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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以近來在世界各地風行的「仆街」和「快閃」行動為例，試圖探討此類現象在當代

快速傳染的「共感」究竟為何。它是傳達或是對抗某種百無聊賴的終極手段，是某種癮

頭的另類形式，還是一種新媒體時代下比蠢的影像競技？本文將試圖提問，此類行動的

美學(或非美學)形式與行動藝術有何殊異？其公共參與性與社群集會或政治行動有何不

同？其以惡鬧為目的還是另有其特殊性？我們是否能夠界定此類行動的目的，亦或此行

動本身是某種「目的未滿」？透過對於這些現象的詮釋，本文將試圖扭轉及改寫班雅明

所說之「經驗的匱乏」，來提出另一種對於「經驗」概念的理解。最後，本文也將討論

當快閃行動這種群聚形式出現在非民主社會裡，其介於行動藝術與政治行動兩種形式之

間的模糊性，如何恰好引發了政治和非政治兩種相悖之解讀。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新媒體、感動、經驗、仆街、快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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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ing the phenomenon of “planking” and “flashmobbing” which take place around the 

world as instanc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what is the “affect” that circulates these 

activities in such a contagious fashion. Are these activities a way to communicate or to resist a 

certain boredom? Are they an alternative form of addiction? Or, are they a visual competition 

for stupidity in the new media a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sk, further,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esthetics (or non-aesthetics)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that of the performance ar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public intervention and that of a political gathering or 

action? Is their purpose simply to make-fun or is there any other peculiarity? Can they be 

defined with a purpose or are they thoroughly non-teleological? Besides,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se new media age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way to explicate the concept of 

“experience,” which is a rewriting of Walter Benjamin’s “poverty of experience.” Finally,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taking-place of flashmobbing in non-democratic societies, in which 

the uncertain form of this activity is exactly why it is often led into contrary interpretations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Keywords: new media, affect, experience, planking, flashmobbing, revolution 

 

 

一一一一、、、、理性未滿的理性未滿的理性未滿的理性未滿的((((非非非非))))美學形式美學形式美學形式美學形式，，，，以以以以「「「「仆街仆街仆街仆街」」」」和和和和「「「「快閃族快閃族快閃族快閃族」」」」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像是「快閃族」這樣的行動，要讓它在新媒體時代以前發生，

它會是怎樣的模式？首先，它很可能是由一群已知的群眾所參與，而不像今日透過網路

社群連結而有原先未預期的人匯聚。其次，它只能以隨機的方式影響當時在場的少部分

群眾，透過舊媒體所傳播的速度和影響的幅度也有限。因此，它很可能只是少部份人參

與的「行動藝術」，能夠參與該行動的人很可能都是與「藝術家」這種行為身分直接或

間接相關的人。而一個從來不知道何謂行動藝術，也沒有任何機緣在街上巧遇此場景的

一個平凡上班族，或是一個和藝術打不著任何關係的大學生，或甚是在世界任何角落千

千萬萬無名、平凡、庸碌的個體，雖然可能具備了參與此行動的「潛能」，但是這些「潛

能」幾乎沒有行動的觸發點。這是舊媒體時代與新媒體時代最大的不同，能夠參與這類

行動的人通常「已經」是行動者，例如行為藝術家、社會運動者等，而少有機會觸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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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具備行動潛能但尚未具有行動意識這類層次的個體。然而在新媒體時代，這廣大幅度

