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共享
高科技資訊下的英雄平民化意識形態之初探

林俊翰

摘要

本文以動畫 Gatchaman Crowds 為文本分析，主要探討在高科技資訊的英雄
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英雄的單打獨鬥已經不再是世人所尊崇，人們無須等待英
雄來救援，原因是只要自己藉由串流裝置，即可使用虛擬網路空間的知識分享，
搭配上自主的經驗就可以解決危機。然而，世間真的不需要英雄嗎?英雄本身具
備的特質勇氣、真誠是最可貴的因素，若是轉變為英雄可以與大眾市民一起共同
來拯救世界，並非單純只有唯一英雄的領導的方向，也就不需要將極大的負擔加
諸在個位數英雄的身上。
英雄處於的世代不再是傳統社會，而是資訊量極大的虛擬空間，資訊社會的
空間下，我們將嘗試觀察當中對於英雄與平民化的初步延伸，同時因為資訊的便
利，將更加易於共同分享資源的情況，是如何將資源作為一種聯結、交點來進行
共享呢?因此文中的整體過程，將從英雄的轉型在資訊社會中，是否該憑藉著平
民化的思維，作為一個 Every Hero，並且透過與平民意識的思想，將幫助別人的
舉止行動永續執行下去的思維來進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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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時代的不同，存在著不一樣的英雄。相對的，英雄也必須因應科技的介入，
使得自己更加持有壓倒性的力量，才能夠發揮出異於常人的能力拯救他人。曾經
在尚未人手一機的年代，科學小飛俠憑著先進的裝備及矯健的身手，搭乘操控著
奇形怪狀的飛行器，奔往事發現場後，結果不必多想，一定是完美收場。
然而，90 年代的日子裡，人們已經對這些飛行器、武術早已習以為常。在
新科學小飛 Crowds 的二次元世界裡，英雄的變身不僅是依靠早期著作的陽春手
法，而是有著現代風格的融合，使用符合自己不同個性的筆記本而變化出的英雄
型態。當中，英雄並非單一視野的救人英雄，而是同為民眾一樣的為社會盡一份
心力的角色，甚至跳脫出多數英雄不可露真面目的設定，相當的親民也不會有任
何的違和感，大方讓記者採訪時，將變身狀態的鎧甲脫去，對著現場連線的直播
大眾說話。
科技的進步，使得動畫中名為「累」的少年開發出 Galax 的行動裝置，讓多
數人只要在智慧型手機上註冊，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同行，有任何問題也可發
問，只要旁邊有人具備相關知識，即可達到互助的功用。Galax 也可實體化變為
怪異的藍色體，具備手與腳，可用手機控制。
英雄平民化的力量共享，不僅每一個人都可以出一份力，就像社會上變為分
享一切的思維，不單將特殊能力集中在少數人中。但是，英雄意識的考量並非每
個人皆出自於善意出發，在共享一切的力量與平等上，是否能無失控的狀況呢?
文中將以動畫「科學小飛俠 Crowds」為分析內容，從設定在此動畫上的角
色符號、話語及整體敘述來觀察，進而探討出對於英雄平民化的主要意識是否為
一種適當運作方式，將會藉由當中社會的意識形態觀念來從中探討與思索。

貳、英雄的轉變型態
「讓世界得以更新的並非是英雄，而是我們自己。」1
―― Gachaman Crowds Episode 1-12

1

在 Gatchaman Crowds 動畫中不斷出現的核心語句，此句貫穿了整部動漫欲表達的含意。原句為
「世界をアプデートさせるのはヒーロじゃない。僕ら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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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捷運車廂內的廣告看板用語

