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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試圖以圈內人的觀點，走進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的生命經驗中，

以理解的方式，透過研究者在跨國追星場域裡的實際觀察，以及 8位受訪者的深

度訪談，來重新建構她們的生命意義。與一般媒體與社會大眾對哈韓族長久以來

的單方面看法不同，本研究得出的結果，發現這群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們，

其實是具有自我主體性，並且在各方面也經過理性思考，才赴諸實踐的迷群。 

 

    在她們進行追星實踐的過程中，有許多額外的附加價值，透過追星與旅遊，

她們個人的生命經歷增加，並且成長，甚至追星經驗較豐富的受訪者們，還成為

迷群中的專家、意見領袖，能夠幫助其他未能跨國實踐的迷群們，中介偶像的商

品、築起與偶像間接觸的橋梁。 

 

    現今韓流當道，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已成為社會中常見的小眾，本篇

論文的產出，期望讓社會大眾用不偏頗的角度去看待及理解這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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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契機 

 

十六年前，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偶然地打開電視機，映入眼簾的是充滿舞

台魅力的韓國藝人表演，1 溫柔動人的歌聲，眼睛發出閃耀的光芒，從那一刻起

我深深地被吸引。在那之前我對韓國流行音樂與文化雖不排斥，但也不甚了解，

同學間討論的話題仍舊圍繞在日本偶像明星及流行文化。隔年，正值準備升學考

試的陣痛期，每天的大、小考試從不間斷，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到補習班補習，

當時也因為要準備考試，被迫放棄社團與繼續學習琵琶，來自父母、師長、同儕

以及自己的各方壓力迎面而來，卻無一宣洩的出口，只有每天晚上唸完書稍作休

息時看韓劇的時光，能讓我感到愉快與放鬆，每看完一集《藍色生死戀》，心裡

就有一個聲音跑出來，「我以後一定要親自去韓國看看」。 

 

程靈和陳強（2001）提到，青少年時期崇拜偶像的心理因素是基於一種補償

的心態，當在生活中面對層層壓力、心理負擔超過可以負荷的情況下，青少年們

需要尋求宣洩、解脫與釋放，因此偶像就成為了心裡的精神支柱，使自己在現實

中無法實現的心願可以在感受偶像特質時獲得補償。岳曉東（2007）指出，青少

年偶像崇拜是現今青少年對日益繁重的課業壓力的一種宣洩和慰藉，以上所指的

就是我在這個時期對偶像崇拜並投射的心理狀態，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中藉由對韓

劇及偶像的崇拜來紓解與釋放。 

 

 

1.當時收看之節目為《2000 年 MTV 夏日音樂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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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幾年，依舊在上課與考試之中循環，我看了一部又一部的韓劇，同 

學之間的話題也逐漸從日本流行文化轉移到韓國流行文化上，我想去韓國的想法

沒有改變，甚至更加強烈，也報名學習韓語課程。2006 年，利用暑假打了兩個

月的工所獲得的薪水，和同學一起到韓國旅遊，短短的五天內，體驗了飲食，遊

覽了歷史文化、古蹟、韓劇場景、自然環境等，我又再次被吸引住了。那次的旅

遊結束後，我在心裡下了一個決定，「未來一定要到韓國生活」。於是在進入研究

所之後，開始積極準備學校赴韓國的交換生申請，順利的申請到韓國成均館大學

交換，並於 2013 年二月啟程。 

 

    在韓國的半年裡，我打開身上每一個細胞去體驗韓國文化，張大眼睛仔細觀

察，走在路上覺得一切都很新奇，連被風吹、下雪都覺得很浪漫，這是一種全新

的生命經驗。在我心裡很清楚，這半年會是我與韓國最親近的時間，把握每一分 

每一秒，嘗試各種韓國飲食、到各地著名景點旅遊、到自己喜歡的韓劇或韓國綜

藝節目拍攝地點遊玩，拍照紀念。也許是因為住在首爾的觀光區附近，我走到哪

裡都可以看到台灣人的身影，準確一點的說是到處都可以「聽」得到台灣人的聲

音。 

 

    台灣人到韓國旅行的風氣逐漸普及，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資料顯示，

2013 年赴韓旅遊人數為 518,528 人。2「據了解，台灣是入境韓國第四大人次，

前三名分別為中國大陸、日本及美國。申評燮 3 說明，台灣赴韓旅客 2014 年截

至目前為止，相較去年同一時段成長 4.6%之多，申評燮認為，所謂的『韓流』 

影響最深的其實是台灣及東南亞市場，因此韓流、文化是為未來的行銷策略。…… 

 

 

2.詳細統計資料表請見：交通部觀光局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http://recreation.tbroc.gov.tw/asp1/statistics/year/INIT.ASP 

 

http://recreation.tbroc.gov.tw/asp1/statistics/year/INI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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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評燮也表示，目前赴韓旅遊的台灣旅客主要還是以年輕女性為主，尤其自 2011

年開始女性族群明顯增長，今年 3 月統計，赴韓的女性是男性的兩倍之多，她們

去韓國逛街購物、或是受韓流影響進而赴韓旅遊。」（ETtoday 東森旅遊雲，陳

姿吟，2014.04.09）。由此可見，台灣人赴韓旅遊已逐漸普及，而我所認識的交換

學生中，也有許多是台灣人，其中不乏對韓國流行文化極度熱愛者。 

 

    李明璁（2003）在研究台灣哈日族的跨文化認同時，提到當代的認同是互動

協商、流動而液態的，並將其受訪者在論述過程中的認同形構分為三種：(1)轉

向的認同；(2)混雜的認同；(3)取代的認同。轉向的認同，指的是行動者在旅行

的過程中，在不同的機緣與情境下，與自己原有的想像協商，結果可能出現印證

或破除想像的可能。混雜的認同，指的是在至日本旅行之後引發對日本文化更深

的好奇，想要更深入、持久的赴日旅遊或留學，同時亦保有對台灣的認同。取代

的認同，指的是行動者在論述中呈現了一種強烈地「想成為日本人」的慾望，不

只有深度的仿效與學習欲望，亦想至日本工作與生活。此三種類型並非沒有連結

互動與流動變化的可能。同樣身為一個行動者，一個旅行者，一個跨文化實踐者， 

我生活在韓國的每一天，都在接受新的刺激與挑戰，常常會遇到文化差異帶來的 

衝擊，我也不斷的在思考與調整自身的認同，例如：在韓劇裡和劇外，螢幕裡與

螢幕外的差異，而非盲目地照單全收。正如同李明璁所提到的，在跨文化實踐中，

會衍生跨文化的比較。在不斷與自己協商的過程中，將文化現象放置到歷史脈絡

中，可以讓我看得更廣，了解更深，生活也更有樂趣。 

 

  為了不讓自己遺憾，也抱著嘗鮮的心態，在韓國短暫的幾個月中，我跟隨著

我在韓國的第二任室友，一位來自台灣的大學二年級女生，一起到韓國的電視台 

以及各地進行追星的實踐，而這又是另一個嶄新的體驗，在這個場域中我看到、 

 

3.申評燮 2014 年時任韓國觀光公社海外行銷室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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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到了許多在這個場域外無法感受到的事，也無法只靠聽說就可以理解的事，

即使我幾乎每天都聆聽著室友分享的親身經歷，有時候也代替不了自己實際進到

現場的真實感。 

 

    在參與實際追星活動後，除了較能理解哈韓族的行為與心理狀態，在追星實

踐的場域裡，享受追星愉悅感的同時發現許多令我感到有趣的情況，也讓我在當

了 14 年的哈韓族後，首度正式思考，台灣的哈韓族是如何進行跨國實踐的，她

們每個人獨特的的生命經驗與故事又是怎麼展開的，她們在追星的過程中，身體

是如何移動及勞動來從事身體實踐與文化實踐的，又這些實踐包含了哪些具體行

為等，都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在我赴韓交換前，我並沒有設定未來的論文題目，

因為我認為在韓國的六個月期間，或許會因新環境的刺激而產生不同於以往的想

法，因此在我進入追星實踐的場域後，慢慢地確認這就是我想要探討的論文題材。

在研究觀察的場域中，我融入在現場氛圍裡，心情亢奮的享受每一個看到韓國偶

像、藝人的瞬間，同時在等待韓國偶像、明星到達研究場域前的空檔過程中 4，

也仔細地觀察哈韓族追星如何進行身體實踐。 

 

    因韓流在近二十年間的興起，目前台灣亦有不少對韓流迷群的研究，如郭家

平（2007）對台灣女性韓劇迷的收視經驗及認同過程進行研究、林桂英（2008）

針對女性韓劇收視行為與偶像迷戀進行研究，另亦有曾慧文（2007）及黃琤琄

（2008）和闕奕婷（2008）主要針對韓劇迷在韓劇收看的認知與解讀的研究，以

及較近期的則是有關韓流迷群的消費行為或消費認同的研究論文，例如：林文婷

（2011）研究少女時代男性迷群的消費與認同，或探討韓流迷群與網路科技的互

動，如陳研利（2012）研究韓流迷群與網路科技的互動模式。而陳佩鈺（2013）

對於台灣韓流偶像迷群對應援文化的實踐與認同的研究，該論文主要是聚焦在韓 

 

4.研究觀察場域指的是韓國四大電視台，或演唱會舉辦場所，抑或是地方公演的場合等。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xMkap/record?r1=11&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6%9E%97%E6%A1%82%E8%8B%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xMkap/record?r1=13&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6%9B%BE%E6%85%A7%E6%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9%BB%83%E7%90%A4%E7%90%8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9%BB%83%E7%90%A4%E7%90%8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9%97%95%E5%A5%95%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6%9E%97%E6%96%87%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6%9E%97%E6%96%87%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0HnZ9/search?q=auc=%22%E9%99%B3%E7%A0%94%E5%88%A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xMkap/record?r1=25&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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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迷群在台灣的應援實踐，甚少討論到台灣韓流迷群跨國追星實踐的部分，雖然

哈韓族在進行跨國實踐時亦有應援行為，應援的部分和在台灣實踐時有些相似，

但哈韓族的跨國實踐不只包含應援行為，應援只是哈韓族跨國實踐中的一部分而

已，情境脈絡也與台灣本地不同，因此透過本研究的觀察試圖還原哈韓族在實際

進行跨國追星實踐的現場情況、脈絡與了解哈韓族進行跨國實踐的生命意義。 

 

第二節  研究背景脈絡 

 

  欲了解台灣哈韓族為何對韓國流行文化如此著迷，進而積極地參與跨國實踐，

那麼就必須回過頭先了解韓國流行文化的發展背景，從歷史與社會脈絡中爬梳，

以期能更深入探究與了解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之行為意義。本節將就韓國流行文

化在台灣以及亞洲甚至到全球的發展做一概述，包括韓國流行文化是在什麼樣的

歷史、政治、經濟情況下崛起的，如何利用新科技的發展更快速、廣泛地傳遞韓

流資訊，在此脈絡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韓國經紀公司是如何將韓流文化與偶像推

向韓國之外的各地。而在台灣的脈絡中，又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引進韓流文化產

品，令哈韓族深深著迷的對象是誰，何以吸引她們親自赴韓只為一睹偶像的風

采。 

 

一、 韓國流行文化的發展進程：韓國—亞洲—全球 

 

    1993年，韓國第一個文人總統金泳三上任後，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其任內一

項很大的文化計畫為「文化暢達五年計畫」，其中文化產業首度成為重要的政策

目標之一。1994年金泳三總統在一場國家科學技術諮詢會議中得知，電影《侏儸

紀公園》一年間能賺進8億5,000萬美元，這讓韓國政府也開始意識到文化與傳播

媒體產業的經濟價值（郭秋雯，2012:48-49）。韓國政府在1994年建立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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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1995年制定了電影振興法，鼓勵財團（재벌/jaebeol）投資於電影業（Yang, 

2012）。同年，一份提交給韓國政府的媒體政策報告書中顯示，韓國需要鼓勵媒

體集團做垂直與水平的整合，因為擔心大型跨國企業有計畫性地壟斷資訊，國家

需要媒體集團集結他們的規模與資源以因應此現象（Kim,1996；Shim,2006）。 

 

    為了響應政府的努力，並藉機在這一領域賺取利潤，媒體與大企業、財閥等

也對文化產業的高經濟效益投以高度的關切，陸續投入資金開發產品，舉國支持

以出口為導向來出口韓國電影與文化產品，也因此揭開了文化產業化、經濟化時

代的序幕。在金泳三總統任內最後一年，也就是1997年，訂立了「文化願景2000」

計畫，但不巧的是遭逢亞洲金融風暴，使得該政策無法付諸實現。國際金融貨幣

基金IMF接管韓國，整個國家陷入愁雲慘霧中，經濟崩盤、人民失業、顛沛流離，

大財團因自身負荷不了，也紛紛抽回對文化產業的投資（郭秋雯，2012:51；

Shim,2006；Yang,2012；李明璁，2015:40）。 

 

    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透過 IMF 重建計畫恢復經濟實力。其中一個關鍵策

略就是投資與開放新的消費市場，強調自由化政策。1998 年「文化總統」金大

中總統上任後，欲以振興文化產業來扶植中小企業，將文化產業明訂為 21 世紀

重要根幹產業，試圖以文化立國。將各產業轉型為市場經濟導向，媒體及文化產

業亦不例外（郭秋雯，2012:52；Joo, 2011；李明璁，2015:40）。其中包括將文

化產品銷往中國與東南亞，韓國強勢的經濟政策建立了與他國的雙／多邊新關係

（Siriyuvasak & Shin,2007）。同年，韓國政府解除了自 1945 年以來，因政治等

因素對日本流行文化商品進口的禁令（Joo, 2011；Shin,2009a；Yang ,2012），韓

國的文化市場對外敞開後，致使其逐漸全球化，競爭力相對提升（Yang ,2012；

Shim,2008; Yang,2007）。韓流現象很好的銜接了韓國政府在遭遇金融危機時首

要的產業重建任務（Joo,2011:499；Yang,2012:108）。 

 

 

http://cndic.naver.com/kr/entry?entryID=c_38f5bce0a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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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將眼光放在韓國國內、亞洲市場，韓國政府以及韓國音樂、娛樂、經紀

公司更將目標放遠到全球市場，在這過程中，韓國流行文化產品不只被全球化所

影響，他們更希望自己生產的文化產品能跨界成為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內容。

2003 年盧武鉉政府承接了金大中總統文化政策努力的結果，文化產業產值每年

約以 10.5%的高成長率呈現。並於 2005 年發表「文化強國（C-Korea）2010 計畫」，

韓國政府已清楚知道文化創意產業將會是 21 世紀國家發展的動力，也是全球競

爭力的核心力量。2008 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後，更展現推動 3D 技術的決心與企

圖心，企圖讓韓國在 2015 年可以成為全球市場前五大 3D 文創強國。由此可知，

韓國歷屆總統都想盡辦法欲將韓國文創產業推向全世界，投注大筆經費包裝、行

銷，以達宣傳之效，讓韓國步步邁向國際化（郭秋雯，2012）。除了政府強而有

力的政策執行外，韓國流行文化產業，尤其是韓國音樂／娛樂公司更是發展出一

套屬於韓國特有的經營方式，目的就是跨出韓國市場以外的地區賺取高額利潤，

關於韓國音樂／娛樂公司之商業策略，在下一小節當中會再詳細論述。 

 

二、 This is the Korean style：韓國經紀／娛樂公司與偶像經濟  

 

    1997 年韓國面臨金融風暴時，韓國音樂產業也面臨結構性的蕭條

（Siriyuvasak & Shin,2007）。經濟危機大大影響到這些音樂公司，包括生產偶像

的危機，雖然韓國偶像團體在此時仍一枝獨秀，但他們的利益在新媒體環境中嚴

重遭到削減（Shin,2009b）。在近乎瓦解的情況下，若想回復韓樂市場有兩個關

鍵概念:數位化與亞洲化，因此韓樂開始發展其跨界（cross-bordering）的特色

（Siriyuvasak & Shin ,2007），1998 年在韓國政府扶持下，韓流以全新面貌喚醒

「全亞洲」的注意（江佩蓉，2004）。 

 

    事實上，1990年代後韓國政府開始開放電視台的管制策略，最初電視產業與

 



8 
 

廣播業都須經政府管制與事先審查，後則漸漸鬆綁，加上市場擴張、頻道競爭，

造成流行文化與媒體內容的需求量大增。因媒體解禁，強調視覺表演的舞台內容

大增，追求音樂內容與視覺表演效果呈現的表演方式，為韓國流行音樂發展出新

的舞台內容 （Howard,2002；Lee,2006；Lee Moon-Hyung,2011；陳佩鈺，2013）。 

同時，音樂產業也開始利用電視節目進行唱片與歌手的宣傳與行銷，使得電視節

目與音樂產業進入一種互利共生的關係，逐漸改變了韓國的流行音樂地景

（Lee,2006；黃瀞綺，2013）。 

 

    如前一小節所提，韓國政府希望媒體產業可以進行垂直與水平的整合，以利

聚集其規模與資源以對應外來的國際媒體集團。早在金融風暴之前，韓國已存在

幾間較具規模的娛樂／經紀公司，在遭遇金融風暴後，其中三家最賺錢的公司被

稱為Big3
5的SM、YG、JYP存活了下來，經過垂直與水平的整合之後，逐漸發展 

成新型態的娛樂公司與造星系統（Shin,2009b；Siriyuvasak&Shin,2007；黃瀞琦，

2013）。談到韓流偶像團體，最早可以回溯到1992年徐太志和孩子們6的出現，

這個團體象徵著韓國新世代的轉變，並且使娛樂產業的偶像制度成形。也因此， 

音樂製作公司為了獲取最大利潤，逐漸整合為「複合式的娛樂公司」或「總管理

公司」，不只在音樂上是專門的，它們被垂直和水平整合後，包含整個製作的範

圍，例如：從音樂到戲劇、廣播和電視節目、宣傳及其他相關業務都囊括其中。

因此，在此系統訓練下的明星可能同時具有歌手、模特兒和演員身分，流行音樂 

的發展也成為一種尋求明星的過程（Siriyuvasak & Shin ,2007；李明璁，2015:50）。

下一段將以韓國兩大娛樂／經紀公司為例，剖析他們的經營策略以及他們如何將 

韓流推展到全世界。 

 

5.見〈The Weaknesses of SM, JYP, and YG Entertainment〉一文。 

6.徐太志和孩子們(서태지와아이들)，為 1992 年成立的一個以三人為主軸的團體，背後沒有企劃

公司，他們的演出成功獲得高人氣，其音樂融合現代感的舞曲與說唱樂曲風，為韓國歌壇注入新

血。其中一位主要成員楊賢碩，現為 YG Entertainment 的代表理事。 

 

http://zh.wikipedia.org/wiki/YG_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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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韓國娛樂／經紀公司 

 

    以目前仍是韓國國內最大娛樂公司的SM娛樂7為例（Yang,2012），1989年

李秀滿8建立了SM公司，他催生了韓國流行音樂工業化的造星過程，逐步改變了

韓國娛樂市場的樣貌。在市場中，明星要進門得靠強大的娛樂公司嚴格控管，李

秀滿創造了造星系統，培養流行明星無限的才藝並加強其外在包裝。其中最好的

代表就是H.O.T.
9，在推出H.O.T.之前，李秀滿針對十幾歲的女孩們做了調查，了

解她們喜歡哪一類型特質的偶像，在選拔新人的過程中，李秀滿看了成千上萬支

面試者表演的錄影帶，選擇有理想抱負的新人，主要看中的是他們的外型、舞蹈

與歌唱技巧，並在歷時兩年的歌唱、舞蹈、其他方面之訓練後才推出市場

（Shim,2006；林文婷，2011）。 

 

  隨著他的男團成功推出，李秀滿也打造了女團S.E.S.和BOA，放眼亞洲市場，

李秀滿打造十幾歲的年輕團員，透過語言等各種訓練，讓偶像能與其他市場接軌 

（Shim,2006）。對娛樂公司來說，偶像團體是種可操作的機制，讓他們每個人

都可以適應不同形式的電視節目，有些成員較有幽默感，可以主持節目，有的成 

員唱功較佳，則可以常上音樂節目，有的成員被訓練為演員，每個成員都可以單 

飛（Shin,2009b）。林文婷（2011）及Lee Moon-Hyung（2011）提到，韓國娛樂

公司給練習生的訓練除了基本的歌曲、舞蹈、肢體訓練外，第二外語的部分例如： 

 

7.SM娛樂原韓文名為SM엔터테인먼트，是一間大型藝人企劃和經紀公司，目前旗下有SM 

Entertainment Japan、SM Entertainment USA、SM Town Travel、SM Culture & Contents與Woollim 

Label等11個子公司，積極拓展國際市場。該公司並於2000年4月28日將股票上市。 

8.李秀滿原為歌手出身，現為SM娛樂的非常務理事兼會長。 

9.韓國第一代偶像團體，成員有五人，於1996年出道，H.O.T.這個名稱是「High-five of Teenager」

的縮寫，指的就是五位活力充沛的青少年，從這也可看出當時的社長李秀滿針對十幾歲的粉絲為

主要的市場方向，試圖跟十幾歲的粉絲溝通，吸引他/她們的目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9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9D%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7%B4%80%E5%85%AC%E5%8F%B8
http://www.smtown.jp/
http://www.smtown.jp/
http://zh.wikipedia.org/wiki/Woollim_Label
http://zh.wikipedia.org/wiki/Woollim_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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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日語專輯或中文歌曲，亦可和他國粉絲互動交流，拉近與粉絲間的距離。 

中文、日文等訓練也成了韓國偶像歌手的另一種利基，藉以打入國外市場，例如 

SM公司的野心不只在韓國國內市場，自1989年成立至今，已成功地將韓流推向

鄰近的東亞地區、全亞洲再到美國與歐洲。例如：2011年由SM公司旗下歌手、

偶像團體參與的〈SMTOWN世界巡迴演唱會〉在首爾、上海、東京、洛杉磯、

巴黎與紐約等地的表演相當成功，15,000張價值60到250美元的門票在兩周間全

賣完（Chosun ilbo,2011.10.25；Yang ,2012）。 

 

    接下來再以韓國另一大娛樂公司JYP娛樂10的例子來看，創辦人朴軫泳同時

具有歌手及製作人身分，早期在美國及韓國發展，後成立經紀公司，並以Rain

作為該公司邁向亞洲及全球市場的代表明星。在2005年9月，打造Rain的Jimmy 

Jeong
11受Time Asia訪問時，表現出野心蓬勃的慾望，「讓Rain突破到美國市場，

我們的目標是全球市場。」而Rain在某次接受韓國新聞的採訪時透漏，他否認自

己是韓流明星，他想走出韓流，……，當他從비（Bi）變成Rain的時候他已不僅

是鄭智薰12、비（Bi）而是Rain。從這邊種種的描述可以看出JYP娛樂從公司社

長到職員再到演藝人員全都一心致力於征服全球市場的野心（Shin,2009b）。 

 

    由於朴軫泳深知美國唱片公司的運作方式，其在2007年於美國創立音樂公司

時表示，在美國，唱片公司與管理公司和演唱會規劃公司都是分開的，因此他們 

 

10.JYP娛樂原韓文名為JYP엔터테인먼트，是韓國樂壇主要經紀公司之一，於1997年成立，目前

有JYP Entertainment Japan Inc.、北京傑偉品文化交流有限公司、JYP Entertainment Inc.（美國）

等六個子公司。亦為一上市公司，2011年4月8日宣布與裴勇俊創辦的經理人公司KeyEast、張東

健及玄彬所屬的AM娛樂公司、張根碩的經理人公司Star J、BigBang所屬的YG、擁有少女時代的

S.M.等5大陣營攜手合作，成立United Asia Management（簡稱UMA）超大型國際經理人公司。

目標不單只是推廣韓流，而是加強亞洲各地演藝行業交流，並在世界市場推廣「亞洲流」發展，

以及管理旗下藝人及作品的知識產權（星洲網新聞，2011.04.09）。 

11.當時為JYP娛樂的行銷經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8C%E6%89%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3%BD%E4%BD%9C%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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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不了錢，但我們三個都做，這就是韓國風格。Shin（2009b）認為朴軫泳的韓 

國風格不只是出口亞洲生產的文化商品，同時在推行一種具有亞洲機制的造星系 

統，是一個完全整合的系統。 

 

    這個韓國風格可以代替亞洲風格，因為朴軫泳提到，他正在訓練三個韓國人 

跟兩個中國人，想要將他們打造成全球明星（Choi,2007；Shin2009b），換句話

說他想要輸出的是具有東亞特色的文化商品，也就是不只是強調「在韓國出道的 

藝人」，同時也強調「這是我們的系統、音樂、標籤」，最終他透過跨國唱片的

傳播與亞洲巡迴演唱會等，實現了商業上的成功。 

 

    這樣的韓國風格被建立之後，逐漸形成一些特殊的景觀，這個景觀是由韓國

明星、娛樂／經紀公司、韓國造星系統所創造出來的，其中因娛樂／經紀公司聚

集而形成的地理景觀相當獨特。Shin（2009b）就曾提到，韓國國內幾間規模較

大的娛樂公司有幾個共同特點，他們通常在首爾最豪華的地區設置辦公室，例如:

江南、新村等。在辦公大樓內，設有錄音棚、排練室和會議室，員工的工作為詞

曲作者、編曲、錄音師、工程師、經理、編舞、服裝設計人員和設計協調員等，

明星藝人們也會經常在辦公室出現（Shin,2009b；李明璁，2015:50）。在公司內，

特殊的訓練與教育體系稱為「學院系統」，想當明星的人在此接受訓練，上一些

出道前的必修課。不只歌手、舞者、演員等的練習生，工作人員也可以一起在這

棟大樓裡上課。在學習適合的技能後，部分的練習生會被選為男團或女團的成員。

被挑選為團體成員後的下一個階段，通常會讓團體成員們合住在公司提供的房子

裡，接受更嚴格的訓練。在這樣的概念下，明星藝人們透過公司天衣無縫的掌控

機制被發掘、教育與開發。 

 

12.鄭智薰為Rain的本名，於1998年與另外五位成員組成團體「Fan Club」出道，但當時並不被注

意，直到2002年從JYP娛樂再次出道，2004年他透過韓劇浪漫滿屋而受到亞洲觀眾的歡迎，這時

他的名字也從韓文雨（비/Bi）轉變成英文的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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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偶像創造的經濟效益 

 

    韓國娛樂公司共同的商業策略包括：系統化的造星模式、整合型的公司體系、

將文化商品大量複製生產、創造無國籍氣味的文化產品、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製 

造一種消費圖像。韓國娛樂公司在遭遇1997金融危機以及後來MP3線上音源的興 

起，韓樂市場受到嚴重壓縮（Choe,2011.11.10），在2003-2004年左右開始積極 

擬定海外發展計畫，韓國開始意識到唯有建立「泛亞洲認同」13的文化商品，才 

能讓不同地區的觀眾認同，擴大消費市場（Lee Na-Young & Jung Min-Woo,2009；

陳佩鈺，2013）。例如Rain、BoA等就是很好的例子，藉此危機轉型跨向國際。 

     

    不同於1990年代以來，由韓劇、韓國電影、韓國遊戲在中國、香港、台灣、

新加坡等地形成的韓國文化熱（金知玧，2007；Shim,2006；黃瀞綺，2013），

2003-2004年間韓國流行音樂的再次流行被視為後韓流現象（post-Korean Wave 

phenomenon）的一環（Shin,2009a；Siriyuvasak&Shin,2007；黃瀞綺，2013）。

韓國流行音樂的轉型往往被認為是全球在地化的結果，基於商業動機與經濟考量，

甚至於對亞洲或亞洲之外的市場想像，將國外的音樂元素在地化，並與韓國當地

音樂混種化，盡可能模糊自己的國家身分，透過各種生產與行銷的策略，包裝成

一種「無國籍」（non-nationality）的產品，進而傳播到韓國以外的國家，以擴

大文化產品出口的能力（Joo,2011；Jung,2011；Shin,2009b；陳佩鈺，2013；黃

瀞綺，2013；Siriyuvasak&Shin,2007）。 

 

  因為韓國流行音樂在亞洲其他地方變的普及，K-pop一詞也因此誕生，金城

敏（2012）提到，當代K-pop是由韓國娛樂公司基於市場導向與外銷理由打造的

「偶像組合音樂」。K-pop以舞曲為主，用適合跳舞的節奏、好看的歌手和團體 

 

13.此處主要指的是中國、日本等，與韓國在地理位置上鄰近的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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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朗朗上口的旋律來呈現，以觸達更廣泛的市場為主要發展目標。韓國經紀公

司近年來也在亞洲或亞洲之外的地區徵選中國籍成員或亞裔美籍成員，例如:SM

公司推出的Super Junior-M與EXO-M等子團，其中的M指的是Mandarin（現代標

準漢語之意），表示此子團將會在華語樂壇發展，將市場目標全面拓展，利用全

球化下的在地化策略，打造韓團的包容性與文化流動性。 

 

    Yang（2012）說到，相比於韓流發展的第一階段，以韓國電視劇為主要推

動者，第二階段韓流的區別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大部分的K-pop流行歌星，

包括所謂的偶像團體，不是無意中被發現的，他們已被娛樂管理公司系統性地選 

擇與訓練一段時間，有些超過10年。其次，他們的訓練和歌曲的第一目標不只是

國內市場的觀眾而是國際觀眾，在訓練的課程中，他們學習外語和向國際舞蹈培

訓師學舞，他們的歌曲常是由知名國際作曲家們製作完成。第三，管理公司負責

初始選拔、培訓和市場營銷，採取系統化、科學化管理機制，周密的計劃是為了

減少文化市場的不確定性。最後，新的通信網絡，諸如社交網絡服務，變得更加 

有效且能高速的傳遞資訊、知識和對流行文化的新聞，比傳統的媒體，例如：電

視、報紙、電台迅速的多。 

 

  Tania Lim（2008）在研究亞洲區域流行文化如何利用區域性的網絡來發展

時提到，這波東亞流行文化促進地方文化與全球市場流行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競爭，

當亞洲的城市可以接觸到更多其他地區的電視頻道、報紙、專輯、演唱會與在該

地區不停流動的明星，例如:韓流明星、日本明星時，也改變了當地媒體的生態，

使它們可以爭取到更多不同的觀眾。由於新型態的國際性電視頻道可以立即傳送

更多樣化的內容，各國政府也因此對媒體工業更為敏感，逐漸放寬了先前的限額

與當地播出內容的限制，亦增加了媒體的自由化，因為政府相信這樣可以帶來經

濟上的成長，也紛紛將先前由國家運作的電視事業改變為市場導向策略（Tania 

Lim,2008:33-34）。除了這些政府行動與市場的變化，加上急劇擴張的傳播與資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6%A8%99%E6%BA%96%E6%BC%A2%E8%A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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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使得韓國流行文化廣泛滲透到亞洲觀眾的日常生活中

（Yang ,2012:115-116）。台灣也包含在此區域網絡中，因此也深深受到這波文

化潮流的影響。 

 