的潛在參與者卻更容易被「觸動」而成為行動者。在新媒體時代透過手機網絡、社群網

站的連結，每個人都是行動的潛在觸發點，而透過影像在網路上的快速傳播，這類行動

已跨越藝術家或社運者這類具名的身分和有限的社群而延伸朝向外部廣大無邊的未知

群眾。 

 根據一位 CNN 記者所作的報導，所謂的「快閃族」最早出現在 2003 年六月曼哈頓

梅西百貨公司，當時大約有一百個人群聚在該百貨的家俱部門，宣稱他們共同居住在紐

約市郊，需要購買一張「愛的地毯」。同時另一批人群聚在蘇活區的一間鞋店並宣稱自

己是來自馬里蘭州的遊客，而稍後更有另一群約數百人的群眾聚集在中央公園集體發出

鳥鳴。自曼哈頓的首發快閃行動開始，類似行動快速地在世界各大城市散播。同年在羅

馬，大約有三百人跑進一間書店指名要購買根本不存在的書籍。在柏林，一批約四十人

的群眾在大街上突然拿出他們的手機並大喊：yes、yes，然後鼓掌1。如果在 Youtube 上

鍵入 “flashmob”，大約會出現十萬條搜尋結果2，而最高點閱率的是「哈利路亞快閃」：

在美國某購物中心美食街突然有人開始對著手機高唱哈利路亞，接著一個一個的人跟隨

高歌，此影片已高達三千萬次點閱率3。其次是 T-Mobile 在 2009 年於倫敦利物浦火車站

透過舞蹈快閃進行商業性質的廣告宣傳活動4。另外，紐約中央車站和巴黎都出現的木

頭人快閃族，透過號召一群人在廣場上靜止不動達數分鐘的行動模式來擾動車站尋常氛

圍5。此外，還有各大城市都出現過的枕頭大戰快閃族、麥可傑克森《戰慄》(thriller)舞

蹈快閃族等。雖然部份快閃行動具有其商業宣傳目的而嚴格上並不能算是真正素民自發

的快閃行動，然而，我們依然可以從這些影片當中看到快閃行動的共同特質：在尋常毫

無異狀的人群之中突然發生，由一人開始至數人而漸漸愈來愈多人數加入行動，然後行

動模式結束後，若無其事地返回尋常狀態。在曼哈頓首發快閃行動的比爾‧沃席克(Bill 

Wasik)6 如此告訴記者：「我稱此為『無以名狀的群眾』(inexplicable mobs)。對於許多人

而言，它純粹是個玩笑，而對某些人而言，它是社會性的，因為純粹喜歡與人們聚集。

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上街參與這類活動就是一項政治行動。而我個人喜歡這類行動因

                                                 
1Sandra Shmueli. “‘Flash Mob’ craze spreads,” <http://www.cnn.com/2003/TECH/internet/08/04/flash.mob/> 
2 根據筆者於 2011 年 7 月 6 日的搜尋結果。 
3 “Christmas Food Court Flash Mob, Hallelujah, Chorus,”<http://www.youtube.com/watch?v=SXh7JR9oKVE> 
4 “The T-Mobile Danc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Q3d3KigPQM> 
5 “Frozen Grand Centra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wMj3PJDxuo> 
6 Bill Wasik 是 Harper’s Magazine 編輯。據他在 2006 年 3 月號的 “My Crowd, or Phase 5” 一文中指稱，

在紐約曼哈頓的第一場快閃族是他所進行的一項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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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認為它是美學式的，我喜歡看人們從看似不知名之處跑出來然後聚在一起」7。具