2

【圖 2】街道戶外的廣告看板用語3

每個時代都存在著英雄，「英雄」一詞當中，寄託著無數人所遵循與追求的
純潔和道德，如同歐洲中古世紀的騎士、中國古代的武俠、日本的武士。在這些
充滿「利他」4的道義行為上，都是讓人感受到正向積極、依賴性的寄託結果產
生。這種寄託的誕生，往往來源於某些情況下的無力感，於是願意奉獻犧牲的人
就在此刻挺身而出，此類型的人為了他人的設想，經常性的使得自身處於艱險之
地。然而，為了實踐自己秉持的道德，在抵抗任何惡勢力之時，都是相當的心甘
情願。多數的人，也將這些英雄賦予更高的期待。然而，英雄是否也有無法憑自
己之力足以匹敵強大的人時候呢?英雄難道因為能力特殊，就非得犧牲自己人生
道路嗎?如果英雄的力量能夠適當分配給所有人，扮演英雄的角色就不會再是以
獨自一人突出的思維路線的戲碼產生，和英雄在永續鼓勵上將會有更多的續航力
奉獻身心幫助他人。
通常英雄主要所做的事情可約略歸類為三種。其一，身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
危險(Eranda Jayawickreme, 2012)，情況並非限於自身，也極有可能是他人的生命
受 到 威 脅 。 其 二 ， 自 身 所 表 現 的 行 為 舉 止 極 有 可 能 遭 遇 風 險 危 機 (Eranda
Jayawickreme, 2012)；在英雄為了進行救援的行動當中，往往因為行為舉止的風
險過大，導致極有可能受到更多的身、心、靈傷害；最後，目標鎖定在更多人的
救濟(Eranda Jayawickreme, 2012)，由於心胸寬大，以自我犧牲為覺悟，想要拯救
更多的人，結果將更大的負擔加附在自我身上，可想而知的以悲劇收場，再不然
就是存活下來，但是卻是孤身一人、身負重傷的狀況下過接下來的日子。
英雄的實際情況似乎並沒有想像中來的風光，在美國 DC 公司所出產的動畫
卡通「英雄聯盟」當中，其中一名英雄角色綠幻燈俠曾經與自己的好朋友相遇敘
舊，好朋友總是誇獎他是超級大英雄，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然而綠幻燈俠卻
2
3
4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1 截圖。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4 截圖。
在此指得是不求利、不求勢、不求金錢的純粹幫助心態，通常都是成就別人，讓他人得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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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回覆他的朋友說，根本沒有想得這麼優哉的日子，自己甚至連件正式衣服
都買不起了、房貸也還沒繳。當中可以得知出，超級英雄也是與普通人沒有任何
區別，可是英雄通常除了必須以「利他」的思維之外，還得以「免費」5的代價，
速前去為大眾市民解決危機，可被稱之為吃力不討好的免費午餐6。比起由政府
機構所組成的警察、消防、醫生還要辛苦百倍，甚至還不能夠露面，經常性要以
不同姿態出現，而且還不能表現出任何的勞累，臉面表情永久是精神十足。身為
英雄身分，犧牲掉原本感興趣的俗事7，必須對於區域性的搜索，以防範有任何
犯罪、災害等出現。
形成英雄的概念，通常是來自於龐大的「文化」和「歷史文本」架構(Wiltshire,
14 February 2015)，若是當社會結構改變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會跟著變化，以
毫無改變的思維想作為一位英雄，結果有可能只會讓想保護的市民嘲笑太過愚
蠢。眾所皆知的美國英雄人物蝙蝠俠，白天是一位在高凡市裡的大企業的知名老
闆，晚上則穿戴著蝙蝠裝，並且搭配上先進的設備，同時他也相當的強壯，雖說
蝙蝠俠仍然有英雄不該露面的傳統觀、單打獨鬥的解決方法，然而可以從中看出
蝙蝠俠所使用的手法皆符合相當時代俱進。而後的英雄開始逐漸形成「聯盟」的
型態，英雄聯盟內不僅只有較為出名的超人、蝙蝠俠、神力女超人，開始出現了
「網絡」8的概念，英雄人數逐漸變多到必須進行分組，也有不同的工作層面。
網絡通常由一系列的設定物件所構成，當中會出現交點與聯結，而後將會使得同
一群系列產生交集，這些大小的規模會因為同一個出入口(像是興趣等地交集點)
開始連結聚集在一起(Wiltshire, 14 February 2015)，同時也會出現不同旁枝，但也
是相同類型的出入口。
在 Gatchaman Crowds 中，智慧型手機成為每個人的交點與聯結，智慧型手
機等同於「閃爍」9的交點，只要自身所擁有知識能夠有所共同享用，反是在遭
遇危機時就能夠有自己化解危機的能力，並不需要等待其他的救援(圖 1)。如同
前述所提及到的英雄勢必得存在著，因為世界的人必需得有正向能量的感受，如
此才會能讓大多數人在生活中，感受到執行每件事情的希望與堅定的信仰，這是
存在的一種正向思考，若是共同分享的觀點讓每人可以有所取用，英雄的負擔並
不會在存在於少數菁英的身上，就會是每個人皆是英雄的去更新世界(中村健治,
5
6
7
8
9

