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取向 

根據研究問題，本研究想瞭解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發展的背景脈絡、台灣同人

誌次文化的變遷過程、同人誌的生產體系與相關機制間的關係以及成員對初級文

本、相關文化及機制的看法與態度。因此，本研究擬先以歷史文獻法蒐集台灣同

人誌次文化中各初級文本在台灣發展的資料，以及與台灣同人誌發展歷史相關的

文獻，幫助分析台灣同人誌次文化與這些初級文本的部分相互關係。接下來，本

研究選用參與觀察法，在自然情境下盡可能直接觀察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的生產與

消費行為，以及同人和相關機制的行為與互動關係。之後再佐以深度訪談法來瞭

解同人誌次文化中現在與過去的事實與經驗，同人以及相關機制成員的感覺、態

度與觀點。 

總地來說，本研究屬於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取向，以跨理論及多

元方法企圖對研究問題中的現象獲得深層的瞭解。質化研究的特性之一，即在於

依照問題與其脈絡，以及研究者當時的能力，在現象、問題和研究設計之間具有

彈性，並在實踐上從各種不同的學科中選擇研究方法，能開放地在各觀點中移動

或互相對話（Denzin & Lincoln，1998；Janesick，1998）。本研究依照研究問題選
擇的三種研究方法，所收集來的資料並不限於解釋某項研究問題，而是能交互應

用與驗證，以期對台灣同人誌次文化有全面與深層的瞭解。 

由於研究問題第一部分主要在對於歷史事件做回顧與整理，本研究採取歷史

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取向的歷史文獻法，強調歷史事件無法脫離社會脈絡

而單獨探討，歷史事件與理論、概念或詮釋架構之間是動態的關係（王幸慧等譯，

1997）。歷史文獻法利用現存的文件資料來重新建構過去發生的人、事、物，並從

文獻紀錄加以分析比較並批評之（Black & Haroldsen，1982，轉引自黃能揚，2001）。
對過去歷史資料的重新整理與分析，不只是對過去事件過程的描述，也是對過去

事件的解釋。 

本研究所蒐集與使用的文獻，預計包括同人誌與各初級文本相關的學術論

文、書籍、雜誌、新聞、網路文章、BBS 文章等等，以及研究者所參與過、所能

蒐集到的台灣同人誌販售會場刊，場刊內記錄了舉辦的時間地點、企畫活動、參

與的社團名稱、企業攤位以及各種活動內容。這些資料，將有助於整理歸納出各

類初級文本在台灣發展的歷史、台灣同人誌的發展歷史與變遷現況，以及增進研

究者對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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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歷史文獻法在實際操作上—特別在台灣—的另一道難題是，媒體內部檔
案幾乎不對外開放，研究者只能依其開放資料並佐以人物訪談的第一手至第三手

記錄來瞭解事件；而有些文化或活動現象又是曇花一現，沒有現場的紀錄或報導，

少數留下的也只有二、三手資料。後者的現象在早期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發展之初

特別明顯，研究者將試圖透過滾雪球方法來尋找當時資深參與者加以深度訪談來

補充與確認。如同 Babbie（李美華等譯，1998）所言，研究者不能完全相信資料

的正確性，而保護措施在於複證以及盡量從不同的來源獲得確認，並注意到不同

的觀點。 

 

第二節  研究場域：同人誌販售會 

一、以參與觀察法進入 

人類的活動是持續的，許多人類行為現象必須透過互動的過程才有意義。參

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代表研究者參與被研究的事件或場域，成為行動

者，在自然的環境脈絡下有系統地觀察人類在日常生活實踐的互動模式（Lindlof & 
Taylor，2002），讓被研究主體「自己說話」，另也可透過訪談和紀錄來補足觀察的

缺失。 

嚴祥鸞（1996）指出，當研究是為了企圖回答文化情境脈絡有關的問題，包

括瞭解一個環境的活動和互動，如何對某種行為和信仰賦予意義，以及需要瞭解

過程、角色、事件、關係、社會環境的背景脈絡時，使用參與觀察是最好的方式，

讓研究者直接探索被研究主體所習以為常的假設（assumption），由這些假設去瞭
解文化的意義。更重要的，是要能以被研究者自己的語彙來瞭解她/他們的思考與
行為，以及對她/他們有意義的生活。Machin（2002）認為參與觀察也算是民族誌

學的一部份，而質化研究的假設是社會現象基本上不同於自然現象，研究者無法

將人類從生活與文化意義的複雜網絡中單獨分離出來分析，因此他強調質化研究

者“ethnographic gaze”的重要，亦即尋找社會互動特例的規則方式，並瞭解引導參

與者行動以及使其對她/他們有意義的參考框架。人們的交談與行為是被她/他們所
生活其中的社會規則、意義和文化與歷史所形塑的，因此“ethnographic gaze”是實
行一種再集合（reassembled）的民族誌學，我們必須透過脈絡化（contextualize）
來接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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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瞭解台灣同人誌次文化的現況與發展脈絡，因此選擇

以參與觀察法，在自然的環境下觀察台灣同人誌次文化中成員的互動與行為、相

關商業機制的動作以及兩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所謂「自然的環境/場域」，本研究所
指的是台灣的同人誌販售會。如第一章所述，同人誌販售會是各級文本、同人誌

