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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二十一世紀初由韓劇在台灣掀起韓流，而在 2009 年左右，另一波由韓國偶

像團體掀起的韓流也蔚然形成，他／她們的表演一開始是藉由網路傳遞至台灣，

而網路的分享也在台灣培養出一群規模相當的韓流迷群，並且出現了一批以往較

少見的成年男性，吸引他們目光的是女子偶像團體，他們會買專輯，會看韓國綜

藝節目，會在演唱會的時候喊叫，他們的人數甚至超過女子團體的女迷群。其中

少女時代是在這波韓流中最早被注意而且也是聚集最多人氣的女子團體，許多迷

群都是在認識他們之後才陸續去認識更多的女子團體，因此筆者將研究對象聚焦

在少女時代的男性迷群。 

這群成年男性已經脫離對於自我認同矛盾的青少年時期，卻在成年之後才開

始進行被視為青少年、甚至是女性化的追星行為，因此本論文想試圖了解少女時

代對他們的意義為何，是否也代表他們理想中的女性特質在現實生活中被實現，

而在追星的過程中，他們如何處理自己在性別化教育下內化的男子氣概，以及如

何面對外界對於他們的觀感，男子氣概的框架如何去影響他們身為追星族新人的

模樣。另外，這些台灣男性在消費韓國流行文化時，他們如何去處理在地反韓情

緒與自身對少女時代的喜愛，特別是本身就帶有反韓情緒的男性。 

我的十八位受訪者絕大多數都是第一次追星，更有超過半數在認識少女時代

後才開始去接觸韓國的事物。對於他們來說，即使少女時代們會隨著年紀的增長，

造型會越趨成熟，在他們心中，少女時代是永遠是那活潑青春、有點女人味但不

是賣弄性感，並且帶來正面力量的女孩。少女時代的模樣、個性也與自己心中的

理想女性是相近的。而對於年紀較長、已婚的男性迷來說，甚至還參雜著懷舊的

情感。這些男性從揭露自己 SONE 的身分、反思 SONE 身分與宅男的關係到 SONE

之間的情誼，這些男性不斷展露出傳統霸權男子氣概對於他們的規範，在生產和

實踐迷的文化活動時，他們不時回頭檢視自己男子氣概的形象，他們必須採取策

略來調節內心那霸權男子氣概的尺規，讓自己少女時代迷的身分得以合理地存在、

被接受。同時，由於在地反韓情緒主要來自於運動場域，而運動場域向來是較屬

於男性文化，所以反韓情緒也是在地男性文化中的一環，如今，他們善用自己的

男子氣概，對於在地反韓言論進行抵抗，甚至重新去定義糾正在地反韓情緒應該

對事不對人，而非無限上綱，也因此當他們在斥罵韓國不光彩的動作來表現其國

族認同，同時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稱羨韓國流行音樂的發展。 

關鍵字：偶像崇拜、流行音樂、反韓、男子氣概、韓流、少女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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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韓流迷群在台灣文化社會脈絡的再現 

9 名韓國美少女組成的合唱組合「少女時代」，今天召開記者會宣

布，決定以日本為跳板，積極開拓海外市場（姜遠珍，2010 年 11 月 1

日）。 

二十一世紀初，藍色生死戀、冬季戀歌等淒美愛情劇在台灣掀起一陣韓流，

台灣民眾開始去注意韓國流行文化的發展，電視台也持續買進更多的韓劇版權以

在台播放，台灣的影視生態養育出一群喜愛韓劇的迷群。這一兩年，台灣又感受

到另一波的韓流，不同的是，這次是由韓國流行音樂所帶起的韓流，韓國男子團

體和女子團體紛紛來台與歌迷見面、辦演唱會，她們有著完美的身材，漂亮的臉

蛋和能歌善舞的才華，甚至還以日文、英文或中文發行歌曲，她們的目標不只是

韓國本地，她們要進軍整個亞洲市場。以韓國女子團體少女時代為例，其所屬的

經紀公司「SM Entertainment」首席執行長金永敏就透露，公司一開始就商討出

計劃，作曲部份選自北歐、舞蹈以美國為主、歌詞則著重於亞洲－韓、中、日三

種語言，尤其，中文作詞方面焦點擺在台灣，試圖將亞洲凝聚為世界上最大規模

的單一市場（姜遠珍，2010 年 11 月 1 日）。 

九人組合的女子團體「少女時代」是這一波韓流團體的代表之一，她們在

2007 年出道，2009 年的「Gee」和「Genie」兩首主打歌讓她們開始走紅，這兩

首歌的旋律輕快，歌詞容易哴哴上口，而 MV 中九個人漂亮可愛的外貌，加上

整齊一致且性感的編舞，吸引了許多男性的注意。女子團體吸引男性的注意是可

以被理解的，但是有趣的是，男性在追星族的人口結構組合中往往是缺席的，或

者是不被注意的，而少女時代的走紅讓許多男性紛紛現身，我身邊多了很多喜歡

少女時代的男性朋友，在迷群聚集的場合中，也常見到男性的蹤影。身為追星族

的新人，這群男性的出現引起我的注意，他們在韓流的樣貌是什麼？在此之前，

我想先介紹在上一波韓劇帶領的韓流中的迷群，以及在這波韓流中新出現的追星

族群，媒體與社會對於她／他們是如何再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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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劇所引發的熱潮時期 

二十一世紀初期頻道業者開始引進韓劇後，類型大多以以愛情劇和家庭倫理

劇為主，所以在媒體報導和學術討論上，也大都是以女性閱聽眾為主角。而在市

場調查與學術研究上，也發現韓劇收視群主要集中在二十五歲到五十歲以上的女

性，年齡層是明顯高於收看日劇的閱聽眾（江佩蓉，2004；郭家平，2007）。 

針對台灣這群熱愛韓劇的女性閱聽眾，Yang（2008b）進一步去探討她們喜

歡韓劇的原因，發現了在女性這個群體中有明顯的階級區分，不同的階級對於韓

劇有不同的解讀，以及這背後的階級論述。教育情況較不好的中年女性，她們視

韓劇為實行孝道的方式，陪婆婆一起觀賞，並且解釋劇情，甚至也能教育孩子孝

道。中產階級且相對比較年輕的女性，她們會傾向認同工作能力強且獨自自主的

女性，並且可以吸收流行新知。由於全球資本的流動，性別平等的論述已經取代

了以家庭為重的國家論述，並且變成了現代的文化主流。而這種由全球資本創造

的新女性主義，也強化了文化階層的分野。她們有能力將孝道外包，或者是彈性

地實行孝道，因此將電視視為資訊機器或是娛樂來源。 

在這群女性閱聽眾中，以往少見的中年婦女成為媒體和社會討論的焦點。

Mori（2008）認為因為韓劇的關係，讓日本的中年婦女第一次成為流行文化中被

討論的主題，否則在過去，她們常常是被邊緣化而且被貶低為只是媒體內容的消

費者。韓劇冬季戀歌讓這些對於日本父權社會不滿的中年婦女又重新擁有情感上

的悸動，因為韓劇提供她們理想中的男性特質（Mori, 2008; Lee, 2010）。同樣的

情況也發生在台灣，這些中年婦女被冠上「師奶」的稱號，饒怡雲（2006）發現，

韓劇中承接了瓊瑤式愛情的浪漫唯美、堅貞永恆，在含蓄中刻劃愛情的不悔和執

著，符合師奶對於愛情的渴望和態度，並且韓劇中隱含儒家思想的溫和有禮和孝

順父母等，與她們的成長教育背景相符，因此才導致韓劇如此受到師奶的青睞。 

而在韓流現象之後，這些中年婦女開始了相當多元有趣的文化實踐，她們開

始學韓文，到韓國觀光，了解韓國文化，像追星族一樣追星（Mori, 2008）。而在

日常生活中，則是家內政治和微觀權力的改變，過往婦女的收視喜好往往成為家

庭收視行為中最易被犧牲者，雖然日常的韓劇收視行為，婦女仍遭受男性工作夥

伴或家中男性成員或多或少的反對，但重要的是，在地開始去重視中年已婚婦女

對於自身享樂歡愉的追求（江佩蓉，2004）。 

然而無論是早期以青少年為報導對象還是晚近以中年婦女為主要族群，哈韓

族被冠上以瘋狂追星的行動者標籤，這種全然投入的行為是「失常」、「失控」、「有

違常理」，媒體以「歇斯底里」做為該行為的指稱（江佩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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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2008a）以 Mulvey 的奇觀(spectacle)，強調女人是被凝視的物體，男

人是凝視者，解釋韓流奇觀的性別面向，一為大眾消費的奇觀，它將韓劇的迷群

建構為她者，另一方面，它也可被視為具意識形態工具的景觀，將女性性別上的

傷害轉換為消費。以 2005 年裴勇俊來台宣傳四月雪為例，四大報皆大篇幅報導，

而報導的內容可分為兩大類，一是形容師奶們瘋狂且失控的行徑，而這些圖像也

顯示出韓劇迷群被建構為布爾喬亞理性社會中的她者，成為一群被慾望與幻想所

鼓動的無腦軀殼；另一類則是裴勇俊的身體，他的特寫、衣服、每一個手勢與動

作，以及最重要的微笑，並且附有一些女性對於裴勇俊狂熱想像的說明文字，直

接述說對男性的性期望，這些私密的對話可以滿足女性私密的情感，但這種行為

違反了傳統女性該有的尊崇與道德，因而被貶低為公共領域中較為低等的場域

（Yang, 2008a）。跟之前較為年輕的追星族比較起來，成年的女性迷群在父系霸

權的社會中更是被貶低，鄙視的。MC Hotdog 在 2001 年時，以［韓流來襲］一

曲將韓流形容為入侵愚蠢台灣女性的寒流，歌詞內容寫到這些韓國男性利用愛情、

微笑和迷人的外表當作武器，讓本國的男性不停打噴嚏，歌詞利用粗俗大膽的話

語以鞏固台灣的男性尊嚴，並且表現出饒舌的男性勢力是凌駕於女性的流行文化

之上（Yang, 2008a）。雖然韓劇的閱聽人包含了男性，但即使他們有收看，他們

的態度上是很矛盾的，無法大方承認，並且以陽剛的姿態與這些韓劇抱持距離（陳

姿伶，2008）。 

以我自己本身的經驗為例，在大學某堂課的下課，教室前的電視不知道是哪

位同學轉到一齣我看過的韓劇【天國的階梯】，當時就在座位上觀看回味，一位

男同學看到後就帶著一種嘲笑的口氣笑說：「妳一定看過這個了吼？」當下，我

很不好意思地急著否認我有看過，一時之間我好像身分錯亂，無法認同自己喜歡

韓劇這件事情。事後，我仔細思考為什麼會有如此反應，因為當時韓劇迷大多是

女性，並且都被描述為很癡傻狂熱的樣子，大量地觀看韓劇，迷戀劇中男主角，

因此導致於我無法在同學（尤其是男同學）面前承認自己喜歡韓劇，深怕自己也

會成為大家所認為的那個模樣。韓劇迷對於自我身分的認知受到媒體對於「哈韓」、

「追星族」普遍偏向瘋狂、不理性等負面報導的影響，因此急於撇清與過度沉迷、

盲目追求流行的狂熱分子的關連性，不斷強調自己是理性思考的閱聽人，藉此證

明自身行為的正當性（陳依秀，2004）。 

而除了被以父系霸權的眼光描述為過於狂熱的哈韓族之外，在地的韓國流行

文化消費者也不斷受到反韓情緒的挑戰。在地消費者展現對於在地認同的焦慮，

矛盾的情緒以三種形式出現：哈韓／恐韓／拒韓。過去所忽略的韓國如今成為文

化引入的主要來源地，文化位階的翻轉，使其心中不免充滿恐懼，「恐韓」成為

一直以來難以解決的現象，在台韓兩地的爭奪關係上，韓國旺盛的求生意志所反

襯出的正是在地對政治現實的徬徨與無奈，韓國所代表的「完全自主性求勝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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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地而言，是難以追尋與企及的，在地行動者眼中過分重視結果論的韓民是

過份激越不計代價的，因此產生「拒韓」情緒，而哈韓風潮，背後所隱含對韓流

盛況的傾慕，所反襯出的正是在地文化認同的匱乏與正統性優勢喪失的焦慮（江

佩蓉，2004）。 

在陳姿伶（2008）針對收看韓劇的男性閱聽人研究中，發現台灣的反韓情結

是具有性別化特徵的，男性佔據相當大的比例，並且也間接地與之前的女性閱聽

人研究中得到回應。因此，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尤其是女性，常常產生一種自

我認同焦慮的矛盾，一方面受到在地反韓情緒的挑戰，自己在消費韓國流行文化

時會不時產生罪惡或是不安感；另一方面，自己也會對於自己的消費行為產生質

疑，擔心在地文化會被韓流給取代。而男性就算有收看韓劇的習慣，也會用一些

合理的理由將自己與女性和韓劇給距離化，一來可能是因為本身的反韓情緒，二

來則是傳統男子氣概枷鎖使然，因為觀看陰性化的韓劇是違背男性傳統價值的行

為（陳姿伶，2008）。 

由於台灣的韓劇類型被定位以文藝愛情為主，主要的閱聽眾因此以女性為大

宗，也讓韓流被視為是女性族群裡的現象。對於男性而言，觀看如此陰性化的韓

劇似乎與他們的男子氣概相牴觸，再者台灣在地的反韓情緒大多為男性，在這些

社會文化脈絡下，男性對於韓劇產生抵抗心態，或是即使收看韓劇，也會將自己

的行為合理化，以符合大眾對於男性的期待。對於女性而言，由於在地的反動力

量，不論是來自於父系霸權、反韓情緒或是文化認同的混亂，讓她們喜愛收看韓

劇的行為屢屢收到挑戰，以致於在消費時甚至會對於自我產生不安和懷疑。 

二、新一波韓國流行音樂引起的熱潮 

那你有沒有看到很多宅男？ 

有一次我與一個男性朋友分享觀看少女時代在台灣演唱會的經驗，這是他當

時冒出的第一句話。我繼續追問為什麼會覺得他們是宅男，在他心中，這些男性

很癡傻、很誇張，二三十歲的人卻出現他十幾歲才有的行為，有點誇張，甚至無

法理解。但只有他會有這樣的反應嗎？並不然。 

這一波由韓國偶像團體所帶起的韓流，男子團體和女子團體都有。台灣最大

的 BBS 站－PTT1上，有共同喜好興趣或是需求的人會開設新板讓大家有自己分

                                                 

1PTT（telnet://ptt.cc），中文名稱為批踢踢實驗坊，於 1995 年 9 月 14 日創站，以電子佈告欄



 

5 

   

享討論的空間，因此藉由觀察 PTT 上韓國偶像團體板的數量，可以得知韓國團

體在何時開始在台灣掀起熱潮。從圖一可以看到，男子與女子團體板新增的數量

於 2009 年開始成長，截至 2011 年 11 月 22 日止，男子團體的板有 21 個，女子

團體有 18 個。 

圖一：2004 到 2011 年 PTT 韓國團體板的新增數量 

 

資料來源：PTT（telnet://ptt.cc）少女時代板。 

在 2008 年以前，男子團體的板是多於女子團體的板，但兩者的數量都不多，

2008 年之後，偶像團體開始大幅崛起並且被關注，而這之中，女子團體，尤其

以少女時代為勝，吸引了大批男性的喜愛。有趣的是，在上一波韓流中，男性迷

群是很少見的，他們即使喜歡韓劇也不會公開承認，甚至還是反韓流群眾的一

員。 

PTT 的少女時代板，曾經分別在 2009 年 6 月與 2010 年 3 月做性別與年齡的

統計2，邀請板友們回應告知自己的性別與年齡，結果可見圖二。在這一年之間，

少女時代的迷群有大幅的成長，一方面代表最先就接觸到少女時代的迷群人際傳

播是很成功的，關於這群迷群利用人際傳播宣傳少女時代的部分後面章節會提到，

另一方面，則是可以觀察在性別結構方面，男性迷群成長的速度是遠超過女性。 

                                                                                                                                            

（BBS）系統架設，提供在網路上快速、即時、平等、免費、開放且自由的言論空間，每日有近

十萬人上線的記錄，是全球中文界最大的電子佈告欄。 

2 這兩次統計調查進行的方式，皆是請板友們主動回復自己的性別與年齡，所以兩次統計的

母體並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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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09 年三月到 2010 年三月 PTT 少女時代板上的性別統計 

 

資料來源：PTT（telnet://ptt.cc）少女時代板。 

而在年齡方面，如下列圖三所示，由於 PTT 的使用者大部分為大學生和研

究生，所以年齡層大多是落在這個區塊是很合理的，不過值得注意的是 27 歲以

上也有部分人數，顯示出偶像女子團體不只吸引學生及年輕族群而已，甚至還吸

引了青壯年族群。因此這一波韓流，如上一波韓流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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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別比例上，男性的數量

超越女性，成為受到矚目的一群。 

圖三：2009 年三月到 2010 年三月 PTT 少女時代板上的年齡統計 

 

資料來源：PTT（telnet://ptt.cc）少女時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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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呼應了我本身參與田野的經驗。以參與 PTT 少女時代板於 2010 年夏天

的板聚，和 2010 年 10 月 17、18 號少女時代【The 1st Asia Tour Into the New World】

演唱會的兩次經驗作為參考，觀察到男性的數量是略勝女性的，有的是男性結群

前來，有的是獨自在小巨蛋附近閒晃，有的則是身旁有女朋友或者是老婆的陪伴，

年紀從高中生到中年大叔都有。 

而這批男迷群不只吸引了我的注意，也吸引了媒體們的注意，在記者的筆下，

男迷群變成了「宅男」。2010 年 10 月 17、18 號兩天，少女時代首度來台並且在

小巨蛋舉辦演唱會，媒體都是大篇幅報導，其中下面幾則特別以宅男來形容男迷

群。 

少女時代來台吸 500 人追星，宅男團狂撲潤娥：韓國最夯的女子

團體「少女時代」昨首度登「台」，吸引 500 多名迷群接機，其中七

成是宅男，甚至有不少「追星處男」把第一次追星行動獻給她們。人

氣最旺的潤娥一到，阿宅們忘情大喊：「潤娥！潤娥！」她害羞地揮

揮玉手甜笑，現場氣氛頓時 high 到沸騰。 

                【蘋果日報，2010/10/16：C2 版】 

苦守少女時代 1 夜，宅男爽瞄 3 分鐘。 

                【中國時報，2010/10/16：D6 版】 

飆唱 38 曲宅男血脈賁張，少女時代削 8200 萬，利特變猪哥亮壓

陣。  

                【中國時報，2010/10/17：D6 版】 

2010 年 10 月 16 日蘋果記者對於男性迷群的描述，與我朋友所說的「癡傻」

可以互相呼應，當日蘋果動新聞，記者還特別將接機的男迷群一個個標記出來，

並在旁邊寫上「宅」。就如同當時媒體、社會對於喜歡韓劇女迷群的嘲弄一樣，

現在這群男迷群也遭遇一樣的情形，在 PTT 板上，迷群對於這樣的稱號是憤怒

無奈的，並且批評台灣記者的素養太差。而這些喜好少女時代的男性會被貼上宅

男的標籤，是因為台灣記者喜歡將喜愛女藝人的男性稱呼為宅男，不過究竟是從

什麼時候開始以及為什麼，喜歡女藝人的男性會被冠上宅男的稱號？ 

宅男一詞來自於日本詞「おたく」，漢字寫作「御宅」，發音為 Otaku，目前



 

8 

   

