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報第兩百零三期 社會議題 人物 樂評 書評 影評 即時新聞 文化現象 照片故事 心情故事

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大事記 交大頻道 記者群 其他刊物 ▼

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讓座讓座 讓美德不做作讓美德不做作

2010-11-21  記者 陳雅甄 文

「讓座，是一種美德。」學習如何禮讓他人，相信是大部分人從小就被家庭、學校灌輸的道德教
育。今年八月才剛發生了在公車上「老翁促讓博愛座，清大生反揮拳」的社會事件，引起群眾、

網友多方面的撻伐與熱烈討論，各電視台也接連幾日頻繁報導類似的新聞事件，並爭相邀請學者

、評論家以及主持名嘴在節目上討論。而近日又再發生有學生於捷運車廂內橫躺，連占了三個位

置，經他人勸說後依然不為所動的報導，使得「讓座文化」成為近來人們探討社會秩序與價值觀

等議題的導引線。

日前11月15日在捷運尖峰時刻發生有工商學生「橫躺」
佔用車廂內3個座椅空間，引發現場民眾不滿。

（影片截圖來源／YouTube）

 

對於「橫躺哥」事件的另類嘲諷。（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畫新聞）

當清大生不讓座反毆老翁的新聞一曝光後，在BBS（電子佈告欄系統）版上立刻引起喧然大波，

網友開始熱烈地討論，隨即出現了「支持清大生」以及「支持老翁」兩派主要觀點的爭執。前者

認為年長者不應倚老賣老、用一副指責、理所當然的態度吆喝對方讓座，以致該學生當下情緒受

到影響而拒絕讓位，甚至發生後來毆打的情形；後者則認為年輕人本應禮讓老弱婦孺、要有同理

心、出手打人就是不對；也有人持中立看法，覺得當事者雙方都有錯。眾多抱持不同論點的網友

在論壇上筆戰，發表情緒性字眼，戰火不斷，引發各界關注。

 

各種眼光與壓力各種眼光與壓力  讓座成煎熬讓座成煎熬

對於讓座，不同年齡層以及族群，站在自身經驗與論述觀點皆有不一樣的看法，也相信多數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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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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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體認「讓座」的解釋與意義，但爲何會有「不讓座」的情形發生？其中的原因除了關係個人

品德觀念不同的問題之外，也涉及到一些複雜的社會現象與特殊因素。例如上班族，因為經歷長

時間的工作和業績壓力；學生族群忙於課業考試，每天揹著厚重的書包上下課，經過一整天的行

程下來身心所產生的疲憊狀態，「讓座」變成了內心煎熬的決定。

 

「怎麼越讀越多！」

學生族群有時候身上得揹著好幾公斤重的書包上下課。（圖片來源／國際線上）

 

有時人們也會盡量避免與他人產生不一致的行為，特別是年輕人是容易受到同儕影響、在意別人

眼光，會顧慮到「其他人都沒這樣做，只有自己做這件事會很奇怪」、「不想引起眾人過度注視

」的想法而選擇沉默或者無視。例如前幾天大陸媒體根據網友發帖指出南京七名中學生在公車上

漠視老先生而「集體不讓座」的新聞，顯示出團體間的影響力；而擔任過中學訓導主任的名嘴黎

建南也曾在談話性電視節目上分享道，有學生寫週記時透露，因為某天沒讓座給一位老人家而內

心感到難過，原因竟是「每次一讓座給那位老先生，他都會一直誇獎我到下車，弄得我好難過喔

。」因為害怕「承受過多的人情壓力」而心生膽怯的例子也是有的。

 

大陸網友發帖的照片，地點位於南京公車上，7名中學生坐在前排兩側座位上，
而前方站著一位老先生。（圖片來源／中國經濟網）

 

解釋「不讓座」的理由有很多種，但人們也不能一直將這些理由當成是「免死金牌」般地逃避譴

責，因為老弱婦孺確實有著比一般年輕人身體不便之處，需要人們多給予體諒。對於年輕族群來

說，主動禮讓老弱婦孺的行為是被社會所期待的，加諸在年輕人身上的社會道德規範尤其強烈。

而被視為應當受到禮讓的族群，則因為身體上有一定的不便或限制，社會因此給予他們較多的權

利與包容。然而，「讓座」與否在現今社會卻已然成為眾人判斷他人道德高低的片面依據，有時

候所謂的「禮讓」反而變成是「被逼迫的」，不是發於內心，甚至容易成為眾人輿論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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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優先讓位給老人、孕婦、行動不便者及抱小孩的乘客」

公車上常見的博愛座標誌牌，提倡公民禮讓的精神。（圖片來源／痞客邦部落格）

 

「非老人、孕婦、行動不便及小孩者，請勿佔用博愛座」

捷運上的博愛座標誌牌，帶有強制性勸人勿佔位的字眼，使得禮讓的美德

似乎變成是一種「被逼迫的」，是基於明文規範而非發自群眾內心。

（圖片來源／痞客邦部落格）

 