與 cosplay的生產者及消費者、相關商業或政經文化機制交錯出現的場域，也算是
對外界的開放性質活動，能同時觀察到同人誌與 cosplay的生產者、消費者、其他
性質的參與者（例如 cosplay 的攝影者、欣賞觀察者或純「路人」）以及相關機制

的互動。古孟釗（2004）認為，販售會是解讀同人誌環境的重要管道，它從同人

社團的集會開始，發展至今已成為多樣化的展覽與休閒活動，除了提供人員與資

源匯集的機會，也有各種經濟行為（販售與消費）、社會行為（人際交流互動）、

休閒行為（與同好相聚、欣賞 cosplayer）等等。同人誌販售會除了扮演與外界某

些機制或媒體互動的橋樑角色，也公開了場地與機會讓能和同人誌或 cosplay生產
消費體系有關的個人工作室或組織有進入設攤的機會，成為促使同人誌次文化產

生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為了配合多為學生族群的同人，同人誌販售會時間多在週末假日，舉辦時機

隨著近年來同人誌販售會主辦單位增多，已從每年寒暑假擴展到平常月份，不過

暑假與寒假時會較為密集舉辦。地點則有各種大小型室內場地，如台北與高雄的

世貿、各校體育館或百貨公司場地等，以及室外的公開場地。要進入同人誌販售

會的場域，除了免費入場的場次、申請攤位的同人誌生產者與限定人數的幫手之

外，其餘一般入場者都要買票入場，票價從 100、150到 200元不等，附內載販售

會活動規則及參與社團的場刊一本。因此本研究在取得同意進入這方面並不困難。 

在進入同人誌販售會的田野之前，研究者透過曾參與同人誌活動的朋友先行

瞭解了同人誌的定義與形式，並在其帶領下參加了一場免費入場的小型同人誌販

售會（見表 3-1）。之後，研究者在網路上有關同人誌的 BBS版或網站閱讀有關同

人誌販售會的資訊、禮儀與注意事項，開始隻身進入田野，配合入場購買的場刊，

觀察並記錄當次會場中出現的商業攤、企畫活動、參與社團的種類、出產的同人

誌種類與形式等等，實地瞭解同人誌販售會內出現的交流與買賣過程。持續兩年

多參與同人誌販售會後，將所觀察到的現象與變化作整理，並與過去的販售會、

甚至日本同人誌販售會的文字記錄相比，試圖比較分析出台灣同人誌販售會及相

關現象的變化與特質。另一方面，也藉由參與同人誌販售會來找尋適當的受訪者。

從 2003 年 3月至 2005 年為止，研究者參與觀察的同人誌販售會場次計有 2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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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者參與觀察台灣同人誌販售會場次表 
 

名稱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Comic World 
Taiwan Party 

2003/03/29 台北地下街商

場廣場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Comic World 

Taiwan 4 
2003/7/12-7/13 台大綜合體育

館 3F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Fancy Frontier 2 2003/7/19-20 世貿二館 開拓動漫情報誌 
Comic World SE
台北 25 

2003/8/2-8/3 紐約紐約展覽

購物中心 
日本 SE株式會社台灣
分公司艾斯泰諾 

Comic World 
Taiwan 6 

2004/1/31-2/1 台大綜合體育

館 1F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Fancy Frontier 3 2004/1/30-2/1 台大綜合體育

館 3F 
開拓動漫情報誌 

Comic World 
Fancy 

2004/5/1-5/2 世貿二館 日本 SE株式會社台灣
分公司艾斯泰諾、開拓

動漫情報誌 
J-PARTY 2004/5/16 東橋日語忠孝

教室 
J-PARTY 籌備會1 

Fancy Frontier 4 2004/7/24-7/25 台大綜合體育

館 1F、3F 
開拓動漫情報誌 

Comic World 
Taiwan 7 

2004/8/7-8/8 台大綜合體育

館 3F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Comic World SE
台北 27 

2004/8/28-8/29 台師大體育館 日本 SE株式會社台灣
分公司艾斯泰諾 

Petit Fancy 2004/10/9-10/10 台大綜合體育

館 1F 
開拓動漫情報誌 

Taiwan Comic 
Market 01 

2004/10/16 劍潭青年活動

中心 
同人誌販售會情報 

Comic World 
Taiwan 8 

2004/12/11-12/12 台大綜合體育

館 3F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Comic World 

Taiwan 9 
2005/2/19-20 台大綜合體育

館 1F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Fancy Frontier 5 2005/2/19-20 台大綜合體育

館 3F 
開拓動漫情報誌 

Taiwan Comic 2005/3/26 耕莘文教院 同人誌販售會情報 

                                                 
1 由數個J家同人誌社團所組成，以同人誌社團Gemini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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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02 
J-PARTY Ⅱ 2005/4/10 交通博物館4F

會議室 
Gemini 

CWT PARTY 6 2005/5/14 台北地下街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Dolly’s Day娃娃
專屬交流販售會 

2005/5/28 耕莘文教院大

禮堂 
奇拉奇拉事務所 
人工天使 

Fancy Frontier 6 2005/7/30-31 台大綜合體育

館 1、3F 
開拓動漫情報誌 

Comic World 
Taiwan 10 

2005/8/13-14 台大綜合體育

館 3F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Petit Fancy 2 2005/10/1-2 台大綜合體育

