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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上的社會運動──以台灣「解放乳頭」運動為例 

陳嘉敏 

 

前言 

隨著網絡科技的發展，媒體的範圍從地方擴展到全球。有別於傳統的電子媒介如

電話、電報等一對一的傳播形態，電視與報紙容讓一對多的資訊發佈模式。踏入

數碼年代，網絡慢慢滲進我們的公、私領域，www （world wide web）由原先只

是在網絡上的一種服務，慢慢化身成網絡的代名詞。1網絡或吸納，或轉化舊有的

傳播方式，我們的社會結構、文化、溝通方式、生活經驗、社群結連、意義生產，

隨著新媒體科技的發展，逐漸改變。 

 

Silverstone 在 Why Study the Media？ 中分析媒體中的政治，無論是使用、生產、

參與、再現媒體，一切都與權力相關。在世界變得疏離的時代，愈多人在思考如

何利用新媒體，重新喚起人們對國家政治的關注。2在面對全球性政治的刺激，人

們可以何種模式來參與政治？使用網絡作為社會運動議題 

倡議及動員的平台是否可行呢？ 

 

近年香港台灣兩地的大型社會運動均以社交平台面書（Facebook）作為資訊發佈、

號召群眾以及論述生產的平台。本文章將以台灣 Free the Nipple 運動作為例子，闡

述並歸納出使用新媒體推動社會運動的特點︰相對傳統媒體，較自主的生產模式、

低成本的動員平台、網絡社群的生成與維持等，並述說新媒體的規則所帶來的挑

戰及應對策略，最後藉以審視運動對女體的意義的改變及反思，思考網絡在社會

運動中的角色和利弊。 

 

                                                      
1
 Media & the Public Sphere Internet and Technoculture，p139 

2
 《媒介概念十六講》，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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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 Free the Nipple 運動作為例子，原因在於此運動巧妙地運用不同社交平

台，以反對社交平台本身對媒體內容的限制；它亦突顯新舊媒體的角力，以至示

範如何形成網結社群。 

 

Free the Nipple 運動在台灣 

Free the Nipple 運動在今年（二零一五年）年初由冰島十七歲女生史馬拉達蒂兒

（Adda Poreyjardottir）發起。她是女權主義學會主席，希望藉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

六日發起「解放乳頭日」，主張女性也有權利跟男性一樣裸露上身。3然而此舉卻

引起她的一位男同學的不滿，以上載自己的上空照表示抗議。面對異議，史馬拉

達蒂兒也把自己的上空照傳至網絡，可是她所面對的，卻是連串的炮轟和羞辱，

相片也被檢舉至下架。此事件引起冰島女權主義者的關注，紛紛在不同的社交網

絡（包括面書、Twitter、IG）上載上空照以示聲援，事件亦逐漸得到全球支持者

的響應和參與。 

 

台灣的女權主義者亦有參與此運動。一直推動性別平權的面書專頁「性解放の學

姊」率先響應，以上載二十張男女上空照表示支持，然而雖然他們已用策略，每

上傳一張女的就搭配一張男的上空照，他們的面書專頁依然被關閉，版主的面書

被封鎖三天，而更赤裸的是，二十張照片裡，只有十張男性上空照被保架，女的

被通通下架。4及後版主重新建立「性解放の學姊 2.0」繼續支持此運動，然而基

於他們設定粉絲頁為「公共財」，故不忍專頁因支持運動而再被關站，遂改以多平

台經營這運動的推動工作──在面書上載跟運動有關的文章，但刊登的上空照會

以黑色封條遮蔽；而 Twitter 則會上載全裸上空照。5 

 

                                                      
3
刊登台灣「解放乳頭運動」響應照，《風傳媒》遭封鎖網址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00 

4
Facebook「性解放の學姊 2.0」，【我！們！回！來！了！】（2015 年 4 月 3 日） 

5
Facebook「性解放の學姊 2.0」，【我！們！回！來！了！】（2015 年 4 月 3 日）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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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zh-t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osts/1568355640084246） 

 