沃席克本人指稱，他是紐約首發快閃行動的發起者，然而「快閃族」(flash mob)這個詞

則是由 cheesebikini.com 這個網站經營者8所命名的。這個詞自 2004 年開始被收錄在牛

津英語辭典(OED)中，「完全互相陌生的一群人透過網路或手機而公開聚集，表演一段完

全無意義的行動而後隨即解散」
9
。而在維基百科上是這樣被定義的：「一群人在某公共

場地上突然間地聚集，在一短時間內進行一項不尋常或是毫無意義的行動然後解散，通

常有其娛樂、嘲諷或是藝術性表達的目的」10。 

 若進一步分析這種快閃行動為何能夠引起世界各地的「共感」，其惡作劇的性質究

竟跟類似以往在街頭上進行整人大爆笑這類的惡鬧有何不同？其公共參與性又與社群

集會或是政治行動有何不同？又其素民自發參與所產生的美學形式又與藝術家自覺的

行動藝術有何不同？以快閃族行動為例，它似乎具備了以上所有性質，但同時也都不能

夠被完全等同於其中任何一類，它基本上是以上所有性質的綜合，然而卻扣除了以上活

動所具備的積極目的性。也就是說，它惡鬧，但它不以惡鬧為目的；它介入公共，但沒

有政治目的；它具備美學形式，但是它還不是一項具有論述性的作品。它是所有以上行

動目的的「未滿」。然而，為何這樣的「未滿」反而能夠激起如此廣大的共感？為何如

此「非目的論」式的行動號召反而更能夠串連起當代普世的共通感覺？當我們細想，如

果說前些年開始流行的 kuso 這類諧仿文化是以惡搞的形式去攪亂原創作品，那麼，快

閃族這類行動似乎又比 kuso 文化更加去目的論，因為它的行動內容更加虛無也更難以

被描述，凝聚行動的力量也更加難以預期，它以更「微動」的方式瞬時介入公共和群眾

感知，它不是一個能夠銜接歷史軸線的社會運動事件，也不是一件思考深刻的藝術作

品，它基本上單純呈現以上意義的闕如。在這類行動面前，什麼「反叛」、「抵抗」、「顛

覆」這類詞語都像是太過正式的字眼，因為基本上它只是想毫無內容、毫無目的的「耍

蠢」，我們甚至還無法找到一個適切的詞語來描述它，它是一個不明朗的感覺系統，一

個介於無意義和意義之間的「準意義」，一個介於主體性和去主體性之間某種充沛「蠢

體性」(stupidity) 的準行動。 

 相較於快閃族，近來還有一個更加無以名狀的行動：「仆街」11。仆街事實上不是一

                                                 
7 Sandra Shmueli. “‘Flash Mob’ craze spreads.” 
8 根據 Wasik “My Crowd, or Phase 5” 一文，是 Sean Savage 將此類行動命名為 “Flash Mob”。 
9 “A public gathering of complete strangers, organized via the Internet or mobile phone, who perform a pointless 
act and then disperse again.” <http://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flash+mob> 
10 “Flash Mob.” <http://en.wikipedia.org/wiki/Flash_mob> 
11 「仆街」此中文名稱來自於粵語的口頭俗語，原本是一種咒罵人的俗語，但在此仆街純粹作「趴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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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活動，它是一個簡單動作：臉朝下趴在一個選定的尋常或不尋常地點，製造一種看似

奇異又鬼態的影像，有時純粹挑戰危險：在建物高處、籃球架、路燈、鐵軌上甚至是移

動中的車輛上仆街(圖一)，有時是隨性所致：在廚房、公園、吧台、櫥窗、郵筒等，有

時是製造笑點或奇點(圖二)，有些則帶有挑釁意味例如在警車上仆街，或是香港有青年

以仆街方式抗議政府。台灣有仆街少女也以仆街介紹景點而一仆成名(圖三)。而近日泰

國則有名年輕僧侶穿著僧袍仆在樓梯橫木上而引發當地佛教組織抨擊其褻瀆佛教(圖

四)。2011 年五月甚至有一名澳洲青年在自家七樓陽台欄杆仆街而摔死。而此仆街風潮

也已引來澳洲開始禁止在警車上仆街。仆街這種舉動和影像原發起於澳洲，英文 

“planking”，亦即像一條木板一樣筆直平「仆」，而此類仆街影像透過網路傳播造成世界

各地快速流行。透過網路，這類流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競爭，看誰的仆街照更危險、滑

稽、創意或是不尋常。Youtube 上一名女生上傳自己的仆街影片，在影片中她說：「仆街

對我而言是一種藝術形式，但事實上也沒有那麼藝術啦，因為你要做的只是把手和腿擺

直」。該女生在影片中跑到服飾店的櫥窗正要仆，旁邊出現男子聲音問：「她在幹麻？」

她的夥伴答：「她在仆街。」男：「那是啥？」，女：「就是你趴著… 然後…就…仆…」。

影片上傳者說：「我認為人們仆街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很無聊」12。 

 似乎，不管是快閃族還是仆街這些準行動或非行動，如以上所說的，是傳達或是對

抗某種百無聊賴的終極手段？是某種癮頭的另類形式？還是一種「比蠢」的影像競技？

究竟造就這些現象在普世快速傳染的「共感」究竟是什麼？這是一種普世的熱情還是一

種共通的「無感」？如果是「無感」，那麼這種「無感」或「無聊」是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 1933 年所診斷現代生活之無法被轉譯為「經驗」(experience)，換言之，現代人已經