    2000年左右數位科技開始發展，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各種媒體產品的數位化，

閱聽眾使用文化產品的習慣也逐漸改變，從原本在客廳電視機前準時收看電視節

目，到自己房間使用電腦螢幕觀看節目，甚至近幾年智慧型手機推出後，可在更

自由與多元的空間環境中收看自己喜歡的節目，新科技的發展加速了媒體內容傳

播的速度與力量，網路上各種免費線上收看的網站與字幕組所貢獻的免費勞動，

都使得閱聽人不再被囿限於以往的視聽條件中（胡綺珍，2009）。對於許多韓國

娛樂公司及演藝人員來說，社交媒體如YouTube和Twitter已經成為重要的工具，

用來觸及以前難以進入的市場，例如：美國和歐洲。韓國藝人繞過傳統的宣傳管

道，如:廣播和電視，他們透過社交媒體Tweeting, YouTubing and Facebooking他

們的音樂到亞洲以外的地方（林文婷，2011）。近來YouTube已成為SM、YG、

JYP等娛樂公司的重要宣傳管道，為的就是能讓其公司偶像明星的海外粉絲、迷

群可以更即時地接收到宣傳訊息、觀看最新的MV。YouTube儼然成為一個巨型

且虛擬的K-Pop廣場，經紀公司利用此免費管道，既可立即得到粉絲、迷群從世

界各地傳來的回應，還可額外賺取到廣告費用，一舉數得（Go Gyeong Min, 

2010.10.27）。 

 

    在科技景觀的改變下，消費欲望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加上韓國娛樂產業的商

業利潤導向原則，便形成一個生產偶像、購買商品的循環。韓國偶像團體一年出

產的數量驚人，本研究整理2011年至2015年間韓國娛樂公司推出的偶像團體數量

列表請見下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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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011至2015年韓國偶像團體數量統計表 

類型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男團 24 36 37 49 45 

女團 40 44 40 51 50 

男女混合團 3 0 1 10 1 

總數 67 80 78 110 96 

（資料來源：〈2011 出道韓團整理共 67 團之你認識了幾團?〉；〈2012 年韓國

團體出道名單〉；〈2013 年出道的團體名單〉；〈韓國 2014 出道組合大盤點，

已完結〉；〈2015: Rookie Groups and Their Debut Songs〉，本研究自行整理） 

 

    因偶像明星年產出率高，競爭相對激烈，汰換率也高，因此若不想被觀眾遺

忘，就必須要一直出現在螢光幕前，透過不斷推出單曲、EP、迷你專輯等來保

持熱度。以往，韓國一張專輯的歌曲數量大約在 14-16首之間，以研究者本身在

2000年購入的韓國專輯為例內有 15首歌，但自從迷你專輯出現之後整個唱片業

生態改變了。迷你專輯通常包含 4-8首歌，其中有些是混音版，也許裡面只有一

首是主打歌，但藝人們可以藉此回到螢光幕前，活動幾個月之後，再出下一張迷

你專輯。和一次推出一張完整 14首歌的專輯比起來，這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

方法，這讓藝人可以更快回歸並獲取大量曝光機會。現在，迷你專輯已成了最普

遍的發行方式，事實上，許多藝人在出道後都沒發過完整專輯，以 JYP娛樂旗

下的 2AM 為例，他們於 2008 年出道，但直到 2010 年才發行第一張完整專輯

（AllKPOP, 2011.03.10）。  

 

    還有另外一種再包裝（repackaged）的概念在近幾年也被大大地使用，由 SM

娛樂開始帶起這股風潮，常出現在最受歡迎的偶像上，這種再包裝的專輯通常會

包含一到兩首主打的新歌，換上新的專輯封面照，促使歌迷們買同樣的專輯兩次。

以 2013 年 SM 娛樂旗下的 SHINee 為例，於 2013 年 2 月 20 日推出〈第三張正

 

http://www.soompi.com/2011/03/10/the-evolution-of-korean-pop-music-in-the-past-ten-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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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專輯 Chapter 1〉，2013 年 4 月 29 日推出〈第三張正規專輯 Chapter 2〉，2013

年 8 月 8 日發行〈第三張正規 Repackage 專輯〉，〈第三張正規 Repackage 專輯〉

集結了 Chapter 1 與 Chapter 2，另外加上兩首新歌再推出，因發片密集，幾乎整

年都在舞台前活動。總而言之，迷你專輯在生產上的成本低於完整專輯，所以唱

片公司能更容易賺取利潤，在推出迷你專輯時，歌手也可以在告別舞台（goodbye 

stage）不久後又再次進行回歸舞台（comeback stages）（AllKPOP, 2011.03.10）。 

 

    由於韓國音樂產業與電視產業互依互存，四大指標性的音樂節目更是偶像歌

手發片宣傳期的主要舞台，目前韓國四大現場直播音樂節目為KBS 的音樂銀行

（Music Bank）、MBC 的音樂中心（Show! Music Core）、SBS 的人氣歌謠 

（Popular Music）以及Mnet的M ! Countdown，偶像歌手在發片期間會以回歸舞

台（comeback stages）及告別舞台（goodbye stage）來表示專輯宣傳期的開始與

結束，在推出新曲後，每周在不同音樂節目中出演是例行宣傳模式，（黃瀞綺，

2013；陳佩鈺，2013）。上述的四個音樂性節目每周都有計分排行的機制，請見

下表1-2。 

 

表1-2:韓國四大指標性音樂節目之每周計分方式 

電視台(節目) 計分方式 

KBS（Music Bank） 節目進行中將公佈每週的「K-Chart」榜單，依據「數

位下載」、「觀眾喜好」、「專輯銷售」和「電視台播歌

次數」，選出當週的前五十名歌曲。其中第二十一到五

十名的歌曲以跑馬燈公佈，第三名至前二十名的名單

由主持人搭配VCR宣布，在所有表演結束後，才會公

佈當週第一名。 

MBC（Show! Music 

Core） 

以歌手們的「 MV 觀看流量」、「音源」及「唱片銷售

成績」、「放送分數」和「節目進行中粉絲們的簡訊投

票」等決定當周冠軍。 

SBS（Popular Music） 節目進行中將公佈每週的「人氣歌謠」榜單，依據「音

 

http://www.soompi.com/2011/03/10/the-evolution-of-korean-pop-music-in-the-past-ten-year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7%91%E9%A6%AC%E7%87%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V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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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SNS」和「觀眾預先投票」，選出當週的前五十

名歌曲。其中第二十一到五十名的歌曲以跑馬燈公

佈，第四名至前二十名的名單由主持人宣布。而前三

名將成為一位後補名單，透過即時SMS或手機應用程

式M& TV talk的投票，加上預先的分數，選出當天的

最終一位。 

Mnet（M ! Countdown） 綜合評選方法如下: 

音源銷售量:50% 

專輯銷售量:10% 

社會化媒體分數(YouTube官方MV+SNS指數)：10% 

喜好度分數(全球音樂粉絲投票+各年齡段喜好)：10% 

現場表演分數：10% 

現場簡訊分數：10% 

*一首歌最多三連冠。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由本研究整理製作） 

     

    這種每周排名的競爭又稱為「一位制度」、「第一名文化」，根據各節目訂

立的標準進行排行，從上圖中可以看到四個音樂性節目都有採用音源14、專輯銷

售量來計算，因此唱片公司會推出多樣化的方式來促銷專輯，例如：採取抽籤的

方式來決定簽名會的入場資格，當歌迷購買的專輯數量越多，抽中的機會越高，

唱片公司藉此方式刺激專輯銷售量。而歌迷也會為了幫助自己的偶像獲得第一名

而集資大量購買專輯（陳佩鈺，2013）。有研究指出，歌迷們原本出自於真心喜

歡的購買專輯，現在漸漸地變成歌迷為了幫偶像拿到第一名而非做不可的任務

（Lee Na-Young & Jung Min-Woo,2009；陳佩鈺，2013）。研究者在進行參與觀

察研究時亦發現，哈韓族在參與跨國追星實踐活動時，若要進入電視台參與錄影，

各家經濟公司的工作人員通常會要求檢查音源下載證明或專輯，才能順利進入攝 

影棚參與錄影。以前面提過的SM娛樂旗下的SHINee為例，該團體於2013年一年 

 

14.韓國有許多的音源網站，當使用者用 ID 登入去試聽某位歌手的某一首歌（音源），就會增加

那首歌的人氣（KPOPN, 2011.08.0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89%E7%B5%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D%E4%BF%A1
http://kpopn.com/author/hot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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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出了三次專輯，到推出〈第三張正規Repackage專輯〉時，想要參加有SHINee

出演的音樂節目，除了提早到現場排隊之外，還必須要檢查第三張正規專輯 

Chapter 1及Chapter 2與Repackage專輯，共三張專輯才能有機會進入。以上都是

變相促使歌迷購買專輯的銷售策略。 

 

    從上一段可看出，韓國娛樂／經紀公司有一套固定的銷售公式與規範，讓公

司旗下偶像藝人的粉絲們忠心的支持他/她們的偶像，並且具有持續力與黏著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偶像作為一種商品，必須要提供適度、能讓消費者也就是所謂 

的粉絲、迷群能滿足的服務，不斷的露出在各大媒體版面、公開場合，在上下班 

過程中、演出空檔、演唱會上，盡其所能與粉絲互動，再次地牢牢吸引住粉絲的

目光，形成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而這些緊緊被吸住的粉絲們的行為與心理狀態

將是研究者後續研究將會探討的問題。 

 

三、 韓流在台灣  

 

（一） 哈日到哈韓 

 

    台灣在 1980 年代後期到 1990 年代初期開始興起一股哈日風潮，由於日本文

化產品，例如：流行音樂與電視劇的引進而引起台灣觀眾注意，又於 1990 年代

後期開始出現哈韓現象，哈韓所帶來的熱潮更勝哈日時期。事實上，哈韓族與哈

日族相同，都源自於對明星與戲劇的高度崇拜。陳佩鈺（2013）曾提到自身哈日

與哈韓經驗的差異，她談到以往在接觸日本偶像時，與偶像之間會有種距離感，

在接觸的過程中總是處於被動狀態，但後來轉為接觸韓國偶像時，發現了完全不

同的迷文化，歌迷不再只是站在閱聽者的角度景仰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而偶像也

不再是高高在上無法觸及的形象，在迷勞動文化的過程中，韓流迷群的主動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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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因此可以和偶像拉近距離。加上韓流文化產品相當重視「視覺」與「聽覺」 

的呈現，所以自韓流引進台灣至今，持續吸引台灣觀眾，哈韓族群也逐漸增加。 

 

  台灣哈韓追星族跨國實踐的行動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上述狀況，從過往的被動

轉為主動。事實上，由研究者在研究場域中的觀察，台灣哈韓追星族跨國實踐者

們，在跨國追星實踐的場域裡，展現了他/她們高度的主動性與積極的行動力。 

 

（二） 韓國傾銷商品與政府的推動 

 

    1997 年韓國遭遇經濟危機，為了換取現金，大量傾銷商品至國外，其中也

包括文化產品。韓國政府大力支持當地電視公司利用大預算製作與行銷電視劇，

確保其品質，並銷售到海外市場，刺激電視節目、電影、音樂的產製與銷售量，  

因此在亞洲地區掀起一陣韓流風潮。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韓國曾被視為文化落後

區，如今已逐漸成為亞洲娛樂工業的新動力來源（張玉文，2002；江佩蓉，2004）。 

 

    當韓流意外的為韓國帶來旅遊人潮，韓國政府也將韓流與主題樂園結合，主 

題公園內充滿具有特色的餐廳、街道、飯店、商家。例如：在韓國設立的大長今

主題公園 15，每天吸引八百人次參觀。韓國政府利用戲劇節目打造媒體景觀，甚

至要求電視劇製作者要建造優美且持久的景點吸引旅客，電視台更設立電視劇中 

心，如：龍仁電視劇攝影場 16，不但可以永續利用戲劇場景，亦開放觀光用途。

政府利用各種方式，促進韓國旅遊業的興盛，落實各項措施，推動韓國流行文化

並從中獲得經濟效益，將韓流與旅遊結合（Tania Lim,2008；Joo,2011）。 

 

 

15.位於京畿道楊州市的大長今主題，已於 2011 年 12 月底正式閉園，停止開放。 

16. 是由龍仁市及 MBC 電視台共同打造，於 2005 年 8 月建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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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潮中包括了跨國實踐的追星族，正是因為被韓國影視產品所吸引，身

體力行的跨出國界到韓國當地的拍攝景點，享受原本劇中角色所在的環境與氛圍，

與劇中主角產生連結。研究者在韓國交換的半年過程中，也到了許多韓劇景點親

身體驗，發現韓國政府及電視產業有著共同的方向，保存相當多影視產品中出現

的景點，有一些是古蹟，有些是地方的公共藝術，有些是一般商家。研究者在韓

國時，住所附近擁有相當多的知名韓劇景點，例如：駱山公園、梨花壁畫村、大 

學路等等。在親自探訪這些景點的過程中，發現同赴此處的人潮絡繹不絕，其中 

以台灣、日本人居多，可見韓國政府與影視產業業者的行銷策略是成功的，尤其 

是對於鄰近的亞洲國家。 

 

（三） 台灣媒體產業需求 

 

1.電視節目 

 

    1970年代後期，當時台灣的政治情勢不穩，政府嚴格規定並且控制無線三台

可播放的電視節目內容，這時非法電視台開始迅速滿足觀眾的需求，提供一些娛

樂節目或無線三台不能提供的內容。政府雖試圖阻止非法有線電視頻道的擴散，

但並不成功。到了1980年代，自由與民主運動湧現，台灣政府終於在1987年解嚴， 

迫於美國的壓力，新的版權法在1992年通過，而有線電視法隨後於1993年通過，

有線電視台就地合法化，政府允許電視台播放外國節目，最高可佔播出時間的

80%。根據估計，在2000年初期台灣的有線電視頻道可能多於120台，有超過80%

的台灣觀眾收看（Yang ,2012；Lin ,2006）。 

 

    由於新增加的電視頻道數量高達 70~80個之多，頻道數量激增之後，馬上面

臨的就是節目內容的貧乏與不足，且廣告費、節目製作費和無線三台時期相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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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大幅增加，在製作成本有限，同時又要追求高收視率的情況下，電視台在權衡

之後就會考慮購買外來戲劇節目（林桂英，2008:9-10）。會造成今天台灣韓劇熱

潮，可回溯到 1996 年，霹靂衛星台為了使頻道節目多樣化，陸續播出數十部韓

劇，但一開始引進的韓劇並沒有特別受到觀眾喜愛，接下來在 2000 年由 GTV 八

大電視台引爆台灣韓劇熱潮（林桂英，2008:1）。根據 ACNielsen 的收視率分析，  

自 2000 年 7 月八大播放《火花》後，後來的《藍色生死戀》、《愛上女主播》、《情

定大飯店》等韓劇都贏得不錯的收視率（張雅婷，2008；吳金鍊、曾湘雲，2002）。

八大電視台在 2001 年 3 月播出《藍色生死戀》時，收視率更攻上有線電視連續

劇類第一名（張雅婷，2008；楊起鳳，2001），其他電視台見韓劇成本較低、品

質不錯，又能達到收視率，亦紛紛引進韓劇播放。 

 

    事實上，當時購買韓劇較日劇來的便宜許多，一部韓劇的售價一般只有日劇 

的25%~30%，沒有播放時間的規定，而且演員和電視台一般都是一次性結算，

不像日本演員會在合約中註明想要獲取海外發行收入的利潤。另外，南韓政府對

推動韓劇出口也提供了很多優惠政策，以上都是吸引業者購買韓劇的原因（林桂 

英，2008；Shim, 2006）。 

 

    Yang（2012）在研究中國、日本、台灣三地韓劇觀眾時曾提到，台灣電視

台偏好進口某種特定類型的韓劇，大部分是羅曼史劇情，且避免引進帶有歷史或

社會性特徵的內容，主要觀眾也都是以女性為主。在2005-2010年間，韓劇佔了

韓國電視節目出口比例的近九成，其中最大進口國是日本，再來是台灣、中國，

但中國、台灣進口的電視節目數量逐漸上升。由此可見，韓劇就是近年來推動韓

流在東亞地區發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但是自從台灣開啟了進口韓劇的大門後，頻道業者因成本低、利潤高而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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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加上台灣本土節目製作費不增反減的情況下，製作出的節目品質已無法吸

引台灣觀眾注意，莊幃婷（2011）論及台灣綜藝節目生態時說到，台灣的綜藝節

目請不起大明星，整個綜藝生態也讓明星卻步，無法達到宣傳效果，還會被挖八 

卦隱私，導致現在台灣演藝圈 B 咖 17 藝人充斥。且因節目製作費限制，製作單

位/公司礙於成本考量，許多節目都在攝影棚內錄製，型式以談話性節目為主，

內容不脫 B 咖明星本身八卦故事，毫無新意，綜藝節目類型越來越單一化，和

韓國近幾年由偶像帶起、為偶像團體量身訂做的各式各樣吸引觀眾目光的綜藝節

目相比無趣許多，這也是讓不少台灣觀眾轉向韓國綜藝節目的原因之一。 

 

2.流行音樂 

 

    韓國流行文化在台灣的推行，最早可回溯到 1993 年滾石唱片在漢城（現稱

首爾）成立分公司，1995 年唱片公司為節省製作費，採用一曲兩賣策略，1997

年，台灣歌手蘇慧倫翻唱〈鴨子〉一曲大賣，促使滾石唱片引入韓國原曲，隨後

1998 年徐懷鈺翻唱〈飛起來〉、〈妙妙妙〉、〈怪獸〉等曲亦大受歡迎，是這波流

行文化上韓流的開端（梁鴻斌，2001；Kim Mi Hui，2001；江佩蓉，2004）。1999

年起在唱片公司計畫性引入下，許多韓國團體來台獻唱，艾迴唱片取得 SM 娛樂

的代理權，1999 後歌壇沒落，被韓劇取代（江佩蓉，2004）。後又於 2009 年再

次全面回歸亞洲市場（陳佩鈺，2013），形成韓劇與韓樂共榮的情況。 

 

 

 

 

 

17.「B 咖」是台灣演藝圈中最近興起的新名詞，「咖」字在台語中與「腳」同音，與英文的 B 字

組合起來後，意思就是二線演員、配角的意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5%8D%E8%A7%9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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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體發展 

 

    從 1990 年初，台灣流行音樂產業引進韓樂開始，由滾石唱片帶動的韓曲翻 

唱風潮，至 1998 年經過音樂電視頻道 Channel V 的播放後，造成韓國男團 H.O.T. 

在台灣成為流行，到 1999 年後韓國流行音樂在台暫時沒落（江佩蓉，2004；Shim, 

2006）。2000年由GTV八大電視台播出的《火花》引爆韓劇熱潮，之後的幾年韓

劇持續出現在台灣媒體市場，直到2008-2009年韓國女團Wonder Girls的《Nobody》

以及韓國男團Super Junior的一首《Sorry, Sorry》紅遍台灣大街小巷，韓國偶像團 

體才再次回到台灣媒體市場中（陳佩鈺，2013）。Joo（2011）在其文章中提到，

2000年時GTV八大電視台以1小時1,000美元的價錢購買韓劇，日劇則要價

15,000-20,000美元。但韓劇價錢最近直線上升打敗日劇，以7,000-15,000美元對

日劇的6,000-12,000美元勝出。根據研究者統計2010年至2013年台灣電視台播放

之韓劇數量之增減可看出，從2011年開始台灣電視業者進口韓劇數量的確是往下

降（見下表1-3），推測除了韓劇購入價格提升之外，市場反應／收視率不如預

期亦是考量因素之一。18 

 

表1-3：2011至2015年台灣電視台播放之韓劇數量表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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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Super_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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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2013年末至2014年初播出的《來自星星的你》一劇，於韓國、中國、

台灣，甚至全亞洲掀起新一波韓劇熱潮，《星》劇在台灣由緯來電視網與中視取

得播映權，緯來戲劇台在首集播出時的有線收視率為1.37%
19，刷新了該台開播

以來韓劇首播最高收視率紀錄，並以1.55%的平均收視率（含無線）寫下2014上

半年台灣有線台韓劇收視率次佳成績（緯來戲劇台，陳言喬，2014.02.22）。 

 

  且時為收視習慣變化甚大的今日，台灣大多數民眾已不再透過傳統的載具，

例如以電視來收看電視節目，而是習慣透過視頻網站來收看，特別是中國的視頻

網站，像是優酷、愛奇異、PPS、搜狐、騰訊等等，根據相關報導，《星》劇從

2013年12月18日上線至2014年2月28日止，於中國視頻網站愛奇異及PPS平台上

的點播量為13億次（法制晚報，張婷婷，2014.02.28）。 

 

  從以上資料可看出韓劇又再次掀起一波不可小覷的熱潮，隨著帶動韓國商品

消費、飲食與旅遊，例如《星》劇正紅時，台灣的雄獅、可樂等旅行社都看中這

波商機，紛紛計畫推出《來自星星的你》相關旅遊商品（Chosun ilbo，2014.03.04）。

繼該劇熱潮後，台灣又陸續引進《奇皇后》等熱門韓劇，亦創下平均3.26的高收

視率（TVBS,2014.12.17），台灣電視台播放之韓劇數量也從2013年的52部在2014

年回升到70部以上。可見不論是電視劇或流行音樂，整個台灣媒體內容中，出現

大量的韓國流行文化產品，這表示韓國流行文化在跨文化的市場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 

 

 

18.韓劇收視率以《大長今》的6.35和《浪漫滿屋》的6.12為最高，後因各台相繼進口韓劇，而造

成韓劇價格走高，但由於收視人口並沒有增加，市場在眾家電視台的分食下，收視率自然下滑（張

瓊方，2011.10）。 

19.與《來自星星的你》一劇同季播出的26筆節目收視率資料之平均收視率為0.588%（見

http://tw.dorama.info/drama/d_rate.php?year=2014&season=2&ord=7&gk=1&nt=2&a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7%AF%E4%BE%86%E9%9B%BB%E8%A6%96%E7%B6%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A6%96
http://tw.dorama.info/drama/d_rate.php?year=2014&season=2&ord=7&gk=1&nt=2&a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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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消費圖像 

 

    自從1990年代韓流在台灣盛行之後，各式各樣的韓國文化產品出現在台灣的

消費市場中，不論是媒體或是商人，都努力將韓流粉絲轉變成韓國產品與服務的

消費者（Shim, 2006；江佩蓉，2004）。除了韓國飲食、服飾等，旅遊亦是韓流

帶來的另一種消費模式，韓國觀光公社自2001年起推行韓流之旅，藉電視劇來帶

動觀光，根據交通部觀光局資料顯示，2000年後台灣赴韓旅遊人數首次突破一萬

兩千人，其時間點與韓劇流行時間點吻合（紀淑芳，2002；江佩蓉，2004）。韓

國觀光旅遊局長亦表示《藍色生死戀》與《冬季戀歌》的成功，為韓國帶來13

萬人次的旅客，從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前來劇中拍 

攝景點旅遊。尤其是台灣遊客在2003年有18萬人次赴韓旅遊，比2002的12萬人整

整多出五成。旅行社也趁機搭配韓劇景點推出團體套裝行程（紀淑芳，2002；江

佩蓉，2004；Shim,2006）。為了因應赴韓旅客不斷上升的需求，2004年台灣恢

復直飛韓國的航班，這是自台韓在1992年斷交後的首次接觸（Joo,2011）。 

 

  當韓國文化產品或內容已經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韓流明星變成一種文化

圖像，韓星影響消費文化，韓劇中主角所使用的物品、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化

的妝、生活型式等都成為台灣市場的消費商品。不難發現青少年們用韓星的照片

裝飾他們的背包、筆電、房間等個人用品與空間。由於他們迷戀韓國文化，因此

都渴望學習韓語與到韓國旅行（Shim,2006）。 

 

    台灣哈韓族對韓國流行文化的熱愛也屢屢被國外媒體報導，英國國家廣播電

視台BBC曾在 2002年 1月 14日的晚間新聞裡以＂Taiwan:Sold on Seoul＂為題，

播報台灣街頭韓國流行文化盛行現象。也因為韓國偶像歌手注重包裝，汰換率高，

競爭格外激烈。因此正可以滿足年輕族群追求新鮮感的心態，韓國媒體以「癡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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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韓流的台灣青少年們」形容台灣歌迷跨海追星的行動，幾乎與韓國「同步」的

情況（BBC,2001.01.14；江佩蓉，2004）。 

 

  現在的台灣哈韓族因為科技的發展，在韓劇的收視上幾乎與韓國同步，部分

哈韓族已有足夠的韓語能力，能夠透過韓國電視台官方網站收看同步直播，有些

則是倚靠中國視頻網站提供的中文翻譯版本，在韓劇播出的隔一到兩日後即可點

播觀看。音樂的部分，前面曾提到，近年來韓國的娛樂／經濟公司善用網路社交

平台，如：YouTube 等，來推播與宣傳新專輯，打破了台灣與韓國間的地理距離，

與韓國當地及全球無時差的獲得最新的娛樂消息、產品，形成一個相當穩固且大

宗的消費市場與鮮明的消費圖像。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雖然研究者原本赴韓當交換學生的主要目的是體驗韓國生活而非追星，但在

偶然的情況下進入研究場域，發現到有一群過往從沒注意過，和我很不相同的台

灣哈韓族，她們展現了積極的行動力與主動性，在親身接觸後，我開始對她們的

生命世界感到好奇，因此衍生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欲深入探究台灣哈韓族在跨文化實踐中的經驗與感知，以及跨國實

踐的過程在生命中的意義建構，走入台灣哈韓族之跨國實踐場域與日常生活中，

從圈內人角度進行觀察與詮釋，並藉其主體的自述重新建構跨國追星實踐的意

義。 

 

研究問題二：台灣哈韓族在跨國實踐的過程中包含哪些甘願、自願性的身體與情

感上的行動與勞動?在過程中，她們如何追求與體驗與偶像親近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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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三：台灣哈韓族在進行追星實踐時，經常出現在某些固定場域，本研究

將利用研究者在進行參與觀察時對空間觀察的結果，來具體描繪出這些場域的地

理景觀，並且試圖瞭解台灣哈韓族在這些場域中所進行的想像與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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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描繪出台灣哈韓族的集體圖像，以及整理過往研究中對於迷群主動性

與主體性的論述。而迷的身體與勞動在跨國追星實踐時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

此本章試圖分析過往迷群們在追逐偶像時如何展現其身體與情感的勞動，透過文

獻的整理，能更瞭解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第一節  哈韓族的集體圖像 

 

    哈韓族（Korean maniac）20又稱為韓飯（Korea Fan）、韓流迷群（江佩蓉，

2004；彭漣漪，2012）。江佩蓉（2004）指出參與追求韓國流行文化產品或是消

費、使用相關事物的行動者，一般社會大眾以「哈韓族」稱之。而哈韓族一詞於

國內媒體中第一次出現是在1998年12月3日的中國時報中（轉引自江佩蓉，2004）。

仰瀅（2004）提到，哈韓族就是指一群瘋狂追求韓國流行文化，連穿着打扮、行

為和思想都仿效的人們。孔有美（2006）定義哈韓族為受到韓國流行文化影響，

喜歡韓國文化進而模仿的一群人，他們喜歡唱韓國流行歌曲與跳韓國流行舞蹈。 

 

  哈韓族一詞是延續哈日族而來，「哈」指的是行動者對某些流行事物的追求、

渴望、認同與崇拜之意。哈韓族與哈日族相同之處是兩者都源自於對明星與戲劇

的高度崇拜，只是崇拜的文化產品之來源地不同而已（江佩蓉，2004；孔有美， 

2006）。事實上，哈韓族一詞是由媒體與中介代理者所建構出來的，例如：電視

台播放韓國節目、代理商邀請韓星來台宣傳、在地商家亦趁勢搭上媒體潮流，製 

 

20.Maniac 指的是「一個人對某事擁有極度強烈的慾望或熱情，到達別人認為其行為非正常的程

度。」當一個人迷上一樣東西、一個現象，常常想著它，或是拼命想擁有它，這種迷稱作「Maniac」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2014.07.09；知識家，2014.06.13）。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M05oi/search?q=auc=%22%E5%AD%94%E6%9C%89%E7%BE%8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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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消費慾望，試圖培養出哈韓族此一族群（林文婷，2011）。 

 

  江佩蓉（2004）在建構哈韓族的具體圖像時提到，哈韓族屬於一種想像中的

族群，沒有辦法實際劃出界線，不過她也將參與韓國流行文化消費的行動者，大 

致分為以下五大類，以重現哈韓族的面貌，包含追星族、韓劇收視者、韓國文化

商品消費者、韓物消費者、整型消費者。雖可以依消費物的不同做上述區分，但 

研究者認為現今哈韓族實際上可能跨領域消費，因此一個人可能是韓劇收視者，

同時也是哈韓的追星族，抑或同時為韓物消費者與整型消費者。江佩蓉的分類提

供了我們對台灣哈韓族的想像圖像。 

 

  在一般社會輿論中，哈韓族常被冠上「瘋狂追星」的標籤，認為他們的行為

是「失常」、「失控」、「有違常理」的，媒體則以「歇斯底里」作為該行為的指稱。

而且過往論述中，習慣將哈韓族、追星族視為青少年的次文化，是青少年時期特

有的行動之一，但哈韓族的組成中，中年已婚婦女佔有相當的比例（江佩蓉，2004），

她們在接觸韓流文化（韓劇）之後開始學習韓文，了解韓國文化，並到韓國旅遊，

追星已不再是年輕人的特權（Mori,2008）。林文婷（2011）在少女時代男性粉

絲的研究中指出，2009 年以來由韓國偶像團體帶起的哈韓風潮中，男性哈韓族

逐漸增加，並且經其觀察 PTT 少女時代版使用者的年齡區塊發現，這波韓流的

追星族不再限於是國高中生而已，更多的是大學甚至已經出社會工作的人。 

 

    哈韓族在年齡層面、數量上的擴張，讓商人有機會將他們轉換成韓國製造物

的消費者，因此，在此總結哈韓族的定義為，不論其是追星族、韓劇收視者、韓

國文化商品消費者、韓物消費者，他們都是正在消費、即將消費韓國製品的一群

人，也是本研究欲觀察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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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迷的主動性  

 

    在討論迷的主動性之前，研究者將先對迷做出基本的定義，整理以往各學者

對於迷的定義，將迷這一族群的特色描繪出來，再探討迷的主動性。 

 

一、 迷的定義與迷的主動性 

 

    「迷」指的是英文的”Fan”，而迷群就是俗稱的粉絲（Fans），也稱為追星族

（胡瑛，2008）。簡妙如（1996）指出，迷是閱聽人的一種，他們在某段時間之

內特別為某些媒介內容中的人、事、物所吸引，例如：特定明星、電影、電視節

目、樂團、偶像訊息等，對於自己所迷的對象，可以說出非常詳細的資訊，例如:

戲劇對白、片段與流行語都能朗朗上口，是具有相當程度的認同以及涉入的閱聽

人（Matt Hills,2002／朱華瑄譯，2005；簡妙如，1996；李佩真，1998；孔有美，

2006:2；周昱伶，2011；林文婷，2011）。李佩真（1998）進一步指出，迷在認

同與涉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出自於自主意識，且具有創造性的生產力及區辯力，

和一般大眾相比，顯得更積極主動。而迷也因為他們某種特別投入的行為，讓他

們在人群中顯得較為突出、容易被辨識出來，他們對著迷的人、事、物有高度的

涉入感（Jenson,1992：10；簡妙如，1996；李佩真，1998；張立嵐，2007；陳亭

瑜，2009）。 

 

