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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圖 6-1：2005 年秋天政大傳播學院 

  

說明：摘自《在政大不可不幹的八十件事》 

故事起源於駐足欣賞路邊一個無心的風景—一則塗鴉。他是那樣的微不足

道，匆匆走過，若不停步留意，你根本無法察覺景色有異，也無能體會牆上字句

背後的意義。如今我記錄過的無心風景早已被抹除不復存在，而這本論文只能是

詮釋這些無心風景的一點努力，也是一個無心風景。  

第一次看見塗鴉是在政大傳播學院前面的迴廊，—一個血盆大口的瑪麗蓮夢

露的模版塗鴉。我被「上山打游擊」這則作品吸引，開始帶著尋求抵抗的問題意

識進行街頭塗鴉的研究，並分別從理論與田野中追問：塗鴉的與日常生活的關

連，什麼是街頭塗鴉文化，以及游擊究竟打到了誰？ 

經過對西門町的田野考察與訪談資料的分析後，本章結論分兩部分，第一部

分我將描繪、詮釋現下西門町的街頭塗鴉文化，並分析塗鴉究竟抵抗了什麼；最

後是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塗鴉的抵抗意義 

本研究發現行文分兩部分，一是回答何謂西門町的街頭塗鴉文化，二則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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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論述塗鴉的抵抗意義。 

壹、 西門町的街頭塗鴉文化 

一、 呈現出高度競爭、飽和的現象 

西門町的空間特質已於上述討論，這是一個高度競爭且數量飽和的塗鴉熱點

(hot spot)，這個特質是因為西門町是都會青少年流行文化、次文化的交會場域的

空間特質所使然。 

然在這塊地區中的塗鴉分佈並不均勻，仍然回應資本重構空間的樣態，在太

過熱鬧的地區我們看不見大型的塗鴉，充其量只能見小規模的簽名或貼紙，這些

塗鴉產生流動的特質，在該空間中不斷地蔓延。 

塗鴉具有群聚的效應，一則塗鴉出現在牆上之後，一方面吸引另外一個（群）

塗鴉者的加入比較，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訴其他塗鴉者：這面牆可以塗鴉。所以我

們可以看見一個泡泡字或大作塗鴉旁邊，常常出現隨手的簽名塗鴉，他們不是在

同一時間完成的作品，而是經歷時間沈澱之後的結果。 

另外，街頭塗鴉的模樣也反應出塗鴉團體內部激烈的競爭，然這個競爭不是

動刀動槍的流血衝突，他是以塗鴉為媒介，在街頭表達自己看法的日常生活實

做。空間就是權力，看似平坦的空間上，其實蘊含著激烈的競爭。同時也顯露出

國內塗鴉團體的生態文化，彼此尊重，但也相互競爭。 

二、 具備溝通的本質 

每則塗鴉都是一個符碼，每個符碼都與空間互文，我們可以從最容易解讀的

模版塗鴉中尋求出抵抗的意涵，也可以從大作塗鴉中追問出創作的精神，即使從

最難以理解的泡泡字，我們都可以以符號學的角度來剖析，從符徵與符指的連

結，找出在形式（符徵）與內容（符指）上的斷裂與理論介入的空隙。 

塗鴉具備兩種溝通性質，其一是對塗鴉內團體，或是具有塗鴉美學識讀素養

的人，這些是塗鴉的同路中人、是美術科系的學生，他們共通的語言是塗鴉的形

式以及如何各種素材的方法；另外一種塗鴉的溝通性質展現在他的空間特質上，

他是開放文本，在解讀上已經具備後結構主義式的態度—作者已死。閱聽人不需

要具備跟塗鴉者相同的認識，他們是無心經過的一群，不必然理解牆上的圖樣的

意義，透過對文本的玩耍(play)，他們可以生產出自我的解讀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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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塗鴉是公共空間的裝置藝術 