禮讓文化的激辯禮讓文化的激辯 真相羅生門真相羅生門

而對於禮讓的觀念也不應只侷限於年輕族群對於老弱婦孺的單向禮讓行為，不管是在不同族群之

間或者族群之內，都應建立起雙向的互助關係。例如在今年九月時電視台又報導了一則關於民眾

不讓座而雙方爆發衝突的新聞，報導引用網路上流傳一支約國小年紀的小男孩在公車上與長輩互

罵四分鐘的影片（影片來源／YouTube），過程中的激烈對話讓人明顯感受到雙方的憤怒，並且

不時地使用情緒性字眼來互嗆對方。看到了年齡相距這麼大甚多的小孩與長輩之間的爭吵情形，

不禁令人感到錯愕及唏噓。

然而，在社會大眾沸沸揚揚地討論最近頻繁報導的讓座相關新聞同時，可以發現到諸如此類的新

聞大多是引用網路資料，一般民眾所拍攝的影像成為媒體記者尋找議題的參考題材，媒體賦予影

像在電視上播放的權利，引領群眾關注該話題；但這卻也使得新聞的真實性與製作過程的嚴謹與

否更受到大眾質疑。

再回到今年八月二十八日發生在新竹的清大生不讓座反毆打老翁事件，二十九日由聯合報記者披

露，引起民眾、網友一片譁然，紛紛撻伐該學生的不是。但隨後在BBS網站的八卦版裡有名網友

發出了一篇名為《記者預設立場不顧事實真相 目擊者所看到的讓位衝突》（文章來源／PTT網站

）的目擊者文章，在文章裡作者聲稱自家的「閃光」（「閃光」為網路用語，表示「情人」的意

思）為事發當時的目擊者，並於文章前段說明自己是代為發文者。該文提到事件中的大學生是因

為老人態度不佳、手拿拐杖先攻擊學生，所以該生出於防衛動作而「抱住」那名老人，混亂過程

中導致雙方均掛彩。這則文章與原先聯合報記者所報導的內容有極大出入，引起網友熱烈討論與

轉文。隔日，電視台的某政論性節目中又有民眾Call-in到現場，也是聲稱自己是聽由目擊者朋友

轉述，對事件描述與昨日網友的代發文相去不遠；於是整件事情變成了羅生門。

而後，聯合報記者實際走訪事件發生當時的公車司機並調閱公車監視器畫面，雖然因為拍攝角度

的關係，無法重現事件原貌，但可以確認老翁當時並無持柺杖上車，且能聽到雙方的爭吵聲，到

了三十一日證明網友代發文章的部分內容顯然與事實不符，而學生與老翁也已私下進行和解，讓

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被製造的事實被製造的事實 焦點代表了什麼焦點代表了什麼

藉由這次清大生事件的後續發展，大眾看到了所謂「假事件」是如何被製造（也許都在指述同一

件事，但其中的真實性已備受質疑），即使是非專業科背景出身的人士，在現今網路科技如此發

達，技術資源的取得便利，網路的身份又具有匿名性的條件下，製作出一則可亂真的假事件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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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藉著音樂的力量，使
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並以尊
重的態度看待生命。

非難事。究竟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儼然變得不再那麼清晰可辨，若是對於媒體操作或者是製作

過程不熟悉的群眾，極有可能隨著訊息製造者的目的而起鬨，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秩序。要如何

判斷是非真相、多方比較，此時就顯得相當重要。

而近日來眾多「讓座」的相關報導出現，人們會因為新聞報導而在網路上尋找事件影像的原始版

本，也凸顯了一種社會現象，就是影像上傳到網路供大家觀看的原作心態為何？像是稍早新聞報

導「無情 捷運2女不讓座孕婦」的偷拍照片，原作者看到兩位妙齡女子不讓座孕婦的情形後，除

了拍下證據，讓他人譴責討論那兩名年輕女子之外，當下是否有規勸幫忙的實際行動？又如那則

在公車上小男孩與長輩互罵的影片，從影片中拍攝者與友人的幾句「你要PO上去喔？」、「PO

上網衝人氣啊！」的對話中便可感受得出拍攝者其實是帶有點幸災樂禍、看熱鬧的態度。這樣的

心態究竟代表著什麼？是冷漠的旁觀者？還是熱心的報導者？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或許有人會認為，新聞媒體只會報導片面的事情、以偏

概全，有衝突性、新奇性的新聞才能吸引人們觀看，是對訊息製造者與接收者雙方來說早已司空

見慣的事。許多新聞熱頭一過，若沒有再繼續追蹤報導，從中去引領大家反思實際作為，那麼這

類的新聞充其量也不過是告訴人們「有這件事發生喔！」而已。

許多社會問題的產生，其實都是從各種小事件逐漸醞釀的。如同這幾個月廣受關注與討論的「讓

座文化」，類似的問題絕對不是最近才出現的，只是當討論熱潮過了，漸漸地又會被人們所淡忘

，等到下一次嚴重的事件又發生時，才再次回鍋來討論。然而，從最近這些例子可以發現，根本

原因還是在於近年來社會價值觀與道德取向的改變。現代社會的個人趨向孤僻和自我封閉，無視

周遭的其他人以及所發生的事情（案例影片中時常看到有人上車就睡覺，或忙於把玩手機）。如

果這些事件真的能夠讓大眾記取經驗與教訓，重新體認到在社會中彼此都應要相互尊重，適時地

給予，也要能大方地接受他人好意，社會才能愈來愈和諧。畢竟，「禮讓」應該是一種讓施、受

雙方都能獲得愉悅的過程。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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