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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陸章 結論 

 

「台客」是台灣社會近年來新的社會文化政治議題，在諸多「何謂台客」、

拼湊台客輪廓的討論之外，本研究主張以「台客的社會建構」為前提，將「台客」

視為少數者對他者的建構從結構觀點切入，探討「誰」「用什麼」建構「台客」，

以批判論述分析法探究「建構台客的東西」，抽絲剝繭釐清過去模糊的「台客」

文化：語言、語言使用、休閒文化興趣、地域意向關聯等，以及其文化資本。研

究發現被構連的「台客」文化，與長期以來台灣社會結構所造成的階級權力運作

相關。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台客」文化評斷──台灣社會階級結構下的附屬品 

 

「台客」文化的建構以及台灣社會階級結構的關係可對照到學者 Bourdieu

一整套文化社會學理論：社會的客觀存在條件造成慣習，慣習內化影響及外顯行

為，因此社會起源是影響舉止習性差異的重要原因，而社會結構的不平等使有權

階級得以宰制象徵體系，造成社會的文化秩序存有象徵性暴力，象徵性暴力設定

行為舉止、休閒興趣等有文化資本高低差別，使文化生活風格形成位階，而文化

資本又影響及社會位置攫取，使社會秩序再製，如此文化風格與社會的關係不但

是階級承襲並且造成階級結構僵化。  

 

  Bourdieu 對於社會體系由微觀至鉅觀的觀察與闡釋，得以解釋「台客」及文

化行為模式被台灣社會所區別、劃分、歸類、價值判斷的原因。 

 



 120

媒體中所談論與再現的「台客」生活風格等外顯行為，始因為台灣存在有族

群、地理空間文化的差異，而有不同的內化慣習、不同階級背景的生活風格，而

台灣歷史脈絡形成多向度的社會結構不平等：族群文化背景、城鄉差距、經濟地

位、政治地位、語言位階等「前結構」造成權力分配影響生活風格的價值判斷，

使得語言形象、休閒興趣、衣著、地域等「象徵體系」被設定了台語、台灣國語

等語言形象與檳榔藥酒、觀賞台語鄉土劇、台語流行文化等「象徵性暴力的意識

形態」，被建構為較低位格：(1)台灣社會存有結構性(政經結構、城鄉南北結構、

語言結構等)的差異，(2)文化霸權控制象徵體系（語言形象、衣著等生活風格），

產生象徵性暴力與文化品味秩序，(3) 文化霸權操弄意識形態，加上媒體再作用

下的社會刻板印象，造成這些文化低階的形象使得多數人不假思索。 

 

「台客」──台灣社會低階文化的集大成 

 

這些台灣底層文化風格在近些年被歸類為一個新名詞「台客」，其實這些「低

階文化風格」是過去就存在的，而「台客文化」則是用新詞彙廣納了過去遭到社

會偏見的台灣社會底層文化，使「台客」圖像與社會地位連結，「台客」的成立

也意味著台灣社會秩序的再製。因此尚未定義成熟的「台客」有著台灣社會原本

熟悉的特質，「台客」像虛詞、又像新詞般，將長存在過去台灣社會結構產生的

文化偏見匯集，這個「新生命」卻掩蓋了「舊秩序」。 

 

「台客」的建構複構連電音、手套舞蹈等文化新元素，原本沒有直接關係的

「舊台客元素」與「新台客元素」只因「俗」的特質相互作用，使「台客」的品

味位階邊界得以延續，但這些元素以鄉野厘俗或者在地文化逸趣呈現，使「台客」

看似新詞彙新奇好玩、詼諧，模糊了複製台灣的社會文化秩序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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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爭霸後現代轉向：「台客」的平反與「台客文化資本」再製 

 

文化意識形態的定義與價值並非一家獨尊，許多次級團體會競爭文化詮釋

權。本研究列舉駁斥原有「台客」價值、為「台」作平反的幾股勢力──濁水溪

公社等地下樂團「台客掛」，以衝突、批判情緒能量來傳達左翼訊息，以及以伍

佰為首的台客搖滾演唱會的文化精英們以後現代論點詮釋「台客」，將「台」導

向片面懷舊、去主體的、個人愉悅的美學。 

 

從演唱會票房以及媒體的報導量與內容，明顯的「台客搖滾」的論述已取代

過去的台客論調成顯學，取得「台客」的論述主權成為新文化霸權，主流媒體亦

跟進以「台客」符號來開發商機，一方面使得濁水溪公社等屬於「自為階級」為

社會弱勢發出不平之鳴的「台客」精神探討空間被稀釋，另一方面也使得「台客」

有關的硬性議題被忽略，「台」在媒體中被軟化、娛樂化、商品化。 

 