館 1F 
開拓動漫情報誌 

Taiwan Comic 
Market 03 

2005/10/16 台北，劍潭青

年活動中心 
同人誌販售會情報 

Comic World 
Taiwan 11 

2005/12/10-11 台大綜合體育

館 3F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研究者角色與限制 

在質化研究中，研究者的個人背景與社會脈絡也是研究過程的一部份（Denzin 
& Lincoln，1998），因為質化研究不同於量化研究的實證主義，而是認為研究者的

主觀意識無法避免，也不可能不參與影響研究過程的設計與決定，因此研究者需

要反思自己的意識型態，這是一種反身性（reflexivity）的呈現。反身性除了研究

者本身的情感涉入之外，還包括如何詮釋、思考的自我對話。 

以我的經驗而言，開始接觸同人誌次文化是從 2003 年開始，可以說是因為課

堂報告需要，才開始嘗試接近這個我以前認為有點神秘、又必須是對漫畫很狂熱

或畫功很好的人才能進入的世界。我本身在國中時第一次接觸到的同人誌，是台

灣漫畫家游素蘭《傾國怨伶》的同人誌—雖然嚴格說起來是商業誌，因為那是由

大然出版社集結國內其他漫畫家及同人作品做正式商業出版的。因此我對同人誌

的觀念，倒從沒有落入「同志」、「同性戀」之類的錯誤刻板印象裡。不過，由於

同人們外顯的狂熱行為以及看似需具備的技術門檻（畫技或cosplay服製作裝扮功
力），在沒有人帶領之下，只是還喜歡看漫畫的我，雖然模糊知道這種行為與活動

的存在，也沒有想過去主動尋找或加入。直到 2003 年要做有關次文化的報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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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聯想到了同人誌次文化，進而發現我的大學同學中竟然有同人誌的創作

者、消費者與參與者。在將研究意圖告知同學之後，由她擔任線人（informant），
帶我一起去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台北地下街公開舉辦、不用門票的

CWT PARTY。在欣賞過許多同人誌與周邊作品，以及cosplay的裝扮與表演後，我
心裡的某一部份產生了共鳴：對某些漫畫或電影作品角色人物的喜愛，以及成年

後對「惡搞」2手法的接受，讓我覺得同人誌是十分有趣、比我想像中容易接近的

世界。在這第一次的同人誌販售會之旅中，我就開始驚呼於某些同人誌的可愛與

創意而購買下來。接下來，在網路與BBS閱讀相關資訊之後，我就準備獨自一人進

入本研究主要參與觀察的場域—售票制的同人誌販售會。 

Janesick（1998）認為說明研究者在參與觀察場域中扮演的角色，讓讀者瞭解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研究者的信度。而一個特定的角色策略

也將帶來一種相關的觀察方式。在研究者的角色方面有各種分類，如 Gold（1958）
以參與的程度，在「完全參與者」與「完全觀察者」的角色光譜之間，再分出「以

觀察者參與」（participant-as-observer）、「以參與者觀察」（observer-as-participant）
的角色類型，而這兩者都會向被研究的對象表明自己的身份，與完全參與者及完

全觀察者不同（Lindlof & Taylor，2002）。 

我頭幾次買票進入同人誌販售會後，如 Lindlof & Taylor（2002）所言，是先
處於場域中的邊緣（margins）位置，從 fly on the wall的路人做起，默默觀察同人

誌生產者、消費者、cosplayer、拍照者的行為、互動關係與特定語言用詞；並事先

藉由閱讀 BBS上的文章及販售會場刊，試著學習與融入販售會的氣氛與規則。當
漸漸熟悉之後，開始成為消費者購買同人誌與週邊產品，與生產者對話，或跟著

拍攝 cosplayer。不過，後來幾次當跟著熟識的線人到同人誌販售會參與觀察，被

她們介紹給其他朋友時，多半會被表明身份，之後觀察或加入她/他們的談話或再
做消費，總體而言似屬於「以參與者觀察」（observer-as-participant）的角色。 

根據對販售會規則、氣氛、同人誌作品的熟悉程度以及觀察重點，我的田野

觀察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2003 年 3月 CWT Party至 2004 年 5月 J-PARTY：
開始進入販售會，常請線人帶我熟悉作品與攤位的內容、取向及區別。此時尚未

具備對研究方法概念的完全認識與企圖，較會有個人娛樂的心態，常以消費者的

角度去逛攤，並注重觀察同人、cosplayer 及消費者的人際互動。（二）2004 年 7

                                                 
2 根據石武耕（2006）的說法，在台灣所謂「惡搞」的定義，雖仍在case by case的認定中、在不斷

的納入與排除的過程中逐漸浮動成形，但大致而言，它是一種parody的手法，基礎必須來自作者與

讀者共同的閱讀經驗，並帶有反美學的刻意叛逆。「惡搞」對於原始文本的態度可能是貶低的：例

如對於香港漫畫的主題公式或經典台詞帶有嘲弄意味的模仿；也可能是出自喜愛的致敬，例如由《無

間道》主題所衍生的諸多文本，但必須藉由諧擬將其「除魅」。第一種情形強調「惡質趣味」的精

神；第二種情形則較為接近傳統的迷文化。而這種精神，在原創派或演繹派的同人誌文本中都可尋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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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FF4 至 2004 年 12 月 CWT8：隨著論文概念的進展，開始注意同人對於「商業

化」的討論與現象，學習辨認在某些攤位中商業誌與同人誌的混淆。（三）2005 年

2 月 CWT9、FF5 至 2005 年 12 月 CWT11：佐以訪談的結果對照觀察販售會中的
種種「商業化」現象，以及參與群眾的性別與年齡比例變化，另外開始嘗試對攤

