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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殺了殺人兇手？誰殺了殺人兇手？

2011-03-12  記者 張瑜庭 文

是是什麼原因，會讓一個年輕人拿起槍見人就殺；是什麼原因，可以讓一個人的內心充滿仇恨？
每當拿起報紙，看著社會新聞的版面，人們質疑這個社會怎麼了、他們怎麼了，為何要讓每個人

都暴露在危險裡。但曾幾何時，有人想過，這些恐懼的因子，是誰造成的？是他們的爸媽，這個

社會，還是 ........ ？

2010 年，哈洛．蓋聶（Harold Gagne'）和莫妮卡．拉屏（Monique Le'pine）共同撰寫的書

籍《活著（Aftermath）》悄悄上市。沒有《龍紋身的女孩》系列作品那樣的名聲，也沒有名人

推薦，他只是靜靜地，佔據著書架的一角。因為他，不是令人膽戰心驚的驚悚小說，更不是浪漫

的愛情故事，而是，一個母親的自白。一個兇手母親的自白。

 

《活著》一書封面。（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仇恨源自歧視和忽視仇恨源自歧視和忽視

1989 年 12 月 6 日，一名瘋狂青年，在蒙特樓工業技術學院的校園，開槍射殺了十四名女學生

，並隨即飲彈自盡。他是馬克．拉屏──莫妮卡．拉屏的兒子。作為護理人員的莫妮卡是一個單親

媽媽，獨立撫養一雙兒女。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男女平等的概念並未非常完善，而莫妮卡從小

在教會學校裡受的教育，更讓她深信服從夫婿才是維持良好婚姻的不二法門。因此，當她那大男

人主義的丈夫不准她外出工作、打她發洩時，她通通忍下。看著爸爸毆打媽媽，馬克發自內心痛

恨他的父親。但對於媽媽一再容忍，也感到憤怒。這時，仇恨的種子已在馬克心中萌芽。直到妹

妹出世，莫妮卡才下定決心，要帶著孩子離開這個沒有溫暖的家。 離婚後，她的前夫未盡法律責

任，讓莫妮卡的生活瞬間陷入困境。為了養活孩子們，她日以繼夜地工作，只希望能給孩子們最

好的。但她萬萬沒想到，當她努力工作賺錢的同時，孩子們幼小的心靈正因缺乏母愛而逐漸扭曲

著。

隨著年紀一天天長大，個性內向的馬克，雖有心儀的女孩，卻沒有勇氣告白。越來越封閉自己的

結果，就是讓社會對他投入更多異樣的眼光。原本就讀專科學校的馬克，想申請蒙特樓工業技術

學院，卻因學分不足，沒有錄取；報考軍校，卻在性向測驗的結果裡顯示出他無法服從權威的性

格，也讓他落榜。這一連串的失敗，讓馬克對社會感到絕望，進而痛下殺機。

 

 

活著的人活著的人 從受罰到走出從受罰到走出

莫妮卡還記得事件發生的那一天，她正在看電視新聞。看著電視上悲慘的畫面，她由衷地替「兇

手的母親」禱告，希望「她」能夠平安渡過這場悲劇。隔日，當她被通知兇手是馬克．拉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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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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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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驚恐得說不出話。警方的偵訊，她感到錯愕，不解為何自己必須被像犯人般的對待；警察搜索

她的家、把她兒子僅存的幾張照片拿走時，她只有無助。記者包圍她家、新聞一遍又一遍出現她

兒子的照片、「冷血兇手母親」的標題斗大地印在報紙上，再再刺傷她的心。事件的突然，她手

足無措。她沒有勇氣親自去認屍，也不願參加兒子的喪禮。這是她選擇和馬克道別的方式，因為

她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陌生的孩子。

 