大多寫成片假名「オタク」，除了原本的詞意以外，御宅一詞在近幾年演發出新

的解釋：專注於某種興趣中，而不關心其他事務的年輕人（林昶宇、王敏東，2009）。

這項新解釋的源起目前有兩個主要的說法。一是中森明夫 1983 年在《漫畫

BURIKKO》雜誌上的一篇專欄連載〈御宅族之研究〉，用御宅稱呼科幻小說狂熱

者（Science Fiction Mania）或動漫狂熱者之類的人，從此這個詞開始出現在各動

漫雜誌等媒體中（野村總合研究所，2005／江裕貞譯，2006）。不過，在中森明

夫的筆下，御宅族的樣子是一群不擅長運動、與其他人格格不入、不善裝扮、不

是過胖就是過瘦，更重要的是會對於某件事物有異常的熱愛，如此極端的描述引

起強烈的反彈（章淵博，2008）。第二種說法是岡田斗司夫（1996；轉引自林昶

宇、王敏東，2009）的看法，他認為因為動漫【超時空要塞】引起的熱潮，動畫

迷之間普遍用來指稱那些對動漫、漫畫狂熱的愛好者。之後在 1989 年，日本出

現「宮崎勤事件」3，讓社會對於御宅族留下為負面的觀感。即使御宅族一詞帶

有負面形象，這個詞卻越來越被廣泛使用，從動漫到電腦和電玩，甚至用來指稱

某人有強烈固定偏好，也越來越多人用御宅族一詞自嘲，這時候意思就跟「狂熱

者」、「蒐集者」和「怪胎」差不多了（野村總合研究所，2006）。 

1996 年，自稱宅王之王的岡田斗司夫在所著的《御宅學入門》一書中，為

御宅下了三個定義，讓負面印象的御宅文化塑造出正面的形象：1. 擁有進化過

的視覺能力的人，對於圖像有較敏感的辨識能力 2. 具有高度資訊整合能力的人，

對於動畫中的圖像進行解析，並將傳遞出來的資訊做整合與對照 3. 有無法滿足

的向上心以及自我表現慾，為了探討作品中各個細節而閱讀，研究相關的資料，

進而從事創作（岡田斗司夫，1996；轉引自章淵博，2008）。1990 年代初期開始，

日本媒體也開始報導御宅族在海外的高評價，不管在歐美或亞洲，Otaku 一詞皆

以正面的意義被流通使用，也因此，日本對於御宅的評價也轉變為較為正面，宮

崎勤時代留下來的黑暗扭曲的形象逐漸在轉換，即使還是被當作怪胎，但是變成

一種很有個性、很有趣等正面意義的形容（岡田斗司夫，2009）。 

至於御宅族一詞在台灣的使用情況，李姿瑤（2004）在其動漫御宅族的研究

中，發現這群人對於御宅族一詞的實質內涵或用法並沒有深刻地認識和理解，甚

至有誤用的情況，李姿瑤試著以「日詞西解」的方式來做解釋，也就是他們雖用

日式的名詞，但定義卻承襲歐美的解釋，偏向一種光榮、帶有高度情操熱忱和知

識的象徵，不只話題離不開動漫畫，而且會有滿口日文、吃日本零食、蒐集動漫

畫人物紀念品和四處參與同人活動的刻板印象（李姿瑤，2004）。因此，在這個

                                                 
3 1988 到 1989 發生的連續女童綁架殺害案，兇手宮崎勤是離家一人獨居，住處錄影帶堆積

如山，只對女童有性慾的人。因為其御宅族的身分，讓許多人會將宮崎勤、犯罪者與御宅族連在

一起，御宅族被冠上黑暗扭曲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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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台灣，御宅族一詞只在動漫圈裡流通使用，動漫圈的人甚至對於御宅族的

來龍去脈不甚熟悉，只停留在自己的刻板印象。 

御宅族一詞在台灣真正被廣泛流傳是在電影【電車男】4於台灣上映後，但

是經過本地不停的挪用與再定義，御宅族一詞已被改造為「宅男／女」或是「阿

宅」，通常帶有戲謔、嘲諷的意味（陳漢翔，2007；轉自黃瑋斌，2009），從對於

動畫或漫畫等次文化有相當程度愛好的人變成一些較為負面的詞彙，像是沉迷於

網路世界、衣衫不整和不擅於交際等，另外「宅」也可以當作動詞和形容詞使用，

分別代表宅在家或是有宅男／女傾向（林昶宇、王敏東，2009）。 

在媒體和社會的影響下，「宅」開始被賦予了負面甚至是病態的印象。對於

喜歡動漫的男性御宅族來說，吸引他們的動漫角色有些是一種萌5的特質，帶有

萌的特質的角色，其面容可愛且帶有稚氣，身材姣好，在氣質上楚楚可憐，在服

裝上常以女僕裝或是兔女郎出現（黃瑋斌，2009）。然而他們這樣的喜好卻被媒

體拿來汙名化他們的工具。2007 年 9 月 1 日中視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宅

男單元，主持人吳宗憲不但把校園科幻輕小說《涼宮春日的憂鬱》描述得像色情

書，黑澀會妹妹佑佑更說「宅男不該生活在世界上」引發廣大漫迷不快，該節目

給漫迷套上宅男宅女的名號，又負面化這名號，造成漫迷受到社會嘲笑攻擊（何

定照，2007 年 9 月 20 日）。在那之後，新聞報導中更是常見宅男一詞出現在女

星的名字附近，比如〈劉真門牙斷，網路被駭，新舞衣誘宅男〉（王語晴，2007

年 12 月 17 日），〈瑪麗亞凱莉瘦身，迷死宅男〉（傅繼瑩，2007 年 3 月 14 日）。

媒體如此書寫宅男一詞，似乎暗示著癡迷於女色的男性就是宅男。 

中天新聞台的【台灣大明星】節目中（2010 年 10 月 2 日），介紹台灣的宅

男女神，提到台灣第一個宅男女神是瑤瑤，當時她以童顏巨乳的形象代言電玩遊

戲，吸引不少男生的注意。瑤瑤在電玩廣告中的形象與萌的特質相符合，因此被

冠上宅男女神。從那之後，宅男一詞也變成喜歡童顏巨乳的男性，而台灣的宅男

女神也一個個誕生，例如安心亞、李毓芬和豆花妹等。媒體也不斷將宅男與童顏

巨乳的女生做扣連。中天娛樂台的【康熙來了】談話性節目，曾舉辦［新世代宅

男女神舞蹈大賽］（2010 年 02 月 22 日與 23 日）與［新一代宅男女神舞蹈爭奪

戰］（2010 年 08 月 03 日與 04 日），節目內容為邀請多位宅男女神與男性們，並

                                                 
42005 年 8 月 26 日於台灣上映，塑造一個典型的御宅族形象：不重外表、沒女性緣、不敢

與女性交談、對電腦在行、對次文化在行、會收集各式各樣的模型。 

5 這個詞在 2003 年左右開始在動畫及漫畫愛好者之間頻繁地使用，讀賣新聞的解說為，在

動畫電玩為中心的御宅世界裡，用來指對特定的人物，或者是對人物的制服、眼鏡、關西腔等某

部分要素，抱持著深厚獨特的感情而入迷出神的狀態（陳光棻譯，2007）。 



 

10 

   

將這些男性命名為宅男鑑定團，由宅男女神帶來表演，再由現場男性們決定誰才

是他們心中的宅男女神。在節目進行的過程中，主持人和評審從現場宅男們的反

應，不斷去強調可愛的臉蛋、火辣的身材和性感的舞步很對宅男的胃口。 

在日本，御宅族一詞也逐漸被大家認為是喜歡萌的特質的一群人。自封為宅

王之王的日本人岡田斗思夫列出了目前御宅論有討論到的論點，分別為御宅是

「一群立志當廢材的人」和「對二次元才會萌的人就是御宅」，但他認為這些論

點不過是把御宅的特性切割成零碎小片段便於掌握了解而已，萌系御宅是御宅的

一部分是事實，但若說這才是御宅則太過勉強，頂多只能說現代媒體把他們報導

成御宅的中心而已（岡田斗思夫，2009）。媒體不斷將宅男、女星和情色做扣連，

宅男成為媒體與社會憑藉自己想像所建構和操弄的詞，許多女明星也因為宅男而

聲名大噪，甚至以宅男女神的身分做為他們演藝事業的跳板。 

少女時代的成員都有著可愛漂亮的臉蛋，並且穿著緊身衣和熱褲跳舞，展現

她們玲瓏有致的身材，而她們的主打歌像是［Oh!］和［Gee］等，歌詞的內容

大多為小女生向大哥哥訴說她的愛慕。這些形象符合上述宅男女神應該有的樣子，

我想這可以解釋為什麼媒體或是身邊的朋友會將喜歡少女時代的男性歸類為宅

男，而其中甚至有不少人從未與少女時代的男迷群接觸過，卻自行將他們想像為

心目中的宅男。 

第二節 少女時代的介紹 

上一波由韓劇引領的韓流在台灣建立了龐大的迷群，甚至讓向來在流行文化

上被邊緣化的中年婦女有機會被注意且討論，這個現象也引起了許多研究者的注

意，並且深入探討。而這個現象不只發生在台灣，像是鄰近的日本也有一群「韓

流歐巴桑」的存在。 

而這一波由男子和女子偶像團體引領的新韓流，在台灣又吸引了為數相當的

迷群。這波韓流的迷群與上一波的組成結構並不完全相同，有一些人繼續留下，

但是中年婦女的勢力已經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新血，而在他們之中，有一群

是鮮少出現在追星族人口結構中的青壯年男性。 

這群追星族的新人－青壯年男性的出現引發了我的研究興趣，因此本研究將

聚焦在韓國女子團體，並且以少女時代的男性迷群作為探討的對象。在 PTT 的

各韓國女子團體板中，少女時代板的瀏覽人氣往往都是最高的；另外，我以少女

時代在 2010 年台灣四大報的報紙標題進行搜索，一共得到 68 則新聞，其他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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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Wonder Girls 有 57 則、KARA 有 19 則和 After School 有 5 則，可以看出少女

時代的新聞數量是最多的，一來表示少女時代的宣傳活動較為頻繁，二來則是少

女時代是台灣媒體報導韓國偶像團體的重心之一。基於以上兩筆資料，我以少女

時代為例，研究男性迷群的消費與認同。 

少女時代（韓語：소녀시대），英文名為 Girls' Generation，也可稱為 SNSD

或少時，含有「少女們要征服亞洲歌壇的時代來臨」之意，是韓國 SMEntertainment

公司在 2007 年 8 月 5 日推出的九人女子組合，成員一共九位，隊長為太妍，其

他分別為 Jessica、Sunny、Tiffany、孝淵、Yuri、秀英、Yoona、徐玄。 

少女時代的成員在出道之前皆在 SM 公司接受長期的練習生時期的訓練，除

了唱歌跳舞的主要活動以外，每位成員也各自擔任主持人、DJ、電影演員、廣

告等各種工作。她們的國內外的歌迷統稱為「SONE」（소원，讀音似英文的 So One，

意思為「願望」），代表色為粉玫瑰色，本研究之後的章節也將以 SONE 來稱呼

少女時代的迷。 

她們剛開始出道時，團員年紀大概在 16 到 18 歲，此時的形象為清新可愛，

衣著風格偏向學院風和運動服，歌詞偏向小女孩不知如何對心儀對象訴說情感，

或是對未來的愛情存有期待。到了迷你一輯【Gee】和迷你二輯【Genie】，此時

年紀在 18 到 20 歲，形象開始轉變，走向甜美性感，衣著變成緊身牛仔褲或短褲，

展現女性身材的優點，舞曲的編排上也比以往輕快明亮，歌詞內容也較多樣化，

有情竇初開的少女不知所措的可愛表現，也有給予戀愛中人們正面力量的樣貌。

［Gee］和［Genie］兩首主打歌讓她們的知名度大增，許多人也是從這兩首歌開

始認識他們，奠定了她們在韓國女子團體中高人氣的地位。 

正規二輯的【Run Devil Run】和迷你三輯【Hoot】兩張專輯的風格轉變為成

熟美艷。［Run Devil Run］這首主打歌中，成員們以黑色做為主打色調，形象上

較為冷酷，而歌詞則以高傲的語氣告誡愛情裡的壞男生。［Hoot］這首歌則是在

歌曲和服裝上都走復古風，歌詞把激動的心情比喻成了箭，對男朋友轉達警告。 

［Gee］和［Run Devil Run］兩首歌的歌詞擷取如下，可以看出少女時代在

風格上從一個不知如何訴說情意的小女孩變成敢於向情人發出警告的成熟女人。

而表一所列的少女時代歷年專輯整理，也可以了解少女時代在外表形象上也從原

本的清新可愛變成成熟性感的模樣。 

［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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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那麼帥氣 那麼那麼耀眼 

我快要窒息了 緊張的 Girl 

Gee Gee Gee Gee baby baby baby 

Gee Gee Gee Gee baby baby baby 

我真的好害羞 我沒辦法看他 

我已經陷入愛裡 羞澀的 Girl 

Gee Gee Gee Gee baby baby baby 

Gee Gee Gee Gee babe babe....... 

 (我該怎麼辦) 我該如何是好 

 (好緊張的我) 緊張不已的我 

 (撲通 撲通 撲通 撲通) 

心不停跳 整晚讓我難以入眠 

我可能是個笨蛋吧 心裡一心一意只有你 

傻瓜 

我就是在偷看你 

［Run Devil Run］ 

好好做 你真是個 Bad boy 比起愛情更多的是好奇心 

這段時間我被你騙倒 

 

你真的無聊 沒有禮貌 你是 Devil Devil 你 你 

 

你的手機裡的有很多男人 改一個字就成女人 

讓我的鼻子都感到噁心的 Perfume 是誰的說說看看 

 

你背著我和別人見面的那可怕的習慣還沒有改掉嗎 

你無論怎麼逃都在我的手掌心裡 

 

You better run run run run run 

看不下去了 我想把你踢走 

You better run run run run run/You better run run run run run 

就算你再纏著我也不會關心 Hey 

 

我會在變得更瀟灑的那天來報復你 別忘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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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少女時代歷年專輯整理 

 

出道首張單曲 

專輯名稱：閃亮新世界 

發行月份：2007/09 

 

正規一輯 

專輯名稱：Baby Baby 

發行月份：2007/09 

 

迷你一輯 

專輯名稱：Gee 

發行月份：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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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二輯 

專輯名稱：說出願望吧

(Genie) 

發行月份：2009/06 

 

正規二輯 

專輯名稱：Oh! 

發行月份：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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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二輯改版，加入 Run 

Devil Run 

發行月份：2010/03 

 

第一張日本單曲 

單曲名稱：Genie 

發行月份：2010/09 

 

迷你三輯 

專輯名稱：Hoot 

發行月份：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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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張日文單曲 

單曲名稱：Gee 

發行月份：2010/12 

 

第三張日文單曲 

單曲名稱：  Mr. Taxi / 

Run Devil Run 

發行月份：2011/05 

 

首張日文專輯 

專輯名稱：Girls’ 

Generation 

發行月份：2011/06  

 



 

17 

   

資料來源：魔鏡歌詞網 http://mojim.com/。 

值得注意的是，少女時代在 2010 年 9 月發行第一張日文單曲［Genie］，是

將韓文版的歌詞重寫，填上新的日文歌詞，並且拍攝日文版的 MV 以進行宣傳，

隨後的［Gee］、［Run Devil Run］都採取這樣的方式，［Mr. Taxi］是第一首日文

原創單曲。之後發行的日本專輯收錄了前幾張日文版單曲外，也收錄了許多日文

新歌。正規三輯發行時，主打歌［The Boys］也同時發行英文版本的單曲。 

除了以日語和英語錄製歌曲來攻佔更大的海外市場外，SM Entertainment 在

宣傳上也策略性地讓迷的免費勞動成為她們的助手。在地的內容產製者尋求成本

低廉的方式去接觸國外的觀眾和為他的藝術家創造人氣，Youtube 成為這些公司

的發行策略的工具，SM Entertainment 將日本語版本的歌曲放在 Youtube 平台上，

迷群可以複製轉載與分享，引起網路上高人氣討論和電台的播放要求，這樣的方

式也讓他們不需要在國外地區的廠牌合作或是開設分公司（Ramstad, 2011, 

January 14）。除了 SM Entertainment 外，韓國的 YG Entertainment 、JYP 

Productions 和其他當地的公司都有採取這樣的發行策略。這樣的方式有助於她們

隨後在日本的宣傳，像是她們 2010 年 8 月 24 日在日本有明競技場的出道表演，

原本一萬名觀眾的名額馬上銷售一空，也因此被要求加場。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

亞洲其他地區，像是中國、台灣和泰國等地，雖然少女時代未在這些地區出道抑

或是到當地為專輯做宣傳，但因為 Youtube 和其他網路分享平台，他們已在當地

擁有數量相當的迷群，這樣的現象讓少女時代在當地舉辦的演唱會，票券皆迅速

售盡。 

 

正規三輯 

專輯名稱：The Boys 

發行月份：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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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意識 

長期以來，媒體對於哈日和哈韓族的報導建構了我們對於追星族的認識，像

是集群到機場接機、漏夜排隊買演唱會票券或是包車追逐明星等，而且描述的對

象大多停留在青少年／女。然而，上一波由韓劇帶起的韓流，使原本在流行文化

場域中被邊緣化的中年婦女現身，裴勇俊等韓劇男主角讓大家看到中年婦女對於

偶像的熱愛與支持，也讓大家對於追星族想像的範疇更加擴大。 

不過，韓劇的女性迷群事實上卻受到父系霸權與反韓情緒的挑戰，對於承認

自己哈韓族的身分感到不安；由於大多引進台灣韓劇的類型為愛情劇或家庭劇，

而讓韓流的定位偏向陰性化，再加上台灣在地的反韓情緒大多為男性，因此男性

即使有觀看，也會以一些理由合理化自己的行為，以維護自己的男性尊嚴。 

以台灣哈日族的經驗做為參照。1990 年代後期，電視台業者引進日本偶像

劇，讓台灣對於日本流行文化潛藏已久的愛慕一併爆發。各種日劇後文本的出現，

讓原本各自閱讀日劇的個體，從單純的觀看變成表演者，透過網際網路這個新興

媒介通道，他們有個彼此溝通、甚至動員的力量，網際網路的虛擬連結讓各自不

同偏好領域與對象的哈日族出現組織化的行為，也逐漸形成某種「我們日劇迷」

的認同氛圍和想像社群（何慧雯，2002；李明璁，2003）。 

李天鐸、何慧雯（2003）觀察出哈日族的一些共同特徵：年輕、女性居多、

透過各種管道隨時掌握日本最新流行資訊，透過消費實踐對日本流行文化的喜愛，

共享的日本消費經驗是他／她們成為想像社群的先決條件，也是作為哈日族身分

的認同核心。從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去進一步省思哈日族的現象，過去的殖民關係

與現代化發展進程上的落差使日本文化得以以「流行」之姿風靡台灣市場，哈日

可以說是對「新」的迷戀、對「進步」的嚮往、與對「現代」的景仰（李天鐸、

何慧雯，2003）。 

江佩蓉（2004）在研究上一波韓劇帶起的韓流時，看到哈韓族的意涵與哈日

族相同，源於對於明星與戲劇的高度崇拜，此類的消費者傾心於韓國影視產業，

對韓國明星與戲劇有著難以棄絕的偏好。不過相較於哈日族，哈韓族這個詞的存

在，其來源可以說是媒體和中介代理者所建構而成也不為過，電視台對於韓劇文

本的選擇和在地中介者邀請明星來台宣傳，試圖培養出哈韓族這個族群，也因為

如此，哈韓族在台灣的存在有些名不符實，一方面因為台灣與韓國長期處於緊張

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地對於自身文化認同混亂而造成的影響（江佩蓉，

2004）。也因此，在上一波由韓劇引領的韓流時期，江佩蓉甚至質疑哈韓族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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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是否真的存在。 