被剝奪了「交流經驗的能力」13，一種經驗的無法轉譯性？或者是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透過班雅明進一步進行的詮釋：現代這些拒絕經驗，瓦解經驗，或是根本失去

了經驗的能力，並不是說現在人們已經沒有了經驗，而是經驗在個體外部上演，而人們

單純以觀賞的姿態來看待這些經驗，甚至帶著某種輕鬆的心態觀之14。或許，我們可以

經由阿岡本的詮釋，但不必然要以其悲劇式口吻來理解當代現象，因為如果我們說快閃

族或是仆街這類行動是年輕人無法經驗生命的結果，這似乎還不足以確切描述當代這種

普世現象的特殊性。我們若以快閃族和仆街這類行動為例來換個方式詮釋所謂「經驗」，

                                                                                                                                                         
上」理解，並沒有咒人的意味。 
12 “Plankin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obxy3jOVtg> 
13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 83-84.  
14 Giorgio Agamben, 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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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無法經驗生命」本身創造出一種「無法經驗」的(非)美學形式。

在新媒體時代，人們不但以觀賞之姿看待這些被外化的經驗，甚至，人們以模擬一種類

同的形式來重新經驗這種「無法被經驗性」。這一種透過「無法經驗性」而演變創作出

的形式並非是要去召喚出失落的經驗，而是透過影像將「經驗的闕如」形塑成一種難以

名狀、無法經驗的(非)美學形式以諧仿這種無法經驗性。 

 當班雅明以「經驗的被剝奪」或「經驗的匱乏」所描述的已經是二十世紀初的現代

性，因此這樣的描述事實上並不足以用來區辨當代的現象。更確切地說，此刻的現代性

並非是在一個經驗無法被轉譯的層次，而是以對於「愚蠢」的狂熱來創造出某種形式以

傳達或諧擬此無法經驗性。當代的「愚蠢」跟傳統上所講的「幽默」或是「趣味」並不

相同，它的意義不如此二者來的明確，它也沒有它們那麼聰明、理性與自覺。傳統上的

惡作劇，當我們看到某人不設防地遭到某個意外狀況入侵而感到驚嚇或莫名而覺得滑

稽，或是所謂笑話，可能都是較帶有嘲諷、挖苦、文字遊戲等等具有意識的笑點，它較

不具備當代這種難以名狀的荒謬性。而八零年代至九零年代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無俚

頭」，甚至是前幾年開始流行的說詞「跳痛/tone」，則開始漸漸地將「幽默」這種古典概

念的意義慢慢挖空，讓「莫名」本身成為發笑的梗，無俚頭漸漸地取代幽默，呈現一種

意義的中空。但是，讓無俚頭從電影中的梗進入日常生活的梗，則是新媒體推波助瀾下

的現象。以仆街為例，在臉書(facebook)上就有一個 planking 專頁，每幾分鐘就有人上

傳自己的仆街照，眾人無不卯足了勁進行一項比蠢的影像競賽。而在台灣，我們不但有

各種新媒體的總動員，甚至還加入了我們在地電視新聞媒體的特殊性：娛樂化與瑣事化

的新聞報告每天為我們進行本日最蠢影像總整理！
15
台灣絕對能夠堪稱世界上屬一屬二

以「愚蠢」熱潮「正式」標誌社會主流的現代社會。 

 標誌著當代的「愚蠢」概念，與班雅明所描述的二十世紀初那種喪失經驗的現代性

並不相同，因為與其說當代這種「愚蠢」是沒有意義的指涉，不如說它事實上是一股將

意義挖空的動能，這種「愚蠢」充滿了能動性，它能夠召喚無數的群眾「主動」模擬甚

至「創造」新的形式，但是這種能動不是一場主體行動，它是挖空行動意義的行動。新

媒體時代所掀起一連串挖空行動意義的「愚蠢」行動，透過 Youtube 和臉書而形成一批

又一批的「愚蠢感共同體」。 

 如果這種愚蠢感熱潮，作為某種理性未滿的狀態，正是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5此類新聞不勝枚舉，其中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 2011 年電視與平面媒體都有報導的《頭罩西瓜帽，騎