十幾年的時間，莫妮卡．拉屏活在痛苦與罪惡裡。一方面，她擔心化作靈魂的馬克會跑回來向她

討命。另一方面，她對於兒子所奪走的那十四條無辜、寶貴的性命無法釋懷。雖有教會的支持，

強烈的罪惡感仍幾乎將莫妮卡壓垮。她不敢面對世人，她不想承認她的姓氏，因為她知道她是不

會被原諒的。憂鬱侵蝕了她，但也因為她是「兇手的母親」，她有什麼資格向外界尋求協助？後

來，她才漸漸發現，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和她一樣，對於孩子的過錯，無法放下那不該屬於自己的

罪惡感；犯了錯的年輕人，因為她，才知道自己的錯誤給父母帶來的痛苦。莫妮卡的勇敢，換來

了與蒙特樓工業技術學院的院長和受害者家屬見面的機會，也讓她完成了多年來的心願──和他們

道歉。令她吃驚的是，沒有一個人怪她，因為對他們來說，莫妮卡無疑也和他們一樣是失去了孩

子的受害者。

即便莫妮卡想盡辦法企圖了解案發前馬克經歷過的生活，馬克．拉屏殺人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

，始終是無解之謎。是對社會的絕望？又或許，他的心早已病了，只是沒有人發現。但這些對莫

妮卡來說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當她能夠勇敢站出來面對這一切時，她已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當

初不願親自送走兒子的莫妮卡，如今已敢再次大聲說出：「馬克．拉屏是我的兒子，而我非常愛

他。」

 

「是他們先開始的」「是他們先開始的」

《事發的 19 分鐘》（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局）

2008 年出版的《事發的 19 分鐘》是 Jodi Picoult 的作品，故事主軸是一場發生在斯特靈高中

的校園槍擊案。彼得．霍頓是一名從小就飽受欺負的邊緣高中生。2007 年3 月 6 日，他帶了四

把槍進入校園，開槍掃射，殺害十名學生。他的媽媽萊西是一名助產士，每天的工作就是迎接新

生命的誕生，卻忽略了自己身旁性格逐漸扭曲的男孩。優秀的哥哥喬伊是彼得的壓力來源，因為

喬伊不僅體育好、成績好，人緣也很好。在學校，他不承認彼得是自己的弟弟；當看到彼得被欺

負，他不但不會上前救援，反而加入霸凌彼得的行列。不幸的是，如此「優秀」的男孩，在一場

車禍中過世。

彼得上幼稚園的第一天，人還沒到學校，便當盒就被高年級生從校車裡丟出去，瘦弱的他沒有能

力反抗，卻換來母親的責備。霸凌的情形隨著彼得成長越來越嚴重。在學校，被塞進置物櫃是家

常便飯；他寫給青梅竹馬的電子情書被轉寄給全校同學；他在餐廳裡被當眾扯下褲子等。這樣的

生活，讓彼得充滿仇恨，然而，他的媽媽並不知道，當孩子在學校飽受同學排擠之前，他早已習

慣在家中被忽視的感覺了。

案件發生當天，萊西．霍頓就像其他焦急的家長，圍在學校外，希望趕快找到自己的兒子。這時

，她才意識到──她不知道她兒子今天穿什麼衣服上學。細細回想和兒子相處的點滴，她每天幫他

換床單、整理房間、親自戴他去看牙醫，為什麼彼得對她來說就像是個陌生人？以前他們對話簡

短，萊西總認為是青少年的叛逆期，卻沒有意識到兒子行徑異常。她不斷想：「這是我們的錯嗎

？」、「希特勒的母親叫什麼名字？她是個可怕的人嗎？」無助的萊西越想越焦躁不安，她的丈

夫路易斯卻也只能給她一只依靠的肩膀並告訴她：「別這樣折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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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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不願面對的真相父母不願面對的真相