後來運動引起多方討論，《眉角》雜誌編輯劉美妤撰寫文章〈關於乳頭解放，你也

許不知道的歷史〉，剖釋解放乳頭的歷史，並在其個人面書上發佈，然而這篇文章

卻被網友檢舉，在面書審查後再被下架，劉美妤亦被凍結帳戶。6於是她把行動升

級，邀請其他支持行動的女生包括鏡子、林郁璇與宋晉儀一同拍攝上空照。7 

 

四月十日晚攝影師王立柔把部分照片上載至面書，並在四月十一日把相簿私隱設

定改為「公開」，隨即引來主流媒體的關注。8及後多間傳媒包括《蘋果日報》、《新

頭殼》、《自由時報》報導此事件，並自行在上空照片上加上色條、馬賽克和星星，

以遮掩露乳位置。9《蘋果日報》更以《太陽花五女將露乳 fb 讓步 po 照》（fb 為

facebook 面書的簡稱）為題吸引讀者眼球，10事後惹來台灣女權主義者的不滿。除

                                                      
6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7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8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9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10
《太陽花五女將露乳 fb 讓步 po 照》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412/36489627/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412/3648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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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發起人王立柔親身撰文《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回應外，11網上媒體風

傳媒亦幫忙轉貼文章，但事後風傳媒竟被面書封鎖帳號。12 

 

然而多番的檢舉、下架、誤報，並沒有阻礙「性解放の學姊 2.0」支持運動的行動，

上空照 （但乳頭被黑色封條遮蔽） 依然繼續上載至面書，而且參與的不單是女

性，也包括男性、不同種族、不同性取向、孕婦、以及因病痛而令身體有傷痕的

人，都繼續提供照片以表支持，並發表自己對運動的看法。及後專頁亦有發起網

上籌款行動，設計運動的宣傳貼紙及明信片，希望把運動的信息帶到現實生活，

然而上載的裸照，也遇到被盜用的情況，亦有人開設面書專頁「性解放の學姊 3.0」，

意圖假冒運動發起人，收集上空照片。運動仍在持續中。 

 

乳頭的社會意涵 

同樣是乳頭，女性的乳頭與男性的乳頭均受到不一的對待。在現實生活與媒體呈

現中，男性露出乳頭是可被接受的，但女性露乳則被視為淫褻。究竟女性的乳頭

與男性的在社會意涵上有何分別？這個分野又是何時建立的？由誰人建立的？ 

 

回顧解放乳頭的歷史，一九三零年代男女露乳均被視為猥褻的、羞恥的、禁忌的，

13有美國男性因在公眾地方露乳被捕，電影中出現裸露畫面亦引起軒然大波。14美

國紐約要在一九三六年，才把男性露乳視為合法。15然而當時女性露乳仍是禁忌及

不被容許，要去到五十年後，一九八六年，紐約最高法院才判定女性也可露乳。16

然而法例雖容許露乳，但並不是所有人也知道露乳為合法，有多名女子後來也因

此而被捕，這跟女性乳房的社會意涵有關。 

                                                      
11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12
刊登台灣「解放乳頭運動」響應照，《風傳媒》遭封鎖網址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00 

13
關於乳頭解放，你也許不知道的歷史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14
關於乳頭解放，你也許不知道的歷史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15
關於乳頭解放，你也許不知道的歷史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16
關於乳頭解放，你也許不知道的歷史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00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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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話學解說，或許有助我們釐清乳頭的符號

意義。神話學有別於一般符號學，他以索緒爾（Charles S. Peirce Saussure）的所指

（signified）及能指（signifier）為符號結構基礎，把表意的過程分為三個層次： 「外

延意義」（denotation），「內涵意義」（connotation），「神話層次」（myth）。外延意義

是指一般常識，明顯的意義；而內涵意義則與主流意識形態相關，而神話層次則

是文化思考理解、概念化事物的方式。17 

 

