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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版面（以時間性區分） 版規 

仍在台大椰林時的「站

崗的女人版」 

歡迎光臨GFonguard(站崗女人版) 

在您po文章前，請容藍月版主提醒您 

 

1) 請善用精華區資訊; 

2) 請不要因為擔心男朋友的單位會不會太操，就把

男朋友的單位寫出來; 

3) 勿發表與本板立意無關的內容或廣告; 

4) 關於當兵本身的議題請考慮po在其他板; 

5) 發言時請注意口氣和態度 courteous; 

6) 回應他人文章時請避免過多的引言; 

7) 若有post不願被收入精華區者請註明; 

8) 請克制想post一兩句灌水文章的衝動.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措詞 以免造成

大的誤會或是洩密 

若有違反以上規定者，寄回信箱後刪除 

甫搬遷到PTT的「站崗的

女人版」 

1.絕對禁止任何形式的商業廣告(包括po文、暱稱、

推文、簽名檔)，違者經板主公告後以小d刪文及劣

文退回，並給予一次警告。累犯者將予以永久水

桶。 

2.禁止任何形式(包括po文、暱稱、推文、簽名檔)

出現的謾罵、挑釁、猥褻、人身攻擊、髒話、政治

等相關內容，違者經板主公告後以小d刪文及劣文

退回，並予以水桶一週，累犯者將予以永久水桶。 

3.本板嚴禁使用注音文，並請注意選字，若經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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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為非必要的注音文，板主會先用推文提醒，並

以信件通知po文者，要求板友修改(在文章前按

E─shift+e可進入文章修改)。若一天之內沒有改

善，經板主公告後以小d刪文。 

4.非站長、組長、板主請勿在標題使用公告，也請

勿回覆公告標題之文章。若對於公告內容有心得或

意見，請另起標題發表。違者經板主公告後以小d

刪文。 

5.請勿發表如題、推文等無內文之文章，也禁止發

表一行文(發問原文視情況不在此限)，違者經板主

公告後以小d刪文。 

6.請避免缺乏內容的文章出現，並請愛用推文功能

(在文章前按大X─shift+x)。若經板主判定為不具內

容的文章(即判定可以使用推文回文者)，板主會先

用推文提醒，並以信件通知po文者，要求板友砍除

文章，若一天之內沒有改善，經板主公告後以大D

刪文。（註一） 

7.本板板旨以「抒發心情」跟「軍旅資訊的提供及

交流」為主，請大家不要著墨在太瑣碎的事上面，

心情描述與日記、流水帳是有所不同的。也請避免

只po退伍日期計時器所顯示之資料。 

8.與本板主旨不合的議題請不要在此討論，板友各

自的交流也請私下解決，不要在板上公開討論。討

論區是大家的，不是由數個板友所專屬。違者經板

主公告後以大D刪文。 

9.軍中有許多的機密或者是需要保密的資訊，如：

營區所在、部隊移防、演習…等訊息，請勿在板上

公開討論。違者板主會先用推文提醒，並以信件通

知po文者要求修改(在文章前按大E─shift+e可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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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修改)。若一天之內沒有改善，經板主公告後

以大D刪文。 

10.所有經板主刪除的文章將會先放在精華區「有

關板務的東東-爭議文章」中，po文者在板主刪除

文章後，三天內可來信向板主提出上訴。三天內未

上訴者，板主將會把文章、連同刪文原因的公告，

一起移轉到精華區「有關板務的東東-違規文章/刪

文公告區」中。文章轉至此區後，所有上訴將不予

受理。 

11.對於另一半較親暱的稱呼，基於讓站崗姐妹們

抒發心情為本板板旨之一，基本上不鼓勵也不限制

使用，請板友們自行斟酌。 

12.請避免使用「請問」、「請問一下」…等籠統

標題，儘量將主旨於標題中點明，以方便資訊之搜

尋與管理。 

13.回文時請視板面狀況刪除部分引言，避免文章

過長，造成板友在閱讀上的不方便。 

14.轉錄文章時，請尊重原作者，將作者及文章出

處附上。 

 

