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問題，本章接下來整理與討論相關的理論研究。首先檢視全球化的

概念與各種觀點的辯證，以對文化同質、異質及混雜化的討論。考慮到台灣的歷

史脈絡，本研究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脈絡下，初級文本的文化工業進行著權力關

係不均的跨國擴散與循環，而台灣的消費者因此也進行著權力不對等的再情境化

文化消費，衍生出克里歐化式的新消費文化，包括同人誌次文化的生成。 

回到同人的身份來看，絕大多數演繹派的同人即是過度的閱聽人—迷，迷所
生產的第三級文本就是演繹派同人誌。本研究以迷的理論介紹迷的內在認同與外

在生產行為，以及所延伸出的愉悅及次文化空間，並整理國內有關同人誌的研究，

呈現台灣同人的人口特徵、內在認同價值觀、擁有什麼樣的愉悅以及外在生產行

為。但是，迷理論亦被批判為「忽略權力關係、生產脈絡、閱聽人本身的資源與

能力」（吳廷勻，2004），本研究希望能在這方面進行探索與補充。 

迷會衍生出屬於自己的次文化空間與社群，台灣同人也生產出屬於自己的文

本、社群與展演空間。回到社會文化的脈絡，同人誌次文化如何和其他流行文化

與商業機制互動發展是本研究的重心。本研究以文化研究中的次文化理論，幫助

梳理出次文化與主流文化、商業機制間可能產生的互動關係，並論述次文化理論

所在乎的「反抗」意識，其實也會隨研究者所期待的反抗對象以及行動層次不同

而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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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全球化下的閱聽人 

在第一章第二節中，本研究對台灣同人誌初級文本的分類包括：漫畫、動畫、

電玩與線上遊戲、電影、布袋戲、影藝明星與模型‧DOLL。除了布袋戲之外，其

餘初級文本絕大多數皆來自美國與日本，也有部分來自韓國或香港的跨國流行文

化工業。 

對於跨國初級文本在台灣的流動與消費，部分相關研究注重跨國之間的權力

不均關係，以及此關係下所產生的在地流通或消費實踐等情況。例如李衣雲

（1996）、黃雅芳（1998）、古采艷（1998）研究台灣漫畫文化工業的生產與發展，
在後殖民或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下，台灣與日本之間的歷史脈絡與政治因素皆嚴重

影響到台灣本土漫畫與現今漫畫市場的產製，以及台灣民眾對漫畫的認知與消費

實踐。 

本研究認為，絕大多數演繹派同人誌所從出的跨國與本土初級文本是如何流

行於台灣社會的問題，會影響到在地消費生產出的第三級文本性質與次文化的發

展。這也是文化與傳播全球化研究的重點之一。本研究不想拘泥於理論上的選邊

或判斷，而是希望藉助於重要概念，以歷史觀點與實際的分析來發掘、描繪出更

豐富的全球-在地化面貌。如同陳光興（1994：10）所說，所有本土在地的文化分

析都必須面對全球化層次的運作，及其間所暗含的權力關係。在跨國資本主義的

圖像中，我們不僅可以掌握到結構中所佔位置的差異性，也能夠看到其間的權力

關係，對於現象的解釋也更具說服力。 

本研究擬強調全球各國權力不平等劃分的現象，來看美國、日本與台灣在世

界跨國文化商品體系中的位置與關係，以及閱聽人消費文化商品後的挪用再詮釋

與實踐意義。在文化工業的全球/跨國產銷體系權力關係不均等的情況下，在地閱

聽人對外來文化商品的消費與實踐，可能受到外來文化的同質影響，也可能結合

在地特質而有所創新。因此，在地閱聽人所實踐衍生出的文化，和全球/跨國文化
之間可能會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台灣的同人誌，絕大多數也是全球/跨國文化工業
下消費衍生出的產物，因此對全球-在地的文化脈絡與意義不能加以忽視。 

此處之所以使用「全球化」一詞，是為避免陷入「文化帝國主義」太過單面

向強調文化傾斜入侵的字面迷思。但本研究亦不採納過於樂觀的全球化觀點，而

是希望經由交叉辯證，找出連結鉅觀與微觀、全球與在地的方向。克里歐化

（creolization）的論述或許即兼顧鉅觀的跨國權力關係與微觀的在地文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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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概念的拓展 

70 年代以來，跨國公司與市場、傳播與媒體科技以及它們在世界體系中生產

與消費的變化和發展，造成了「全球文化」的成長（楊祖珺譯，1998）。目前全球
化（globalization）所牽涉的觀念相當廣泛，從一開始對世界體系經濟的關注，漸

漸擴散到政治、文化甚或環保等面向，指涉全球各地域的相互關連及依賴關係。 

Tomlinson（1997：171-172）描述全球化的過程是全世界各社會、文化、體制
以及個人之間產生複雜、交互關連的快速發展過程；這牽涉到時間、空間、物理

上或再現上的距離壓縮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世界縮小了，人與人之間的距離也

變近了。它也是一種社會關係伸展的過程，跨越了國家的邊界，在各種新的時空

組合中結合和連接各類社區與組織，將那些主導我們日常生活的地方/本土性脈
絡，拉到全球性的層次，而更多的是全球與地方性脈絡的交互影響。 

因此，全球化的定義主要和兩項因素有關：世界各部分越來越形成一個全球

體系，任何一方發生的事都可能休戚相關；人們可以更快得知發生的大小事情，

也影響人們的時空概念。這種時空壓縮和新傳播科技及後現代情境的發展有關。

在此之下，地方與文化的特殊性其實並不能真正轉換，地方化/本土化應該是相對
應而非對立的概念，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一詞即意指全球與地方會產生新
而複雜的連結與辯證關係（蘇蘅，2004：706-709）。關於全球化的討論，核心焦點

之一即在於全球與在地之間的關係、相互影響與衍生問題。 

 

二、全球化下的文化自主問題 

全球化的情勢發展鬆動了國家文化和經濟的結構，民族國家逐漸面臨國際整

合與全球整合這些真實存在的抗衡，舊有的國家文化和國家認同開始轉變。一種

所謂新的、不同的文化全球空間出現，持此觀點者認為國家文化與國家認同的形

式將被一種全球/在地的面向所替代，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總是會被一些和全球
有關的東西滲透（楊祖珺譯，1998）。在此過程中，新科技的媒介管道與媒體產品
的跨國交流、生產、消費，使傳播媒體扮演了催化與加速的角色。許多學者認為，

全球化與傳播扣連的議題就是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亦即流行文化

符號、產品及事件在全球大量流通的過程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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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其實具有初探性研究的性質，各種理論或思考進路仍不斷交鋒滲透，

對全球化的定義與動態變化亦迭有論戰（蘇蘅，2004）。有不少學者採取將全球化

視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甚至殖民主義向全球擴散的觀點，強調全球化背後的文

化產品單向流通，以及各種權力不均與主導操控關係，在此種脈絡下的傳播環境，

各國文化自主的能力是否節節敗退，最終造成「文化同質化」的宰制狀態？ 

較樂觀的全球化學者則反駁，認為全球化過程會帶來各種多元的回應，因此

不會導致單一、同質化的全球文化。因為民族國家控制力量的消退，全球與在地

文化兩者並非分隔斷裂而是彼此纏繫，迅速而便利的交流將帶來多元文化的榮

景，甚至充滿「足以對抗或反饋既有的系統性與秩序」的可能性，某地的文化無

論以何種形式都能影響全球各地（Featherstone，1990）。 

Schiller（1991）卻指出，現今全球文化的「中心化」雖然有分散的趨勢，但
這不能改變存在全球性文化宰制的事實。權力的主導關係並沒有太基本的改變，

只是權力施行的管道更為複雜（魏玓，1999）。全球化理論的優點雖包括能注意到

全球與在地的辯證關係，但卻容易忽略文化背後的政經結構因素。這也是文化帝

國主義者對全球化主要的批判論點。被全球化論者批為太過單面與中心化、過度

決定論、沒有實際證據的文化帝國主義，能帶給全球化論者的最大啟示即在於注

意到不均的權力關係及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而不能僅是存而不論。 

權力施行管道的複雜度既然提高，文化同質化的可能仍不應被忽視。全球文

化強權雖然不再單一中心化（而是從美國老大變成歐洲、日本等國都能分一杯

羹），全球流行媒體文化的大量與相互滲透也讓彼此權力流通的管道與現象更為複

雜，不再只是完全單向宰制關係的可能。如 Straubhaar（1992，轉引自黃能揚，2001）
分析拉丁美洲國家的媒體工業位於世界經濟體系的位置與歷史發展，認為儘管許

多國家向外進口科技設備或文化產品，但不一定來自單一的國家，其自行生產的

傳播文化內容也享有高度的相對自主權；因此他提出「不均衡相互依賴」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的概念，認為語言、宗教、殖民歷史等社會文化

因素會導致多種媒體發展狀態，顯現出從完全依賴到宰制性相互之間仍存有其他

關係的可能性。Desser（蘇宇鈴譯，2002）則以日本的武士與怪獸電影、日本卡通
動畫與電玩、香港的功夫警匪片從 50 年代以來陸續影響美國的美學表現與工業生

產結構為例，認為文化霸權單向流通/宰制的觀點某方面而言並非完全正確，流行

文化不只是單行道，它的流通起碼是一來一往、有給有接的。它能不斷循環與再

生，同時讓創作者和消費者能在其上拓展、改造、思考及再創造。只是，在此過

程中不是每個行動者都有相同的機會與影響力。 

在轉化論者的眼裡，全球化是推力拉力兼而有之，全球化的過程充滿相依和

矛盾的弔詭，有普遍化也有特殊化，文化與民眾互動交織會出現新的文化網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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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雜文化（蘇蘅，2004）。但在文化看似多元交流的背後，權力關係仍是不應忽視

的面向。Lull（1991）即指出，文化之間的融合可能引起文化相互轉變，並可能牽
涉到相當的文化創造力，但這種轉變會涉及雙方後續不平等的經濟權力關係。 

 

三、全球化閱聽人研究中的權力關係 

對全球化抱持樂觀態度，認為將帶來「通俗的與在地的論述、符碼與日常生

活呈現之多樣性、變化性與豐富性」（Featherstone，1990：2）之論點的前提假設，

是認為全球各地的閱聽人具有自行解讀詮釋外來文化的主動性。就算流通全球的

文化產品仍多數被美國主宰，閱聽人也不是被動、毫無反省能力地接受外來文化

產品，反能不再完全跟隨文本本身的意義，成為頑固的閱聽人。甚至 Tomlinson（馮
建三譯，1994）認為對於文化主體而言，外來文化的滲入不是強制的結果，而是

主體本身的選擇，因此不該成為批評的對象。 

但「就在我們專注於閱聽人的愉悅之際，同時卻正冒著不斷替好萊塢支配全

球電視市場的正當性背書的危險」（Seiter et al.，1989：5）。同樣地，僅僅關注於
同人誌次文化成員對初級到三級文本的解讀意義與愉悅，對整個台灣同人誌次文