無須任何代價、金錢的無價格手段，通常會運用在廣告手法中。
出自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通常指任何事情都必須付出代價，沒有任何無償的事物。
自身喜愛或是其他毫無任何關係生活興趣的事物。
是一種無形的關係聯繫網，建立在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連結。
原名為 Bright(譯:閃亮的)，因為聯結網絡的聯絡網如同星空般的交點，無數多的斑點閃亮的而
稱之為它―閃爍。(Gursoy, August 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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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熱衷於奉獻於自己所鑽研的能力與知識。
Galax 平台是在 Gatchaman Crowds 裡的一個類似虛擬實際的對話窗口，人可
以設計自己的紙片人外貌，這是與他人交談的一個主體10，主體可以到其他不同
區域空間遊走。在動畫裡的女主角初就將紙片人設計得跟自己相似，並且可以藉
由社群中的團體力量互相協助。由於女主角的個性，被作者設定是懂得在適當的
時候，有勇氣的做出任何決定，並且在任何方面毫無考量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個
性開朗、活潑，即便沒有看到真實的生活面貌，只要藉由言語的交流與自我的個
性顯露，讓 Galax 社群上很多人都感到喜愛樂於與初進行知識的交流。具備英雄
的特質個性，即便時在虛擬實際的空間中，在與其他相同聯結的人交流時，對於
某件事物的熱情進行共同享用，也能夠產生出真實的互動性(圖 2)。

【圖 3】Galax 平台找尋知識解決危機

11

【圖 4】Galax 的虛擬實際平台互動交換12

當人們有能力自救時，人們並不需要等待某些特定能力突出的異能士13來進
行拯救世界，或是任何普通人14無法挽救的處境，只需要自身本具備的技能，同
時與他人共同享用資源，在需要使用時搭配自己的基本常識將會足以應付問題。
那麼都可以解決問題，還需要英雄的存在嗎? 在 Gursoy 的研究裡，統計出英雄
仍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只不過演變成英雄不再是 Single Hero、Special Hero15而存
在於社會當中，而應該被稱之為 Everyday Hero16。日常英雄從 Gursoy 的研究當
中得知道，所擁有的特質排名分別為協助的、勇氣的、無私的、自我犧牲；英雄
特質的排名則為勇氣、自我犧牲、強壯、協助的、無私的(Gursoy, August 15,2016)，
即便因為時代推進而使得科技的進化，我們仍然需要英雄。英雄當中的正向能

10
11
12
13
14
15
16

意指「人」
，人本來就為一種個體，可以做為決定，在後天養成熟成後更可擁有更高的自主性。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1 截圖。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2 截圖。
本身擁有特殊能力的人，有可能是某身體部位特強、某件事非常厲害。
身為人類物種所具備的基本生存能力，當中不包括能力突出者。
獨一的英雄、特別突出的英雄。
日常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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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具備身為人文社會中不可缺少的交點與聯結，它會促進人類生活的團結與
和諧，在具體生活層面的減少情況下，又加上資訊的便利性，這些因素將會持續
保有人本的特性。在以上當中的協助的、勇氣的因素內，不論是在任何信仰、生
活態度上都是大部分人秉持的一種做人原則，即便資訊的流動速度大過於先前時
代，人本精神的所在仍是存在著，英雄在時代上的改變也不再以往的萬人迷，以
及如此的高不可攀。
方便兼具流動性的資訊，讓許多使用者在對於自身的慾望容易取得實現，可
是在行為舉止仍有可能是無法預測正確的道德性。在道德的概念裡，只要有出現
傷害、不公平、體制上的階級壟斷、存在惡意性質的行動、在相同領域內外以及
誠信的失去(Eranda Jayawickreme, 2012; Wiltshire, 14 February 2015)，就可以歸類
為不道德的行為，同時也必須注意是否將會有任何的惡意計畫執行。因此，即便
是道德不真，若是在英雄特質所的「勇氣」與「真誠」有所建立，使用者在虛擬
的空間裡所進行的共同享有使用的美德之下，極有可能主動的自發性阻止狀況發
生。另外，由於是一種共同分享的情況，加上又兼具自我約束、正向能量的思維。
在危機的發生就可以將所有負擔分配給多數人，並不會讓承擔的傷害集中於一
人，也可以持續保持有一個永續、互助和充滿正向力量的社會環境。