位的屬性與取向做大致的分類與紀錄。直到我認為收集的資訊程度漸趨飽和為止。 

在田野中無論哪一階段，我必定觀察並記錄的是當次會場中出現的商業攤與

企畫活動。然而，在參與社團的種類、出產的同人誌種類與形式方面，我卻無法

做到一一分類記錄的程度。一來，我並不具備 Otaku等級的 ACG知識，尤其是動

畫與遊戲方面更少接觸；至於影視與布袋戲方面雖有觀看，卻也非全盤接收的閱

聽人，本身的文化資本並不足以讓我完全分辨出販售會場中所有的同人誌是屬於

哪些初級文本所衍生出的，甚至是演繹還是原創。二來，同人的創作也具有跨文

本的特質，一本同人誌裡可以參雜許多漫畫或電影的人物，同人個人或社團也不

侷限於只創作某一種類的同人誌，因此要一一明確歸類頗為困難。我只能和主辦

單位與同人一樣，以場刊記錄為輔，從田野一開始便主要用「感官」去觀察每一

場的流行趨勢及出本狀況。 

在進行參與觀察時，我從沒有主動表明我的研究者身份。或許是因為我的年

齡、外表與眾多同人相近，對部分初級文本也有涉獵及興趣，因此我的行為或消

費在同人誌販售會的場合中不會格格不入，只有為記錄而拍攝同人誌攤位的行為

較不符合販售會的規定。在田野中，除了對熟悉的線人會視時機而有多一點非正

式的對話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當要和其他某些同人誌創作者
有較深入的談話時，介紹我的線人總是先說出我的研究者身份，而我多是聆聽線

人與同人誌團體成員的對話，等待時機加入談話與問問題的部分較少。想要多瞭

解同人的看法、感想與態度，以及在同人誌販售會之外的消費與生產行為，就必

須用深度訪談的方式加以補充。 

 

第三節  深度訪談對象與主體 

Werner & Schoepfle（1987，轉引自嚴祥鸞，1996）認為參與觀察的結果無法

充分反映文化，觀察結果必需要經過訪談，而且經過內部參與者的訪談驗證才具

效度。用深度訪談法可以得到現在與過去的事實與經驗、人們所隱藏的感覺或態

度、受訪者較不易讓人察覺的信念與觀點等等，也可獲得研究者有興趣的大量、

詳盡、甚至是非預期的資訊（Berger，1991）。也能作為一種 member validation，
測試與詮釋從其他來源與方法所獲得的資訊或推論出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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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即是在人們之間（inter）發掘出某種觀點（view），其優點即在於能
深入且廣泛地游於主觀真實中。質化訪談的目的是，基於「訪談會話是處於社會

地位情境中的言說者，對其經驗的修辭建構」之觀念，研究者試圖在整個有關訪

談事件的資訊矩陣中詮釋訪談言說的「真實價值」（truth for the speaker）。由此可
見，在質化研究的觀點中，被研究者是具有主體、自主性與自己情境的社會行動

者（social actor），研究者必須觀察、考慮其所處自然環境與社會位置，經由厚描
細節式的訪談與觀察，從受訪者的故事、陳述與解釋來歸納出資訊，力求貼近社

會行動者的觀點，了解她 /他們的經驗以及如何和社會文化溝通（Denzin & 
Lincoln，1998； Lindlof & Taylor，2002）。 

質化研究者認為深度訪談是由持續的談話與感情表達而發展出的會話，過程

中知識不斷累積，研究者應鼓勵受訪者自由地清楚表達其興趣與經驗，就算訪談

目的與結構多掌握於研究者手中，受訪者仍者有更大的自由並能活用其影響力，

讓彼此的意見與觀點互相激蕩，成為合作模式的訪談—雙方利益與權力價值是平

等的；和參與觀察相同，訪談的研究者應反思自己的角色與認同，學會傾聽他者

的聲音（Lindlof & Taylor，2002）。 

在正式進行本研究之前，研究者曾為課堂報告訪問過兩個同人誌創作者，從

當次的訪談經驗來看，我認為「建立和諧互信關係」（rapport）是很重要的，尤其
在同人受訪者在敘述與展現其對某種初級文本的著迷時，若我也接觸、瞭解甚至

喜愛此初級文本，將有助於建立彼此的 rapport；若我對此初級文本不熟悉甚至不

喜歡，也必須展現對同人熱誠與經驗的尊重，不加入個人喜好判斷。 

 

一、受訪者的選擇與背景 

關於同人受訪者的挑選，則是根據研究者在田野中參與觀察的經驗以及線人

的滾雪球來決定；由於研究問題的需要，在選擇同人受訪者方面多以大手或資深

參與者為主。根據研究所需及觀察，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包含五種類別：生產

／代理初級文本的經濟機構（東立、尖端、曼迪傳播、霹靂 4人）、舉辦同人誌販
售會的機構或組織（FF、CWT、SE、T-comi 6人）、提供／販售同人誌次文化成員
相關產品或服務的經濟機構（郵局、綠林寮、千業 3人）、各文本類型取向的同人

誌生產者（13人），以及轉型為商業出版社的同人團體（威向、倍樂、荷鳴 3人）。
不過，這些身份的劃分並非絕對，許多例如許多舉辦同人誌販售會的負責人也具

有同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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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人受訪者的邀約，通常是在販售會時親自至其攤位說明來意，若對方不