而到了這一波的新韓流時期，此時韓劇在台灣已成為一個固定的戲劇節目類

型，而且越來越多的韓國文化傾入台灣，夜市和購物網站有越來越多的商家以韓

國製的衣服做為販賣特色，韓國美妝店和美妝產品也有增多的趨勢，三星和 LG

等電子產品也成為台灣常見的市售品牌。而 2009 年之後的新一波韓流向台灣輸

入了新的女子與男子團體的流行文化，讓韓流的迷群在年齡和性別上也隨之更為

多樣化，出現了一批以往較少見的男性迷群，年齡在 20 歲到 50 歲之間，吸引他

們目光的是女子偶像團體，他們會買專輯，會看韓國綜藝節目，會在演唱會的時

候喊叫，他們的人數甚至超過女子團體的女迷群。其中少女時代是在這波韓流中

最早被注意而且也是聚集最多人氣的女子團體，許多迷群都是在認識他們之後才

陸續去認識更多的女子團體，因此我將研究對象聚焦在少女時代的男性迷群。 

但在我們還來不及認識這些少女時代男迷群之前，媒體已經將他們貼上宅男

的標籤，以至於這群喜歡少女時代的男生們被想像為一群癡戀女色、不懂得打扮

社交、整天在家使用電腦蒐集少女時代的資料影音的男性。然而，這群追星族的

新人，他們真正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在大眾流行文化的文本中，男性大多是與運

動、電玩遊戲等能彰顯男子氣概的類別相關的，與觀看連續劇、崇拜偶像這類的

行為是鮮少搆上邊的，因此陳姿伶（2008）的男性收視韓劇的研究中，男性對於

坦承自己喜歡收看韓劇是不自在的，甚至會列出許多舉證將自己與女性或韓劇距

離化，使得自己看韓劇的舉動合理，以維護自己的男子氣概。那麼，對於這群喜

愛少女時代的男性，我想試著去了解為何他們會開始有偶像崇拜的行為，以及少

女時代對他們來說的意義為何，以至於他們會跨越男子氣概的界線，成為媒體畫

面中追星族的一員。而當他們在實踐偶像崇拜的行為時，跟隨其男性身分而來的

男子氣概勢必會給他們帶來影響，因此這群男性須要面對如何去與男子氣概進行

協商。而媒體與社會所給予的宅男標籤、汙名化，這個現象除了是表示這群男性

尚未被了解以外，甚至是暗示著他們的行為是無法被理解的。而這也代表了男性

不只要面對自己心中男子氣概該有的模樣，更是要處理外界對於他們的觀感。 

而將這些 20 歲以上的青壯年男性放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時，我不禁好奇

他們在進行韓國流行文化消費時會經歷怎樣的經驗，除了上述所提到的，他們還

會遇到怎樣的阻礙？在上一波韓流，江佩蓉（2004）觀察到當時的韓國流行文化

消費者由於父系霸權、反韓情緒和對於在地文化認同定位的焦慮和不安的關係，

使得當時哈韓族或是偏好韓式生活風格的方式難以在本地成形，在江佩蓉的訪談

對象中，願意承認自己是哈韓族的人是少之又少。這一波韓流與上一波韓流時間

差距將近十年之久，在這期間，韓國流行文化已經成為台灣在地文化的一份子，

並且呈現越來越豐富的樣貌，同時，在地反韓情緒也不斷地被國際運動賽事給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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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著，也因為如此，反韓的民眾以男性居多。而在地的反韓情緒對於這群男性又

有什麼影響呢？尤其是本身就是帶有反韓情緒的男性，他們要如何去看待在地反

韓情緒與對少女時代的喜愛呢？我以少女時代男性迷群做為研究對象，省視這群

新現身的迷群在這波韓流中的消費經驗為何，其男性的身分、甚至是反韓者的身

分，他們為在地的韓國流行文化消費上添增了什麼樣貌。 

基於以上論述，我將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分為下列三項： 

1. 少女時代對於其男性迷群的自身意義：吸引韓流中年婦女注意的是這些韓劇

有她們理想中的男性特質，而這種集體的崇拜使她們用消費能力將自己渴望

給真實化，像是到韓劇拍攝地點或是購買韓流相關商品（Lee, 2010）。Aoyagi

（2000）在對喜歡女性偶像的日本男性訪談時，也發現他們將這些偶像視為

理想的女性：可愛且年輕的女孩，並且會是一位好妻子和母親。這些 20 歲

以上的少女時代男性迷群，脫離了對於自我認同矛盾的青少年時代，有些尚

在就學，有些已經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少女時代對他們的意義為何？是否也

代表他們理想中的女性特質在現實生活中被實現？ 

2. 由於偶像崇拜向來被視為是女性化的，因此這些男性迷在追星的過程中，如

何處理自己在性別化教育下內化的男子氣概，以及如何面對外界對於他們的

觀感？這個男子氣概的框架如何去影響他們身為追星族新人的模樣？ 

3. 台灣一直以來都存在著反韓情緒，並且因為運動事件的關係，所以在地的反

韓情緒是具性別化特徵的，是以男性居多，而這也構成了反韓情緒成為台灣

部分男性社群文化的一環，反韓情緒的聚集和發洩也與男子氣概畫上了等號。

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下，這些台灣男性在消費韓國流行文化時，他們如何去

處理在地反韓情緒與自身對少女時代的喜愛？特別是本身就帶有反韓情緒

的男性。 

藉由了解少女時代對於這些男性迷群的作用和影響，觀察男性迷群本身的文

化消費實踐與對於自身少女時代迷認同的過程經驗，我希望本研究能為台灣在地

韓流的變化留下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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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討論的是在這一波韓流新增的追星族－20 歲以上的男性，以女子偶

像團體少女時代的男性迷群為例，去了解這群成年男性為何會開始有以往被視為

女性化的追星行為，當他們在進行迷的文化消費時，隨著男性身分而來的男子氣

概以及在地反韓情緒，這些因素在他們的追星過程中造成了什麼影響，他們如何

對於自己少女時代迷的身分產生認同。為了回答這些問題，本研究先爬梳了韓國

流行文化在台灣發展的脈絡，在地的反韓情緒也包括在內，以及去了解這一波由

韓國流行音樂帶起的韓流，其音樂的特質為何。最後，整理迷群以及男子氣概的

文獻，站在這些文獻上去探討這些男性迷的消費與認同。 

第一節 韓國流行文化在台灣 

一、唱片與電視台業者打造的韓流 

 1990年代後半期台灣流行音樂市場的萎縮，影響到唱片公司專輯策略，

台灣流行音樂產業內外部資源逐漸減少，流行音樂風險也增加，在一連串的惡性

循環之下，台灣唱片公司需要突破市場風險的商品，因此韓國翻唱曲成為新興的

經營手段之一（盧開朗，2010）。 

1998 年起，國內的滾石唱片公司先後有蘇慧倫、杜德偉和徐懷鈺等歌手翻

唱韓文歌曲，並且在市場上有不錯的成績，滾石馬上引進徐懷鈺翻唱曲的原唱者

酷龍（Clon）來台造勢，立刻風靡台灣歌壇（梁鴻斌，2001）。滾石唱片利用翻

唱曲先讓大家熟悉韓國流行音樂，再陸續引進原唱者以及其他韓國流行音樂團體

到台灣發展，像是 H.O.T.、S.E.S.和 DIVA 等。台灣歌壇歷經 1999 年一整年韓流

侵襲後的冬天，韓流變成了寒流（梁鴻斌，2001）。 

真正將韓流帶到高峰是因為韓劇的引進，剛好在韓國音樂退出台灣之後。由

於當時在地節目產製的萎縮，市場節目供不應求，導致於頻道紛紛向外來求援，

又因為韓劇的版權金比日劇來的低，再加上演員素質與拍攝品質都不輸日劇，所

以開始引進國人不熟悉的韓劇（江佩蓉，2004）。而這無心插柳般的嘗試，沒想

到竟然開啟了台灣另一個戲劇市場。2001 年開始由韓劇【火花】創下高收視率

後，韓劇收視開始大幅上升，帶動整體的收視率（陳依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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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花】之後，各家頻道開始紛紛購買韓劇，在當時皆有不錯的收視率，

而這波韓流可以成功竄起的原因，可以歸功於國內代理商與媒體兩方互相打造的

結果。國內代理者昇龍國際總經理楊瑞霖認為，韓劇之所以能外銷台灣成功，除

了與晚近韓劇品質提升有關外，台灣代理商「自動自發」地替韓劇「作嫁」，藉

由各種造勢手段戮力拉抬韓劇，是韓劇能受歡迎隱身幕後的催化劑（江佩蓉，

2004）。像是代理商負責來台藝人的經紀事宜與安排，播出前猛打廣告和娛樂節

目的預告等。另外，媒體對於韓劇的報導量也隨之倍增，並且在標題與內容上，

開始冠上「韓劇」的標籤，形成一個特殊的類型，對於電視台所舉辦的韓星造勢

和宣傳活動，媒體不僅給予大幅的報導，並且加諸各種封號與頭銜，極力打造韓

星在觀眾心中的優質形象（陳依秀，2004）。 

從圖四我們可以看到韓劇在台灣的收視率一直保持有一定的水平，韓劇在總

戲劇類收視率的所佔比率為 7%到 10%，代表韓劇並非只是曇花一現的熱潮，而

是已經成為台灣播出的戲劇中的固定項目，2007 年平均收視率的下滑是因為播

出時數的增加，但在那之後，韓劇收視率甚至還持續微幅的成長。 

圖四：2005 到 2009 年台灣韓劇的收視率與播放時數 

 

資料來源：楊繼群，2008/01；張純純，2009/06；柳惠文，2010/07；本研究綜合

整理。 

從一開始的韓國流行音樂到韓國連續劇，很明顯地可以看到都是代理商和媒

體去將這個趨勢帶起來。韓樂代理者看到國內翻唱歌手的成功，因此引進韓國歌

手來台宣傳；韓劇代理者為了開拓韓劇這個市場，大力邀請演員來台，增加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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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媒體的報導更是讓更多閱聽眾接觸到韓劇的資訊。而到了這一兩年韓國歌唱團

體掀起的韓流，消費端反而成為文化中介者，他們不只是聽而已，更是去宣傳去

推廣。 

二、韓國男子／女子團體熱潮：韓流文化中介者的轉向 

一個學長就寄一個影片，用 email 寄，我不知道是誰寄的，忘了，

就看到之後，就開始 survey 一下，因為那時候 PTT 少女時代板還沒開，

之後才開，那個資源來源很難取，只能用 YouTube 和論壇，有一些專

門討論的論壇，就有檔案可以下載（魚身，2010 年 6 月 6 日）。 

魚身的這個經驗也是很多韓國歌唱團體的迷群所共同經歷的，他從 2009 年

夏天就開始接觸少女時代，但那時候台灣相關的資訊很少，尚未有唱片代理商的

強力造勢，電視頻道大多也只有 MTV 頻道的【日韓音樂瘋】和 Channel[V]的【日

韓普普風】6兩個介紹日韓音樂的節目可能會介紹到，對於他們來說，網路才是

最好的資料來源。 

由於網路科技發展迅速，使用網路下載影音已經成了大眾消費的方式之一，

因為有興趣的韓劇或節目並不一定會被在地頻道業者播出，或者是生活作息與播

出時間無法搭配，因此演變成閱聽人有上網搜尋影音並且下載的行為。祈容玉

（2007）以台灣韓劇閱聽人為研究對象，針對網路下載影音觀看的行為作進一步

研究，發現由於韓劇網路閱聽人會在網路上發表評價意見，除了成為他人觀看的

參考外，也影響電視播出的收視率好壞，說明韓國流行文化在進入台灣市場的過

程中，除了在地中介機構的行銷策略外，閱聽人的力量也成為關鍵因素。 

以 PTT 的少女時代板為例，該板有許多板友的自介文，這自介文有一定的

格式和題目，其中有一題是當初從哪裡得知少女時代，因此藉由爬梳他們的自介

文，可以了解當初韓國女子團體風行的起源。台灣迷群認識少女時代的契機可以

歸納為兩階段，在第一階段，會接觸到這些資訊的人原本就有在注意韓國流行音

樂，他們甚至從少女時代剛從韓國出道就有注意到。另外，也有一些人本來沒有

在注意韓樂，但從 YouTube 和一些網路分享平台發現少女時代，看到 MV、參與

的節目片段和音樂節目的表演等，然後繼續在 YouTube 和其他管道蒐尋更多相

關影片和資訊。第二階段則是因為這些第一階段認識少女時代的人去推廣介紹，

                                                 
6 【日韓普普風】已停播，2010 年 7 月 19 號由【就是愛 JK】接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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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接觸到少女時代。像是他們會去 PTT 的八卦板7和表特板8等板塊寫文章介紹，

並且輔以 YouTube 影片連結或是圖片。除此之外，他們也會跟朋友和同學分享，

用的方式也大多是 YouTube 影片連結。因此少女時代等韓國女子團體，大多是

在這樣人力宣傳的方式讓更多人們接觸，甚至已經培育出相當可觀的迷群人數

了。 

許多人在自介文坦承自己是第一次追星，從沒想過會成為追星族。另外，因

為對少女時代的熱愛，他們會去發掘其他韓國女子團體，因而喜歡上更多的女團。

就是這樣滾雪球的方式，除了少女時代的其他女團也在台累積了不少人氣。余佳

璋（2009）整理出網路迷群有三項互動的特質：即時互動、參與分享與產製展演。

PTT 身為國內最大的網路迷群集散地之一，板友會互相分享新聞、附上中文字幕

的影片，或是將明星的資料做整裡，讓其他板友可以更深入了解，彼此之間也會

互相鼓勵聊天，在這些板上我們都可以觀察到種種迷的過度性行為，而也就是因

為有這些迷的行為，讓一開始韓國女子團體資訊不甚豐富的台灣，多了一批韓流

迷群。這也解釋了許多從未在台灣進行宣傳活動的韓國團體，為何能第一次在台

灣辦演唱會就能吸引大批迷群購買，甚至一票難求。電視頻道 Channel [V]的【就

是愛 JK】節目主持人吳建恆就表示，台灣男女團體偶像較少，韓國團體補足缺

口，韓國音樂資訊因為網路所以傳遞零時差，很多團體還沒在台灣發行唱片，已

有一些固定粉絲（王郁惠，2010 年 11 月 7 日）。 

一直到 2009 年年底，才開始有頻道引進韓國綜藝節目，讓台灣民眾可以更

了解韓國的明星藝人，表二為台灣 2009 下半年到 2011 年 2 月所播送的新韓國綜

藝節目列表。Channel [V]在 2010 年 5 月首播韓國知名的歌唱節目【人氣歌謠】，

該節目邀請線上排行榜上前 7 名歌手和團體藝人進行表演，每週也會介紹新進藝

人，對於台灣民眾，可以更方便獲取韓國流行音樂資訊，而且該節目在台灣播映

的速度甚至只比韓國晚一個禮拜，流行音樂資訊更新速度幾乎是同步的。人氣歌

謠當時在台灣一播出就創下不錯的收視率，促使 Channel [V]購入更多的韓國歌

唱與綜藝節目。有趣的是，在 1990 年代後期，Channel [V]當時就以播放韓國音

樂為特色，在亞洲創造了眾多的韓樂迷（Shim, 2006）。而韓國團體大舉入侵亞

洲之際，Channel [V]又重操舊業，成為台灣播映韓國節目最多的頻道。2009 年

下半年至 2011 年 2 月期間，在台灣播映的韓國綜藝節目共有 16 個，而且都不是

安排在冷門時段，其中 Channel [V]就佔了 9 個。 

                                                 
7網友可以在該板討論新聞議題，或是發表問題分享資訊 

8網友在該板分享帥哥美女的照片和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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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在 2009 年下半年至 2011 年 2 月期間播出的韓國綜藝節目 

節目名稱 電視台 在台首播日期時間 

人體探險隊 東風衛視 11/19/2009 週三 21:00 

家族的誕生 緯來戲劇台 12/06/2009 週六 19:00 

我們結婚了 緯來戲劇台 12/06/2009 週日 21:00 

至親筆記 東風衛視 02/26/2010 週五 23:00 

韓國人氣歌謠 Channel [V] 05/01/2010 週六 20:00 

強心臟 東風衛視 05/14/2010 週五 21:00 

Music Bank Channel [V] 06/06/2010 週日 19:00 

少女上學去 東風衛視 07/08/2010 週四 22:30 

少女時代的 Hello Baby 東風衛視 07/08/2010 週四 23:00 

音樂中心 東風衛視 08/07/2010 週六 20:00 

偶像軍團 Channel [V] 08/11/2010 週三 23:00 

出發吧 ! 夢之隊 Channel [V] 08/13/2010 週五 23:00 

SHINee★Hello 北鼻 Channel [V] 09/09/2010 週四 23:00 

型男俏妹對對碰 Animax 09/18/2010 週六 18:00 

韓流金曲大放送 Animax 09/18/2010 週六 20:00 

老么的叛亂時代 Channel [V] 10/18/2010 週一 23:00 

青春不敗 Channel [V] 10/19/2010 週二 23:00 

Star King 明星王 緯來戲劇 11/07/2010 週日 19:00 

無限挑戰 東風衛視 11/24/2010 週三 21:00 

偶像運動大會 東風衛視 11/25/2010 週四 22:30 

11/26/2010 週五 22:30 

夜行星 Channel [V] 12/09/2010 週四 23:00 

花樣偶像 No.1 Channel [V] 01/31/2011 週一 23:00 

韓流最大牌 華視 02/12/2011 週六 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除了 Super Junior 與台灣的關係較為密切以外，一直到 2010 年才開始有較多

的韓國演唱團體來台宣傳造勢，可見表三內容。 

表三：2004 年至 2011 年 1 月來台宣傳的韓國男子／女子偶像團體 

日期 團體名稱 來台目的 

05/08/2004 東方神起 參加第十五屆金曲獎 

12/11/2004 東方神起 參加[V]台舉辦的 POWER 萬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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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會 

11/12/2006 東方神起 為亞太影展頒獎與表演 

06/15/2007 Super Junior 金曲獎嘉賓 

08/23/2007 東方神起 演唱會+催票記者會+蓋章會 

10/05/2007 東方神起 於中山足球場辦第二次演唱會

（10/6 場次因為颱風而被取消，於

05/10/2008 補辦） 

01/05/2008 Super Junior 台韓友好音樂會 

06/27/2009 Super Junior 金曲獎嘉賓 

06/28/2009 SS501 SS501 台灣歌迷見面會 

10/17/2009 SS501 SS501 ASIS TOUR PERSONA 

2009 台北演唱會 

12/05/2009~12/06/2009 Super Junior M 台灣首次 Fan Meeting 

01/23/2010 Beast, 4minute 2010 年韓流風尚演唱會 

02/20/2010~02/21/2010 Super Junior 於小巨蛋辦演唱會 

02/27/2010 FTIsland 台灣首航演唱會 

04/21/2010~04/24/2010 Wonder Girls 宣傳超級精選專輯 

06/18/2010~06/21/2010 F_Cuz 擁抱台灣見面會 

06/26/2010 SS501 朴政珉與金亨俊擔任金曲獎頒獎

人 

08/17/2010 Orange Caramel 

橙子焦糖 

宣傳專輯 

08/21/2010~08/22/2010 MBLAQ, 2PM, 

Wonder Girls 

大韓流演唱會 

09/22/2010 CNBLUE 台北搶聽會 

09/30/2010 SS501 朴政珉來台記者會 

10/15/2010~10/16/2010 Girls’ Generation Girls' Generation The 1st Asia Tour

－Into The New World 演唱會 

10/24/2010 SS501 我是 SS501 金亨俊！台北國際歌

迷同樂會 

10/30/2010 JYJ （東方神起的

三名團員所組成）

JYJ 全新啟點 SHOWCASE TOU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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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2011 After School, 

SHINee 

參加台視農曆除夕節目《2011 超級

巨星紅白藝能大賞》錄影 

01/22/2011 Super Junior, 

2PM, BEAST, 

MBLAQ, 4Minute

2011 Dream Of Asia Concert In 

Taiwan~2011 亞洲之夢~台灣韓流

風尚演唱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莊雅荃（2009）爬梳不同學者和研究對於文化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y）