化並無法作整體而鉅觀的梳理，也無法意識到其初級文本跨國流動的面向與意

義，甚至權力天平的傾斜。 

許多強調閱聽人主動閱讀技巧的觀點往往繞過了權力的問題（Murdock，
1989），如此一來，閱聽人在媒體體系中擁有控制權似乎是理所當然之事，對於結

構面的物質與符號資源分配不均，以及如何結構化了這種擁有控制權的關係則不

見觸及。畢竟，主動不代表有權力，也不能一定達到 Schiller（1991）所言「有意
義的反抗」：對跨國文化工業及孕育這些集團的社會體系與結構有所反抗，而不只

是「對媒介訊息的再詮釋」這種反抗而已。這牽涉到閱聽人的自覺性，意即是否

能面對、承認種種宰制的文化權力系統，並對此抗爭；最後，結構與被結構限制

的閱聽人活動，兩者之間是否有交互辯證的影響？ 

因此魏玓（1999）認為，全球化脈絡下的閱聽人研究應當兼顧收訊過程的三
項背景要素：「權力關係」、「結構的限制與動力」、「資源的差異與差距」，並皆能

和現實狀況小心地聯繫起來。Schiller（1991）更提醒，閱聽人研究必須考慮閱聽

人是身處於「整體文化包裹空間」之中，不能將某種媒體文本/文化商品從此抽離

出來，然後個別單一檢視其對閱聽人的特殊影響。在台灣的情況，蘇宇鈴（1999）
與趙培華（2000）即論述日本流行文化已在台灣成為一套跨媒體相互文本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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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包括偶像劇、卡通、漫畫、電影、流行音樂及相關商品，認為台灣的青少

年閱聽人在這種不斷衍生、增強的消費空間中很難產生真正而全面的抗拒性意

義，即使少數人能偶爾提出些結構面的批判，也終究會被龐大的商業力量收編，

陷入無止盡的消費循環系統中。 

不過，Fiske（陳正國譯，1993）認為左派這種過於強調結構與改革的論點，

會讓研究與論述脫離了一般閱聽人的日常生活。在 Fiske的觀點裡，閱聽人的消費

實踐以及創造生產的行為言語，皆有可能是「進步」意識的種子，在特定的歷史

與社會條件下也許會成為改革的基石。其實不論是哪種研究取徑，基本關懷大體

不脫對文化自主的不受侵蝕，及行動主體不受宰制的關懷（李明璁，2002）。 

 

四、克里歐化的挪用 

全球化的情境加速了跨國（文化）商品的流通，當文化商品移動到他國被本

土閱聽人消費後，意義與情境將產生混雜化（hybridization）的現象。商品所具體
化的文化不再是它流通的文化（Howes，1996：2）。 

延續以上論及全球文化流通的不平等脈絡，當全球與在地的文化互動並創衍

出新的混雜文化結果時，並不是所有的文化元素都在這過程中擁有同等的力量。

在以西方現代化為藍本的世界體系空間中，延續殖民概念而對第一世界有批判與

反諷的克里歐化（creolization）論述，值得成為我們觀看全球-在地等跨國文化混
雜的一種思考面向。 

克里歐（creole）原本用來稱呼西班牙海外移民後裔，而這些後裔通常會和海

外移民/殖民地的本地人婚配混血，使得克里歐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低於母國人（半

島人）而又高於本地人（吳叡人譯，1999），背後暗含兩種文化的權力不平等關係。

克里歐化也常被人類學家用於解釋多元文化互動之下新產物的型態，如 Hannerz
（1987，轉引自Miller，1994）指出人類生活於一個處於動態、互相混雜的世界，

也就是一個克里歐化中的世界。 

非洲離散克里歐文化（African diaspora creole cultures），即是來自於非洲奴隸

以具創造力的方式，將壓榨他們、強加於上的歐洲主人文化融合於非洲的世界觀

中，以非洲人與非洲導向創造出在音樂、食物、宗教和語言各方面的文化創造物。

進一步延伸，克里歐化意指兩種以上的文化彼此碰撞交會的過程，在兩者之間存

在著宰制與從屬的關係。在此文化相遇的過程中某些分屬不同文化的元素由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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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特定個人或文化社群有意義或功能而被連結在一起，最後的結果是一個和其原

生文化有差異性，但也都保存其某些元素的新文化誕生；不像後現代策略重視傳

統的去除與斷裂，克里歐化傾向於綜合處理現存的斷片元素，結合成無縫的整體

（Miller，1994）。 

克里歐化雖然並非全球化現象之後才發生的，但衍生到跨國文化消費的脈絡

來看，跨國商品會依當地的社會文化情境做調整，可能是行銷策略的改變，可能

是新用途的開發。除了這些在地化策略之外，這些商品會和當地社會文化混併而

產生新的意義—這種外來商品再情境化的過程就是克里歐化，能突顯出消費者的

主動消費與創造力，第三世界的民眾消費外來商品仍能進行本土化與固有化過程

（Howes，1996）。然而，本研究認為兩種或以上的跨國文化之間權力不均的關係

仍應被強調。 

因此，克里歐化可說是一種臣屬者與弱者在面對宰制文化時的文化生存策

略。Miller（1994：161）認為在過去 50 年裡克里歐化現象由於殖民主義的擴張而

戲劇性地增加，全世界中的本土文化被迫對付歐洲系統與想法的壓迫；而今日美

國的經濟剝削和文化帝國主義通常一起攜手開發全球市場。即使在美國內部一些

種族隔離、勞工階級的城市地區，各種媒體宣傳轟炸著居民，餵給他們西方的審

美觀與行為想法，努力將他們變成消費者。因此許多內地城市的窮人克里歐化主

流文化的某些面向，藉以保持個人與團體的認同，甚至藉以拒斥主流社會的權威

支配；克里歐化是他們維持其文化完整性的有效策略。 

在以上有關克里歐化的概念運用上，我們可以看出全球-在地、跨國/跨文化在
混雜時的宰制與臣屬關係，背後更可能有著殖民、後殖民的歷史脈絡。在台灣的

同人消費各種跨國初級文本時，正是克里歐化了原有的文化元素，衍生出屬於台

灣同人誌的文化。例如在語言上，研究者發現同人的「術語」系統大多數都受到

日文的影響（最基本的就是同人誌與 cosplay 兩詞都來自日本），許多日文（或日

式英文）都被中文化或有新意地大量運用，這也顯露出克里歐化概念中兩方文化

權力不均的關係。 

根據Miller（1994：163）的說法，克里歐化的過程需要閱聽人/實踐者能明白
兩種文化—邊緣與主流—交會相遇之點的能力。但，各種閱聽人，包括長期消費

的迷能有這種自覺嗎？甚至進一步面對、辨認出雙方文化的權力關係不均之處？

這亦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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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迷文化的研究 

對於生產同人誌的閱聽人，林怡璇（1998）、黃秋碧（1998）、宋丁儀（2002）、
李姿瑤（2004）、古孟釗（2004）皆認為屬於「迷」的閱聽人種類，甚至是迷之中

的更狂熱份子。兼具主動的消費和生產者身分的她/他們，不但有主動選擇所需要

媒體或資訊的能力，同時也是詮釋的主體，能自行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主流的次文

化。以下檢視迷的理論與研究來探討台灣生產同人誌之閱聽人的內外在行為與特

質，並試論僅從迷研究切入的不足之處為何。 

 

一、過度的閱聽人—迷 

在多數文獻中，「迷」（fan）被歸類為閱聽人的一種。McQuail（陳芸芸譯，2000）
認為「迷」指的是對特定的作者、導演或媒介內容的類型有興趣，或為特別的人

格特質、文化或知識品味所吸引的閱聽人所組成。 

「fan」一詞是從拉丁文「fanatic」而來，指的是宗教或政治上「過度而錯誤」

的狂熱者，帶有負面與批評的意味。縮寫為「fan」是在 19世紀末，新聞界描寫職
業運動（尤其是足球）或商業娛樂的忠實支持者時開始出現。也因為「fan」傳統
上與瘋狂、錯誤等印象連結，新聞報導經常把迷描寫成某種精神病患一樣，為了

對明星親密關係幻想的受挫，或追星時未滿足的慾望，來進行破壞或反社會行為

（Jenkins，1992）。許多早期的文獻，也是將迷看成「著迷的個人」（the obsessed 
individual）與「瘋狂的群眾」（the hysterical crowd）兩類。 Jenson（1992）主張應
把迷視為一種對現代社會的反動，迷是一種「社會徵狀」（ fan as social 
symptomatic），每一類型的迷都有其相關現代個體的假定。例如「著迷的個人」與

「疏離、原子化的大眾」相關，「發狂的群眾」則與「敏感的、非理性的大眾情緒

感染力」相關；而兩者分別藉由「密集投入自己與媒介文本想像的關係」、以及「群

聚至某場合，如同得了傳染病一樣的尖叫、喧鬧」來獲得滿足。 

也因此，Fiske（陳正國譯，1993）、Jenkins（1992）在研究「迷」時，都以「過
度的」（excessive）一詞來形容。簡妙如（1996）曾對「迷」的概念作了理論的初

探，將「迷」定義為「在某段時間內，特別為媒體內容的某些特質吸引，並有相

當程度認同與涉入的閱聽人」。亦即「迷」與一般閱聽人不同之處，即在於其「過

度的」與所迷文本互動的方式，分別表現於某些外在行為與內在行為。此外，迷

不但在內外在行為上有過度的表現，在認知、行動意圖與情意上亦具有主動性（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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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國譯，1993）。 

「迷」並不完全是媒體文本的被動消費者，相反地，她/他們常積極地改造他
們所接收的東西。Jenkins 將「迷」稱為 “textual poachers”「文本追獵者」，她/他
們往往透過自身的主觀經驗，主動地對文本加以選擇、詮釋、生產，並常自發地

展現出來，藉此成為文本的主動再生產者，並和原生產者展開對意義操控的鬥爭。 

對於迷的主動性與過度性特質，Fiske（陳正國譯，1993）認為是一種庶民反
抗性的展現，Jenson（1992）也認為是對現代社會的反動，但是亦有學者指出未必
都是如此。Taylor & Willis（1999，轉引自鄭君仲，2001）認為迷並未都是對立、

或對文本的現狀提出象徵性挑戰的。對某些迷而言，當她/他們在熱烈地追逐某個

節目、明星或文本時，她/他們可能沒有刻意或有意識地在抗拒什麼。 

然而，「迷」過度性與主動性的反應與行為，並不是完全一致的。所謂的過度

是相對照於一般的閱聽人而言，對於成為一個迷，其內外在參與程度仍因人而異。

Abercrombie亦認為，喜愛同樣某一文本的迷們，在內在情感上不一定會從同一個

面向去關注和接收此文本，而迷們的外在行為也可能彼此有相當大的不同（陳芸

芸譯，2000）。 

既然「迷」的定義不再簡單易分，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嘗試沿著
認同與不同經歷將閱聽人區分為連續光譜的五區間，也更為細緻地區分出迷的涉

入程度與內外在的過度性質。這五區間分別是：1. 無特定媒介使用的普遍消費者；
2. 受到某類型文本吸引，但彼此之間沒有接觸的迷群；3. 針對特定文本並使用大
量媒介且彼此互動、組成非正式網絡連結的「崇拜者」（cultists）；4. 組織嚴謹、
專注於特定文本，可做為抗爭基礎的「狂熱者」（enthusiasts）；5. 由狂熱者發展出
來，具有專業生產能力的「小規模生產者」（petty production）。而越往後走的閱聽
人，涉入程度則越深，投入越多精神與時間，也發展出越專業的解讀分析技巧。 

與之前的迷理論相較，第 2 到第 5 的區塊是屬於傳統迷的概念範圍，例如

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就認為以往多數文獻或報導中所稱呼的迷，其實

比較接近於崇拜者（cultists）的概念。但只在最涉入的一端才提出迷的生產行為則

似乎過於偏狹。若照 Fiske「庶民的生產」之定義（見下節），則各種生產狀況都可

重複發生於各區塊的閱聽人。不過若僅指實質第三級文本上的生產，則Abercrombie 
& Longhurst的分類也可幫助我們思考台灣同人誌次文化中的迷們，除了最顯見的

第 5 類「小規模生產者」外，也包括了第 3、4 類的非生產者或消費者。而就算是

從事第三級文本生產的同人，對所迷事物的認同、狂熱程度以及持續時間的長短

皆因人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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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另一個在大眾認知中可能常與「同人」混淆的名詞「Otaku」，其實也是
對「迷」定義的再詮釋爭奪。在日文裡的「Otaku（おたく）」原屬第二人稱的敬
稱，後來在 1982 至 1983 年間於日本SF動畫圈中漸漸發展成資深動畫迷或評論家