士搞怪暴紅》，<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3491872/IssueID/20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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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延續康德脈絡所談的「感動」(affect)，那麼，如李歐塔所言，這種感動是某種還未

受到理性所掌握之一股強烈熱情(enthusiasm)，甚至是一種「癡呆」(dementia)、一種「瘋

狂」(Wahnsinn)、一種不羈的想像力，這樣的熱情能看到的只是什麼都看不到，它沒有

辦法具體呈現自身內容。然而，這種熱情雖然理性未滿、意識未滿，卻比那些意識明確

的再現之物更加持續也更加強烈，它是一種無法被任何「形式」所捕捉的熱情16。然而，

當我們反觀新媒體時代所造就之種種標誌著「愚蠢」熱潮的非美學形式，卻似乎轉變了

以上李歐塔所言的熱情，因為當代的熱情正好是以種種「形式」，例如以「仆街」、「快

閃」這類形式所呈現的行動和影像。甚至，這種熱情的能動性在新媒體時代正是來自於

對「形式」表現本身的競賽。舉個例子：現在在 Youtube 上鍵入 “Planking”，觀看人次

最多的已經不是仆街影片，而是一個名為 “cone-ing is the new planking” 的影片17。影片

中一人開車進速食店車道買冰淇淋，向店員接過手時故意顛倒著拿，手拿著冰淇淋端而

不是脆皮。此外，還有種種不同於仆街形式例如蝙蝠俠倒立(batmanning)等。透過新媒

體影像的快速傳播，不管這些行動是對於「愚蠢感」的「熱情」或是對於「意義」的「無

感」，它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場「形式」的較勁。 

 

二二二二、、、、「「「「蠢蠢蠢蠢動動動動」」」」的政治的政治的政治的政治與新媒體世代革命與新媒體世代革命與新媒體世代革命與新媒體世代革命    

 今年六月初，德國漢堡一名十六歲少女，在臉書上張貼生日派對通知邀請她的好友

參加，結果忘記把派對設定為私人，結果在臉書上引來一萬五千人次確認參加派對，而

在當天仍然有超過一千五百名年輕群眾聚集到她的家門口要幫她慶生。她的父母甚至僱

請保全在當天保護其住家安全，緊接著甚至有百名警員出動維持現場秩序18，當天在場

眾多不認識該名少女的群眾高喊少女姓名，甚至已經製作好標語並且寫好慶祝歌曲要為

這名素昧平生的女孩慶生。這很顯然地也是某種類似快閃族的行動，但是去除了快閃族

的行為藝術性質，這一大群人單純地只是在現場叫囂著該少女的名字然後喝酒、唱歌，

熱烈地享受他們的惡鬧行動。透過新媒體的連結，在各個角落的每個個體都是行動的潛

在觸發點，都是潛在的行動者，然而，這種行動卻可能以多樣的動能出現，它可能是創

造力，也很可能是毀滅力，但重點是，甚至連它會以怎樣的動能和樣貌出現都無法預知。

                                                 
16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p.166. 
17 “cone-ing is the new plankin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ygNjMSllLQ> 
18“Not so sweet 16: Birthday girl goes into hiding after 1,500 Facebook users turn up for her party,”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394536/Not-sweet-16-Birthday-girl-goes-hiding-1-500-Facebook-use
rs-said-atte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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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這個派對惡鬧行動並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基本上已經具體呈現了新媒體世代行

動的其中一個樣態。 

 當新媒體世代的「熱情」被放置在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政治處境下，它所呈現的樣態

也截然不同，然而，其中不變的是其朝向未知的共通熱情。當這股熱情在民主社會中以

某種去目的論式行動呈現，它可能在另一種政治處境則以一種政治行動主體的典範之姿

出現。而此二者的相同之處正是在於，新媒體世代個體的微動力所形成的無組織能量動

員。 

 在 2011 年初的突尼西亞革命標誌了阿拉伯之春的首發革命行動，而突尼西亞革命

成功的一大關鍵在許多西方評論家眼裡，是一群突尼西亞年輕人透過臉書、推特(twitter)