羅蘭巴特指出，內涵意義是「社會強權透過壟斷媒體等方式，（可以）把符合自身

利益的內涵意指覆蓋到素樸的外延符號之上」，
18
演化成製作意識形態的規則。

Douglas Kellner 認為「不管是廣播、電視、電影等所生產出的大眾媒體文化，都提

供了我們界定自己有關於種族、階級、國家、自我、性意識等認同的材料。」19以

電影為例，我們常在情色電影中看到女性裸露身體，女性的身體被物化，以鏡頭

掃視，被定性為觀賞的客體，乳房位置被特寫放大。當演員的乳房被觸碰時，女

角會發出呻吟或表現出有性反應的神色。 

 

  

                                                      
17
「內涵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

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n

k&gl=hk 

18
「內涵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

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

nk&gl=hk 
19

Media/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Approaches, p188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D6E_HKlA0R0J: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3Fname%3Dfulltext_1_1_5.pdf%26filename%3D126734957412.pdf+&cd=5&hl=zh-TW&ct=clnk&g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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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話學分析乳房／頭在情色電影的呈現︰ 

能指 

女性裸露乳頭 

呻吟／性反應 

所指 

受性刺激／進行性行為

的女性 

 

意符 

I 受性刺激/進行性行為的女性 

所指 

II 放蕩的女性 

受害的女性 

意符 

III 放蕩的女性 / 受害的女性 / 身體（乳頭）等於性欲 / 性別角色 

 

從以上分析可見，要研究露乳的社會意涵必須從其社會脈絡及媒體操作著手，分

析其意義的生產過程。 

 

在這次解放乳頭運動中，王立柔拍攝劉美妤、鏡子、林郁璇與宋晉儀的上空照，

則嘗試呈現另一種露出乳房的描述。在王立柔的專文中，她表示拍攝當天女生們

「一面喝酒、聊天、吃零食、聽音樂，一面拍出生活化的照片」，從公開的照片中

可見，照片被調成黑白色 （一般如乳頭呈較深的顏色，會被人聯想到該女性擁有

較多性經驗，但黑白照片的處理則把這個意符去掉），相中女孩在嬉笑，態度和身

體狀況放鬆，這與以上以神秘學分析乳房/頭在情色電影中呈現可謂截然不同。 

 

然而這次的「解放乳頭」照片卻引來面書及主流媒體不同的反應。面書雖接獲檢

舉，但最後沒有把相片下架，因未違反規定；而另一邊廂，主流媒體卻以色條、

馬賽克和星星等遮蓋乳頭，這些符號一般見於遮蓋色情或不雅照片。而《蘋果日

報》以〈太陽花五女將〉稱呼參與者亦與事實不符。20 

                                                      
20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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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五女將露乳 fb 讓步 po 照》  

（網上圖片︰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412/36489627/） 

 

面對意義被扭曲，「性解放の學姊 2.0」等人繼續運用面書專頁來回應報導及建構

意義。如 Silverstone 所言，我們應視媒體為一個中介的過程，意義不斷循環和流

動，從一個文本流動到另一個文本，以永不休止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不斷

建構和轉化。
21
「性解放の學姊 2.0」利用新媒體社交平台作為運動資訊發佈及動

員的結點，抵抗主流媒體的扭曲，建立自己的發聲陣地，以下將分析新媒體如何

協助「解放乳頭」運動的推演。 

 

「解放乳頭」運動在新媒體中的應用 

「解放乳頭」因面書的限制而一觸即發，從冰島到台灣，運動的發起人或支持者

利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載照片，嘗試挑戰的不單是媒體機構的規則，還有社會對

乳頭的意符。新媒體在推動此次運動上有以下的作用︰ 

 

1) 創造空間容讓異議／少數／邊緣的聲音，透過媒體中介建構乳頭的社會意涵 

                                                      
21
《媒介概念十六講》，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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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stone 在 Why Study the Media？ 一書中分析，在先進工業社會中，數碼化傳