在，再改由 e-mail 邀請面訪。其中有 4 人因個人因素與意願問題不方便面訪，最

後改用 e-mail方式來訪談。以下是依類別順序而分列的 29位受訪者簡單的背景說

明，包括她/他們如何認識到同人誌。 

（一）生產／代理初級文本的經濟機構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6/02，面訪 
姓名/筆名：金啟華 
曼迪傳播公司行銷經理。曼迪傳播於 1999 年成立，以引進日本流行動畫為主，

曾在開拓動漫祭中設置商業攤。進入動漫圈工作後才知道同人誌，有機會的話偶

爾也會看。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8/26，面訪 
姓名/筆名：李峰名 
東立出版社企畫部課長。從國高中時期開始知道台灣有同人誌。平常會去同

人誌販售會觀察瞭解一下目前市場哪些漫畫比較受到歡迎，或現在讀者的取向是

什麼。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10/05，面訪 
姓名/筆名：王宏良 
尖端出版社 SPP網站部企畫編輯，曾向出版社提案至同人誌販售會 PF2舉辦

活動。1995 年在高雄 SEGA WORLD碰見小型的同人誌 event才認識同人誌，並加

入了當時跨縣市的大型同人誌團體，此後長期參與及協辦同人界活動，去尖端工

作前也曾在開拓待過。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11/14，面訪 
姓名/筆名：張凱雍 
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海外國際部行銷企劃。在進霹靂之前就是戲迷，不但加

入北區葉小釵後援會，同人誌販售會也有去過，買過不少布布3的同人誌與周邊。

不過目前覺得已經過了衝動消費的年齡，看朋友買的就好了，看了覺得好才會買。

在販售會或後援會、官方相關活動裡會cosplay。 
 
（二）舉辦同人誌販售會的機構或組織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3/16、2005/03/25，面訪 
姓名/筆名：鄭文福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理，也就是目前 CWT 同人誌販售會的主辦

                                                 
3 「布布」是台灣同人界裡對布袋戲或布袋戲種類同人誌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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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1 年底被捷比的朋友帶去參觀 CW Taiwan 22台北同人誌販售會時才第一次

接觸到何謂同人誌，並在朋友說服下接手捷比的販售會活動。以前曾從事印刷、

電信相關事業。由於錄音筆出狀況造成部分錄音流失，因此之後又補採一次。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07，面訪 
姓名/筆名：蘇微希 
《開拓動漫畫情報誌》顧問，也是開拓動漫祭執行長。台灣同人界內資深的

同人女，90 年代初期看盜版《聖鬥士星矢》後面收錄的「星矢小劇場」而接觸到

日本的同人誌，不久後即去日本參加 Comiket。畫過一些動漫衍生的同人誌，也參

與過 1993 年松山外貿的販售會。曾於中央日報發表〈次文化中的次文化—漫畫同
人誌〉一文。日文系畢業後曾任職於大然出版社，感到台灣漫畫市場缺乏行銷，

因此再去念企管所。後來與朋友開設杜葳廣告公司，再和《IMAGE》前編輯合創
《開拓動漫畫情報誌》。於 2002 年開辦開拓動漫祭。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07，面訪 
姓名/筆名：HIRU 
成大同人活動創辦人，目前是開拓動漫祭執行委員。與蘇微希在開拓公司內

訪談進入後段時，被蘇叫來回答問題而加入。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20、2005/05/14，面訪 
姓名/筆名：目櫻 

Taiwan Comic Market籌備委員。美術系出身，參與同人誌活動已有十年以上，

目前自組「花園天堂」同人社團，主要販賣自製的網點光碟，並獲得 Adobe認證。
時常思考台灣同人誌的未來，於 2004 年和布萊特籌辦了 Taiwan Comic Market，希
望給予職業性質的同人誌創作者更多的發表與販售機會，培養台灣相關領域的競

爭力與未來性，也藉由活動來傳達他們一些理念，例如鼓勵同人誌創作者等 SOHO
族加入藝文工會，以對生活有更多保障。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20，面訪 
姓名/筆名：布萊特 

Taiwan Comic Market籌備委員，主要負責執行層面。研究者與目櫻在茶哩貓

訪談時也在場，因此加入。同人資歷 5～6 年。亦關心台灣同人誌的發展問題，認

為台灣沒有像日本一樣專門收集並分析同人誌「產業」資訊的習性非常可惜。曾

出過奇幻小說本，是台灣第一批研發 on-line game相關人士之一，看到政府甚至業
界對遊戲產業的短視及疏於規劃，認為還是要靠民間自發性努力才有希望來維持

和創造更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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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5/17，面訪 
姓名/筆名：亞力 
前艾斯泰諾（SE）員工，現為「葫蘆書坊」店長。最早參加過的販售會是 1993

年松山外貿的綜合性活動。約逾 2000 年進入 SE工作，當 SE要辦同人誌販售會時
主要負責活動細節部分，譬如流程掌控、場地與人力的調配等等。於 2003 年離開

SE，之後在台北車站附近開了家「葫蘆書坊」，販賣日本的同人誌與周邊、台灣及

大陸的 BL小說、娃衣與配件周邊等等。台灣同人的作品也可在此寄賣，亦為 CWT
或 FF販售會代收報名表之處。 
 
（三）提供／販售同人誌次文化成員相關產品或服務的經濟機構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2/19，面訪 
姓名/筆名：顏永昇 
台北郵局企畫行銷科業務專員。因為郵局透過杜葳廣告公司和開拓動漫祭合