參、資訊社會下的流變17
在資訊爆炸且符號滿天飛的空間內，浩瀚無窮的資訊碼也都是由主體的大眾
18

所操作編碼19，自由隨興的訊號真實程度似乎變得沒有讓人非常在意，反倒是

在這多元化的詮釋空間裡，每個使用者都有資格觀看與使用。(劉平君, 2011)多
數的言論空間在資訊的世界中，只要不違反版主的規條與戒律20，通常都是可以
讓人暢所欲言，因為資訊社會的虛擬世界仍然是由擁有主體性的人類進行的編
碼、製碼、解碼，即便是夾雜在內的廣告、毀謗他人的文章等，並不是由非主體
的製碼機器人依照公式辦理。
Gatchaman Crowds 的女主角初，在隧道崩塌時與熱心前來營救受的累相見
因而脫去頭盔，而後被媒體大肆報導，所有的市民也紛紛在 Galax 群組內大做文
章，但初毫無任何厭惡，卻向為她擔心的夥伴安慰，若是真的不喜歡媒體大眾所
說的每一句話語，就只需要把手機的電源給按下去關閉即可。(中村健治, 2013)
17
18
19
20

意指多樣性的網絡空間裡所指得訊息流動性與變化多端的性質。(洪世謙, 2013)
大眾市民，使用網路的註冊用戶。
將訊息內容製作生產的人，不論是某篇文章，或是某些發言都是編輯撰寫的一種過程。
規則(Rule)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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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初在這資訊流動快速的世界裡，她很尊重每個人的意見，也開放去理
解每個解碼後的結果都是具有獨特的主體性，這當中不太可能有一致性的言論存
在，除非是來自於政府機構下的戒律言論(圖 5、圖 6)

【圖 5】初 Gatchaman 身份被媒體大肆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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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使用者在 Galax 平台言論初的身份22

由於資訊社會的編碼由大眾主體性，編碼的過程並非是一種集中於某些權力
上的生產，這些生產的內容是蘊藏的某些日常生活中的俗事，是可以讓人感受到
愉快。(劉平君, 2011)可以說無論任何的事物編碼的結果是否讓某些主體感受良
好與否，這些其實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解碼的答案在於每一個人，自由的去理
解的涵義，讓訊息內容的多元化展開，才是自由平等的。Gatchaman 的女主角初，
被媒體採訪之時，由某些編碼者的詢問；也有些編碼者像是大眾市民，並非從挖
掘新訊息的視野進行建構，資訊的爆炸極有可能來自於這樣的過程的反覆。(中
村健治, 2013)相反地，有某部分的市民在 Galax 平台上，由部分訊息的內容文本
得知初應該被保護與逃離記者的追問，也紛紛給以支持。在資訊的時代，傳遞迅
速的感知，讓人體的知覺與人類知識結合，開始於虛擬世界的傳達，就轉變成是
一種出自自我意識的決定。(朱珊, 2010)