  伍佰與台客搖滾的新文化霸權後現代美學論述使「台客」一詞獲得解放，構

連「台客」新解，使「台客」擺脫弱勢，「台客搖滾」不作探討的廣納各種與「台」

相關的民俗活動、飲食、衣著、意識形態等，打造後現代拼貼、炫、講求愉悅的

新台客勢力，成為全民時尚運動，但由於去權力中心、去真理的後現代觀點使得

「台客」在階級方面的權力辨證空間被捨棄，因此雖然「台客」造成台灣社會轟

動，但過去「台客」建構相關的文化與文化資本──藥酒檳榔文化、電子花車、

台灣國語粗口等在台灣社會依然是文化資本的弱勢。這使得「台客」一詞得到了

平反，但並不是對於過去「台客」的文化資本作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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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中的「台客」──永遠的「賣」點 

   

由於媒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頃向與宰制階級的利益，其專業規則也形成報

導框架，加上其商業逐利的特質，主流媒體永遠可以在「台客」這個羔羊上選擇

不同的片面的賣點。一開始媒體中的「台客」是流行文化不正確的一群，在節目

媒體、報紙街訪中受到公評與矯正的，片斷選取土俗的、江湖的部分被綜藝化為

另類的趣味，簡化並且強化「台客」的「不標準」的形象──服裝打扮不標準、

國語不標準、講話態度不標準等。又因為媒體需要對立、衝突等刺激收視率的因

子，因此「非台客」對於「台」的極盡揶揄、諷刺就成為節目的笑點和賣點，一

片對於異類文化喧鬧中，遮掩了刻板印象的再構連。 

 

  而當「台」在伍佰等文化精英的詮釋操作下，從非主流力量將「台客」文藝

化與流行化，媒體也順應這個重構的定義販賣起文藝台客符號以及流行台客符

號。甚或再新聞議題中政治統獨團體對「台」的政治性爭論，對於媒體而言也是

「台客」可以剝的另一層皮。 

 

這呼應前一段結論：「台客」是尚未確認具體定義的新名詞，它彈性的概括

了台灣社會底層低階文化風格，因此在沒有深究「台客」的情況下，直接將「台

客」一詞昇華為(商用)標語，「台客」已經擁有流行的「光環」，任何商品沒來由

的用「台」作為商標即可販賣銷售，不過問「該商品為什麼代表台客」這種文化

問題，只會讓「台客」成為眾所討論但空轉的名詞，如此「台客」的翻轉恐怕是

空洞、本末倒置甚至弄巧成拙的。 

 

  遺憾的弄巧成拙的例子似乎已經產生：伴隨著「新台客霸權」聲勢的虛大，

造成倒轉歧視的可能性──某些片斷的「台客」特質被放大強調，造成族群對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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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間點「華客網」與「不會說台語」的出現意味著「台客」新勢力在商業

娛樂符號不負責任的簡化、過度膨脹下，造成了族群隸屬和政治信仰的對立。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疏漏 

 

本研究從「台客」建構出發分析台灣階級結構，探討了族群、政治經濟地位、

城鄉等結構層面，然因篇幅所限未能討論及關於「台客」與台灣性別階級結構層

面。 

  「台客」的建構隱含有台灣社會結構下長期的的性別歧視，討論台客的「俗」，

與「俗艷」就有層別上的不同，「俗」是文化品味上的低位格，而「俗艷」更意

味品味以及對女性的雙重歧視。《兩代電力公司》共七集台客單元的標題即是明

顯的例子，節目主題的設定中，對於男性的「台客」探討予以的標題是「我很台

可是我很帥」或者「金光閃閃台客族」，然而對於所謂「台妹」主題的探討則是

用「爆乳台妹」做為標題，反映了媒體對於除了「台客」外，另一層對於女性身

體形象的消費。 

 

  「台」意涵經常構連的電子花車女郎、檳榔西施、鋼管女郎意象，過去「台

風」還未蔚為流行前是文化低階女性的嘲諷，如今「台」字正興，整個「我愛台

妹」的態度和氣勢彷彿是理所當然沒有異議的。但是「台妹」當道的假象背後是

女性身體的物化，由近來熱門的「我愛台妹」一曲即可窺之一二： 

 

        女孩 就喜歡你台台 等等去家裡轟趴要不要來 

        只怕你掛的太快 一定要去廟裡收驚<授精>拜拜… 

         

        One Nightin 墾丁 我留下許多情<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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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我的 可口可樂幫我解渴 

        看我穿就知道我玩饒舌 

        不用說我壞壞 熱狗有新<性>功能 能夠使妳肚子大… 

                                                                                 

        我不愛中國小姐 我愛台妹 (萬萬歲?) 