作活動，才來開拓動漫祭幫忙顧商業攤，在此之前都沒聽過這樣的活動。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5/09，面訪 
姓名/筆名：王鼎興 
動漫畫精品專賣店「綠林寮」的店長，2001 年左右因客人中有同人畫家而接

觸同人誌。目前綠林寮接受國人同人誌的寄賣以及販售會場刊的預先販售，也和

一些同人畫家合作生產專屬綠林寮的小說本、插圖本、海報、紙袋、書籤等周邊，

並帶此參加部分日本同人誌販售會。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9/16，面訪 
姓名/筆名：謝哥 

北部接同人誌印刷訂單與印量最多的「千業快速影印社」老闆。1995 年左右

碰到有同人來印東西才慢慢瞭解同人誌。對同人們抱持協助的態度，和同人溝通

及互動良好，甚至開闢空間讓同人擺放作品傳單與聚會交流，曾經舉辦過一次同

樂式的同人活動。 
 

（四）各文本類型的同人誌生產者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3/01，面訪 
姓名/筆名：kimera 

2002 年開始接觸並喜愛上SD娃，2003 年迷上Pullip4，目前成立「Lolita World」

                                                 
4 SD和Pullip都是台灣同人界裡流行的DOLL種類，其中SD是最興盛的一種。SD是Super dollfie的縮
寫，是一種可動球狀關節人型，由日本Volks公司出品，高約 60cm左右，比例是人的 1/3，能讓玩
家按自己的喜好做改造，不單只有化妝或是衣著的改變，還能為SD娃換上不同顏色的眼珠或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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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娃衣、周邊以及娃的清洗保養。第一次去同人誌販售會是在 1997 年，高中時候

被朋友帶去的，之後北部的販售會幾乎都有去。自己也動筆寫過電玩類、陰陽師

電影的同人小說，不過只和朋友一起出過一次合同本。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3/08，面訪 
姓名/筆名：戰青 

1994到 1998 年是大然出版社的職業漫畫家，本名鍾美芳，出版過《赤火》等

漫畫，之後轉往言情小說界寫作兩年，2002 年開始自己出 BL 同人誌至今，插畫
小說一手包。90 年代初期就知道同人誌這東西，因為有漫畫家助手在玩同人誌。

第一次去同人誌販售會是 2001 年，為了要出本而去觀察狀況。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3/28，面訪 
姓名/筆名：VIVA 
於高中時期、1993 年左右接觸到國內的同人誌，上大學念中文系、進漫畫社

後開始飽受當時 BL 漫畫與同人誌的「薰陶」，以致於日後成為少見會畫 BL 作品
的男畫者。1999 年開始創作以三國演義為題材的同人誌，頗受歡迎，開拓動漫誌

還將其幾本同人誌的內容重新整理後出版一本商業誌。目前持續創作中，題材範

圍包括三國、論語、國軍、電腦或台灣社會現象等，是同人界的大手之一。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06，面訪 
姓名/筆名：黑白劍妖 
高中時在捷比漫畫便利屋看到有人放本子，因為喜歡畫畫，也畫了本子放在

那交流。大專時參與過幾場同人誌販售會，也在 BBS發表過布布同人小說。畢業

出社會後一度停止接觸同人活動，不過最近因為出現喜歡的布布和陰陽師題材，

又燃起了創作的熱情，並和自己的工作興趣結合，輔助同人做出版的企畫等等。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13、2005/04/20，面訪 
姓名/筆名：駒川野 
國中時有聽別人提過同人誌，不過當時是單純喜歡畫自己自創的東西，真正

接觸到同人誌是在 1995 年，也參與過早期的小型販售會。第一次畫的是鋼彈的同

人誌，1997 年 cos 出現在「春日派對」同人誌販售會。專科畢業後當護士，最後
還是選擇在台北車站附近開「茶哩貓」，提供同人聚會畫圖趕稿、喝茶聊天的地方，

也接受同人誌寄賣、販售會報名、場刊預售，以及提供場地或舉辦小型同人誌交

流會。目前仍有畫同人誌，也接商業插畫。 
 
 
 

                                                                                                                                               
樣式的假髮，使娃娃的變化度更大（資料來源：http://home.kimo.com.tw/hohodoll/sdindex.htm）。Pullip
系列娃娃則是由日本Jun Planning創造，於 2003 年夏季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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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15，面訪 
姓名/筆名：毒菇修 
職業漫畫家，曾在 Yahoo!奇摩、新浪網發表四格漫畫，出版過《民國教育委

員會》、《毒家香肉店》等漫畫。當漫畫家助手的時候才聽說過同人誌。從 2001 年

開始創作傑尼斯藝人（簡稱為 J家）的四格漫畫同人誌，部分在自由時報上有連載，

2003 年開始在販售會中擺攤。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18、2005/08/22，面訪 
姓名/筆名：MW 
從小就愛畫圖，高中開始投漫畫出版社的新人獎也曾入選佳作，大二時第一

次出同人誌。目前自組雙人社團 Gamini，以創作 J 家同人誌為主。曾參與過 FF1
的籌辦，2004、2005 年各主辦一次「J-PARTY」—也就是 J 家 ONLY 的同人誌販
售會。是台灣同人界的大手之一。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4/25，面訪 
姓名/筆名：上条隼 
國三的時候開始畫圖，在 QAF漫畫屋看到別人畫的本子而得知何謂同人誌。