這個角色的定義和內涵，認為文化中介者是介於創作者與消費大眾之間的角色，

扮演著對消費大眾解釋、教育並傳遞關於創作者的一切的角色，包括創作者本身、

思考、生活型態、作品和商品等，更重要的是，他們較能近用傳播媒介將自己欲

傳播的訊息傳遞給消費大眾。一般定義底下的文化中介者可能有藝術權威、記者、

老師、評論家或是演藝人員，機構的話則有可能為美術館、電視或平面媒體等平

台。不過，隨著網路的發展和迷的主動性，讓迷身上多了文化中介者的角色，他

們不只是被動接收文化中介者的資訊，自己也會主動搜尋，並且對於相關資訊能

有自主性的詮釋，文化中介者與迷之間的關係已經不是單向線性，反而因為整個

文化關係體系越趨成熟，而變成合作與互動的關係（莊雅荃，2009）。 

在這一波的韓流還沒流行之前，台灣內部關於韓國男子／女子偶像團體的資

訊貧乏，迷群只能在網路搜尋整理資料，並且與其他網友分享，像是【Pretty SNSD 

Taiwan Fan Club】、【SONE4U】等迷群論壇都可以看到網友整理的影音和新聞等，

他們甚至是利用人際傳播的力量，在 PTT 的其他熱門板上介紹少女時代，或是

將影音介紹給自己的親朋好友。他們這種「引導」的角色就如同上述所提到的文

化中介者的功能，也就是說迷群在這波韓流中扮演了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將韓國

男子／女子偶像團體的盡可能完整地整理以及分享，並且利用自己能近用的媒體

進行宣傳，促使越來越多的人成為他們的一員。因此，可以說這波韓流文化中介

者轉向，先是由迷群將韓國流行音樂資訊帶進台灣，電視台業者和唱片代理商在

嗅到台灣已經有相當多的韓樂迷群後，才趕緊陸續引進韓國綜藝和音樂節目，也

邀請韓國藝人來台宣傳，相較於之前的韓流，他們省去了培養台灣民眾興趣這個

階段，直接跳到讓他們興趣和喜好可以獲得滿足的階段。 

雖說韓國流行音樂團體在 1999 年之後淡出台灣，但陸陸續續都有國內歌手

翻唱韓國的流行歌曲。華納唱片國外行銷部門的王依嵐，就強調第二波韓流音樂

是從 90 年代後半期的首波流行音樂延續下來的，而且這些韓國風音樂是在台灣

製作環境中製作不出來的音樂類型（盧開朗，2010）。因此台灣消費者對於韓國

流行音樂並不會感到陌生，這些韓國流行音樂團體的出現延續了上一波音樂韓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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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了那時候就開始支持的迷群以外，這一波更增加了許多新迷群。 

三、韓國流行文化的反彈聲浪 

反韓，也有人稱作仇韓，要處理韓流在台灣的發展，勢必會面對到在地的反

韓情緒，也因此須爬梳台灣與南韓之間的歷史與情結。在過往關於韓流的學術研

究中，都有提到哈韓族在台灣都會受到在地反韓族群的挑戰，以至於哈韓族無法

坦誠自己就是哈韓族，或是在消費韓國流行文化時感到罪惡感，而這反韓的情緒

又是從什麼時候開始的，並且為什麼會在世代間不斷延續，以致於威脅到哈韓族

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 

台灣與韓國政治歷史背景上的關係，大約可以分為三種論述，如表四所示：

在中華文化上，韓是被視為邊陲蠻邦；在日本情結上，同樣曾經有被日本殖民的

歷史，在經濟與文化上成為在地的主要同盟，而韓國在去殖民上表現比我方更為

猛烈，因此也被稱為高麗棒子；面對蘇聯與美國的對峙，韓國日本與台灣被視為

美國防堵共產主義的重要據點，台韓關係因經濟與軍事關係而更緊密，但同時也

發展出競爭關係（江佩蓉，2004）。 

表四：台灣民眾對韓的主要論述 

 中華／蠻夷 日本情結 反共／民主 

在

地 

中國 文化共主   

台灣  去殖民化政策：尋

求文化根源 

反共基地／太平

洋戰略 

韓國（台灣思考） 邊陲蠻邦／喧賓

奪主 

兄弟之邦／高麗

棒子 

唇亡齒寒／競爭

共生 

資料來源：江佩蓉，2004，頁 23。 

台灣的反韓情緒可以追溯到 1983 年的六義士劫機，六名劫機犯將民航機劫

出中國大陸，而在當時反共意識形態下，台灣媒體將他們稱為是自由的反共六義

士，因此無罪，但韓方卻堅持旅行國際公約簽署的義務，將六名劫機犯依法處理，

引起台灣民眾的不滿，而台灣民眾也藉此認清韓方拉攏中共的外交政策，並且感

受到被南韓遺棄的失落感（朱立熙，1993）。長期從事韓國研究的朱立熙（1993）

認為這股失落感與早年和日本與美國斷交的被遺棄感完全不同，台灣民眾無法忍

受的是，背棄自己的竟然是向來被自己瞧不起的南韓，也就是兄弟之邦被自己視

為弟弟的南韓，在這種先天優越感之下受到的衝擊而產生的受害意識便格外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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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 

而在那之後，不斷發生的投奔自由事件，1984 年的亞青盃籃球賽，1987 年

南韓總統選舉候選人盧泰愚以與中共建交的政見做為選舉訴求，這些事件不斷地

展示南韓向中共示好的態度。而 1992 年南韓與台灣的無預警斷交，更是種下了

台灣反韓的種子，中國時報當時更以「中韓關係逆轉」做為專題來報導整起事件。 

中韓關係生變，民間反韓情緒浮現：中醫界指高麗參品質低劣，呼

籲民眾全面拒買；社團界，平鎮市長展開串聯，醞釀解除締盟關係；消

基會電話響不行，拒買韓貨怒聲不斷。 

               【中國時報，1992 年 8 月 21 日：第四版】 

中韓關係的逆轉，導致台灣與韓國不僅在政治上處於一個緊張的關係，甚至

波及到大眾流行文化，台灣民眾將對韓國不滿的情緒移轉到平常日常生活消費，

甚至這已經成為台灣民眾每逢遇到南韓出現「不光明」的做法時，則必定會出現

的框架。 

2002 年的世界杯足球賽，韓國對義大利之戰的獲勝，讓大家質疑裁判不公，

身為地主國的韓國有作弊之嫌等。而台灣民眾甚至聲稱從此不看韓劇，不買韓國

產品，還有許多人細數南韓歷年在國際賽是作弊和動手腳的前塵往事，儼然成為

義大利後援會（王思捷，2002 年 6 月 22 日）。但有趣的是，台灣並沒有參與世

足賽，為何民眾會對南韓的行為有如此大的批評聲浪。劉昌德就批評，足球文化

向來薄弱的台灣社會，足球觀點與輿論往往流於情緒化的民族情感宣洩，台灣的

主流媒體，根本不把世足賽當作一項重要的國際性運動賽事，反倒是左手操弄當

中的國族主義、右手藉機從中獲取利潤（劉昌德，2002 年 6 月 6 日）。 

在過去，台灣民眾是輕忽韓國的，並在世界位階上將韓國次而視之（江佩蓉，

2004），而韓國在世足盃表現亮眼，韓劇在當時也掀起了一陣韓流，才讓台灣民

眾開始去認識到韓國的科技與文化產業的成長。但是對於台灣民眾來說，心態上

似乎是無法平衡的。像是台灣棒球迷普遍有「仇韓親日」趨勢，劉昌德（2010）

解釋台灣與南韓在 1970 年代以來國家發展型經濟的差異，讓台灣先以「代工基

地」角色上與南韓競爭包括日本等資本發達國家之資本的「青睞」；而後南韓逐

步發展出國家輔導的大型企業，使得台灣多項產業在「新興工業國家」競爭中落

後，這項經濟全球化的發展，更加深了台灣棒球場域中的仇韓親日傾向。 

但是台灣民眾又時而投以羨慕他們民族性和團結的眼光，這種「看看別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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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己」或「韓國能，台灣呢」的想法，通常是在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這條

發展路線，不是透過理解內部歷史，而是透過競爭產生連帶感，這種自我中心的

參考，加深主體性的壓縮（蔡如音，2007）。 

針對韓流與反韓流在日本的現象，Chie Yamanaka（2010）認為日本是以對

韓國新的認識作為宣傳的出發點，日本對於韓國的了解和印象與過去的歷史是被

切割和遺忘的，韓國國家的歷史形象是被模糊化的，當談論到韓流現象的時候，

「我們過去不了解韓國」就會被搬出檯面，特別是在分析冬季戀歌現象的時候，

似乎這樣的做法可以模糊他們心中的矛盾和衝突；另一方面，2005 年出版的《嫌

韓流》一書也沒有正面去面對被日本做為他者的韓國，或是提到兩國文化接觸上

不同的視野，反而是以韓國國家主義去描述一個扭曲且日本所認為的韓國，讓讀

者在消費這種論述中得到愉悅。 

以日本的經驗來參照，台灣對於韓國的了解也是片斷且不連續的，普遍來說,

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的印象來源有二，一是韓國流行文化所引領的韓流，二是韓國

在國際比賽上不光彩的表現，因此才會出現哈韓與反韓之間立場的對立。陳姿伶

（2008）在其台灣男性觀看韓劇的研究中，詢問受訪者是否知道 1992 年中韓斷

交一事，大部分的受訪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我詢問周遭朋友同樣問題時，也

是得到一樣的答案。對於台灣民眾來說，韓國過去的歷史以及與台灣之間的關係

也是很模糊的，對於反韓者來說，他們在一次次韓國國際比賽不光彩的事件中驗

証他們的論述與立場，甚至以一種愉悅消費的心態在看待，因此每次南韓的國際

比賽，總會有網友嘲諷和詛咒南韓，即使比賽的對象不是台灣。媒體也一同助長

這種反韓的論述，以髒和作弊等字眼來描述他們的行為。 

而另一方面，韓國流行文化不斷向亞洲各國輸出，包括台灣，近年來被韓流

吸引的人已不限於當初韓劇所主攻的女性閱聽人而已，閱聽人的年齡與性別呈現

更多樣貌。尤其韓國男子和女子團體的熱潮，街坊商店播放的音樂、朋友或路人

手機鈴聲、以及頻道業者在察覺台灣韓流又開始蠢蠢欲動而開始大量引進韓國綜

藝和表演節目，台灣看似整個沉浸於韓國流行文化的世界。同時，韓國也成為一

個可被消費的符號，一間間韓式服飾店開張，因為韓製衣服被認為有質感且有品

味的，即使價格不斐；韓國汽車和 3C 產品也隨著韓國在國際經濟中佔有重要地

位，而開始被台灣民眾認為其品質是值得信賴的。 

而這也是當初讓我納悶的地方，當初韓國偶像劇剛在台灣盛行時，韓劇閱聽

眾可能遭受到反韓人士的挑釁，饒舌歌手 MC Hotdog 和張震嶽也以一首［韓流

入侵］來表達台灣受到韓國流行文化佔據的不滿，而這波由韓國團體掀起的韓流

則是明顯不同，讓我不禁納悶如此的「太平盛世」代表台灣內部反韓的聲音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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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吸收反轉了嗎？ 

2010 年 11 月 17 日，楊淑君以中華代表隊的身分參加由中國大陸舉辦的 2010

亞洲運動會，在比賽進行途中卻被判定腳後跟電子感應片有異常反應，因此被宣

布犯規失去比賽資格。當時引起台灣民眾激烈的反應和抗議，並且因為判定楊淑

君腳後跟反應片有異常反應者為一名韓裔菲律賓籍的技術監督委員，導致台灣內

部反韓聲浪再度高漲，各大媒體皆大篇幅討論分析，社群網站 Facebook 也出現

像是「亞運黑暗面，中華健兒要團結，太令人生氣了！幫楊淑君加油！！！」的

聲援連署活動，許多網友呼籲抵制韓貨和拒看韓劇，而年底的五都選舉候選人也

以楊淑君事件凝聚民氣，而媒體不斷的報導也讓國內反韓情緒不斷高漲延伸。 

蛋洗韓國學校家長很不安「那是裁判個人的事」政府籲民眾理性 

【蘋果日報，2010 年 11 月 21 日】 

姑且不論網友、政府和媒體三者對於反韓情緒的影響，這次事件我們可以看

出台灣的反韓情緒其實還是一直存在的，一旦有導火線就會再度爆發，並且抵制

韓貨和拒看韓劇這個框架也從台韓斷交一直延續至今。而這種反韓的框架也讓許

多哈韓族現身表示不滿，如 Facebook 上出現「別把這種情緒發洩在韓國藝人團

體上面!」，呼籲娛樂與體育並不能混為一談。相較於反韓，這種反反韓的情緒也

許還是顯得薄弱，但重要的是哈韓族不像過去只是單方面受到反韓民眾的挑釁，

而是開始反擊，為自己的立場說話。以少女時代在台灣的【The 1st Asia Tour Into 

the New World】演唱會為例，媒體除了報導演唱會以外，還提及整型和唱歌走

音等負面的評論，台灣的少女時代四大迷群後援會9為此發表聯合聲明，要求媒

體的報導不應偏頗於某些議題，並且將此份聲明作成影片檔且上傳到 Youtube 平

台，讓國內外更多媒體和民眾可以更了解少女時代在台灣演唱會的情況。 

部分台灣媒體向來習慣以聳動甚至是錯誤的標題吸引觀眾注意，因

此上述正向且具意義的訊息全然忽視。對於此次少女時代台灣行的報導

只單單著重在整形與演唱會對嘴等議題上，這不僅帶給台灣人民錯誤偏

頗的資訊，也進而影響到台灣人民對少女們的觀感。另外台灣媒體也在

10 月 15 日少女們抵達桃園機場時，全數衝出原定的採訪區，並與保全

發生嚴重推擠衝突，全然沒有媒體工作者應有的自律與禮節（少女時代

四大後援會，2010 年 10 月 23 日）。 

                                                 
9分別為 PTT 少女時代板、Pretty 少女時代台灣首站、SONE 4U 以及少女時代大酥團，聯合

聲明的詳細內容可參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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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台灣與韓國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情況已經不同於 1992 年台韓斷交的局

面，韓國已經有超越台灣的傾向，反韓的情緒也不像當時是受到背叛而引起的憤

怒。劉昌德（2010 年 11 月 24 日）認為近年的反韓情緒是集體焦慮與妒恨，因

為南韓棒球在職棒較健全等因素下，代表隊實力逐漸逼近日本，在美國大聯盟的

全球體系中也有更多頂尖選手，而南韓流行文化則有國家與資本的聯手經營，同

樣逐漸壯大、在亞洲各地風行，台灣在競爭中落居下風，我們不免出現集體焦慮

與妒恨，因而演變為反韓的情緒。 

第二節 韓國流行音樂的文化混雜性 

一、韓國流行音樂的轉變 

1980 年代以前，韓國流行音樂可以分為韓國歌謠和 ppongjjak，韓國歌謠有

柔和的聲音和講述愛情的歌詞，受到西方音樂像是聆聽舒適容易和美國民謠等的

影響，ppongjjak 則是受到日本演歌影響的音樂風格（Shim, 2006）。韓國歌謠受

到西方音樂的影響是來自於韓戰後美軍的影響，大批美軍從日本撤退，並且在韓

國長期居留，而軍營俱樂部需要音樂家的表演，這些音樂家為此學習美國流行音

樂以及一些較為「現代」的娛樂技巧，這些音樂家的表演收入在當時甚至超過國

內的總出口收入。雖然在 1960 年代以前，美國流行音樂並不被韓國人民接受，

但是這些音樂家在軍營所受的訓練對於他們日後的事業有很大的影響，節奏藍調、

搖滾樂和爵士等音樂風格也開始被注意（Shin&Ho, 2009）。 

1980 年代韓國經濟起飛，越來越多家庭擁有電視，但是媒體管制也更加嚴

格，1979 年全斗煥（Chun Doo Hwan）上台後，商業電視台停業，只留下兩家國

營電視廣播公司，KBS 與 MBC（Howard, 2002）。 

明星系統的維持讓廣播與電視可以決定該歌手是否會受到歡迎，歌手必須要

迎合電視台舞團、樂團和製作人等人的需求，歌手雖然在舞台上表演，但其實是

被邊緣化的一群，並且大多演唱的是翻唱歌曲（Howard, 2002）。但是這種必須

符合電視台操作的機制卻限制了流行音樂多樣發展的可能性。 

1990 年代之後，由於政府撤銷對於電視台的管制，市場更加開放且擴張，

對於媒體內容的需求增加，電視台與音樂產業之間的關係開始轉變，從原本不平

衡的依賴關係，變成共生關係，音樂產業也開始視電視台為宣傳和行銷的管道，

而為了要在電視上播出和刺激銷量，音樂作品越來越強調視覺上的表現，音樂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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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只是歌詞、旋律和節奏的形式而已，而是由歌手的身體、個性和表演等組成的

影像（Lee, 2006）。而為了增加專輯的銷售量，歌手還會被安排參與脫口秀、戲

劇和綜藝節目等，以增加曝光度和人氣，而這樣的做法代表電視台的權利還是凌

駕於音樂工業之上，為這些視覺化的演藝人員提供更多工作機會（Lee, 2006）。 

而在音樂類型上面，也開始吸納更多不同的類型。1988 年韓國取消國人國

外旅遊的禁令，許多家庭開始有衛星電視，流行音樂的迷群更有機會接觸到國外

流行音樂，而音樂家也在那時開始意識到假如要贏得觀眾的注意的話，表演必須

要夠突出，因此開始挪用、國外流行音樂的元素（Howard, 2002; Shim, 2006）。

而 1992 年徐泰智和孩子們（Seo Taji and Boys）的專輯更是為韓國流行音樂畫下

一個分界點。徐泰智和孩子們的專輯結合了嘻哈、舞蹈、搖滾，甚至韓國傳統的

音樂，創下了百萬的銷售量，而嘻哈也從那時候開始在韓國本土化，越來越多的

歌手成功地以一種較不正統而更多元混雜的方式，表演韓國化的嘻哈，其他像是

雷鬼、housetechno 和 1990 年代的音樂流行元素也開始融入韓國流行樂（Howard, 

2002; Lee, 2006）。 

徐泰智和孩子們也打破音樂產業受限於電視廣播公司的處境，他們選擇自己

的舞團，擁有自己的錄音間而不必依賴電視台的設備，自己決定什麼時候會上電

視節目（Shim, 2006）。再加上當時政府解除電視台的管制，原本只有兩間的電

視廣播公司的勢力逐漸縮小，歌手和團體的自主性也就越來越高。製作公司和經

紀公司的角色也在這背景發展下逐漸顯得重要，他們從 1990 年代中期開始，舉

辦了舞蹈比賽和試鏡，H.O.T.和神話等樂團都是在那時候所培養出來的（Shim, 

2006）。 

Lee Suman 在 1989 年建立了 SM 娛樂經紀公司，確立了明星塑造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有一套明星塑造的系統，整合了製作、管理和其他在訓練才能時所必備

的功能，而它特別的訓練與教育系統是整個經紀公司的管理核心，想成為明星的

人在註冊成為練習生之後，必須接受一連串的必修課程（Shin, 2009）。 

1990 年代末期，Clon、H.O.T., Shinhwa 等團體打破國家的疆界，在亞洲地

區走紅，讓亞洲地區初步認識到韓國流行音樂的樣貌。Shin（2009）認為當時韓

國流行音樂市場並沒有國際市場的意識，沒有針對國外宣傳的策略，可以進軍中

國、越南和蒙古等地是因為當地娛樂產業還尚未發展。但這股在亞洲的風潮維持

並不久。 

1997 年韓國經濟危機爆發，音樂產業也跟著受到波及。免費播映電視頻道

的音樂節目減少，減少曝光宣傳的機會，收入減少，再加上 MP3 的盛行，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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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專輯的銷量往下滑，因此許多團體即使人氣很高還是得面對被解散的命運，