【圖 7】初被媒體追問身份的問題23

21
22
23
24

【圖 8】Galax 的使用者得知協助而給予幫忙 24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6 截圖。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6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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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6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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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成為與大眾生活的自主空間，也使得人類生活變得與這虛實真假的空間
出現相當的緊密性質，很多時候的生活時間都耗費在網路生活，資訊的廣大領域
讓多數人著迷，可以簡直是整體移民到這個幾乎無法使用肉眼觀看的世界。(洪
世謙, 2013)同時，資訊社會的普及化，也是由於網路的積極連結，在人類生活當
中不斷的被工具化。(黃冠閔, 2013)我們可以觀察到無論在政治開始有網路謠言
的攻擊，和網路上的風流照片傳言；經濟而言逐漸將數字變得更加親近性，而非
一片數字海淹沒、依靠網路銀行；在教育上越來越多的多媒體教學，更加不用提
及道生活的親密聯結。(黃冠閔, 2013)累為 Gatchaman Crowds 裡除了女主角初以
外的重要核心理念人物，累曾因為初的英雄行為舉止拯救了大眾市民，他將初與
她的幾位 Gatchaman 的成員交談。累主要認為，每個人都是英雄，若是想要拯救
世界，不應該讓能力特別突出的人展現自己能力，應當賦予每個人力量，才能夠
更新一個讓自動自發的理想世界。(中村健治, 2013)可以得知，累雖然也擁有
Gatchaman 的 Note 變身器，然而他並不認為按照派蒙、清音所傳承的 Hero 來進
行拯救，應該是 Every Hero 來做為較為妥當。累也覺得人一旦有了依賴性，人
本身的潛在意識就不會覺醒，因此做為突出者的 Gatchaman 不應該出現。
數位與流動性是組成網路空間的主要因素，也是一處由資訊建立而成的非場
所25，網路空間可以瞬間收集世界流動的數億資訊量，在此空間中可以有多數的
交點與聯結相互。(黃冠閔, 2013)從這當中可以進行在知識的共同分享，當擁有
可以自主解決的裝備，人們將會開始自發詢問並且上前阻止悲劇發生，它雖然身
為一種的新式，但是在視覺、聲音上，是與現實世界所可呈現。也就是說明，排
除對於影視的原有意義的執著，並不鑽研在過多訊息意識，由人而出發來決定接
受的訊息定義。實體的訊息內容流動與變異，有可能導致在聯結時候因為多次的
傳輸，發生了訊息的淺薄，而後就放任所有使用變成胡亂定義。(宋灝, 2013)此
時，英雄最重要的兩大的特質「勇氣」與「誠實」將成為支撐訊息資訊的人本精
神，不使得訊息的傳遞有所錯誤，在執行資訊傳遞時身具道德的信仰。
資訊成為人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且將這種關係聯結26。而人
們也將網路世界變成是一種身份，這些聯結已經有某種關係與依賴的存在。(賴
曉黎, 2004)在資訊社會的空間裡，免費27、自28由是當中的核心。當有免費和自
由時，必然會有上傳的使用者，主要是因為如果沒有任何上傳，也不會有任何的
25
26
27
28

指得是虛擬空間中的所在處。(黃冠閔, 2013)
在前述所提及的交點與聯結
不需要任何的代價，包含付費等形式，只要需要即可使用的資源。
不受任何的形式拘束，可以毫無顧忌的運用資源。
27

內容可以使用。而這些舉止動作就歸屬於網路全民運動的行為。(賴曉黎, 2004)
雖說網路並看不到彼此的面貌，但是可以感受到彼此的誠意，若是有英雄特質存
在的勇氣與真誠，就會因為道德上的堅持，而將每次自己所發現的資源，想盡辦
法再回饋給網路上的人們，交換禮物主要是在建立一種人際關係，當自己使用任
何資源時，代表這些資源存在著某種價值，因此如果只知道一路免費用到底，有
可能會成為網路資源的負債者，否則會失去一切在社會的自由。因此從禮物的交
換中，應當要有所互換、依賴，依賴的性質並非完全倚靠著對方，而自己不做任
何的貢獻，而是你我之間有可以使用的有相同的品味或信念存在的意思。梅田先
生是 Gatchaman Crowds 裡的一位想要為世界更新的激進人士，在一開始的總理
建築物破壞、消防局、警察局的破壞，他號召了 Hundred Crowds 就是希望政府
的迂腐能有所改進，然而後來成為了大家眼中的笑柄，原因是大多數在 Galax 的
網路使用者只是認為好玩、新鮮，並非有將梅田先生的倫理與抱負當作認同的相
同形式。

【圖 9】梅田的更新世界抱負無人理會29

【圖 10】梅田在 Galax 平台上沒人想理會他30

由於不限制的開放，互相共同分享的舉動，網路裡就變成為一種倫理道德的
存在。在賴曉黎的研究中，她發現海默能提出了七種價值和三種倫理道德是對於
網路相當有影響力的論點，分別是熱情、自由、社會價值、開放性、活動、關懷；
工作、金錢、網路倫理。(賴曉黎, 2004) 這些則是造就成資訊社會上的一個利它
的送禮，不但讓更多的人願意奉獻，也造就越來越多的網路使用者願意將自己的
最珍貴資源奉獻出來。前面提及到，累希望每個人可以有不依賴，這不依賴是透
過資訊的自由與自我內在的(賴曉黎, 2004)，這兩項也必須讓網路空間的使用者
感受自己的用處，以突現出自己的能力受到認可，才能得到其他人的認可，將資
訊的資源建立成可以共同享用的關係，互相檢驗讓人感受一定標準的價值性，如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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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共同享用的資源才有辦法持續永續下去。
資訊的傳達變得迅速，當中的訊息量將以可能達成到相當多筆，然而資訊的
正確性有可能經由多次反覆傳遞而失去原有的含意，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後續加
以編碼、解碼，不論是否資訊的接受正確，資訊造就了多元性質的包容度，讓這
些內容都可以自由穿梭，多半時候也無須任何費用。
然而，最重要的是資訊的使用不再冰冷，而充滿了活力，是因為完全取決於
人類行為、思想、行動；將資訊的使用不當也仍是歸功於人類，因此最重的是莫
忘「人本精神」要將自身對於文化生活與歷史文本的深度充電，才能夠將資訊空
間的資源取得正確的多樣形。(黃冠閔, 2013)