西門町電影街周圍有很多二手貨和嘻哈服飾的專賣店，這些店家與塗鴉的存

在有共生的關係，他們成為店家的免費招牌，吸引更多的消費者駐足參觀。另外，

在西門町電影街旁邊的電影公園今已荒廢，這些荒廢牆面就成為塗鴉者的大型看

板，成為他們練習、嗆聲的最佳場所。 

這些出現在荒廢空間的塗鴉成為裝置公共空間的藝術作品，他們不定期的出

現與消逝，這說明西門町空間管理與商業資本流動的樣態：快速、不確定與高競

爭。 

而這些流動的藝術作品，也讓該空間成為青少年聚集交會的場域，這個團聚

的現象，進一步讓該電影公園周圍成為分析上的「異質空間」。他指向現實生活

中不存在的烏托邦，將公共空間的管理問題以美學、以象徵的方式呈現出來，他

不僅標示西門町作為流動空間中的裂縫，是一新舊交替、青黃不接的尷尬地區，

也同時指出台北市政府以未能永續經營發展電影公園的結果。 

這些無心插柳的公共空間藝術品，也成為西門町的景觀特色，西門町的塗鴉

開始出現在很多電影、音樂錄影帶與其他媒體中，也進一步吸引更多人到西門町

塗鴉或觀賞塗鴉。 

四、 西門町的街頭塗鴉是全球與地方交會的結果 

西門町的範圍界定就不該只是東西方位至何處的測量，而應該是「全球—地

方」的尺度問題。在這個地方所生的街頭塗鴉也是正回應此脈絡的結果。 

回到 Appadurai 的全球景觀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耙梳塗鴉的意涵。街頭塗

鴉的模樣是 2000 年之後網絡、傳播科技發達，以及西門町同時重新納入網絡都

市後的結果，傳播科技和全球資本流動，讓本土的塗鴉文化得以和全球塗鴉文化

同時、同步進行，並展現出自身不同的模樣；同時這也是全台灣塗鴉者南北串連

後的展現，在都會裡”bombing”，為公共空間賦予新的意義。 

街頭塗鴉的模樣，奠基在由科技和經濟景觀帶動的景觀改變上，國外的塗鴉

者與本土的塗鴉者也在這塊地方上碰撞出新的塗鴉火花。外國塗鴉者 LSB 表示

台灣的塗鴉者通常比較年輕，沒有那麼注意行規，但是他們比較敢衝撞，在街頭

的行動比較狂野”wild”，即便他們在美學素養上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但是他

們的活動力帶給街頭不一樣的面貌。而西門町就在這樣的脈絡之中長出自己的塗

鴉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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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塗鴉太可愛？：少具文本抵抗意義的塗鴉 

