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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 月 20 日，就在美國開始大規模轟炸科索決的一個小時後，兩名原本應該

去上保齡球課的青少年學生艾瑞克﹒哈里斯 (Eric Harris) 和迪倫﹒克萊伯德( Dylan 

Klebold) 帶著大量的槍械和爆炸物回到了他們所就讀的位於科羅拉多州傑佛遜郡里多

頓鎮的科倫拜高中 (Columbine high school) ，展開一場長達一個小時的血腥大屠殺。

在槍殺了 12名學生和 l 名教師，並造成其他24人輕重傷後，兩人飲彈自殺身亡。這起

校園槍擊事件震驚了全美國，被視為是歷史上最血腥的校園槍擊事件之一 r 科倫

拜 J (Columbine) 一詞也成為校園槍擊事件的代名詞。 2001 年5 月美國科羅拉多州州

政府在長達兩年的調查之後提出報告指出，這些問題的引發來自於崇尚暴力的大原文

化，包括了教唆年輕人以暴力和屠殺解決爭端的電子遊戲。 2004年聯邦調查局的總結

報告則指出，犯案的兩人有壓抑和精神病的現象。整體而言，槍擊事件導致了美國社

會的道德恐慌，引起人們對於青少年精神狀態與藥物使用、重金屬搖滾音樂、暴力電

視電影和暴力電子遊戲的關注。

鬼才導演麥可摩爾 (Michael Moore) 就以此事件為基本，以其獨特的黑色幽默，

用顛覆傳統紀錄片的紀錄方式完成了《科倫拜校園事件)) (Bowling for Columbine) 一

片，更廣泛且深入地探討了美國文化中隱藏的暴力問題與媒體問題。因此，本片與

Discovery 曾嘗試去還原此事件的紀錄片並不相同。導演其實僅是以此事件為導引，而

延伸出去探討許多深藏於美國光鮮亮麗社會表面之下的黑晴苗。本片一出即技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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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轟躍通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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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各種國際大獎獲獎不斷，普通抱持反美霸權情緒的歐洲各影展當然不吝給予獎

勵，更猛的是，本片男奪了 2002年的奧斯卡紀錄片獎。尤其是麥可在奧斯卡頒獎典禮

領獎致詞時直接向美國總統布希嗆聲，更是將本片的聲勢推到最高峰 O

本片雖然獲獎無數，卻也爭議不斷，從本片體例究竟算不算紀錄片、導演在紀錄

片中的角色究竟為何、影片觀點是否偏頗等，都引起許多的討論。本文並不打算深究

這些屬於電影專業的爭議性問題，而是從教育的角度，去省思本部影片內所探討的青

少年問題與媒體問題 O

劇情簡介

影片一開始，導演麥可摩爾就帶領

著觀眾到他的家鄉密西根州去做巡禮。

先是到了一家銀行，只要在這家銀行開

戶便可獲贈一把槍，型號規格任選。原

來銀行同時也是槍枝經銷商，因此用這

種方式來拉客戶。接著他去理頭髮'理

髮店則有兼賣子彈。一開始，麥可便以

生活中隨處可得的例子告訴我們:在美

國取得槍枝與子彈是多麼的容易啊!而

為何這麼容易就可以取得軍火呢?麥可

訪問了密西根國民兵，他們說 I武裝

是美國人的傳統與責任」、「自我防衛

是責任 J 因此美國人從小就擁槍自

重，而這也是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基本保

障。而國民兵們練靶的目標是一個一個

的保齡球瓶，麥可問他們:為何要用保

齡球瓶呢?國民兵們說:因為保齡球瓶

跟人形最為相似，最適合練靶。導演於

此逐漸帶到本片片名的意義“Bowling

for Columbine" ，意即原本要去打保齡
球的兩個高中生，卻攜帶大批槍械回學

校將老師與同學當保齡球瓶打。

麥可接下來開始去追蹤這個事

件。事件發生的科倫拜中學位在科羅

拉多州傑佛遜郡的一個小鎮里多頓

( Littleton )。在這個小鎮附近有全球

最大的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 公司，這家公司同時也是里多

中等教育第 58 卷第 1 期 2∞7 年 2 月 . 111 • 



臨盟軍 〈科倫拜校園事件} (Bowling for Columbine) 的省思
心盟加油站

頓最大的雇主，多數居民在此上班。除

此之外，北美防空司令部、空軍學院、

飾武器研發單位等都位居附近。麥克在

此要質疑的是:大人的武器跟小孩的暴

力有何差別?幾乎就在美國以洛克希德

馬丁生產的武器狂轟爛炸科索決的同

時，附近的兩個高中生也拿著槍對準他

們的老師與同學的身體。結果，全美國

甚至全世界對科倫拜事件戚到震驚，卻

似乎對科索決的死傷平民視若無睹。若

我們強力指責青少年的暴力行為，難道

可以原諒成人世界的暴力?而青少年以

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會不會也是從大人

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習得的呢?

