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裡，商品被大量生產，消費文化興起。在資本家的手中，

文化也變成了商品，能大量複製並銷售於閱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隨著消費社會

趨勢的演變，不同於法蘭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論點，日常生活中閱聽人的文

化消費與能動性成為近年來學界探討研究的熱門主題。在流行文化和閱聽人研究

中，有關「迷」的研究引起了廣泛討論，而 Jenkins（1992）探討《Star Trek》迷
文化的研究可說是主動/過度閱聽人文化消費的濫觴。 

在媒體科技的發達下，國際或全球間跨文化消費商品流動的現象日益頻繁。

如英國《哈利波特》系列小說與電影即席捲全球，不但小說一到五集在各國皆輪

流登上銷售排行榜冠軍，電影第一到四集也都登入全球史上前二十大賣座電影榜

單。在此種熱潮下，出現了一則與迷有關的有趣國際新聞： 

正當《哈利波特》系列叢書在全球熱賣、吸引大批兒童競相閱讀之

際，網路上卻也同時出現許多「另類哈利波特小說」，其中不乏哈利波

特與他在魔法學校的對手「跩哥」親熱的同性戀情節，令該書出版商相

當頭痛。 
一些由網友們自行改寫的哈利波特網路小說將書中的男孩角色塑

造成同性戀者，其內容「天馬行空」的程度已到了令人匪夷所思的地

步……只要在網路搜尋引擎輸入「哈利波特色情」，就能找到至少八百

個關於哈利波特的「鞭撻小說」（slash）相關網站。「slash小說」是指將

男主角描繪成同性戀者的小說，大多由女性所寫1。除了網站外，有些

新聞媒體也刊載哈利波特slash小說。 
擁有《哈利波特》電影版權的華納兄弟公司早在《哈利波特》首部

電影推出前，就要求這類網路小說的網站刪掉相關內容，否則就要告上

法院，但此舉引發網路小說讀者抗議並發起行動杯葛電影，迫使華納放

棄興訟的念頭。 
一名 slash小說女作家指出，她們的作品涉及浪漫及情感的部分比

色情要多，絕不像色情小說那樣猥褻。此外出版商也擔心，若是高調壓

制這類小說，可能引起大眾矚目而造成反效果，因此不願輕率採取法律

                                                 
1 根據Harris（1998a：8）的解釋，slash是指迷自己的小說創作與閱讀，內容是關於他們所迷的

對象。slash通常是明確情色（sexually）的，也常是有政治意識的（politically conscious）。另外，
slash是複雜而不斷發展/進化的文類（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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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國際新聞中心，2003.6.29）。 

slash 小說在 Jenkins（1992）的研究中，正是屬於「迷的生產」行為，一種

閱聽人對媒體文本的挪用、自我詮釋與再生產意義，並能延伸出屬於自我另類的

次文化社群。在《哈利波特》熱潮亦狂捲之下的台灣，也出現了迷對《哈利波特》

文本的的挪用與再製。 

除了一般對迷族群閱聽人的內在認同與外在行為之討論外，我們在上則新聞

中可看見一些有趣的現象。例如 slash 小說的內容與原著版權的法律問題，以及

電影公司、出版社和 slash小說作者/讀者的互動關係等等，都顯現出迷的生產與
活動在社會中仍會在各層面上與他者互動。而迷的自我再製行為加上她/他們身
為所迷文本之閱聽人與消費者的身份，都讓迷與商業機制的關係複雜而值得玩

味。 

不同於西方的稱呼（如slash、zines/fanzines2，或學術界的「第三級文本」3），

這種迷的生產創作行為與成品在台灣被稱為「同人誌」，領域橫跨了漫畫、動畫、

電玩、線上遊戲、電影、影視偶像，以及本土的布袋戲等，並延伸出台灣的同人

誌次文化。在跨國文化商品消費的背景下，台灣的同人誌現象與活動是如何興起

的？在現今台灣的發展又是如何？如以上新聞所提示，創作同人誌的閱聽人/能
動者與商業機制或主流文化之間又有著什麼樣的複雜關係？這些都是本研究欲

探索的範圍。 

 

 

 

 