西門町塗鴉類型有個特色，就是有很多「可愛的」塗鴉，這些手繪塗鴉多以

卡通造型出現，是點綴街頭的藝術品，但卻不若文化反堵那般，具有直接喚醒人

心的效力。這樣的塗鴉呈現是人與空間以及整體社會環境所共同塑造的結果，他

不是任何一方面單獨的施為，這個風潮是也是台灣街頭塗鴉文化的縮影。而這樣

的發展會面臨到何種問題？ 

西門町是充滿異質性，也充滿各種權力鬥爭的場域。展現在年齡（老人問

題）、性別（援交）、認同等社會問題上，部分塗鴉者具備這樣的社會文化理解，

在他們的作品可以看見這些抵抗的影子；但不可以忽視的，也有塗鴉者用詼諧的

方式回應這些問題的存在。 

藝術作品除了彰顯人世間的真善美之外，其旨更在透過美學的形式揭露社會

真實。（某種）塗鴉應該也具備這種特色，透過街頭藝術的呈現，達成一種「震

驚」，進而是心智上的「昇華」，這是班雅明式的都會現代性經驗。  

考察台灣目前的街頭藝術作品，我們還需要將商業力量納進來考量，亦即有

很多的街頭行動其背後的是有商業的思維在其中的，哪些作品得以被街頭所接

受，哪些作品則不，都是其來有自的。同時塗鴉族群裡面所形塑出的集體氛圍，

以及藉著集體行動中肯認了何種風格成為主流，都是影響街頭塗鴉模樣的因素。 

塗鴉所遭臨的問題在於美學與政治的相互矛盾對立，這兩者相互影響且消解

對方，放在台灣的街頭上去觀察，特別可發現這種美學化的困境。 

六、 具備現代性特色的西門町塗鴉 

西門町的歷史發展如第四章所討論，具備現代性的理路進程，分屬不同的行

動及權力主體，是從殖民現代性一路過渡轉換成另類現代性，而我們今天看到的

西門町本身，則是歷史、權力機制及主體層層疊疊反覆刮除、寫上之後的結果，

是一後現代的地景。 

站在 2007 年的今天，以塗鴉為觀察變項考察西門町的地景史，我們可以說

西門町的塗鴉更是全球與地方交會的結果，無論在空間、行動與文本上，都具備

著比「哈日之城」更為複雜的現代性精神，因為他是一既「哈日」、「哈歐」、

又「哈美」的地景展現，這是不同文化背景行動者的想像與實踐後的結果，他具

備著另類現代性的精神。至於這些塗鴉與日常生活的關連，他是何種抵抗權力觀

的展現，我在下個段落分層次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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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游擊打到誰？：日常生活的觀點 

一、 抵抗的敵人何在？ 

接著我將進一步討論何謂塗鴉的抵抗。在第三章第三節中我界定塗鴉為：匿

名者的文本、是牆上的開放性論述，具有隨時可以擦去、補上的特質；此外，出

現於公共空間，塗鴉的對象是行走於街頭的社會大眾，意即「被捕捉的閱聽人」，

他並不要求自身的意義被讀懂，很多時候他的出現就是他的目的，他或許不具備

對話的基礎，但卻擔負著溝通的本質；同時，塗鴉的出現開啟了空間對話的可能，

研究塗鴉的意涵必須從文本與脈絡中同時發問。 

從這個具備後現代精神的定義來看，塗鴉既是符號、也是文本與空間的銘刻

與再現，而在日常生活的脈絡來看，街頭塗鴉的精神是抵抗與尋求差異的。然而

塗鴉抵抗的是什麼？是商業體系？是國家機器？還是其他？ 

從第五章的空間分佈呈現，以及訪談結果的呈現，我們幾乎可以很悲觀的說

塗鴉並沒有抵抗什麼，因為他既擁抱商業體系，也不算抵禦公權力。這些行動者

以期自身的美學素養在街上發聲，有些人具備著抵抗的精神，但也有些人僅僅抱

持著玩耍的心態，玩耍可以是一種抵抗嗎？ 

那日常生活理論中的抵抗精神是什麼？ 

界定 Lefebvre 式的抵抗，我們必須先擦去腦海中那種流血衝突的激烈抗爭，

亦即預設一定有敵人的抵抗。文化研究的抵抗不在應該只在二元對立的認同結構

中選邊站，也不應該矢志於打倒可見的敵人—資本家。掙脫異化生活常規的研

究，分析的架構不行異化，論證的焦點不能異化，以及最重要的，分析的工具不

能異化。如果日常生活有什麼要抵抗的對象，那恐怕不只是推翻資本主義而已，

而是如何在資本主義所預設的二元架構中尋求差異的可能。抵抗的敵人就是預設

必然有確切的敵人，而將自身異化。 

以街頭塗鴉為例，這就是一個沒有確切敵人的日常生活實踐，他既不是種族

問題，也不只是單純的商品化議題，不是性別，也不是青少年的難題。他在眾多

的「是與不是」之中打轉，我們無法找到確切的敵人當作意義認同的出口，但卻

也無法將這種無力感化約成沒有抵抗的悲觀論調。抽取抵抗意義的精神，應該是

在日常生活中不停的來回翻攪，在這些「是與不是」間追問差異的可能，可逃逸

但不需離開，才是日常生活抵抗的真意。 

塗鴉的抵抗不僅存在於文本、行動者的認知上，也存在於所依附的社會空間

上，他是不具備著交換價值的物，他的抵抗不再以交換價值之姿抗衡資本運作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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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而是在使用價值上彰顯自身特殊之處，成為現代生活中「震驚」(shock)，一