（註一）雖然板上沒有強制規定po文的量，但希望

大家的文章能具有一定的質。不然的話，會希望板

友多用ptt偉大的推文功能(在文章前按大寫

X─shift+x)，避免造成板面的浪費。 

 

如果板友認為以上板規有爭議，歡迎私下跟板主討

論喔，板主很樂意就有爭議的地方發起投票，以板

友投票出來的最後結果作為修改板規的依據。但就

沒有爭議提出的狀況下，請板友務必遵守規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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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畢竟砍文的動作是板友不樂於見到，板主也

不樂於執行的。但既然遊戲規則已定，若不加以執

行，對於遵守規則的板友們是很不公平的，所以請

大家多配合。 

謝謝大家對站崗板的支持，站崗板的秩序需要大家

一起維護喔^^77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PTT「站崗的女人版」

公布的新版規 

發文前請務必閱讀過置底版規及注意事項 

發問前請先尋找精華區，或搜尋標題以及相關關鍵

字，必免同性質問題一再出現 

 

1.禁止任何與本板立意無關的內容或廣告 

2.禁止任何形式的謾罵、挑釁、猥褻、人身攻擊、

髒話、政治等相關內容 

3.回應他人文章時請避免過多的引言，並請注意禮

貌跟態度 

4.嚴禁使用注音文，並請注意選字 

5.請克制想post一兩句灌水文章的衝動.一行文則砍

文無異 

6.非站長、組長、板主請勿在標題使用公告，也請

勿回覆公告標題之文章 

7.請勿發表如題、推文等無內文之文章，以及一行

文(發問原文視情況不在此限) 

8.本板板旨以「抒發心情」跟「軍旅資訊的提供及

交流」為主 

9.避免缺乏內容的文章，避免著墨太瑣碎的事，區

分"心情描述"及"流水帳"的不同 

10.軍中有許多的機密或者是需要保密的資訊，請

                                                
77 網路上表示笑臉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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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在板上公開討論 

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PTT「站崗的女人版」新

增並適用至今的版規 

除了以上十點外並新增： 

為了使版面文章整齊 以及讓版友容易辨別文章之

內容 

 

自即日起 站崗版文章更新標題類別 

 

特別是以下３項設有罰責 請特別注意 

 

1.什麼標題格式都沒選 也就是沒有[OX]->這個東西 

2.電話信件相關文章 使用了其他的標題 這是禁止

的  不能用心情甜蜜之類的原因  是因為可以讓不

想看電話信件這種一值重複出現文章的板友  可以

看到標題就知道文章的內容 就知道這篇文不用進

去看了 

3.懇親相關文 也不能用其他標題這個是為了讓新來

的姊妹 只要用/搜尋懇親 就可以方便找到所有懇親

相關的消息跟心得 而且懇親文出現的比率也很高 

一樣有人不想看 也是看標題請自動跳過 其他類別

則無硬性規定 也不會有懲罰 

 

請新來的姊妹多多留意^^ 

修訂後的標題格式 

 

1.[問題] 與站崗版相關之問題皆可,但電話、信件、

墾親等相關問題,不可使用此項標題 

2.[分享] 可分享資訊、情報、相關新聞,以及禮物製

作、準備物品、經驗談、心得討論 

3.[閒聊]  難熬的站崗期間的輕鬆話題或趣事..etc,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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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偏離站崗版的主旨 

4.[甜蜜] 盡情炫燿小倆口的事:) ,但嚴禁電話與信件

文寫於此分類 

5.[心情] 抒發各種心情,生氣、開心、難過、抱怨、

想哭都行 

6.[電信] 所有關於電話與信件的相關問題與心情,一

律使用此分類 例如為什麼沒接到電話(信?) 信箱是

多少? 通話過程與內容等 但請避免流水帳式的紀錄

來電時間與內容(下面有附註) 

7.[懇親] 跟懇親相關一切事宜,包括時間地點、行前

準備、徵求同行(共乘)、與後續心得 

8.[其他] 以上分類都沒有出現的,就自行選用標題,但

為避免版面混亂,字數限定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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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站崗的女人」版衝突事件六文本 