播方式能為另類聲音創造新空間，顛覆主流或優勢價值的訊息得以找到集結點。22

台灣的朋友透過網絡媒體得知冰島女生因上空照而被欺凌，於是選擇拍照及動員

民眾以示聲援。在這個中介過程中，支持者面對全球性的政治刺激，選擇了使用

新媒體的方法來參與這場運動，既跨越了地域上的界限，亦縮短了參與運動的時

間。他們以 Facebook 的專頁「性解放の學姊」作為主要資訊流通平台，並集結信

任他們的支持者。透過發表支持者的文章及上空相片，以及評論外界的反應，反

覆強調其運動立場。他們每一個發帖，都是中介過程的一部分，而讀者不單止從

中找尋事物的意義，亦在參與意義的產製。23 

 

Silverstone 提出媒體以語藝（rhetoric）、詩學（poetics）和愛慾（erotic）三種處理

文本的主要機制，來「說服、取悅和引誘我們」，加強訊息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與效果（effects）。24羅蘭巴特認為語藝（rhetoric）是「意識形態（ideology）中的

意符（signifying aspect）」，25它是風格、隱喻、句子的結構、說話的節奏。它亦是

試圖獲取閱聽人信任（trust）的手段。如果以 Silverstone 借用 George Steniner 分析

詮釋學的過程來闡譯媒體中介，信任是讓閱聽人進入文本的先決條件 （其他過程

還包括入侵（aggression）、轉化（appropriation）以及還原（restitution）。26 

 

                                                      
22
《媒介概念十六講》，p150 

23
《媒介概念十六講》，p20 

24
《媒介概念十六講》，p43 

25
《媒介概念十六講》，p55 

26
《媒介概念十六講》，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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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osts/1567865636799913？

comment_id=15787724679872&offset=0&total_comments=3&comment_tracking={%22tn

%22%3A%22R0%22}） 

 

學姊在面書「性解放の學姊」被封鎖後，隨即開設專頁「性解放の學姊 2.0」，抗

衡面書的監控。他們以一貫的語調和語氣 （如會說髒話「幹林涼、幹」），向面書

宣戰。 

 

 

「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osts/156868286671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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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姊們上載完相片後發了以上的帖子，形容自己在上稿到最後一張時的感動和感

嘆。這些感動的說話有助建立支持者的信任和認同︰支持者在提供相片後會有人

確保上載，而且提供照片亦對運動帶來正面作用。 

 

學姊也透過收集解放乳頭的照片和對運動及身體的感受，建立中介的空間，透過

詩學（poetics） 連結閱聽人的共同文化 （common culture），27並建立運動的論述。

「解放乳頭」不是爭取兩性間的平權，而是要突破性/別二元對立的框架，在性別

光譜上爭取身體自主。此外，身體有傷痕、或是肥伴，均被視為不太理想的身體。

在是次運動中，學姊也邀請他們 free the nipple，勇敢面對自己的身體。 

 

「我們必須跳脫女體意象的單一化，游走跨界。可以是顛覆性別二元印象的身體、

嘲諷的身體，也可以是真假混融、可戲耍的身體。在不斷變動的時代下，我們的

身體與社會文化的關係永遠在磨合、抗衡之中不斷改變，而我們的革命便是不斷

打破身體所受到的各種框架，讓性別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28 

 

「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不同文化背景及性向的朋友參與運動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a.1567867686799708.1073741828.1567864

                                                      
27
《媒介概念十六講》，p62 

28
Facebook「性解放の學姊 2.0」，【粉濕來含】衝破任何框架！（2015 年 5 月 9 日）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pb.1567864876799989.-2207520000.1432748205./158305221

5281255/?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pb.1567864876799989.-2207520000.1432748205./1583052215281255/?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pb.1567864876799989.-2207520000.1432748205./1583052215281255/?type=1&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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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799989/1583052215281255/） 

 

「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身體有手術疤痕的朋友參與運動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twitter.com/sisterssaying/status/5847559942714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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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孕婦參與運動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

https://m.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a.1567867686799708.1073741828.1567864876

799989/1584045758515234/？type=1） 

 