種 Benjamin 式的都會現代性經驗。 

二、 在文明的廢墟中看見救贖 

西門町是個由商品、符號、資本交換等堆疊而成的「流動空間」(place of flow)
（潘瑾怡，2001）。塗鴉以無用之姿出現在各個意想不到的角落中，成為流動空

間中的隙縫，從辯證的影像轉化成歷史甦醒的工具，這些我在第五章中討論的不

為人所注意的街頭文本，這些沒有價值可言的無心風景，正是 Benjamin 筆下現

代生活中的現代性「痕跡」(trace)，這個概念與「靈光」相對，靈光源於古早，

消是於現代；「痕跡」則生於現代，卻指向去魅後的未來（方孝謙等，2006）。 

街頭塗鴉是藝術詮釋權的下放，透過文本符號打開街頭作為公共空間的意

涵，理論上來說這是全民皆與的藝術實踐，這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美學性質，亦

即班雅明(Benjamin)所言「美學政治化」。街頭塗鴉當作一種辯證的影像，產生

出驚醒的現代性痕跡，這正是我所談到的應從「文本的意義」過渡到「互文的意

義」，這就是塗鴉所具備的現代性抵抗意涵。 

班雅明的這個概念具有理論推進上的強大詮釋力道，只是進一步落實在西門

町的研究中，我們必須實際的納入眾多因素的考量，諸如塗鴉者的社會位置、公

權力、商業體系，甚至店家與路人的相互期待等，這些因素都在在影響塗鴉的生

長模樣，流血暴力意象的塗鴉不容於世、高度抽象的塗鴉無法轉化成商品等，都

是讓塗鴉越來越可愛的因素，而這些可愛的塗鴉與辯證影像之間的關連恐怕就越

來越遠，這是抵抗難尋之所在。38 

另外，這種「美學政治化」所遇到的難題在於，有越來越多的商業活動將塗

鴉放在崇高的博物館藝術，或是精緻的商品體系中販售，這些越趨於美學、精緻

化的塗鴉，在技術層面上提高街頭塗鴉的門檻，讓新進的塗鴉者望之卻步，造成

無形的排除效應，這樣一來塗鴉要抵抗的敵人反倒是自己了。 

三、 游擊打到了誰？ 

我共訪談 BBrother 共兩次，在校園或是其他場合看到他無數次，每一次看

到他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手指從來沒有乾淨過，無論洗的再怎麼乾

淨，總是會有洗不掉的噴漆痕跡，「有些噴漆是今天早上弄上的，有些則是好久

之前就有了，根本沒有辦法分辨是什麼時候染上的」。 

                                                 
38 更弔詭的說，以辯證影像的邏輯來看，簽名、標貼塗鴉恐怕才真正符合班雅明筆下的現代性

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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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者斑駁的手，透露出很多溢於言表的細節，他們總是給我很大的震撼，

但當我進一步追問這背後的堅持為何之際，得到的答案多是沈默。而讓他們不斷

的前仆後繼的往街頭上邁進的，究竟是一種什麼樣無法被言說的抵抗精神？一種

什麼樣的「難言之癮」？  

以 de Certeau 的觀點來看，日常生活中的抵抗與逃逸正如游擊戰一般，他囊

括日常生活的總和，下位者不斷地利用時間以換取上位者已壟斷的空間，進行日

常生活的實踐，這是一種運用日常生活的即席創作能力，這種逃逸與抵抗是無所

不在、無所不包的。那麼就此來看，街頭塗鴉者種「隨處可見的地下文化」究竟

抵抗了何種文化規範？ 

街頭塗鴉是既挑釁又柔順的視覺文化，「畫塗鴉」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他必

須逃逸權力系統的監視，他必須符合空間氛圍的規範，他必須利用有限的時間將

「場域」(space)轉換成「場所」(place)。因此，無論文本內容為何，街頭塗鴉本

身作為一種存在，他正抵抗著這個社會所共享的時間規訓。 

無論是隨時隨地就必須丟下噴漆跑給警察追的 ANO、在日本因為噴火車而

上報紙頭條的 DABS、或是悠閒的騎著腳踏車在東區街頭找尋可塗鴉之處的 LSB
等，這些人都將身體作為武器，試圖利用有限的時間去創造出無窮的空間，試圖

挪用時間的殘餘，去打開更大的「再現的空間」。 

這種行為抵禦的並非資本主義（或資本家）本身，而是資本主義所鑲嵌在的

中產階級社會，他所要違逆的是我們處在但卻毫無察覺的「線性時間」(linear 
time)(Lefebvre 語)，他所要對抗的是中產階級社會裡面所習以為常的時間觀下所