事件六起始點 

      「站崗的女人」版在2006年出現了一位W版友，會用推文的方式表達她的

意見，但是行文的語氣及用字帶有諷刺意味，比方說，在版友發表文章談自己

與男友感情問題時，她可能會刻意推文強調自己的男友與作者男友的不同，以

凸顯她自己男友比其他版友男友好；另外因為W版友會用其他的分身78讚許自己

發表的推文，導致W版友長期在「站崗的女人」版並不受歡迎。到了同年十月

十五日，其他版友對W版友的推文忍受度到了臨界點，Y版友首先出面發表文章

直指對W版友的不滿，而因為W版友已經在版上以諷刺的方式推文四、五個月

以上，因此其他人也很快跟進挑戰W版友的行為： 

 

可是是[sic]可忍孰不可忍啊！再忍下去我就要下岡[sic]啦，就沒機 

會常來了啊啊啊！關於那位『凡有不幸文必來報到』的W小姐（恕 

不以姊妹稱呼了以我的等級顯然還不夠跟你稱姊道妹），不管你現 

在是認真地閱讀著別人訴苦求助的文章，尋思該怎麼推文炫耀、刺 

激原PO本來已經受傷的心靈，還是依偎著你那位既幽默，又識大體 

的神奇男友，洋洋得意地分享你這一個禮拜又笑嘻嘻地推文暗箭傷 

了多少人，你那位既幽默，又識大體的男友，也很配合地適時穿插 

一兩句風趣到不行的話，引得你格格[sic]笑個不停。 

 

是，你很幸福。版上所有姊妹常遇到的問題，什麼男友打電動不 

理她，懇親要跟男友媽媽搶男友，什麼吵架被兇、惡言相向、突 

                                                
78 在BBS系統上，每個ID登入的時候都會顯示其電腦的位址來源，一台電腦通常會與

一個位址相配，因此原理，「站崗的女人」版查出有其他推文稱讚W版友言論的ID登

入的位址與W相同，因此認為W不只使用一個ID到「站崗的女人」版上進行人我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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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甩，你通通沒遇過，你男友又溫柔又體貼，雙方家長都超級 

祝福，全世界最幸福的站崗女就是你！ 

 

⋯⋯ 

 

我相信你很精明，不像我們這麼傻，PO一大篇閃光文讓不想看 

的人可以輕易避開，你的推文埋伏在很多個角落，常常造成不可 

臆測的驚喜，你覺得你的推文針針見血，出發點是為了原PO好 

（順便炫耀你的幸福一舉兩得何樂不為），你搞不懂為什麼世界 

上有那麼笨的女生，在男生對她這麼過份的前提下，還能痴痴等 

待，所以你用自身的幸福、別人身上汲取的經驗（因為你都沒遇 

過只好用別人的例子來衡量）加上有刺的言語和"^^"這個20世紀 

末開始表示友善的符號，強迫性按下shift+x79地提供原PO最一 

針見血的意見，並認為那些『秀秀』、『抱抱』的推文可笑至 

極，因為她們完全沒有建設性，整個站崗版充斥著這類毫無建設 

性的推文實在很好笑，你跟你那位既幽默，又識大體的男友提起 

的時候，兩人都笑得東倒西歪，你那位既幽默，又識大體的男友 

摸摸你的臉頰說『還是我女朋友（註1）的推文最讚啦！那些笨 

女生推那些有什麼（註2）用？』 

 

（註1：因為你男友非常識大體，所以想必不會用寶貝、婆、老 

婆、北鼻、鼻之類肉麻兮兮的稱呼來稱呼你，又因為教養很好， 

絕對不會使用『我馬子』這樣的字眼）（註2：因為你不會允許 

男友說粗話，所以他會使用『有什麼用』取代粗俗的『有屁 

                                                
79 若要對PTT上任一篇文章推文，只需在該篇文章之前同時按下shift與x兩個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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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你這種方式，應該就是最典型的『在傷口上灑鹽』或者『打 

落水狗』吧，眾家姊妹其實都看在眼裡，有人不滿地念了幾聲， 

遭到你火力全開的反唇相譏，那個言不由衷的『^^』符號，從此 

在我的眼裡變成一種諷刺。 

 