 

 

                                                 
2 zines或fanzines指的是迷創作的小說發行再自行出版的通訊報札或雜誌，這可能是由一人所撰寫

或編輯，或是迷共同合作的活動（Harris，1998a：8）。 
3 迷的文本可分為三種：「初級文本」（primary text）、「次級文本」（secondary text）、「第三級文
本」（tertiary text）。初級文本是指原初的文化商品、流行文本本身或現象，如節目或明星；次級

文本是與初級文本直接相關的商品、刊物、評論等；第三級文本則是觀看者因初級、次級文本在

日常生活中所引發的反應、創作等持續過程（陳正國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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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的同人誌 

「同人誌」（どうじんし）一詞產生於日本文學界，有一說是起源於日本 1910
年代，一群「白樺派」文藝作家將他們文藝結社間同好的作品集結成書，並自掏

腰包加以出版，這種同人間的刊物就被稱為「同人誌」，視之為風雅韻事（蘇微

希，1998.8.11）。而林依俐（2002a：67-68）則是將具有同樣本質的現象往前溯
及 1885 年日本史上第一個文學結社，也是第一個留名的同人團體—「硯友社」，
他們會定期發行文學創作誌《我樂多（がらくだ）文庫》，而這樣由文人自成文

學結社，將作品自費結集、小量發行傳閱及相互批評以求進步的風氣，在進入到

大正時代後更是普遍，持續到昭和年間而不斷。 

「同人」（どうじん）在一般日漢辭典中的解釋，是指志同道合之人，也就

是以相同意念、題材而意氣相投結合的一群同好；「同人」一詞甚至可回溯到《易

經》卦名—「同人于野。亨。利涉大川。利君子貞。」意指與人和同，能與人和

則能化解爭執對立；從此意來看，也相當能夠表達同人誌包容度廣且充滿自由的

特性（吳寧馨，1999：72）。而「誌」則是這群同好將所思所想付諸文字、圖像
等媒介使之具體呈現的刊物。因此同人誌可以解釋為「志同道合之人自費出版的

刊物」，並在原則上屬於非商業性質考量的出版行為。日本的同人誌是由文學方

面發端，漫畫型態的同好創作則是在二戰開始發展並套用同人誌一詞，更在 80
年代後因前所未有的動漫畫熱潮帶來了「衍生/演繹」作品的同人創作興起，此
後漫畫同人誌的的內容漸漸轉向「自我表現、同好間的意見交換」，正式與以文

筆切磋為重心的文學同人誌分道揚鑣，日後漫畫同人誌內容便走向複雜化與市場

規模的巨大化（林依俐，2002a：67-68）。發展至今，同人誌已泛指同人所創造
的小說、漫畫、短文、插畫、圖片、周邊商品等等，甚至也有同人 GAME（電
玩遊戲軟體）、同人音樂以及模型的產生；而這樣多元化的類型，也從日本漸漸

影響甚至移植到台灣。此時的「同人誌」一詞的內涵，也擴大衍生成指稱「從事

私人、業餘、非商業體系及商業考量的出版創作」的概括名詞，並成為一種單純

說明出版方式的分類（林依俐，2002a：67）。 

台灣早期（或可溯及 1940 年代）的漫畫同人可分兩大主流，一是 fan club
（迷俱樂部），另一則是漫畫研究同好會。前者是喜歡某部作品或作者，或某作

品的某位角色，大家聚在一起評論、介紹作品，交流情報與訪問；後者則以畫技

的磨練、切磋、交換心得為主，亦即業餘的漫畫創作團體（台灣同人販售會，n.d.）。 

國內的同人文化活動約莫在 90 年代起循日本模式發展引進4，初期同人誌團

                                                 
4 日本的漫畫同人集會約於 1975 年興起，由於 70 年代日本社會文化氣氛封閉，一群年輕人開始

自費定期舉辦漫畫同人集會，試圖藉同好間彼此的交流產生新刺激來打破停滯的現狀，此種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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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舉辦過同人誌社團作品的展出，但規模不大且缺乏組織，如台灣第一個公認