建立出來美學觀、空間價值乃至生活形式，這些塗鴉者不斷的與時間賽跑，試圖

在下一次自己作品被空間規範消解之前，利用行動與創意，再次確認自身的存在

感，他們的行動無法被詮釋為無用，他們的路徑無法被地圖化約，而這正是 de 
Certeau 所言的日常生活的即席能力，他們所用以抵抗的正是「力氣最小成效最

大」的日常生活精神。 

因此，街頭塗鴉抵抗的，是也不是資本主義，是也不是國家機器，他讓這兩

者在內部產生矛盾及內爆；他所要抵禦的是更上位的價值觀，日常生活作為游擊

戰，時間不只是用以憑藉行事的標準，時間更是戰場，塗鴉以文本、行動之姿不

斷挑釁著中產社會所建構出來的價值觀，這是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也正是

Lefebvre 所言尋求日常生活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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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 研究限制 

一、 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文以質性研究法進行西門町街頭塗鴉研究，在文本的選取上無法兼顧該地

區的全部塗鴉，僅能就受談者的訪談資料中再詮釋文本意涵，因此對於其他塗鴉

的詮釋僅來自於理論推演與作者的詮釋，可能與作者本身的創作原意有所出入。 

二、 抵抗研究的難題 

在研究抵抗意涵蘊含著一個危險的預設，亦即預設抵抗必然的存在，但「個

人經驗不必然積累或產生顛覆結構的力量，個人（即使是受壓迫的）經驗沒有絕

對必然性成為抗爭」，「如果研究者只能從被研究的認同中演繹出排他性的顛覆

與反抗之可能，則研究者個人賦予認同的正面與負面意義也必須釐清處理。」（柯

裕棻，2003） 

在討論塗鴉的意義之際，我也面臨這樣的問題，亦即塗鴉者的詮釋不必然就

是抵抗，訪談資料的呈現不必然直指抵抗精神，必須透過理論轉介才能重新詮釋

這種日常生活的抗爭。 

同時受訪者也不見得具有抵抗的意識，抵抗的精神是透過研究者的詮釋而

得。這個意義的轉介則必須被細緻的討論，否則將產生理論與實際經驗上的斷裂。 

三、 訪談資料略顯不足 

另外，在訪談資料的部分，我以塗鴉類型作分類，每種塗鴉我以一個塗鴉者

當作分析的案例。但塗鴉的動機與作品的詮釋方式很多，我僅能從我的訪談者中

進行詮釋，這樣的數量略顯不足，但也呈現塗鴉界生態情況。 

一方面是塗鴉人數本來就不多，塗鴉者具有怕曝光的戒心，訪談並不好約，

另一方面也是塗鴉者從事商業活動，在面臨學術訪談的邀約之際，多少存有一點

抗拒的心態。在力邀一位從事很多商業活動的塗鴉者之際，我就感受到這種微妙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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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建議 