這些新媒體每分秒發布革命最新情勢，以及在網路上號召群眾集結。當抗議聲浪於 2010

年底爆發時，突尼西亞政府開始封鎖由抗議者所架設的新聞發佈網站以及臉書網頁，而

目前在臉書上所看到的頁面，事實上已經是第六個架設的頁面。據報導，在這之前已經

有至少五名部落客遭到逮捕。這些部落客不但要翻越政府的網路審查，發布消息，他們

甚至還要扮演專業記者的角色，自行審查消息的來源是否正確19。突尼西亞革命的成功

關鍵其中之一即來自於新媒體世代對於網絡媒體的掌握，以及國內的網路用戶。突尼西

亞革命或許是在新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成功的一個例子，它是一個新媒體能量動員的「模

範」，它讓「新媒體世代」與「政治行動主體」畫上等號，讓革命這一政治行動首發了

一種新的形式：沒有領袖也沒有組織的有機動員。然而，突尼西亞的例子並不是讓我們

去簡化革命背後的國際情勢和歷史脈絡，也不是提出一個「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

這樣的網路烏托邦圖景，而是提出現今當代政治行動背後出現一個重大的新的變因。 

 相較於突尼西亞革命，2011 年初緊接著在中國的茉莉花革命，不能算是革命或大規

模示威，但也是一次透過網路的有機動員行動在多個城市「開花」。各地的動員在中國

政府驅散之後，《北京日報》的一篇刊文《自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這麼寫著： 

 

去年底以來，中東、北非部分國家局勢持續劇烈動盪，社會秩序混亂，群眾人身

安全沒有保障，生活陷入困境，動盪已經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值得

注意的是，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把亂局引向中國。他們通過互聯網煽動

非法聚集，妄圖製造事端，挑起「街頭政治」。廣大群眾對此強烈不滿，少數人的

                                                 
19Mike Giglio. “The Cyberactivists Who Helped Topple a Dictator,” 
<http://www.newsweek.com/2011/01/15/tunisia-protests-the-facebook-revolu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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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只能成為一場自編自演的鬧劇，有境外媒體戲稱其為個別人的「行為藝術」。

一些滿以為可以在中國製造和尋找中東式新聞的人，最後只能落空。20
 

 

