

英文都是共同語言。

楊達敬開心的接受學妹的訪問，展現出十足的親和力。
/////////////////////



校園網路霸凌與鍵盤手文化

   現代傳播科技發達，在人手一機的社會讓傳播變得容易，卻讓許多犯罪遊走在灰色地帶，校園網路霸凌就是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問題之一。

    而校園網路霸淩有相當比例發生在與校園感情生活相關事件上，擁有多年諮商經驗的彰化師範大學諮商中心諮

商師陳嬿任分析。令她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下面這個「兩敗俱傷」的個案：

    一對在學校受歡迎的情侶分手，因為男方在交往過程中屢次劈腿，分手後，女方在心有不甘的狀態下在網路發

佈了男方的所做所為，文章在網路迅速傳散，原本在校園人緣不錯的男方瞬間形象跌入谷底，網路聲浪一面倒，身

邊的朋友也開始遠離，經過了一段時間，男方心理承受不了，開始出現明顯的自我傷害的行為，甚至出現了自殺的

意念。同學們注意到男方的狀態，網路聲浪竟慢慢地導向支持、同情男方，最後女方也被網路攻擊，兩敗俱傷。

「網路霸凌者，真的是想要霸凌對方嗎?」

    

     「有時候霸凌者是否要攻擊對方是其次，只是希望從攻擊得到權力感。」彰化師範大學諮商師陳嬿任指出。霸凌

者大多因為自尊心較低，藉由這種方式去滿足自己慾望，或是當下的行為想法短淺，沒有過多思考就被情緒牽引，將

具攻擊性的文字發佈出去，加上網路具隱蔽性，不需要和受害者面對面，在心理上會產生自己需要擔負的結果較小，

文字也會更不堪入目且傷人。

      陳嬿任進一步分析，受害者因為這些文字帶來的傷害，有時甚至比肢體霸凌帶來的創傷嚴重。網路霸凌受害者常

見的表現，會出現退縮、害怕人群、失去控制感、憂鬱恐慌甚至自殺等舉動。像在上述個案中的男主角，在遭受網路

輿論撻伐時，所出現的自我傷害行為就是具體的例子。

特別是網路具有重複性，事件會一直被留在網路上，不停地被放大評論，網路傳散的速度飛快，尤其身處於校園，以

訛傳訛的威力往往是壓垮受害者的最後一根稻草。

    尤其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上述個案中男方出現自我傷害行為後，網路輿論開始轉向，轉而攻擊原先輿論的發起

者，「霸凌的角色反轉了，」陳嬿任說明，女方在發出這則文章時，勢必沒想到最後會是這種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個案中，網路批評論斷者，在事件結束後，就繼續回到自己的生活，但對這個案例中的兩

位當事人來說，卻需要好長一段時間才能走出。而以追求網路「正義」自詡、隱藏在螢幕後的「鍵盤手」，其實與網

路「霸凌者」，有時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正義鍵盤手與霸凌者的一線之隔

    「肉搜」是現代網民們特別愛用的技能之一，網民透過這個方式讓霸凌者的資訊公開，相對的大家攻擊的目標也

就更統一明確，但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處理個人資料的例外規定（例如是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須，是否有利於當事人權益等等），如果不符合這些例外規定，網民們的行為即是觸法，所謂的正義行動，也成了另

類的犯罪行為。

    為了避免觸法，亞洲大學法律系教授李維宗提醒，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揭露、不攻擊、不網交、不虛擬、不轉傳

」，在使用網路時，所謂的言論自由，必須是在「不侵害他人權利」的狀態下謹慎評論。李維宗進一步舉例，就算只

是罵網路的虛擬角色，也會構成「妨害名譽」罪名，在網路世界能夠暢談自己的看法，但絕對要反覆思考，才能避免

觸法的疑慮。

校園保護機制，保障學生權益

    萬一不幸，自己成為網路霸淩的當事人，朝陽科

大生輔組主任周喜民表示，如果認為自己遇到了網

路霸凌事件，可以向導師、或委託朋友提出。一旦

確定霸凌成案，三天內學校就會建立因應小組處理

案子，在事件處理完畢後，學校也會繼續追蹤關懷

學生的狀況，也能彈性的依學生的意願停止追蹤。

�

    目前學校較常見的是網路謾罵，網路謾罵較少會

達到教育部所擬定的網路霸凌門檻，所以如果是被

分類為網路謾罵而非網路霸凌的案件，同學也能自

行決定是否要走司法程序保障自身的權益。

    校園網路霸凌層出不窮，教育部不斷的推動反霸

凌教育，為的就是將學生可能受到傷害降到最低，

但網路的使用者如此龐大，霸凌事件似乎沒有停止

的一天，只能加強宣導，透過建立良好的網路生態

，降低網路霸凌事件發生。

參 //校園動態 

隨時都可以評論互動的網路世界，讓網路霸凌成為常見

的現象。

採訪記者 //蔡羽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