以上這些圖片及感受分享均容易理解，而且自然不做作，予人一種真實

（vraisemblance）及熟悉的感覺，扣連閱聽人對身體的經驗。羅蘭巴特曾說過，「意

義，是由感官所產生的」。29有說看見女人乳房（能指）會聯想起性 （所指），亦

會引起性慾。然而有部分「性解放の學姊 2.0」閱覽者均在帖裡發表意見，指自己

看到朋友的上空照，也沒有生理反應。 

 

                                                      
29
《媒介概念十六講》，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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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三） 

 

 

（圖二）           （圖四） 

「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a.1567867686799708.1073741828.1567864

876799989/1571367769783033/？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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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認識的女生朋友露出胸部的照片欸，那是我之前的獵奇想像 come true 的

時刻欸，啊我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說真的，那時候真的完全沒有一點情慾的想

像，我在看每一張 freethenipple 照片的時候，完全沒有什麼生理反應，心理也沒有。」

30 

 

如果以羅蘭巴特在《明室》中對相片的分析，來解構王立柔所拍攝的「解放乳頭」

照片，則可見其「知面」（stadium） 是猶如女生宿舍般的畫面，幾個女生在嬉笑、

玩樂，而且沒穿上裝，露出乳房及乳頭。這套符碼，是容易被人掌握和理解的。31

而這輯照片的刺點 （punctum），不在於那露出的乳頭，而是被攝者手中的食物、

安排的背景和姿勢。刺點 （punctum）潛藏在細微的、難以預測的地方，然而它

們賦予了照片愛慾，刺中我們的視覺，32輕鬆的日常背景與沒穿上裝的畫面並置，

給人一種日常化的感覺，嘗試顛覆露乳會引起性慾的預設。 

 

2) 與傳統媒體相比，操作相對自主 

傳統媒體如報章均有其既定的運作模式、新聞篩選機制和書寫角度。33Silverstone

在闡述修道院紀錄片的案例時指出，「當媒體無意間把自身的表述和運作形式套入

文本中，一個經由媒體中介、轉化的新現實便從海的另一邊升起，戮破舊有的經

驗，呈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34王立柔在《當女體遇上媒體》中形容蘋果日報

的《太陽花五女將露乳 fb 讓步》「不但詮釋錯誤，連基本事實也錯誤」。35王引述

                                                      
30

Facebook「性解放の學姊 2.0」，粉濕來含：＃性解放の日記 3：一位異男觀看乳頭的體驗（2015

月 10 日）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pb.1567864876799989.-220750000.143275170./15713677697

83033/?type=3&theater 
31
《媒介概念十六講》，p81 

32
《媒介概念十六講》，p82 

33
《媒介概念十六講》，p26 

34
《媒介概念十六講》，p26 

35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pb.1567864876799989.-220750000.143275170./157136776978303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pb.1567864876799989.-220750000.143275170./1571367769783033/?type=3&theater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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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記者林志青的回應，指出問及有否參與太陽花學運，是「要找五人共通點有

點牽強，但這是能串起五人的共通點。」36；王亦表示記者把「現場背景」與「（其

實並沒有的）尷尬」兩件動作變成有關連的事，彷彿要給人一種「一群女生怯生

生脫衣服」的想像。37而自行加上的封條，則直接扭曲 Free the Nipple 的意像，乳

頭始終不能在媒體上展示。 

 

及後蘋果日報再報導解放乳頭事件《台灣女大生露乳 叫戰 fb 響應全球「反對審

查」卻立遭刪圖》，既刊出版主對女大生貼露乳照的回應，也找來 Facebook 高層

發表意見及律師補充法律資訊，嘗試平衡雙方論點。38而後來蘋果也在〈人間異語︰

你對我有情慾 那是你的事〉中訪問「性解放の學姊 2.0」負責人范先生，這個專

欄多刊出與主流價值相榷的人物專訪。39 

 

傳統報章有其既定的運作模式，除了會篩選大眾有興趣的主題，以獵奇的形式包

裝外；亦會扣連熟悉的符號讓讀者容易掌握信息，內容亦力圖中立，嘗試平衡各

方觀點，而為了讓大眾更適宜接觸其資訊，敏感或具爭議性的圖像則可免則免；

預設的專題版面，也設定了讀者閱讀專欄的期望和效果；而報章的日常運作，如

截稿時間、版面大小、政治立場等，均影響文本的再現以及其意義的流動。 

 