將某些資淺或趕流行的「不具有內涵的動畫/SF迷」稱呼為「Otaku族（御宅族）」；

不過此時尚屬於次文化內的用語。1在 1989 年的宮崎勤事件2後，「Otaku」一詞開
始被日本大眾媒體引用，並誤解為「窩在家（お宅）裡的人」，也因此衍生出「沉

迷於自己嗜好的世界中、拒絕/無法與人接觸、窩在家裡蓬頭垢面的人」、「過份狂

熱、對某特定事物愛好及偏執程度異於常人」的種種負面涵義。 

然而，90 年代起一位動畫製作人出身的學者岡田斗司夫（Toshio Okada）提出
「Otaku是文化新人種」的論點。岡田（1996，轉引自李姿瑤，2004）認為 Otaku
是普通迷（fan）與狂熱者（mania）的進化版，對主流文化以外的次文化高度關心，

專精投入於某種事物且程度異於常人，具備廣泛且深度的觀察態度，擁有高度的

情報收集與分析能力，並會運用創造力將初級文本延伸進而討論、交流、創作發

表。經過岡田斗司夫和大塚英志等評論家的再詮釋，以及日本 ACG次文化的發展
變遷後，Otaku的定義仍在各族群的使用與爭奪詮釋權裡不斷浮動。至於在台灣，

由於大多數人未曾接觸過宮崎勤事件，在瞭解與使用上經常會與原本的負面意義

脫鉤，而帶有戲謔甚或稱讚之意。 

與西方的迷研究相較，岡田「文化新人種」論的差異在於更加強調在資訊社

會時代中 Otaku 的資訊收集分析之專精能力，兼具感性狂熱與理性分析。李姿瑤

（2004）延續岡田的觀點，認為同人誌與 cosplay創演者就是從動漫畫流行文化中

誕生的「同人文化新人種」。但本研究認為這樣的觀點過於狹隘，忽略了認同與實

踐程度較低的迷，更隱含「進化」的自我菁英意識型態。 

雖然如同 Hills（2002）所宣稱，迷（fandom）並不是一個可以條理分明並符

合邏輯來檢查挑選的東西，在不同的文化與歷史脈絡下也可能有不同的迷文化運

行之道，在學界裡仍然將迷的特質作了歸類與分析。以下進一步梳理迷的內外在

涉入行為。 

（一）迷外在行為的過度—生產性的行為 

如前所述，迷能夠充分發揮並主動參與所迷文本的開放性（openness），亦即
能自由詮釋、連結任何想像關係，並會積極接收與過度參與所迷文本，迷才能被

                                                 
1 有關「Otaku（おたく）」一詞的意義變化，更詳細的說明可參照林依俐的部落格

(http://elielin.chu.jp/blog/ ) 中「御宅族的分析」系列。 
2 1989 年日本發生宮崎勤事件。宮崎勤有Otaku與蘿莉控（愛好ACG中的小女孩、美少女角色）的

傾向，犯下連續誘騙殺害女童案件而震驚日本社會。經過媒體大幅報導，之後很多人都會將宮崎勤

事件與Otaku聯想在一起，貶抑、窄化了Otaku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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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出來，成為「過度的閱聽人」。Fiske（陳正國譯，1993）認為，迷最主要的特
點即在許多「生產性的行為」（productive practices）的表現，例如迷參加的活動、

迷間交談的言語、社交活動，以及迷的創作，甚至迷的臥室貼的海報、穿著、髮

型等等，都是迷生產出來的文本。 

Fiske（1992：37-40）將庶民閱聽人的生產分為三種：符號的（semiotic）生產、
宣示的（enunciative）生產與文本的（textual）生產。符號的生產是指從文化商品
中的符號資源裡，生產社會認同或社會經驗的意義；這不只在迷文化而在庶民文

化中也處處可見。而當這些意義經由談話、面對面或口語傳播的公共形式分享時，

便產生了宣示的生產。迷的談話在社群中，產生與循環了迷對所迷事物的某些意

義，而迷的愉悅也融入在其中。此外，諸如個人髮型、化妝、衣著打扮的選擇與

建立也是一種宣示的生產，是迷建構社會認同的方式，以確立迷在某個迷的社群

中的成員身份。童琬芬（2002）即認為 cosplay就是一種建構社會認同的方式與特
定迷群判別的依據，也是一種宣示的生產力。文本的生產則是迷自行創造的文本，

由於並非為了經濟因素，所以沒有大量生產，只在同好間流傳，這也正是同人誌

的精神特質所在。這種文本的生產不只創造了新的文本，也會將原來的文本加以

改造並轉入流行文化當中，而改變了原有的意義。這正顯示出迷的文本之生產，

與流行文化之間的關係包含了意義的爭奪戰。 

而與迷有關的文本又可分為三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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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種方式，迷的生產文本填補了原

本文本的裂溝，再現、再詮釋、再生產了屬於迷特有的文本內容。例如謝佳凌（2001）
指出電視劇迷不只經由書寫和談論賦與媒體文本意義，藉由對文本的共同詮釋來

獲得歸屬感和友誼，並在生活中實踐，如閱讀相關書報、模仿主角穿著、到劇中

場景旅行等；或是重製或創作同題材的網路小說，更聚集迷群力量，抗議製作體

系拖戲或希望修改故事等影響通俗文化的產製，是具生產性的閱聽人。 

Jenkins（1992）即是研究《Star Trek》迷的生產性行為，並稱迷為文本追獵者，

也就是將文本素材挪用（appropriating）並重製（reworking），進而在生活中將初
級至三級文本拉入自己的實踐經驗領域，建立迷們自己獨特的文化，如自發組織

迷的（實體或虛擬）社群，並生產迷的創作等外在行為表現。迷具有一種文化產

製、美學藝術與實踐的特殊形式，迷的生產力在作品產製，以及漫畫、小說、影

片促銷等知識的散佈扮演重要角色，迷的創作是提供一個訓練其成為專業者的場

所，例如重製錄影帶、畫素描、製作戲服等等，迷提供她/他們的才能滋養環境並
得到尊敬。Fiske（陳正國譯，1993）觀察《Star Trek》迷自己重製的錄影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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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純練的製帶者在科幻迷群中享有高度聲望，越具有這樣的能力，越能從初級文

本中得出豐富的資源以建構本身的意義與愉悅。 

對 Bacon-Smith而言，迷最重要的活動約有兩項，一是以鉅觀與微觀的角度觀

賞「原始內容」，也就是能鼓動迷的原始文本；二是「取自原始內容的創造性活動」

（也就是 Fiske 所謂第三級文本的創作）。迷運用其所著迷的角色，撰寫出戲劇、
故事、詩，創作歌曲，描繪肖像，製作戲服，或從錄影帶中製作出照片，設計珠

寶、陶器或刺繡品，出版書籍或 fanzine，甚至撰寫批判或評論文章。迷創造出的

故事可能有好幾種形式，至少有十種方式可以去改寫，包括重新創造節目背景或

未來的情節，填補角色歷史中的空缺等等，將故事的文類轉變成截然不同，甚至

反轉原始角色的道德觀。很多這種故事是集體創作的產品，而一個故事創造出的

角色，另一個故事可以加以引用（陳芸芸譯，2000：177-179）。 

迷生產的第三級文本其實就是演繹派同人誌的創作。國內同人誌的作品種類

以漫畫居多，近年來小說的數量亦逐漸增加。另外還有許多週邊產品，如便條紙、

隔頁卡、月曆、鑰匙圈、信紙、卡片、明信片等等。演繹派同人誌可說是迷的第

三級文本生產，偶有次級文本夾雜其中（例如迷自己收集整理有關偶像的相關資

訊而做出「報導」）。Jenkins（1992）也指出許多影迷生產第三級文本的方式，包
括將原有故事延伸、混合，甚至透過劇中明星做其他超文本的連結。在台灣，也

有同人誌是以某明星為主，而將其所演的電影角色與劇情作混雜與延伸的創作。 

（二）內在行為的過度—認同、區辨與愉悅 

簡妙如（1996）綜合多位學者的看法，認為迷因為對某文化產物「特別在乎」，
進而形成某種認同或結盟，並投入此種認同的維護與區辨。這亦是一種「次文化

的意識型態」，迷藉此創造區辨的感覺，將自己和其他「正常」的閱聽人做區隔

（Jancovich，2002：308）。也就是迷會在所迷文本與非所迷文本、迷與非迷、或
是 A迷與 B迷的社群或次文化之間，做出特色、美學甚至優劣高下的區辨。這種

認同與區辨是一種循環的過程，不管是先認同再區辨，或先區辨再認同，都是迷

能對特定文本「著迷」並持續一段時間的原因。 

迷作為一種閱聽經驗，其內在主要的感受在於特定的愉悅與意義的產製。愉

悅是迷與所迷文本互動而產生的歡愉感覺。Fiske（陳正國譯，1993）將庶民的愉
悅分為「閃躲/侮蔑的愉悅」以及「創造/生產的愉悅」，這兩者在社會層面上的呈

顯是藉由對霸權力量的符號性抗爭而產生。閃躲/侮蔑的愉悅是指庶民躲避社會教
條與權力的愉悅，由身體所產生一種嘉年華般的激越情緒；此時個人由社會所建

構和控制的自我與主體性，在此歡愉狀態下都消失或不被考慮，形成一種閃躲與

逃逸，是對社會秩序的一種反抗、漠視與羞辱。如黃秋碧（1998）與王孝玲（2000）

22 



研究看漫畫的學生，皆認為閱讀漫畫包含了閱讀本身的愉悅、主觀遊戲的、幻想

的、逃避現實生活的愉悅；在日常生活實踐中，也有閃躲父母師長與課業壓力的

愉悅，她/他們逃避的不只是生活的平淡，更逃避了正統主流文化的嚴肅無味，抗

拒的不僅是升學主義，也是整個社會競爭的體系。 

創造/生產的愉悅，則是生產意義的愉悅，是基於迷的主體主動將文本與自身
的真實生活、經驗連結在一起所產生的（簡妙如，1996）。也就是說，這種意義生

產的愉悅是迷與文本互動所形成的。在閱聽人的控制之下進出文本，強化或抗拒

文本內涵是相當令人愉悅的。迷能將她/他們的主動性進一步擴及閱讀之外的行為

與活動，而展現更豐沛的符號創造次文化意義。 

林怡璇（1998）研究漫畫同人誌團體成員也發現，藉由參加同人誌團體，不

僅可讓此漫畫族群結交朋友或磨練畫技，在創作時更能盡情抒發，完全表現出自

己的想法；且能藉由迷而產生認同，甚至藉由「虛構世界」的參與滿足其「真實

世界」的渴望。亦即，在迷團體中享受創造/生產愉悅的同時，和他人的互動愉悅
可以相輔相成，進而發展出迷的次文化空間與認同。 

（三）迷社群與次文化空間的開拓 

Jenkins（1992）指出，迷不但因對特定文本的著迷而聚集，還會延伸對文本

的使用，以某些挪用或改寫的策略將主流文化工業中的素材轉化，以符合其次文

化地位的興趣，甚至反抗了主流文化的美學標準。迷對於文本的挪用提供一普遍

參考的實體，讓散落於廣大地理空間的其他人有互相聯絡的場所，形成一種迷的

文化產製與另類社群。在迷的社群中能除去社會地位的障礙，所以對相對於主流

文化的邊緣團體有吸引力。迷群可自發形成一種獨特詮釋社群，如 fan club、fanzine
等提供正文的各種解釋互相協商的場域，並為消費者的行動主義（consumer 
activism）建立了基礎，例如遊說電視台、反對時間安排的決策，並批評特定節目