音樂產業結構也跟著重整，一些在生存邊緣並且只靠唱片銷售量維生的製作公司

紛紛倒閉，只剩下三家獲利最多的娛樂公司存活，SM、JYP 和 YG 娛樂公司，

他們有與電視廣播公司議價的能力，也能提供不同的娛樂管道，像是 VOD 和

DMB，這些娛樂公司的勢力因此更加擴大（Shin, 2009; Siriyuvasak, U. & Shin, H, 

2007）。 

在經歷經濟危機帶來的產業結構上的危機和重組，韓國音樂產業靠著數位化

和全球化兩個概念做為復原的策略（Siriyuvasak, U. & Shin, H, 2007）。這段韓國

流行音樂的停滯期，SM、JYP、YG 代表的大型娛樂公司選拔了練習生，他們認

識到了僅靠美貌是滿足不了粉絲們的，開始了長期培養女子組合的計劃，進行有

系統的訓練以累積實力，為接下來偶像團體組合興盛的孕育時期（〈女子組合經

曆了怎樣的變遷史〉，2010 年 1 月 15 日）。 

相較於之前，韓國娛樂公司開始展現其野心，先後有 Rain、BoA 和 Wonder 

Girls 到美國進行宣傳，試圖打入美國市場，而其他的歌唱團體和藝人也著眼於

亞洲這塊市場，不僅是到國外宣傳辦演唱會，甚至以當地語言錄製專輯發行，以

少女時代為例，他們在 2010 年 9 月將兩首單曲［Genie］和［Gee］改成日文版

本發行，2011 年 6 月發行日語專輯，並且在日本一連舉辦好幾場演唱會。 

YG、JYP、SM 等七家大型娛樂公司10也在 2010 年 3 月共同出資組建 KMP

（Korean Music Power）Holdings 公司，將致力於整合這七家公司 2 的資源，進

軍新概念音樂服務、廣播電視製作、數位音樂流通等多種領域，並且樹立更健全

合理的數碼音樂市場（〈韓國 7 家大型娛樂公司共出資組建公司〉，2010 年 3 月

18 日）。 

可以看出韓國流行音樂產業，或者該說是整個韓國娛樂產業已經不單單就國

內市場發展了，他們思考的是區域性的策略，並且繼日本之後，再度形塑泛東亞

認同。 

二、韓國音樂亞洲化／泛東亞認同 

1997 年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播【愛情是什麼】，得到廣大迴響並且於隔年再度

                                                 
10七大公司分別為 SM Entertainment、YG Entertainment、JYP Entertainment、明星帝国、Media 

Line、Can Entertainment、Music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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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從那之後韓劇在其他亞洲國家也開始有不錯的成績，像是中國、香港、台

灣和越南等（Shim, 2008）。韓國團體 H.O.T.和酷龍也藉由俊美的臉蛋和精彩的舞

蹈受到這些區域的注目，韓流（Korean Wave）一詞也在那時候被創造出來，並

且引起各界熱烈的討論（Shim, 2008）。然而韓國流行文化的盛行並不是政府政策

成功使然，一來是因為韓劇品質提升，二來則是當時各國正受到泡沫經濟的影響，

售價較為低廉的韓劇因此成為電視台節目採買上的熱門選擇（Shim, 2008）。 

韓流不經意的成功，讓韓國政府開始看好韓國的文化產業，並且每年以大量

資金鼓勵媒體內容生產，從韓流一詞被創造之後，韓國的流行文化商品在亞洲各

國都維持一定的市場。亞洲以往是被西方的流行文化所主宰的，如今亞洲內部已

經能生產、消費和欣賞自己的流行文化商品。以日本為例，它長期向海外輸出文

化產品，1990 年代後出現在亞洲的趨勢越來越顯著，而其商業流行文化價值並非

是由西方發掘的，而是由現代化的「亞洲」，不同於西方傾向強調日本的傳統文

化，流行文化提醒日本與亞洲在文化上有接近性和類似的後現代經驗（岩渕功一

著、蘇宇鈴譯，1998）。 

東亞各地密集的交通網、跨區域的文化產業經濟、流行文化商品和明星的跨

界和閱聽人在不同媒介與不同地點所發展出的多樣消費模式，東亞文化的興起已

經足以與西方文化進行對抗，如此的文化現象已經足以成為一個研究主題，Chua 

Beng Huat 也因此提出東亞流行文化這個概念，解釋中國、日本、南韓、台灣、

香港和新加坡之間流行文化商品的發展，甚者，Chua Beng Huat 還提出泛東亞認

同（Pan East Asian Identity）的可能性（Chua, 2004）。 

取代傳統，強調年輕、都會、中產階級消費者輪廓的相近生活型態，以及亞

洲感（Asian-ness）的投射，都是讓閱聽人更能在東亞的形象中獲得認同（Chua, 

2004）。因此，東亞流行文化的擴張大多發生在三十歲以下的年輕人，他們對於

過往的歷史並不會抱持太激烈的態度，像是日本曾經殖民台灣與韓國，日本在二

次大戰前襲擊中國等（Chua, 2004）。Siriyuvasak（2008）研究泰國民眾的韓國流

行音樂消費行為時，也發現亞洲流行音樂吸引的大多是中產階級的青年，他們追

求速度與即時，並且認為能夠跟上最新的音樂潮流是很時髦且與眾不同的，成為

他們展現秀異的方式。 

岩渕功一認為亞洲性的浮現其實與這個區域的民眾共同追求美式、西化流行

文化的都會消費有著構連關係，因為透過消費主義和電子傳播科技的發展，各個

亞洲國家的中產階級逐漸強化彼此之間的文化關係，就是這種巧妙將西方現代文

明巧妙在地化的舉動，讓（東）亞洲文化慢慢形成（岩渕功一著、唐維敏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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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亞洲流行音樂中無形中形成了一個金字塔的結構，只有在上層的結構

可以被稱為泛亞洲主義（Asianist），這層的音樂是最全球化和跨地區化的

（trans-localized），歌詞的內容不是那麼重要並且夾雜著英文，反觀較為下層的

音樂，歌詞所傳達的訊息是歌曲的重心，並且通常是歌手的母語，因此這類歌曲

就較不易跨越國家疆界（Siriyuvasak, U. & Shin, H, 2007）。除此之外，流行音樂

為了全球化，使得流行音樂必須迎合更廣大的市場，成為無歷史感與去疆界化的

音樂商品，音樂錄影帶的拍攝也採取同樣的策略，歌曲表達的內容偏個人化，完

全不必指涉社會文化、歷史時代背景或是深刻的批判精神，如此才不會妨礙跨區

域的行銷，衛星電視頻道也才能播送給不同地區的觀眾（李天鐸，1998）。 

從徐泰智和孩子們之後，韓國流行音樂開始加入、挪用西方音樂元素，旋律

也以舞曲和情歌為主，歌詞中也常有英文參雜，讓亞洲其他區域的閱聽眾可以更

融入於歌曲當中。除此之外，韓國歌手開始學習第二種亞洲語言以吸引更多消費

者，1990 年代末期的 S.E.S.和神話等團體開始發行日文專輯，2000 之後的 BoA

和 Rain 也延續這樣的策略，BoA 甚至將演藝的重心放在日本。新一波韓流團體

在亞洲各國的活躍程度更甚於以往，附件二為新一波韓流團體的外語專輯整理，

他們的策略可以分為兩種，第一種是直接將韓文單曲翻譯成日文版本，並拍攝日

文版音樂錄影帶以進行宣傳，如少女時代和 KARA，第二種是以第二個亞洲語言

創作新的專輯，並在專輯語言的市場進行宣傳，如 CNBLUE 和 Super Junior-M。 

韓國娛樂產業積極將自己的流行文化向亞洲其他國家輸出，並且試圖將自己

的形象給亞洲化。約莫在 2003 到 2004 年的韓流高峰期，「亞洲明星」一詞被創

造出來，這詞並不是表示該明星是來自於從亞洲某個地區，而是在亞洲的許多地

區都享負盛名，像是 BoA 和 Rain 都被冠上亞洲明星的封號（Shin, 2009）。建立

泛東亞認同是東亞文化產品的製作人所特別關注的規劃，除了合資之外，製作人

越來越傾向在一個電視節目或電影採用不同國籍的人員，以希望不同地區的觀眾

能夠認同自己國家的人員，並且擴大整體消費（Chua, 2004）。 

然而，擁有泛東亞認同這個概念的人是製作人、明星還是消費者？

Siriyuvasak（2008）對於亞洲化這個想法如何將東亞的年輕消費者組織並形塑成

「想像的東亞世代」（imaginary East Asian generation）提出疑問。也許文化接近

性和同為儒家文化圈等共同的背景可以讓消費者較容易認同這些亞洲明星，但是

這些被東亞流行文化吸引的年輕人真的發展出泛東亞認同嗎？或者，這其實是身

為生產端的娛樂產業內部所共享的泛東亞認同，好讓他們在行銷宣傳上可以更為

便利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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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迷群的勞動與男子氣概 

一、何謂迷？ 

迷的概念在媒體上常被描述為瘋狂、失序的一群人。Jensen（1992）指出迷

群被視為假定的社會機能失調心理徵狀，而且一旦他們被刻劃為偏離常軌的，他

們會被認定為不光彩、甚至是危險的「他者」。被流行文化吸引的人常被認為是

最不具批判能力的一群人，這群人因此很容易被操縱，等著被商人賺取利潤，只

是一群等著長大的青少年，不用擔負任何責任並且享受著迷群身分即可

（Grossberg, 2006）。Jensen（1992）進一步解釋他們試著與名人接觸以滿足自己

不足的生活，因為現代的生活是異化且原子化的，迷群對名人和運動隊伍忠誠，

沉浸在名人的光輝中，或是參加搖滾演唱會或運動事件以感受對社群的想像。 

然而，把他們視為是「他者」，其實是階級和地位下產製的結果，「他們」那

群被大量製造販賣商品吸引的低下、中產階級，才是迷群，「我們」高知識、富

有階級所擁護的，則是優越尊貴象徵的品味文化（Jensen, 1992）。 

針對大眾媒體將迷塑造成文化受騙者、社交行為怪異或盲目的消費者，

Jenkins（1992a）提出反對意見，認為迷其實是主動的產製者和意義的操作者，

辯解迷群對於媒體內容的回應不是只有仰慕喜愛，他們也會失望和反抗，而這兩

種情緒的混合讓他們與媒體的關係更積極主動，他們不只是大眾文本的閱聽眾，

他們也會主動參語文本意義建構與傳佈。Jenkins 所著的 Texual Poacher: 

Television Fans & Participatory Culture 一書讓大家開始以更多樣、更正向的角度

去思考迷的存在。 

簡妙如（1996）定義迷為「在某段時間內，特別為媒體內容的某些特質所吸

引，並有相當程度認同與涉入的閱聽人」，並且綜合學者們的看法，將迷的過度

性行為區分為： 

（一）外在行為的過度：包括參與、追隨、忠實的熱愛者；密集投入想像的  

關係；狂熱、興奮的群眾行為；生產迷的文本；組織迷的社群；生產

迷的創作。 

（二）內在行為的過度：包括情感上的熱愛、崇拜；意識形態上的認同；與

其他人、其他文本產生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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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迷群的行為，Jenkins（1992b）提出一個模型為他們下定義： 

（一）迷群有自己獨特的接收型態：有意識的選擇觀看媒體內容，並且忠誠

地觀看；除了觀看文本，還會將文本轉換為其他文化或社會活動，他

們必須要與別人互動，無法獨立存在。 

（二）迷群構成一個獨特的詮釋社群：迷群俱樂部聚會和雜誌等讓他們可以

與文本的各種解釋進行相互協商。 

（三）迷群構成一個獨特的藝術世界：迷群在媒體產製知識上的散佈，以及

宣傳新漫畫和電影等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許多迷也因此能發揮

他們的才能，並且得到尊重與成名。 

（四）迷形成一個另類的社會社群：迷群對於媒體文本的挪用可提供一個空

間，讓不同地區的迷群可以互相交流。一個人進入一個迷群的社群，

先前的地位和階級都不重要，並且是以對於這個社群的貢獻來獲得認

同與被接受。 

簡妙如（1996）進一步解釋迷之所以成為迷，是因為迷投入了某種意識形態

上的過度，再經過先區辨再認同或是先認同再區辨後，迷才會表示自己認同某個

事物、某個風格或某個人，這兩種運作模型如下： 

（一）先區辨再認同：先是感受到所迷文本與其他文本的差異，因區辨了其

特殊性而著迷，進而賦與這個著迷各種認同的意義，建立認同之後，

又因此認同的意義來區辨與他人的差異，並且合理化自己的區辨。 

（二）先認同再區辨：先認同某些文本代表的意義，在顯示自己的認同而與

他人有所區辨，成為這類文本的迷之後，再進一步區辨這個文本的特

別之處。 

就如同 Hall（1996）所說，認同的進行主要是建構在，個體感知他們自己本

身與其他人與群體是否擁有一些共同的起源，或是共同分享的特質，而且在現代

化社會與全球化的環境中，普遍缺乏固定本質的存在，認同不再是一種尋根的過

程，而是一種動態的旅程。 

迷群由於媒體的報導和人們與這些迷群保持距離而不深入了解，導致於迷群

這個身分被冠上一些負面的評論。就如同我身邊的朋友聽到我在進行少女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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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迷群研究，他們總是會提出「這些迷都是宅男吧！」之類的想法，但實際上

他們幾乎沒有跟這些男性迷群打過交道，或者就算身邊有這樣的人物，也是持續

以這些人就是宅男的想法來解釋。迷群是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與媒介文本互動，與

同為社群的人們交流，人人都是某個迷群的一份子，表現出如上所述的過度性行

為，只是有些人選擇將自己的喜好讓大家知道，有些人選擇沉默，不過網路媒體

科技的快速發展，讓更多的迷現身，並且可以更容易實踐自己的喜好。 

二、迷勞動 

網路媒體的快速發展，大眾可以更即時方便發表自己的意見，並且與他人進

行交流，Jenkins（2006a）提出參與文化來解釋大眾在網路上因為參與而形成的

文化： 

1. 新的工具和科技讓消費者可以存檔、評註、挪用以及重新散佈媒體內

容。 

2. 次文化促使 DIY 媒介內容生產的形成，其論述也可影響消費者如何使

用這些科技。 

3. 助長媒體集團水平整合的發展趨勢，將可以刺激圖像、想像、敘事等在

不同媒體平台上流動，並且將使消費者發展出更主動的消費模式。 

網路的便利也讓迷群可以更容易分享他們的創作與生產、與他人進行資訊和

情感的交流，迷群在網路上與他人的互動，將會使自己投入更多的情感和貢獻。 

Terranova（2000）提出免費勞動（free labor），結合數位經濟與社會工廠，

認為數位經濟下，勞動不再局限於工廠，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工廠，網路的使用者

在科技的機制下被轉換成勞工，在這樣的脈絡下，這些網路使用者同時是自願付

出、無償、享受和被剝削的。數位經濟是一種捕獲社會和文化知識的內在機制，

提供免費的文化或情感勞動者實驗的一個場域，他們可以進行生產，如網站設計、

多媒體製作和數位服務等，也包含聊天、真實故事、郵件和業餘書信等勞動，這

些勞動並非是由資本家所生產的，這些勞動的形成是與文化產業擴張有關，並且

因為他們的知識、文化和情感，他們也成為創造金錢價值的經濟活動中的一環

（Terranova, 2004）。 

製作公司也開始了解到免費勞動背後的龐大商機。Henry Jenkins 提出情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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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affective economy），說明媒體工業試著去了解消費者在進行決策時的情感，

因為這情感將會決定消費者是否會觀看或付錢，甚至是主動形塑消費者欲望以影

響他們接下來的決策（Jenkins, 2006b）。媒體播放環境的改變和消費趨勢的變化，

情感經濟已經建構了一組新的媒體商品組合和論述，這個論述不只讓消費者成為

自由且自願的勞工，也驅使閱聽人更主動地參與，這樣的方式將可以強化閱聽人、

節目和廣告商之間的關係（Jian & Liu, 2009）。 

Andrejevic（2008）研究 TWoP（Television Without Pity）連續劇的迷群網站，

提到這個時代是賦權給閱聽眾，以強化其行銷策略的時代。對於 TWoP 的貢獻越

多越好，則閱聽眾越有可能收看某節目；閱聽眾對於節目的研究勞動越多，則越

能對該節目產生情感（Andrejevic, 2008）。 

另外，以大陸的歌手李宇春為例，她在選秀節目超級女聲中就擁有相當多的

迷群，他們以玉米稱呼自己，並且嘗試任何可能的方式讓李宇春能變成中國流行

音樂最有價值的歌手，像是網路歌曲打榜、發行「李宇春音樂特刊」、成立玉米

愛心基金和宣傳反盜版等活動（Yang, 2009）。 

洪銘成（2008）對於線上遊戲的玩家勞動過程進行探討，除了表面的線上遊

戲廠商生產遊戲，玩家購買點數卡進行消費與遊戲，玩家們在玩遊戲的同時也正

生產著線上遊戲的商品，他們生產許多知識、網站、討論區、研擬戰術等，並且

組織工會和團隊進行遊戲，真正創造生產價值的是玩家本身，佔有這些剩餘價值

的是資本家，玩家已經被納入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中，成為一個資本家創造剩餘價

值的勞動者。 

這些因為網路而集結的社群利用網路去進行分享、號召和生產等勞動，對於

他們來說，這樣可以讓他們對自己的興趣和喜愛的明星付出貢獻，一旦付出的貢

獻得到正面回應或回饋，都會使他們投入更多的心力和情感，是一種正向循環；

對於資本家來說，迷群和網友免費的勞動讓他們的商品得到更多的關注，甚至產

生更多的利潤，免費勞動對他們來說是免費的禮物，他們後續要思考的是如何好

好善用這免費的禮物以獲得更多的利潤。免費勞動是後資本主義對於勞動的期望，

後資本主義讓免費勞動得以被維持和消耗，後資本主義不需要挪用任何事物，它

孕育、剝削以及耗盡消費者的勞動以及文化和情感生產（Terranova, 2000）。 

其實閱聽人為媒體勞動做工這個概念很早就被提出了。閱聽人為媒體做工的

觀念最早是由 Smythe 提出，Smythe 認為電視台其實是透過各式各樣的節目，來

吸引閱聽人觀看，因而製作出「閱聽人」這項商品，然後再轉賣給廣告商牟利

（Smythe, 1978；轉引自劉昌德、羅世宏，2005）。Jhally 之後提出其實廣告商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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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的是閱聽人的收看電視的時間，因為他認為媒介雖然可以出售「潛在的」閱聽

人購買力，但他們唯一能夠保證的卻只是閱聽人的「收看活動」，電視台作為資

方，是以「節目」作為工資，吸引觀眾收看廣告，也就是「做工」，製作出「收

視廣告時間」這項商品（馮建三譯，1992）。因此當閱聽人在收看這些節目的時

候，將「收看時間」賣給了媒介所有權人，無形中也是在參與了整個資本體系的

製作過程，成了閱聽人勞工。 

不過，網友付出的免費勞動也不見得只是讓自己的情感得到抒發或是讓資本

家撿到便宜，它也可以是讓網友成為肯定自己，創造成就感的方式。胡綺珍（2009）

探討中國字幕組人員11的勞動，發現製作字幕的動機並不是全然因為迷情感的愛，

更多是因為作品可以服務中國內外數不盡的線上華人閱聽人的榮耀感，他們的勞

動也在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工作倫理，自我負責、自我規訓、個人主義、團隊工作，

以及符合企業利益和被社會期待的好公民理想的自我形象，好讓自己團隊的作品

可以在品質和速度上都能表現更好。 

先前我提到這一波韓國流行音樂團體所掀起的韓流，其實是由迷群擔任文化

中介者的角色，向朋友和網友宣傳韓國流行音樂。台灣一直到 2010 年之後才有

較多的頻道業者買進韓國綜藝和歌唱表演節目，也有較多的歌手來台灣進行唱片

宣傳或是舉辦演唱會，但在 2010 年之前，台灣的韓國流行音樂資訊是相當匱乏

的。以少女時代為例，PTT 上的少女時代板於 2009 年 6 月成立，由於當時資訊

很少，板友們將自己所挖掘到的資訊和影音放在板上分享，並且還會在 PTT 其

他的板上替少女時代進行宣傳；少女時代的論壇（如 Pretty, SONE 4U）也有字

幕工作人員的招募，他們為最新一集的韓國綜藝和歌唱節目製作中文字幕，並且

發布分享，讓台灣的迷群與韓國幾乎是零時差觀看。因此，早在頻道和唱片業者

開始在台灣大力宣傳韓國流行音樂前，就有一群迷無償自願地勞動，藉由網路的

便利，他們進行生產、號召和分享等勞動，儼然成為這一波韓流文化中介者的角

色，在台灣培養出一群可觀的韓樂迷群，頻道與唱片業者只是看好時間點搭上順

風車而已。 

三、男性迷群與其男子氣概 

成年男性迷群在追星族的人口結構中是大家鮮少關注的族群，在學術研究上

也甚少看到相關的研究。我以偶像崇拜作為關鍵字，在臺灣碩博士論文知識加值

                                                 
11他們大多來自中國，少數為分布於其他地區的華人，自願無償地奉獻時間勞力，替國外的

影音檔製作中文字幕，並且於各網路論壇發布，好讓全世界的人都能分享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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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進行搜索，大多數的論文皆與流行音樂相關，其研究對象包括國小生、高