塗鴉研究不僅是對塗鴉本身發問，同時也涉及分析空間、歷史與行動者的意

識等，下面是對後續塗鴉研究的建議。 

一、 納入政治經濟學式的討論 

從空間生產的架構出發，我利用訪談及參與觀察法，只專就塗鴉所展開的「再

現的空間」進行分析，在論證上缺乏資本家如何運作、如何收編的細緻討論，這

樣的討論方式可能落入對立式的思維中，將商業體系的出發點、運作邏輯以及實

際資源運用視為均質，而非多樣。 

欠缺政治經濟學式的資料蒐集分析，也有可能將「空間的再現」視為理所當

然，這是礙於篇幅與討論方式上可以在改進。在此一並納入建議之中。 

二、 跨地區的塗鴉文化比對 

本文以台北市西門町的街頭塗鴉為分析對象，僅能在資料呈現中約略呈現與

其他地方的塗鴉文化比對，後續研究或許可以進行跨地域的塗鴉研究，比對兩地

之間的塗鴉文化差異，則更能具體的瞭解台灣的塗鴉文化生態。 

三、 增加訪談人數 

本文透過訪談五位塗鴉者以約略勾勒台北的塗鴉生態，僅能從五人的認知

中，描繪台北市的街頭塗鴉地圖，而各個團體之間裡面也是充滿異質性的，透過

增加訪談樣本可以更理解其中的差異。 

同時若能與塗鴉者一同到街上去塗鴉，觀察外國與本國塗鴉者他們的對話與

創作，裡面是否涉及權力位階關係，兩種塗鴉者如何交換訊息等，都是可以繼續

追問的方向。 

四、 塗鴉類目的重新界定 

本文採用塗鴉的四種類型進行分析，但正如一位訪談者所說的，塗鴉的類型

只會越來越多，用類型區分討論則會無法窮盡。塗鴉的類型提供了對話、共同理

解的可能，但是面對層出不窮的類目，研究者必須重新思索以類型當作討論基礎

的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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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性別當作觀察指標 

本研究並沒有找到女性的塗鴉者當作受訪對象，令人感到好奇的是，女性塗

鴉者對於都會空間的詮釋，會不會跟男性有所不同，如果男性詮釋出來的空間，

是一個好玩、有趣或是充滿消費的商業空間，這些塗鴉是生猛有力的都會文本，

那麼從女性觀點出發的塗鴉，是一種什麼樣的視覺刺點，是一種什麼樣的都市次

/刺文化現象？這是後續研究可以進行探究之處。 

參、  結語：凝視日常生活  

塗鴉是日常生活中的視覺文本，若不仔細觀察，根本無法看見這些饒富意義

的美麗風景，更遑論產生問題意識加以質疑。 

本文從華山塗鴉事件出發，以合法非法的辯論為起點，進一步導入全球與台

灣塗鴉發展，指出塗鴉是「全球與地方」發生關連的次文化文本（第一章）。另

外，則透過理論的辯論與整理，我闡述塗鴉的日常生活意涵，指出街頭塗鴉的抵

抗精神，是尋求抵禦異化的努力（第二、三章）。同時並透過西門町的歷史發展

與理論意義探討，我將塗鴉重新擺回 2000 年之後的時空環境作理解，這個塗鴉

的世代是奠基在網路崛起的時空背景下，當下的台北都會塗鴉景觀才得為可能

（第四章）。最後透過空間參與觀察、訪談與文本分析，我將塗鴉的意義界定為

日常生活中的抵抗，他在平靜的生活中進行翻攪，讓一切的是與不是產生碰撞，

他不是直接抵抗商業體系，也不是直接衝撞公權力，他讓這兩者的內部產生了矛

盾，激盪出新的意義，這是過去進行抵抗的研究常忽略的所在，也是後續相關研

究進行時必須反身性捕捉到的一點（第五章）。 

塗鴉在文本上利用貼近、對日常生活改造的即席能力，表彰反抗之可能；而

此一行動本身具備的高度匿名性，使得這些行動者也正如 de Certeau 所言的「一

般人」、「無名英雄」般，正是這些無名英雄們所開啟的「再現的空間」，使得

我們可以在都會生活裡面重新思索公共空間之於我們的關係。這些被打開的「再

現的空間」街頭產生了視覺上的「震驚」，這是都會現代性的救贖。 

本文僅是分析塗鴉意義的一個努力，充其量也算是一則無心風景—一則塗

鴉。而更多的意義與反省思辯，則需要藉由更多的學術努力累積，唯有這樣，我

們才能夠透過塗鴉掌握現代性生活中，主體與文本、再現與空間的複雜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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