肆、普通人31的意識
在電視的戲劇當中經常詮釋某種年代生活方式，這是種體現每個年代最自
然的生活方式，也是表達每個時代多數人的存在社會的型態。平民化是一種展現
出相當生活化的平民百姓的內心。同時，平民化的特色是最根本實際的在地生
活，平民化並不強調庸俗，較為注重在思想性、藝術觀、觀賞性，因此平民化並
沒從字面上的來得低俗。(王逸虹, 2006) 由於文化本身就是人們生活型態，每一
天的日子生活相當自然的顯露出某地的平民生活。通常仔細觀察在地生活，都較
可以尋找到本身具有觀念，這也使得生活更加的貼近與自然。
王海娜也表示，即便是在採訪新聞，也必須得使用一份對於平民的意識、平
常的心態，以及平常的手法。(王海娜, 2008) 平民意識，最重要的不應該因為本
身的優勢卓越，而感到有自己居高不下的驕傲心態，必須自我發覺的理解到要與
平民們交流的意識想法。通常平民化的在地情感都會大於外地人來的想法，而且
平民化的價值可貴之處，就是在於真誠的生活態度、長期的感情營造，在整個區
域上是存在的深厚感情。
在平民傳記上，多數也會從市民的民間來進行故事撰寫，在此我們並不考量
是否有增加任何的改編。在這民間故事中，核心大多是為於老百姓而製作。平民
化的特質，也詮釋原始在地的生命，與原有的文化特質。(全展, 2006)因此可以
閱讀出平民傳記內文的編撰，多半是相當平淡的生活，這些身份低微的市民無論
在言行、舉止中都表現得無任何看頭，然而這就是老百姓最真切的喜怒哀樂。
Gatchaman Crowds 中，女主角初認為英雄應該是與大眾市民交流，即便變
身的身份被市民看到，其實也沒有任何關係，Gatchman 被認為是能力突出的英
31

稱之為平民化，通常指得是社會底層，並非高階層的社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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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但是初的思維並不想要將 Gatchaman 變成是唯一的 Hero 視野，應該是
Gatchaman 也是身為 Every Hero 的其中一員，於是初認為選擇以幼稚園來陪同小
朋友，以破除掉 Gatchaman 的超級英雄的思維。初也甚至將幾位願意公開自己變
身過程的夥伴，一同在幼稚園採訪當天現身而出。(中村健治, 2013)

【圖 11】初說服夥伴前來幼稚園表現關懷32

【圖 12】初在幼稚園內當媒體前公佈變身33

幼稚園的小朋友上學，是每個人都會歷經的過程，於是平民化的特色就是存
在於此，因為這是老百姓的文化，理應當然原本就存在著，普通人的文化、庶民
文化，是經由自主性的創造而出(陳紅梅, 2006)，譬如較為老一輩的人就有可能
住在四合院、三合院裡的原本的居住地，這不僅直接反應了民眾本來的生活日子
與體驗，其最大的特點就是「通俗」34。因為平民化是在地為了過生活的一種型
態，可能可以表示在臺北的都市所居住的市民，通常有可能居住較為大的房子，
並且坐落於車水馬龍，周遭的環境皆都是高樓大廈；而臺東居住的市民，有可能
是在山裡、海邊，通常會有海灘、自主性的捕獵，而這些皆都較貼近原本的平民
生活。
Every Hero 在平民化意識形態下的領導方式是較為穩固，因為英雄主義式的
領導神話風格已經不再被市民採納。相對地，目前的社會大多出現平民式的英
雄，我們從新北市的選舉當中可以看出，市民自主決定出一位具有平民化意識的
市長。獨斷的領導風格有可能只會成為唯一的發動者。每個領導人將必須與市民
同進同出，在新時代的社會思維觀念才不會被嫌棄太過老舊。(李芸, 2007)
平民化的英雄有個重要特點，領導者並不把下屬作為自己的一個個體，而將
下屬視為是相當重要的組成交點，在這樣的組織當中，主要以關愛、陪同、鼓勵
的方式來與下屬一同進退，也為互相共同享用資源的平等化。(李芸, 2007) 在
Gatchaman Crowds 最後解決 Crowds 的惡意操作者後，身為總理的菅山在接受記
32
33
34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8 截圖。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8 截圖。
通俗並不代表低等，而是主體原創的原始生活中所執行的事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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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時，他的第一步舉動竟然是先查詢 Galax 社群上的平民意見，之後才回覆媒
體記者，不論是 Galax 平台的使用、Crowds 的藍色體實體使用都不應該規定要
申請所謂的准許證，或許這樣平民化的領導人發言，是作者所希望的烏托邦世界。