純粹的同人誌販售會是 1996 年由同人社團「超級橙組」在台北熊寶寶餐飲店舉

辦的「秋日派對」，日後尚有「綠次元大爆爆」、「春日派對」、「夏日祭典」等由

同人主辦的販售會。直到 1997 年 10 月捷比漫畫屋與日本SE株式會社台灣分公
司艾斯泰諾合辦「Comic World台灣」後，開始每年固定都有大型同人誌販售會，

提供給同人誌團體發表空間且成為頗具規模與組織性的活動；此後台灣同人誌團

體數量開始急速增加（京城野，2000）。同人集結的方式目前多以社團（校內、
跨校、跨縣市皆有）與工作室為主要型態，實體或網路虛擬皆有。 

在 2003 年 7月 19日、7月 20日舉辦的開拓動漫畫祭Ⅱ（Fancy Frontier Ⅱ，
簡稱 FF2），其第一日的社團報名數達到 400 攤，宣稱破了過往台灣同人史上單

場單日最高攤位數的記錄，之後許多大型同人誌販售會的社團單日報名數亦動輒

達到四百多攤；2004 年 7月 24日、7月 25日的開拓動漫祭Ⅳ（FF4）兩天攤位

數更號稱高達 1400攤，成為台灣同人史上最大場即售會活動。2004 年的台北國

際書展，也出現由同人誌社團或個人轉型成的小說出版社參展。至於平面、電子

媒體，甚至台灣電影都出現以同人誌為主的報導或題材。從這些現象與記錄來

看，台灣同人誌的社會活動範圍似乎正擴大中。同人活動風氣所引發的效應，不

僅是參與者熱衷，同時也讓業界看好同人活動帶來的商機，這也是同人活動場次

有逐年增多趨勢的原因（李姿瑤，2004：18）。 

一般而言，台灣現今的同人誌延續在日本發展的概念與狀況，大致可分為兩

種創作系統。一是符合日本大正時代精神的「原創派」（original），亦即題材完
全自創；二是較為人熟知，亦為台灣同人誌大多數主力的「演繹派」（又被稱為

parody），亦即以商業動漫畫、電玩、電視電影、樂團偶像、布袋戲等原作故事

與角色為藍本，以自己的想法重新詮釋，再衍生出創作（蘇微希，中央日報 1998
年 8月 11日）。從演繹派同人誌的特質來看，其創作即屬於迷外在生產行為之一。 

而常與同人誌並稱而易被外界搞混的「cosplay」，其名稱是從日文「コスプ
レ」而來，為「costume play」—角色扮演之簡稱，台灣取其日文發音，英文拼
字，意指迷運用將喜愛的角色變裝上身的方式，從化妝與服裝上模仿呈現出個人

創意與風格。cosplay的原始發展出自於宗教儀式與戲劇表演的扮裝文化，而美國
的科幻小說（Science Fiction）迷在 1960 年代開始在迷的聚會中出現文本角色的

化妝扮裝，之後也傳入日本的SF迷聚會（林依俐，2003d）。日本自 1975 年Comic 
Market開始後，就有同人誌社團在同人誌販售會中為了凸顯甚至促銷作品主題和

                                                                                                                                            
集會就被稱為「Comic Market」（コミックマーケット），日後被簡稱為「Comike」（コミケ）或
「Comiket」，也就是同人誌販售會（林依俐，2002b：71）。台灣的同人集會或販售會，早期雖因
缺乏資料不能認定是學習日本模式，但後來捷比漫畫屋與日本SE株式會社台灣分公司艾斯泰諾

合辦「Comic World台灣」同人誌販售會，則的確是引進日本模式與規則來舉辦，也成為現今大

型販售會的基本藍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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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潮參觀，而扮演成ACG5等初級文本的角色人物，稱為「看板娘」。後來此

舉在同好間引起風潮，具科幻色彩的ACG作品也與SF迷的扮裝文化合流，加入

cosplay的人數急速增加，反與同人誌創作人數不相上下甚至更多，之後也衍生出

自己的活動，以扮演角色的台詞或特定姿勢互相娛樂交流或供其他愛好者拍照欣

賞為主。 

據古孟釗（2004）的研究所稱，台灣 cosplay首次出現於 1993 年秋季，由大

學動漫社團與同好組織以集體訂做的方式製作 cosplay 衣著。現今 cosplay 在同
人誌販售會場內多與同人誌分開展演，或移至場地外圍，在台灣也會出現在漫畫