    整理以往的文獻發現，過去迷的概念是指對某事物著迷並具有瘋狂傾向的人，

在媒體上常被描繪為瘋狂、失序的一群人，多以負面形象被呈現（Jenson,1992，

李佩真，1998；周昱伶，2011）。Jensen 指出，迷群被視為社會機能失調心理徵

狀者，他們被刻畫為偏離常軌的，甚至是危險的「他者」（林文婷，2011）。Jenson

認為社會大眾習慣將迷與「瘋狂」、「墮落」或「非理性」的形象畫上等號，他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sQFjAA&url=http%3A%2F%2Fwww.5877.com.tw%2Fleft%2Fleft-734.htm&ei=Eb3sU-CAEMPt8AXgmIKYBw&usg=AFQjCNHGLu8XIFOreLVu7YmCiBB4aZe2DQ&sig2=GJnTVsnEhtDLAy2UwV9VOw&bvm=bv.73231344,d.dGc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M05oi/search?q=auc=%22%E5%AD%94%E6%9C%89%E7%BE%8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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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過去文獻將迷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被迷住的個人，在媒體的影響下，投

入自身與名人的想像關係中；第二種是歇斯底里的群體，以音樂或球迷為主，這

些人會對明星大叫或是在運動賽事中失態，精神上處於一種過度興奮的狀態（簡

妙如，1996；李佩真，1998）。 

 

    在研究者還沒進入到這個場域之前，身為一個資深但不主動追星的哈韓族，

不論在台灣或是在韓國，從不曾至現場與任何韓國藝人接觸，在自身沒有實際接

觸經驗的狀態下，有時亦不甚明白主動積極的哈韓族的行為與心理，更不用說非

哈韓族或習慣將哈韓族塑造為瘋狂形象的媒體，無法理解的、瘋狂的「他者」的

框架在各式報導與文章中可見一斑。 

 

    以下兩則報導對哈韓族追星行為的描述都具有明顯的刻板印象，在〈台女老

師瘋 SHINee 飛韓追星淪月光族〉報導中，從第一句開始即出現「瘋狂」二字，

單篇報導前後共使用五次「瘋狂」一詞，並刻意以特定框架來凸顯該名哈韓追星

族老師的行為不符合社會期待，例如：「妳追星家長不會反對嗎？妳應該要留結

婚基金啊？」、「就連老師都成了追星一族，花光積蓄也在所不惜，瘋狂程度可見

一斑。」等文字強調該名女老師的行為是瘋狂的（TVBS,2012.04.26）。 

 

  第二篇〈千人衝破封鎖線迎駕 旅客譙該送瘋人院〉報導提到「金秀賢 21

日抵台，在桃園機場括起旋風，接機處湧進上千名粉絲……金秀賢入境後，不斷

微笑揮手，粉絲無法抵抗「都教授」的熱情，衝破封鎖線擠入會場，現場衣物、

涼鞋、垃圾齊飛，場面混亂」，用無秩序的、混亂的字眼描寫粉絲的失序行為，

並寫出旁人無法理解的心理，例如：「警官！請問要不要叫救護車？」、「把這些

人都送到瘋人院啊！」，以上這些文字表現出旁人認為哈韓追星族已到達喪心病

狂的程度了（中國時報，陳亭均，201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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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歸納出大眾及媒體對於迷的觀點，傾向將迷視為不理性的或危險的人物。

Jenson（1992）認為這些對迷的看法是從菁英的觀點出發，且忽略迷本身的價值

認同及真實的想法與感受，是錯誤的說法，應該將迷視為是對現代社會的一種反

動（張立嵐，2007:11-12)。 

 

    而另一種觀點則是將迷視為過度的（excessive）閱聽人，強調迷在內在心理

上及外在行為表現上都比一般閱聽人有更強烈的涉入與認同，當迷陷入對特定內

容、偶像明星著迷的狀態時，在心理層面上會產生迷戀、愉悅的情感，在外在表

現上則會主動尋求相關資訊、消費相關物品，甚至自行創作、生產相關文本，或

是與其他迷群進行互動、參與相關活動等。相較於迷的外在行為，內在的心理反

應較無法具體觀察到，但是迷對所迷事物的投入與認同，會使其內心更加的喜愛

與崇拜，然後再反應於外在的表現上（簡妙如，1996；陳亭瑜，2009）。 

 

    簡妙如（1996）指出，過度的閱聽人以熱情及行動涉入自己著迷的事物，強

烈的程度讓人刮目相看，他們以對所迷內容的認同與涉入來維繫著迷的狀態，藉

此產生特定的行為實踐與情感作用。她集結各學者的看法，將迷的過度性區分為

「外在行為」與「內在反應」兩種描述，來具體化迷的特徵。 

 

(一) 外在行為的過度 

 

    迷的外在行為之過度性，常有具有生產的性質，例如:參與、追隨、忠實的

熱愛者，在生活中生產各種迷的相關文本，密集的投入對名人想像的關係中，以

及狂熱、興奮的群眾行為，並能組織迷的社群、自己創作等等。 

 

(二) 內在反應的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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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的內在反應之過度性，常表現出熱愛、崇拜的情感認同，因喜愛特定文本

內容而更加認同的情況下，意識形態也有所區辨，以支持自己的認同點。形成一

種認同與區辨的循環，之前的情緒喚起之後的認同區辨，不斷地循環以鞏固自己

的認知（簡妙如，1996: 89-91； 張立嵐，2007；林文婷，2011；陳佩鈺，2013）。 

 

    由於迷的外在行為的過度常展現在其生產性行為（productive practices）中

（Fiske,1989a:64；廖媌婧、皇甫曉濤，2012），這些行為在迷的每日生活中實

踐，例如:迷參與的活動、迷群的交流、社交行為與迷文本的生產等（簡妙如，

1996)。Fiske(1989b)指出，迷對文本的投入是主動的、狂熱的(Fiske,1989b／陳

正國譯，1993:168；簡妙如，1996)。Jenkins(1992a,b)亦說到，迷是一群重視自

己創造力與具有主觀意識的人，他們會將自行創作的文本加入自己的觀點與經驗

（簡妙如，1996)。 

 

    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歸納出迷的正面特質，他們是主動且有自主意識的、

具有創造力的閱聽人，他們能自組迷群組織、生產迷文本，積極涉入其所喜歡的

文本及參與相關活動。如同Ang（1990）所說，媒介閱聽人已非被動的人群，而

是對媒介產品進行使用、解讀與享受的主動閱聽人（李佩真，1998）。Jenkins

（1992a）也說，迷用自己的經驗與方式，反抗了主流文化所訂定的美學標準，

展現了民主的力量（吳廷勻，2004）。 

 

    在過去的文獻中，有許多學者認為迷是具有主動性的，對於文化工業產品具

有反動的能力，迷不再是被出賣的閱聽人，他們具有生產的能力，而他們的生產

也會加入自身的愉悅與意義，他們對所迷的人、事、物不只是單純的盲目喜愛，

同時也具有反抗與失望的情緒反應，他們能抗拒與重新取用媒體訊息，以積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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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態度與文本產生互動，並運用到其日常生活中（Fiske,1989b；Grossberg,1992；

Jenkins,1992a,b；Meehan,1993:19，顧玉珍譯，1995；簡妙如，1996；Kraidy,1999:458；

吳廷勻，2004；王宜燕，2005:4；張立嵐，2007:11、14)。Mc Quail（1994）對

迷的定義將迷由被動的閱聽人轉為主動的，他認為迷藉由在其生活情境中創造出

的意義與內容和其所迷內容產生特殊的情感連結與行動實踐(陳佩鈺，2013:48)。 

 

  研究者認為迷不只是主動的閱聽人，亦是文化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y），

莊雅荃(2009)提出，藝術商品的消費者可能同時具有消費者與迷的身分，而這樣

的消費者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文化中介者，他們扮演著對消費大眾解釋、教育並

傳遞關於創作者的一切之角色，除了他們本身具有可向消費大眾傳播的知識與消

息外，他們也較能進用傳播媒介將自己想要傳播的訊息傳遞給消費大眾（莊雅荃，

2009:63；林文婷，2011:27）。 

 

    在現今網路科技發達、資訊豐富的時代，迷能夠主動的搜尋其所關注的資訊，

有自主性的詮釋，並且將訊息散播給其他大眾。如同江佩蓉（2004）及陳佩鈺（2013）

所提到，在韓流進入台灣的初期，當時哈日風潮正盛行，因此日本影視產品及娛

樂資訊較為受到重視，相對來說韓流相關的資訊就顯得稀少，只能靠閱聽人自行

挖掘、主動搜尋來取得，有時甚至成為台灣媒體倚賴的消息來源（江佩蓉，

2004:99）。陳佩鈺在其論文中亦談到其自學韓文，加入韓國網站取得訊息的經

驗（陳佩鈺，2013:5）。 

 

二、 主動的迷之行為與意義 

 

    延伸自上一節的論點，迷的主動性反應在其思想與行動上。Jenkins（1992a）

在針對「Star Trek」 迷社群的研究裡指出，迷群會反覆觀看文本，找尋其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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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訊息，再積極主動投入相關消費活動中，並產製特殊的文化作品，例如：線

上刊物、討論明星動態消息、自行剪輯音樂或影片等，他認為每一個迷都是有潛

力的作家（Jenkins, 1992a；張立嵐，2007:11）。簡妙如（1996）認為，迷積極

主動涉入文本的接收與消費，深入各種生產性活動，參與迷活動、想像與文本的

關係，他們常見的行為包括:在房間掛滿海報、模仿偶像穿著、對劇情如數家珍

等（簡妙如，1996；周昱伶，2011:34 ）。 

 

    吳廷勻（2004）提到，民族誌學者說，迷群的生產是為了享受創造時的愉悅，

或者是為了獲取自我以及他人的認同感。但因為迷群的生產是無償的，他們把自

己的休閒時間用在生產迷的相關創作與文本上，對於迷群本身來說雖是種愛的勞

動，但終究是種勞動。那麼究竟迷們實踐的行為對迷自身來說有甚麼意義呢?李

佩真（1998）指出，迷透過自動的付出能從中獲得自我意義與情感滿足，而這也

就是迷在實踐上的動力之一，若這些付出能得到偶像的回應，那麼這種滿足就會

更加強烈，能在實踐中產生愉悅感（李佩真，1998；陳佩鈺，2013:68）。 

 

    周昱伶（2011）在研究日本 30 代女性跨海到台灣追星時發現，日本少女或

30 代女性對於喜歡的偶像有很大的動力，不惜跨海來台見偶像、與偶像互動，

對她們來說能親眼見到心愛的偶像是件極為重要的事（周昱伶，2011:34、69）。

而這些日本 30 代女性迷群們也將跨海追星活動之動機正當化、合理化為體驗亞

洲文化的一部分，她們認為藉由跨海來到台灣追星可以更了解台灣，能夠更認識

台灣的風土民情，並且願意為了偶像而學習中文，陳佩鈺（2013）更將之解釋為

海外歌迷在追星上的新賦權（周昱伶，2011:75；陳佩鈺，2013:88）。 

 

    王宜燕（2005）認為，全球化下的閱聽人研究應該轉向關注閱聽人的想像力

社會實踐，聚焦在閱聽人的媒介實踐與其生活脈絡。因現代閱聽人沉浸在全球化

 



36 
 

媒體環境中，已非過往麻木被動的閱聽人，觀眾能從媒介景觀中發揮其想像力，

並化為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表現出創意的能動性與其獨特的主體性。她舉《大

長今》為例，說明《大長今》一劇在台灣引起熱潮後，觀眾開始赴韓旅遊、吃韓

式料理、養生餐、對劇中韓國醫學有興趣並進行討論等行為，都是閱聽人從媒體

內容中汲取想像力後，付諸社會實踐在生活脈絡中所創造出的空間。 

 

    林文婷（2011）及陳佩鈺（2013）皆援引學者 Terranova 免費勞動的概念來

解釋迷的自發性勞動行為，例如：迷在網路上為自己喜愛的偶像架設粉絲專業或

社團、發動應援、生產與號召（Terranova,2000），他們無償地付出的同時也成

為台韓文化的中介者。 

 

    總結以上說法，迷在其展現主動性的過程中享受到愉悅感，同時建構自我意

義，對於部分女性粉絲來說甚至是一種新賦權的實現。 

 

三、 主動的迷和本論文研究對象的關聯 

 

由前兩節之參考文獻可見，本研究之研究主體具有相當程度的主動性，他們 

不只會討論偶像的裝扮，對偶像投射想像，互相交換各種資訊，也對經紀公司與

演藝人員或偶像之間的發展史及淵源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甚至對各經紀公司慣用

的行銷策略也都有所掌握，在一段時間的知識累積之後，便成為專家。許瀞文

（2011）在研究日本文化迷時亦曾提及相似現象，「……這樣的知識，使得長期

消費的歌迷有了專家的自信，讓她們自覺不是受台灣媒體擺弄的普通消費者，而

是見聞廣博的消息靈通人士。」（許瀞文，2011:267）。另外，陳佩鈺（2013）

在研究台灣哈韓族的應援實踐中將其研究對象視為具有主動性的閱聽人，因此本

研究認為，本研究的研究主體是具有相當程度主體性並且是主動的迷，畢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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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進行應援活動的迷群們已經算是相當主動積極的，要跨國界、跨區域到韓國

甚至其他國家進行追星的各種應援活動、文化活動的實踐需要更大的動機、經濟

資本、語言能力以及行動力，其主動性程度又更為強烈。 

 

四、 本論文研究對象的實踐與行動 

    台灣哈韓族的主動性展現在許多方面，在台灣的行動包括主動搜尋韓劇、影

片、韓流相關資訊、加入偶像粉絲團等，並且會為了想要更即時地接收韓流資訊、

看懂偶像對粉絲的回應而學習韓語（陳佩鈺，2013；Siriyuvasak & Shin,2007； 

Shim,2006）。 

 

    台灣哈韓族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偶像能夠來到台灣，可以親眼見到喜愛的偶像，

為了替偶像加油及讓偶像對台灣更重視，台灣哈韓族也間接學習了韓國粉絲的應

援文化，其實韓國的應援文化源自於日本應援團文化，後來被日本追星族所運用，

而韓國在 1990 年代偶像文化興起時，也發展出韓國式的偶像應援文化，陳佩鈺

（2013）指出，應援文化包括幾大種類：歌曲應援、食物應援、宣傳應援、禮物

應援等，應援不只是歌迷的單方面的情感付出，更是偶像的強力後盾，是韓流迷

群的重要文化傳統，更是歌迷在追星路上的文化實踐。應援的實踐讓粉絲跳脫媒

體的束縛，能與偶像有實際的接觸，在當下得到回應，這種不可取代的真實感，

讓迷群產生繼續實行的動力。 

 

    根據陳佩鈺（2013）統計，2012 年平均每 11 天就有一個韓國團體來台，雖

然看似頻繁，偶像的總來台數量也多，但要等到自己喜愛的偶像來台仍是需要等

待很長一段期間，例如：一年一次的粉絲見面會或演唱會，由於台灣與韓國在地

理上有實質距離差異，因此也促成一些粉絲實際移動到韓國當地去進行跨國的實

踐，即使在台灣等待韓星來台、做應援已算是主動積極的行為，但親自到韓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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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大的動機、金錢資源、語言能力等，主動性更強，與偶像的距離也更近。

研究者在整理相關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台灣最早的哈韓族赴韓追星紀錄是出現在

朝鮮日報於 2001 年的一篇報導，該報導中提到台灣的 H.O.T.歌迷自行組團到韓

國參與節目錄製，體驗現場的紀錄（江佩蓉，2004）。 

 

    由於韓流在台灣已將近 20 年之久，許多從以前就開始迷戀與追逐的粉絲雖

因年紀增長但卻沒有離開這個圈子，再加上新一代韓國偶像團體主打的是以十幾

歲為主的年輕族群，因此粉絲的年齡層從學生到大叔飯、姐姐飯、阿姨飯都有， 

年紀較大的粉絲經濟獨立、具領導能力（陳佩鈺，2013），也較有機會參與跨國

的追星活動。當台灣哈韓族實際赴韓實踐的時候，除了應援活動之外，也會安排

旅遊活動，根據韓國觀光公社的調查，台灣赴韓旅遊的民眾造訪韓國的主要原因

為「參觀戲劇拍攝地點」，旅客本身將韓劇文本符號的想像挪移到自然景致中，

使旅客對景點產生不同的觀感（江佩蓉，2004）。 

 

    經過研究者親身的參與跨國實踐活動觀察的結果，為喜歡的偶像進行應援活

動，如：至現場做歌曲應援、宣傳應援、禮物應援等，以及旅遊是台灣哈韓族赴

韓進行跨國實踐的兩大主要活動，而實際的場域觀察與行動的細節將在本研究的

第五章中呈現。 

 

第三節  迷的身體展現 

 

    當迷在面對著迷的人、事、物時，他們會以何種方式來表現呢？根據過去許

多關於迷研究的相關文獻，研究者能歸納出幾個重點。 

 

    首先，可以用 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所提出的觀展／表演典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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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迷的身體展現。因為當代的媒體景象已產生變化，且日趨複雜，媒介影像消費

的激增與日常生活商品化，使媒體影像大量地滲透到生活中，導致無人能逃出媒

體直接、間接的影響，也就是 Abercrombie & Longhurst 所提到的擴散閱聽人（the 

diffused audiences）的概念（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1998；張玉佩，2005；林

燕秋、陳志萍，2008）。 

 

    當閱聽人暴露在媒介影像所塑造出的世界中，被媒體情境不斷轟炸下，已分

不出影像與真實的差別了，人們逐漸成為被注視的對象，且也透過生活風格、實

踐將自己建構成自己心中想成為的影像。想像自己在他人面前表演，用這樣的方

式達到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 

 

   其中最顯見的例子就是被媒體影像所吸引的迷群了，迷群們身體力行地去實

踐其著迷的行為，無論這樣的行為在可被看見的公共領域中，抑或是在私人場域

裡，時時刻刻地被實踐著。如陳佩鈺（2013）所提到，哈韓迷群在為其所喜好的

偶像進行應援活動時，幾乎像成癮般地場場出席，並且進行飯拍（Fanpic、Fancam），

或者在私底下自學韓文，親自上韓國網站找尋與取得有關偶像的相關資訊等，都

可作為身體力行的各種勞動實踐之例。 

 

    迷與偶像的接觸方式很多，但其中最令迷群們期待的就是與偶像直接的面對

面接觸，李佩真（1998）提到，直接與偶像面對面代表了迷群們與偶像之間有了

最近距離的身體距離，他們能直接看到偶像本人，甚至有著在相同時空的交集之

意義。這與 Ehrenreich B. et al.（1992）在研究 1960 年代，披頭四所造成的狂潮

時所敘述的迷群們「在電視看到該團體的特寫畫面是一種興奮的感覺，但她們真

正的目標是要離開家裡出去見披頭四。」（Ehrenreich B. et al. ,1992:86）近乎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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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hrenreich B. et al.（1992）的研究中，詳細描述到少女迷群們的具體身體

行為如何展現，這群年紀約為國小到高中的青少女迷群們，所展現出的瘋狂行為

包括：有成千上萬人到機場接機、進入機場商店行竊、與維護秩序的警察對抗、

以拳頭攻擊警察、跨越護欄，以及包圍披頭四所下榻的旅館，讓她們的偶像就像

囚犯一樣被關住、被包圍住。她們所做的一切行為被認為是為了對抗大人的世界，

因為當時社會對於女性有太多的規範存在。她們瘋狂、失去理智，毫不思索地做

出平常不會做的事，甚至到情緒激動時還會出現失禁現象。直到佛洛伊德在 19

世紀後期以女性「歇斯底里」（female 'hysteria'）症狀來解釋這個現象，也就是

我們現在所稱的精神官能症 21。當時也被解釋為一種女性性解放的方式，因她們

將現實生活中被壓抑及現實中無法得到的對於性的渴望，投射幻想在披頭四這幾

位偶像的身上。 

 

    不只披頭四的迷群有上述的身體表現與情感投射，上述情況也出現在韓流迷

群的身上。陳佩鈺（2013）年研究積極從事應援實踐的韓流迷群時，也發現其研

究對象的一些共同點，這些研究對象都是單身女性，且全都沒有過戀愛經驗，所

以容易將生活上的情感投射到偶像身上，藉以填補感情生活的空缺。另外，韓國

亦有私生飯的出現，有別於一般粉絲，私生飯指的是不顧一切想貼近偶像的一群

粉絲，會入侵偶像的隱私，進入到偶像的生活圈，對偶像進行跟蹤、偷拍、窺視

的行為，更甚者會做出傷害偶像、用血書寫信給偶像、自殘、入侵偶像家中或房

裡等失序行為（Kpopn,2011.2.16；妞新聞，2014.5.3）。 

 

 

 

21.精神官能症有許多不同特定類型，包括縱火癖、強迫症、焦慮症、歇斯底里等等。其影響包

括：衝動與強迫的行為、習慣性地幻想、侵犯性、對社會文化不恰當的行為等等（維基百科，

2015.05.28）。 

 

 

http://www.niusnews.co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B5%E7%81%AB%E7%99%9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BA%E8%BF%AB%E7%97%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4%A6%E8%99%91%E7%97%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87%E6%96%AF%E5%BA%95%E9%8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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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些追星時的身體表現之外，身體的移動，例如旅行或是移民，甚至由

哈日、哈韓風潮帶動起來，以交換學生或是至當地上語學堂的方式，將心裡的幻 

想真實地實踐，追尋一種新的生活可能。因此，迷的身體作為一種在追星實踐時 

展現的主體，不論在公共領域、私人空間，生理或心理，都不停地在做各種文化

勞動的實踐。至於本研究中，在研究者所觀察之研究場域中，研究主體的身體展

現，將會在稍後進行詳細剖析。 

 

第四節  情感勞動下的體力付出 

 

    本節要談到的是迷的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自從19世紀以來大眾文化

出現之後，情感勞動對現代經濟來說越來越重要。情感勞動被視為是一種非物質

勞動（immaterial labor），根據Michael Hardt& Toni Negri（2002）的定義，非物

質性勞動指的是非物質性財貨的生產，例如：服務、文化產品、知識和溝通等，

並未生產出物質及耐久財的勞動。情感性勞動是非物質勞動的一個面向，強調的

是身體的、情感的，其產物是無形的，能用輕鬆、幸福、興奮、熱情和滿足來形

容情感勞動時的感覺（Michael Hardt& Toni Negri,2002／韋本、李尚遠譯；黃瀞

綺，2012；王佩迪，2011）。 

 

  事實上在媒體與文化研究中，情感勞動很常被用於解釋迷的勞動行為上，情

感勞動者常被描述為充滿能量且奉獻大量時間，去討論特定的書籍、人物、遊戲、

品牌的迷群們（Melissa Gregg, 2009）。迷的活動主要有兩種明顯的型式，包括

自由選擇他們想做的事，以及在行動的時候具有愉悅的認知，以上這兩種形式都

跟一般典型的「工作」不同，他們不是被迫以此賺取生計，也不需要討論到薪水

報酬、雇傭條件等，所以他們喜歡並享受這個過程（Mel Stanfill & Megan 

Condis,2014；Henry Jenkins,Sam Ford and Joshua Green, 2013）。 

 

http://nyupress.org/author/4332
http://nyupress.org/author/3290
http://nyupress.org/author/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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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佩迪（2011）將情感（affect）歸結為迷自願性付出的源頭，也就是「行

動的力量」（power to act），有別於可以被歸類的情緒（emotion）反應，情

感（affect）是不可被預測的，是身體對一事件的自主反應，是一種行動初始

的動機，具有行動的力量。當他在研究日本動漫迷的行為時，發現他們因對日

本動漫內容有一定的熱忱和熟悉度，將對動漫作品的「愛」化為行動的動機，

使他們自願投入創造性生產的過程中，經營粉絲社群組織，舉凡粉絲網站的討

論內容、參與活動的照片、自製影音作品、畫冊、同人誌等都是他們創作的產

物。在以「愛」為一種行動的動機下，這樣的勞動是無償的、自願的。 

 

    黃瀞綺（2012）在研究台灣第一個在地的韓國娛樂新聞網站「Kpopn」的

組織生產行為及模式時也提到，以韓流迷群身分背景進入到 Kpopn 網站中的

迷群們，在中介韓國流行文化與在地娛樂新聞的生產上扮演了一個主動積極的

角色，一個文化中介者的身分，甚至化消費者為生產者。文中強調迷群的生產

並不以賺取金錢為目的，亦不是用來謀利的，反而是透過創作的過程再次加深

對韓國流行文化的喜愛。 

 

    由上述兩篇文獻可看出，在新科技快速的發展下，利用網路工具大量產生

迷文本的無償勞動可說是一種禮物經濟。有許多的迷表示，他們參與社群並不

是為了得到錢而付出，在生產的過程之中，迷群是很愉悅的，他們可以寫評論、

創作藝術、分享自己的作品，能夠累積文化資本，獲得名譽、自尊心與歸屬感，

甚至也和其他迷群們交換禮物經濟下產出的內容，形成一個反覆循環的過程。 

 

  迷基於情感勞動下的體力付出，這種為了偶像的愛甘願付出且不後悔的勞動，

在本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觀察與分析重點。以目前研究者觀察到的台灣哈韓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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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她們自願性的情感勞動會引發消耗體力的實踐行為，也就是說因著情感因素

引發其進行跨國移動，又因為要實踐跨國移動，必需進入勞動力職場，賺取金錢

來支撐花費。又如追星現場中的體力使用，也是因情感勞動層面所帶起的。本研

究將在後續章節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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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方式 

 

第一節  研究者位置 

 

一、 研究者與研究主體的關係 

 

    本研究不將研究者跟受訪者以我者與「他者」來做區分，而是將受訪者視為

一個「主體」，尊重其生命經驗，進入其追星場域及日常生活現場來了解哈韓族

在各層次上的具體呈現，而非單純客體化行動主體的主動性與能動性。因為主體

是處於社會之中，研究將從研究主體的生活經驗出發，而非自外而內的將研究主

體放在象徵性的框架中。只有破除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隔閡，才能更深入地

了解其生命意義。 

 

    以「理解」的視角來觀察場域中發生的現象與受訪者的行動，形成彼此互為

主體的角度，通過研究者與研究主體之間的互動來理解後者的行為及其意義解釋

（李曉鳳、佘雙好，2006: 6；王雅各等，2004：29），並且常需思考與注意彼此

的權力關係是否呈現不對稱狀態，抱持具自我反身性的觀點與態度，在研究時能

與研究主體對話和取得信任，並保持開放的態度面對研究過程中的任何改變，擺

脫研究者的專業與確信，以免落入自身經驗與想法的窠臼（Cheef,2002；Lindlof 

& Taylor,2002；黃瀞綺，2013:22）。 

 

    在研究過程中忠於不同生命真實，增加參與者的發言機會（Saukko,2003／

李延輝譯，2008；黃瀞綺，2013:22）。透過研究主體的眼睛看世界，研究者通

過研究主體的解釋，來理解研究主體的行事動機，將研究現象放置於社會整體的

 



45 
 

網絡中，以便通盤的理解，並保持研究的彈性，避免將自身觀點強加在研究主體

身上，隨時反省自身的前設、傾向或偏見，並了解自己理解研究主體的過程，以

及理解的正確性。 

 

    若想避免研究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權力高低處於一種習慣性的分配，以及

理所當然的視角詮釋資料，那麼就得時時反思。反身性或反思會使我們注意到知

識產製過程與各種脈絡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知識產製者的參與。在經驗資料被

建構、詮釋、寫作的時候，必須嚴肅關注不同類型的語言、社會、政治以及理論

元素，彼此如何糾結在一起（Mats Alvesson & Kaj Skoldberg,2000／施盈廷、劉

忠博、張時健譯，2011:8）。 

 

    王雅各（2004）以立場而言，傳統量化研究強調研究者的優越性，研究者常

比被研究者有更多的權力、知識、資源和聲望，在此種前提下，研究者以「由上

而下」的觀點與視野去了解現狀，對了解的要求是客觀、中立、無偏見的。但質

性研究的特色則是強調被研究者的主體性，由下而上的去看社會狀況，並在了解

後提出改善現況之方法。 

 

二、 研究者與場景的關係 

 

    Fred Davis(1973)曾在其文章中曾以「火星人」（Martian）與「皈依者」（Convert）

兩者來比喻研究者對於其研究對象可以採取的兩種立場，前者採取一種保持距離

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後者則是以更貼近場景或深入場景的方式，來理解社會生活

與意涵。以 Fred 的觀點來看，所有研究者在從事研究時，所面臨的難題是要選

擇和研究對象及研究觀察場域「保持距離」或是「貼近」。以保持距離的態度來

做研究，可以提出適度質疑，而若是想要對社會現象透徹的了解，則需要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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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關係為何，都各有利弊，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常常提醒自己，拿捏

好距離，隨著研究需要而調整，勿過於疏遠或過於緊密。 

 

    而本研究所採取的方式比較偏向「貼近」研究對象及研究觀察場域，因為雖

然本研究所設定的研究觀察場域並無太大的進入限制，例如：電視台、演唱會、

公演場合等，但若以「保持距離」的方式來研究，恐怕只是霧裡看花，無法深入

得到詳細的資訊。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的方法來進行，因為質的研究方法主要針對社會現象或

經驗進行直接描述，非透過實驗室或各種量表進行測量，而是在自然狀態下，對

社會現象進行整體的描述，不主張把生活割裂開來或孤立起來研究。 

 

    「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收集

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

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來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李曉鳳、佘雙好，

2006:5-6；陳向明，2000：12）。質的研究強調在非人工控制的環境中進行研究，

透過長期深入、實地體驗生活以從事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融入研究主體

的經驗世界，深入體會其感受與知覺，並從研究主體之立場與觀點來詮釋這些經

驗與現象的意義（潘淑滿，2003）。 

 

    以本研究來說，雖然哈韓族的行動/行為常被公眾或主流媒體討論，但這些

討論幾乎不曾深入到哈韓族行動者的內心世界去了解，對於哈韓族行動與動機之

間的關係亦無具體的認識，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哈韓族行動者的觀點，來詮釋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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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意義與此社會現象，透過長期在參與觀察場域與研究主體的相處，盡可能的觀

察整個社會脈絡與現象及研究主體的行為，試圖找出有別於以往的新觀點。 

 

    自然主義或田野調查取向的社會研究可能會有以下兩種類型的區分，或兩者

兼而有之。第一，觀察事項是由當前際遇的偶發事故（accidents of current 

biography）衍生而出；第二，由早期際遇及個人史的偶發事故（accidents of remote 

biography and personal history）醞釀而成（John Lofland & Lyn H. Lofland,1995／

任凱、王佳煌譯，2005:13）。本研究屬於第二類型，由於研究者本身身為擁有 14

年資歷的哈韓族，加上偶然擁有進入研究場域的機會，從個人的立足點起步，除

了提供自身與研究的必要連結，亦可避免對於研究工作的態度疏遠、淡漠，較能

維繫研究的品質。 

 

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以不同形式的文件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紀錄，所謂的資