高一在 ESP 放本子交流，後來陸續參加過一些同人社團。目前以畫衍生同人誌為

主，題材包括漫畫、魔戒或明星電影，曾受媒體訪問，是台灣同人界的大手之一。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5/05，面訪 
姓名/筆名：伊達朔弓 

90 年代初期即接觸到盜版《聖鬥士星矢》後面收錄的「星矢小劇場」日本同

人誌，後來和一群同好組團將彼此的作品集結成冊。國中畢業後曾去大然畫了一

年的漫畫。1997 年開始在同人誌販售會參展，一開始畫原創的東西較多，若有喜

歡的動漫或電影出來也會去做同人誌。是台灣同人界的大手之一。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5/08，面訪 
姓名/筆名：小道 
國中在台中的漫畫便利屋認識的朋友買了日本同人誌，因此而認識同人誌。

1997 年在「春日派對」首次參展販售自己的作品。大學畢業當編劇一陣子後覺得

還是畫圖比較有趣，便去接一些畫畫的 case，包括當漫畫家的助手，亦持續在出
同人誌，題材包括哈利波特、布布、寵物、自創等。也會去學校漫畫社當指導老

師。曾得過漫畫金筆獎第三名，目前也是台灣同人界的大手之一。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2/28、2005/04/11，e-mail訪談 
姓名/筆名：織雲 

參與同人活動約四年，一開始是因為朋友出刊才開始參予販售，後來為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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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起將一些作品成書，所以成立同人誌社團「兩極體」，成員約十人。剛開始是

以自創作品為主，大多都是自己喜歡可是商業出版社卻不接受的作品，後來才涉

獵到同人。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3/02，e-mail訪談 
姓名/筆名：汗青門下走狗‧開皇人 
開始創作同人誌約四、五年，以布袋戲衍生題材為主。當初是因為接觸到很

棒的布布同人作品，才以「能夠吸引寫出這麼棒同人作品的人的原作一定也很了

不起吧」的心態去接觸布袋戲。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5/17，e-mail訪談 
姓名/筆名：小凱 
最初在大學時代參加販售會，寫了幾本作品也在販售會販售，近期已經沒有

參加同人活動。目前是荷鳴文化出版社編輯，主要收羅各類 BL小說，配以漫畫插

圖出版。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9/05，e-mail訪談 
姓名/筆名：A-JIN 
國小就喜歡畫漫畫，國中時在永和的阿克漫畫便利屋擺自己創作漫畫的本

子，在那認識的一些同好帶領下參加了一場私人舉辦的販售會。國二時開始在販

售會擺攤，初期創作漫畫衍生的同人誌，目前就讀於美術相關科系。2000 年開始

自創設計，作品包括文字插畫設計書、紙袋、信紙、書籤、文件夾、車票夾、手

機吊飾等周邊小物及文具。目前走自創設計路線，在部分平面媒體有發表作品或

受訪。 
 

（五）轉型為商業出版社的同人團體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4/10/22、2005/04/26，面訪 
姓名/筆名：小光 
現任威向出版社企畫編輯。高中看少女漫畫快報後面的 Q＆A 而知道有「同

人誌」這種東西，1997 年去過台北火車站樓上「場地小但人超多」的販售會。大

一時和室友一人寫作一人畫圖共同出了本布布同人誌。大學中文系畢業沒多久就

和同人界的朋友一起將同人社團「架空之都」轉型成小型出版社，主要出版 BL小
說，以及少量漫畫、畫冊及周邊。 
 
訪談時間與方式：2005/05/11，面訪 
姓名/筆名：康文柔 
原本在新聞界工作，高中時參加漫研社，因同學介紹而接觸到同人誌，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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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同人誌販售會的崛起。因為高中在漫研社「一定會開出版社讓大家都有書

可以出」的承諾，2004 年開創了倍樂文化出版社，除了 BL 小說，也希望藉由異

業結盟的方式讓本土漫畫新秀有更多的商業機會與舞台。 
 
由以上的背景介紹中可以發現，不少在出版社或販售會主辦單位工作的受訪

者也是資深同人出身，她/他們多會以業界與同人界兩者兼具的身份及眼光來談論

同人界的現象。在有創作同人誌的受訪者中，只有 VIVA、目櫻和布萊特是男性，
其他 13人為女性，多少反映出台灣同人界男女比例不均的現況。在年齡方面，研

究者沒有直接問及同人受訪者的年齡，但依照她/他們的創作歷程與現職來判斷，

除了 7 年級的學生 AJIN，其他多半都是 25歲以上的年齡。 

 