從王及「性解放の學姊 2.0」的回應，可見文本在進入傳統媒體的領域後，經其運

作模式的洗禮，其中介出的意義與運動發起人的原意已不盡相同。然而社交平台

則提供空間讓發起人作出呈清及修正，意圖重掌意義詮釋的權力。 

 

                                                      
36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37
王立柔專文：當女體遇上媒體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38
《台灣女大生露乳 叫戰 fb 響應全球「反對審查」卻立遭刪圖》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410/36485739/ 
39
《人間異語：你對我有情慾 那是你的事》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420/36502405/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http://www.storm.mg/article/4616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420/365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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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一直把其面書專頁視為公共財，是性別教育的平台，它們利

用此平台發放運動訊息、回應主流媒體的報導、收集並回應公眾意見，呈現支持

者的圖片與文章、討論與運動相關的事項。遇上議題冷卻，版主亦可運用創意再

次把支持者的眼球吸引回來。以面書作為社會運動的平台，其成本和門檻不高，

但亦正因為如此，現在在面書上的倡議小組多如雨後春筍，而且受到面書的政策

影響，不是每個面書專頁也能接觸到它的目標讀者。 

 

 

 

「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有關指照露不露面的討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osts/1568372706749206？

comment_id=1568376500082160&offset=0&total_comments=7&comment_tracking=%7B

%22tn%22%3A%22R0%22%7D） 

 

3) 面書的回應功能，以及作為平台的設計 

面書擁有建立群組 （group）及專頁 （page）的功能，兩者均接受以不同主題開

組／頁。要加入群組，則有機會要經過管理員審批，群組的亦可設定為不公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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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而建立專頁則必須設定為公開，管理員不能審批按讚（like）者，但可把已

按讚的網民封鎖，相對於群組，專頁管理員不能群發信息給已按讚的人，然而專

頁可參加面書的營銷計劃，增加其專頁或個別發帖的曝光率。 

   

網民透過面書的功能，如「讚」（like）、「分享」（share）、「#」 （hashtag），表示

對社群或發帖的認同，以及在自己的版面與友人分享資訊。透過，面書提供的數

據，專頁管理員亦可知道其專頁能接觸多少面書用戶，以調整他們的發帖內容或

頻密程度。 

 

「性解放の學姊」在面書建立專頁，聚集對他們信任及支持他們理念的網民，建

立社群（community）。其專頁在面書重開後 （「性解放の學姊 2.0」），一天已有七

千多個讚。管理員的發帖均有不少的按讚和分享，回應及討論氣氛亦熾熱。在運

動開始初期 （二零一五年四月），管理員的每日發帖差不多有三個，讓支持者可

持續知道運動的資訊。 

 

版主亦希望運動可走出網絡，故利用專頁發起製作貼紙及明信片的活動，希望可

以徵集願意收取較低酬勞或免酬的設計師、幫忙設計，也徵集可擺放物品的地點，

意圖把這個在網絡的運動帶到實體生活。及後參與設計的朋友實在太多，兩項製

作均設票選，讓大家選出心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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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貼紙票選活動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 

 

「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已製作的貼紙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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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 支持者拿貼紙後拍照表示支持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 

 

這些小活動，增加群組成員的互動性，慢慢讓支持者的社群生成。Silverstone 闡釋

社群靠成員共享信念（belief）維持，社群是有生命的個體，亦是想像的集合。40透

過創造象徵性符號，我們連結彼此，亦分隔他者（other）。透過製作乳頭貼紙，再

現（re-present）運動中乳頭的符號，支持者可透過拿取貼紙，表達自己的意念，

並與其他支持者相認。 

 

此次運動所建立的社群，在面對面書的網絡監控和冒牌專頁「性解放の學姊 3.0」

時，成員也紛紛出謀獻計，向版主建議可如何作出反抗。 

 