料指的是研究者所觀察或訪談之對象的話語與行動，較常出現的包括田野筆記、

訪談文字稿、圖示繪製、照相、錄音、文件蒐集等等，平時研究者就必須注意研

究場域中瑣碎而表面的各種事件，而非等待重大事件的發生才紀錄，因此這些發

生在場域之中的事件與聽到的話語都是為研究者日後在梳理脈絡時所需要的重

要參考資料。 

 

    在質的研究中，收集資料的方法有很多種，例如：開放式訪談、參與式觀察、

焦點團體討論、文獻法、扎根理論、口述史、團體討論、文獻證據的分析等等，

本研究主要採取的方法為參與觀察法與深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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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觀察法 

 

    選擇參與觀察法的主要理由在於，回答研究問題時，文化脈絡及觀察行為的

重要性，例如:研究者或一般民眾所看到的事實與當事人所說的內容有明顯差異

時（圈內人與圈外人的不同觀點）、個案在時空上允許研究者進行一段時間的參

與觀察時，都很適合採取參與觀察法。以本研究為例，哈韓族的跨國實踐必須要

進入到其實踐場域之中，觀察其實踐的行動過程與社會環境脈絡之間的關係，才

能深入了解實踐的行動對研究主體的意義何在，若非實際參與過，則容易以圈外

人的觀點來看待他／她們的行動，亦可能產生誤解。同時研究者本身在時空條件

允許下，得以長時間進入其實踐場域之中進行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又稱為「田野觀察法」（field observation）、

「質性觀察法」或「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指的是研究者針對某一

類人群發展科學化的理解，並在此群落的自然場景中，維繫多面向且長時間的關

係的過程（John Lofland & Lyn H. Lofland,1995／任凱、王佳煌譯，2005:24）。 

 

    參與觀察法對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不只是一種生活，更

是我們生活的過程，而人類的生活是一種持續活動的過程，許多人類行為與現象

必須要透過互動才有意義，而意義又因人、因事、因時、因地不同而有不同，當

研究者長期駐扎在實地，不僅可以了解事情發展的完整過程，還可以收集到第一

手的資料，另外，對於非語言行為，例如:儀式、動作、姿態、情緒的表達等，

有時無法用語言傳達（李曉鳳、佘雙好，2006:140；袁方主編，2002:344；周文

欽，2004:137-138；林淑馨，2010:156），因此，參與觀察法就成為研究社會現象

的最佳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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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gensen認為參與觀察的最終目的是「紮根在人類每天的生活事實，發掘實

踐的和理論的真理」（Jorgensen ,1989:14／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19-20；嚴祥

鸞，2008:167；潘淑滿，2003:271）。任何研究問題需要了解:過程（processes）、

事件（events）、關係（relationships）、社會環境的背景脈絡（the context of a social 

situation）者，都適合選擇使用參與觀察法（Bogdewic,1992:48；嚴祥鸞，

2008:169）。 

 

    參與觀察法包含了觀察與聆聽以及詢問，其中有一些聆聽與詢問的作法很接

近深入訪談法，而有時深入訪談在長時間且反覆的與資料提供者接觸、互相融入

對方個人生活的研究過程中，也逐漸成為了參與觀察法的研究方式。 

 

二、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是一種資料蒐集的方式，也是質性研究中最常被採用的資料蒐集方

法（Marshall & Rossman,1995:80/1999:137／李正賢譯；王雅各等，2004:83；李

曉鳳、佘雙好，2006:141；潘淑滿，2003:134；Steinar Kvale,2007／陳育含譯，

2010；林淑馨，2010:220)。深入訪談法也稱為「非結構性訪談法」（unstructured 

interviewing），指的是由特定議題所帶動的對話，試圖發現資料提供者對某一特

定話題或情境的體驗，目的在於從資料提供者口中導出豐富、詳盡、可用於質性

分析的材料（John Lofland & Lyn H. Lofland,1995／任凱&王佳煌譯，2005:24-25）。

Steinar Kvale（2007）認為，研究訪談是一種「互換觀點」（inter-view)，而知識

就在訪談的互動（inter-action）過程中建構出來（Steinar Kvale, 2007／陳育含譯，

2010）。 

 

    由上述可知，研究者透過研究主體個人的描述與述說其對文化環境和社會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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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了解，來理解研究主體的生命經驗。大部分的學者將深入訪談視為是一種會

話與社會互動，主要的目的在於取得或了解訪談對象對真實世界的看法、感受與

態度。訪談可以提供人們賦予自身經驗和社會情況意義的管道，雖然訪談本身是

象徵式的互動，但仍不減損了解該互動之外的社會情況的可能性（Jane Ritchie & 

Jane Lewis／藍毓仁譯，2008:150）。 

 

    Minichielo等（1996:68-69）認為，在深度訪談時，需要與信息提供者花較多

的時間互動，並且這種接觸是重複的，以建立雙方的信任感與密切關係。強調雙

方的關係是平等的，而不像結構化訪談有較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訪問者操控了訪

談過程中的權力。深入訪談的重點也非研究者本身的觀點，而是在尋找信息提供

者的觀點，將興趣放在信息提供者對日常生活所賦予的意義，重視他/她們的觀

點，進而進入他/她們的世界。由此處可見，受訪者在深入訪談過程中被視為是

研究主題的信息提供者，而非被研究者，研究者須以尊重的態度試圖從信息提供

者身上得到正確、深入的資料，瞭解信息提供者以自己的話對自己的生活、經驗

或情境所表達的觀點。 

  

    本研究將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於訪談前擬定訪

談大綱，訪談大綱並非是一組結構縝密的問題，雖然訪談大綱中所列之題目，是

在訪談中必須要談到的項目，卻不必在訪談時一字不漏地提出問題，重要的是在

訪談時針對研究主體所提到的話題，可以進一步追問與引導，用不受拘束的詞語

來述說，因此半結構式訪談又可稱為引導式對話（guided conversations）。 

 

  深入訪談具有足夠的彈性，讓主題以最適合受訪者的順序來進行，並能深入

且完整地探討受訪者的回答，通常受訪者的第一次回應，會停留在比較表面的程

度，在訪談互動的過程中，研究者保持靈活的回應與追問受訪者相關的議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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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以完整探討潛藏於受訪者答案下的所有因素，包括：原因、感覺、意見以及

信念等，以獲得解釋性的證據。在訪談任務中，追問相當重要，但研究者是否可

以全神貫注、耐心聆聽受訪者的表述也很重要，擁有適度的好奇心對研究資料的

生產更有幫助，在面對新穎且意料之外的現象時保持開闊的心胸。 

 

    綜合以上敘述，深入訪談法為一種有目的的談話，是研究者與研究主體進行

雙向的互動，且此互動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平等的基礎上，研究者可視訪談實際

情況進行彈性的調整，在訪談過程中用心傾聽，與研究主體共同建構出對研究現

象或行動意義的詮釋（潘淑滿，2003:138-140）。 

 

(一) 深入訪談之抽樣方法 

 

   因為質性研究強調對研究對象獲得較深入且細緻的解釋性理解，特別著重於

其內在經驗，因此研究對象的數量一般來說都比較小。在Kuzel（1992）提出的

質性研究抽樣策略中，本研究採用的是滾雪球（snowball or chain），又稱網絡

取樣，是目的取樣最普遍的型式，由研究者自身人脈中找尋場域中的關鍵參與者，

再請關鍵參與者推薦能夠提供豐富資料的知情人士，直到蒐集的訊息飽和為止

（李曉鳳、佘雙好，2006:127、151；Sharan B. Merriam,2009／顔寧譯，2011:75）。 

 

第四節  研究步驟、場域以及研究主體 

 

研究者從2013年4月開始，有機會進入到哈韓族追星實踐的場域中進行參與 

觀察，其中又以6至八月最為密集。期間因為研究者的室友以及研究者在赴韓交

換期間所認識的其他台灣交換生皆為哈韓族的跨國實踐者，因此該時期採取的是

參與觀察與深入訪談法並用的方式進行研究，一起參與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對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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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在離開觀察場域返家之後，繼續與室友進行對話，並嘗試了解其日常生活

與追星實踐在其生命中的意義。 

     

    剛開始時，會選擇這個研究場域參與觀察的原因是，它看似開放，但還是有

某些進入的門檻限制，此處所指的開放為空間的開放性、隨時隨地可加入的特性、

不論你的身分與性別和國籍為何都可以進入此場域中，而限制指的部分有：最好

要有韓語能力、有能從各方得到偶像行蹤消息的能力、有足夠的時間與金錢以及

體力才能融入場域中。研究場域的範圍大概是以韓國的三大電視台（KBS、SBS、

MBC）為主以及韓國各地公演22場合、經紀公司等。選擇這些研究場域對研究者

而言有許多優點，因研究者可以在場域中停留長達數個月之久，所以可以維持觀

察的持續性，並且有關鍵參與者可以帶領研究者深入場域之中，倚靠著關鍵參與

者的經驗，研究者也較能安心觀察，最後則是隨時都可以進入場域的方便性。 

 

    因本研究之參與觀察的研究場域僅為哈韓族跨國實踐的其中一部份，因此在

結束參與觀察研究，返回台灣之後，研究者再以滾雪球方式，從自身人脈以及請

初期關鍵參與者推薦其他有跨國實踐經驗的哈韓族，進行深入訪談，以在韓國實

地參與觀察的經驗與研究主體互動對話，試圖找尋更多豐富的資料。 

 

    在此一階段，研究者主要找尋的研究主體範圍為，以至少有一次以上跨國實

踐經驗的哈韓族，其經驗越豐富、越了解內部文化、具有觀察及反思能力以及性 

 

 

22.公演一詞在字典中的意思為公開演出，韓文為공연，指的是在公開開放的場合，台上的表演

者與台下的觀眾距離較近，並且有互動的可能。此處指韓國演藝人員在活動期，經紀公司會替他

／她們接洽各種形式的演出機會，至韓國各地進行公開演出，常見有學校校慶活動、由鄉里舉辦

的炒熱氣氛的娛樂活動、廠商邀請的宣傳活動等，目的在於增加知名度或維繫其舞台熱度，規模

大小不一。陳佩鈺（2012）在其論文中亦曾提及，偶像每到打歌發片期間，高密度的行程讓迷可

以接觸到偶像的機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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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向、善於表達自己的研究主體為佳。Whyte（1984）曾提到，最好的訪談對

象是對自身文化有較敏銳的觀察反省能力，且曾經歷過與研究相關的重大事件、

有能力將自身經歷與想法以語言表達出來的人。 

 

    研究者在此期間亦觀察「李昇基23台灣愛人國際後援會」24此一Facebook社

團中之成員互動，並參與此社團所舉辦之各項活動，藉以認識更多適合訪談的跨

國實踐者，提供其經驗分享。研究者於2014年5月18日，參與該社團所舉辦的

「TAIFC 2014社團聚會活動」，和社團成員保持良好互動與聯繫，並說明自己

身為研究生身分，正在從事相關論文寫作，待日後找尋適合的成員進行訪談。 

 

 

 

 

 

 

 

 

 

 

 

 

 

 

 

 

 

23.李昇基為韓國演員、歌手、綜藝主持三棲藝人，2004 年出道至今十年，於 2012 年 9 月 2 日首

次來台舉辦 Fan meeting，2013 年 9 月 14 日二次來台。為研究者非常欣賞的韓國藝人之一。 

24.「李昇基台灣愛人國際後援會 LeeSeungGi Taiwan Airen International Fan Club」為一於 Facebook

社交平台上成立的不公開社團，於 2012 年 9 月 4 日成立，現成員有 2007 人，研究者於 2013 年

在朋友的介紹下申請進入該社團，該社團主要任務包括：跨海應援、李昇基相關作品與報導的翻

譯、協助社團成員跨海購買演唱會門票以及加入李昇基官方網站會員等。研究者加入後，時時保

持對社團活動的觀察，並與其他成員們互動，保持良好關係。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FC/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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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 

 

表 3-1：受訪者名單與基本資料表 

代

號 

年

齡 

跨國實踐之國家與次

數 

跨國追星資歷

（年） 

追星時的身分（職業）

演進 

喜愛的韓國明星 

R 23 韓(5)、日(1)，共 6 次

（其中一次停留韓國

半年） 

2009~2016(7) 學生(2009)→交換學

生(2013)→研究所考

生(2015) 

少女時代，尤以隊長

太研為主。 

W 23 韓(9)、日(6)、中(1)、

泰(1)、菲(1)、香港

(1)，共 19 次（其中

一次停留韓國半年、

一次停留韓國一個

月） 

2010~2016(6) 學生(2010)→交換學

生(2013)→於家中經

營的牙醫診所工作

(2016) 

金賢重、A PINK、 

TEENTOP，尤以

Ricky 為主。 

T 28 韓(1)、日(1)、新加坡

(1)，共 3 次 

 

2013~2015(2) 上班族(2013) 李昇基 

A 29 韓(3)，共 3 次 2010~2013(3) 剛畢業的大學生

(2010)→上班族

(2010) 

MBLAQ、Big Bang 

K 27 韓(5)、日(1)，共 6 次 

 

2010~2016(6) 大學生(2010)→研究

生(2013) 

Super Junior，尤以

圭賢為主。 

L 23 韓(2)、日(2)，共 4 次

（其中一次停留韓國

一年，且幾乎每天都

在追星） 

2011~2014(3) 交換學生(2013)→韓

國當地娛樂記者

(2014) 

FTIsland，尤以主唱

李洪基為主。 

C 24 韓(4)、日(3)、泰(1)、

印尼(1)，共 9 次（其

中一次停留韓國 2

週） 

2013~2016(3) 學生(2013)→上班族

(2013)→澳洲打工渡

假(2016) 

 

SHINee，尤以成員

珉豪為主。 

J 40 韓(7)、香港(1)，共 8

次 

2004~2005、

2014~2016(3) 

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

(2004)  

Rain、BIGBANG、

池昌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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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訪者的內部差異 

 

    本研究共訪問8位受訪者，皆為女性，但因受訪者之間的背景與條件不甚相

同，因而有受訪者的內部差異。這樣的差異在於受訪者本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本相

異，以及在跨國追星實踐上所付出的時間、心力、金錢、本身的身分／職業不同，

造成她們有不同的經歷。以下將詳細地說明8位受訪者的背景與條件。 

 

（1）受訪者R： 

  受訪者R在高中時期就喜歡少女時代，升大學前就已經進行過跨國追星活動

了。並於大三下學期申請交換學生，大四下學期（2013年）至韓國成均館大學交

換半年，在做為交換生的半年期間是追星最密集的時期。同時受訪者R是與研究

者一起進入研究觀察的追星場域中的朋友之一，也是研究者實際觀察的對象。因

其家中經濟資本不錯，進行跨國追星的機會也相對較多。於交換學生結束後，還

繼續跨國追星的實踐，其所投入的時間、心力、金錢相當地多。最常進行跨國追

星實踐的地點集中於日、韓兩地，目前仍持續追星中。 

 

（2）受訪者W： 

    受訪者W是研究者在韓國的室友之一，也是帶領研究者進入到研究觀察場域

的關鍵人。由於受訪者W家中經濟資本較高，她在高中時期就已經展開跨國追星

實踐的行動了，並於大二（2013年）時赴韓國成均館大學交換半年，這半年中只

要她所喜愛的偶像有活動，不管路途多遠，基本上她都會去，而在交換學生結束

後，她一樣勤於追星，除了基本的日、韓兩地之外，還赴中國、泰國、菲律賓、

香港等地，跨國追星頻率，及停留在國外的時間是所有受訪者中最多的。以研究

者與她的親身相處觀察發現，她付出極多的時間、精力在追星一事上，因此累積

了相當豐富的經驗，還成立自己分享追星點滴的粉絲團，以及偶像的個人應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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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分享追星時拍攝的偶像照片，成為迷群中具有一定地位的人物，連她喜歡的

偶像也認識她。受訪者W於2015年從大學畢業，畢業後仍持續追星，目前在家中

所經營的牙醫診所工作，偶像有活動的時候會視情況參加。 

 

（3）受訪者T： 

  受訪者T是研究者原本就認識的朋友，自2012年起開始喜歡李昇基，2013年

9月開始進行追星實踐，先後到了新加坡、韓國與日本。受訪者T是前一節提到

之「李昇基台灣愛人國際後援會」的成員，亦是當初介紹研究者進入社團的關鍵

人。由於一開始跨國追星實踐時就是上班族身分，因此都是利用每年的休假安排

或是周末時間跨國追星。受訪者T是本研究中已婚的兩位其中之一，接受研究者

訪問時，正在預備結婚，目前因喜愛的偶像李昇基入伍，而暫時沒有追星計畫。 

 

（4）受訪者A： 

  受訪者A是大學剛畢業之後開始進行跨國追星實踐，主要地點為韓國，以演

唱會搭配旅遊行程居多，因進入工作的關係，通常利用排假方式，都去五天左右，

由於喜歡的團體MBLAQ中的兩個成員2014年底因合約到期退團，只剩下三個成

員，且近期無活動，所以使受訪者A追星的動力減低，目前已停止追星。 

 

（5）受訪者K： 

  受訪者K第一次進行跨國追星實踐的契機，是2010年大學畢業後到日本遊學

一個月，然後順道飛往韓國追星旅遊再返台。當時由於航空公司推出飛三地優惠

的票價，因此受訪者K從日本飛往韓國只要多加1,000元台幣，才促成她首次的赴

韓追星實踐經驗。受訪者K後來考上研究所，目前繼續進行跨國追星實踐，追星

行程以演唱會、音樂劇等為主。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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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訪者L： 

  受訪者L和研究者是2013年同期赴韓國成均館大學交換的交換生，不過當時

僅有幾面之緣。她在韓國交換了一年的時間，這期間除了學校的課業之外，幾乎

所有時間都在追星，對追星實踐付出極大的心力，2013年至2014年是她追星實踐

過程最密集的一段時期。她在受訪時曾說過，一整天除了睡覺時間之外，張開眼

睛就是偶像的世界，也因為涉入很深，所以有一些固定的消息來源，不論她喜歡

的偶像有公開行程，或是私人行程，她總是有辦法得到資訊，見到偶像，幾乎每

天都出現在偶像面前，所以偶像也知道她，甚至她還因為積極追星的關係，有機

會跟偶像一起演戲。而她也跟兩個韓國女生共同為喜歡的偶像組一個應援站，專

門放她追星時拍攝的照片，跟其他粉絲分享，因此也讓她在FTIsland飯圈裡面擁

有很高的知名度。2014年大學畢業後，受訪者L就到韓國當娛樂記者，因為工作

忙碌以及FTIsland較少活動的關係，目前已停止追星。 

 

（7）受訪者C： 

  受訪者C是研究者在韓語學習群組中發問尋找符合受訪條件之受訪者。受訪

者C在大學時期就開始進行跨國追星實踐，經費來源都是源自於打工得來。由於

有對追星流程相當熟悉的朋友帶著她，所以可以知道一些明星班機的消息，較常

做的是在機場關內追星，這是受訪者中比較特別的例子。而受訪者C到過韓、日、

泰國、印尼等四個國家追星，在日、韓有停留較長時間的經驗，追星通常會結合

旅遊。日前她已辭掉原本的工作，赴澳洲打工渡假，之後也有到韓國打工渡假的

計畫，目前仍持續追星中。 

 

（8）受訪者J： 

  受訪者J是本論文研究者中最特別的一位，不僅職業身分不同，開始追星的

時間點也特別早，她是於2004年開始追星的，當時是受韓劇的影響，她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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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劇景點觀覽。之後空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追星，主因是兩個小孩陸續出生，直

到2014年才又開始進行跨國追星。雖然她的身分是家庭主婦，但非一般所定義的

家庭主婦，因其家中經濟資本較高，追星時也不需靠自己賺取經費，所以此處特

別解釋為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受訪者J在追星的時候結識一些和自己條件相仿

的追星同好，都是30至40歲的媽媽們，但經濟資本稍高，小孩年紀也稍長一些，

出國追星時可以暫時不用顧慮家務。受訪者J的追星行程安排也會結合觀光旅遊，

與同行友人共同的宗旨就是不管多累、花多少錢，大家都是為了同一個追星目標

去的，在這個團隊裡面受訪者J常擔任隊長的角色，負責企劃與蒐集各種資訊。

而對韓劇與韓綜相當熱愛的受訪者J，在臉書上成立了一個分享韓國流行文化資

訊的社團，當中有很多她自己對韓劇的見解與分析，在追星中投入的心力相當多。

受訪者J甚至還曾被韓國觀光公社挑選中，擔任第一屆「韓國觀光全球網路大使」，

任期從2015年5月到11月，每週協助配合韓國觀光公社的貼文發佈與宣傳。目前

受訪者J持續追星中，她表示若喜歡的偶像有活動，她有機會就會去。 

 

二、 研究者與受訪者平時的關係 

 

    除了受訪者R、W、T三人是研究者本身就認識的朋友之外，其他五位受訪

者都是透過研究者本身的人脈以及韓語學習群組裡面找尋的受訪者。對原本就認

識的受訪者，採取長期觀察的策略，而後來才認識的受訪者，在受訪之後大部份

也都成為臉書好友。研究者不只在訪問時，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得知關鍵資訊，也

從平時的相處互動、臉書狀態裡，持續觀察是否有對研究有幫助的訊息，並加以

追問，以補充訪談時較缺少的資料，使研究更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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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國追星實踐者的生命歷程 

 

    從喜愛韓國流行文化出發，因為對韓國偶像或藝人投注的情感而主動跨出國

界，這些台灣迷群們在一般大眾眼中與媒體論述中，幾乎是以「瘋狂」、「失控」、

「不理智」的角度被看待，而本研究試著走入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的場域，特別

是偏重她們移動至韓國本地的部分，並且以互動的方式、理解的角度去傾聽每位

受訪者的生命經歷與故事，觀察到她們生活中與韓國流行文化深不可分的連結關

係，亦試圖描繪出她們的跨國路徑與她們所走過的地理景觀之特色。藉由她們的

自我建構與分享、述說，或許能讓一般不曾理解或經歷過這些過程的人們，可以

看到這個以自我為主體的迷族群更多不同於以往所見的面向，還原她們的真實生

活，讓此一族群的圖象更臻完整。 

 

第一節  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之實踐   

 

一、 跨國實踐的第一步 

 

    從陳佩鈺（2013）的研究指出，2012 年平均每 11 天左右就有一韓國團體訪

台，韓團來台的次數看似非常頻繁，但單就迷的立場與角度而言，在台灣要見到

喜歡的偶像的機會並沒有想像中的多。以本研究自行整理統計的資料來看，從

2011 年至 2015 年，每年出道的韓國偶像團體數量節節上升，若以 2014 年全韓

國共產出 110 個偶像團體（可見本研究整理之表 1-1），以及本研究受訪者的訪

談內容來看，粉絲們與自己喜歡的偶像或明星每年可以在台灣見面的機會大概是

一次到兩次之間，甚至也有偶像當年沒有安排來台行程的情況，如此被動地等候，

再加上韓星移動至台灣開演唱會、見面會的票價都被代理公司從中拉抬，若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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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本地見到偶像，粉絲的選擇性相對較低，限制性相對提高，包括門票價格、

場地、場次、粉絲福利等都被限縮。 

 

    報導指出 2013 年韓國團體來台開演、唱，票價漲 1,000 到 3,000 元不等，且

相同內容的表演若在日本觀賞，門票價錢大約是台灣票價的一半，讓歌迷相當不

平衡（聯合報，梅衍儂，2013.12.25）。據研究者整理 2013 至 2015 年韓星來台

開演資訊（見附錄 A），發現 2015 年來台舉辦見面會或演唱會的韓星最高票價

約分布在 5,500 元到 6,800 元之間，而當年度的最高票價則是由 9 月 24 日至 27

日來台開唱的韓國男團 BIGBANG 開出，該次最高票價為 8,800 元台幣，次高價

及第三高價各為 6,800 元、5,800 元，售票消息一出，粉絲也大喊吃不消。由此

可見，台灣本地如此任由主辦單位、韓國經濟公司哄抬的門票價格、無法更近距

離地與偶像接觸等，都是促成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主動進行跨國實踐的原因之

一。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整體外在環境條件的改變，增加了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

實踐的可能性，包含韓國政府為發展國際觀光而推動相關的便利環境，在觀光區

普遍都設有觀光警察、觀光引導人員及旅遊案內所（旅遊諮詢處），各店家也紛

紛聘用具備多國語言能力的服務人員，尤以會說中文、日文為多，讓台人赴韓旅

遊時能降低語言上的障礙。 

 

    國內旅行社同時也看準遊韓旅客商機，推出各種客製化服務項目，無論是搭

配特定韓劇的套裝行程，如：《來自星星的你》、《冬季戀歌》抑或是《太陽的後

裔》等韓劇路線，安排到劇中景點觀覽，更有旅行社積極開拓包機遊韓市場，試

圖擴大台人遊韓旅客的規模，雄獅、鳳凰旅行社也各與韓國兩家不同廉價航空合

作，瞄準國內小資女，並主打自由行的旅遊方式，讓遊韓行程有更多樣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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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陳景淵，2016.04.30）。 而網路上及出版社亦提供許多教導民眾如

何赴韓自由行的資訊與書籍，例如：《開始在韓國自助旅行》一書從 2010 年出版

至今已更新到第六版，可見關於赴韓旅行的最新資訊不斷地被更新且流通，有利

於韓國自由行風氣的發展。 

 

    此外，廉價航空的出現對哈韓族來說也是一大福音，在票價的選擇上有更多

考慮的空間，目前台灣飛韓國的廉價航空有德威、易斯達、釜山、濟州、真航空、

酷航，通常一般航空台北—韓國來回機票的票價約為台幣一萬元上下，而廉價航

空則會不定期推出促銷優惠，運氣好的話可以搶到來回票價約為台幣四千多至五

千左右的價格，當機票票價、航班時間的選擇性越多時，赴韓進行追星實踐也相

對地容易。 

 

    最後要提到的這個外在環境的變化，受惠的族群是大學生。近年來各大學不

斷強調往國際化發展，鼓勵學生赴外交換，希望學子們可以參與國際學術社群，

提升國際競爭力。教育部更從 2007 年以來開辦「學海計畫」，赴外交換生可依規

定向政府申請「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等獎學金的補助 25，雖然學校鼓勵交換

生的原意並非讓學生出國追星，但卻恰好成為符合學生身分同時又是台灣哈韓族

跨國追星實踐者可循，較為合理赴韓追星的管道，加上若能申請到獎學金補助，

對具有學生身分者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總觀前述脈絡後，歸納出本研究受訪者赴韓追星在契機的部分，可分為兩大

類： 

 

 

25.前者適用於一般生，後者適用於持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立有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補助證明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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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追星活動附加旅遊行程 

 

    由於韓國偶像來台不論是演唱會、粉絲見面會，若想要在較近一點的距離裡

見到偶像，就得買最高票價的門票，而最高門票價碼通常介於 5到6千台幣之間，

以韓國男團神話 2015 年來台舉辦的演唱會票價為例，最靠近舞台的兩大區域票

價分別為 6,880 與 5,880 台幣（見圖 4-1）。也因為喜歡的偶像每年來台的機會難

得，所以粉絲們通常會想把握機會，參加一場以上的活動，假設參加 2 至 3 場的

話，光是門票費用就高達 1 萬 2 千元至 1 萬 8 千元台幣左右，而且活動結束就直

接回家，對她們來說在台灣參與活動結束後，整個活動就落幕了，沒有其他附加

的收穫。 

 

  有許多的受訪者表示，若是這樣的話，她們會傾向選擇跨國追星，以赴韓國

追星五天四夜為例，機票加上住宿及韓國演唱會門票，其實跟在台灣參加 2 至 3

場活動是差不多的。研究者以在台參與 2 場演唱會活動與赴韓參加 3 場演唱會活

動外加旅遊的花費為例，列於表 4-1 中，可以得知，赴韓追星其實只多了大約 3,300

元台幣，但是還能兼顧出國旅遊、消費、享用美食等附加價值與樂趣，是跟在台

灣苦等偶像，又不能近距離接觸他們比起來，相較之下更聰明的選擇，屬於精打

細算型的迷群。而研究者也將受訪者們提供之各國追星花費整理於表 4-2 中，以

便了解受訪者們在衡量追星與額外效益時為何傾向選擇跨國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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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在台與赴韓追星活動花費比較表 

台／韓兩地

追星活動 

演唱會門票 機票費用 住宿費用 餐費 附加價值 花費總額 

在台參加演

唱會活動 

（兩天活動） 

1 場約 6,000

元台幣。通常

參加 3 場。 

無 一晚約

700 元台

幣。 

一天約 

400 元台

幣。 

無，散場

直接回

家。 

約19,500元

台幣。 

赴韓參加演

唱會活動 

（五天四夜

行程） 

1 場約 3,000

元台幣。通常

參加 2 場。 

來回機票

約 10,000

元台幣。 

 

一晚約

700 元台

幣。 

 

一天約

800 元台

幣。 

有，可享

旅遊、消

費、美食

等樂趣。 

約22,800元

台幣。 

 

表 4-2：赴各國追星實踐花費列表 

國家 天數 花費 備註 

韓國 五天四夜 約 23,000 元台幣  

韓國 一個月 約 30,000 元台幣 住朋友家 

日本 五天四夜 約 30,000 元台幣  

日本 一個月 約 50,000 元台幣 住朋友家 

印尼 四天三夜 約 20,000 元台幣  

泰國 四天三夜 約 20,000 元台幣  

新加坡 三天兩夜 約 20,000 元台幣  

香港 兩天一夜 約 12,000 元台幣  

菲律賓 三天兩夜 約 20,000 元台幣  

北京 三天兩夜 約 22,000 元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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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015 神話 17 週年巡迴演唱會—台北站票區示意圖 

 

 

 

     

 

 

 

 

 

 

 

 

 

 

 

 

 

 

 

 

 

 

 

 

 

 

 

（圖片來源：UDN 售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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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是特別只看了那個(演唱會)就回來了，我還是就當去玩。如果 

    只為了看那個去的話就回來，我沒有辦法（接受）。我就是好像在當一 

    般旅遊的某一個行程，追星只是其中一個行程。機票加住宿大概都一萬 

    五以內吧，然後我記得演唱會的票大概都三千多吧，其實不會特別貴。 

    一趟大概兩萬多，加上自己吃，就是玩的吃東西什麼的，應該差不多三 

    萬以內吧。我就是想要順便出國啊。(受訪者 A) 

 

    在韓國看演唱會其實很便宜耶，比台灣便宜，他們(神話)來台灣的時候 

    六千六(一場演唱會門票)啊。因為機加酒算起來很便宜呀，我那個時候 

    一天一個人才 6、700塊吧，所以其實算起來在韓國如果沒有什麼太大 

    的花費，就很少大概五千塊。如果(去)五天我覺得通常大概節省一點的 

    玩法，演唱會、機票加住宿一萬五應該可以。(在台灣)假設你去看兩天 

    演唱會，就要一萬，如果你都買最前面、最好的，就要大概一萬到一萬 

一，然後我們就會覺得那一萬二你就可以機加酒，甚至演唱會門票也都 

包了，那你不如就去看個兩場，然後順便在那邊玩個幾天，你不會就是 

在台灣就是看兩場演唱會，然後就回家。(受訪者 K) 

 