中職、大學生、青少年，符合 Frith 對於大眾音樂與青少年之間關係的解讀。Simon 

Frith（1987／張釗維譯，1994）曾指出流行樂的認同與青少年生命階段的關係，

人們投注最多個人精力在大眾音樂時期，是在青少年以及剛成年的時候，彼時音

樂與一種特殊的情感騷動緊緊相繫，那時候需求最殷的是個人認同與社會位置的

問題，以及對公開和私人感情的控制。本研究對象的男性為成年男性，已經脫離

了對於自我認同不安的青少年時期，他們追星的行為又應該如何解釋呢？ 

Ehrenreich et al（1992）與 Hinerman（1992）分別進行 Beatles 和 Elvis Presley

的迷文化研究，他們的形象在 1950 到 1960 年代成為年輕女孩欲望投射的對象，

並且在公眾場合可以感受她們大力的支持與愛護，對於當時的女孩來說，這象徵

了個人情感的解放與自由，讓女性和女孩擁有更多性欲望的可能性，甚至可以以

革命來形容這些偶像對她們的意涵。至此之後，女性成為流行音樂迷的常客，像

在台灣的媒體報導中，男性藝人或歌手表演時，總是會有一群年輕女孩在台下為

他們尖叫。在媒體的報導中，我們很少有機會看到男性迷在流行歌手表演的場域

現身。台灣關於音樂的男性迷研究方面，目前只有李碩（2007）的《搖滾台灣：

台灣重金屬樂迷的文化認同與實踐》和周品均（2006）的《男人在唱歌–論昇歌

（哥）對男性昇迷生命經驗之撞擊與開展》。前者是因為重金屬樂的結構和樂句

中充滿男性氣質的崇拜，加上原本歷史發展就是與男性藍領階級青少年關係密切，

不僅在發源地美國擁有較多的男性樂迷，在台灣也是如此，唯一不同的是因為社

會文化脈絡不同，台灣男樂迷對女樂迷較為友善。後者則是針對陳昇的男性迷在

音樂中的共鳴經驗與立場。這兩份研究中，男性的主體經驗與想法都是與音樂產

生共鳴，是以音樂氣氛和內容去感受歌手帶來的表演，而非偶像崇拜的方式。而

像是運動球賽和線上遊戲等可以彰顯男子氣概的場域，我們也可以看到相當數量

的男性迷現身，當然，性別界線已經逐漸在鬆動，像是觀看連續劇的男性和喜歡

瑜珈男性也有增多的趨勢，崇拜偶像的男性也大有人在，只是較少成為學術和社

會關注的對象，我們也可以在這些男性中看到前者參與較為男子氣概活動的男性。

而在這樣的脈絡下，接受這些較不具有男子氣概的活動對男性的意義為何？男性

身分與其男子氣概在他們進行活動時產生什麼影響？ 

王雅各（2007）爬梳了台灣關於男子氣概的研究，發現一直到二十世紀才開

始有男性研究的成果出現，再加上不被社會重視和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口少，研究

的數量並不算豐富，類別包括男性氣概的建構與男性經驗的關係、男性女性主義、

父職與父性、性取向少數和性別平等導向以及男性運動的文獻，但本土在許多重

要的概念、命題和理論思考上都還顯得不足。那麼，男子氣概的定義為何？在台

灣的脈絡又是怎樣呢？ 

Connell（1995）對男子氣概（masculinity）的定義為，陽剛特質的基礎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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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在與女性和其他男性的關係當中，在自己的社會位置中，操演性別關係的過程

與結果，因此，不同的階級、種族、性傾向的男性會擁有不同的男人味，而且它

是相對於女性之下，男性所想展現的特質。在這種二元對立的價值觀裡，社會對

於男性的性別規範，主要是在要求男性與女性特質劃清界線，將陽剛與男性的形

象畫上等號，通常男性若是有非傳統性的男性特質，如溫柔或敏感的女性特質，

可能就會被譏笑為娘娘腔，並且被視為有缺陷的失敗男性（畢恆達，2000）。 

Connell（2004）將性別分成權力關係、生產勞動、情感／性和符號象徵四

個面向，描述現代性別關係系統中的四個主要結構，這些面向彼此混合且相互作

用。黃淑玲（2007）以 Connell 的理論架構來分析台灣的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

男子氣概12與性別關係結構上經歷了什麼改變： 

（一）權力關係：男性支配女性的主要權力來自家庭，在家中擺出丈夫的權

威和不苟言笑的嚴父形象，因為他們從小就被訓練堅忍、剛毅、有擔當，長

大後才能成為一個負責任和照顧家庭的男子漢。工業社會後，女人因為經濟

自主以及事業成就，這個時代的男性可能沒有辦法向上一代那樣的唯我獨尊，

但管理階層和專業菁英的職務大多由男性擔任，這些菁英會流露出權威、決

斷、霸氣、有力量、自信等男人的高貴形象。不過一方面在長官的權威壓力

下，表現出含冤忍辱、唯唯諾諾也是很常見的。 

（二）生產勞動：農村社會的男女都必須下田耕作，女性甚至要負責全部的

家事，因為男性是不應該碰觸家務事的，可能會觸楣頭或損及男子氣概。現

在願意分擔家事、一起帶小孩和照顧老人的男性數量越來越多。 

（三）情感／性：傳統觀念認為男女一定要嫁娶，並且有膝下，四年級生之

後自由戀愛開始盛行，並且男性有處女情結及雙重標準，要求太太守貞，自

己卻可以有外遇情形的發生。工業社會後的女性性行為日益開放，但異性戀

男性也很早就開始交女朋友並且有性經驗，甚至去買春或喝花酒。 

（四）符號象徵：比如說男生不可以太軟弱、有淚不輕彈、不能太在意外表、

要懂得逢場作戲、罵髒話或找樂子等，來表示自己的豪邁和男子氣概。而即

使是六七年級生，還是信奉一些傳統的男子準則。 

張晉芬、林芳玫（2000）也指出，性、性別、性傾向都不是單純的生理現象，

                                                 
12 黃淑玲在文中將 masculinity 翻成「男子性」，本研究為了閱讀上的連貫性，將男子性改成

男子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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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社會、文化、風俗習慣建構的結果，因此不同歷史時期、不同地區都可能呈

現出不同的樣貌。男性和女性必須符合大眾性別角色中期待，男子與女子氣概可

以被解釋為內化的性別角色，是社會學習或是社會化的產物，可經過家庭、學校

同儕團體、大眾文化等環境形塑而成（Connell, 1995）。 

Connell（1995）將男性所擁有的權力及所處的社會位置，將男子氣概分為

霸權（hegemony masculinity）、共謀（complicity masculinity）、從屬（subordination 

masculinity）及邊緣（marginalization masculinity）等四種男子氣概模式，其中，

霸權男子氣概通常是透過文化理想模型的示範以及集體建制性權力的交流而建

立，強調男性具有主導的地位，女性只是被支配者，這種男性特質也是被認為最

有領導地位且被羨慕的，並且成為男性在性別認同發展過程中所參照的對象。尤

其是在進入充滿不確定的青少年時期，男孩會渴望找到角色模範，一般而言，充

滿陽剛氣息的形象會主導這些男孩對於男子氣概的認同（Kindlon, D. & 

Thompson, M., 1999／吳書榆譯，2000）。 

除了霸權男子氣概外，Connell（1995）提及的男子氣概另外還有共謀、從

屬和邊緣，其解釋分別為：共謀指的是大部分男性不會依循霸權男子氣概的標準，

但他們多數都會從父權體制中獲利並享有特權，因此他們與霸權男子氣概維持一

種共謀的關係；從屬則可以男同性戀做為例子，由於社會對同性戀的汙名化和刻

板印象，同性戀在許多層面都受到異性戀的壓迫和歧視，而某想因為缺乏社會期

待的霸權男子氣概的男性也是如此，像是娘娘腔或懦弱；；邊緣型則是與階級和

種族關係權力結構來看，最明顯則是在種族關係中，相對於白人，黑人的陽剛特

質就是被邊緣化的對象，這四種陽剛特質的關係是彼此維繫的，並且相互作用以

鞏固霸權式陽剛特質。 

男性在成長的過程中，一路上會遇到許多男子氣概的鍛鍊，逼迫他們學習並

內化這種霸權的男性氣概。郭怡伶（2005）研究華人地區特有的阿魯巴文化，藉

著對肉體力道鍛鍊、生殖性的男性認同、恐懼同志、宰制女性、排除女性特質甚

至欺侮不如自己的弱勢，如此男性團體儀式凝聚以及提醒男性，注意自己夠不夠

男子氣概，並在團體裡互相監督，男性因此內化男性對男子氣概的追求。秦光輝

（1997）與裴學儒（2001）分別對軍隊建構男子氣概的樣貌進行探討，當兵成為

男孩變成男人的必經過程，因為軍隊結合了相當多的性別歧視以及性別區分的內

涵，從男性身體的打造、拒斥女性氣質或女性化的男性認同，甚至是對性經驗的

強調與炫耀，皆可以看到男性軍旅經驗陽具中心傾向。黃淑玲（2003）則是觀察

男子氣概與喝花酒文化之間的關係，上流階級男性藉由飲食爭逐，爭奪財富、權

位、聲望、女人等各類資本，並在操演喝花酒中競爭以提煉男子氣概，男子氣概

因此被當作是秀異符碼在色情場所生產與消費，花酒文化因此強化了傳統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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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概的秉性。 

然而，並非所有的男性都能接收和實踐霸權式男子氣概，因為每個人不同的

興趣與特質，因此每個人的展演情況都不相同。男人在傳統男性氣概的束縛和壓

迫，所產生的情況可以略分為四種類型，一種是不願意服膺傳統男子氣概的規範，

因為與個人特質不符，另一種是遵循傳統男性價值觀，但卻受到質疑與挑戰，另

外兩種則是因為不具有傳統男性氣概而受到社會的歧視與壓迫，分別是娘娘腔與

男同性戀（畢恆達，2003）。 

而男子氣概也會影響男性對於事物的選擇與接受度，尤其當他們碰觸的是社

會認為女性化或是不那麼男子氣概的事物時，他們該如何解釋自身行為，他們如

何與霸權事男子氣概進行協商，或甚至是挑戰和抵抗？黃兆儀（2009）發現穿洞

男大學生將身體打洞視為對追求男子氣概的一種實踐，藉由身體裝飾增加自信或

肯定，內化男性對男子氣概的追求，並且在穿洞的行為選擇中也顯示出厭惡女性

氣質和反對同性戀等行動連結。莊憶欣（2010）觀察到瑜珈的非競爭性和個人化

特質，讓在主流運動中處於劣勢的男性有另一個選擇，在瑜珈中可以獲得運動樂

趣和成就感，解除自身在主流運動團體內部被邊緣化的壓力，也會挪用各種論述

和策略以化解參與這項女性化運動所面臨的性別焦慮。陳姿伶（2008）進行台灣

年輕男性觀看韓劇的收視經驗研究，發現男性即使承認自己愛看韓劇，但卻不見

得會坦承自己對於韓劇有情感的需求，或是有情感投入的成分在，甚至會以「我

看韓劇只是為了女主角的美貌」作為擋箭牌，不過陳姿伶在進行田野調查時，也

觀察到有些男性會因為某部韓劇感動並且與男性朋友分享該韓劇，顯示出一種對

男性公開地情感表達與示弱表現的接受度提高。陳冠良（2008）則是探究男性時

尚雜誌讀著對於雜誌內容的解讀與性別實踐，發現讀者閱讀男性時尚雜誌所傳遞

的新男人圖像時，也同時受到傳統男性氣概論述的介入，讀者便透過新、舊男性

氣概論述之間的協商來解讀男性時尚雜誌所中介的新男人男性氣概，像是皮膚保

養、雕塑體態、逛街購物等，讀者會共同排除這些性別展現在傳統上被歸類的女

性氣質，打造獨特的男性氣概意義，不過，該研究認為男性時尚雜誌與這種「新」

男性氣概其實是資本主義的一環，男性雖被賦予關注外貌的合法性，但在性別秩

序中的兩性關係並無實質進步。 

霸權式男子氣概在男孩變成男人的旅程中扮演重要的要素，這個男子氣概的

形象可能來自父親、老師、同袍、媒體或是整個社會的期待，男性因為各自不同

的性格特質與興趣，而有不同的對應方式與策略。上述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男性

在接受較為女性氣質的事物時，其實還是不斷地與霸權式男子氣概協商，試圖將

女性氣質排除，合理化自身行為以符合社會對於男子氣概的期待。因此，基於以

上對於男子氣概的描述，這些少女時代的男性迷群在進行被認為是女性化的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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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時，是如何實踐或是協商霸權式男子氣概？霸權式男子氣概如何去影響他們

對於少女時代的欲望和想像？ 

第四節 小結：台灣的韓流男性迷群須處理性別與國族上的認同

位置 

二十一世紀初韓劇在電視台的播映，讓台灣掀起了韓流，從那時候開始，韓

國流行文化就在台灣滯留發展。一直以來，韓流文化的消費者大多為女性，但在

2009 年左右，韓國男子與女子團體的表演藉由網路流傳到台灣，因為這些偶像

團體，有更多的人開始關注韓國流行音樂，而這其中更是出現以往少見的成年男

性。 

在徐泰智和孩子們這個團體之後，韓國流行音樂開始加入西方音樂元素，並

且以舞曲和情歌為主，而這樣的編制方式符合 Siriyuvasak & Shin （2007）說的

泛亞洲主義（Asianist），歌詞內容不是重心，並且夾雜著英文，因此音樂可以更

容易跨地區播送，對於其他國家的民眾而言，他們可以更融入歌曲當中，較不易

產生文化折扣的現象。 

姑且不論這些受韓國流行音樂吸引的消費者是否因此而有泛東亞認同，這些

受韓國流行音樂吸引的消費者，他們在台灣電視與廣播等媒介尚未大力介紹韓樂

之時，就已經以自身勞動將韓樂介紹給更多人知道，在 PTT 的表特板和八卦板

寫文介紹韓國團體、利用社群媒體將表演影片連結傳給朋友、論壇在路邊發送印

有韓國團體資料的面紙或扇子，這些迷群的勞動讓越來越多的人認識韓國流行音

樂，爾後頻道與唱片業者才開始有大動作的介紹和宣傳，迷群可以說是這一波韓

國流行音樂的文化中介者。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聚焦在男性的迷群，是因為男性在以往的追星人口結構中

是很少見的。追星行為與社會對於男子氣概的期待是相違背的，霸權男子氣概強

調男性是具有主導地位的，女性只是支配者，男性從小被迫學習霸權男子氣概、

拒斥女性特質，因此偶像崇拜，或者可以說是追星行為，這種被視為女性或青少

年的行為是應該被屏除於男性行動範圍之外的。國內有許多研究檢視男性接觸較

為女性氣質的文化時，他們是如何應對，而大多數的男性還是不斷地與霸權式男

子氣概協商，試圖將女性氣質排除，合理化自身行為以符合社會對於男子氣概的

期待。因此，綜合上述研究，對於這些韓流的男性迷群來說，男子氣概將會在他

們的追星行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更遑論大多數的男性是第一次追星。 

在本研究中，「追星族的新人」一詞代表的是一群在成年階段才開始追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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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成年階段才開始追星的他們，追星對於他們來說是代表什麼意義呢？而

成年男性該有的男子氣概形象對於他們的追星行為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追星

族的新人」一詞也可以解釋是追星族人口結構中的新人，因為如此，社會大眾對

於這群新人感到好奇，也因為他們的身分，媒體在未了解他們之前，就先將他們

貼上宅男的標籤。 

再者，台灣在地的反韓情緒持續蟄伏著，當南韓在國際體育賽事出現不光彩

的行為時，反韓情緒就如同鞭炮點燃一般，響得激烈暴力，並且波及至其他範疇，

像是流行音樂、電視劇、食物等等，將消費韓國文化者視為他者，將他們貼上不

忠於在地文化的標籤。而因為近年來在地反韓情緒大多是由國際賽事所撩撥的，

所以反韓情緒就出現了性別化的特徵，以男性較為多數，因為這樣的關聯，反韓

情緒似乎也與男子氣概有緊密的關係，表達反韓情緒成為表現男子氣概的一種方

式。在這樣的在地脈絡下，這群韓流的男性迷群是如何應對也是本研究關注的重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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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途徑 

本研究的研究方式採取質化研究的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兩種方法。 

假如研究企圖回答文化情境脈絡，希望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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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研究者可以使用參與觀察法，因為任何的組織和

團體都有一些假設存在，這些假設反映該組織的特殊文化基礎，組織成員通常受

到這些習以為常的假設影響，藉由參與觀察直接探索這些假設，從這些假設去了

解文化的意義（嚴祥鸞，1996）。因此藉由參與觀察法的方式，觀察迷群在消費

文化實踐上的能動性，以及他們在整個社會文化脈絡的位置與互動。 

台灣少女時代迷群所架設的論壇為數不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SONE 4U】、

【Pretty SONE】、【少女時代－大酥團】和 PTT 的【少女時代板】。當時我準備進

行田野調查時，【SONE 4U】的論壇暫收新成員，【Pretty SONE】成員年齡層偏

小，PTT【少女時代板】是偏向開放的網路討論區，非少女時代迷也可以留言評

論，人數過多以至於人員之間較沒有論壇所培養的親近情誼，【少女時代－大酥

團】每個月固定時間會讓新成員報名加入，並且成員也幾乎是男性，年齡也較大，

因此選擇【少女時代－大酥團】做為田野觀察對象。 

【少女時代－大酥團】原本是台灣知名的 3C 論壇「Mobile01」閒聊區中的

一個討論串，於 2009 年 2 月成立，討論串名為「一起愛上"少女時代"!SNSD 專

屬"大酥"討論區」，「大酥」是取自「大叔」的諧音，因為 Mobile01 的論壇主要

以討論 3C 產品為主，年齡層也相對較長，比起少女時代的團員更是年長許多，

所以他們以「大酥」為名，自娛娛人。後來因為反韓網友的攻擊，導致於討論串

必須關閉，有鑑於此，在隔日 2010 年 6 月 29 日他們於網路創立論壇空間，讓

SONE 有一個私人分享討論的空間，論壇名為【少女時代－大酥團】，而在

「Mobile01」上的討論區也在之後再度開啟，團員為做區分，將這個討論區稱為

「文字樓」，不過大多數團員的活動還是以論壇為主。如同前面提到的，成員大

多數為男性，而且年紀從國中生到社會人士都有，以社會人士居多，男性成員稱

為「大酥」，女性成員稱為「小酥」。 

我從 2011 年 3 月正式加入該論壇，開始於即時通訊軟體 Msn Messenger 上

類似聊天室的 M 群與團員互動、在論壇上進行討論分享、參與團員們辦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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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針對我的研究問題進行觀察搜集資料。 