麥可接下來就以許多黑白紀錄片

回顧了二十世紀美國對外關f擎的歷史。

從二戰之後，美國就儼然以世界霸主自

居，不斷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暗殺不

乖的政敵、資助親美政權打擊對手、出

兵中東與中南美洲等。透過這些軍事暴

力手段，一次又一次不斷強他與鞏固美

國在世界上的超強地位，但這卻是以無

數他國百姓的生命所換取得來 O 影片配

著Louis Armstrong的爵士名曲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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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充滿著非常強烈的反諷意味，

所謂的美好的世界，其實是美國的美好

世界，未必是「他者」的美好世界。而

更諷刺的是，就在事件發生後十天，全

美步槍協會竟然選在科羅拉多于H首府丹

佛市舉辦「挺槍大會 J 由曾是奧斯卡

影帝( 1959，賓漢Ben-Hur)的會長卻爾

登希斯頓 (Charlton Heston) 主持，大倡

擁槍自重是美國的光榮傳統，令剛飽嚐

驚嚇與痛苦的里多頓居民情何以堪。

而在科倫拜事件發生後，媒體開始

大量「製造」各種新聞，邀請各領域專

家學者上現場大發議論。歸納眾家學者

專家意見，該事件的發生原因有:暴力

的電視、電影、電玩與重金屬搖滾等。

許多人主張犯案的兩人是受到這些充斥

著暴力的多媒體影響，導致他們現實與

虛擬不分。歸結到最後，所有矛頭都指

向了一個代罪羔羊:重金屬搖滾歌手瑪

麗蓮曼森 (Mariyan Maison) 。但麥可對

這樣的媒體操作與結論不甚贊同，因此

直接找曼森訪問。曼森表示他對媒體嘗

試連結屠殺與娛樂產業之間的關條廠到

憂心。他很無奈地說，如何能說是受到



感單揖描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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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音樂的影響?為何不說是受到美國總

統海外開戰的影響?也沒人去怪罪那些

打保齡球的人?麥可從這裡開始，一一

用「反證法」去推翻前述的各種歸因

說詞。若說是受到德國歌德搖滾、法國

暴力電影與日本暴力電玩的影響，那這

些國家應該更暴力囉?結果並沒有，日

本還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呢!

若說是源自於民族傳統，德國與日本均

於二戰時造成數百萬人死傷，但現在並

沒有成為暴力國家。逐漸地，麥可歸納

出美國槍擊暴力事件嚴重的原因:因為

「恐懼 J (fear) 以及大發恐懼文他財

的政客、軍火企業與媒體。從美國歷史

看來，清教徒怕被清算，所以逃離歐洲

到了美洲大陸;剛登陸碰上印地安人，

因為恐懼，還搞不清楚對方來意就開始

濫殺;南北戰爭 (Civil war) 則是因為

害怕黑人造反砍白人老爺的頭;二十世

紀以來，懼怕其他國家影響美國利益，

因此要不斷發兵海外.. .... 0 在這種恐懼

文他下，政客卻結合企業利用媒體選擇

性報導的推波助瀾，不斷妖魔他非白人

之「他者 J (the other) 的偏頗刻板印

象。因為媒體嗜血，和解、差異、尊重

沒有收視率，犯罪、暴力才能衝高收

視，因此跟政客與軍火企業達成共諜。

專家就指出，明明犯罪率下降了，媒體

卻渲染少數個案，經由SNG即時連線、

24小時滾動式報導與談話↑生節目等，製

造了犯罪率高漲的負面資訊而形成了

「道德恐慌 J (moral panic) ，使美國

看來像是個恐懼之邦。老百姓因為恐

慌，因此要自衛，自衛不能赤手空拳，

因此必須購買槍械防身，無論個人或國

家，軍火供應商因此大發利市。麥可舉

加拿大作為對比，加拿大1000萬戶中有

700萬支槍，犯罪率卻遠低於美國，加

拿大人甚至到了夜不閉戶的地步。麥可

去檢視他們的電視節目，發現很少有煽

情、 j麗狗血以衝收視的新聞;加上加拿

大的政客普遍認為，不應打擊對手而是

以政見為競選手段的認知，大大降低了

加拿大人敵對暴庚的氣氛。

除了媒體之外，麥可接著討論另一

個槍擊案例，直指制度殺人。一個六歲

的小孩帶槍到學校將同是六歲大的同班

小女孩打死。媒體都報導小男孩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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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失職，因為槍枝放於小孩容易取得