的內容。 

迷的意義產製就是一種自我建構認同以至次文化空間的開拓，甚至是一種儀

式的行為。林怡璇（1998）在研究漫畫同人誌後，認為迷以及其衍生出的迷文化
有兩點特質： 

1. 功能性：主流文化與迷文化最大不同在於迷文化是功能性的，可以帶來某

種效用，例如迷可以因為具備某領域的特殊知識而獲得自信與滿足。 
2. 獨特文化：迷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美學觀，她/他們不用主流文化中的價值體

系作判斷。此外，迷會生產在一些所屬團體中流傳的東西，並認為自己與「狂熱」

的對象之間並無界線存在，可以互相「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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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少人認為，迷文化是一個情緒出口、社交話題、生活調劑與經濟活動（陳

采瑛，2004.5.28）。黃秋碧（1998）認為參與同人誌社團與活動的漫畫迷，是進一

步將個人的漫畫閱讀快感經驗與意義擴展為凝聚集體情感與認同的基礎。而漫畫

此初級文本，即具有一種在團體中形塑共識、認同與區辨異己的意義，漫畫迷能

透過某些漫畫內容的挪用，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團體的交流文化。 

例如台灣的同人誌發展一開始以漫畫同好研究會的形式出現，目前同人集結

的方式目前多以校內、跨校或跨縣市的社團以及工作室為主要型態，實體或網路

虛擬皆有，可出版單一作者的個人誌或兩人以上合力完成的合同誌。在定期舉行

聚會方面，除了同人誌販售會，各類型社團也會分別舉行交流聚會或限定類型的

販售會3。至於同人誌發源地日本，在每年寒暑假最重要、最盛大的同人即售會

Comic Market兩到三天的舉辦期間，有來自日本與世界各地約三、四十萬同人齊聚

一堂，堪稱世界上最大的同人活動。台灣的開拓動漫誌《frontier》甚至舉辦觀展
團，號召迷與雜誌編輯一同去日本「朝聖」。在美國也有「日本文化同人活動

『OTAKON』」，意指熱愛日本ACG與J-POP音樂及其他亞洲文化的美國人的特別活

動集會，在美國已有 11 年的歷史（葉嫦芬，2004.7.8）。 

以上的現象呼應了 Baym（1998）的說法：迷所創造的特殊現實或虛擬社群可

能會變得比所迷對象來得更重要。有些迷社群會被文化工業動員，但迷社群也可

改變文化工業的部分決策，並帶動文化產品的銷售。迷社群已成為生產者、傳送

者和廣大消費者間重要的環節，迷社群甚至可以被當成志業來經營（陳雪雲，

2004）。 

然而如同前述 Abercrombie & Longhurst（1998）指出閱聽人的內外在涉入程度

之不同，在這些次文化空間中，迷的行為也不一定相同： 

媒體影迷社團並沒有建制化的層級組織或是營利的經濟體系。當整個團

體看起來沒有權威性的人物時，一些影迷就肩負了社團活動某些方面的

領導角色。這些人通常是核心範圍的核心成員。並非所有影迷都以同樣

強烈性來參與社團。一些人可能蒐集 fanzine，甚是偶爾寫稿，但不參與

社團的互動。其他人可能邊緣地參與 fanzine，將他們的社團本部設為許
多結合的影迷組織……還有其他人將社團視為「家人」的關係
（Bacon-Smith，1992：41，轉引自陳芸芸譯，2000）。 

 

                                                 
3 如 2004/5/16在台北東區某日本語教室舉辦的「J PARTY」，即是僅限定傑尼斯（J家）的同人誌
與cosplay參與的同好交流會，不但以國內外J家的同人誌創作發表為主，也舉辦抽獎、茶會、觀賞

影片等同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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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同人誌的次文化中，一個同人誌社團中可能包含漫畫、插圖、小說的

創作者，或週邊產品的設計與製造者；而在同人誌展示與交流的重要場域—同人
誌販售會的空間裡，又會出現同人誌的消費者。本研究認為，演繹派同人誌的生

產者與消費者都具有迷的身份，通常都對某種流行文本所著迷，進而再詮釋再生

產出同人誌，或以閱讀與消費同人誌來滿足自己對文本的延伸幻想。此外有些消

費者則是對自創性質的同人誌、或某些技術與名氣皆崇高的同人誌創作者產生著

迷。不過，對於迷，或同人的次文化空間/社團組織之中的角色關係與參與程度，

以及同人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細微差異與關連，在台灣還尚未有研究探討。 

（四）對迷研究的批判 

Gray（2003）認為，過去多數迷研究似乎描繪迷過於單一化甚至浪漫化，21
世紀以來的研究者才漸漸聚焦於 fandom中的細微差異甚至矛盾與衝突，例如 Hills
（2002）的 Fan Culture。此種現象牽涉到，許多研究者在研究其所處國家或文化
的迷研究時，很少對她/他們的社會結構做出深度解析。這也呼應了許多學者認為

多數迷研究的研究視野一直侷限於微觀層次的愉悅與認同，放棄從鉅觀的架構來

看閱聽人、閱聽人所使用的媒體與社會中其他政經機制或意識型態的連結。也就

是忽略了各個層次的權力關係、文化生產結構的脈絡及其所帶來的限制，以及閱

聽人本身資源的差異與不平等，應該回歸到結構與行動的辯證關係（Corner，1996；
魏玓，1999；吳廷勻，2004）。 

尤其從政經的角度來看，Meehan（2000）認為迷的休閒娛樂以至愉悅是在一

套資本主義生產機制與既有的文化脈絡下所生產出的意義，而非由閱聽人的解讀

行為中憑空而來。甚至，迷在自己迷群的世界中所獲得的自由與休閒娛樂雖然反

映了她/他們在現實世俗世界中是不自由的，但對美國文化（或可說資本主義文化）

而言，迷群越是區辨了休閒娛樂是生活、工作是苦力，反而越是位於意識型態的

主流之中，越成為商業媒體、廣告與消費的主要立基。 

從民粹主義者的觀點來看，愉悅是反抗的象徵與策略，但對政經學者而言，

光說愉悅有替資本主義商品文化背書的嫌疑。亦即，從 Smythe的「商品閱聽人」
論來看，迷的觀看與消費就是在做工—連展演第三級文本也是做工，將自己的休

閒時間拿來勞動、獲取愉悅，反成為資本家眼中的「第二市場」。 

吳廷勻（2004）認為，在迷研究中閱聽人的主動性無法完全發揮，如果不考

慮生產機制與表意系統的限制，對閱聽人主動性的解釋都會流於相對主觀認知。

因此，本研究亦選擇從結構面的角度切入，試圖描繪出台灣同人誌次文化在跨國

文化消費以及台灣社會脈絡與商業結構下的位置與發展，以及在此之間的權力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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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的同人誌研究 

同人誌的初級文本有很多種，從漫畫、動畫、電視、電影到偶像、樂團、布

袋戲都有。國內主要探討動漫畫同人誌的研究論文僅有林怡璇（1998）的《漫畫
同人誌成員之特質、自我概念與行為研究》以及李姿瑤（2004）的《「動漫」御宅

族的幻想世界—以台灣的同人創演活動為研究對象》，古孟釗（2004）的《漫畫同
人誌在台灣的發展—休閒與文化產業的觀點》則是將範圍擴及包括 ACG與布袋戲
的台灣同人誌，並敘述台灣同人誌發展的歷史，以及專有的生產消費體系。在其

他研究裡，同人誌都歸類為漫畫文化或消費文化中的一角。如在宋丁儀（2002）
的《消費社會的閱聽人—以霹靂布袋戲迷為例》碩士論文中研究布袋戲迷的消費

文化，會提及戲迷生產同人誌；龐惠潔（2002）指出台灣傑尼斯迷的實踐方式中
包括了三級文本的再製生產行為；遲恒昌（2003）研究西門町青少年的次文化中，

也提及 cosplay角色扮演活動衍生的商業利益改變了西門町制服店家的經營模式與

空間。 

所有的研究者，都認為生產同人誌或 cosplay的同人是具有主動詮釋、創造與
實踐能力的閱聽人，並具有行動與過度性的迷特質。李姿瑤（2004）站在語藝的
觀點，研究以動漫畫為初級文本的同人誌與 cosplay，認為同人創演者以「同人誌
或角色扮演」這種特殊的生產型態創造出同人創演這股不同於非同人的的動漫迷

的新勢力，具有勇於表現的特質，同時也宣示了同人社群的組織性格。此外，這

群創演玩家還同時擁有「動漫畫故事角色」的使用者、「重新賦予故事角色新生命」

的創造者以及「同人誌或角色扮演」的生產者三種特質。也就是將主動的特質擴

展到行為層面，不僅彼此討論和互動，並以創演的方式加以實踐，彼此基於同人

意義的分享與認同凝聚產生了意義符號的融合，形成一個藉由共享意義符號和建

構符號真實的語藝同人社群。她/他們不僅從初級文本衍生出新的作品，而且會經

由同人活動將成果公開展示，與同好分享。 

延續岡田斗司夫對 Otaku 的論點，李姿瑤（2004）認為同人創演者具有「對
映象強烈的感受性」、「高度搜尋參考資料的能力」以及「永不滿足的向上心與表

現欲」等「文化新人種」的特質。可見，台灣現代資訊社會中的同人，不但深受

媒體影像環境的影響，亦在資訊收集（尤其是網路）上有「過度」的行為與能力。 

此外，宋丁儀（2002）發現霹靂布袋戲迷也會進行同人誌的第三級文本生產。

她採取從消費端檢視閱聽人的微觀角度，對於文化工業提出的三大批判「商品

化」、「標準化」、「強制性」提出不同的看法，認為消費文本商品化，閱聽人仍有

其主動詮釋、挪用的能動性。研究發現霹靂布袋戲迷的生活型態實與她/他們所接
觸的文本、角色、媒介、周邊產品、組織活動密切相關。霹靂迷從事第三級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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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作原因可分為出於文本與出於自我。出於文本的目的有彌補文本不足、對抗

文本、補充文本等，出於自我的目的則是將創作當成是自我實踐的方式。相較於

原文本，第三級文本與戲迷主體更融為一體。例如同人誌作家從對劇中「男女」

關係的失望轉而編寫「男男」情愛小說，然而戲迷能接納的程度不一（宋丁儀，

2002）。 

遲恒昌（2003）亦認為同人誌與角色扮演者並不滿足於現有的文本與商品，

她/他們不只是簡單的商品化的消費者。同人誌創作者能積極地創造意義，填補初

級文本中意義的欠缺，並對原創文本意義的社會流通做出貢獻；角色扮演者則在

身體的操演（performance）中成了漫畫等商品中的角色，青少年在扮裝活動中覺

得愉悅，她/他們重新詮釋了商品，並參與意義的再生產。 

以上的研究，顯現出台灣同人誌與 cosplay 參與者的各種迷內外在特質與行

為。林怡璇（1998）則調查台灣漫畫同人誌團體成員基本人口學資料、自我概念

程度、漫畫及同人誌團體的使用情況與滿足程度、漫畫以外之媒介使用情況，發

現年輕女性是主要的漫畫迷族群，在研究中 89.3%的同人誌成員為女性。此外，成

員以 17歲、高中（職或五專）教育程度為主，多已為了看漫畫去學日文。漫畫媒

介在同人誌成員的時間分配中，佔了比其他媒介更多的時間分配比例。同人誌成

員參與的目的，是創作的工具性與結交朋友的情感性並重，且團體聚會頻率頻繁，

表現出漫畫迷群是具有某些功能，且是和同儕建立關係、建構認同的管道。成員

創作以「表現出自己的想法」為重心，有 65%的成員經常或偶爾描繪同性戀情節。 

同人誌成員在漫畫滿足度上，呈現出外在明顯可見的「過度」行為，並肯定

閱讀漫畫的正面功能。在認同上，自我認同的個人特質與喜愛的角色特質不同，

是以在虛擬世界的參與滿足其在真實世界的渴望。整體而言，此迷族群對同人誌

團體是滿意或非常滿意的。但對自己在團體內的表現，則傾向不滿意。此外，亦

發現（林怡璇，1998：106-108）：  

1. 男性漫畫迷傾向於高漫畫消費、工具性使用其他媒介內容；女性漫畫迷則

傾向低漫畫消費、娛樂性使用其他媒介內容。 

2. 女性漫畫迷較男性漫畫迷更常在創作中出現描繪同性戀的情節。 

3. 年齡越大的漫畫迷越傾向於自己購買漫畫，且「參加同人誌團體的時間」、

「迄今印製刊物金額」較年齡越輕的漫畫迷高。  

4. 年齡越輕的漫畫迷，「迄今繳交同人誌社費的金額」、「所屬同人誌團體聚會

或討論的頻率」、「模仿喜愛角色之語言、舉止、髮型、衣著頻率」均較年齡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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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漫畫迷高。  