    像其實我去國外不只有說是看演唱會，我會多排個兩、三天去看國外， 

    就是去一些著名的景點啊，因為都出國了嘛，然後就去玩這樣子。因為 

    其實平常像我們這些外國的粉絲，如果說沒有能力賺錢的話，那大家都 

    是等他們來到台灣，有活動你才能買門票去看他們，但是你買的門票第 

    一個貴就算了，其實距離(偶像)都很遠。(受訪者 C) 

 

    在追星結合旅遊的情況下，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在經濟花費上突顯了

理性迷的自我主體建構，從她們的自我論述中，特別強調自己在衡量所有追星會

用到的支出後，能做出最具經濟價值的選擇。 

 

    根據訪談內容歸納，本研究的受訪者們在進行跨國追星實踐前，都會預先進

行經費上的評估，評估的標準有：台灣演唱會／表演門票價錢、韓國（或其他國

家）演唱會／表演門票價錢、韓國（或其他國家）—台北來回機票錢、韓國（或

其他國家）當地食宿費用、當地交通費及其他雜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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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金錢的支出以外，她們還會評估比起在台灣本地，該次進行跨國追星實

踐能否獲得額外的粉絲福利，有些粉絲福利是只有參加該場活動才能享有的，曾

經跨越六國、追星經驗豐富的受訪者 W 分享到，她的評估標準取決於該場活動

有甚麼特殊的粉絲福利，以及是否有與其偶像之間的特殊連結，例如：活動接近

偶像的生日或自己的生日等。 

     

    如果是拼盤的演唱會就不去，但是如果是個人的，就是這個演唱會是只 

    有 TEEN TOP表演的話，我就會想去⋯⋯就是我不是以場次來判定。那我 

    為什麼這次想要去菲律賓，第一個他是在萬聖節當天，所以就是會有特 

    別的東西，可能他們會做奇怪的裝扮，或者是什麼，應該會蠻有趣的， 

    那第二個是，他有福利，就是他這個演唱會不是普通只是看表演，他還 

    可以合照，所以他是有福利的，所以我想去。就是要衡量說有什麼東西 

    ，那通常海外公演都會福利很好，北京有合照跟看綵排，泰國是因為泰 

    國演唱會當天的前一天是我生日，然後前一天剛好有簽名會，然後我全 

    部的朋友都有去簽名會，跟 Ricky講說今天是你姐姐生日，然後就是叫 

    他寫一堆東西給我，結果就是泰國演唱會當天，他對我特別特別好，他 

    還拿我的手機自拍，我就覺得對他就是很感謝吧。(受訪者 W) 

 

    而受訪者 J 雖然因為個人家庭因素，不用擔心跨國追星經費上的問題，但當

她在有很好的與偶像接觸的機會赴韓追星時，還是會理性評估，到底此趟行程的

花費合不合理，若不符合效益，就會忍痛放棄當次參與機會。 

 

    池昌旭代言一個珠寶的牌子，然後他就是說妳在十月一號那一天，妳就 

    在首爾的那個店買超過大概 30萬韓元，可能就是 9000塊台幣的東西之 

    後，妳在前面的 50名，妳就可以得到一個入場卷，十月一號的時候去 

    買，十月十號的時候可以去參加他的簽名會，那這個簽名會有握手跟自 

    拍，還有簽名，那她(一起追星的朋友)那時候有問我，可是我覺得我應 

    該沒有機會，……，她本來十月一號要坐飛機去，可是後來她就決定找 

    了一個代購，……， 那個代購一個人收一萬塊台幣的代購費，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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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塊台幣的代購費，一萬塊台幣的商品，然後十月十號的時候再買一 

    張機票一萬塊去那邊，所以她是三萬塊得到這個機會跟池昌旭自拍，所 

    以我那個時候覺得這個花費太高了，尤其是因為我八月才去過，所以我 

    其實連問都沒有問我老公，我覺得這(花費)有點太過份了。(受訪者 J) 

 

    以受訪者 J 的例子來說，因為她前幾個月才剛去過韓國旅遊，加上那次與偶

像互動的機會是需要較多費用才能參與，而她的經費來源其實是家裡提供的，因

此，在多方面的權衡下，還是會「選擇」放棄那次機會。 

 

    本研究受訪者們皆表示，會實行跨國追星的實踐是出自於精打細算後的結果，

當她們評估跨國追星的花費是在合理範圍內，也就是在支出、追星的慾望與自己

內心的協商達到平衡時，才會付諸實踐。 

 

（二）利用學生身分赴韓學習之機會追星 

 

    根據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來看，從 2006 年起，我國辦理赴韓留學簽證人

數從 272 人，年年增長到 2014 年的 1,097 人 26。在與本身是韓文系學生的受訪

者 L 訪談的過程中得知，政治大學韓文系約有一半的同學在畢業前都會赴韓交

換，並且校方致力於增加交換名額數量。另外，以國內其他幾所擁有韓文科系的

大學來說，文化大學韓文系也早在民國 86 年時就開放首批學生赴韓留學。國立

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雖成立不久，但亦積極與國外大學簽署交換學生，讓學生

能夠有機會赴韓交流。在國內各大學積極與韓國各大學簽訂姐妹校，加上韓流熱

潮的影響下，造成赴韓交換生、留學生逐年增加。 

 

 

26.中華民國教育統計（104 年版），詳見

http://korean.nccu.edu.tw/introduction/pages.php?ID=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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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中的受訪者 R、W、L 就是曾有交換學生經驗，且當時利用交換期間

追星的例子。研究者本身亦是透過這個機會，才得以進入研究觀察的場域中。不

過要成為赴韓交換學生也不是毫無條件的，還需要做足事前的準備，包括通過學

校申請流程、書面審核、面試、選填志願與分發之後，才可能獲得赴韓交換學生 

的機會。受訪者 R 本身就經歷過兩次的申請，才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至韓國成 

均館大學交換的機會。 

 

   而且透過國際交換生的身分赴韓，只要繳交台灣學校方面的學費、自己負擔

機票跟韓國當地生活費，甚至有機會還可以申請到學校或教育部的獎學金補助。

喜歡韓國流行文化，又剛好是學生的身分，那麼利用赴韓當交換學生期間，順便

追星是最低成本的方式了，不但名正言順的是赴外交換生，且能在韓國當地停留

至少半年到一年之久的時間，這是一般身分／職業的民眾少有的珍貴機會。 

 

    因此，這些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們，她們聰明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韓國

生活以及學習期間，利用閒暇時就到追星實踐的場域報到，把握每一次與偶像見

面的機會，她們比其他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參與的次數與程度更多，到過的地

方更遠，但總花費卻不一定更多，但前提是利用此方式進行赴韓追星實踐的台灣

迷群們，也必須付出相當的努力取得交換學生的資格。 

 

    是因為我喜歡他們，所以我就想說我真的很想要去看他，但是就是也不 

    能夠盲目的去，因為你盲目的去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追，你一定要就是去 

    那邊生活一段時間，你可以常常看到他，就是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的選項，那我當然不可能休學就去韓國啊，這是瘋了嗎?爸媽可能也不 

    會同意，那就剛好看到有這個訊息(交換學生)，那我當然那個時候是覺 

    得很心動，所以我就申請了，然後去(韓國)。(受訪者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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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交換學生的名義與方式，在交換期間進行追星活動，可視為一種學生身

分的協商，如同受訪者 W 所說，即使再喜歡偶像，考量到現實的情況下，也不

可能休學到韓國追星，而這也是一件爸媽不會允許的事情。因此，利用學生赴外

學習的機會順便追星，一方面可以減輕心中對父母親的罪惡感， 另一方面也可

以擺脫社會上對其「非理性」迷的觀感。 

 

二、 台灣哈韓族的日常生活與跨國追星的連結 

 

    本研究所有的受訪者都擁有共同特點，每天會花一定程度的時間在追蹤偶像

資訊上面。因現在網路科技已相當發達，網路資訊無遠弗屆，受訪者們可以透過

偶像的個人、官方推特、其他粉絲在微博上發布的追星訊息來獲得即時消息，她

們尤其對「第一手消息」非常地執著，甚至受訪者 A 表示她在這部分上面有點

強迫症的傾向。因此，可以就此觀察出韓國流行文化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佔了很

大的一部分，也導致她們有相當強烈的慾望去實踐跨國追星的行動。 

 

    我會希望他們韓國在播節目，有直播的時候，我能守到直播，這也是有 

    點成癮，因為我自己聽得懂大部分的內容的話，我會想要看，就是有一 

    種我一定要拿到第一手消息的那種感覺，我不想要等到大家都看過了以 

    後我才看，然後就我想要同步，我想要第一時間接收到這些消息。(受 

    訪者 R) 

 

    大概一天二十四小時，就是扣掉吃飯睡覺的時間，就是在可以吸取到他 

    們資訊的時間，都不會放過，就是很想要拿到第一手資訊，然後覺得就 

    是不可以跟不上人家這樣子。(受訪者 W) 

 

    就是很沉迷的時候會(花很多時間去看)啊，就是會很 care要 follow到 

    最新消息，對啊，我想我就是有點強迫症，就是我會很想要知道第一手 

    啊，那個時候就會一直 follow各個管道，我覺得我就是沉迷的話，就 

    是有點強迫症，我想要快一點知道，……其實就是一些歌迷的飯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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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的那個(資訊)。 (受訪者 A) 

 

    本研究也另外發現，由於赴韓追星的中國人較台灣人多出很多，且財力資源

相對豐富，透過與受訪者們的訪談過程中，得知若本研究受訪者當下無法進行跨

國實踐時，許多韓國偶像的最新消息都是通過微博等，中國的網路社群媒體來得

知，在此處也看出中國哈韓迷群們對韓國流行文化也相當投入，並且無形間成為

台灣哈韓族獲取消息的中介管道之一。 

 

    以前有一陣子是走推特，然後後來他們都就是中國人比較多，所以微博 

    很多消息，就是那些「吧」(偶像明星官方或其他使用者個人建立的社群 

    平台)，他們也開微博啊。……我是因為這個才開(微博)的，對啊，不然 

    我真的不想用微博啊，可是微博下載東西很方便下載，節目什麼的他都 

    會當天如果發任何的 resource，就是立刻出來，而且其實就是網路上的 

    中國人就是都還蠻好的啊，就是妳求個檔案，大家都會給你。(受訪者 K) 

 

    總結台灣哈韓族的生活日常，其實與資訊科技快速發展脫離不了關係，在其

間也展現其身為迷的主動性，不但能主動搜尋從各樣媒體管道而來的資訊，亦能

自行解讀與理解，並在網路形成社群分享的合作與互動關係，如胡啟珍（2009）

研究中國字幕組，在網路上提供的免費勞動所帶來的影片字幕共享資源就是明顯

的例子。在此，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不僅在身體上進行跨國／界的行動，在網

路的虛擬社群中也持續經營跨國／界的交流行為。如此不斷地反覆循環，更加深

了她們與偶像之間以及與其他網路迷群之間的連結，因為網際網路已經使資訊跨

越國／界限制了。 

 

第二節  從想像跨到實踐，從螢幕走出現實 

 

    當迷的主動性以及動力強大到她們想要跨越本國的國界，踏到另一個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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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這展現了她們作為主動的迷的積極度，如同本研究第二章所提，主動的

閱聽人，他們出於自主意識下去行動，且具有創造力與生產力，和一般大眾相比

顯得更積極，他們會涉入相關文本與參與相關活動，他們已與過往的閱聽人不同，

他們是主動出擊的閱聽人（Fiske,1989b；Ang,1990；Mc Quail,1994；李佩真，

1998）。在他們評估自我條件之後，將人生中的想像與計畫，一步步地完成，從

夢想逐漸走向實踐的過程。 

 

    迷的跨國／界移動展現了強大的流動性，他們不願只停留在本地／定點等待，

而是主動出擊，在這個過程中，呈現了一些跨國追星迷群在追星場域中的一些特

色，而且個人累積的經驗都是他們生命中獨特的經歷，只有親身走過才能體驗到。

這些經驗都將成為跨國追星迷群個人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是未曾參與過跨國

追星實踐者無法取代的。本節將分析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在從想像到實踐，

這樣的行動過程中展現出的共同特徵。 

 

一、 展現迷的主動性與積極度 

 

    台灣哈韓族的跨國實踐者，除了展現出她們的主動性之外，積極度也相當高，

在實踐的過程裡明顯可見她們的流動性，從螢幕前流動至有偶像明星同在的現場，

是一種跨國／界的移動，從偶像所在的一個場域流動至另一個場域，是一種即時、

快速的移動狀態。這可以從研究者本身在研究場域裡的親身觀察以及受訪者訪談

的內容中顯現出來。她們在實際的行動裡表現出她們的熱忱，主動學習韓語，蒐

集大量資訊，特別對於第一手消息相當執著，常隨著偶像的移動而迅速移動，以

及在跨國實踐現場為了把握每一個黃金時刻，她們展現了有別於往常的應變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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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時候是怎麼講，就是你不會知道的狀況，有一次去北京看演唱 

    會，然後我拿錯人家的行李，可是我(應援)燈牌在裡面，然後我就一定 

    要去拿，……然後在開演前兩個小時找到我的行李，他說那個人已經拿 

    回去機場了，我還坐計程車回機場，把行李換過來，我再坐計程車回到 

    會場，然後去看演唱會，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跑跑跑跑，跑很久，然後 

    就是全身流汗，我還在計程車上面換衣服，因為下車就要馬上進場來不 

    及了，我就覺得說我可以去當鐵人，而且有的時候就是真的就是在等待 

    的過程當中，你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一定要就是很敏 

    銳，然後要跑得快。(受訪者 W) 

 

    我覺得會讓我們變得那麼積極，第一個就是你想看他們的心，因為你會 

    覺得說，我一定要看到他們，我都來這邊了，我一定得看到，那不看到 

    是很可惜，而且第二個就是說，這也不用花錢（指排隊看音樂節目錄製 

  ，不必花錢購票），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你要好好把握，那你想說 

  你要把握的時候，你的腦袋就會很多想法，就會冒出來，就會突然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是想看他們的心，才激發到我們的那些以前不會常常想到 

  的，或者是那種應變能力，所以你會突然會覺得說，啊，自己好像應變 

  能力還不錯的那種感覺。(受訪者 C) 

 

    而有機會參加演唱會以外活動的受訪者，也更能展現其身為迷的主動性與積

極性，她們可以在更多場域中見到喜歡的偶像，例如：機場關內相遇（必須跟著

偶像出入境）、上下班路、電視台錄影、戲劇拍攝現場、機場接機／送機、見面

會、簽名會、各式宣傳活動、大小公演等等。這些場域的見面機會多，且有時候

距離比在台灣演唱會現場看偶像還要近上許多。 

 

    就以研究者本身在參與觀察時的經驗為例，當時研究者跟隨著受訪者 W 一

起參加韓國 KBS 電視台《音樂銀行》節目錄影時，排隊進入攝影棚之後即被安

排在舞台正前方，距離台上偶像只有 50 公分左右的距離而已，韓國男子偶像團

體 2PM 的玉澤演就在我的面前向我們打招呼，對著我們笑，這是研究者未曾想

過可以這麼近距離地見到偶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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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對跨國追星實踐者來說，如此近距離的接觸絕對比起透過任何一種形式

的載具之螢幕上看到偶像還來的有真實感，與偶像處在同一個空間裡，呼吸一樣

的空氣，共享同樣的氛圍，眼睛看到的是真實的偶像本人，而非藉由影像處理後

傳遞過來的畫面。不只是從 2D 到 3D、平面到立體，當參與者在現場時，感官

的經驗已不需再藉由其他媒介來中介了，亦不需等待影像、文字等媒體資訊的處

理時間，是即時、同步接收的，不需透過中介，即能體驗「真實」，這就是吸引

她們跨國實踐最大的原因之一。 

 

二、 面對現實：語言、在地資本的缺乏與經濟的障礙 

 

    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對大部分受訪者而言，語言是一個限制，以受訪者們

最常去的韓國為例，即使韓國政府對國際觀光做了很大的努力及投注了許多資源，

在觀光客眾多的區域也設有觀光警察或具外語能力的志工引導員等服務，但該國

因民族性及文化的既有因素，部份人民對使用外來語言者較不友善，因此身為外

國人，還是有遇到因語言不通而造成阻礙的時候，受訪者 A 就表示，當她參加

電視台錄影的時候，聽不太懂工作人員在說甚麼，而工作人員雖知她們是外國人，

卻也不願意用國際語言，例如：英文，和她們溝通。又以泰國為例，受訪者 W

分享她赴泰國追星的經驗時說到，她完全看不懂泰文這件事，讓她在追星過程中

感到困擾。 

     

    不是韓國、日本的國家，真的是不想再去第二次了，很糟糕，就是我告 

    訴你，你不是去玩，……你不要想說多容易，我去到那邊，我超不容易 

    ，尤其是泰國當地講什麼語言都不通，真的是頭很痛，真的講什麼都不 

    通，頭很痛。(受訪者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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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聽不懂(韓語)，就像剛才講的，比如說集合的時候，因為我們真的 

    不知道他們在講些什麼，我們只知道時間，但是其他細節真的是聽不懂 

    ，（語言上）還是會有一點麻煩，因為聽不懂。(受訪者 A) 

 

    語言吧，說到底還是語言，還有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文化跟語言都不是 

    那麼的友善，就是你講英文，其實他聽得懂，但是他就是不會用英文回 

    你，他就一定要用他們的韓文回你，就覺得很奇怪啊，就是他們國家官 

    方對於觀光是很極力在推動的，但是我覺得真的到那個國家之後，很多 

    事情會讓你覺得有點夢碎這樣子。(受訪者 K) 

 

    那現場的話，真的會比較困難的一點就是，有時候他們會在現場就是講 

    一些該注意的事項，那外國人就聽不懂，如果說沒有會韓文的朋友在身 

    邊的話，那可能就是真的不太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但是就是我們就只能 

    跟著他們走吧。(受訪者 C) 

 

    由於本研究所研究的對象是哈韓族群，因為喜歡韓流文化，所以都有學習韓

語的經驗，有些是因為本身就讀韓語科系，有些是為了追星，而有些則是因為對

這個語言有興趣，但是，無論如何，到了韓國當地，我們永遠都無法像真正使用

韓語當母語的人一樣，順暢的溝通，更遑論有時赴泰、菲等東南亞國家，語言更

是一大挑戰。 

 

除了語言，在消息來源的獲得上也較住在當地的人來的慢，第一個還是因為

語言不同的關係，語言能力較差的受訪者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得準確消息，只能等

待翻譯、新聞媒體的消息，第二個是因為畢竟人不在當地，很難獲得現場消息、

內部消息等，當重要、緊急事件發生時，人不在韓國，僅能等待其他粉絲或媒體

提供的資訊，由此可見缺乏在地資本對跨國追星者而言亦是一個障礙。 

 

    很多困難啊，因為一方面是那個資訊就會少很多，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的 

    資訊來源，然後再來是最主要就是語言上的障礙，就是你有語言上的障 

    礙以後，你的資訊就會比較少，然後再加上是跨國。(受訪者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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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是經濟層面的問題，雖然在本研究中，大部分受訪者們皆表示在跨國

追星實踐時，追星花費所帶來經濟上的困難並不是她們遇到最大的問題，但研究

者依訪談內容來分析，大部分受訪者們依舊是需要靠自己打工、工作賺取跨國追

星實踐時所需要的花費，這是一個在現實層面上明顯需要克服的限制。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我爸媽還是會給我生活費，就算我有在打工，所以 

    基本上打工對我來講是額外的錢了，我不會去花他耶其實，⋯⋯我在星巴 

    克打工了半年，然後後來又在補習班打工了一年吧。⋯⋯在那邊變成是我 

    基本上我打工賺的錢，我就是存起來，我不會去花它，我爸媽給我的生 

    活費，我可能盡量就是把我所有的花費限制在那個生活費裡面，所以我 

    就是剩下的錢我自己可以存起來。(受訪者 R) 

 

    花費那個應該還好啦⋯⋯我沒有這樣先預估耶，就是剛好那一年自己有存 

    一些錢 就是剛剛好，然後我的薪水就拿去追，有時候要撐一下，就是 

    信用卡帳單來的時候，褲子要勒緊一點。(受訪者 T) 

 

    去年會追比較多是因為可能那時候做的工作領的薪水有比較多，然後那 

    時候才比較敢那麼做，最多那一年就是去年那時候，那我的話就是因為 

    像我就是存錢嘛，一邊追星，一邊存錢，我自己也有買定存這樣子。( 

    受訪者 C) 

 

    以本研究的受訪者來看，她們追星時歷經的職業／身分大致可分為學生、上

班族與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三種類型（見表 3-1），具有不同的經濟資本與生活型

態。 

 

（一）學生：在學生時代除了仰賴父母（家庭）的支援之外，想要進行追星活動，

自己也需要以額外的打工來賺取追星的支出。為了完成追星的夢想與目標，在金

錢的花用上，她們不只要開源也要節流，以受訪者 R 來說，她到連鎖咖啡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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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把打工挣來的錢都存下來，另外在生活方面，有父母提供的零用錢，平時她

盡量不亂花錢，克制自己的花錢慾望，當其他同儕在看電影、買衣服、包包的時

候，她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標，所以不會亂花錢。又以受訪者 W 為例，除了在

交換生時期是完全仰賴父母的支援，後來基本上都是靠著自己賺的錢去進行跨國

追星實踐，她開源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在學校語言中心工讀，其二是以自身累

積的追星經驗及在迷群中的社會資本，以幫忙無法親身到韓國見偶像的其他迷群

們代簽（名）、轉賣偶像專輯的方式來籌備追星費用。 

 

（二）上班族：跟學生比較起來，上班族可以靈活運用的時間較少，但相對的，

收入較為穩定，對於上班族跨國追星者來說，她們會盡量保留休假時間，以便屆

時可以安排假期出國追星，雖然說在經濟上對她們來說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限制，

但她們還是需要為出國追星實踐存一筆錢，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經濟壓力。不過，

對上班族這個族群來說，追星是她們每天努力賺錢的動力。 

 

（三）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家庭主婦這一身分，較學生與上班族更為特殊，以

本研究的受訪者 J 為例，因為某些原因，她是沒有在外工作的，第一個是因為小

孩與家務，第二是因為家裡本身的經濟資本較高，不需要她出外工作。受訪者 J

在經濟上也許沒有什麼困難，但是頻繁地出國追星，也讓她的另一半稍有微詞與

提醒，有時候雖有追星的機會，但她自己也會衡量花費的部分到底合不合宜，若

是與追星的姐妹淘們出國追星，也都盡量以省錢的方式進行。由於家中的經濟來

源主要來自另一半的關係，所以也成為追星上的限制之一。 

 

    由上面三種職業／身分類型來看，每種不同的職業與身分都有不同的利基點，

亦有不同的限制與障礙，台灣跨國追星實踐者們在面對經濟的現實面時，還是需

要考量到收支的平衡與付諸跨國實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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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甘心樂意為愛付出 

 

    在本章第一節曾提過，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赴韓活動主要有兩大主軸，

旅遊以及追星實踐。在這兩大主軸中，都包含了情感勞動及消耗體力進行身體移

動的過程，此處研究者將從研究場域的觀察結果及受訪者訪談內容來加以分析。 

 

（一） 跨國移動與體力付出是追星的基本 

 

    不論是赴韓「旅遊」或「追星實踐」，消耗體力的情況及身體的移動都非常

明顯。以短期旅遊來說，因為時間不長，所以受訪者會盡可能將所有想去的景點

都安排進去，密集的行程造成身體非常勞累。以追星實踐來說，有時候一早四點

多，天還沒亮就得出門，一直到晚上 12 點左右或隔天凌晨才回家，若正值偶像

在宣傳期／發片期間，通常可能一周七天幾乎每天都有活動，而這些哈韓族不願

放過任何一個接近／見到偶像的機會，因為發片期的活動可遇不可求，不是隨時

都有機會參與到，以研究者的參與及觀察，覺得追星就好像從事一份工作一般，

需要投注一定的時間、體力的付出，也需要專業，還要克服所有不可預期的困難。 

 

    不過這樣的體力付出與消耗，屬於自願性無償的勞動（無給薪），她們的勞

動是具有自主性與主動性的，為了偶像積極、快速的移動更展現了她們的生命力，

是迷文化裡面一種愛的勞動，即使肉體勞累卻也覺得值得。 

 

    我覺得這就有點像你喜歡一個人，然後就會想要一直跟他見面的那種 

    感覺，如果說你從來都沒有見過他，你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可是當你 

    今天見了他以後，你明天就想要再看到他，後天也想要看到他，大後 

    天也想要看到他。所以就是可能別人是對男朋友這樣，我們就是把這 

    樣的感情投射在藝人身上吧，就是也可以說是一種成癮，可是他在這 

 



78 
 

    裡可能找到了一些成就感或什麼之類的，所以就變成他當他在追星的 

    時候就會想要一直這樣下去，就是會覺得說今天的行程我看了他，我 

    覺得不夠啊，明天還想再看到他，後天還想再看到他，其實我也會這 

    樣啊，不然我為什麼會追這麼久。……我覺得有一點是因為我們是海 

    外粉絲，我們可能就只有這一段時間能夠比較頻繁的見到他，會有一 

    種覺得再辛苦我也要去呀，那種心態，就盡量能去就要去，如果少時 

    一個禮拜七天有六天有活動的話，我覺得我應該也是會想辦法去啦。 

    (受訪者 R) 

 

    日本演唱會那一次就好困難喔，暴風雪我遇到了。……第一天就暴風雪 

    然後(演唱會)取消了，可是我們那時候還在原地，然後那個 JR線什麼都 

    停了，……我有跟一個朋友一起去，然後就是在那邊有認識兩個日本人 

    ，然後那兩個日本人就帶我們用走的，走去可以坐 JR線的地方，就是 

    沒有停駛的站……我們在暴風雪裡面走了一個小時，真的很克難。(受訪 

    者 T) 

 

    我們還有凌晨去集合的，對啊，就是常常都是這樣，然後又非常冷，然 

    後再來就是因為你是外國人，你又沒有車，然後又沒有地鐵，沒有公車 

    可以搭，那你一定是搭計程車去，我們有時候三四點會集合，因為他可 

    能比如說他早上八點要錄好了，他可能三、四點就要你集合，然後他要 

    點名，他要寫號碼，他可能這些東西都用完之後，那他會暫時會讓你去 

    看你自己要做什麼，那他可能會說幾點大概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後，再 

   來點第二次名，他是會重複點的。(受訪者 C) 

 

    對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而言，即使在過程中遇到困難，從她們受訪時的描

述裡可以發現，這樣的過程彷彿是她們在人生自傳中把追星當作是一種冒險與克

服困難經驗的重述，這些困難反而更襯托出見到偶像時的美好。 

 

    在研究者參與觀察的場域之中，約有9成為女性，可以看到一個特殊的現象，

若是偶像早上就有活動，意味著粉絲們需要更早出門，所以通常女粉絲幾乎是素

顏到第一現場的，地點在電視台出入口或電視台周圍，任務是接偶像上班、搶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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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順序，雖然她們之後會利用空閒時間再上妝，但是基本上都不會有太華麗的妝

容或衣著出現，這是因為偶像出現在大家面前的時間大概不會超過 30 秒，有時

候甚至是 3 秒、5 秒，這時她們的行動可能是手舉大砲相機，欲捕捉偶像經過的

瞬間身影，或者是聚精會神地等待偶像現身，由於時間極其短暫、人潮眾多，所

以基本上偶像也不會定睛在她們身上。 

 

    有別於一般大眾與媒體所認知地迷群見到偶像時瘋狂、失控地反應，在研究

者親身參與觀察地場域中，特別是在接偶像上班、下班這樣的行程裡，看到得是

完全不同地呈現。透過攝影的方式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以鏡頭的畫面來凝

視其喜愛的偶像，將她們對偶像在視覺上的偷窺慾望轉以用拍攝照片、影像的方

式來表現，如 John Urry & Jonas Larsen（2011）提到，自 1839 年攝影機被發明

以來，社會已習慣用影像的方式來記錄跟觀看，而攝影也是將「被拍攝的對象」

挪為己用的一種權力跟知識關係的展現（John Urry & Jonas Larsen,2011:220）。 

 

    學者Yang（2008）也曾引用Mulvey的奇觀，來強調過去在父權主義下，女

性原是被凝視的對象，男性是凝視的人，但在韓流文化中，透過消費的行為，這

個權力有被翻轉的可能 （Yang, 2008a；Mulvey,1989；林文婷，2011）。因此，

雖然在研究者所參與觀察的場域裡，這些女性迷群們展現了有別於過往大眾預期

的反應，但事實上，她們是用攝影的方式來宣洩她們心中想佔有偶像的慾望，當

擁有屬於自己拍攝的偶像圖片、影像時，她們滿足了內心想控制與宰制對方的想

像，其實是另一種激進的近距離接觸，且能拍攝到越高品質的偶像圖片，就越能

在粉絲群裡面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因為有部分的迷會在網路上經營屬於自己偶

像的迷社群，在迷群體中偶像照片拍得越好、上傳速度越快的人，擁有較高的資

本，本研究中的受訪者W與L即為這種例子。 

 

    為了追星才買的(大砲相機)，……，我那時候是買一個類單，……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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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需要的就是長鏡頭了，所以後來就選了一個一般的鏡頭跟一個長鏡 

    頭這樣。我那一台還蠻貴的，因為那台是 Sony 的，然後它的畫質還蠻 

    好的，其實它畫質不會輸一般的單眼相機，所以妳其實一般買類單可能 

    兩三萬就有了，可是我那一台好像要四萬多還是五萬。(受訪者 R) 

 

    受訪者R雖然沒有在經營網路迷社群，但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偶像，還是會想

要添購功能好一點的相機來為追星作紀錄，而受訪者C表示，因為考量到使用的

頻率不高，所以只有當她要跨國追星時才會特地租借相機，一天的租金約台幣600

元，若進行短期追星時採用此方式其實很划算。 

 

  圖 4-2：於電視台出入口，粉絲接偶像的上班路，許多人拿著大砲相機試 

 圖捕捉偶像身影。 

 

                                               （本研究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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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同上圖場域，現場可見男女粉絲比例懸殊。 

 

                                                （本研究自行拍攝） 

 

    轉到另一個場域，若是進到攝影棚內，由於人數眾多，粉絲所在處燈光昏暗，

偶像本身亦專注於自身的舞台表演上，所以也不會太注意到粉絲個人的裝扮。因

此，大部分時候女粉絲都以較中性、休閒的裝扮出現，由於要自行攜帶重物、摺

疊凳與單眼相機等，也較常展露出她們陽剛、中性的一面。 

 

    由研究者所拍攝的現場圖片明顯可見，許多粉絲都帶著大砲型相機前來，腳

下踩著鋁梯或摺疊凳，尤其在普遍要等候 2 小時左右，明星才會出現的情況下，

對女性粉絲的體力有著極大的考驗，由於偶像們隨時都有可能會出現，所以她們

必須持續保持「備戰」狀態，脖子上背著或用手舉著動輒好幾公斤的單眼（或類

單眼）相機，與其他粉絲進行卡位，如果有更好的拍攝位置，她們會毫不猶豫地

搬著梯子迅速移動。當偶像出現的那一瞬間，舉著相機欲拍攝偶像照片的粉絲們

屏氣凝神，即使內心再膨派激昂，也不能表現在動作上，那個時刻，對她們來說，

 



82 
 

相機的快門聲取代了她們的尖叫聲。 

 

    若想要見到女性粉絲們展露女性特質的場域，只有在她們確定當天會有近距

離接觸到偶像的機會時，例如在偶像簽名會、握手會、見面會，才會用心化妝打

扮，展現其女性特質。 

 

  我覺得如果你要去簽名會一定要打扮比較好看是一定的啊。……就會衣 

    服就會挑一下啊，然後會化妝什麼的。(受訪者 R) 

 

    會不一樣，因為因地制宜嘛，因為如果是要長時間等待的話，我還是覺 

    得穿褲子會比較好，那如果是去簽名會這種(跟偶像距離)很近的話，就 

    是要打扮得漂亮。(受訪者 W) 

 

    哈韓族追星實踐者們是依不同的場域、不同類型的追星活動來決定其裝扮，

由於追星其實是一件時間長又相當耗費體力的活動，因此有經驗的追星實踐者們

在權衡下會採取對她們而言最有利的模式／裝扮來行動。 

 

    圖 4-4：電視台出入口擠滿一早前來佔好位置拍攝的粉絲，大部分以中性 

    休閒裝扮出現。 

 

    

 

 

 

 

 

 

 

 

 

                                         （本研究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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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大型後背包、平底鞋、褲裝、摺疊凳／梯子、大砲相機是追星實 

  踐場域的必需品。 

 

                       （本研究自行拍攝） 

 

    受訪者 W 表示，粉絲大致分成三種類型：追星狗、女友飯、私生飯。這三

種類型的粉絲基本上不會互相重疊，因為在心態上就有所不同。其中「追星狗」

形容的是，在追星的過程裡面即使累得像狗一樣，但看到喜歡的偶像時，就像小

狗看到主人一樣會汪汪叫、搖尾巴、主動示好、試圖引起注意。她們希望藉由自

己頻繁的出現在喜愛的偶像面前，讓偶像記住她們的存在，在追星的場域裡面也

會拿相機拍照。「女友飯」指的則是另一種不同的類型，她們喜歡將外表打扮得

漂漂亮亮就像是要去約會一般，雖然她們也需要花長時間跟「追星狗」類型的粉

絲一樣，等待著自己喜歡的明星，但她們的特點是在於心態上，認為自己是所喜

歡的偶像的女朋友，她們最明顯的行為是在偶像出現時，會貼近偶像跟偶像說話，

女友飯最特別的是她們是不拍照的，而這類型的追星族也出現在受訪者 L 訪談

的內容中。最後一種是「私生飯」，指長期駐守在偶像家或宿舍附近，侵入偶像

隱私的迷群，通常會表現出較激進的侵犯行為。而本研究之受訪者幾乎都偏向於

第一類型，也就是付出長時間、勞力在公開場域中追隨偶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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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去看生放送，我們那時候是搭第一班地鐵，好像五、 

    六點的時候吧，那時候 MBC還在日山，然後我們那時候是那個太蒂徐( 

    太妍、蒂芬妮和徐玄)是那個音中的主持人，……音樂中心在日山很遠 

    ，然後那時候就有轉車轉半天就很辛苦這樣。(受訪者 R) 

 

    我真的覺得追星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得住，因為他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 

    在等待， 有些人就是沒有辦法接受這麼長的時間，因為像我那時候有 

    一次是 music bank年中特輯，然後一樣少女時代就是有表演，然後那 

    一次是我前一天就去拍照了，前一天去拍樹，重點是你前一天晚上就去   

    拍樹了以後，他跟妳說晚上八點半的時候要集合點名，然後就헐(韓語 

    昏倒之意)，想說到底是怎樣，然後他晚上晚點名一次，隔一天早上又 

    早點名一次，就很麻煩啊。妳又不是住在 KBS旁邊，妳要跑很遙遠，… 

    …然後妳知道去到那邊不是八點半點名，全部通通點完了以後，大家就 

    解散了，明天早上九點再來。想說到底是怎樣?為什麼要這樣折磨人啊? 