博覽會、國際書展甚至多媒體展等場所，已不限定出現於同人自辦的活動。cosplay
近年來甚至開始被 ACG 相關廠商請來擔任商業活動的「看板娘」，如電影《陰

陽師》、漫畫《棋靈王》的公關活動上，廠商會接受或主動安排迷來 cosplay其中
角色，在活動上露臉、走台步、與明星或作者合照等。布袋戲的宣傳方式亦是如

此。 

雖然 cosplay和同人誌又被稱為「孿生的次文化」（遲恒昌，2003），但因兩

者的發展歷史和生產消費體系仍有差異，本研究主要以同人誌為研究對象，

cosplay的發展與表現並不包含在內。另外，因「原創派」與「演繹/衍生派」的
定義與發展不同，本研究一般提及「同人誌」時包含兩者，當需要個別說明時則

會特別標示。 

同人誌的文本內容類型則是一直處於浮動的狀態，雖然有相當程度是取決於

初級文本的流行風潮，但同人根據自身生活情境與愛好所做出的挪用與創作抉擇

又有許多變動的不確定因素。舉辦同人誌販售會的主辦單位為了排列攤位及分區

的考量，通常都會觀察最近的同人誌分類來給同人報名時勾選。以 2004 年的三

場販售會為例： 

 日本SE株式會社台灣分公司艾斯泰諾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的「Comic 
World」：少年JUMP系、少女漫畫系列、自創設計系列、布袋戲、明星

系列（傑尼斯、日劇、電影…）、動畫系列、男性向、娃娃系列、電玩、

線上遊戲系列、其他。6 
 開拓動漫畫情報誌所舉辦的「Fancy Frontier開拓動漫祭」的作品別有：

原創作品、總合動漫畫、總合遊戲、電影偶像、線上遊戲、布袋戲、JUMP
系、學校漫研、模型‧DOLL、其他。7 

                                                 
5 動畫Animation、漫畫Comic、電玩遊戲Game的統稱。 
6 2004/5/1-5/2的CWF(Comic World Fancy，艾斯泰諾與開拓合辦)場刊中，CW下一場活動報名表
中的社團參加種類。 
7 2004/7/24-7/25的FF4場刊中，FF5攤位報名表的參加類別除了有以上列出的作品別外，還增添

了性向別：男性向、女性向、一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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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的「Comic World Taiwan台灣同人誌
販售會」：JUMP系、男性向、女性向、樂團類、奇幻類（如魔戒、哈利

波特）、自由創作、布袋戲、電玩、藝能類、其他。8 

這三家公司都不是全依初級文本來分類，有些參雜了同人誌的文本內容屬性

分類（如男性向、女性向）。這些分類，依研究者的觀察並不是一成不變的，例

如在 2003 年 CWT 的分類中尚有「樂團類」（指日本 J-ROCK/視覺系樂團），但

之後似乎隨著台灣流行音樂中日本視覺系樂團流行度的下降而使相關同人誌作

品漸漸減少，數量程度不足以成為販售會中區別社團或作品的類型標準。 

依照上述的分類以及研究者過去一年來對數場同人誌販售會內容變化的觀

察，認為本研究所指「同人誌」，其所包含的有漫畫、動畫、電玩與線上遊戲、

電影、布袋戲、影藝明星與模型‧DOLL9等初級文本的挪用衍生再創作以及自創

作品。除了台灣本土的布袋戲之外，絕大多數的初級文本是來自於日本、美國甚

至韓國與香港的流行文化；台灣的迷們對這些初級文本進行著跨國消費與詮釋再

生產，並在同人誌販售會中匯集各類迷群及創作者所生產的同人誌（包括演繹派

與原創派），彼此交流及消費。 

 

 

 

 

 

 

 

                                                 
8 2004/8/7-8/8的CWT7台北場刊中，CWT活動報名表所列社團種類。 
9 本研究對台灣同人誌次文化中的初級文本，雖是按照文本類型而分類，但另一方面部分初級文