深度訪談的方式，讓我們可以掌握受訪者主觀的意義，並且經由長時間的對

談，我們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將受訪者所作所為的前因後果，乃至相關連的事物，

進行較為完整的資料收集（陳介英，2005）。藉由深度訪談了解少女時代男性迷

群的消費經驗與生活實踐，然而深度訪談的方式有其侷限性，受訪者並不一定能

主動且願意將他們所有的經驗和想法與我分享。因此，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兩個

方法必須相互配合。 

募集深度訪談對象的方式，我將以兩種方式進行，一是在參與迷群聚會或進

行田野調查時所結識的男性迷，且與我互動較為頻繁，對彼此有一定的熟識度，

希望降低他們在深訪時的不自在感；二是自己身邊的親朋好友，或者是他們推薦

的友人。而成為受訪對象的評斷標準，則是以少女時代影音作品的觀看頻率、週

邊產品或活動的消費與參與作為評估標準。訪談的對象一共為 18 位男性。 

附件三為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在進行訪談之前，會先請受訪者填寫基本背景

資料，像是年紀、出生成長的都市、職業、收入、就學背景和感情狀態等，以便

之後可依據訪談者其生活型態背景座標位置上的不同對訪談內容進行解讀。 

下列表五為本研究 18 位受訪者的基本背景介紹，依訪談時間的先後排序，

而使用者的化名皆經過受訪者同意使用。 

表五：本研究受訪者的基本背景介紹 

化名 年

齡 

職業 感情 論壇參與情況 追星經驗 認識少女時代的

契機 

Charles 25 學生 單身，尚未

交過女朋友

PTT SNSD、少

女時代中文首

站和抽抽殿，並

擔任過 PTT 

SNSD 的幹部 

第一次 2009 年 3 月，於

PTT 看到少女時代

Gee 這首歌的 MV

Trent 28 業務 穩定交往

中，之前交

往過的女友

有兩任 

無 Michael 

Jackson 和

周杰倫 

2009 年 2 月在 PTT

的八卦版上看到

有人介紹少女時

代的 MV 

魚身 27 學生 單身，尚未

交過女朋友

只為獲得資訊

和影片來源，並

不想與他人有

第一次 2009 年暑假，他的

學長寄少女時代

MV 影片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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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 

均易 25 工程

師 

單身，交往

過一任女友

無 第一次 2009 年 2 月，一位

朋友傳少女時代

MV 影片的連結給

他 

Charlie 21 學生 單身，尚未

交過女朋友

在 PTT 少女時

代板上活動踴

躍 

第一次 2009 年時，因為朋

友提及少女時

代，就開始搜尋資

料並且慢慢喜歡

上這個團體 

Joster 32 服務

業 

單身，尚未

交過女朋友

在大酥團上活

動踴躍 

周慧敏 從少女時代出道

就有注意到 

莊於立 48 自行

創業 

已婚，之前

交往過四任

女友 

在大酥團上活

動踴躍 

第一次 幫兒子找資料，因

緣際會下接觸到

少女時代 

哆啦 23 大學

生 

單身，曾交

往過兩任女

友 

無 第一次 2009 年的夏天，當

Gee 的影音在網路

上盛行時，無意間

看到 

湯姆 32 業務 單身，曾交

往過四任女

友 

參加很多論

壇，喜歡蒐集少

女時代的套卡 

工藤靜

香、酒井

法子和安

室奈美惠 

2010 年 3 月在電視

看到少女時代的

MV 

GQ 31 工程

師 

與女友穩定

交往中，之

前交往過兩

任女友 

在大酥團上活

動踴躍，並且擔

任大酥團的幹

部之一 

韓國女子

團體 SES 

2009 年下半年於

電視看到 Super 

Junior 的 MV，注

意到客串的少女

時代成員 

小馬 30 服務

業 

單身，尚未

交過女朋友

在大酥團上活

動踴躍，並且擔

任大酥團的幹

部之一 

梁詠琪 2009 年 1 月因為工

作場所播放少女

時代的歌曲 

海獅 32 自由

業 

單身，曾交

往過七任女

友 

在大酥團上活

動踴躍，並且擔

任大酥團的幹

部之一 

第一次 在網路討論區看

到有少女時代的

介紹文，該文章的

標題是扭腰擺臀

也可以這麼漂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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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李 38 工程

製作 

已婚 在大酥團上活

動踴躍 

第一次 2010 年在網路討

論區上看到少女

時代的圖片 

溫泉鄉

的老師 

39 國中

老師 

已婚，之前

交往過一任

女友 

會在 PTT 少女

時代板上活動 

第一次 2009 年看到有人

在網路上分享少

女時代的 MV 影片

寶嘎嘎 24 待業

中 

單身，曾交

往過兩任女

友 

會在 PTT 少女

時代板上活動 

第一次 2009 年 9 月，看到

PTT 表特版有少女

時代的介紹文 

阿熊 21 大學

生 

單身，曾交

往過一任女

友 

在論壇

【SONE4U】上

互動踴躍 

第一次 2009 年的某天，同

學傳少女時代的

表演影片給他 

守候永

恆 

24 助理

調機

師 

單身，尚未

交過女友 

參加 Facebook

的【允西卡俱樂

部】的社團 

第一次 2008 年末，因為哥

哥播放少女時代

的歌而接觸到 

小祥 38 老師 已婚，在這

之前交往過

一任女友 

會瀏覽 PTT 少

女時代板的消

息，因為權限不

夠，所以不能發

文或與人互動 

陳綺貞 2009 年在 PTT 的

八卦板上看到少

女時代的影片 

 

訪談進行期間為 2011 年 4 月至 2011 年 8 月，受訪者是 18 位男性，年紀範

圍從 21 到 48 歲，其中 20 到 29 歲有 9 位，30 到 39 歲有 8 位，40 歲以上有 1

位。感情狀態方面，已婚 4 位，目前有穩定交往對象有 2 位，單身者有 12 位。

超過半數的訪談者都是第一次追星，而追星的情況隨著不同的年齡階段、已婚／

未婚等因素而有不同的表現，之後的章節會再描述。而這些受訪者會開始接觸韓

國流行音樂，絕大部分都是在 2008 年到 2009 年期間在網路上看到其他人的分享

和介紹。就如在第二章提到的，閱聽人在這波韓流中成為文化中介者，他們因為

自己本身就熱愛韓樂所以認識少女時代或是因為網路上他人的介紹人而認識，然

後藉由線上和線下的人際傳播讓更多人認識少女時代以及其他的韓樂，而後才是

電視台業者和唱片代理商注意到這塊餅，引進更多韓國節目以及安排藝人來台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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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者的位置 

猶記 2010 年春天的一個下午，我的一位女性同學正熱切地分享她參加

Wonder Girls在台灣與歌迷聚會的心情，聊到Wonder Girls本人與電視上的差異，

以及有許多看起來不像「宅男」的男生也有參與。後面那句話一說出，引起大家

的熱烈討論，大家對於會參與這種聚會的男生很感興趣，尤其出現了宅男類型以

外的男性。事後回想起來，大家都很先入為主地認為會喜歡這些女明星、並且用

行動表達自己喜愛的男性為宅男，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來自於媒體和社會的影響，

雖然大家很輕鬆地對於宅男進行討論，但在言談之中，我們卻與社會一起共謀，

將喜愛韓國女子團體的男迷群貼上標籤。 

隨著當時課堂報告的進行，經由朋友的介紹，訪問了三名喜愛少女時代的男

性迷，這是我第一次親自接觸他們。在那之後，我不斷去思考少女時代的男性迷

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2010 年暑假，我參加 PTT 少女時代板的板聚，觀察他們

整個活動的進行。這兩次的經驗下來，都會有「他們沒有我想像中的宅阿！」的

想法出現，可見當時我已先將他們與大家認為的宅男輪廓互相扣連，也就是外表

邋遢，不重視打扮，不擅長與人溝通等。 

在第一波的韓流的時代，我曾經喜愛在電視機前看韓劇，並且和媽媽討論劇

情，但是某次同學對於我喜愛看韓劇這個行為的挑釁，再加上身邊幾乎沒有可以

一起討論韓劇的朋友，我漸漸地與韓劇越趨越遠，甚至對於承認自己曾經喜愛韓

劇的經歷感到不自在。約莫在 2009 下半年之後，韓國偶像團體的歌曲在台灣越

來越常見到，許多藝人在節目上模仿這些團體的舞蹈，MV 也越來越常在音樂節

目中播映，PTT 上與韓國團體相關的版的人氣越來越高，讓我對於這又再度掀起

的韓流感到好奇，尤其是這次出現了以往少見的男性迷群。再加上，台灣民眾擁

有反韓情緒的人大部分是男性。如此矛盾的情況，讓我不禁想更進一步了解這些

男性的想法和樣貌。 

藉由爬梳上一波在台韓流的文獻，開始去對於這些男性做出一些設想，並且

由於我自己女性的身分，不免站在性別結構的對立面上進行批判，認為少女時代

的衣著、舞蹈和歌詞皆接合父權意識型態下的性別迷思，鞏固流行音樂、甚至是

現實生活的男性霸權。然而，這樣的立場卻成為我進入這些男迷群場域的障礙，

無法以同理心站在他們的位置去思考他們所經歷的事物。 

自我（self）與他者（other）兩者是密不可分的，就如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

他們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科學中是模糊隱晦的，因為社會科學維持了兩者的權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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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讓他們之間保持距離且將矛盾減到最小（Fine, 1998）。假使所有的參與者都

被放置在應屬的歷史與社會脈絡中，但權力的不平均與濫用的情形還是依舊快速

增加，我們需要去尊重研究對象的觀念與敘述的完整性，將他們放置在社會與歷

史脈絡中去思考，而不是與社會科學的思維去共謀（Fine et al, 2000）。Fine（1998）

提出 working the hyphens 這個概念，這裡的分號（hyphen）就是自我與他者之間

的分號，建議研究者探究我們與研究文本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為何，了解在這

些關係中，我們的角色是多重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應該是流動而非固定的。 

之後在參與 PTT 少女時代板的網聚時，因為對於少女時代還不甚熟悉，所

以請求板主，同時也是網聚活動的主辦人，讓我可以以一個觀察者的身分在旁看

他們活動進行，板主也和參與網聚的網友們介紹我的身分。最初，我擔心自己的

存在會為使這些網友感覺不自在，不過因為當天的活動是分組進行猜謎遊戲，因

此影響程度不大。而活動進行的途中，會有一些對於我身分感到好奇的網友跑來

聊天，但因為我研究者身分的曝露，因此他們大多是對我的論文題目表達關心，

這樣不但讓我在應答上小心翼翼，深怕回答不妥而讓他們覺得反感，更重要的是，

與他們之間多了一道隔閡。因此，在真正進入場域前，自己必須要先成為少女時

代迷的一份子，試圖站在他們的位置，打破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力關係，如此

才能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中進行反思，而不會落入 Fine（1998）所曾提及質

性研究寫作的風險－專制的書寫（imperial translation）。 

Hills（2002）強調累積迷資本是迷群交換社群權位的關鍵，讓自己有更高的

位階和影響力。不過，我累積迷資本的目的並不在於成為迷社群中的具有影響性

或是知名的人物，而是希望可以讓自己更融入少女時代迷群的場域中，除了對於

田野資料採集與訪談過程有幫助之外，更重要的是，藉由這樣的方式，讓自己以

旁觀者的姿態轉變成當局者，讓自己可以更以一個同理的心去與他們對話、交流。

Hills（2002）匯整幾位學者，將迷資本的觀點整理如下：（1）迷經濟資本，意味

著擁有商品數量、價格，（2）迷社會資本，則是迷社群關係網絡，（3）迷文化資

本，則與成員對偶像、迷群的理解與回饋相關，最後匯聚的成果就成為迷的象徵

資本，也就是聲譽、位階和影響力。我主要以迷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為主，前者

為參加少女時代在台灣的第一場演唱會、加入迷群設立的論壇、與一些迷群固定

保持聯繫，後者則是固定追蹤少女時代的消息和影音活動等。 

不過，當我將自己浸淫在少女時代相關的影音作品時，發現其實自己的內心

是相當矛盾的。我很讚嘆她們在舞蹈上整齊又有力的表現，喜歡觀察她們的穿著、

妝容，尤其是她們近期的歌曲［Run Devil Run］和［Hoot］，風格轉變為成熟有

自信的女性，並且勇於在愛情的權力關係中扭轉情勢，不只是服裝和歌詞，在舞

蹈上也更能善用女性肢體表現出性感，相較於之前小女孩害羞的形象，晚近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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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更引起我的共鳴，甚至成為自己想要效法的模範。我每次在看少女時代表演時，

心情都是很愉悅且激賞的，並且對於她們在肢體擺動上所散發的女人味投以羨慕

嚮往的眼神，期許自己也能像她們一樣。然而，我對於她們較早之前的作品，如

［Gee］、［Oh!］卻無法產生認同，除了形象上偏清新活潑外，歌詞上展現對大

哥哥的愛慕、卻又害羞不敢表達的心態，讓我不免去批判這樣的形象是為了迎合

男性的想像，投射他們在愛情權力關係中的渴望，也就是回到一開始我對於自己

想像中男性迷的批判。 

其實在很多文本或場域中，女性常常處於被觀看的位置。John Berger 在《觀

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就指出「客體化」產生於看與被看之間，男性是帶

著威權的觀看者，而女性就是被觀看的一方，而女人天生的第一任務好像就是讓

自己看起來值得「被看」，女性在過程中內化了男性的標準，一方面也習慣被不

斷地觀看（陳志梧譯，1989）。Mulvey（1989）認為男性透過兩種方法來消除閹

割焦慮，第一種是偷窺淫慾，透過傳統電影鏡頭與拍攝角度，模擬男性對女性的

凝視，讓男性因偷窺女性而產生性慾與快感，第二種是男性拜物情結，透過物化

女性來獲得視覺歡愉。王雅各（1998）在討論女人的身體和藝術之間的關係定位

時，也下了以下的結論，以女人的身體做為一個表現的道具是淵遠流長而且短期

之內是不會被改變的，不論是在高等藝術或大眾文化內，以現有社會的物質基礎

而言，女性很容易被視為是一個窺視的對象。因此當唱片公司以這樣的手法來打

造少女時代的形象，也就不足為奇，在我看來就是另一個符合男性欲望文本的例

子。但回過頭來思考，自己也深受少女時代這些美好可愛的形象所吸引，當然，

我與這些男性迷觀看的角度和心態究竟有何不同，必須要在接下來的研究陸續去

挖掘，但我不禁想問也許自己也習慣並採用男性觀看女性的方式，只是因為我女

性的身分，因此在觀看這些文本時，會警覺地告訴自己必須劃清界線。而這樣的

矛盾心態，因此讓我還是以一個無法對少女時代投入太多情感、並且比較抽離的

姿態，來觀察這些男性迷。但是藉由累積迷資本的動作，我期望自己更能熟稔這

些男性迷群在整個社會脈絡中的位置，並且在研究者（自我）－研究對象（他者）

之間游走，進行反身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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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Dream Girls 非只是賣弄身材臉蛋，更是我的心靈寄託 

圖五：少女時代歌曲［Genie］MV 截圖 

 

資料來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CK2BkDERY1U 

在［Genie］這首歌的 MV 中，少女時代的成員們穿著白海軍服上衣和短褲

在大樓的頂樓帶來整齊劃一的舞蹈和歌曲，少女時代也差不多在這個時候開始展

現走向較為成熟有女人味的風格，因此衣著上開始強調身材曲線，不再穿學院風

或是休閒風的服裝，換上了緊身牛仔褲或短褲。而這個風格的轉變也開始讓更多

人注意到這個團體，不論是南韓本國或是海外國家。然而，這樣風格的轉變以及

以男性為中心的歌詞，讓我在一開始接觸時也不免以女性主義的角度來批評。男

性性慾的異化、戀物癖化的光譜已逐漸成形，成為當代性別秩序中的一個重要的

元素（Connell, 1992／劉泗翰譯，2004）。身為女性的我，看著少女時代擺動她

們的大腿在屋頂上跳舞時，不免俗地會批評這個團體，認為她們的穿著和歌詞完

全服膺男性的思維、太過討好男性觀眾，將自己的身體完全成為男性慾望投射的

載體。不過，這樣的批評思維卻無法真正解釋這些成年男性為何喜愛觀看少女時

代表演。當初女性主義批評大眾文化為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度的互補系統，卻忽

略了為何女性會樂此不疲的消費這些被女性主義視為偏差的媒介訊息（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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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除了站在性別的對立面進行批評外，男性消費這些文本的意義也應當被

重視才是，否則也只是重蹈覆轍。 

從出道專輯【閃亮新世界】到第一張日文專輯【Girls’ Generation】，少女時

代的風格隨著年紀增長不斷在轉變，從原本青澀的小女孩漸漸成為成熟的小女人，

我請我的受訪者回答哪一首歌曲的造型是最受他們喜愛的，試圖從他們的回答去

描繪少女時代在他們心中的形象為何。 

應該也是選 Into The New World，很積極很陽光很正面，我覺得

是這樣子，旋律和畫面，大家要首選一定都會選到這。（Joster） 

還是比較喜歡 Genie 那時候的，那時候妝也比較沒有那麼濃，可

是她們妝好像有越來越濃的趨勢，Genie 這時候有點女人味但又不會

太過。（小祥） 

我覺得還是 gee 還是有點清純的感覺吧，又很可愛又有點清純的

感覺吧！因為她們自從轉日本之後，就開始走太成熟的路線，畢竟他

們才 20 而已，很年輕就要裝得很成熟，這很奇怪，到嘉熙13年紀再來

講好了，這就是不同感覺。（湯姆） 

我會覺得說 genie 的歌詞也好旋律也好，是比較夢幻的，旋律我

也覺得是比較夢幻的，Chocolate Love 比較成熟女人味，可是又不是

賣弄性感的那種，所以 Chocolate Love 是我第二名。（GQ） 

我不希望太快走女人風性感什麼的，我寧願他們永遠是小女人，

不要那麼快長大，但其實很難，尤其最近去日本，我看了很痛心阿，

穿著太性感太那個，難以接受。（小李） 

對於許多受訪者來說，不論他們年齡是較年輕還是較年長的，［Gee］和［Genie］

是他們認識少女時代的開始，同時也是心中排名前三名的風格，他們的解釋是少

女時代在這兩隻 MV 有著陽光活潑又有點女人味的模樣，但並不是賣弄性感。

大酥團論壇在 2011 年 1 月時請大家選出最喜歡的 MV，投票結果的前三名也與

這些受訪者的想法不謀而合，分別是［Gee］、［Genie］和［Chocolate Love］。2011

年 6 月少女時代在日本出日語專輯以及舉辦好幾場的演唱會，她們的妝扮變得更

                                                 
13 韓國女子團體 After School 的隊長，1980 年 12 月 25 日生，年紀比少女時代的成員大 9

到 1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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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成熟，演唱會上的表演服裝也較為曝露，像是太妍穿著如同貼著亮片兩件式泳

裝的衣服，Tiffany 穿著粉紅連身馬甲，但是這些改變卻讓這些受訪者覺得違反

了少女時代當初在他們心中的形象。少女時代雖然會隨著年紀增長而變得更加成

熟嫵媚，但在他們心中，讓他們最記得的最怦然的是對於少女時代的第一印象，

少女時代永遠是那活潑青春、有點女人味並且帶來正面力量的女孩。 

比較想正面積極一點，因為他們就是這麼正面積極去做任何事情，

那我們這些粉絲看到一定會受影響。我們就是自己賺錢去買這些東西，

不是說伸手要錢怎樣，後來陸續就有些人觀念改變了，就自己去打工，

追求自己喜歡的也可以賺些零用錢。無聊的時候 或是想事情心情低

落的時候，看少時還有閃亮新世界，心情會變比較好。（守候永恆） 

以前比較消極，現在就是因為他們的關係，他們的活力，就覺得

我的人生不應該是這樣，我應該要積極一點。像是課業方面吧，因為

剛開始的時候，作業很多，就覺得好煩好累不想做，後來就是不應該

這樣想，我應該要去想說我要趕快去解決，因為解決完才有更多時間

看少時，而且東西都沒做就這樣看少時，心裡也會不安，看完之後，

就覺得人生要更積極一點，活得精彩一點，就繼續努力。（阿熊） 

因為看到她們就很開心呀，之前剛去上班的時候，壓力大，覺得

心情不好，然後就去宜蘭家樂福，家樂福很愛放少女時代的影片，就

在那邊看一下，看一看就覺得心情有比較好，然後繼續上班，這很厲

害耶，為什麼會這樣？（Trent） 

是我老婆跟小孩說的，因為心裡會比較平靜，比較不容易動怒，

我一直在講說我不是為了她們把菸戒掉，這太矯情了，但是就不知道

為什麼，你常常聽她們的歌，就會忘記抽菸阿，你聽她們的歌，就不

會想，就沒有那個慾望想要去做這些。（莊於立） 

少女時代從出道以來就參與了很多綜藝節目的拍攝，藉由這些節目，迷群可

以看到少女時代在歌曲表演外的模樣，更能去了解這些女生的個性為何。少女時

代的第一個綜藝節目【少女時代上學去】，是記錄少女時代出道前的影片，一共

九集的節目，裡面有團員在練習室認真練舞的畫面、團員在 SM 公司徵選時的畫

面、還有她們彼此之間真誠的互動，這些畫面也成為迷群之間珍貴的回憶，少女

時代認真、堅強又真誠的模樣深深烙在迷群的腦海裡。而少女時代這樣的形象也

感染了迷群的心態，許多受訪者都說因為她們的關係，自己在課業和工作上都會

跟少女時代看齊，學習她們積極正面的態度，甚至會告訴自己要不斷的努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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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擁有更多的商品或周邊，也才有更多的錢去韓國看演唱會。除了傳遞積極正面