     (受訪者 R)                                                             

 

    其實我覺得真的會有那種 on 跟 off的狀態，就是去追的時候，妳真的 

    可以不用吃飯，不用休息，然後妳都可以在備戰狀態，然後但是問題是 

    一結束妳就虛脫，就是都會是呈現這種狀態，那目前為止追星沒有不累 

    的，說實在沒有不累的，但是因為你是你看有沒有覺得值得，就是你覺 

    得很值得的話，你那些累你真的會忘記。(受訪者 W) 

 

    我去就是江原道看公演，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跟我朋友去前一天去排隊。 

    ……江原道就是出了那個火車站，就是群山，就是我告訴妳，妳知不知 

    道前不著村後不著地是什麼感覺，就是那樣什麼都沒有，就是連路燈都 

    不亮，就是出去的時候就是一片黑暗，什麼都沒有，……就是當下就是 

    多想死，就是想一頭撞死就算了，真的超累，而且到那邊的時候我們就 

    是也沒有地方去，……所以我們就睡在火車站，很冷，非常冷，那個時 

    候就是真的很可憐，因為我們就睡在就是等於說有一個候車室，候車室 

    已經是密閉的喔，他沒有窗戶，可是裡面還是冷到不行，然後一個晚上 

    我沒有睡幾個小時。(受訪者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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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講說那個叫追星狗包，……就是因為第一個是累得跟狗一樣，然 

    後第二個是就是主人來你就這樣汪汪汪就過去，就是像是狗一樣……然 

    後還有另外一種是女友飯，就是打扮的妖嬌美麗，然後也不會帶什麼很 

    重的東西，就是他們來之前就這樣噴香水那一種，不拍（圖片、照片） 

    的，貼著跟他講話。(受訪者 W) 

 

    上下班不是最早的，機場好早，我曾經就是機場大概就是八點的飛機， 

    然後七點就來，我可能四點多要起床，然後搭大型巴士，或者是搭地鐵 

    機場線這樣去，四點多起來，四五點然後六點多到，然後冷的要命，零 

    下十度之類的，妳要在四點起來，是一個精力的考驗。(受訪者 L) 

 

    從以上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到她們在追星實踐的過程中，

身體／空間／移動三者的連結關係，當身體作為身體勞動的主體，她們必須在追

星的場域／空間中快速地移動與流動，大量的消耗體力是追星的本質，但在實踐

的過程裡面，研究者發現大部分時候，這群迷實踐者會先忽略與忘卻這樣的勞動

帶來的身體疲累，因為當下很深入地沉浸在與偶像共享的時空、氛圍當中，對她

們來說比起記憶身體的辛勞，把握記憶與偶像共處的每一刻更為有意義。 

 

（二） 自願性的情感勞動：當偶像作為想像中的男友 

    王佩迪（2011）研究日本御宅族時，將御宅族對動漫的喜好自發性的視為一

種「情感性勞動」（affective labor），從他們的情感性勞動、身體動能和數位科

技的關係談起，文中指出因數位科技的發展，使得一般人也能具有使用科技工具

的能力，日本動漫迷們可以透過科技及網路再生產迷的次文本，他們不但具有驚

人的消費力，也因其積極投入粉絲的生產活動，而同時成為生產者的角色，在網

際網路的迷社群中為其他迷群及資本家帶來免費的禮物（Terranova,2000；王佩

迪，2011；陳佩鈺，2013）。御宅族的勞動被視為是一種情感性的勞動（affective 

labor），透過這樣的迷勞動，他們會產生幸福、滿足、興奮、熱情的感受，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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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再出版或販售自製的迷文本，例如：參與活動的照片、同人誌小說、影片、畫

冊、刊物時，他們同時成為文化參與者、生產者、出版者及發行者。（Hardt and 

Negri 2001,292-293；王佩迪，2011）。 

    和御宅族相同，本研究之受訪者在情感勞動上，都是主動自發地，透過網路、

使用電腦科技工具來產生迷文本，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有自己做過飯製作品的經驗，

她們會自行剪輯偶像的影片、將拍攝的偶像照片集結成冊，做成寫真集等形式，

自己收藏或販賣等，也透過這個生產的勞動過程，在情感上更貼近偶像。 

 

    我其實影片我以前有做過，但是就是很陽春，就是我那時候是好像她們 

    幾周年的時候，然後自己做了一個影片，……我腦袋突然有一個 idea， 

    然後就想要整理她們這幾年來的一些成就啊，跟心裡想要說的話，然後 

    就把它給剪成一支影片。然後本本的話也有做，……那是一個我這一趟 

    拍回來的一個紀錄，就是我從韓國回來的時候啊，然後就把我那時候在 

    韓國拍的整理了然後做成一本這樣子，就是會自己留做紀念啦。（受訪者 

    R） 

 

    我現在有開一個就是為 Ricky開一個粉絲頁，不是 Facebook，那個是 

    我自己的那個 blog，但是我有幫他開一個站，就是放他的圖的站，然 

    後叫 adorable ace，可愛的王牌這樣子，然後就是我拍的照片我都會 

    放在上面，然後就是讓粉絲可以分享啊，就是做一些之後可以做應援 

    啊、做集資可以使用。(受訪者 W) 

 

    我就想要把它載(偶像的視頻)下來，然後自己紀錄，然後我有一個硬碟 

    裡面全部都是李昇基的東西。……我就會很有耐心地，讓它載完，然後 

    儲存起來，然後再命檔名，然後整理這樣子。(受訪者 T) 

 

    我當然是把我二十四小時全部都給他們，就是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他們身 

    上，還有錢，我做了非常多事，我幾乎是所有事都做了。……就是我常 

    常就會 follow他們的消息，然後因為我懂很多語言，然後在推特上比較 

    少有這種就是什麼都懂的人，所以我就可以一直發說什麼翻譯呀，翻譯 

    我都在翻他們(FTIsland)的。我一開始就幫很多人翻他們的東西，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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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然後大家都知道我了，……我就開始每天就是 Google他們的關 

    鍵字，我每一天都做，他們的圖片、他們的照片，每天就是所有照片我 

    都收起來，所有飯拍，然後一般還有一些沒有被人家發現的照片，我每 

    天都會 Google我沒看過的照片，然後找到那個照片就可能是一個贊助 

    照，然後我就會發在網路上。(受訪者 L) 

    受訪者 W 和 L 都在網路上提供她們自行拍攝的偶像照片（照片上有她們自

己設計的 LOGO 表示出處），供其他粉絲自由使用，成為一個生產者。 

    而每天花大量時間在討論偶像、關注偶像資訊上是基本的，受訪者 W 是研

究者在韓國的室友，據研究者當時親身觀察，受訪者 W 白天天還未亮，就已經

出門追星，晚上 11 點回到租屋處，簡單梳洗後，還會再看一下偶像相關的訊息，

而每當有空閒時，她就會與我分享她喜歡的偶像與她們之間的點滴，幾乎是睜開

眼睛的每一刻都與偶像們脫離不了關係。 

    受訪者 L 更開玩笑地說，她把一天 24 小時都給了偶像，她表示每天她都會

固定 google 偶像的關鍵字，搜出一些她已經有的或未曾有的偶像資料及照片，

因其精通多國語言，若是搜到新的資料、偶像的各項新聞、照片就會馬上翻譯並

標註之後放上網，供其他粉絲參考，將對偶像的情感轉換成其他能量，這個能量

展現在其情感勞動上。較特別的是，她還曾為喜歡的偶像向世界各地的粉絲做公

益募款，她提供了她自己拍攝的偶像照片套組作為捐款的回饋，最後再將募到的

款項以偶像的名義捐出，為偶像建立好的名聲與形象。  

    受訪者 T 則是會將偶像的所有視頻影像從網路資料庫裏面全部下載到電腦

中，再一一重新命名，並用外接硬碟儲存好這些與偶像相關的資料。受訪者 R

也是花了非常多時間在觀看偶像相關的視頻上，甚至會搜尋關鍵字，把所有顯示

出的資料都看完。受訪者 J 則是和友人一起做應援版，在一起討論與製作的過程

中享受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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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迷在網路上提供免費的共享資源給其他粉絲，以及自己私下投注在偶像

的時間心力之外，迷的情感勞動在她們的某些具體行動上加速了韓國偶像經濟產

業的獲利。在第一章中，研究者曾提到韓國電視台的音樂節目有「一位制度」，

每週都會選出第一名的專輯，而評選的標準包含了音源、專輯銷售量以及簡訊投

票等等，基本上本研究受訪者中有參與電視台音樂節目錄影經驗者，就必定要購

買音源或專輯，因為這是排隊進場錄影的資格之一。 

  而韓國經濟公司有自己的一套衝高專輯銷售量的策略，就是以購買專輯的張數，

來抽簽名會、見面會的資格，為了有更多抽中的機會，我的室友也就是受訪者 W

曾一次買下 80 多張同樣的專輯，一次就衝高了銷售量。且這些粉絲會將她們喜

愛的偶像「無私」地介紹給每一個身邊的人，無形之中就達到了幫經濟公司免費

宣傳的效果。 

    而本研究中大多數台灣哈韓族進行跨國追星實踐者，在情感因素驅使下進行

跨國移動的體力付出之外，由於必須要面對旅遊經費上的問題，也就是前面所提

的現實層面的困難， 也必須自己參與勞動市場去賺取薪資，將自身的人力資本

轉換成經濟資本，才能付諸其跨國追星實踐。 

 

    因為我在星巴克打工的時候就存了一筆錢，就是為了說我寒假的時候， 

    要用我自己存的錢去玩。（受訪者 R） 

 

    那個時候我有打工，我在世新大學的語言中心打工，我的班很多，就是 

    我們是算時薪的，但是我的班很多，……，那我在那邊也兼做美工，所 

    以我在那邊都會很長的時間。（受訪者 W） 

 

    最累的時候，我覺得應該是一直拼命努力工作的時候吧，對啊，就是因 

    為你要一直賺錢，因為其實像我去追星，我其實不會只有把錢放在追星 

    ，其實我是一邊追一邊存，所以我做兩份工作嘛。(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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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研究歸納的結果是，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愛的勞動，受訪者在時間與

情感上的涉入程度相當高，而且都是甘心樂意為了心愛的偶像，產生的身體經驗，

這些都是跨國追星實踐者共有的特點。 

 

四、 個人獨特的生命經驗 

 

    從開始認識、喜愛韓國流行文化，進而產生跨越國界，赴韓、或其他國家見

偶像一面這樣的想法，到真正付諸實踐，需要一段醞釀的過程，在這段過程中，

受訪者們必須找尋任何可能的機會與方法，也必須預備實踐過程中的花費以及花

時間研究與蒐集資料。因此，在進行跨國的追星實踐過程中，對受訪者而言，象

徵著達成夢想、目標的特殊意義，也是人生中的一段豐富歷程。 

 

（一） 偶像的回饋：偶像與粉絲之間的親密性 

 

    本研究的受訪者們認為，偶像的回饋／應是她們最好的禮物與收獲，雖然受

訪者們對於偶像回饋／應的定義不太相同，但偶像的回饋／應卻也是她們堅持跨

國追星，支持她們付出體力去實踐及情感勞動最大的動力，也是沒有進行跨國追

星實踐的迷群們較難體驗到的。 

 

    以上是從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的迷群們的角度出發，在實際參與的過程中，

她們可以體驗到偶像的反饋，但換個角度看，也可以發現，韓國經濟公司與偶像

明星都在操作一種親密性，如同陳佩鈺（2013）所提到，韓國的偶像明星們，比

起其他國家的偶像，例如：日本偶像，更具親切感，他們的操作方式是偶像在發

片期密集的露出在營幕前，滲透在迷群的生活中，而同時迷群透過應援活動來拉

進與偶像間的距離，事實上偶像和粉絲是一種互相需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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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日巡的五場都有去，那那個時候我覺得啦，他是在那個時候開始記 

    得我是誰的。……日巡結束的時候，就是最後一場的時候，他下來，然 

    後他給我花。……泰國演唱會當天，然後他就是對我特別特別好，然後 

    他還拿我的手機，然後自拍， 我就覺得對他就是很感謝吧。 (送過偶像) 

    iPad Air2、頸枕，他有用耶，妳有看到照片？就是有認證照，就是有頸 

    枕啊、衣服、鞋子、外套、襯衫、T shirt，然後耳機，……對，很多次( 

    被認證)，就很開心啊，就知道他知道他有看信，然後他有把東西拿出 

    來用，就是等於說他有把這個東西收好，他不是丟掉，就是他知道你的 

    心意。(受訪者 W) 

 

    而且他們其實也會跟粉絲做一些小互動這樣子，也覺得很可愛，都是海 

    外粉絲沒辦法體會到的，除非說你是真的專門去追，你才有辦法體會到 

    這個。(受訪者 C) 

 

    後來還有等他(池昌旭)下班，那下班的時候已經看了兩場(音樂劇)，兩 

    場之後他才下班，也等了大概三四十分鐘，其他的工作人員大部分都走 

    了，然後他才出來，但是他那一場因為是就整個的巡迴，這個音樂劇的 

    演出的最後一場，所以他其實出來講了一段話還蠻感動的，音樂劇的下 

    班以後他到會場外面，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大家都覺得說他會出來 

    講話，所以粉絲都在那個小門那邊都不肯走，所以他出來的確是很就是 

    講了一些話讓大家覺得蠻感動的。(受訪者 J) 

 

    從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跟研究者的觀察，可大致分出當台灣哈韓族進行跨國追

星實踐時，偶像與粉絲之間的三種親密性：1.禮物認證；2.偶像與粉絲直接的互

動；3.身體上的接近性。 

 

1.禮物認證：許多粉絲們都會送喜歡的偶像禮物，來表達對偶像的喜愛之情， 

從選擇禮物開始就帶著一種期盼的心情，一直到突破重重關卡，順利把禮物送到

偶像手上，粉絲們都付出了相當多的心力，對她們來說，自己送的禮物代表自己

的心意之外，也代表了她們自己，因此，當偶像從眾多粉絲所送的禮物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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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送的禮物，並且使用它，甚至還拍照或被拍照放在網路上的時候，那種興

奮的感覺難以言喻。 

 

    受訪者 W 因為追星追得很勤，送給喜歡的偶像的禮物也很多樣化，她就常

常收到其所喜愛的偶像的認證照回應，這樣的回應不一定是針對送禮的粉絲個人

做單獨的回應，而是透過偶像們在各處發出的照片、訊息中，露出他們使用粉絲

送的禮物，這樣來自偶像的回饋是粉絲們求之不得、花錢也買不來的機會，因此，

每當收到偶像的認證照，該粉絲就會獲得高度的滿足感。當她談到送禮給偶像被

認證時的感受，除了開心之外，還有一種特別被重視的感覺，畢竟送禮物的人很

多，當她知道偶像常常會優先找她送的禮物的時候，她與偶像之間無可取代的親

密性逐漸形成。 

 

圖 4-6：受訪者 W 因常送喜歡的偶像禮物，因此亦常收到偶像的認証照，照片

正下方就是受訪者 W 所送的 i pad。 

 

 

 

 

 

 

 

 

 

 

 

 

 

                 

 

          （來源：受訪者 W 經營的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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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偶像穿著受訪者 W 所送的衣服上韓國電視節目的畫面，等於公開給受

訪者 W 禮物認證，是屬於她個人的偶像回饋。 

 

 

 

 

 

 

 

 

                          

 

   

                                        （來源：受訪者 W 個人臉書） 

 

2.偶像與粉絲直接的互動：雖然在台灣看演唱會、或是參與見面會，也有可能獲

得與偶像互動的機會，但是和跨國追星實踐者所經歷的比起來是少之又少，以研

究者本身在參與研究觀察時的經歷，常常可以遇到明星與粉絲互動的機會，例如

在參加音樂節目錄影時的空檔時間裡面，偶像們在等待開機前，有時候都會主動

跟現場的粉絲互動、問候、對話，有一些生動的表情與肢體動作，例如：拋媚眼、

對粉絲比愛心等，所謂的 Fan Service 粉絲福利。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有這樣的親

身經驗，像前面受訪者 J 提到當她與朋友到濟州島看偶像的音樂劇表演後，偶像

親自出來對粉絲們道謝與說話，由於這種機會多是偶像主動，且不在原本意料內

的舉動，更讓粉絲們感到驚喜。 

 

3.身體上的接近性：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們所追求最終極的目標，將她們平時

的想像化作「真實」的機會。受訪者 R 曾在機場接送機時，與喜歡的偶像有超

近距離的時刻，就是偶像直接從她的身邊經過。受訪者 C 在機場關內遇到偶像

時，也有過相當有趣的經驗，在出境填申請單的時候，她不小心碰到隔壁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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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向對方道歉的時候，才猛然發現對方就是自己的偶像，她也說若不是在跨國

追星實踐的情況下，基本上是不會有機會的。受訪者 L 則是每天都出現在喜歡

的偶像身邊，偶像看到她就像已經認識的朋友一樣了，甚至有一次還因為拍戲現

場缺臨時演員，而被工作人員邀請去跟喜歡的偶像對戲，雖然僅是簡單的一場戲，

但對她而言是追星經歷裡最難忘的經驗。 

 

    除了上述這種較為臨時的機會，還有另外一種是參加簽名會、見面會、握手

會等，經紀／唱片公司舉辦的活動，在經紀公司的「允許」之下，粉絲與偶像的

親密接觸在此處是被視為「合理／合法」的，在受訪者 W 的個人及其為追星所

經營的臉書頁面上，時常可見到她與喜歡的偶像十指相扣、手勾著手、頭靠著偶

像的肩膀、偶像深情的凝視著她的各式照片，旁人看來就好像情侶一般，而這就

是她們所能追求跟偶像間最接近真實的一瞬間，因為在現實世界中，她們明白，

偶像與自己的關係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而粉絲與偶像之間的親密性也建立在彼此相互凝視的過程中，當粉絲進行追

星實踐到達一定的程度時，其所喜愛的偶像就較有機會認識／知道有這位粉絲的

存在，偶像與粉絲間有現場的互動，亦有透過網路、社群進行的互動，彼此展演、

彼此觀看，此處與 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提出的“Spectacle" 觀展概

念相同，觀展一字具有「看／被看」、「觀看凝視／公開展示」兩種意涵，也就是

說同時包含了「作為主體的觀看」與「作為被展示觀看的客體」（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張玉佩，2005:48），以受訪者 L 與偶像的互動可看出，偶像與

粉絲兩者彼此間是互相作為觀看與被觀看者的關係，兩者皆是展演者，也是被觀

看者。在追星實踐的現場，偶像作為公開展示的一方，粉絲作為觀看凝視的一方，

在網際網路世界中，粉絲作為被觀看者，偶像作為觀看者，微妙的角色互換也成

了兩方互動的方式。 

 

 



94 
 

    後來呢，就跟另外兩個韓國人一起開一個站子，對，然後後來就開始， 

    反正因為常常去嘛，李弘基也認識我們，FTisland也認識我們，也認識 

    我。……有時候像是團員也會看到我的照片，會把那個照片把它們拍得 

    很好看之類的，會自己發在自己的 Instagram上、推特上，就是他們的 

    一種 reaction。他把這個照片 po在他自己的個人空間的這個狀態，我 

    覺得很開心這樣，對，有認証，然後像是平常聊 Twitter他有回應過我 

    ，這種各式各樣的都有。(受訪者 L) 

 

    過往我們會認為，偶像是被觀看的對象，而粉絲是觀看的主體，但在各式媒

體充斥於日常生活的現在，粉絲與偶像之間儼然成為一種互相觀看與被看的關係，

偶像會適時地揭露自己私底下的一面，不管是在公共場所或私領域，而其實粉絲

在偶像面前也在展演其身為粉絲的角色，成為一個出席頻繁、有個人特色的粉絲、

用行為、裝扮來吸引偶像，也可能成為偶像觀看的對象，對粉絲來說這亦是一種

偶像的回饋／應。 

 

    台灣哈韓族們在進行跨國追星實踐時，偶像的回饋對她們而言，是最重要的

一個吸引力，而她們所經歷的一切和偶像有關的事件、回憶，都是她們個人最獨

特的生命經驗，每個人所經歷的都不相同，與偶像的互動方式不同，但一樣的是

在過程中她們與偶像建立的親密感、互相凝視的關係，為她們的生命旅程增添豐

富色彩。在訪問中，即使有幾位受訪者目前因偶像暫時沒有活動，而沒有繼續進

行跨國追星實踐，但從她們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她們對於過去累積的追星經驗，

毫無後悔，且感到相當珍惜。 

 

（二） 自我生命的成長：建立在旅遊與追星實踐的過程中 

 

    在跨國追星實踐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認為是對其生命成長有幫助的

經歷，從沒有經驗，不知道如何追星，靠著自己蒐集資料，慢慢學習，到累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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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經驗，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除了追星之外，如本研究之前提及，旅遊亦是

台灣哈韓族追星實踐者的另一大主軸，因此其生命的成長也在旅遊過程中逐漸積

累，當處在異地，面對不熟悉的事物時都得去學習。 

 

    在本研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在跨國追星實踐時，都學習

了韓語，因為在韓國追星時她們面對當地的環境、人、事、物，與經紀公司的工

作人員溝通或是向電視台、偶像官方咖啡申請任何活動參與資格的過程中，她們

必須學會用多國語言進行溝通。  

 

    我想說我要自己去韓國，然後就都不會韓文有點怕怕的，所以我那時候 

    開始去學的，高三畢業就是要升大一的那個暑假開始學的，我去補習， 

    去維多利亞(補習班)。(受訪者 R) 

 

    那個時候沒有人可以幫我，然後我就是都是自己上網找資料，然後看別 

    人怎麼做，然後就是自己慢慢的學習，然後去電視台啊，要檢查什麼東 

    西呀，就比如說就是身分證啊、會員卡啊、CD呀、音源，然後就是要 

    做這些功課，然後要去哪裡排隊?要多早去?就是那個時候就是雖然覺得 

    很痛苦，但是每次可以看到他們我就覺得很值得。(受訪者 W) 

 

    可是說真的想起來，我覺得啦，得到的真的比付出的還多，我覺得那是 

    自己心態的問題，因為我追星雖然花了很多錢，可是其實我學到的東西 

    很多，我交到的朋友也不少，我學到的知識也很多。(受訪者 C) 

 

    受訪者 W 還另外去學習攝影課程，以利於追星時能拍出好的照片，並表示

因自己大學時期是學習廣告專長，對於另外去學習攝影，不只是用在追星上，其

實對她未來求職以及人生亦有所幫助。現為韓國娛樂線記者的受訪者 L 則表示，

在交換生時期的一年追星經驗，對她現在的工作是有相當幫助的，因為她很清楚

這些流程，並擁有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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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也有去學攝影，因為我想要拍出更好的照片。那我也是真的為了 

追星去學攝影……。反正這之後對我的專業也有幫助，因為在廣告業你 

只要多會一項，人家就會想要請你，就是這一些是我很喜歡的事情（韓 

文、攝影），…，所以我才去學，那在當中我覺得成長很多，那我也很 

喜歡我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真的很想要打破大家覺得追星是不務正 

業的這件事情。(受訪者 W) 

 

(追星學習到很多)就是當然所有我剛講的各式各樣的資訊掌握，交際上 

，然後還有像是你後製啊，因為我現在當記者，我現在也是要編輯影片 

什麼的，我在我以前就有編輯過的經驗，這個經驗可以帶給我現在，然 

後因為以前追星過，很多事情就已經大概知道。(受訪者 L) 

 

    在追星過程中，不管是語言的、技術上、經驗上的、社會資本的累積，對這

群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來說，都是追星之外所獲得的附加價值，這些個人性的

資本一旦擁有，就不會消失，也沒有替代性，像是受訪者 W 的攝影技術、受訪

者 L 的工作資本，以及所有受訪者學習韓語的語言資本，都是自我生命成長的元

素，對她們來說不僅是為了追尋偶像，同時也是為了自己而做。 

 

（三） 國際視野的擴張及國際外交能力的培養 

 

    本研究所有受訪者們都經歷過跨國／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她們的生命有一

些的改變，在跨出國界的同時，她們必須面對的可能是來自不同國家、講著不同

語言的的人們，身在與平時習慣的生活大不相同的環境中，她們學習如何在異地

找到最適合自己生存的方法，當她們走出原本的舒適圈，她們所面對的困難和挑

戰使得她們的生命被擴充，她們擁有的能力也逐漸增加。尤其是當她們在追星實

踐的場域中與其他國家的跨國追星迷群們或當地追星迷群們相遇時，彼此的互動

中自然地交換了來自不同國家的訊息與知識，因此也讓她們的國際視野被擴張，

外交能力也逐漸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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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K 也表示，她從原本因國際體育賽事的緣故而排斥韓國，到現在願

意打開心，和韓國及各國朋友交往，都是因為追星的關係，讓她更有包容心與世

界觀，甚至現在還能在韓國朋友來台旅遊時當他們的導遊，介紹台灣的美食、景

點給韓國友人。 

 

    那時候簡直大家都青天霹靂你知道嗎？他們就說連你都可以喜歡韓國， 

    這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以前都覺得，「蛤?誰要去韓國啦?有什麼好 

    玩的?」，……就覺得，對啦，就是有時候不要那麼局限於自己 

    的想像，會有不一樣的東西，我也因為這樣而認識一些朋友，後來還學 

    了韓文，然後認識了韓國朋友，然後後來就變成就是會覺得不排斥認識 

    國際朋友這樣子，就是會變成說，像韓國朋友來就會有些人介紹韓國人 

    ，就會想說要不要帶他們出去玩啊，就是認識一下台灣這些，就是也看 

    看他們喜歡台灣哪裡。(受訪者 K) 

 

    即使沒有在追星了，還是會有聯絡的那種朋友，就是像我們其實去韓國 

    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沒有在追星，那其實我們都會出來吃個飯 

    ，聊個天之類的，那他也會帶我們去或者是推薦一些東西。……我們每 

    次都會帶（伴手禮），就是不管是去韓國、日本、泰國、印尼呀，這些 

    我們都會帶。(受訪者 C) 

 

    本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在開始進行跨國追星實踐活動之後，擁有了一

些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已經從追星的夥伴變成真正的朋友，即使追

星活動不再進行或非追星活動進行期間，也與這些朋友有聯繫與互動，這樣的結

果對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也是一種額外的收穫。 

 

（四） 追星+旅遊：體驗「真實性」 

 

    透過受訪者的自我述說，我們雖然可以用想像，隨著她們的分享一起進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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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在實踐時所經歷的情境中，但是實際上她們的親身體驗是沒有實踐過、不在

場的人無法取代的真實感受，也是無可取代的人生經歷。 

 

    受訪者 J 表示，這是其他人無可取代的個人經驗，如果沒有花心思、做功課，

然後親自去完成、實踐，那麼對其他人來說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樣的經驗只

有她本人擁有過，其中她強調了一個個人經歷的過程，並且很享受於其中的每一

個體驗。 

 

    我覺得就是帶來的那個開心是非常大的，那個感動非常多，而且我覺得 

    去韓國不論是你追星，還是觀光，其實你要付出稍微一些努力，去研究 

    他們的東西，如果說你花一點點時間，去找你喜歡的東西，譬如說你喜 

    歡的這些演員，你想要去他們去過的地方，吃他們吃的東西，他們代言 

    的什麼東西，如果你花一些時間去研究的話，其實你可以不太困難你就 

    可以得到這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是沒有花時間，你就沒有辦法 

    有這些感動，……，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你花一點時間做功課，會得到的 

    東西大不同。(受訪者 J) 

 

（五） 追星作為夢想的實踐 

 