二、訪談焦點與研究者的角色變化 

和同人受訪者的訪談，大部分相約在受訪者方便到達的咖啡廳或簡餐店，也

有幾位是約在受訪者駒川野開的「茶哩貓」，還可以邊受訪邊和老闆店員聊天，有

些問題也因此得到其他不同的意見。 

幾次訪談經驗下來，我發現研究者的次文化身份問題，也會是同人對研究者

所採取態度及回答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身為社會行動者，同人對同人誌活動各

有不同的觀察與意見，對於研究者的研究內容與「意圖」也有不同的反應。雖然

大多數受訪者對於我的研究生身份都不排斥，但因為同人誌長久以來在媒體報導

呈現中幾乎都被混淆、誤解或扭曲，因此也有少數受訪者在受訪一開始會懷有戒

心、有所保留；或是積極分享，希望我的研究能夠促進一般大眾對同人誌的認識

與了解。因此在訪談剛開始時，我常被問及「妳從什麼時候開始看同人誌/來販售
會的？」、「妳有畫過嗎？」當我回答「我大約三年前開始接觸同人誌，之後台北

每場販售會都有去。我沒有創作，不過我會看某些類型或作者的同人誌」等答案

之後，常會感覺同人受訪者也因此調整了他回答的範圍、用詞或態度，或許是將

我納入「同類」，也或許因為我算是「新手」、「資淺同人誌消費者」而多講/少講了

部分資訊。 

在訪談過程中，一開始我幾乎都從受訪者接觸同人誌及參與販售會的個人經

驗開始問起。如果是同人受訪者，接下來會再請教她/他們創作同人誌的契機、原

因與過程，以及喜歡閱讀哪些種類的同人誌或初級文本等等。雖然這些不一定和

研究問題有直接關連，但從自己喜愛的事物談起，通常會拉近我與受訪者之間的

距離，若聊到同樣喜愛的作品或類似經驗時，雙方甚至會開始交換意見或聊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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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 

接下來我會順著訪談大綱（題目詳見附錄一）向受訪者詢問一些我在田野中

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問題，包括版權所有者與同人之間的法律問題、同人界（包括

販售會、同人心態與行為）的部分商業化現象、由同人轉為職業的可能性、家人

對同人創作的態度，以及對於出版分級制的看法等等，希望得到他們的經驗與意

見。此外，對於同人界各方面的變化、是受到哪些文化或力量的影響，以及未來

的可能發展，都會以開放式的問法請受訪者發表自己的看法。 

若背景是初級文本機構、提供同人誌次文化成員產品或服務的受訪者，我的

問題便集中在其機構與同人誌次文化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對於同人誌的態度，以

及受訪者個人接觸同人誌的經驗與看法。對於同人誌販售會的舉辦者、開設出版

社的的受訪對象，除了詢問在台灣舉辦販售會/開設 BL 出版社的經驗細節之外，
由於他們多半兼具有同人的身份與過往，便也會詢問他們對同人界環境變化與未

來等等的看法意見。 

我從未設限一定要跟著訪談大綱的問題走，雖然有時東聊西扯拉長了訪談時

間，但有不少在原先預料之外的資訊也會在閒聊中出現，不但能觸發我新的想法，

也有助於增加我對同人誌活動的認識與次文化資本，尤其是日本 Comiket 方面的
知識。此時，我的「請教」心態會越來越重。有幾次我都曾在心裡自問：現在我

是研究者？還是請教者？對於某些同人，我甚至是他的讀者！ 

研究者與受訪者的權力天平並非一開始就設定好而靜止不動。對我來說，受

訪者的態度及（次）文化資本常是影響天平擺動變化的因素。為了得到最適當的

資訊，研究者的權力位階應該適時隨之調整，但最基本的 rapport必須要以誠懇來

維持。 

 

三、我們不是「次」文化 

另一個在田野中浮現的問題，是對「次文化」一詞的認知。由於我在初步接

觸網路上有關解釋同人誌的資訊時，發現資深同人、也是後來開拓動漫祭執行長

蘇微希刊載於中央日報的一篇文章〈次文化中的次文化—漫畫同人誌〉在網路或

BBS 上頗受推薦；加上本身就以伯明罕次文化研究為出發點，對次文化一詞的立

場偏為正面，因此在開始邀約及訪談同人之時，都直接使用「同人誌次文化」來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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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初期，受訪者看似都接受這樣的稱呼與詮釋。但和蘇微希及 HIRU 進行

訪談時，他們個人雖然瞭解次文化一詞在學界的定義，卻提醒我不是所有同人或

次文化成員都能理解並接受「次文化」的定義與使用，因為從字面上來看，「次」

就具有貶低意味的負面感覺。 

你這個學術論文要是給殿堂裡看的是沒關係，如果是在網路上 PO，
千萬那個「次」字要拿掉。（蘇微希） 

後來我也在 BBS的漫畫版上看過有關次文化的戰文，反對者除了對「次」一

字的貶低意味大表反感，也強烈抗議這樣的標籤，「憑什麼說我們是次文化？」不

久後我碰到一位要求我先解說論文問題與架構的受訪者，對於我使用「次文化」

一詞一開始即持反對之意，認為現在大家都已經在看漫畫了，難道漫畫不是主流？

先不論有人會將同人誌與漫畫兩種文化活動與現象混疊論述，這種爭奪詮釋權的

反應，也值得我們思考：當有部分文化成員認為自己並不「次」、也不小眾，研究

者是否應該回頭檢視自己的意識型態？或是進而探討文化成員會/不會如此思考的
因素？他們是如何「想像」自己的（次）文化？ 

對我來說，同人誌並不是每位閱聽人都會生產的第三級文本，也不是所有閱

聽人都能碰觸或接受。相對而言，它仍是一個小眾且獨特的次文化概念。為使訪

談順利，後來我有自覺地常以「活動」或「文化」來替換「次文化」詞彙的使用，

若遇到有疑問的受訪者，也會解釋對我及本研究而言這並非負面觀點，而是相對

於主流大眾的小眾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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