【圖 13】菅山查詢 Galax 社群上的市民想法35

【圖 14】菅山認為國家領導並不唯獨他一人36

每一個人都是英雄，領導是無所不在，因此這樣的觀念思維高漲，使得被領
導的市民開始認為每一個人的生活應該都要有公民自主意識，平民化所意涵著平
民階級的思想、觀念、價值觀。(李芸, 2007) 平民化意識給予大多數有更多的溝
通機會，這是令人感到相當開心的心情。然而，不得不謹慎進一步的思考，平民
化通常所觀看到的較偏向於當道時代的狀況發生。一般來說，市民因為接近原創
的在地生活，極有可能不會去思慮更加久遠的計畫，因此順從平民化同時，領導
人的獨特仍不可以被抹滅掉，應當將對於未來更長遠的計畫，進行目前有關與平
民化的關聯性，並且也可以進行再度延生的進步規劃，因為時代的發展並不會以
公式化進行，時常也有不同的狀況發生，因此轉變的心理準備必須時準備妥當。

伍、共享知識的生活態度
社會中的和諧是一種類似系統工程的聯結，由於人與人之間所需求的為和
諧，也因此做人與人之間會產生某種利益的共同分享。(張春龍, 2010) 一個利益
獲得，主要在於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同時也要求各個階層應該互相開放，讓所有
的人都可以享受利益的好處。前述的英雄所認同的道德觀是勇氣與真誠，因此在
共享的執行舉止中，必須達到一種公平、相互依賴的使用程度。禮物文化表現出
彼此之間的以禮相待，而後得到的結果是一種正面積極的交換與使用。如果多數
的人都有這樣的良好心態，除了得到他人的益處，同時也會自己奉獻最好的資源
給予資訊社會的網路空間。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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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12 截圖。
Gatchaman Crowds Episode 12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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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使用 Crowds 將意識具體化為社會盡力37【圖 16】媽媽身份意識的 Crowds 正在做飯糰

38

Gatchaman Crowds 內的 crowds 是一種將自我意識具體化的裝置，crowds 呈
現出每一個人都會具備某方面的知識與技能，既便是家庭主婦也是具備著煮菜的
技能，這種技能是可以讓人滿足最必備基本的生存「攝取養分」，發揮出這種技
能可以拯救多數面臨飢餓的受災市民。當家庭主婦使用 crowds 並且將她們對於
料理的經驗共同分享而出，就可以是將知識分享以實踐的方式進行。資訊社會的
媒介物是由裝置為大眾的共同結點聯接，因此發揮共享的過程中，也可能會以遊
玩的方式誘發，此時使用者具備英雄特質的性格，極有可能是不需擔憂道德方面
上的問題，也可以藉由非單一人拯救、群體共同互動與互助精神來為公共領域奉
獻一己之力。

「共享」並不是劫富濟貧，因為這樣也無法體現公平、公正的一個情況。收
入的差距其實對於經濟成長上也是有相對的幫助，然而所觀看到的並不是一種將
窮人變得富有，而富人必須得付出，主要的情形是將產生的要素提升更多的正面
能量和主動性。(張春龍, 2010)共享的利益，並不能像傳統平均分配，必須由強
調在公平以及不能剝削貢獻者小的資源。同時，共享也必須開放給較為弱勢的群
體，但是在互惠的情況下，弱勢者並不代表不需要貢獻出本身具有的能力與資源。
共享是體現生產力的實踐力，生產力的內容為知識，知識主要是一種有效果
的行動能力，因此共享一詞主要為一種學習，獲得學習的一種有效果行動。資訊
社會的空間變成是將這個執行的方式，於是很多人即可達到共享的行為。共享在
其發展的過程中，主要分為四個過程，知識共享的主體、知識共享的客體、知識
共享的手段、知識共享情境(曹興、劉芳、鄔陳峰, 2010)。以英雄的性格來觀看
資訊社會中的過程，資訊社會的網路空間，本身呈現出一種開放與情感的建構(共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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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主體)，當中每個人都可以編碼(共享客體)，必且將資訊做為流通(共享的手
段)，最後將共享的情境擴散(共享情境)。Gatchaman 中的空間對話，有多數的使
用者藉由以上過程的方式將人類本身的情感擴散於虛擬空間，裡面有組織不同的
文化，以及對於不同訊息呈現出多元的樣貌。