版風溫馨無比的站崗版，當然誰都不想討戰，很怕在『站崗版』 

被除名了，就不知道要流浪到哪裡站崗，所以每次對你的推文的 

爭執，最終都笑笑帶過。⋯⋯所以我再也不想忍耐下去了！！！ 

怒！！！！！傷害別人很好玩嗎？炫耀幸福很快樂嗎？我知道有 

時候有的姊妹對你的推文反應過度，甚至斷章取義造成莫名其妙 

的誤會，可是那也是因為你的行徑大家都忍很久了才爆發的吧， 

我知道要你檢討是白費唇舌，也預料得到你會怎麼反擊這篇文 

章，當然也做好了在站崗倒數10天因為討戰而被寶貝林80刪文或 

除名的準備，可是我真的忍不住想要說：W小姐，你夠了吧你。 

（Y，2006.10.15） 

 

事件六  衝突氣氛醞釀  

        Y版友的文章除了得到數十版友的推文以表同感外，也引發其他版友發

表類似的文章質疑W版友的身分與性別： 

 

很抱歉，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回一篇文章。W小姐!!!!!!你真的是小 

姐嗎？你真的談過戀愛嗎？你真的有"男朋友"嗎？如果你不是小 

                                                
80 「站崗的女人」版成員對其中一名版主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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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而你有男朋友，那我們就看看就算了，因為我們不相信你真 

的有"男朋友"，套句老話，"你咧騙鬼咧賣呷水"81⋯⋯誰沒有跟男 

朋友吵過架？沒有因為某些事情而有過心情低潮？兩個來自不同 

家庭的人，一定不會百分之百的吻合，就連在同一個家庭出生的 

人，都會吵架了，男女朋友吵架是正常的事，人家心情不好你在 

吵個屁～對，老娘我就是粗魯，你咬我呀!!!!我就是看不慣你欺負 

那些來po低潮文的姐妹，你的推文帶著不懷好意的^^你的推文一 

針見血嗎？不，在我看來，你的推文是屁～心情不好的時候，誰 

需要你帶刺又炫耀的文章，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們不需要你來告 

訴我們你跟你男朋友有多好～這裡—站崗版，本來就是讓所有姐 

妹來抒發情緒的地方，所謂的抒發情就，就是希望有人可以聽聽 

我們現在想要講的話～相處又不是你在跟我們的男朋友相處，你 

不需要拿你們的模式套用在我們的身上!!!!聽懂了沒？不．需． 

要。我們不需要在低潮的時候聽你那些帶刺的炫耀!!!!!!我～T， 

很嚴正的告訴你，從你鬧我的兩次推文之後，正式的摃上你! 

（T，2006.10.15） 

 

  如同以上的文章發表後，越來越多版友也發表語氣嚴厲的長篇文章，或用

推文的方式表達對W版友的不滿，這樣的文章篇幅與語氣在「站崗的女人」版

並不常見，也因此凸顯其在這個社群人我溝通中的特異之處。社群版主在十月

十五日當天也發表了文章揭露她自從八月底就不斷地接到檢舉W版友行為的信

件，但是當時並沒有發生像事件六這麼大的人我衝突事件，所以版主僅是私下

寄信到W版友的電子信箱，希望W版友收斂自己。就在版主也發表了文章後，沈

寂一天的W版友在對她表達不滿的文章下面用推文的方式回應了其他版友的挑

                                                
81 台語俚語，指欺騙別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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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版主終於出現！版規禁止人身攻擊，請版主先查誰才應該浸水 

桶。版主要公正，也歡迎去看我的推文，不過是不討喜而已。總 

之我沒犯版規，浸水桶的話應該是樓上那些說粗俗話的先請。 

（W，2006.10.16） 

 

 但是W版友的回應與語氣並沒有表現出她接受或反省其他成員對她的批評，

雖然在文字使用上並沒有比Y與T直接或嚴肅，但她的態度僅是讓氣氛更加緊繃

而已，反而引起越來越多版友發表文章或推文批評W版友，在不到兩小時之

間，湧進超過四十五成員推文或發表文章認為W沒有資格說其他人對她人身攻

擊： 

 