本的確擁有跨文本甚至互文性的特質，例如《犬夜叉》有漫畫、動畫、劇場版電影甚至電玩與舞

台劇的相關作品，《陰陽師》有小說、漫畫與電影，台灣的霹靂布袋戲亦延伸出漫畫與電影的多

重文本。面對擁有互文性的初級文本，本研究首要思考原則，是以「原始」創作者所創造的最初

文本類型為分類標準；再來，會考慮這些初級文本在台灣本地何者最先被引進、或最先流行於同

人間並引起衍伸創作來作為分類標準依據之一，並另外做特別補充說明。 

6 



第三節  問題意識 

之前台灣觸及過同人誌的學術論文，不少都是在研究漫畫文化、青少年次文

化或布袋戲消費文化時順帶提及一筆，將同人誌視為後現代消費社會中的迷文

化、青少年具創造力的次文化、或是漫畫流行文化中的一員（如宋丁儀，2002；
陳佳蓓，2002；遲恒昌，2003；劉平君，2003）。專門聚焦在同人誌活動的林怡

璇（1998）、李姿瑤（2004）和古孟釗（2004）則是對同人誌成員的的行為經驗、

生產體系、個人特質與價值觀做較深入的探討。林怡璇（1998）認為同人誌團體
成員能在無償、付出許多時間與金錢的情況下組織團體、定期參加聚會，自掏腰

包印刷刊物發表作品；這些行為具備有「迷」—過度閱聽人的特性。李姿瑤（2004）
亦視參與同人誌與 cosplay角色扮演的成員為具有主動詮釋能力以及形成自發性

社群與共同文化的閱聽人。她們皆以閱聽人的位置出發，去瞭解迷對特定媒體文

本的文化消費與挪用生產，但主要限於研究動漫畫閱聽人的同人創演行為。古孟

釗（2004）則從休閒活動的觀點切入，描繪出同人誌次文化環境中的生產與消費

體系與特徵，認為台灣的同人誌是在將日本流行文化做在地化實踐的行動，並期

待同人所展現出的豐沛創意能刺激相關 ACG 休閒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可能
性。 

但這些研究缺少從文化間互動來觀察的角度，極少實質處理台灣整體同人誌

發展背後的歷史文化脈絡，也未整理歸納台灣社會中初級文本所處的商業流行文

化與同人誌次文化之間的相互位置與動態關係，或是只將這種文化間的關係當作

存而不論或論而不究的先驗背景。 

從台灣同人誌販售會的場地空間分配來看（以 2004/5/1-5/2的 Comic World 
Fancy為例，見圖 1-1），我們似可隱約看出同人誌並不是一個「單獨」的文化> 

在其周圍有許多和初級、次級文本相關的商業公司攤位，或是針對同人誌生

產者、消費者與 cosplayer的特定消費需求而衍生的「服務」：販賣食物的攤位、
由專業攝影公司為 cosplayer拍照後現場數位加工沖印，以及此次 CWF大會首創
的真人互動式 cosplay「美少年喫茶」Data Code企畫，製造出幻想中的虛擬世界，
讓消費者進入喝茶還可和 cosplay的咖啡廳男侍互動「演戲」，並可購買同人畫家
所設計的杯盤。而擺在企業區的攤位（見圖 1-2），有主辦單位的「本行」來販售

雜誌、繪畫用品或電腦軟體，也有販賣台灣版或日本版各式初級、次級文本的出

版社，以及引進日本同人誌或提供代購服務的漫畫屋與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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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CWF 2004/5/1-5/2台北世貿二館活動場地分配圖 

 

 

資料來源：CWF場刊第 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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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CWF 2004/5/1-5/2企業攤位置圖 
 

 