    對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跨國追星的實踐代表著人生中一個目標的達成，或

是一個夢想的實現。過程中她們獲得滿足感，她們展現積極、正面學習的態度，

她們對人生有計劃，針對這個目標、計劃採取實際的行動，當完成目標的時候，

為她們帶來一種成就感。 

 

    其實你能夠去完成你自己喜歡的事情是一個自我實現。其實就不會想著 

    說我要把我所有的錢通通都花在這裡，但是當我有機會去完成這件事情 

    的時候，那對我來說是一種滿足感，就像我說我十月想要去看金太妍的 

    solo演唱會好了，那是她第一次的 solo演唱會，那其實對我來講是一 

    個追星的有點最終目標的感覺。粉絲的夢想就是能夠坐在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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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她是在台灣的話對我來講很容易，那個是重點是在韓國，就 

    有一些事情要克服，所以就是如果能夠去的話，那對我來講就是一件又 

    完成了一件夢想的感覺。(受訪者 R) 

 

    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是，第一個你有目標，你會有一些事情是你想做的， 

    像是我想去見他們，所以我會很努力的學韓語，然後我會很努力的去申 

    請，就是我會變得很積極，我對這件事情就會變得態度很積極，因為其 

    實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受訪者 W) 

 

    那時候會有這種感覺，就是會覺得就是因為這種計劃是比較短期的，你 

    就去達到計劃的感覺會比較就有種小小的成就感這樣。(受訪者 K) 

 

    本研究受訪者透過自我為主體闡述的方式，以實現夢想、達成目標為原因，

將其追星實踐的行動做合理化的論述。而且研究者發現，不論是否還持續在進行

追星活動，受訪者們都表示不曾後悔她們為追求人生夢想而付出的一切，包括金

錢與心力。 

 

第三節  跨國移動的吸力  

 

    造成台灣哈韓族跨國／界追星實踐的原因甚多，本節將整理這些對跨國實踐

者來說具有吸引力的理由。到底有哪些因素能夠使她們主動跨出國界，追尋人生

中的夢想與目標呢？ 

 

一、 科技中介增加韓流文化的黏著性 

 

    李明璁（2015）研究韓國流行音樂的視覺性、身體化與性別展演的脈絡時，

點出自從 2000 年中期開啟了 Web2.0 時代之後，多媒體社群及互動方式成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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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順勢也推動了韓國音樂產業進入全面影像化的世代。新興的網路科技模式

在此同時促成韓國流行文化與跨國閱聽眾的連結。當音樂產業全面影像化，帶來

的影響是韓國音樂錄影帶的視覺性以及黏著性加強了，帶給閱聽眾新的感官體驗。

經紀公司特意將旗下偶像明星塑造出吸引閱聽眾凝視的特質，例如：Rain，在其

MV 中不斷展露其健壯的男性軀體，呈現一種外剛內柔的男性魅力，所以媒體稱

其為「天使臉孔與殺手身材」的代表，而閱聽眾漸漸地也慣於從原本單純的聽覺

（音樂）感受延伸到視覺（MV）感受，對 MV 影像與偶像明星的凝視驅動了閱

聽眾的感官經驗及情慾的想像，男明星本身則被物化為一高度視覺的文化商品。

當此類文化商品帶來熱潮，閱聽眾逐漸習慣凝視，這也就是為何韓國 MV 具有

高度的黏著性之原因。 

 

    科技的發展不只為音樂產業帶來上述影響，網路社群的高度發展如：

YouTube等，逐漸成為閱聽眾聚集的虛擬場域，也讓韓國經紀公司發覺這是一個

可以用來傳播其MV的平台，例如：SM公司，近幾年常使用YouTube作為旗下藝

人MV首播的管道，在經紀公司特意不對版權設限的狀態下，全球閱聽眾可在零

時差的情況下收看到首播MV，並且以極快的速度散佈至其生活週遭常使用的媒

體中。 

 

    因此科技的中介，是使得本研究之受訪者高度涉入迷參與活動的重要原因之

一，因為科技的不斷向前發展，媒體訊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能傳遞至世界

各國，包含台灣，韓流文化藉著韓國政府及經紀公司共同打造的環境、塑造的特

殊風格，強力的吸引了台灣哈韓族的眼光，並充滿在其日常生活中，成為生活慣

常的一部分，當她們反覆地觀看透過網路傳播出的影像，並分享推播相關的互文

文本，網路顯然成為韓國流行文化的大舞台，也是跨越國界的媒體景觀。因此若

無科技的中介，台灣哈韓族就不會對韓國流行文化、韓國偶像明星產生想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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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踐其追星的行動。 

 

二、 經紀公司的行銷策略與偶像操作的親密性 

 

在韓國偶像經濟的脈絡中，由於韓國政府針對文化推動的政策，以及大型經 

濟公司的造星系統逐漸完備，搭上科技不斷發展網路 Web2.0 時代的來臨，韓國

音樂產業全面轉型為高度視覺化與具黏著性的特色，以上幾大原因的結合下，韓

國偶像經濟面臨一個造星過剩的情況，從研究者自行整理的表 1-1 中可見，光是

2014 年韓國出道的偶像團體就高達 110 團，其中還不包含非團體，以個人名義

出道的藝人，令人眼花撩亂的藝人、團體一字排開，能被觀眾記住的實則屬於少

數，若沒有特殊記憶點、完美的行銷包裝、受觀眾喜愛的作品等，種種情況下很

容易就被淘汰，尤其是競爭激烈的韓國娛樂圈，時常都是倚靠收視率、（音源／

音樂節目）排名、廣告收益為參考標準，因此如何讓觀眾／粉絲的眼光牢牢地釘

在自家藝人身上，是經紀公司的一大課題。 

 

    經紀公司的行銷策略包含：（一）藝人發片／出道前的形象設定與定位，為

旗下藝人進行完整的包裝前置作業，打造能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記憶點；（二）

發片／出道後的宣傳期中間，高頻率且持續地讓偶像出現在螢光幕前，例如：各

電視台音樂節目、娛樂節目、戲劇出演的宣傳活動、地方大小公演、公益活動代

言、粉絲見面會、簽名／簽唱會、握手會等等；（三）發片後期的海外宣傳活動，

舉辦演唱會、見面會等活動，將韓國國內累積的高人氣帶到海外，讓海外粉絲們

也能有機會見到偶像。不管哪一個時期，經紀公司都會利用平面、電子以及網路

（社群）媒體來做為發布消息的管道，尤其是能快速且無時空限制散播訊息的網

路媒體，如：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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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經紀公司整體的行銷策略、完整的形象包裝是重要要素以外，偶像作為

一種可販售的商品，為了保持一定的熱度，他們必須時常對身為消費者的粉絲們

提供服務、福利，當他們出現在粉絲面前時，可以利用各種機會與粉絲互動，例

如上下班路、錄影現場的空檔、粉絲見面會或簽名會時的擊掌、合照等，而偶像

們即使在非公開演出狀態，也會使用各種網路社群媒體，例如：個人推特、官方

咖啡，來透露自己的私下生活，分享自己的喜好、想法、發認證照、回應粉絲與

粉絲互動，雖然摸不到、見不到偶像本人，但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像親近的朋友、

家人一樣，如同陳佩鈺（2013）所提，因為各式的飯拍以及網路上大量的偶像資

訊互相傳遞、流通，形成粉絲對偶像產生親密感，這種親密感是韓國偶像明星特

有的，是其在喜歡日本偶像明星時期未經歷過的感受，也因如此她更為韓國偶像

所深深吸引。 

 

  當經紀公司的行銷策略與偶像操作的親密性奏效，本研究受訪者們產生內心

對於偶像的欲望，想要見到、想要擁有偶像的心理，透過身體力行的跨國追星實

踐，達到她們想要的目的。本研究 8 位受訪者均為女性，其中 2 位已婚，其他未

婚的 6 位都是單身狀態，以現實層面來剖析，未婚、單身狀態事實上，較有時間

與自己的空間進行跨國追星實踐，能將大部份心力放在偶像身上，因為在她們的

日常生活中不需要花時間在和另一半的相處上，或是家務中。而已婚的受訪者，

雖然必須兼顧家務，但追星實踐是她們在繁忙中給自己的禮物。 

 

    雖然本研究受訪者在自我論述的過程中，只有少數直接表明，她們對於喜歡

的男偶像是有所想像的，例如：想像偶像作為自己的男友，其餘大部分的受訪者

都使用很隱諱的方式來表達其與偶像之間想像的關係。但據研究者本身親身在研

究場域中參與觀察，以及與本研究之受訪者維持一定的連結關係，在這之中的觀

察結果發現，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們都投注了相當程度對男偶像的幻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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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韓國的室友，受訪者W為例，在研究者平時與她相處時及訪問時，她不

曾提及對其最喜愛的男偶像的想像關係，尤其是男女之間的羅曼史，但是從她的

臉書動態以及其為追星交流所經營的粉絲專頁的發文、照片中可以明顯看出，事

實上她對自己所喜歡的男偶像還是帶有浪漫幻想的。 

 

    這個真的很難說，我覺得這樣形容會比較好，就是我是昌賢向日葵，就 

    是不管到哪裡都會一直看著他這樣子。我覺得就是那種很面熟的人吧， 

    就是他們每一次看到我的時候，都會有一種眼睛發亮的感覺，我就覺得 

    很可愛，那種感覺真的是很好，而且他會覺得說就是妳都會來，妳都會 

    在這樣子。(受訪者W) 

 

    想這樣牽著你的手，一直一起走下去⋯⋯越認識你越是喜歡你，你也不要 

    輕易讓我走好嗎？(受訪者W，2016.03.23) 

 

    我要來發一點花痴文，平衡一下前幾天比較down的情緒。其實一路來你 

    都對我很好，常常問我有沒有吃飯?有沒有睡好?會不會累?當下因為覺 

    得你是圈飯，沒有表現出喜歡你的表情真是對不起。但每次見你，你都 

    一定會笑著看我。有一次，我就很害羞的嗚著臉說:你今天很帥。他竟 

    然也超害羞的嗚著臉，說沒有啦，沒有。一直臉紅著笑著，我們好像剛 

    交往的情侶一樣，拍完了照，你也是一直看著我，對你的好，你都知道 

    吧^^(受訪者W，2016.04.13) 

 

    以上三則文字第一則取自受訪者在訪談時所自述其與偶像的關係，後兩則取

自受訪者W經營的粉絲專頁。從第一則文字可看出，她身為一個跨國追星實踐的

粉絲，能經由頻繁追星的過程中，與喜愛的偶像之互動而感覺到偶像的反應，對

她來說即是一種追星的回報。第二、三段文字，則補足了受訪者W在訪談時沒有

提供的訊息，其中可以看出她對偶像的想像關係，像是熟悉到可以「對話」的朋

友，又像是「交往中」的情侶，充滿一種羅曼蒂克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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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受訪者W自己個人與所經營的粉絲專頁中，常常可見受訪者W與她喜

歡偶像的合照，時而十指相扣，時而搭肩勾手，其中的親密身體接觸其實是在經

紀公司所舉辦的粉絲活動上享有的粉絲福利，也代表經紀公司默許這樣的接觸方

式，對資本家、公司經營者來說，男性偶像成為一種可販售的商品，而女性粉絲

也藉此能投射其對於男性關係的浪漫想像。 

 

三、 越加完備的交換生制度 

 

    近年來國內各大學不斷往國際化發展，交換生制度也越加完備，不僅在名額

上增加，校內及教育部為鼓勵學生提升國際競爭力，對於交換生的補助也相當多，

這剛好是身為大學生／研究生的台灣哈韓族可用正當理由赴韓的好機會，像是研

究者本身以及受訪者 R、W、L 都是藉此機會進行跨國追星實踐的例子。 

 

    欲利用此機會赴韓的學生們也不是毫無條件就可以去，必須要做足事前準備，

經過申請、審核、面試等階段，才能取得交換生資格，以最低成本的方式，只要

繳交台灣學校方面的學費、負擔來回機票跟韓國當地生活費等，就可以到韓國交

換半年至一年，是一般身分／職業的民眾少有的珍貴機會。 

 

    透過交換生制度踏入韓國，她們能用較少的花費，得到豐富的收穫。把握在

韓期間學習、增強語言能力，並在課餘時間進行最密集的追星實踐、參與偶像活

動。因為有學習之實與交換生之名，她們可以藉此減低對父母親的罪惡感，以及

擺脫社會上對台灣哈韓族「非理性」迷的觀感。 

 

四、 廉價航空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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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左右開始，各國營運的廉價航空紛紛來台設立航線，讓國人出 

國更方便。而除了台灣國內航空公司原本飛韓國的航班之外，國外廉航公司看準

了台灣人赴韓旅遊的商機，都來台設立航班，目前提供台韓廉價航空班機的有德

威航空、易斯達航空、釜山航空、濟州航空、真航空、酷航等，尤其濟洲航空與

真航空更是近兩年才投入台灣的韓國廉航公司。 

 

  台韓廉航航班的出現，對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而言不啻是一大福音，在機

票票價上有更多考慮的機會，航班的選擇空間也增加了。以一般航空公司的台韓

來回機票來說，票價約 8,000 至 1 萬元左右，廉價航空則會不定期推出促銷優惠，

例如：釜山航空一年有兩次台北飛釜山 1,999 元的大優惠、濟洲航空台北至仁川

單程優惠機票只要 400 元起，一般時候廉航台韓來回票價約為台幣 4 千多至 5

千左右的價格，當機票票價、航班時間的選擇性越多時，赴韓進行追星實踐也相

對地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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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國追星景觀 

 

台灣哈韓族到韓國進行跨國實踐時，常在不同的空間中移動，是一種以明星

為中心，不斷追逐的實踐過程，充分展現了她們身為主動、積極的迷的一種流動

性（mobility）。 

 

第一節 台灣哈韓族赴韓跨國追星實踐最主要的五大場域 

   

  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們，赴韓追星時因偶像活動、行程的路徑，主

要集中在以下五大場域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地景。 

 

一、 韓國各大電視台 

 

    當自己喜歡的偶像明星出演電視節目時，尤其是回歸宣傳期密集出演的音樂

類節目（可參考本研究表 1-2），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會把握機會到韓國各大電

視台排隊，登記順序，以期能參與免費的電視節目錄影，是一種以時間換取金錢

的概念，也就是說花時間排隊，來換取免費看自己喜歡的偶像明星現場表演的機

會。通常粉絲們在接收到經紀公司／官方公佈的錄影時間後，會提前很多到達電

視台現場，因為排隊是採取登記式的，第一位到達的粉絲會將紙條或筆記本留在

電視台附近的某處，並至官方咖啡留言（韓國偶像明星的官方社群網站），後到

者依序在紙條或筆記本上簽名後，在集合時間前回到集合地點即可，集合後經濟

公司的工作人員會依照：（一）擁有會員卡 28 與具官方要求之資格者；（二）無會

員卡與有官方要求之資格者，做出先後順序的區分，前者擁有優先入場資格，剩

下的名額才開放給後者，由於每一場次電視台開放各個偶像明星入場的名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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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論是前者或後者，越早到電視台附近簽到越有機會參與錄影，各家經濟公

司與個團偶像排隊方式大同小異。在免費入場的情況下，相對的就不像售票演唱

會一樣有保障，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也有可能遇到，花了一整天排隊，卻無法

順利進到錄影現場的情況，但因為是免費的機會，所以只能接受了。 

 

        圖 5-1：韓國 KBS 電視台大廳，各家粉絲排隊等後錄影中。 

 

 

 

 

 

 

 

 

 

 

 

 

 

 

                                     

                                        （本研究自行拍攝） 

 

 

 

 

 

 

 

28.會員卡大部分都是以一年為一期，一年到期就失效，下一期再繳交費用始可擁有會員資格。

但有些偶像明星出道至今只收過一期會員，後因會員人數已過量，即不再招收二期會員，例如：

少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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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電視台大廳是追星實踐者專攻的場域之一，若有節目錄影幾乎整天都會

在電視台附近活動。 

 

                                           （本研究自行拍攝） 

 

二、 韓國各大娛樂／經紀公司 

  

    由於韓國幾家大型經濟公司在韓國影視內容中時常露出，因此台灣哈韓族跨

國實踐者亦將其列為一個特殊的景點，雖然因各家偶像活動習慣不同，不一定能

在經濟公司附近見到喜歡的偶像明星，但她們赴韓時還是會儀式性的至幾大經濟

公司附近巡禮，導致經濟公司周遭因粉絲而形成一個特殊的地理景觀，特別是韓

國江南地區幾間距離相近的經濟公司周圍，不僅常常聚集了圍觀等待的粉絲，其

中 Cube Entertainment 還將一樓空間打造為咖啡廳，內除販售咖啡、餐點外，也

販賣／展示旗下明星的週邊商品，讓粉絲們在期待遇見明星之餘，還能有暫歇之

處，而經濟公司也趁機再賺一筆。 

 

    另外，韓國政府特別強打與追星結合的觀光行程，甚至在 2014 年 3 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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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K-pop 韓樂明星為主題的 K Star Road，延著狎鷗亭附近 1 公里所經的各大韓

流經紀公司、明星餐廳、攝影棚等為主要宣傳項目，打造一條韓流明星大道（韓

國觀光公社，2014.05.14），讓這些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不再受限於台灣主

辦單位與韓國經紀公司的限制，只能遠遠望著心愛的偶像，而是能更近距離的有

接近他們的機會。 

 

    我那時候有去 S M公司一下，那時候去還蠻有趣的那是我唯一一次的就 

    是第一次的算是比較追星吧，就是去經紀公司底下等人……就是到此一 

    遊的那種感覺，拍張照什麼之類的。(受訪者 R) 

 

圖 5-3（左）、圖 5-4（右）：韓國首爾江南區聚集的娛樂／經濟公司：Cube 

Entertainment 和 JYP（走路只有五分鐘距離）。 

 

 

 

 

 

 

 

 

 

 

 

 

 

 

                          

 

 

                                                      

                           （本研究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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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5：Cube 娛樂一樓經營咖啡廳，內有販售旗下藝人週邊商品。 

 

                     （本研究自行拍攝） 

    我們還有去那個各大經紀公司門口那邊去繞了一圈這樣子。那時候好像 

    還有路過 JYP吧，就是那一區，就是逛了一下這樣子，看一下到底長什 

    麼樣子，但是沒有遇到人，就只是走馬看花而已。(受訪者 K) 

 

    (赴韓追星)離不開的就是他們公司嘛，像 SM，他們公司那附近其實還 

    滿多都是經濟公司，就是那個清潭洞那邊很多。(受訪者 C) 

 

    根據訪談結果可知，對大部分受訪者來說，到娛樂／經濟公司附近觀覽，只

是一種儀式性的巡禮，通常是在剛開始赴韓追星的階段會走訪此場域，去過一、

兩次之後，就不會再去了，因為相較之下等到偶像的投資報酬率較低，不如隨著

經紀公司發布的公開行程去追星。不過，娛樂／經濟公司依然看準了粉絲想要與

偶像接近的心態，紛紛在經紀公司大樓開設供粉絲消費、活動的空間、設施，裡

面擺設、販賣與偶像相關的事、物，例如：偶像商品等，提供粉絲一種想像的親

密性。2015 年 SM 公司還另外在其位於首爾江南區三成站設立的 SMTOWN 

Studio 推出明星體驗行程 29，由於這裡也是 SM 藝人的活動空間之一，因此吸引

不少粉絲前去朝聖（Pikicast,2016.06.07）。 

 

 



111 
 

三、 偶像本身或與偶像有關的人經營的店面 

  

  在此場域中，偶像本人可能出現，但機率較小，通常會見到的是偶像的家人，

或店內放置有偶像相關的擺設物，而即使是見到偶像的家人也會令粉絲感到興奮，

有一種可以替代偶像存在的感覺，可以說是將對偶像的熱情轉而投射在其家人身

上的一種移情作用。例如：偶像的姊姊或父母開的咖啡店、偶像本人開的餐廳等。 

 

    那一次最精彩的應該是我們大家當天來回的車去全州，去太妍她們家的 

  眼鏡行，她爸媽開的那一間，還買了很多禮物，送給她爸媽的也有，然 

  後送給太妍的也有，然後那次就比較有趣，就真的是見到太妍的爸媽這 

  樣子，然後就跟她爸媽講說很喜歡她女兒啦，……我那時候去就是媽媽 

  還幫我們配眼鏡啊，驗光什麼之類的，……後來那副眼鏡也沒帶過幾次 

  ，就一直放在家裡，但是又很珍貴因為是在太妍家配的。(受訪者 R) 

 

    坊間許多書籍都教導粉絲如何專攻韓流明星開的餐廳，其實基本上要在這個

場域看到藝人的機會是可遇不可求，本研究的受訪者有到訪過此類場域的，都沒

有實際遇過明星的經驗，至多是見到偶像的家人，不過因為與偶像有「關係」，

其他的家人也會逐漸成為小有名氣的人，很多經營餐廳（店面）的明星家人也很

習慣代為收下粉絲要送給偶像的禮物，並且樂意和粉絲一起合照，因此這個場域

自然就成為粉絲另類接觸偶像的地方。 

 

 

 

 

29. SMTOWN Studio 是 SM 娛樂公司開設的明星體驗館，有各種不同的付費體驗行程，例如：體

驗練習生的舞蹈、歌唱訓練和錄音室體驗、SM 專屬藝人化妝師打造明星造型、明星感棚拍等，

費用為 3 至 50 萬韓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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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金賢重媽媽位於電視台附近開設的炸雞店，電視台錄影結束後有些粉絲

會順路過來用餐。 

 

 

 

 

 

 

 

 

 

 

 

 

 

                                               

                                                （本研究自行拍攝） 

 

四、 韓劇或韓綜景點 

 

  韓劇、韓綜或任何曾出現在韓國影視內容中的場景，迷經過平常接觸過的媒

體內容對某場景產生期待與想像，因此在赴韓時會將景點安排進行程中，並在造

訪該景點時形成一種媒介化凝視（mediatized gaze），特別是韓劇景點讓迷可以重

溫劇中情節。 

 

  因此，此處將援引 John Urry and Jonas Larsen（2011）所提出的觀光客的凝

視概念來加以說明，當人們出遊時，由於與平日慣常的常態性生活模式有所區隔，

因此會形成觀光客的凝視。對本研究中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而言，亦是脫離了

平日的社會實踐，像是學校生活、工作、家務等，跨越國界來到異國的環境裡。

 



113 
 

她們對某些特定場景具有強烈的期盼、想像、幻想，這些期盼源自於平時從各類

媒體中接收到的畫面，無論是電視、廣告、攝影、電影、節目、戲劇，都是讓這

些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能夠編織其白日夢的元素，當她們造訪現場時，滿足感

在她們的期待與追求過程中油然而生。李明聰（2003）在研究台灣哈日族赴日實

踐中，也引用了 John Urry 的觀點，指出旅遊的實踐事實上是從還未出發前就已

經開始，包含了行動主體的事前想像與預期，這些想像與預期是透過各種社會因

速建構而成，其中影像最大的就是媒體。 

 

  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將觀光客至特定影視名場景觀光時的觀看稱為媒介

化凝視（mediatized gaze），對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來說，特別是韓劇、韓綜

場景，是實踐過程中必須走訪的行程之一，當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們親身造訪

她們所喜愛的韓劇、韓國綜藝節目中所出現的特定場景時，她們在該處重溫劇中、

節目中的情節，即稱為媒介化凝視。同樣的場景，若不是透過影視媒介為其塑造

一種令人憧憬與幻想的影像，那麼對這群迷實踐者來說，是沒有特別意義的。 

 

  (到韓綜片頭拍攝現場)好 high喔，就是真的有在那邊喊(開場口號)， 

  因為我朋友他也很喜歡兩天一夜，所以他自己有做一個小旗子。(受訪 

  者 T) 

 

    還去了清涼里的那個樂天，就是他(韓劇祕密花園男主角)上班的地方， 

  那個社長就是坐那個扶梯上去的。 (受訪者 K) 

 

    我那時候有去拍那個天國的階梯，他們在樂天世界拍的，樂天世界的溜 

  冰場，還有樂天世界樂園，他們有去騎那個旋轉木馬，跟坐一個單軌電 

  車，然後還有樂天世界樓下的大的溜冰場，那個溜冰場是很多很多韓劇 

  拍的地方，然後天國的階梯他在第十九集，其中有一幕很重要的在一個 

  咖啡廳，那個咖啡廳在狎鷗亭洞，所以我有特別去找那個咖啡廳，那個 

  咖啡廳的名字叫做 PASCUCCI，特別去那一家店那家店的咖啡廳裡面， 

  有去坐那個位子。……所以你看到那個場景你就是，一下子你就會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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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韓劇裡面的感覺。(受訪者 J) 

 

  我那次去其實我還有去南山塔，在南山上面有一個凱悅飯店，那個凱 

  悅飯店是巴黎戀人拍的那個地方，所以我也有去那個凱悅飯店裡面，他 

  那個游泳池的那個旁邊坐著，跟他的那個場景是一模一樣的。那玻璃畫 

  (韓劇)的時候他們其實在那個南山公園，他們是從國外認識，然後要回 

  首爾的時候，男主角就跟女主角說，我就在那個南山那邊等妳，所以他 

  們就約在那個地方見面，所以他們有特別在戲裡面，有讓妳感覺到那個 

  南山的樓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也有去感受一下那個超多超多的樓梯， 

  然後還有南山的纜車也是很有名，偶像劇們大家都要坐那個纜車，流星 

  花園(某場景)被關在那個纜車上面， 很多人都要坐那個纜車，所以我 

  們也有去坐那個纜車。(受訪者 J) 

 

  其實我今年十一月去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去他們拍戲的一 

  個美容院剪頭髮跟化妝，就是在 Healer第十集的時候，他們中間有一 

  個做造型的一個戲，那個做造型的戲就是跟女主角他們兩個去那個方。 

  ……我跟我另外兩個朋友去，我們三個人都非常喜歡 Healer，所以我 

  們也都同意說，我們就是要坐這麼遠的車，到這個地方去，所以我們就 

  化了一個韓妝，剪了頭髮之後，然後就到弘大去逛街，就是整天的心情 

  都是不一樣的，整天都非常非常的開心。(受訪者 J) 

 

    我那次還有去坐漢江的遊船，漢江的遊船，因為我在以前第一次去韓國 

  的時候，我有坐過，那時候感覺非常非常無聊，就是很無聊在那個漢江 

  上面。那後來我上次去為什麼去坐漢江遊船是因為那個來自星星的你， 

  千頌伊他們有在那個遊船上面拍戲，他就是那個女生掉下去的時候，他 

  在那個船上，所以我們有特別去坐那個遊船。(受訪者 J) 

 

    以本研究受訪者 J 親身實踐的例子來說，在其觀光的某場景還沒經過韓劇的

包裝、露出之前，就只是一個普通的觀光景點而已，在旅遊的過程中，她沒有特

別的感覺與興奮的情緒，但同一個場景經過一部極紅的韓劇作為其中的重要場景

播出之後，她重遊舊地卻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感受，正是很典型的媒介化凝視

（mediatized gaze）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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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演唱會現場、音樂劇劇場、大小公演場所 

 

    除了上述四個大的目標造訪地景之外，其他有偶像明星出演的活動、行程，

例如：演唱會現場、音樂劇劇場、大小公演場所，皆是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者們

會到訪與現身之處。而這些在迷的幻想與憧憬中出現的特定地點，在她們的跨國

親身實踐下，形成了一種由迷建構成的特殊地理景觀。 

 

圖 5-7：MBC 電視台《音樂中心》束草年中特輯，算是一個大型地方性公演，

許多粉絲來到現場排隊與等待。 

 

 

 

 

 

 

 

 

 

 

 

 

 

 

                                        （本研究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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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場景同圖 5-7，現場聚集從各國來的韓流粉絲，圖中可看到有台灣粉絲

自製台灣國旗的牌子。 

 

                                             

 

 

 

 

 

 

 

 

 

 

 

                                              （本研究自行拍攝）   

 

第二節  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之路徑 

 

    根據受訪者訪談時的描述，可稍微看出她們跨國追星的路徑與進程，以國家、

地域性來區分的話，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一、 韓國本地 

 

    除了受訪者 T 在因緣際會下，從新加坡開始追星之外，其他的受訪者都是

從韓國本地開始第一次的追星活動，由於韓國是韓流文化的基地，常會有各種類

型的明星活動，見到喜歡的偶像的頻率最高，追星實踐者們基於對韓國流行文化

的熱愛，以及投資報酬率相對地高，會選擇韓國作為跨國追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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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除了韓國之外，再來就是與之鄰近的日本，由於地理距離、語言較相近的關

係，當紅的韓國藝人幾乎都會到日本市場發展演藝事業，舉例來說，韓流發展初

期就有寶兒等日韓雙棲藝人打頭陣，日本市場開通之後的現在，韓國偶像明星赴

日發展是極為常見的事，自然也吸引粉絲們赴日追星。 

 

三、 中國、香港地區 

 

    中國地區是近年來韓國藝人常活動的區域，除了中、韓地理位置近，在中國

舉辦明星活動有參與人數、收益上的利基點，因此中國地區巡演便成了許多偶像

的必要行程。台灣地理位置距離中國不遠，語言上也較無障礙，所以當偶像在中

國地區有活動時，跨國實踐者們也會考慮赴中追星。 

 

四、 其他亞洲地區 

 

    由於韓流已散佈至全亞洲地區，包括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

國家，當偶像在這些國家有巡演活動時，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們，會視自

己的狀況、當次活動是否有特別福利，並結合旅遊行程等附加價值，來決定參加

與否。 

 

  從以上的追星進程，可看出受訪者們的跨國路徑是有順序的，第一波是明星

活動頻繁的韓國本地，第二波是與韓國鄰近的日本，第三波是有市場優勢的中國，

最後是東南亞國家。除了韓國本地外，她們都是以參與演唱會活動為多，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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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路線很明顯地也符合韓國經紀公司致力於推廣韓國明星從韓國本土至亞

洲、東亞、東南亞各國的行銷策略。 

 

  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們的跨國追星實踐，一旦開始了，就會有不斷繼續的欲

望，對偶像投入越多的受訪者，跨國追星的路徑越多樣化，且會從近推進到遠。

以受訪者 W 為例的話，她跨國追星的次數高達 19 次，橫跨韓、日、中、港、泰、

菲地區。經紀公司製造粉絲們與偶像見面的機會，而粉絲在經濟狀況允許下，就

會藉著此機會達到自己所求的目的。歸結受訪者們跨國追星實踐的路徑，可看出

有偶像的地方，就有粉絲的蹤跡，也就是說不論是跨國追星所在的場域或是跨國

追星的路徑，都是隨著偶像的腳步而移動的。 

   

第三節  場景／域（景觀）與粉絲和偶像的關係 

 

    在韓國經紀公司大量地、有系統地生產偶像明星的情況下，偶像明星過剩的

現象充斥於韓國演藝圈，在韓國有句話說「沒有粉絲就沒有偶像」，在韓國沒有

歌迷的話，偶像是不存在的（江佩蓉，2004；Edward,2011.3.10）。 

 