的地方。麥可卻指出，這有其背後更大

的社會經濟因素與制度設計的問題。原

來這位小男生的單親媽媽，無力繳交房

租而暫住其親戚家，她因為社會福利制

度，必須採「以工代振」的方式到外地

工作來領取保險金，每天須要花三個小

時車程去上工，往往是天未亮就出門，

天全黑才回家。如此一來原本是社會福

利的良善美意，卻使得父母必須離開小

孩身邊無法盡責，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而這制度又是因為州政府將其民營他給

私人企業辦理，才使當事人必須離家那

麼遠去工作，政府與企業都難辭其咎。

關注青少年問題與閱價問題青少年

從這部影片中，我們其實可以反

省的是，青少年問題或是教育問題的成

因是有跡可尋的，有賴成人仔細去關

注;而問題青少年更有賴於成人給予的

關懷。以犯案的兩人而盲，他們在學校

中的學習經驗似乎是失敗的，而在學校

外的社會經驗也不甚愉快。 1996年，事

件發生以前，兩人曾在網上建立一個網

誌，除了放置暴力電玩的過關檔案外，

還有一些教導如何惡作劇的指示、爆裂

物製作的教學以及一些殺人的計畫，已

經顯露出兩人對於社會的不滿，但家長

與老師並未察覺他們的心態。直到1997

年兩人由於恐嚇另一名同學，被該名同

學之父母檢舉，該網站才曝光受到調

查 o 但調查單位顯然並沒有特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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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將其當做是年輕人彼此間的嗆聲，忽

略了其中所蘊含的警訊而草草結案，錯

失了輔導兩位問題青少年的先機。

另外，有些主張認為，犯案的兩人

由於在學校被其他的同學所孤立，導致

兩人充滿無助廠、不安全戚和沮喪戚，

促使他們打算大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

以引人注目來進行報復。即如聯邦調查

局在2004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犯案的

兩人有壓抑和精神病的現象，有無可救

藥的自傲心態，急切地想向世界宣告自

己的偉大。因此，事件之後，許多學校

遂開始正視校園的霸凌 (bully) 現象，

避免再有青少年因此而累積憤怒和怨

恨，做出類似科倫拜事件的悲劇。

而從事件的先兆到發生，成人們



ìb.攝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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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後，麥可帶著科倫拜事件

中受傷的兩名學生百JK-mart討公道，要

求他們停售子彈，因為事件中的900多

發子彈全來自這家超市。在幾經折騰與

折衝之後，終獲其善意回應，也算是意

外收穫。至於全美槍枝協會的會長卻爾

登希斯頓仍然堅持擁槍自重是憲法賦予

似乎對於這兩位漸入歧途的青少年關

懷不足。根據Ne1 Noddings關懷倫理學

的觀點，關懷關條 (caring re1ation) 

是人存有的一種方式，身為一個人

(human being) ，我們同時是關懷者，
也是被關懷者。關懷具有「專注」

(engrossment) 與「動機設身處地」

(motivationa1 disp1acement) 的特性。在

與他人的「邂逅 J ( encounter )中，我
們會專注於被關懷者的需求，設身處地

地去瞭解他的動機，進而產生關懷關

條。如果說家長與成人們能經常關懷這

兩名青少年的生、心理狀態，專注地聆

聽:他需要甚麼呢?他有說甚麼嗎?他

有抱怨什麼嗎?他有哪些朋友?他與朋

友們都在做甚麼?他有接近暴力的機會

的基本人權，是美國不可剝奪的光榮傳

統之一。麥可在直搗他家訪問並咄咄逼

人地加以質疑，結果並未獲得善意回應

後，將受書的六歲小女生遺照放在其豪

宅鬥口，希望有天卻爾登希斯頓能良知

發現。

嗎?他是否顯得憂鬱或沮喪?或許在溫

暖的關懷關條中，可以挽回這十幾條年

輕的生命。除此之外，成人可能還必須

去檢討與反省的是，自身是否做了不好

的示範作用。關懷的首要步驟就是「身

教 J ( modeling) ，透過典範形成，風

行草懼，移風易俗;唯當成人世界用武

器與暴力來解決紛爭、捍衛權益，甚至

大發戰爭財時，以他人生命為獨狗時，

如何做為青少年學子的模範?怎有立場

指正青少年的脫軌行為? ，-教育之道無

他，愛與榜樣而已矣! J 成人世界宜深
EEl n 
J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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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恐慌與媒體素養教育