【圖 17】某位對於生活民事訴訟苦惱著39

【圖 18】理解對方的編碼過程共享自身能力

40

在知識的共享上，主要必須與知識的生態體系和外部環境搭配，知識的主體
性主要的順序主要是生產、獲取、組織、傳遞、共享、創新。(華連連、張悟移, 2010)
流動的用意是主要以被動的狀態進行，因此必須將知識主動擴散而出，流向各個
需要使用的動線。資訊社會的網路空間裡有無數的交點與聯結，就能夠將這些知
識分享給予空間裡的無數人。知識的流動是一種實踐，最終是以共享讓所有人得
到益處，因此共享的最終目的就是將知識能傳佈大多數的空間達到和諧、互助的
精神。

陸、結論
英雄主義不再是主要的實踐舉止。相對地，Every Hero 才是目前身處在平民
化的領導方式下較可以執行的，人民不再遵從單一英雄主義的求助，主要因為資
訊社會下的一個共享互動，它可以使得多數人獲得不同主體性的知識取得，知識
取得中最重的目的就共享彼此的支援，因為這樣可以得到一定的社會和諧，共享
可以讓不論貧富差距的人都可以獲得資源，同時也希望在網路空間裡的聯結、交
點，是可以在充滿著英雄本身所具備的特質勇氣與真誠之下，來自主願意奉獻禮
物給對方，並不會有任何的私心。
基於自由且人人皆可的條件下，大眾為主體的編碼變得不再拘束於解碼的正
確性，而是尊重主體的多元樣貌。一致性的群體不再是社會體現的主要訴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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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解碼樣貌並不是集中在某一主體的強大權力，而是聚焦在每一個市民的身
上，也就是等同於一人就有一種解碼產出的符號，符號原有的意義可以自由的讓
所有人使用，並沒有單純的類似記者建構新的訊息架構，極有可能也取決於資訊
反覆傳遞的詮釋過程，這些過程皆是透過某種虛擬平台的流動效應，這並非來自
於人類身體內的觸感而產生而出，然而卻是從直視的思考與接受刺激，逐漸從較
為外部難以看出的腦中內部知覺與知識的傳達結合，開始讓知識變為串連的網
絡，建構出一種龐大資料空間供每一人取用。可以取用並不代表沒有任何人文精
神的溫度，由於建立資料的來源，皆是由人的行為、思想、行動，不是將編碼的
過程交給在統一形式的訊息機器人，於是資訊變成了內涵豐富的文本與生活深
度。
平民化為展現一個社會架構的基層，由就是組程一個群體的基本結構。它體
現出最自然的生活模式，也呼籲著時代是處於哪一個階段。平民化並非稱之為低
俗，更是體現整體文化的根本。不偽裝的在地情感，表達出可貴的真誠與互助，
讓社區、都市都有一種讓人可以達到共識的思維。因此，英雄也身為某個鄉村或
都市的人民，應當以共同抗敵方式來實踐，單純自我犧牲、奉獻的悲劇收場不應
當出現，每一個人都是英雄，更新世界的職責不能落在於少數人身上，應當讓所
有人一同抵抗。英雄平民化體現出更新美好世界是在每一個人，才能夠共同創造
出大眾需求的場域。
在共識、平等、共同的生活模式，共享的方式將是實踐的ㄧ種形式，因為有
了共同認知的知識生態，只需要和外部環境搭配，藉著資訊社會的流動環境下，
將可以讓知識的行走主動擴散而出，不同的解碼結構從各個結點與聯點互動，將
不再變得是少數人得到益處與力量，這份力量將是共同可以抗敵的團結力量。
Gatchaman Crowds 中，可以看出英雄逐漸朝向平民化的進展，初提議到幼稚園
的展現 Gatchaman 的變身，是希望做出關懷、平等以及不再有任何的突出，這是
跟人民共同建築一份和諧世界的合作與互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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