   偶像雖然是粉絲極力追求與崇拜的對象，但是偶像的價值卻是由粉絲建構出

來的，偶像的人氣與專輯銷售量都是靠著粉絲的支持與購買，在現場音樂節目中，

若沒有粉絲的音源、專輯購買、MV 點閱率、簡訊投票等等，要得到前面的名次

是很困難的，而沒有粉絲也就沒有活動應援、沒有收視率，在韓國偶像明星產出

率超高且以商業利潤為導向的情況下，沒有人氣的偶像將會被自然淘汰。因此，

常常可以看到韓國明星會對粉絲做 Fan service，為粉絲提供福利。 

 

    而對本研究受訪者來說，偶像是她們的生活重心，長時間接觸與偶像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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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不論是新聞報導、視頻、各種飯拍（Fanpic、Fancam）、偶像個人發佈之

訊息等，偶像對她們來說是生活所必需，是 24 小時不間斷，睜開眼睛就想要看

到、知道他們的一手消息的精神倚靠，是虛擬卻又親近的伴侶，因此欲親身去進

行跨國／界追星也是她們人生計劃中的一部分，一個必須要達成的目標。 

 

    偶像與粉絲之間是一種互相需要的關係，沒有偶像就不會有粉絲，沒有粉絲

就沒有偶像的存在，在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時，她們所走過的場域便是她們

與偶像有交集之處，無論偶像當時在場或不在場。當偶像與她們同在一個場域時，

她們打開全身的細胞去感受偶像的存在，有時候她們試圖以攝影的方式捕捉偶像

的身影，透過鏡頭窺視偶像，滿足內心想控制與宰制對方的想像，有時候她們會

試圖做出一些行動來吸引偶像的注意，爭取和偶像的互動機會。當她們所到的場

景是偶像不在場的狀態，她們會以媒介化凝視（mediatized gaze）來想望，她們

喜歡的偶像曾經出現在這個場景裡，重溫偶像曾出演的韓劇或韓綜中的某些情節、

橋段，並將情感投入影視內容中，即使偶像不在場，她們也能因造訪相同的場景

而產生愉悅感。 

 

    而以研究者的身分，獨立於粉絲、偶像、經紀公司的角度來看，這個由粉絲

和偶像共同構成的特殊地景的形成，其實和經紀公司的行銷策略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經紀公司深知他們推出偶像，能吸引粉絲聚集，因此不管是在經紀公司場域

附近，或是任何有偶像明星走過之處，都能讓粉絲自動貼上來，群聚的粉絲們就

是經紀公司的商機，粉絲捕捉明星，而經紀公司在後伺機而動，形成一種「螳螂

捕蟬，黃雀在後」的有趣景象。 

 

    因此本研究可以歸結，偶像、粉絲與場域三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有偶像

的地方就有粉絲，粉絲隨著偶像的腳步與蹤跡移動，特別是台灣哈韓族跨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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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們，她們在韓國當地有特定幾個大型的追星場域，例如：電視台、經濟公司、

偶像經營的餐廳、韓劇景點等等，這些場域因著偶像與粉絲的關係形成了一個獨

特的地理景觀（landscape），這樣的地景不僅指涉的是一般傳統地理學定義的建

築物、地表景觀，此處更須強調因為有偶像與粉絲的共同組成，與她們的社會實

踐，才能形成跨國追星實踐場域的特殊地景，而這種特殊景觀其實是由經紀公司

作為背後主要的推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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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試圖以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的角度，以她們親身經驗的分享重

新建構出其主體性，從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整理的過往文獻資料來看，她們確實

是一群有別於以往被餵養大量媒體資訊卻無反思能力的被動閱聽人，而是主動閱

聽人，用迷的主動性概念來解釋她們的自主性是相當切合的，因為她們在實踐的

過程中不但主動，而且非常積極，以她們所述說的個人經驗來分析，她們相當強

調在整個行動中的自我實現以及自我成長，她們在所做的每一個行動前都經過相

當程度的評估，包括：跨國實踐過程中的經費預備、行程規劃、交換學生資格申

請、語言學習、該趟出國旅遊與追星的價值是否高過於在台灣看演唱會等，而在

過程中，她們所獲得的個人經驗的累積，都是能為她們帶來豐富人生意義的經歷，

這種建構於她們主體身上的生命經驗是他人無可替代的，從實踐中產生的愉悅感

亦唯有當這個主體去行動時才能體會的。 

 

    另一方面，受訪者們內心深處對於男偶像無法壓抑的欲望，是促成她們跨國

追星實踐的動機與動力，在這個過程中，她們有機會宣洩女性長久以來壓抑的慾

望，女性觀看男性的身體產生愉悅，她們不再是被男性觀看的對象，也不再是被

傳統父權形式所宰制的，在此，性別角色與權力關係翻轉了，產生一種女性新賦

權。而當她們身體力行地進行跨國追星實踐的同時，也突顯了她們在社會文化脈

絡中的主體性。 

 

   經過研究者親身踏入研究領域的觀察，結合受訪者的深度訪談，可以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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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出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們的生命意義建構，是有別於一般媒體與社會

大眾對於台灣哈韓族迷群們「瘋狂」、「不理智」的單面向看法。在這個實踐過程

中，她們展現了迷的積極主動性，也可以看出實踐的背後，驅使她們積極赴韓追

星的動力，其實是來自於對偶像的欲望，想要接近、擁有偶像的心理。 

 

    除了內心情感動機之外，整個外在環境的改變，亦是幫助台灣哈韓族進行跨

國追星實踐的重要因素。科技不斷地發展，讓韓國流行文化沒有時間、空間的限

制，24 小時都出現在台灣哈韓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度黏著性的韓國 MV，

緊緊地吸住哈韓族的眼球。偶像明星也在經紀公司的行銷策略中，藉著各種偶像

活動，例如：演唱會、簽名會、粉絲見面會、專輯發行、音樂節目、綜藝節目等，

不停地徘徊在粉絲面前，加深台灣哈韓族想跨國韓追星的想法。 

 

    對還是學生的哈韓族來說，交換生制度的興起，更是赴韓追星的大好機會，

以最省錢的方式，進行密集的追星活動，還可以在韓國的學校學習語言，對哈韓

族本身而言，不但能減輕對父母的罪惡感，還能擺脫社會負面的觀感，是一舉多

得的選擇。 

 

    近幾年廉價航空的出現，對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者而言，是一大福音，

原本是固定成本的來回機票，現在能以較為便宜的價錢取得，有時候是一半價錢，

甚至更低，相對來說她們的負擔就減少了，可以靈活地將這筆錢運用在生活或追

星實踐的其他部分上，無形中增加了跨國實踐的意願與次數。這些外在環境的轉

變結合在一起，無疑是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踐的吸力。 

 

    當研究者走入受訪者的追星經驗中，試著以圈內人的角度了解她們的生命世

界，發現她們其實是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迷群，在進行跨國追星前，會進行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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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的評估，包括所需花費、演唱會或活動是否有特殊福利、過於頻繁的明星行

程有無參加的必要、用代購方式補貼追星開銷、利用交換學生的有利身分進行追

星等，每個受訪者都強調，自己是精打細算型的追星實踐者，表示她們不是毫無

顧慮、喪失理性的迷群。甚至在追星場域的現場，也因為要拍攝偶像照片的關係，

不會出現失控、尖叫等行為，與一般大眾的認知並不相同。 

     

    從訪談內容可以看出，受訪者們都會適度合理化自己跨國追星的理由，將其

行為視為是正面、有意義、具附加價值的，實際上，她們也確實從追星的過程裡

獲得了個人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成長機會，不僅是一段段與偶像、其他迷群建立的

美好回憶，她們在旅遊當中的學習及國際視野的擴充、另外學習的攝影技術、語

言能力、在迷群中形成的個人聲譽等，的確與一般大眾和媒體片面看待這群跨國

追星實踐者的角度不同，增加生命的豐富與厚度是她們能對抗外界社會長期不公

平看待的一種方式。這些無可取代的個人經驗，也是她們追求人生夢想的一個過

程。 

 

    甚至有幾位追星經驗、資歷較豐富的受訪者，她們已成為其他粉絲眼中的專

家，當她們累積的跨國追星經歷越豐富、分享的資源越多、得到的偶像資訊越精

確、知道越多跨國追星的秘訣，在迷社群中擁有的地位就會越高，她們的角色有

點類似迷群中的意見領袖。例如受訪者 W 及 L，因擁有豐富的追星經驗及資歷，

在迷社群中擁有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同時也成為無法跨國追星之迷群們的中介

者，中介訊息、中介與偶像間另類接觸的機會、中介跨國偶像商品，利用她們在

追星上努力投入而獲得的資本，做起另類的小型生意，將客群瞄準喜歡相同偶像

的粉絲們，同時也扮演了台灣在地粉絲與韓國明星／商品之間的中介角色，透過

代簽名 30、代買專輯的方式，來達到追星花費的收支平衡。這亦是本研究中發現

的特別現象。 

 

 



124 
 

    但若從個人角度轉換到整體社會環境脈絡來看，她們仍是被韓國娛樂／經紀

公司的造星與行銷策略創造出的偶像經濟系統所影響的一群迷，從現實層面來說，

跨國追星的實踐或許可以稱為一場「金錢遊戲」，擁有經濟資本較高者，較容易

進行追星實踐，在跨國追星的過程中，若沒有頻繁地消費，買專輯、參加演唱會、

送禮物給喜歡的偶像、飛到韓國或其他國家，與偶像見面，那就不可能實現她們

所期待的—與偶像建立親密的關係。 

 

  這種親密關係是她們追星過程中最終渴求的一個目標，是當她們內心清楚明

白在現實中與偶像之間不可能達到某種關係（情人關係、朋友關係）的體認下，

知道自己即使付出再多也無法得到回報、對等的愛，而用獻上各種物質的、體力

付出的方式，將對偶像親密性的想像，具體轉移成「替代性」的浪漫幻想。而她

們因著對偶像的愛，進行大量自願性的情感勞動及消耗體力的跨國移動等行為，

是不曾後悔的，而且覺得非常美好。 

 

    在當今韓流熱潮不退的台灣，跨國追星的迷群已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小眾，在

這些迷群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屬於她們的文化特徵，本研究藉著這群

喜歡韓流文化、韓國明星的跨國追星實踐者之自述，重新建構出有別於一般社會

大眾與媒體的既定認知，讓不曾身在其中的人們了解更多台灣哈韓族跨國追星實

踐者在追星時真實的樣貌。 

 

  也希望藉此研究對受訪者之分析，讓同樣也在進行跨國追星的實踐者們更明

白，追星雖是一種人生夢想與目標的實現，但如何在實際生活與跨國追星間取得

平衡，並知道自己身處於什麼樣的社會脈絡中是更重要的事。 

 

 

30.簽名會有時可以用貼紙條在專輯上的方式詢問偶像問題，而偶像會予以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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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之限制在受訪者族群性別上，因為本身人脈的限制，以及台灣哈韓族

跨國追星實踐者仍是以女性居多，所以本研究中的八位受訪者皆為女性，但其實

就研究者本身至研究場域觀察時發現，雖然男性佔的比例較少，但還是有特定族

群存在，因此若之後欲研究相關題目者，可以嘗試尋找男性受訪者，藉以了解他

們的跨國實踐過程與自我主體論述，是否與女性迷群有所不同。 

 

  而在受訪者的年齡範圍與職業範圍上，出現較為侷限的問題，本研究之受訪

者年齡介於 20 至 40 歲，職業為學生、上班族與家庭主婦，但其中缺乏 30 歲區

間的受訪者，由於 20 至 30 歲之間的受訪者多為剛出社會的上班族，大部分未步

入婚姻，也無孩子，因此可能擁有較大的跨國移動空間與自由。未來若有不同年

齡層與職業的受訪者，可能在跨國追星實踐上因個人條件不同，而會有不同的實

踐力與行動可以觀察。 

 

  在觀察資料的蒐集上，因研究者本身至研究觀察場域的研究時間為2013年，

距離本論文完成已有一段時間，因此，原研究觀察場域的某些制度或地景面貌，

可能稍有變動，研究者僅能以最新的網路資料做補充說明，基本上未影響台灣哈

韓族跨國實踐行動的具體行為，但若後繼有研究者欲踏入跨國追星的場域觀察、

蒐集資料的話，可再添補不足。 

 

    最後，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多於亞洲各區進行跨國追星行動，在移動的路徑

上僅限於亞洲地區，例如：韓、日、中、菲、泰、香港等地。但據本研究第一章

資料顯示，韓國經紀公司經營偶像的演藝事業版圖其實擴及全球，研究者在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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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時，亦有詢問過為何不考慮赴歐洲、美國或其他地區追星的問題，但受訪

者表示因經費較龐大而暫時未成行。若能找尋到曾至歐洲、美洲等區域，進行跨

國實踐之受訪者，也許能發現更多不同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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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2013~2015 來台韓星列表 

2013 

來台日期 韓星名字（團體） 票價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2013/1/12 金長勛 一人 1000／兩人同行

1800 

Neo Studio 喜鵲娛樂、

韓藝文化 

2013/1/25 李玟雨 4000／3800／3200／

2600／1300（身障）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德億企業 

2013/2/21~23 Super Junior M 4200／3700／2700／

1800 

台大綜合體育

館 

avex taiwan 

2013/3/9 B1A4 3800／2800／18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寬宏藝術 

2013/3/9 玄彬 4200／3800／3500／

2800／2500 

台大體育館 超級圓頂 

2013/3/30 After School A 區：4500（200 位） 

B 區：3500（300 位）  

C 區：1200（300 位） 

ATT SHOW 

BOX 

飛翔駱駝網

路商城 

2013/4/4 張根碩 6800／5000／3800／

2500 

南港展覽館 HS Media 

Taiwan 

2013/4/6 CNBLUE 5600／5000／4500／

4000／2800／1800／

800 

台北小巨蛋 華納音樂 

2013/4/6 BTOB 4500／4000／3200／

2400／2000／1600／

身障席 20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Imusic 

Entertainme

nt 

2013/4/13 金在中 5000／4500／4000／

3500／2500 

台大體育館 就是娛樂 

2013/4/20 4Minute & Beast 4600／4500／4000／

3800／3500／2500／

1000 

台北南港展覽

館 

喜福娛樂 

2013/4/21 BOYFRIEND 3900／2600／1600／

身障優待席（含陪同

者）為一組兩人 30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佳音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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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24 SHINee、

INFINITE、

SISTAR、Tara、U-

Kiss 子團 uBEAT、

Davichi、Dal★

shabet、 TEEN 

TOP、Ailee、DJ 

KOO.(酷龍)、

BAECHIGI、

K.will、GIRL'S 

DAY、Tasty、洪大

光、 主 持：安勝浩

(Tony An) 

5500／4800／3800／

2800／2500／2000／

800 

台北小巨蛋 喜福娛樂 

2013/5/9 GDragon 6800（無座位搖滾區）

／5800／4800／3200

／2600／1800／800 

台北小巨蛋 年代文創 

2013/5/18 BoA 5200／3000／2000 台大體育館 超級圓頂 

2013/5/18 周元 邀請函價格 4500 桃園古華花園

飯店 3 樓國際

廳 

全通網 

2013/5/26 少女時代、EXO、

ZE:A FIVE、BTOB 

4800／3800／2800 南港展覽館 缺 

2013/5/26 酷懶之味 預售票 1700、現場票

2000 

台北 Legacy avex 

taiwan、 酷

懶之味官方

網站 

2013/6/1 李鍾碩 3,500 元、身障優待席

（含陪同者）為一組兩

人 3,000 元 

Neo Studio 展

演館 

佳音娛樂 

2013/6/9 B.A.P 4800／3500／2800／

2000 

台北南港 101 喜福娛樂 

2013/7/6、7 神話 5800／5600／4800／

4600／3800 

台北南港 101 神司、藝馥

國際 

2013/7/20、21 少女時代 5400／4800／3200／

2800／800 

台北小巨蛋 超級圓頂 

2013/7/21 NU'EST 3900／2900／19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喜福娛樂、

佳音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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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21 李敏鎬 4800／4200／3800／

3500／2800 

台大體育館 缺 

2013/8/4 SHINee 4500／4000／3400／

2400／1400 

南港展覽館 小行星娛樂

國際 

2013/8/10~12 Super Junior 5400／4800／3200／

2800／800 

台北小巨蛋 超級圓頂 

2013/9/14 李昇基 4800／3200／2500／

1800 

台北南港 101 藝馥國際、

艾恩娛樂 

2013/10/12、

13 

INFINITE 4800／4200／3500／

2800／2000 

新莊體育場 東翼娛樂 

2013/10/20 A PINK 4500／3200／2500／

1800 

台北南港 101 藝馥國際 

2013/10/20 金起範 4200／3200／2500／

1500 

ATT SHOW 

BOX 

喜歡玩娛樂 

2013/10/27 ANDY 4800／4200／2800 ATT SHOW 

BOX 

紅心字會 

2013/11/9 TEEN TOP 4500／4300／3500／

3300／2600／1200 

台北南港展覽

館 

MK 奇威娛

樂、奇威娛

樂 

2013/11/16 MBLAQ 5500／5000／4000／

3000／2500／1500 

台北南港 101 藝馥國際 

2013/11/23 金在中 4500／4200／3800／

3500／3200／2900／

身心障礙席 1500 

台大體育館 木更國際娛

樂 

2013/12/8 鄭俊英 1200 台北西門紅樓

河岸留言 

環球音樂 

2013/12/21 2AM 4800／3800／2800／

1800／1500 

南港 101 藝馥國際、

艾恩娛樂 

2014 

2014/1/16~18 Super Junior 晟敏、

Effie（李知勳）、金

伊安、金道賢、Ann 

J（趙昱允）、Jino（曹

振 浩）、曹金山 

5000 / 4000 / 3000 國父紀念館 EUNHASU 

Entertainme

nt / 東京音

協 Tokyo 

Onkyo 

Co.,Ltd 

2014/1/18 100% 3800 / 3200 / 2800 ATT SHOW 

BOX 

MJ Agency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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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心字會、

U-LOVE、

Udn 買東西 

2014/1/25 金鐘國 4300 / 3500 / 27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MJ 

Agency、紅

心字會、

U-LOVE 

2014/2/22 朴政珉 3800 / 套票（兩場皆參

加）6000 

大同運動中心

2F 

馬思特娛樂 

2014/2/28 FTISLAND 5500 / 4800 / 3800 / 

2800 / 1800 

南港展覽館 Warner 

Music 

Taiwan、

FNC 

2014/3/08 BIGBANG-GD、勝

利、太陽 

5800 / 4800 / 4200 / 

3600 / 2800 / 2000 

林口體育館 藝馥國際 

2014/3/15 金宇彬 3800 / 2800 / 身心障

礙區 1900 

南港 101 藝馥國際 

2014/3/16 金宇彬 3800 / 2800 / 3800(身

障席，需 2 人一組購買) 

南港 101 藝馥國際 

2014/3/22 金秀賢 VIP-5000 / 4500 / 4200 

/ 3800 / 3500 / 2800 / 

2200 / 1500 / 1200 / 身

心障礙區 21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大會堂 

木更國際娛

樂有限公司 

2014/4/6 VIXX 3800/28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馬思特娛樂 

2014/4/12 趙寅成 4600/4200/3700/3200/2

600/2000/14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大會堂 

聖諾威股份

有限公司 

2014/4/20 BTOB 3800/2800/身障區 3800

（兩人為一組販售） 

南港 101 藝馥娛樂 

2014/4/26 2NE1 4800 / 3800 / 2800 台北市立大學

體育館（天母

校區） 

東翼娛樂 

2014/05/11 SHINee 5200/4600/3800/2600/1

800 

新莊體育館 超級圓頂 

2014/05/18 B.A.P 4800/4600/4200/3200/2

200/1800(視線不良

南港 101 藝馥國際

-B.A.P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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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4800（身障區兩人

一組） 

on Earth 

Taipei 2014 

2014/05/24 徐仁國 3800/2600/3800（身障

區兩人一組為單位販

售） 

南港 101 藝馥國際 

2014/06/15 TeenTop 4600/4200/3200/2200/1

800（視線不良區）

/4600（身障區兩人一

組） 

南港 101 藝馥國際

-TEEP TOP 

2014 World 

Tour HIGH 

KICK in 

Taiwan 

2014/06/21 SJ-M、INFINITE、

BTOB、Tasty 

4800/4300/3200/2800/8

00/400（身障區） 

台北小巨蛋 藝馥國際 

2014/06/28 蘇志燮 4500/3800/2500/1500/1

2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大會堂  

開樂國際、

東藝娛樂協

辦 

2014/06/29 李洪基 4800/3800/3000/28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華納 

2014/07/05 金賢重 5800/4000/3800/3000 新北工商展覽

館 

西佑娛樂 

2014/07/06 Block B 4500/3800/3400/2900/1

9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寬宏藝術 

2014/07/11、12 EXO 5800/5400/4800/3800/2

800/800 

台北小巨蛋 超級圓頂 

2014/07/13 鄭俊英 3000/2500/1800 （對號

入座） 

ATT SHOW 

BOX 

環球東洋音

樂 

2014/07/26、

27 

CNBLUE 5500/4800/3800/2800/1

500 

南港展覽館 華納 

2014/08/23 B1A4 4600/4200/3800/2000 南港 101 藝馥國際 

2014/08/24 Crayon Pop 4800/4200/3600/2800/2

000/1500/12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升宏國

際 、星火娛

樂升宏、好

好看國際影

藝 

2014/08/30 池昌旭 VIP4600/4200/3700/32

00/2600/2000/1400/身

障席 7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聖諾威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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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31 車勝元 A 區 3800/B 區 2800 台大體育館一

樓多功能球場 

MUSE，星

樂寰球 

Live Planet 

2014/09/11 JYJ 6800/5800/4800/3800/2

800 （全場座席） 

南港展覽館 費斯特男孩

國際有限公

司 

2014/09/14 朴信惠 3600/2800/1800 ATT SHOW 

BOX 

統一夢公園

生活事業

(股)公司 

2014/10/19 河智苑 VIP 4500（60 席）

/4200/3500/2500/1800 

ATT SHOW 

BOX 

木更國際娛

樂有限公

司、Lian 

Contents 

2014/10/25 YG Family: 

BIGBANG、2NE1、

PSY、EPIK HIGH、

WINNER 

8800/6600/5500/5200/4

800/4200/3800/2800/22

00/1800/1200 

桃園縣立體育

館 

缺 

2014/11/29、30 SJ 5800/5200/3800/2800/8

00 

台北小巨蛋 超級圓頂 

2014/12/13 東方神起 6400/5600/3800/2800/8

00 

台北小巨蛋  超級圓頂 

2014/12/21 真理翰 3000/2700/2500/2200/1

500（*後改為自由入場

Free） 

淡水福容飯店 EPC娛樂共

和國 

2015 

2015/01/10 丁一宇 3800/3000 ATT SHOW 

BOX 

艾勒曼整合

行銷有限公

司 

2015/01/17 劉在石、金鐘國、李

光洙、宋智孝、池錫

辰 

4800/3800/2800/1800 台大體育館 3

樓 

升宏國際、

聖諾威 

2015/01/19 鹿唅、陳柏霖、楊子

姍、陳正道導演 

4980/4180/3380/2580/1

780 

台北信義威秀

中庭 

ActionStar

傳星文化 

2015/02/14 酷懶之味 A 區 2100/ B 區 1800 /8

樓情侶套票 4200 / 身

心障礙區 1050 

ATT SHOW 

BOX 

愛貝克思股

份有限公司 

2015/02/14 崔振赫 3800/2800 台北國際會議 佳音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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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TICC) 

2015/02/14 朴宰範 預售票：1,300/現場

票：1,500/包廂價：8

人低消 12,000 起 

LUXY LUXY 

2015/02/15 VIXX 3800/2800/1800/1200 新北市工商展

覽中心 

微音符 

2015/02/28 EPIK HIGH 3800 永豐 Legacy 

Taipei 傳 音樂

展演空間 

寬宏藝術 

2015/03/01 太陽 VIP5800/4800/3800 新北市工商展

覽中心 

就是娛樂、

Rolemodel

、MUSE 

2015/02/14 SM TOWN: 

KANGTA / BoA / 

TVXQ! / SUPER 

JUNIOR / SUPER 

JUNIOR-M / 

GIRLS’

GENERATION / 

SHINee / f(x) / EXO 

/ ZHANG LI YIN / 

TASTY / RED 

VELVET / 

SMROOKIES 

5800/5200/4800/4000/3

000/2000/1500 

新竹縣立體育

場 

超級圓頂 

2015/03/21 李鐘碩 4800/4200/2800/18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苼竤整合行

銷 

2015/04/05 Boyfriend 4200/3600/2800/20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聯萌演藝股

份有限公司 

2015/04/25 金宇彬 4800/4200/2800 台大體育館 1F 湛天創新、

艾沃克 

2015/04/26 張赫 3600 neo studio 湛天創新 

2015/05/02 任時完 4500/2800/1800 台北科技大學

-中正廳 

友善的狗文

化活動股份

有限公司 

2015/05/02 CROSS GENE 1800 ATT SHOW 

BOX 

雅慕斯娛

樂、就是娛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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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6 神話 6880/5880/4880/3880/2

880/1880/1280 

南港展覽館 SHINCOM 

ENTERTAI

NMENT、

SONY 

Music 

2015/05/23 FTISLAND 5500/4800/3800/2800/1

800 

南港展覽館 華納音樂

/FNC 

ENTERTAI

NMENT 

2015/06/06 Beast 4800/4200/4000/3500/3

200 

台北天母體育

場 

台灣太陽娛

樂 

2015/06/06、7 東海&銀赫 4800/4200/3800/2600/1

800 

新莊體育館 超級圓頂 

2015/06/12、

13 

EXO 5800/5400/3800/2800/8

00/身障人士 400 

台北小巨蛋 超級圓頂 

2015/06/20 鄭容和 6500（200 名限定 VIP

席次）/5388/4688/3288 

台北天母體育

館 

華納音樂

/FNC 

ENTERTAI

NMENT 

2015/06/28 Secret 3200/2800/2400 ATT SHOW 

BOX 

CultureShoc

k、TS 

ENTERTAI

NMENT 

2015/07/08 EXID 3800/2800 ATT SHOW 

BOX 

星迅娛樂傳

媒、星瀚娛

樂傳媒 

2015/07/19 宋再臨 3800/2800/2000 ATT SHOW 

BOX 

全球巨星娛

樂 

2015/07/25 蘇志燮 5200/4400/4000/3200/2

400 

台大體育館 全球巨星娛

樂 

2015/08/01 金奎鐘 早鳥優惠票：2500/現

場真愛票：3000 

河岸留言西門

紅樓展演館、

西門町 95 樂

府 

又水整合設

計有限公司 

2015/08/15 朴宰範、GRAY A 區 3200/B 區 2800 ATT SHOW 

BOX 

CULTURE

SHOCK、

i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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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MG 

2015/08/16 朴信惠 4200/3600/2800/2000

（身心障礙區） 

ATT SHOW 

BOX 

全球巨星娛

樂 

2015/08/16 SHINee 5500/4800/3800/2800/2

750（身心障礙票）

/2000 

新莊體育館 超級圓頂 

2015/09/05 INFINITE 5000/4000/3000/2000/8

00/400（身心障礙） 

台北小巨蛋 超級圓頂 

2015/09/06 池昌旭 VIP5888/5388/4888/43

88/3888/3388/2888/238

8/888（身障票）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愛樂曼整合

行銷有限公

司 

2015/09/24~2

7 

BIGBANG VIP8800/6800/5800/48

00/3800/2800/800 

台北小巨蛋 Live Nation

理想國 

2015/10/10 AOA 4800/3800/2500/20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華納音樂、

FNC 

ENTERTAI

NMENT 

2015/10/18 DAY6 1900 ATT SHOW 

BOX 

環球東洋音

樂 

2015/10/31 宋承憲 5800（VIP）區

/4800/4000/2800/2400

（身障席）

/2000/1600/140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全球巨星娛

樂 

2015/11/01 Girl's Day 4280/3380/2480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星迅娛樂傳

媒 

2015/12/04 JYJ 金俊秀 5800/4800/3800/2800 台北世界貿易

中心南港展覽

館 4 樓 N 區展

廳 

金俊秀

「2015 XIA 

4th 亞洲巡

演 IN 台北」 

2015/12/05、6 Super Junior-KRY 5400/4800/4000/3400/2

200/身障區 2700 

新莊體育館 SuperDome 

超級圓頂 

2015/12/13 孔曉振 4200/3800/3000 ATT SHOW 

BOX 

台灣太陽娛

樂 

2015/12/26 神話-前進 5800/4800/4500/4000/3

500/3000/1250（身障

區）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TICC) 

Turcosa 

Facebook 

       （本研究自行整理，以有售票之活動為主列表，不含無售票之純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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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深度訪談大綱 

1. 到韓國或外國進行跨國追星活動實踐的動機與最初的契機是甚麼？ 

2. 最初接觸到韓國流行文化是因為韓劇、韓樂或其他？那時接觸的管道是甚麼？

電視、網路或其他？花費時間的長短？ 

3. 跨國實踐的過程在你的生命中代表了甚麼意義?你是如何去實踐的？ 

4. 可以分享看看跨國實踐的相關經驗與感受。 

5. 平常的生活中與跨國追星有甚麼連結？（所處的社會、歷史脈絡） 

6. 你在跨國實踐的過程中會有哪些身體與情感上的行動與勞動？ 

7. 想瞭解身為外國人、跨國移動者的你，在移動與實踐的過程中有哪些困難與

限制？因為哪些原因堅持跨國實踐？吸引你們跨國、跨界移動的因素為何？ 

8. 每一次實踐追星實踐所需的花費大概是多少呢？這些經費的來源是？ 

9. 你們會經常出現在某些固定場域嗎？可以舉例看看。例如：江南區經紀公司

巡禮／儀式性 

10. 續上題，這些場域或空間有甚麼特別之處嗎？當你們身在這些場域中的時候

有甚麼樣的想像或感覺？你們是怎麼看待（觀看）這些場域的？（經紀公司、

韓劇場景、電視台等等） 

11. 在跨國追星所去的場域中（簽名會、接上下班、參加錄影、韓劇景點、明星

開的餐廳或店），通常你們的服裝打扮是？會用甚麼樣的方式吸引偶像的注意

呢？在追星過程中你們會用甚麼方式做紀錄？ 

12. 追星會變成一種習慣嗎？會有上癮的感覺嗎?例如：場場必到、大量購買專輯：

衝榜、抽簽名會入場資格 

13. 你們會和偶像建立甚麼樣的關係呢？親密（近）的、像朋友一般的 

14. 在追星的過程中，是否能藉以建立地位？例如：偶像認得她、拍照技術好、

出圖速度快、行動力佳、場場都到、資訊情報佳或正確、開站子有名氣、在

粉絲之間有名氣自信感、勞動後的報酬 

15. 在追星的場域之中各國、各團的粉絲之間是否有互相競爭或依賴／依附的情

況？認同感會有所區別（例如：不同國籍的、支持不同團體的） 

16. 關於送禮（文化：親自送到手上是第一目標）、認證照、禮物被使用 

17. 追星實踐過程中產生甚麼樣的愉悅感？ 

18. 到韓國追星實踐時，會順便進行其他的消費活動嗎？（韓妝、韓衣、任何東

西、旅行、咖啡店｛一般／明星開的｝、經紀公司之旅、餐廳｛韓劇中、韓綜

中出現的、明星開的｝、凝視的概念、韓劇／韓綜出現過的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