如在「性解放の學姊 2.0」開版之初，成員均建議版主使用其他平台上載相片，以

減少被面書封版的機會。面對「性解放の學姊 3.0」的出現，亦有成員建議發起集

體向 Facebook 檢舉 3.0 專頁的行動，以不讓他者有機會破壞運動進行。 

 

                                                      
40
《媒介概念十六講》，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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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 

 

「解放乳頭」運動在新媒體中遇到的挑戰 

1) 面對網絡監控，爭取多平台操作 

在面書專頁中，露乳照均以黑條遮閉，這個安排多次被網友提出質疑，故版主發

聲明澄清，說明他們在運動中如何應用不同的社交平台，以對抗社交平台以至國

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監控。 

 

「性解放の學姊 2.0」版主在面書專頁發放黑條遮閉的露乳照，然後在 Twitter 把

原裝的照片公開，再在面書的發帖中加入 Twitter 的連結，41並提醒支持者到 Twitter

觀看照片。 

                                                      
41

 「性解放の學姊 2.0」在 Twitter 內的發帖：https://twitter.com/sisterssaying/status/598518577864388608 

 

https://twitter.com/sisterssaying/status/59851857786438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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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osts/1576938552559288） 

 

「性解放の學姊 2.0」版主面對社交媒體所定立的規則，往往處於弱勢，惟有以策

略 （tactics）回應社交媒體的計劃（Strategies）。Michel de Certeau 提出頂硬上 

（making-do）的概念，它不是正規性 （formality）的行為，而是暗中、富創意地

進行的運動。在「解放乳頭」運動中，「性解放の學姊 2.0」版主惟有以多方平台

發佈資訊，巧妙的在計劃 （strategies）限定的環境中，創造容讓自己發聲的空間。 

42 

2) 面對資料被盜用，急發澄清 

除了有網民開設「性解放の學姊 3.0」，意圖假冒運動發起人收集露乳照外，亦有

參加者自行提供的露乳照被盜用成宣傳成人遊戲的。43照片事後「性解放の學姊

2.0」版主請網友勿污名化運動，並認清這是肖像權被侵害的問題。 

                                                      
42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3
《男親手拍的 女怒斥盜圖業者「強姦犯」》

http://m.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521/3656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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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osts/1587660891487054） 

 

「解放乳頭」運動現階段所帶來的效果 

現時運動仍在進行中，然而支持的群組已慢慢形成，運動的訊息亦慢慢從網絡走

到現實社會。縱觀「性解放の學姊 2.0」中的支持者的發帖，運動已慢慢從單一的

「解放乳頭」，擴展到關注社會及媒體對身體的無形操控，形成一種倡議身體自主

的呼聲。有人提出女性的體毛也有與乳頭有相類似的狀況，男性不剃腋毛會被視

為性感，但女性不剃腋毛卻被視為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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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sisterssaying？fref=nf） 

 

亦有運動支持者表示從前並不欣賞甚至討厭自己的身體，但「解放乳頭」運動鼓

勵她直視自己的身體，她從中感到被充權 （empower），「那些殺不死我的，使我

更堅強。」 

 

 

「性解放の學姊 2.0」發帖 （網上截圖） 

（圖片來源：

https://m.facebook.com/sisterssaying/photos/a.1567867686799708.1073741828.1567864876

799989/1577832955803181/？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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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台灣 Free the Nipple 運動，我們可看見新媒體相對自主的資訊生產模式、低成本

低門檻的動員倡議平台、以及現時民眾使用互聯網的習慣，均有助社會運動的發

展及推進。然而網絡未知的監控及潛規則，以及知識產權被盜用的問題，依然為

這類新型式的社會運動帶來未知和不穩定的原素。有評論亦認為，網絡創新的關

係模式，其實都是具備「零碎」及「重新窄化」的過程 43。民眾在資訊過盛的年

代，難以尋找或專注於自己感興趣的信息，而網絡的快速亦不利培養較深化的社

會討論。網絡對社會運動的影響，仍需要時間更深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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