5. 越高教育程度的漫畫迷，較越低教育程度成員「自我概念」程度高 、「模
仿喜愛角色語言、舉止、髮型或衣著頻率」低、「參與同人誌團體時間」長、及越

「不想成為專業漫畫家」。  

6. 主修美術相關科系者，較非主修美術相關科系者「參加同人誌團體時間」

長、「迄今印製刊物或參展金額」高、「迄今印製刊物盈餘」高、「不因閱讀漫畫影

響到課業或工作表現」。 

在研究者的身份上，李姿瑤自承擁有豐富的動漫畫閱讀經驗，對台灣同人的

創演也抱持著贊同與支持的態度。而古孟釗更是有五年以上經驗的同人誌愛好

者，認識不少台灣同人誌的創作者與cosplayer，他對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的觀察不但

將範圍擴大至動漫畫與布袋戲，也憑藉著其經歷，對台灣同人誌的發展歷史、生

產消費體系等做了豐富的描繪。古孟釗（2004）指出台灣的同人誌具有「作者兼
生產者」的特性，少了作為中介者的出版社，因此同人誌的生產與銷售過程除了

印刷成冊是由印刷廠完成，絕大多數由同人一手包辦，在此過程中同人自行摸索

與學習印刷知識與成本控制。在同人誌的通路方面，大致分為販售會、寄賣點（大

多是漫畫店）、作者通信直銷與網路交易（包括作者直銷與二手拍賣）。而同人誌

販售會隨著近年活動場次的增加，已成為多數社團最主要的產品銷售管道，一些

大手4攤位有時更會出現排隊的人潮，乃至有主辦單位發放號碼牌以維持場地秩序

的情形。 

過去國內同人誌的相關研究，大多從閱聽人的角度出發，描述整理出同人的

「迷」內外在特質，包括內在的認同與區辨、外在的生產行為，以及次文化組織、

經濟體系與文化的形成，或從語藝的觀點來看同人的符號意義世界。這些研究或

許對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的內部有諸多分析，但對台灣同人誌的歷史發展因素，以

及與其他文化、經濟、社會機制間的互動關係則少做探討。 

除了以上對閱聽人或同人誌次文化的探索，其他部分研究則常對同人誌論而

不究，或當成一種漫畫文化下的類型，如劉平君（2003）將漫畫同人誌視為整體
漫畫流行文化下的一種分類。或者視之為少女漫畫發展的另一條生/出路，如賴怡

伶（2000）論及台灣少女漫畫的未來發展，將部分新血希望寄託於同人誌成員之

上。從這種態度我們似可看出次文化與（相對）主流文化間的不等關係；而對此

種關係的探討，次文化理論能增加我們看待文化互動的面向。 

                                                 
4 「大手」（おおて）是來自於日本的外來語用法，在日文原意中指在同業當中的資本、產量與經

營規模較大的公司，在同人誌方面則作為「具有知名度且作品暢銷」之同人誌作者或社團的代稱（古

孟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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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次文化理論 

延續前一節討論迷能創造自己的社群與次文化，拉大到社會脈絡來看，迷的

次文化位置又何在？次文化理論從社會學到文化研究的發展，皆關注次文化與其

他文化的相對或互動關係，並探尋次文化的社會與文化意義。本研究藉助次文化

研究的觀點，以期擴大迷研究的關照範圍。 

 

一、英國青少年次文化研究的發展 

從社會學的解釋來看，次文化（subculture）是指一個次級團體，它的成員在
觀點與生活形態上顯然不同於優勢團體，並自認有別於其他團體，其成員共享一

套規範、價值觀、態度、行為與生活方式等；它們和社會整體文化有關，卻又有

其獨特的性質（陳奎熹，1996、林義男譯，1997）。西方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英國
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又特別將次文化的用途與理論幾乎都用來

詮釋青少年（youth），特別是與「異常」有關的青少年。 

早期的芝加哥學派，將次文化團體視為社會的 outsider，從這種角度去解讀次

文化形成的原因，並認為要讓他們回歸社會主流體系才行。Becker（1963）即以「偏
差」（deviance）一詞形容爵士樂演奏者的團體。芝加哥學派認為偏差行為是失業

與貧窮等社會問題下的產物，而許多年輕人訴諸偏差行為是做為自我掌權的手段。 

CCCS應用結構化的馬克斯主義觀點，針對戰後英國某些青少年次文化的流行

時尚，對芝加哥學派舊有的次文化模式作修正（孫憶南譯，2004）。Cohen（1955）
認為由於人人在社會中都有「從眾」、「一致化」的壓力，以及對其社會地位適應

與符合的問題，如果在正常體系中找不出解決問題之道，有些人就會自行尋找新

的方法或標準，導致次文化的形成；在回應母文化（parent culture）的種種潛藏未
解的矛盾中，次文化會試圖取回其母文化中被摧毀的某些社會凝聚元素。有些人

會發展出「他們自己」不同且有象徵意義的次文化，來回應有關年齡、世代、社

經地位、階級等隸屬或控制此類不平等的問題（楊祖珺譯，1998）。Brake（1985）
總結指出，次文化是一種意義系統、表現樣式或生活風格，這是由團體所從屬的

文化位置所發展出的，藉此對宰制的意義系統做出回應，次文化也反映出成員試

圖解決廣泛社會脈絡中所產生的結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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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 Jefferson在 1976 年主編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 書中，肯定次文化的動力，認為文化其實是由許多更小的社會群

體組成，次文化的社會群體能發展他們自己「明確社會模式」，在物質生活實踐中

定義自我獨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因此並不限於單一脈絡，而是由這許多互相競爭、

重疊且矛盾的社會群體組合的產物。Hall & Jefferson（1976）指出，英國文化研究
的本質其實比較傾向社會學的研究，他們特別關注次文化社會群體如何經驗、瞭

解與詮釋社會關係的結構與外貌。 

Hebdige（1979）則抱持一種「youth as symptoms（徵狀）」的角度，從符號學

分析探討倫敦勞工階級青少年的風格（style）、衣著打扮、語言、空間等等，是如
何呈現與運用來形成自己的團體，如何用此脫離、反抗既有的社會位置。Hebdige
借用 C. Levi-Strauss的「任意拼湊」（bricolage）概念，認為勞工階級青少年這種特

殊的消費實踐是具有顛覆性的。次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表達形式，次文化的成

員透過對物品、行為甚至語言等象徵符號之刻意、看似混亂的選擇，能類似、一

致地（homology）傳遞出次文化的意義、認同與意識型態，並帶有反對霸權的政

治意味，將差異反映於次文化風格客體之上，也再現在這些客體、並使其具有意

義的表意實踐之中（張儒林譯，1997）。 

從以上探討可看出，70 年代的英國文化研究學者與社會學者不同，他們多對

次文化抱持一種正面、樂觀甚至慶賀的看法，認為次文化是一種中下階級主動、

有創意的解決問題的（反抗）方式，能運用、消費原始材料去改變其意義。譬如

在媒體呈現上，龐克（punk）多半代表了一種對主流商業音樂的反抗。而 Willis
（1974）認為嬉皮與飛車黨（motorbike boys）的青少年次文化中，對流行音樂的

消費與實踐是一種對主流文化的反抗（趙庭輝，1999：64）。但是 Frith（1980）質
疑這樣的詮釋是被建構出來的，次文化不一定是種反抗，因為現實上對主流社會

很難有撼動或改變，Frith反以休閒（leisure）的角度來探討 punk音樂。 

Hebdige 對 punk 次文化的經典研究，影響了許多英國的次文化研究關注於研

究「勞工階級」的「青少年」次文化；而在此時各研究者的詮釋中，大多亦將青

少年次文化的風格當作進行某種社會抵抗的象徵形式（唐維敏譯，1998）。然而台
灣的同人誌次文化並不是狹義的「青少年」次文化。雖然林怡璇（1998）的調查
中發現以 17歲左右的同人為多，但據本研究的觀察，也有不少已出社會、接近 30
歲甚至以上的同人成員。或許就如Wallace & Kovacheva（1996）所說，隨著參與

青少年次文化的少年年齡降低，而年長一些的青年「不長大」，某些 youth culture
已不再只限定於「youth」或某個世代；且隨著資本主義與消費力的發達，青少年

的家庭、經濟、階級狀況也有所改變，已不再是階級分明，反而出現混雜的消費

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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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文化與主流文化、商業機制間的關係 

次文化是一種相對於主流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從前述的定義可發現次文化與

母文化或主流文化之間有互動甚至鬥爭的關係。Lont（1990）認為，文化是在社會
互相關連的權力中脈絡化的；而 Gramsci 的霸權/爭霸（hegemony）概念揭露了文

化間的鬥爭，並特別指涉主流（dominant）宰制文化構連了多種社會與意識型態實

踐，讓霸權秩序能運用權力領導整個社會構造與型態。然而對主流文化來說，社

會中仍有另類（alternative）與反對（oppositional）性質的實踐、經驗、意義與價
值的存在，而後者帶有更多欲改變主流文化社會現狀的意圖；兩者與主流文化差

異的程度，要視實際的歷史環境而定（Williams，1973）。 

Williams（1973）進一步豐富了 Gramsci的霸權理論，認為在任何時期、任何

階段總有一中心的實踐、意義與價值體系，可以稱作主流優勢體系，但卻沒有任

何特定的主流文化能涵蓋甚至取代其他廣泛的生活方式。他指出文化系統中除了

主流文化，還有兩種同時擁有另類與反對性質的文化形式：剩餘（residual）文化
與新興（emergent）文化。剩餘文化是指不能透過主流文化表達的一些經驗、意義

與價值，自然也不能在主流文化中驗證，然而卻依舊以過去的社會或文化的殘餘

為基礎，繼續活下去及被實踐。新興文化即指持續被創造出的新意義、價值、實

踐、表意與經驗。這兩者和主流文化之間的界線是不斷改變的：原是剩餘或新興

的文化與價值觀可能因為有部分和主流文化相似而合併，或是主流文化無法忍受

他者而主動吸收之；而原屬主流文化的實踐或價值觀也可能轉變為剩餘或新興文

化的一部分。三者之間的抗拒消長值得探討，這也是瞭解任何社會的必要步驟。 

因此，次文化可屬於剩餘文化或新興文化，也可擁有另類的或反對的特質，

只是其程度需視歷史社會情境而定。本研究認為，同人誌次文化是屬於一種新興

文化；不過，許多種影響同人誌生產與發展的初級文本，其所屬的文化可能是剩

餘文化（如布袋戲）或新興文化（如線上遊戲），但它們和主流文化的互動日益頻

繁，甚至漸漸和主流文化合併，例如已名列行政院新聞局金鼎獎比賽範圍的漫畫，

以及從俗民文化轉變到流行文化的霹靂布袋戲。由此可見，同人誌次文化也無法

免於和主流文化或其他文化間產生互動關係，這種現象是本研究所關注之處。 

許多持批判理論的學者認為次文化所生產的製品被主流文化吸納並商品化的

現象頗為常見，且不少研究對此種現象十分憂心。Lont（1990）卻認為若從次文化

變遷過程的實踐細節來看，次文化與主流文化間的關係並不只有反抗、商品化、

合併等詞語來定義，次文化與主流文化會相互影響。以下將介紹許多研究對次文

化與主流文化與商業機制之間關係的論述與看法，並討論學者對「反抗」的定義

與期待。 

31 



（一）權力的流動 

從以上的理論與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次文化與主流商業/文化之間的權力關

係也是受到關注的。而「迷」與流行文本的關係，更是從“textual poacher”一詞可
以看出：沒有權力的迷去“poach”有權力者的資源—偷取原本不屬於他的資源，並