值得留意的是，這段話裡稱此次茉莉花行動為「街頭政治」和「行為藝術」，並且作者

將這兩個用語都打上了引號。它在此正好利用了這兩個語彙之間移動著「政治」到「準

政治」再到「非政治」之間的模糊地帶，以「行為藝術」一詞來削弱甚至挖空該行動的

激進顛覆性，藉以勾消其政治動能。某種角度來看，民主社會裡習以為常的快閃族其所

處的「(非)政治」模糊地帶，以及其「非目的性」美學行動，在專制社會裡正好成為其

政府宣稱其「無效性」與不具利害性的詮釋空間。 

 類似於中國茉莉事件，而形式上更貼近「快閃族」的是 2011 年六月在國際間所稱

之歐洲最後一個極權國家白俄羅斯，一群年輕示威者在當地的社群網站 vKontakte 以及

臉書上成立 “Revolution through the social network”，其行動以快閃族的形式反抗其極權

統治者。一開始群眾看似只是在廣場上散步交談，然後一到了約定時間，每週三晚間七

點，群眾即開始集體拍手。然而，持續到第三週，這個沒有口號、沒有語言而單純拍手

的集會引來在場的便衣警察逮捕了數名群眾。遭到逮捕的群眾通常被判高額罰金，而社

群網站也公開徵求支付這些罰金的捐款。類似抗議形式事實上在白俄羅斯層出不窮，早

在 2006 年就有一群年輕人透過簡訊、電郵和網路約定好以一起聚集吃冰淇淋的抗議形

式挑戰其政府的忍受限度。在中國或是白俄羅斯這樣的專政體制下，快閃族這樣一種行

為藝術可能看似與紐約、巴黎發生的形式類似，同樣地也是透過新媒體召喚和動員能

量，以微動的方式介入公共空間，然而，其內容和指涉卻大相逕庭。它以類似形式發生

但所引來的觀瞻和猜測，並不是像我們先前所說的那種「目的未滿」或是「無法經驗性」，

而在此它已經是一種能量充沛的政治行動，是一場「準革命」。 

 同樣地，某種惡搞文化的樣態在專政體制下的指涉也是更加飽含政治動能，「草泥

馬」的惡搞文化便是典型的例子。「草泥馬」是髒話的諧音，也是一種虛構的動物名稱，

但依照網路上流傳的圖像，某種名為「羊駝」的高原生物被作為草泥馬的具體形象借用。

草泥馬或是「河蟹」(「和諧」的諧音)，是為了抗議中國網路審查制度的產物，網路上

不但流傳有<草泥馬之歌>多種版本，甚至還衍生出了一系列相關商品包含 T 恤、公仔和

線上遊戲。在此，相對於先前所述之目的未滿、理性未滿的愚蠢形式，「草泥馬」並不

僅是如此，它是一個政治意味充沛，飽含政治能量，而只是藉著「愚蠢」形式作為「感

                                                 
20
任思文，《自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http://bjrb.bjd.com.cn/html/2011-03/05/content_3756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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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媒介的政治語言。這是與民主社會下的「愚蠢」行動大不相同的一種政治性「蠢動」。 

 從 2011 年初的阿拉伯之春，到中國的茉莉花革命，一直到八月的英國暴動，以及

自九月持續至今的佔領華爾街運動，2011 年堪稱是一個革命年度，而其中新媒體的影響

絕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因。然而，八月的英國暴動，相對於其他具有政治內涵的革命

或行動，則是一場如紀傑克(Slavoj Žižek)所言的：「零度的抗議」(zero-degree protest)，

它是一場沒有訴求的暴力行動，在此對抗體制純粹是一場沒有意義的爆發，甚至連某種

烏托邦的理想也沒有。這是「熱情」或是「感動」以一種直接的「狂怒」呈現，如紀傑

克所言，「他們呈現一種最真實的狂怒，而這狂怒無法將自身轉變為對於社會的改變。

他們表達了一種沒有革命力量的反叛精神」21。如果英國的八月暴動，是一個單一階級

展現一種不具政治動能的單純狂怒，那麼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讓我們看到，這不只

是一個階級的狂怒，不僅是停留在一個爆發、抗議或訴求的層次，而是一個微型社會的

成形。它不是一個單一的訴求，而是一個微型社會所構成的一整個論述體，它以一個龐

大的論述體姿態，企圖孤立美國新自由主義帝國的富豪政治論述 (前者的 99% 相對於

後者的 1%)。而在占領運動這個形成中的社會裡，我們甚至看到，運動開始的整整一周

內，傳統電視和平面媒體的徹底退席，這些舊主流媒體的不採訪、不播報 (media 

blackout)22
，則更加確立了新媒體的位置：不同於舊媒體單一而壟斷的話語權這樣一個封

閉整體，新媒體是一個聚眾、即時、實驗、和不斷成形、具有流變潛能的場域。 

 

三三三三、、、、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無論是以怎樣的動能和形式，新媒體所產生的是普世的震盪。當代這些由社群網路

所產生出的種種樣態已經不能夠再以那些慣用的概念例如「部署」、「抵抗」或「主體性」

來確切被描述，因為新的形式不斷地被創造出來。我們或許可以說，新媒體時代開啟了

一個「後部署」場域：當代已經不再僅是生命如何被納入權力部署的問題，而是，生命

作為部署結構中不可欠缺的組成已經開始主動重構此部署。部署本身已經不再只是操縱

生命的權力機制，而是從中突破舊有部署再造新的形式的創造性場域。那些每天在社群

網絡上蠢動、微動、喃喃自語、對未知的他者喊話的一個個準行動單位，就是這後部署

                                                 
21 Slavoj Žižek, “Shoplifters of the World Unit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http://www.lrb.co.uk/2011/08/19/slavoj-Žižek/shoplifters-of-the-world-unite> 
22 Gaston Gordillo. “The Revolution is Not Being Televised,” Critical Legal Thinking. 
<http://www.criticallegalthinking.com/?p=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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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本身，它的難以經驗性、不具名性、未知性和準行動性已經標誌了新媒體時代不斷

形變的能量。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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