請搞清楚誰先引起公憤阿!（TOY，2006.10.16） 

如果被送水桶可以讓妳噤聲，那我很樂意陪妳一起！（CAT， 

2006.10.16） 

我們這裡沒人想看你的推文，懂嗎?!（MIM，2006.10.16 

你躲的過這一次再說吧，來人呀，關門，放狗！（SH， 

2006.10.16） 

 

事件六——衝突轉折  

 

  到了十月十五日晚間接近凌晨時，距Y版友發表文章後近五小時，出現了第

一則由AO版友所寫、要求版面氣氛回復平和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AO版友故

意使用了模仿豬叫的語助詞「噗」，試圖以貶低自己的姿態來懇請其他使用者

平息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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噗…雖然我有時候也覺得W大推文很誇張…就是有一種完全的 

傻眼⋯⋯呈現一種冏rz82的狀態…我也知道他的推文會讓po文的姐妹 

更難過、更傷心⋯⋯唔⋯⋯可是好像這件事已經討論過好多次了吼 

⋯⋯而且大家愈罵愈耶⋯⋯我真的不是幫他講話⋯可是看到那麼火 

爆的站崗版⋯⋯真的很不習慣耶⋯⋯尤其是推文都推到爆了⋯⋯：) 

噗⋯⋯馬上就要冬天了⋯⋯大家的火氣不要那麼大了嘛⋯⋯希望大 

家趕快平息怒火哦⋯⋯一直很喜歡這個版的氣氛⋯⋯（AO， 

2006.10.16） 

 

   AO版友的呼籲馬上得到許多版友一致認同，紛紛在她的文章下面推文要求

衝突停止，但是這時「站崗的女人」版友仍繼續發表對W版友的不滿，衝突氣

氛稍緩但並未全部消失。直到十月十六日凌晨一點二十一分，第二則明確提出

跟AO版友相同訴求的文章出現，採取跟AO版友一樣的策略，用低姿態、溫情

訴求平抑衝突氣氛，在這則文章出現之後，衝突氣氛則迅速趨緩，發表文章或

推文批評W2的人數也銳減，整個衝突事件在版主同日公告要將W版友浸水桶83

之後結束： 

 

各位可愛的水水們~(那個人不算⋯⋯)不要為了他破壞站崗的心情囉~ 

站崗是很美麗的一件事，至少我是這樣想⋯⋯可以等待、擔心、焦 

急，也可以甜蜜、幸福。在這個版上大家都是挺你的，像我很多關於 

站崗的心情都是在這裡講，因為姐妹們都很了解，也會心疼你，至於 

那種不懂別人心情的人就不要讓她破壞我們版上的氣氛，因為不值 

                                                
82 冏與「窘」字同音，是以文字圖形模擬無言、傻眼面部表情的字，r與z合在一起則模

擬趴著的身體形狀，整體加強無言傻眼的情緒。 
83 浸水桶代表的是版主行使她被系統賦予的功能，將某版友設定為只能觀看文章而無

法公開發表文章或推文或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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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每次我看到一些姐妹POㄧ些可愛或好笑的文章，都覺得很好玩， 

但是看到他的推文就很不爽...很想罵髒話...這是一個很棒很溫馨的 

版，不要被破壞了。希望他走開，還給我們開心的版!!因為我們都是幸 

福又美麗的站崗女。（ISL，2006.10.16） 

       

      事件五及事件六的處理方式共同呈現一個非常特別的趨勢，也就是說，

當有衝突在這個版面出現，在衝突到達某個高點之後，版上的成員會集體出

現呼籲衝突停止並回到原有的和平氣氛，而衝突也會在這樣的呼籲之後快速

平息84。與事件五相同的是，ISL文中也顯示出，希望社群衝突氣氛快速平息

的原因也是以當兵中的男友為中心思考的（ISL：「 不要為了他破壞站崗的

心情囉~站崗是很美麗的一件事，至少我是這樣想。」） 

 

                                                
84 相關討論請見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