展開在文本意義上操控的鬥爭（Jenkins，1992）。再拉大層次來看，吳廷勻（2004）
指出迷的研究主要關懷迷活動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所以迷的研究都強調必須要

將迷放在生活環境中，觀察迷的次文化對主流文化產生何種影響。如 Clarke（1976：
13，轉引自楊祖珺譯，1998）所爭論的： 

和次文化最有關係的就是「母文化」，而次文化是它的低階概念，但

是，也必須將次文化放在統治文化的關係中分析，亦即，必須要放在社

會整體的文化權力關係中去分析這個問題。 

「次文化」被定義為與社會主流文化有差異的文化，蔡文輝（1985）認為有
些社會對次文化較寬容，有些社會則壓抑次文化的存在，但幾乎所有宰制意識型

態都不允許以反抗或推翻現有文化規範與價值體系為目的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次文化存在，而會極力打壓批判之，例如宗教異端或美國 1960 年代的嬉

皮文化。早期芝加哥學派用以形容次文化的「偏差」一詞，即帶有價值判斷的權

力痕跡。 

劉平君（2003：222）即以權力的角度來檢視台灣漫畫文化，認為台灣漫畫文

化在歷史發展與類型衍生中，涉及了知識階層、年齡、性別、國族與性傾向等多

元權力的疊架加強與鬥爭滲透。而漫畫文化也在這多元權力複雜的交錯鬥爭過程

中，不斷表徵出差異化的知識階層、年齡、性別、國族與性傾向意義，並在不斷

差異化的表意實踐過程中，再生產並變異（差異化）了知識階層、年齡、性別、

國族與性傾向的權力差異關係。 

而同人誌與同人活動的年輕成員與創作的「瑣碎、虛幻、破碎跳躍、誇張搞

笑本質」，讓劉平君（2003：211）認為是讓青少年在權力邊緣爭得一安身立命的

場所，能在此盡情創演著成年人或菁英份子所不齒的無厘頭、感官刺激、低級輕

浮、支離破碎，並以集體幻想、享樂歡愉、乖張不馴、狂野奔放的奇異創作與裝

扮，「冷冷瞅著精緻衣著包裝、內涵深刻學識、嚴肅正經的權力中心位置」。可說，

劉平君認為漫畫文化與同人誌次文化的存在，以及同人誌與 cosplay此種第三級文
本的創作本質，即已表示了對成人權力主流的睥睨，以遊戲的體質滑開權力的控

制，建構出青少年/女的權力抗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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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玲（2000）則研究少女在女子中學中閱讀漫畫的情形，發現閱讀漫畫是

一種複雜的現象，牽涉到成人之間、同儕之間以及與漫畫文本之間各種關係的糾

葛。王孝玲引用 Foucault 的權力觀來解析少女在學校禁止看漫畫的規訓下，如何

從成人的管教下突圍，與同儕互相支援，而在閱讀過程中獲得快感增強反抗的動

力，從傳統待宰的被動地位轉而成為擁有抗爭能力與機會的主體。然而，在王孝

玲的觀察中，少女們私下閃躲的閱讀行為與詮釋意義，尚未能在結構面發生影響：

學校仍未批准漫畫社團的成立。關於結構面的反抗，將會在下面提及。 

（二）次文化的挪用與被挪用：與商業體系的多重關係 

許多研究的立場，都是站在「迷是主動的閱聽人」，進一步探索其內外在特質

與創造出的社群與次文化。在討論迷生產第三級文本時，也是抱以「具創造性」

的看法，例如 Hebdige（1979）認為龐克族運用別針、圖釘等金屬物品創造出屬於

自己的裝飾物與風格，是一種有創意的對主流意義的改變。然而 Frith（1980）卻
認為，次文化許多裝扮與風格（例如 Dr. Martin鞋）的源頭，其實仍來自主流商業

產品；龐克音樂家不想被主流商業音樂體系控制，追求 DIY，但是其作品仍少不

了商品化的過程。不過 Lont（1990）研究地下女性主義音樂，卻認為次文化組織

即使和主流商業音樂公司簽約發行作品，卻不代表一定就是轉為利益（profit）導
向，或不再生產次文化的作品。 

次文化與主流商業機制間不但存在著買賣交換的關係，有時主流商業機制也

會利用或模仿次文化的風格或氣氛來經營。次文化中也存在著一套商業體系，如

跳蚤市場（ragmarket）能提供給移民、失業者、不滿工廠單調的勞工等中下階級

買賣機會，並讓龐克族等青少年次文化在街頭展現或交際；在嬉皮文化中，也有

許多嬉皮經營二手衣店、精品店等「次文化企業家」（subculture entrepreneurs）
（McRobbie，1989）。在消費娛樂工業發達的今日，這些「次文化企業」的數量不

但往上增加，更可能受到主流商業體系的吸收或模仿。朱元鴻（2000）指出，每
個次文化認同都環繞著消費實踐的「次文化工業」（subculture industry）系統：書
刊雜誌、書店、服飾店、跨國偶像、演唱會等等；這樣的例子在地下音樂、ACG
界皆可發現。 

上述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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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 Jenkins（1992）所言，迷的 DIY生產空間提供了職業作家一個重要的「訓

練」場所，也是一個在進入商業市場之前很好的培養技巧、風格、題材甚至自信

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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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在次文化中常發生 DIY 的生產行為。不論整個生產體系，迷的個人生產行

為與主流商業機制間也存在複雜的關係。從政治經濟學的角度來看，不同於前述

的「主動」、「創意」，Meehan（顧玉珍譯，1995）認為迷依其仰慕的媒體成品、角
色，來組織她/他們的休閒時間與社交生活。這些迷群已經成為頗具份量的第二市

場，迷才是消費媒介集團所拷貝出來的各種服務與產品的真正消費者。朱元鴻

（2000：33）指出，無論次文化的抗議姿態是什麼，她/他們已是徹底被資本主義
市場收編或開發的消費者；資本家未必認可次文化成員作為社會主體，卻歡迎她/
他們作為消費主體，且，資本主義與消費社會的確是迷的次文化得以出現的歷史

條件。 

依民族誌的觀點來看，迷的社交化與儀式行為是相當有趣的；依經濟觀點，

則更當注意迷群其運用收入與生產力之自如。迷們不斷生產未經授權的東西，建

立起一種「灰色市場」（gray market）。在灰色市場中，影迷從事勞動，生產可在影

迷網絡中販賣的商品。Meehan（顧玉珍譯，1995）認為雖然這種販賣似乎是無利

潤可圖，其實是最迎合版權所有者的利潤，結果造成擁有主角的公司、利用其版

權所有的角色人物而提供穩定利潤的迷、以及生產與販賣等值家庭製品的迷之

間，關係複雜；一旦影迷作家與出版者超出道德界線，關係即驟然吃緊。 

Jenkins（1992）也曾指出，當影迷改編的作品中出現同性戀或限制級情節時，

商業公司即祭出警告或採取法律控訴。本研究第一章第一節引用的國際新聞也指

出，《哈利波特》的小說出版商與電影公司曾考慮控告撰寫 slash 小說的網友，卻

因考慮會受到此同人誌的讀者抗議抵制、引起大眾矚目而作罷。在台灣，也曾傳

出霹靂電視台一度針對某布袋戲同人誌社團採取法律行動的事件（京城野，

1999.1.21）。 

然而一般對同人誌生產的默許，也算是討好迷們的一種舉動：因為迷的消費

力不容忽視，迷群已成為頗具份量的第二市場，迷的慣性與儀式性自願採購，多

是依照其仰慕的忠誠度，而不是產品特質（顧玉珍譯，1995：29）。如此一來，若

確保某媒介發展起來的版權所有的角色，可以不斷重新包裝，在循環到其他媒介

上；迷群的問題，只是要盡量接近更多的經典（也就是初級文本），版權所有者的

任務，就是盡量增加商品、不斷擴充經典，甚至結合其他多種媒體與零售等工業，

發展出一套商品體系。例如漫畫，就能發展出卡通、動畫電影、電玩、模型以及

許多周邊文具商品。 

對媒體工業而言，迷一向都被視為要去測量、控制及制度化的重要顧客

（customer），因為她/他們的價值就是一個對產品的可能準備市場，以及公關的工
具（Harris，1998a）。亦即，迷的角色不只是忠誠的消費者，也是可測量的商品閱

聽人，能為商品體系建構出基本的市場，並進一步賣給廣告商或其他相關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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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觀點，是一種以庸俗化（vulgar）經濟取向來看待迷生產行為的方式，

意欲不囿於表象，要進一步揭露內在結構運作的經濟、勞動的秩序與意義： 

諸如此類的勞動是隱而未顯的，除非我們提出庸俗的經濟問題：誰為了

什麼利益而做了什麼？不管個人之文本詮釋過程為何，也不管個人如何

成就影迷素材的生產；因為廣告商需要把品牌產品的消費規律化下來，

才會有詮釋與影迷生產的機會（顧玉珍譯，1995：31）。 

陳采瑛（2004.5.28）就指出迷文化是支持文化產業的重要基礎，迷延伸出的
「認同感經濟」是企業行銷的重要參考，甚至政治界也將政治人物塑造成可親近

可購買的產品，轉化為選舉時的一票。例如，尖端出版社曾主動利用同人誌活動

為自己的漫畫家造勢，據該社漫畫編輯表示，參加這種活動可以激發漫畫迷的熱

情，也是可運用的行銷管道（蔡美娟，1998.8.9）。時報文化漫畫出版部總編輯高
重黎也表示，現代的漫畫讀者傾向於勇於消費、追逐流行，尤其對漫畫週邊產品

有某種程度上消費的熱衷，並習慣透過消費表達對漫畫人物的偶像認同（黃秋碧，

1998：3）。 

Meehan認為，迷無法進入媒體工業，她/他們的產品並未獲取利潤，冒著被版

權所有者控訴的危險，迷似乎努力工作卻一無所獲；有人說在迷社群中享受生產，

或獲取社會地位就是一種滿足，但這些人工作卻無報酬，還拿休閒時間用來生產

可販賣的商品；這種迷的工作可能是一種愛的勞動，但是，終究還是勞動（顧玉

珍譯，1995：30）。 

不過，迷可能是忠誠的消費者，但也是有庶民智慧的消費者，她/他們可以用
其他的方式影響媒體工業，例如前述的創意挪用，或以集體意見與反饋試圖影響

媒體工業的決策。謝佳凌（2001：119）研究中發現台灣電視劇迷會聚結群力向製

作體系要求修改劇情，認為是一種「製作體系提供媒體文本→閱聽眾接受並回饋
→製作體系接收並修改」的循環過程：迷群一方面接受媒體文本，積極參與媒體

文本重製，並同時要求與媒體工業回應。網際網路興起之後，迷更大量利用網路

與 BBS去擴大意見影響範圍，例如不少媒體已開始將網路討論區的文章拿來寫新

聞或詢問媒體工業，迷更能表達或提供意見，甚至施壓於媒體工業。 

除此之外，迷所製造的第三級文本或許無法進入媒體工業，但卻可以另闢小

眾市場。Lont（1990）發現當次文化的製品獲得越多的市場影響力後，與其市場相

關的主流文化與企業會開始接觸次文化工作者。除了如前述可能會有產品或風格

的相互挪用現象發生，次文化的目標（不論是政治或社會改革導向，或僅僅為了

樂趣）也可能受到主流文化的利益導向目標所影響。這也正是具改革理想的政經

學派批判家們所擔心的問題之一：次文化的商業化，意指受到主流文化影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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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生產變得商品化並以利益導向為主，如此一來，次文化原先的理想、目標