萊西對於彼得所犯的錯誤始終非常自責，因為她認為是她的疏失所造成的結果。她在最短的時間

內替彼得找好辯護律師，並和先生商量好，每週一次的探監時間，他們得輪流去。但沒多久之後

，萊西卻從兒子口中得知，路易斯不曾去探望過彼得。這讓萊西非常錯愕，並決定跟蹤他。跟著

路易斯，她來到一座墓園，裡面有十座剛入土不久的墳墓。只見路易斯拿出十朵玫瑰，一一放在

墳上。「我沒辦法見他」路易斯在發現萊西後表示，他承認他心裡面其實很希望那一場車禍，過

世的是彼得而不是喬伊，因為彼得是多麼死不足惜。就算其他家長這樣說，他也不會反駁。

幾個月後，彼得．霍頓被依八起一級殺人以及兩起二級謀殺最起訴。連續服完八個罪行，他是不

可能活著離開監獄了。萊西原本打算把彼得的東西全部收起來，但想起法官艾利．科米爾的話──

「只要有人記得就會留下些什麼。」，她決定把兒子的房間維持原樣，讓那個她養育過、愛過的

男孩不會真的就此消失。

 

也給加害者家屬一個公道也給加害者家屬一個公道

校園槍擊案不曾發生在台灣，但是校園霸凌的問題近年來逐漸浮出檯面。還記得當時，有些學校

老師表示他們的處理方式是要被欺負的學生轉學，而霸凌者則會受到處罰，並讓他們有改進的機

會。然而真實世界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加害者」呢？在校園裡，他們是可以被原諒的，但為何出

了校園外，他們突然全變得無可救藥？

從莫妮卡的故事，可以看見是什麼樣的家庭背景影響了馬克這個孩子。父親家暴、單親媽媽沒時

間照顧孩子、同儕和兄弟姊妹間的鬥爭等，在這樣子環境中長大的孩子，他的極端行為，是誰該

負責？固然，他留了一顆子彈給自己，便與世長辭，但社會對他的評價依舊是冷血無情，沒有人

去探討他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他像 Jodi 小說中的彼得「被活逮」，他又會被如何審判？雖然從

前霸凌彼得的孩子死的死、傷的傷，看似已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在社會的眼中，他們仍

是受害者。莫妮卡的自白，讓世人有機會一窺加害者的家屬。以往，大眾媒體總把焦點放在受害

者家屬的眼淚，但是，有多少人曾經關心是什麼原因迫使這些人必須以暴力來處理事情？而這些

加害者的家屬，往後又必須如何面對這個社會？他們長年背負著不完全屬於他們的罪惡感活在這

個世界上，也令人聯想到前年鄭文堂導演的作品《眼淚》。

電影裡小雯（鄭宜農飾）是一個檳榔西施，而她的媽媽長年住在養護中心。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一

家人落魄至此？真的是小雯不努力、不上進？其實，在她小時候，她的父親被依強姦殺人案判處

死刑，而她的媽媽也因為這個案件帶來的打擊中風住院。電影中，透過對白，讓我們了解到加害

者的家屬在社會上所受到的歧視。好比說小雯從小在學校，就因為父親的罪名飽受同儕欺負；長

大後，被流氓纏上，也因為爸爸的案件，讓她無力反駁流氓的言語挑釁。這些加害者的家屬其實

也是整個事件的受害者──失去至親，他們有份；被社會歧視，他們也有份。當大家關注在受害者

的權益問題時，有多少人曾回頭看看他們？再拿陳進興作為另一個例子，多年前他因綁架撕票白

曉燕，被處以死刑。為了不要讓他無辜的孩子們飽受社會歧視，陳太太只好讓一對美國夫妻收養

她的孩子們。但，留在台灣的陳太太依舊困在中下階層，無法翻身，更別提到美國探望自己的寶

貝們。當她終於有機會去見見他們的時候卻發現，她和孩子們的對話，必須有人在旁邊幫忙翻譯.

.......。

在大聲指責罪犯的不是的時候，也應該要檢討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的行為與他人不同；當替受害者

抱屈的時候，也別忘了加害者的家人們也是深陷在痛苦中的一群。每個孩子都是家裡的寶貝，誰

都不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是這類案件的受害者，但也沒有人願意當殺人犯的父母親。因此，面

對這些案件的時候，比起討論這些兇手有多該死、多可惡，探討加害者的成長背景以及究竟是哪

一個社會環節出了問題似乎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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