資料來源：CWF場刊第 37頁 

如同吳寧馨（1999：73）所言，同人誌販售會對同人來說是展現成果與同好

聯誼的交流平台所在，對精明的主辦單位而言卻是個十足商業氣息的地方。而台

灣同人誌販售會或cosplay活動的主辦單位，從一開始多為動漫畫相關產業的捷比
漫畫屋、日本SE株式會社台灣分公司艾斯泰諾、開拓動漫畫情報雜誌，或由學

校動漫社、同人誌社團所獨力舉辦。近年還有地方政府（如台北市政府）、政黨

（如國民黨）、文教機構（如導航基金會、奇幻文化藝術基金會）等各種非商業

性組織。另外更出現許多結盟性質的協辦單位，例如動漫畫周邊商品店鋪，甚至

中華郵政與經濟部的數位內容學院10，以及主辦招募前去日本同人誌販售會的旅

遊團。同人誌販售會似乎就像同人誌次文化與外界連結的公開橋樑，販售會中不

只有同人誌與cosplay的生產者，也有各種動機目的不同的消費者、攝影者或「路

人」。隨著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屬性與動機的不同，同人誌次文化與社會其他機

制體系的連結意義也不相同。 

                                                 
10 如開拓動漫祭Ⅳ(FF4)的協辦單位有漫畫小子便利屋、中華郵政以及經濟部工業局數位內容學

院。中華郵政近年來開始在各大同人誌販售會中設攤，為cosplayer現場製作數位化個人郵票，此

次更與FF4 合作舉辦「中華郵政漫畫形象代言人cosplay選拔賽」。經濟部工業局數位內容學院則

是和FF4合作邀請日本動畫導演與聲優來台，與國內動漫創作者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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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同人誌販售會中，研究者從「主角」同人誌被商業攤「包圍」或「面

對面」的地理位置進而聯想到其文化甚或經濟上的位置：同人誌次文化在台灣社

會中的位置何在？它身處於哪些社會、歷史甚至跨文化的網絡之中？它和其他商

業機構及其背後的文化之間有什麼樣的關連與互動關係？ 

在文化研究對次文化的探討裡，Frith（1980）與 McRobbie（1989）即開始
試著揭露出次文化與主流商業體制間的關係，質疑真的有獨立於商業體制之外的

次文化嗎？還是次文化與主流商業體制之間有某種商品甚至創意的循環？如此

看來，次文化「反抗」主流文化是必然的嗎？次文化成員在消費與挪用商品之後，

「反抗」的層次和意義永遠一成不變嗎？或是如 Fiske（陳正國譯，1993）所說，

如同霸權有各式各樣的宰制手法，閱聽人對立的解讀與應對方式也是各式各樣。

在次文化與迷研究中都被注重的閱聽人能動性/反抗性問題，亦是本研究終極關
懷之處。 

不同於過往研究的閱聽人文化消費行為與意義之角度，本研究擬以較鉅觀的

文化與組織層次以及經濟的角度為台灣同人誌文化的研究補充另一種面向，並呈

現出台灣同人誌次文化更廣大的面貌。同人誌雖然不僅是迷根據初級文本所挪用

詮釋創造出產品的迷文化，更是有創造及生產行為能動者的次文化，但此次文化

的發展又與許多初級文本的流行文化發展互有關連11。根據以上討論，本研究的

問題意識主要如下：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台灣社會中同人誌次文化如何在地化發展與變遷？在此

過程中與其他流行文化或商業體系之間的相互影響的動態關係與意義為何？ 

從問題意識所延伸出可能的問題面向包括：在變遷過程裡，全球與在地的流

行文化、商業體系甚或社會意識型態是如何影響了台灣同人誌次文化？身為消費

者、閱聽人或是迷的同人，又認為是哪些文化或力量影響了同人誌次文化的發

展？又如何回應各種跨國/本土初級文本的流動，以及同人誌次文化與其他文化

與政經機構的相互關係與影響？擁有什麼樣的能動/反抗之意識、能力或其他可

能？ 

本研究將以各級文本交錯出現的「同人誌販售會」為主要參與觀察的研究場

域，以此為主要指標觀察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的變遷。 

 

                                                 
11 雖說初級文本對同人誌有直接的的影響，但由業界或媒體所製造延伸出的次級文本，有時也

會成為刺激同人創作的動機或材料來源。本研究將次級文本一併列入初級文本的流行文化裡，但

其與初級文本間的生產網路或特質差異並不在本研究欲探索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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