或美學就會僵化或變質。 

這種迷群與媒體/文化工業的角力關係與地位消長值得玩味。宋丁儀（2002）
也發現布袋戲迷不會對商業手法一概接受，也對生產具有批判意識。這些迷與主

流商業生產體系的互動或許稍有被著墨，但迷所創造出來的次文化生產體系，與

主流商業體系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國內尚未見詳細討論。 

Lont（1990）站在次文化組織的立場來看，認為次文化與主流文化生產體系之

間 的 關 係 ， 用 適 應 （ adaptation ）、 合 併 （ co-optation ）、 挪 用 / 吸 納
（appropriation/incorporation）、商業化（commercialism）、商品化（commoditization）
來形容都過於片面。「適應」常被用於形容次文化為了生存或成功的長期過程，卻

太過中立似乎無人需對此變遷負責；「合併」與「挪用/吸納」都帶有價值判斷，代
表「有力」的一方去影響「無反抗力、被誘惑」的一方，而易忽略了變遷過程中

內外許多複雜因素；「商業化」與「商品化」的前提假設過於重視資本主義與利益

的壓力，將商業與美學兩極化，排除了其他的可能性，亦忽略了其它的變遷因素

（如迷的選擇、生產者的動機、組織目標或政經動機）。Lont（1990）在自己的研
究中，選擇用「持續」（persistence）來形容次文化組織進入商業體系的變遷過程。

「persistence」意指一個不管多少力量試圖去改變之，都持續存在的物體或本質；

Lont（1990）認為「持續」一詞更能全面包含其他影響變遷因素的解釋，例如來自

個人或組織內部、次文化內部之間的壓力甚至母文化的殘餘影響，且將變遷的責

任共同放在次文化與主流文化雙方，並預留再變化的空間，更包含了次文化與主

流文化之間所可能出現的妥協、反抗或鬥爭關係，不侷限在某一角度。 

本研究已發現，同人誌組織近年來有少數轉為商業出版社，發行同人撰寫、

繪圖的小說與畫冊。在論及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的發展時，此一變遷值得我們注意，

也更豐富了次文化與主流文化間的互動關係與意義。 

（三）次文化的「反抗」迷思與批判 

延續馬克思主義對霸權的政治關懷，研究次文化的風格意義時，與主流文化

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反抗」—常成為學者注目的焦點。這方面最經典的代表即
是 Hebdige。自其研究以降，許多國內外學者在論及各種次文化時，最後經常都會

提及此種次文化「反抗」的表現、實踐、意義或可能性。然而，本研究認為，次

文化研究中所謂的「反抗」其實有「所反抗對象」上的差異，這差異甚至出現在

研究者與行動主體雙方認知與期待的落差之上。以下將探討相關研究中「反抗」

的表現、意義與對象，並加以梳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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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dige（1979）認為每個次文化代表一種「解決方法」，並以「噪音」形容次
文化拒斥主流價值觀與體制，在抗拒與反對的循環中前進。青少年次文化是一個

鬥爭意義控制的場域，這些鬥爭展現在服裝、音樂、語言、行為等風格之中，青

少年藉此抵抗主流，如展開政治的抗爭或語意的游擊戰。 

反抗亦不只是文本的閱讀或衍生的風格與實踐，遲恒昌（2003：86）指出同
人誌與角色扮演這兩種孿生的次文化，能透過人際網絡跨越學校、連結同好而展

現解放力量，或衝撞與干擾成人社會給予的規訓與既有權力關係。例如同人誌對

地方政府漫畫分級制規定的挑戰，展現在「CW台北 14」同人誌販售會中台北市議

員帶人拿相機指稱有哪些同人誌逾越了漫畫出版品的年齡分級。而角色扮演挑戰

了成人社會對身體、性別的規訓；同人誌裡的女性向5作品翻轉而鬆綁了成人社會

對性別、性傾向的單一價值觀。但，宋丁儀（2002:112-113）從同人小說的內容來

看，認為不管是偽男男還是真男男的創作，創作者都未能突破傳統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反藉文本再製了男/女二元對立的思考，並僵化了生理性別、社會性別與外

貌舉止間對應而線性的關係；cosplay也是同樣情形。 

論及青少年次文化與媒體的關係時，Hebdige（1979）發現媒體一開始將青少
年次文化視為偏差，傾向以負面角度報導；然而在次文化不斷地與主流文化鬥爭

與妥協中，大眾媒體挪用了次文化的音樂與時尚風格，將之吸納為主流文化的一

部份。而象徵次文化的主動創造一旦被轉為隨手可得的商品，它們的意義就變得

僵化、被抽離，不再具有原創性。例如 punk的沖天叛逆髮型、大頭針與釘釦衣著、
馬汀鞋等等，一旦被時尚流行體系所吸納挪用，絕大多數消費者不會知道 punk的
原始動機、階級身份與政治訴求，而是去消費被時尚業創造出的「叛逆」、「cool」
符號。 

因此，媒體與流行音樂被許多次文化研究視為勞工階級青少年與主流文化鬥

爭與妥協的主要場域。Frith（1983）、Laing（1969）都認為資本主義的文化形式同
時包含了解放與壓制的元素（如搖滾樂），大眾媒體與市場能將青少年次文化商品

化，同時也能提供青少年創作的素材與表達自我經驗的場域（轉引自孫立群，

1999）。在解放與壓制之間，鬥爭就會出現。 

然而，Hebdige在 1988 年 Hiding in the Light書中轉變態度，否定了青少年次

文化與反抗之間在表意層次上的關連。他承認，之前的論點是受到 punk次文化外
顯的政治議題所強化，而接下來的青年運動已不再接合這樣強烈的政治抵抗立場

（唐維敏譯，1998）。因此，Hebdige 早期所指涉的反抗對象是偏向政治或文化上
的霸權，這樣的理論走向其實深受當時歷史與社會情境影響。早在 1970 年代中期，

                                                 
5 「女性向」意指讀者多為同人女的同人誌種類，內容多以BL（Boy’s Love）男男同性愛為主，但
不是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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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dock & McCron（1976）即主張，除了與次文化概念有關之理論問題的範圍之

外，對於青年人的次文化研究經常忽略了沒有趣追求青年時尚的大部分「一般」

年輕人。即使對於狂熱追求青年時尚者而言，次文化理論者所提出的明顯「反抗」

概念也過於一廂情願。 

當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消費文化日益興盛時，許多新興次文化的本質已與

Hebdige時代大不相同。Wallace & Kovacheva（1996）指出，現今青少年次文化與

消費文化之間已出現互動的關係。Lury（1996）即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商
業化消費商品與媒介的趨勢已改變了青少年次文化中反抗的本質，反抗甚至已被

包裝為商品回頭賣給青少年。而 Abercrombie（1994）應用 Hebdige的觀點，將意
義的爭奪戰延伸到生產-消費關係上，認為控制這意義就是此關係中的權力分配—
生產者試著販賣意義，即將意象與象徵加在可供買賣的商品上，而消費者亦同時

嘗試為自己購買的商品或勞務賦予屬於自己的新意義。 

當不少後輩研究者受到 Hebdige 影響而關注於以消費為主的次文化是否有反
抗之際，隨著反抗對象的不同，反抗的意義與可能性也會有所不同。Hebdige研究
次文化所「解答/回應（response）」的問題，是母文化（parent culture）中有關年齡、

世代、地位、階級等矛盾而不平等的問題，也是對這些現象做出反抗。Hebdige倒
極少對次文化在塑造風格時所消費挪用的商品體系有所質疑。後來其他研究也指

出，punk 次文化在某方面可說是中產階級藝術家與服裝設計師（如 Vivienne 
Westwood、Malcolm McLaren）的產物。CCCS過於以階級的狀態為基礎來探討次

文化的來源及所反應出的時尚，也是其他學者批評的要點之一。 

當研究者轉而將次文化所挪用的現代生產消費商業體系當成「應該的」反抗

對象時，反抗所內含的意義也會隨之改變。如 Jancovich（2002）發現，挪用好萊
塢電影初級文本的 cult films其實並不是在反抗好萊塢或商業電影，雖然它們的產

品嘲諷初級文本的荒謬，但前提反而是承認了商業電影存在的正當性，這樣一來

有時批判的不是主流好萊塢電影本身，而是「壞品味」的電影。 

因此，遲恒昌（2003）一方面認為同人誌與 cosplay次文化能衝撞成人社會給
予的規訓與既有的權力關係，一方面卻又認為「後天異質混種」的台灣西門町青

少年的哈日消費次文化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消費氛圍中雖能模仿、拼貼、挪用、

轉換外來（東亞以至全球）符碼以塑造個人身份與風格，但是「透過消費與不斷

購買以挪用商品化的力量，並未能破解資本的迷咒，也不能保證就一定具有什麼

反抗的意義」（p.94）—這樣的論述看起來似有矛盾，是因為前後兩者所「被期待」

反抗的對象是不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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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地，孫立群（1999）研究青少年對日本卡通與相關商品發展出的消費文

化，發現青少年的確在日常生活實踐與消費中賦予卡通相關商品特定的意義並發

展屬於自己的認同，但這些均屬表象、跟著工業資本主義邏輯走的消費意義。以

跟隨流行、追求新奇、注重輕鬆、強調商品外在特徵等為主要意義的青少年文化，

她/他們反而服贋了資本主義的運作邏輯。孫立群（1999）認為台灣青少年並不具

備充分的資源—在此意指「媒體識讀能力」—與市場、媒介的意識形態進行抗爭。

也就是說，雖然青少年具有挑戰主流文化的潛力，許多研究也認為青少年透過自

身獨特的文化來表達對成人世界的抗拒（Brake，1985），但是否擁有意願、資源與
能力來對資本商業消費體系進行實質抗爭，在台灣或世界各地似乎並不樂觀。 

另外，Wallace & Kovacheva（1996：207）指出，青少年「逃避」的欲望比反

抗的欲望來的強烈，也就是從一切制度化的規訓與控制中逃離—不論是學校、訓

練所、工作或政府體系，像是一種消極的自我孤立。青少年次文化提供了青少年

形成另類認同、逃避現實空間的文化空間—許多關於青少年閱讀漫畫或從事同人

誌創作的研究都強調這點。而有時學校體制的特色（如對社團的容忍、許可程度，

或社團時間的分配）也會影響青少年次文化的形成與特質。 

由於資本主義同時包含了解放與壓制的元素，在此種環境中的青少年次文化

也包括了真實自發與市場創造的矛盾組合，它是青少年自我表達／另類認同與商

業市場並存的場域（Brake，1985），甚或進行象徵意義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發達的