        妳的檳榔 兩粒要一百 好貴 有沒有含稅<睡> 

        如果能夠和妳共枕眠 更多更多的奶粉錢 

        我願意為妳貢獻 我不是愛現 請妳噴上一點點銷魂的香水 

 

  充滿性暗示與性侵略的歌詞可以在現今「提倡台客文化的政治正確」下被傳

唱、甚至視為「文化正義」，由此可見「台客」的翻轉是只有熱性但去論述至毫

無控制的盲目狀態。 

 

  「台客搖滾演唱會」活動在 2006 年 4 月擴大為「台客搖滾嘉年華」活動，

嘉年華會中有各式各樣台灣文化活動攤位例如布袋戲急鋼管舞秀，其中清涼鋼管

秀被批評以扭曲「台客」的符碼卻無視色情的傳播： 

 

  台客搖滾嘉年華藉台客之名，消費這個公共財，賺進大把鈔票…鋼管女郎夾

腿倒立、露臀喬奶…都在這場物化女性肉體的大拜拜中…連續兩天有長達兩

小時的鋼管女郎秀…是誰有這種權力，將色情置入性行銷，將他和台客文化

畫上等號？(莊榮宏，2006) 

 

  「台客搖滾」是目前新興的「台客」文化論述新霸權，其對於只要和「台」

相關的文化──被漸漸遺忘的、傳統的、有爭議的照單全收，而主流媒體也便宜

行事的全盤跟風報導之下，台灣許多底層文化必須檢討的價值觀只要套上「台客」

就似乎有免死金牌。缺乏醒思的翻轉，只求譁眾取寵的擴張，使「台客新文藝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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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恐怕趨向更盲目與危險。演變至今「台客」二字耀眼但不知所謂的光芒遮蔽

了對於性別歧視的隱憂。無論是過去的有貶意的「台客」言論或者近來「台客」

聲勢大起，本研究由於篇幅所限未能深入處理女性在「台」的相關論述中的位置

與扮演的角色，「台妹」在「台客文化」中的位置雙重歧視的議題需要更深度的

關注。 

 

第三節 研究者的省思與展望 

   

  著手「台客」論述的收集與研究已兩年餘，對於一個研究者而言最戲劇性的

轉折，是從為了揭露「台客」輕視與台灣文化階級結構再製的初衷，演變為批判

「台客」壯大所造成倒轉歧視的轉化態度。 

 

  從「輕台客」到「擁台客自重」的研究歷程，研究者感受到這個迅速的轉化

是何其粗糙、充斥商業利益的與政治意圖，當各方勢力競逐下，「台客」從妖魔

化到英雄化，都是不負責任的簡化。也由於「台客」研究狀態的轉變，彰顯出台

灣社會多向度權力關係的粗暴競權下，製造出一層又一層愈益錯綜難解的枷鎖。 

 

  在研究者看來，關於「台客」地位翻轉的兩大辨証力量，無論是打響台客知

名度的「台客搖滾」，表示要「讓政治歸政治，讓音樂歸音樂」；或者是獨派組織

強調「台客」的「本土意識」，這兩種「去政治化」與「泛政治化」的方向都帶

有盲點。「台客」終究無法與政治脫節，因為它原本就是文化政治權力不公下的

產物，但也不能容許有心者「挾台客以自重」，將台客挪用為族群圖騰，從「受

害者」化身「復仇者」翻攪社會族群的對立。 

   

  對於主辦單位表示未來每年將持續舉辦的「台客搖滾」活動，本研究認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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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搖滾」當初將「台客」轉化為正面的立意(或利益)已成功，應當熱情點燃的下

一步應當思考社會責任，而不是將熱情化為「民粹」，「台客」可以是廣納各種討

論各色文化的多元，但不能是「放任」與「無解」。 

 

  而媒體中諸多「台客」商品的琳瑯滿目，以及政論節目中以悲情身分自持的、

或進而挑釁的「台客」…，面對這些紛嚷，不如讓「台客回到原點」──關注「中

南部」、「喝維士比藥酒吃檳榔的勞工」、「電子花車」、「國語不標準」、「收視鄉土

劇」等族群，或許他們還不知道自己被叫做「台客」、沒聽過「台客」，並且縱然

如今「台風橫行」，但他們的生活型態還是會持續的被低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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