麥可認為，美國之所以槍枝氾濫，

暴力問題嚴重，其中重要因素是因為

政客、企業與媒體共謀所製造所出來的

「道德恐慌 J r 道德恐慌」是由於媒

體和大眾的反應過份地誇張和扭曲事

件、個人或群體，將其視為是對社會價

值和利益的威脅。而道德恐慌的主要掌

舵手正是媒體。媒體報導會將某些人

刻板印象他，指責他們是所謂的「壞

人 J 並將偏差行為做出放大的作用，

形成對於社會價值與道德倫理的威脅氣

氛出來，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恐慌。換

句話說，道德恐慌在某種程度上是被

「媒體製造 J ( mediamaking )出來的，

其在「再現 J (represent) r 實在」

(reality) 的過程中，是一種「錯誤的

再現 J (misrepresent) 當權者、媒體

與專家們才是道德恐慌的始作俑者，他

們對於某人、某事或某物的恐慌遠超過

了其所可能真正造成的威脅。透過對於

規範與道德的加強約束，他們的主要目

的乃在於為了捍衛某些統治利益或意識

形態的合法性，以掩蓋社會危機的真正

根源 o 從麥可的觀點看來，道德恐慌正

是政客們與其共生之企業的利益搖錢樹

所在。因此，將問題歸因到重金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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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暴力電玩、暴力電影等青少年可能

擁有之次文他上，根本就是轉移焦點、

文過飾非。

面對前述這樣的情形，教育上可

以做的，是實施媒體素養教育(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協助學生去批判性地

判斷媒體所提供出來的資訊，戮破媒體

製造的錯誤意識。媒體素養教育就在於

教導學生閱讀、分析並解碼媒體文本;

教導學生不但要能批判媒體的再現論

述，且還要學習運用媒體作為自我表達

與社會實踐的行動工具。同時，具批判

性的媒體素養不僅教導學生從媒體中學

習，也關心發展能賦權學生的媒體技術

並使其更主動及有能力參與學習生活及

社會實踐。媒體素養教育因而是個教導

批判性技能與運用媒體為工具以改變社

會現況及提昇自我的綜合取向。而在今

日充斥著各式各樣意識型態操弄媒體的

臺灣社會中，媒體素養教育更顯見其重

要性與價值。



ò量加油站
〈科倫拜校園事件} (Bowling for Colu的i別的省思嘲藍藍

結語

我們慶幸臺灣是個槍枝管制的法治

國家，應該不至於發生類似科倫拜校園

的嚴重槍擊事件。但是不可忽略的是，

臺灣的中小學校園中依然有霸凌現象的

存在，其中被霸凌者長期壓抑的心靈若

未獲得關注、支援與協助，難保不會有

爆發的一天。同樣的，霸凌者的心態與

行為亦必須受到關注，不可任由其行為

持續下去。無論霸凌者或被霸凌者，都

需要成人給予溫暖的關懷，協助他們走

出生命的幽谷。而在這個過程中，家

長、教育者及其他成人們對於青少年必

須多加關注，不僅要關注他們在學校中

的學習生活，也要關注其在校外的生活

情形，才能較為全面地瞭解青少年的問

題。而除了關注之外，關懷問題青少

年，讓他的心靈仍有所依靠，能戚受到

有人關愛，便不至於憤世嫉俗、偏差激

進，方能有效地消揖青少年問題。另

外，媒體製造的道德恐慌亦需受到批判

性的解讀。電視、電影、電玩、搖滾樂

與暴力行為問的關連性並未獲得高相關

的證實，要完全禁制這些多媒體不可行

也沒必要;較為積極而正向的方式還是

透過媒體素養教育的實施，協助青少年

增進其批判性的判斷能力。

註一、本文有關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始末之陳述，主要參考《維基百科》

2007/2/27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 。

註二、本文有關道德、恐慌與媒體素養教育之論述，主要參考楊洲松 (2004) , {當代

文化與教育一文化研究學派與批判教學論的取向》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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