今日，許多次文化的動力來源其實皆來自主流文化與資本主義商品；但，遲恒昌

（2003）雖認為這些以消費為主的次文化不斷與外來商品和符號互動是一種免除

僵化的表現形式，但若從 Hedige的觀點來看，這過程本身也可能代表了另一種僵

化：一切都是商品化？ 

朱元鴻（2000：34）卻認為，次文化以風格（style）作為一種反抗，也以創新
的風格吸引了媒體的注意，也為認同政治開創了「可見的」社會空間，因此當消

費文化成為「認同」與「政治」的必要條件時，「資本主義收編」就相對顯得是迂

闊的批評。不過，這裡所指的爭取「認同」與「政治」的對象，卻又換成了主流

文化霸權。例如李姿瑤（2004）研讀台灣同人對於在販售會或其他公開場合中展

演活動秩序的自我要求與約束討論，認為大多展現出希望在道德層面上遵守社會

規範的意圖，並以此爭取社會的認同；對媒體的相關報導，同人也會有抗議與評

論，希望媒體不要傳播片面與表面的刻板印象。 

在這些相關的討論中，我們發現次文化的「反抗」可以分為對政治文化霸權，

或是對資本主義商業體系的反應。在過往有關同人誌次文化的研究中，幾乎都是

論述對前者的逃避或反抗的愉悅與行為，而缺少對後者更細緻的探討。而這正是

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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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閱聽人能動性與「反抗」的層次、對象及意義 

在美日的全球化霸權秩序與文化工業包圍之下，台灣的同人誌次文化如何實

行克里歐化的過程，創製出什麼樣的混雜文化，其中成員又對這樣的權力脈絡有

何自覺與看法，甚至產生「反抗」的意義與可能值得我們探討。畢竟，不論是認

為傳播科技的變遷與多元價值的競逐可打破資本的壟斷與殖民的宰制、讓文化不

會同質化而是混雜化的文化多元主義論者，還是認為「哈日族」是沈溺於資本家

殖民者/跨國媒體三位一體強權所建構的全球化娛樂商品世界中、而不自覺受控於

殖民想像與主流價值的文化帝國主義論者，他們所關心的都是文化自主性與行動

主體的不受宰制問題（李明璁，2002），也就是閱聽人與環境結構的互動關係。然
而，對於「『挪用』主流/霸權文化以致『反抗』」，在混雜化、克里歐化、次文化與

閱聽人主動性的論述之中其實有不同的意義與層次。 

文化工業觀點認為標準化與強制化的文化商品以撲天蓋地之勢席捲閱聽人的

看法，正代表了對消費社會閱聽人的消極與悲觀主義論點。Horkheimer & Adorno
（1947）認為，就算公眾真的去反抗娛樂工業，他能奮鬥的也只是來自工業中早

已反覆灌輸的微弱「反抗」；看似自由，個體實際上卻是經濟與社會結構中的產物。

然而如同 Storey（張君玫譯，2002）所說，文化是一個創製（making）與化成
（becoming）的動態過程，文化消費是一種社會作為（social act），永遠都受到社
會脈絡與社會關係的影響；文化既不是文化工業的產物，也不只是消費者的挪用，

文化是兩者積極結合的結果。意即在文化工業的脈絡與所提供的商品之中，閱聽

人消費挪用商品，生產創製另一種文化，文化工業的收編力量會受到抗衡。在全

球化閱聽人研究中，強調閱聽人主動性的觀點認為在地閱聽人會挪用外來進口文

化的訊息，進行克里歐化，自行建構、接合、再詮釋各種論述並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此類閱聽人的「挪用」在有關「迷」研究的論述中討論不少。但這種「挪用」

與接下來的「反抗」和 Hebdige研究英國青少年次文化「挪用」主流文化以「反抗」

社會優勢主流秩序是不一樣的。 

Fiske著名的「文本多義性」論點，是偏重於閱聽人層面的自行詮釋能力，認

為藉由打破現有規則的意義而能獲得語意的民主。這些庶民（popular）能在資本
主義宰制體系中生產出自己的庶民文化（popular culture）作為一種社會抗爭，具
有反抗、顛覆的意涵與能量（陳正國譯，1993）。在迷的過度性消費中，愉悅與意

義的生產是為了與自己的生活脈絡做出意義的連結，因而凝聚次文化的認同建構

與儀式再現，成為對宰制意識型態或主流文化的反抗力量（簡妙如，1996）。但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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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庶民文化的生活脈絡來看，這樣的反抗力量，卻多半化於「閃躲/侮蔑與生產/
創造的愉悅」，個人在庶民文化的空間中展現出對社會文化約束的漠視、擺脫，抗

拒社會體系的安排。國內研究同人誌的論述中，也出現同人誌是個人「擺脫學校

教育體系或工作約束」的愉悅甚至進修知識管道的說法，如王孝玲（2000）、林益

民（2003a，2003b）。 

而 Hebdige則是「從階級和文化鬥爭的結構性面向切入，審視具體之社會脈絡

與權力關係的作用」（魏玓，1999：108），和全球化樂觀派以及閱聽人主動論的層

次不同，也就是會更深入追問「反抗了什麼？」、「社會位置、結構與權力關係是

否因反抗而有所改變？」。 

Harris（1998b）曾研究一個資深的全國性迷組織，他們企圖藉由影響節目企
畫編排的決策來促進電視對文化空間的貢獻。迷文化在此被重新概念化為一連串

發展出對所迷對象有個人控制或影響感的實踐光譜，這或許是迷的象徵權力之鬥

爭，也或許能更進一步尋求更大對社會的影響力與改革力，雖然文化工業的控制

權目前仍在少數人手裡。因此吳廷勻（2004）認為，迷研究將主動性化為愉悅與
意義的生產作為對主流文化的反抗力量，卻仍不能迴避權力的問題，必須將主動

性轉化為一種象徵權力來解釋迷日常生活中的象徵鬥爭，觀察是否有導致社會位

置的改變，還是僅穩固了既有的優勢與弱勢社會位置，這才是「有意義的反抗」。

畢竟，對某些迷而言，當她/他們著迷於某個文本或明星時，她/他們可能沒有刻意
或有意識地在抗拒什麼。 

除此之外，要閱聽人由日常生活的象徵抗拒轉化為具體的改革行動，需要條

件的配合。Fiske（陳正國譯，1993）認為「政治」並不只侷限於直接的社會行動，

冰山下的基礎卻是在大眾文化中的進步性「政治化意識」。在某些特定的歷史與社

會條件下—可能是文化霸權失敗、意識型態力量較反抗力量微弱或社會控制正無

紀律的時刻—這種潛藏的意識會突破表面而顯現於政治行動中，去擴展其社會文

化空間，以她/他們的喜好去左右權力的再分配。不過，Fiske所觀察到的實例仍是

在微觀的層面上，但他始終認為這種庶民進步性政治是微觀與鉅觀政治行動的必

要前提，不應被忽視：「只要庶民的力量企圖要逃避或反抗權力集團的紀律與控制

力量，它們就總是包含著使進步性可以運作的空間」。（p. 188） 

因此，所謂「反抗」，在不同的研究與論述中或有微鉅觀層次的差別，以及如

上節所顯示，有政治文化霸權與資本主義體系等不同的抗爭對象，絕大部分學者

最終冀望與尋找的仍是行動主體在政治/權力上的進步可能。 

在台灣同人誌的活動實踐中，李姿瑤（2004）發現同人創演者在從事創演行

為與參與同人活動的自主性實際仍受到外在環境的限制，包括初級文本以日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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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為主流、大型同人活動由商業單位承辦而間接限制了參與者的時間地點與金

錢支出、某些創演者會以初級文本流行度為市場導向生產文本，藉此吸引消費或

拍攝。雖然李姿瑤觀察到了某些初級文本與商業體系與次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

卻未繼續探究同人對此種關係的認知與態度，或對此種關係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詮

釋。 

至於同人誌次文化對政治或文化霸權的回應，劉平君（2003）認為漫畫文化
與同人誌次文化的存在及第三級文本的創作本質，即已表示了對成人主流霸權的

睥睨；她/他們沒有什麼抗爭的目的，而是以遊戲的體質滑開權力的控制，建構出

青少年/女的權力抗拒位置—這似乎是指微觀且文本層次上的解讀。而在實踐上，

李姿瑤（2004）從語藝的觀點來看，認為同人並非純粹為了對抗或推翻社會主流

價值規範與道德認知，在道德層面上仍希望能遵守既有的社會規範，並以持續投

入創演的行為態度去試圖轉化社會對其的刻板印象。再綜合遲恒昌（2003）的看
法，同人誌次文化對主流價值觀有衝撞也有遵從，而在衝撞的方面可說是一場意

義的爭奪戰，是否有達到位置或結構上的反抗，尚未可知。 

 

二、研究定位 

過往國內同人誌的相關研究，大多從閱聽人的角度出發，描述整理出同人的

「迷」內外在認同與生產意義行為、次文化組織、經濟體系與次文化符號的形成。

但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發現，台灣的同人誌次文化的確與各種初級文本的流行文

化，以至於主流文化和商業機制之間有著連帶互動的關係，但這卻是過去文獻中

所缺乏分析的面向。另外，本研究所欲觀察的同人誌次文化正好同時兼具「閱聽

人」與「次文化」的面向。有關於閱聽人的挪用，過往有關同人誌或迷的研究已

提及不少，但在文化與結構層面上的挪用意義則是極少提及。 

綜合以上理論的探討，結構與能動者之間一直處於相互辯證的過程，實踐的

層面更可從多方面來觀察。O’Sullivan（楊祖珺譯，1998）提醒我們，次文化理論

的問題之一，就是過於只在反抗的層次上凸顯次文化的意義，這樣會不平衡地將

次文化的行為及風格，分析成一種和順應、接受或合作等反應呈現對立的基進反

抗觀點。除了反抗之外，其他次文化與主流文化間關係的可能面向亦不能排除或

忽略。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黃宗慧（1995）觀察跨國混雜文化下的次文化，認為
如果認定凡以竊取、挪用等方式去污染標準化之文化形式的混雜產物就能產生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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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的效力，恐怕是失之偏頗，因為跨文化之創造性並非必然通往反抗之路；如果

要討論次文化或混雜文化形式的顛覆力或反抗效果，唯有將該文化形式放在其置

身的社會、歷史脈絡來談才不會架空，並不斷追究其形成的各種因素、對今日社

會的意義、可發揮顛覆功效的可能途徑等等。這也是本研究欲從同人誌的歷史發

展及其所從出的初級文本產製脈絡開始探討的原因。 

前面有整理到所謂反抗有個人與結構層次上的不同，也是民粹主義與政經學

派的兩種角度。Jensen（轉引自馮建三譯，1995）曾表明後者的立場： 

對立的解讀方式，本身並不能夠展示政治權力⋯，對立的解讀能否化作

社會及政治上的運作，亦即是否能在媒介接收這個相對個人隱私的層次

之外，另在外界脈絡發生作用。 

但 Fiske（陳正國譯，1993：）卻以他本身的「庶民文化迷」經驗來看待自己

從資本主義體系所獲得的愉悅，「自覺地為了自己而利用它們的資源生產愉悅」，

那是一種帶有反抗性質的愉悅。Fiske反對左派太過與庶民日常生活脫離的論點，

認為以基進期待庶民文化是錯誤的，我們頂多期待庶民文化有「進步的」潛能—
是能提供給受支配者日常生活中最多幫助的那種進步性。把庶民的進步與愉悅完

全視為收編將承擔疏離人民的風險。 

而本研究者，在日常生活經驗中也有迷的愉悅與經驗。有時候或許研究者本

人能意識到資本主義體系或文化間的權力不均等關係，有時候或許能做出對立、

嘲諷的解讀與挪用，更多時候或許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接受文化商品的傾

倒。「象徵性創造的行為」不等於「象徵性拒絕的時刻」。如果想得知成員對結構

與權力位置的感知、看法、有什麼樣的回應或反抗行為與能力皆是閱聽人研究與

次文化研究的終極關懷的話，不論是個人或結構層面的反抗、對政治霸權或商業

體系的反抗或其他可能，本研究都希望能有進一步細緻的發現並加以梳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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