的態度以外，少女時代的表演和節目也使迷群排解生活上的壓力。因為少女時代

的歌曲旋律輕快，歌詞也較正面陽光，像是受訪者也很常提及的［Into The New 

World］，歌詞提到不要去害怕阻礙、忘卻心裡的悲傷，勇敢向夢想前進，這樣的

態度成為迷群一天的動力，也會忘卻生活上的不愉快，所以許多人會在出門前、

工作時的空檔或是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後，觀看少女時代的表演或是節目，讓

自己充電，少女時代已經成為一種精神上的寄託了。 

［Into The New World］ 

不需要去等待奇蹟出現 眼前的路就是那麼崎嶇 

無法預知的未來與阻礙 不必改變 我絕不會認輸 

請用真心守護我的心 在這傷痕累累的世界 

眼神交會 我們不需言語 這瞬間會變成永遠 

 

我愛你 就憑著這股直覺 來到夢想與掙扎的盡頭 

現實世界裡不停重複的悲傷 跟它說再見吧 

在無法預知的十字路口 我追逐著微小的希望 

不管何時 我們要在一起 重逢再閃亮新世界 

除了成為迷群效法的對象、排解迷生活上的壓力，少女時代也與許多男迷群

心中的理想型相符合，有人喜歡 Sunny 是因為自己本身就比較喜歡嬌小的女孩子，

有人喜歡太妍是因為自己很欣賞像太妍那樣獨立的女生，有人喜歡徐玄是因為她

可愛正直的個性，這些男迷群在少女時代的九個成員中或多或少看到了自己理想

中的女性特質。而對於年紀較長的男性迷來說，他們看待少女時代時更是摻雜了

懷舊的情感。 

少女時代好像過去許多影子重疊在一起，像比方說暗戀的對象、

初戀或是想追卻追不到的女孩子，很多影子重疊在一起。（小李） 

覺得少女時代跟你想像中的樣子很像，但是實際上在你生命中是

不會出現的，現實生活是有很多無奈，有時候你要跟他過生活的人，

跟心目中的理想會有一段差距啦。那起碼碰到一個你會想要去常常去

看到的那個樣貌，漂亮又帶有可愛但是又不會太過艷，那種樣子，恰

到好處，你會非常賞心悅目去看她，就跟台灣有一些是很漂亮沒錯，

但是太艷了。像是 Dream Girls 和 SHE，我對她們有點不以為然阿，

舞蹈也不怎樣，唱的也還普通而已。（溫泉鄉的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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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像 Jessica 她可能是我曾經一任的女朋友，很

像很像，曾經有一位，我照片沒有留啦，有些是曾經有在一起，但有

些不是，是曾經暗戀的，會多看幾看，是我身旁天使的化身就是了。

（莊於立） 

Fredric Jameson（1991；轉引自陳光棻譯，2007）說懷舊情感才是後期資本

主義文化形象的中樞，與其說它述說的是實際發生的「過去」，倒不如說它把焦

點放在特定意義暗示下被理想化的「過去的什麼」。當這些年紀較長的男性迷在

觀看少女時代表演時，少女時代的身影也讓他們回溯到他們當年年輕的時代，回

溯當時年輕曾經暗戀過的對象、自己一直以來的理想女孩甚至是曾經在一起的對

象，當他們在回想時，是一種想將過去美化的熱情，將自己錯過、無法得到、冀

望的身影給永遠化，因此在觀看少女時代表演時，這些被理想化的「過去的什麼」

也隨之湧上心頭。 

事實上他們在對於我們的情感來講，就像是自己的妹妹、自己的

女兒，上台表演、鼓掌，那是內心的，就是心裡面的一個情感，不一

定是男女之間的愛戀，不太一樣。（莊於立） 

到後來我已經把九個當作親生女兒在看了。（小李） 

這些年紀較長且已婚的受訪者，當他們跟我說著少女時代讓他們緬懷年輕時

的那段歲月，卻又隨即跟我說少女時代對他們來說就像是女兒，所以他們看待少

女時代並不會有男女愛戀的情愫，更是不會對少女時代有任何的幻想，這看似矛

盾的情緒似乎是想將他們這股鄉愁的情感給正當化、合理化。沒錯，少女時代青

春活潑的身影讓他們緬懷年輕那段被美化的、理想化的過去，耽溺在那懷舊情感

裡，但畢竟自己中年以及已婚的身分與一般普遍年輕的追星族不同，於是他們不

得不告訴自己也告訴所有人自己已經將少女時代成員當作女兒來看待了，然而這

樣的說詞卻也不免讓人去懷疑是否是為了爭取他人認同，讓自己的追星行為看起

來是合理不唐突的。而我會有這樣的猜想，也是因為我自小在潛移默化中已內化

了社會對於男子氣概該有的想像，因此當受訪者說自己將少女時代當作自己的女

兒時，卻也讓我忍不住去試想這樣的說詞是否只是要掩飾對於少女時代的迷戀崇

拜，好讓自己的男子氣概得以維持。 

第二節 我追星，但我也要維護我的男子氣概 

當我每次跟周遭朋友介紹自己的論文，談到我因此要去跟少女時代的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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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酥團接觸時，朋友們總是露出一副不可思議、甚至是有點害怕的表情。我的理

髮師還沒聽完我論文的介紹，就信誓旦旦地說這些人一定是交不到女朋友或是另

一半是男人婆。大酥團的成員除了青少年以外，更多的是成年的男性，年紀從二

十到四五十歲都有，他們不時會舉辦一些聚會，像是慶祝少女時代成員生日等，

但我周遭朋友們無法理解這群成年男性為何要因為少女時代而聚會，彷彿這些人

是脫離社會秩序，進行些不被社會允許的行為。有些朋友甚至要我在進行田野資

料蒐集時，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 

從媒體的報導和我周遭朋友的反應，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少女時代的成年男性

迷被賦予負面的形象、被貼上宅男的標籤，然而，這個男性迷輕易地被汙名化的

現象呈現台灣男性在追求流行文化時所受到的不平等待遇。 

一個來自日本的名詞－御宅族，在台灣本地不停地挪用與再定義之下，變成

宅男／宅女、阿宅，意旨不會打扮或經常待在家中。甚至在媒體的操弄下，宅男

一詞成為喜歡有著姣好面貌身材、或是童顏巨乳女生的男性。也因此，這群喜歡

少女時代的台灣男性被貼上了宅男的標籤。不過，當我們仔細思考宅男一詞的意

識形態時，可以發現宅男所代表的形象是與傳統霸權男子氣概完全不符合的。傳

統霸權男子氣概是要求男性要有陽剛氣息的，與女性特質劃清界線，如果有不符

合傳統霸權男子氣概的情況，男性可能會因此被譏笑，藉由這樣極端二元對立的

劃分，強調男性是有主導地位的，女性只是被支配者。而台灣宅男的形象不但是

沒有陽剛味的，甚至出現迷戀偶像的行為，而這種行為是被普遍被認為只有青少

年和女性才會出現的。 

朋友講說怎麼可能！你應該去看棒球的人啊，怎麼會去看偶像！

（小李） 

小李，一位已婚中年大叔，身邊朋友對於他的追星行為感到不可思議，認為

這不應該是他所從事的活動。我身邊一位喜歡少女時代的年輕男性朋友，不敢大

方承認自己是少女時代的迷，很抑制自己對少女時代的喜愛，也不會將自己的情

感展露，除非是在女性朋友面前才會大方聊起少女時代的情況，因為女性朋友都

是很樂意與他分享這類的消息，反觀在男性朋友面前，他都是盡量不去提起，以

免被認為太過「少男」。 

以上兩個例子顯示出，成年男性迷戀偶像的行為是會被質疑其男子氣概的，

似乎迷戀偶像這檔事只能發生在青少年時期，一旦男孩長大了，他就必須要去選

擇更有陽剛味的活動，像是看球賽，以建構和鞏固自己的男子氣概。就如同哆啦

的回應，除了表示自己不會「瘋狂」的追星以外，也點出了男性上了大學之後就

不應該再有瘋狂追星的行為。 



 

61 

   

我很難會去這麼地瘋狂去追一個明星吧。我本身就是還好，不會對

他們有特別的，而且通常追星的是高中以下才會這麼地勤勞，上了大學

以後應該很少會這麼勤勞追星的。（哆啦） 

另一方面，是因為在男性的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就被灌輸追求流行文化是女

性的行為。柯雅華（2006）針對高中生在流行音樂消費上進行階級和性別差異的

比較，發現中下階級的女學生在流行音樂上較容易表現出迷、狂熱的態度，她們

藉由音樂文本和旋律進行情感的抒發與寄託，並且她們也較頻繁與同儕討論與分

享音樂，也因此她們消費意願也較高，也常對外宣示自己所喜愛的音樂，而反觀

男生就沒有這樣熱衷。林兆衛（2002）以台北國中生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偶像成敗

行為時，也得到相同的結果，女性崇拜偶像的強度是相對較高的。姑且不論階級

的影響，相較於男性，我們可以看到女性是較投入於流行文化活動。連續劇、羅

曼史和偶像崇拜等，這些向來被視為是女性熱愛且著迷的文本，女性可從中得到

情感的出口，讓自己沉浸於另一個美好的幻想國度。然而，卻常有女性想與這些

女性的大眾文化文本劃清界線，表示自己品味不俗，因為女性與軟性的、無病呻

吟的、做作的、濫情的、庸俗的大眾文化常被劃上等號，所以這些女性內化了社

會對於女性文化的輕視，使得她們不是對於自己的品味感到自卑，要不就是與女

性文化疏離，向主流文化靠攏（林芳玫，1996）。在男孩成長為男人的過程中，

他們不斷受到性別刻板模式的教育，被告誡如何才像個男孩子，被警告絕對不能

像女孩，他們接受社會呈現給他們的角色差異，內化對於女性化的恐懼，因為他

們知道這是建立男性氣概的第一步（Farrell, 1993／鄭至慧、朱恩伶、顧燕翎譯，

1987）。這些與女性畫上等號的大眾文化，就自然而然讓男性想與其保持距離，

甚至是用鄙視不屑的言語或行動來表示自己是很有男子氣概的。 

因此，當少女時代迷接觸被認為是女性化的大眾文化文本，甚至出現著迷狂

戀的行為時，已社會化的性別角色在他們追星行為上產生什麼影響？以下，我以

這些受訪者自我揭露、反思自身與宅男的關係、SONE 間的相處，三個角度來書

寫他們的男子氣概在如何去影響其追星活動。 

一、揭露 SONE 的身分 

我的十八名受訪者大多數都是第一次追星，只有湯姆和 GQ 在他們青少年時

期有過追星行為，這個現象也應證了以往學術研究上的結果和大眾對於男性的期

待，女性在偶像崇拜的程度是遠高於男性的，那麼，對於這群皆已不是青少年、

甚至沒有追星過的受訪者來說，他們如何展現他們的追星行為呢？ 

大學生的守候永恆、哆啦、寶嘎嘎、阿熊和 Charlie 都表示他們能自在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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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坦承自己是少女時代的迷，並且會主動地與別人分享少女時代的新作品。這

四名受訪者所就讀的科系都是男性人數較多的科系，即使如此，他們並不會因此

而不想承認自己是少女時代迷，不會擔心會讓自己被排拒於男性社交圈中霸權男

子氣概的氛圍。 

就說他們很有上進心很努力阿，覺得他們跟我之前看到的不一樣啊！

要不然我為什麼以前到現在都沒有偶像，現在就會有！（寶嘎嘎） 

就是覺得他們對於表演看得很重，很認真練習，以前 follow 比較

多的時候，就知道他們真的很辛苦在練習，所以才能每一場表演都那麼

好，看得時候就覺得他們表演很完美，看起來很賞心悅目。（均易） 

這種對於少女時代的努力和成果表示肯定的態度，皆可以在所有受訪者的言

談之間感受到，他們提到在與朋友推薦少女時代作品時，除了談到外表之外，更

是會提及少女時代的實力。受訪者 Charles 甚至認為台灣根本沒有偶像，因為他

認為台灣偶像的素質沒有達到該有的門檻。 

朋友在討論的時候會說你怎麼會喜歡韓國的團體，台灣的怎麼沒有

去看，我就說台灣綜藝圈不長進很久了，出一片就往中國跑，推出來的

新人也沒有什麼訓練，紅了就發片，就不知道淪落到哪去，就比較沒有

這種經過長時間訓練，看不出來是訓練很久。（溫泉鄉的老師） 

面對別人對於他們的質疑，他們提出少女時代的實力與水準是有目共睹的，

並點出台灣長期以來在偶像培育上的不足，因此他們以前從未追星卻在此時喜歡

上少女時代，這個現象是合理的、正當的。這樣的言語策略也透露他們想與以往

追星族的形象做切割，他們不像以往那些盲目喜歡偶像的少男少女，他們認可的

是真的有實力水準的偶像。並且，許多受訪者甚至特別強調自己是很理性，不想

讓自己看起來是太過投入於偶像崇拜上，因為擔心自己成為以往大家認為的瘋狂

追星族。 

假如有人笑我追星，那就是她還不了解我這個人，所以會這樣講。

不了解這樣講的話，假如是當面的話，我就會說沒有阿，其實也沒有追

星到那種程度，只是單純音樂上的喜好而已，演唱會這種東西，當你喜

歡一個音樂的時候，你會去參加演唱會是很正常的，不要到說追星、追

車、從頭到尾跟到底阿、蹲點什麼的，應該是沒有啦！（Charlie）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她也是非常瘋狂偶像團體，其實我們都會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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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畢業就開始這樣，很喜歡日本偶像團體，我就深深不以為然，因為

她實在花太多錢，可能因為這個影響，所以我不會花很多錢在這上面，

會有點節制。（小祥） 

這種理性的態度也表現在他們消費少女時代相關產品上，尤其年紀稍長的受

訪者，他們會考慮產品是否有其實用價值，甚至會思考這筆錢拿去做其他的使用

會有更大的經濟效益。而在大酥團論壇內，女性的消費意願的確也遠比男性高出

許多，這並不是表示說這些女性的消費能力較高，而是她們更願意去蒐藏代表少

女時代的商品。像是一位喜歡少女時代成員中潤娥的女性，只要潤娥代言過的商

品、拿過的物件，她就會想辦法去擁有。 

除了將自己塑造是理性的追星族以外，當他們處在男性對話的場域時，也坦

承就是談論身材和當天的打扮。 

假如都是男生的聚會，像 skype，我們常常在聊這些幻想的東西，

不過有女生在的話，會比較收斂一點，不過討論也就是討論身材那一類。

我覺得男女生都會幻想，只是一個是你幻想的程度，一個是你敢不敢講，

有些人可能害羞不敢講出來，或是講出來被當痴漢，可是我覺得我是很

誠實面對我自己性格，也很誠實面對男人的劣根性，我可以很大方地坦

承，我寧可當個真小人。（GQ） 

在大酥團的文字樓活躍的成員幾乎都是男性，再加上不受論壇的規範，言論

風氣較為自由，也因此這些成員的話題經常圍繞在少女時代成員的身材上，並且

互相揶揄對方對於偶像的幻想。大酥團的論壇上也偶爾出現對少女時代慾望投射

的主題討論，像是「少時的美臀大觀園，你呷意哪個」或是「和天使交朋友」，

後者主題原本的用字有使用到「意淫」兩個字，但是受到女性團員的反彈而被更

改，而前者的主題也有許多女性團員表示不舒服，其中一位男性團員跳出來護航，

表示大家不要太過嚴肅，男生難免會有這樣的討論。男性從青春期開始就必須得

時時討論如何輕視女性，以展現他們的力量，這與他們是否真的了解女性無關，

只是一種對身體的回應，對於社會力量的回應（Kindlon & Thompson，1999／吳

書榆譯，2000）。即使過了青春期，男性一樣在社交場域中藉由談論女性的身材

來累積自己男子氣概，這些男性團員也許不是在言語上證明自己的性表現，或是

表示對女性的輕視，但是藉由彼此分享對少女時代成員身材的幻想投射，少女時

代成員的身體成為被談論揶揄的慾望客體，除了展現自己的男子氣概外，也再度

複製了父權社會下男性窺視女性的性別結構，男性成為觀看和詮釋的主體。誠如

林芳玫（1997）在探討Ａ片觀視文化時，發現男性之所以成為觀視主體，是歷經

先成為父權文化的客體，接受父權文化的灌輸，然後再以主體的姿態在兩性觀視

關係上將女性當作客體。這樣單向觀視的主體在面對女性成員的不滿時，男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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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便歸咎這類討論為男人的本性，這樣的回應也呼應了他們身為父權社會下既得

利益者的角色。 

即使他們將自己視為是非常理性的追星族，即使他們會大方地與男性同胞討

論對少女時代身材的慾望，但是有些受訪者卻表示他們沒有辦法主動去承認自己

是 SONE，或是自在地以 SONE 的身分與人相處。 

與受訪者魚身訪談當天，他穿著閃靈14的 T-Shirt 現身，但身上沒有任何少女

時代的東西，他跟我說他沒有辦法穿戴任何有關少女時代的物品，因為這與他的

形象不符合，在他的觀點，他覺得比較斯文可愛的男生配戴少女時代的商品才不

會顯得奇怪。類似的言論也在我其他受訪者的訪談中出現，Trent 提到他有想將

少女時代介紹給他朋友，但是他朋友太過陽剛，所以不可能會接受；GQ 回想起

第一次見到同是大酥團的小李時，他嚼檳榔身上又有刺青，與他心裡 SONE 的

形象反差很大。均易回想自己去看少女時代演唱會時，看到身旁的壯漢，覺得他

不應該出現在這種地方，應該是去聽重金屬樂演唱會。 

比如說你跟女生出去，穿身上有少女時代 logo 的衣服，人家會覺

得很奇怪，我會覺得很不好意思，所以我不會穿出去，會說是買來收藏

的。（Charlie） 

在性別刻板教育的體制下，男性對於傳統霸權男子氣概的男性都有共同的共

識，並且認為這樣的男子氣概其實是與偶像崇拜搆不上邊的，因為偶像崇拜是較

為女性的流行消費活動。而在與親朋好友坦承自己是 SONE 的這個動作時，就

可以發現許多男性還是會擔心自己是否會因為這樣而被認為是很不男子氣概的。

也因此，有的受訪者就表示他不會主動向對方說自己是 SONE，必須要有人主動

問他才會承認，或是對方本身也是樂愛韓國流行音樂的人，他才會放心主動分享

交談。 

然而，即使他們本身不受霸權男子氣概的框架所約束，自在地以 SONE 身

分進行一些迷的生產活動時，卻會遭受旁人不理解的對待。 

有人在 Youtube 看完我們的舞蹈回說，下次我在地下街看到他們，

一定要來油漆潑他們，我覺得這群死 gay 當 gay 沒關係，但是他們給我

那邊扭腰擺臀，我就很想拿油漆潑死他們。因為那是最近一兩個禮拜，

                                                 
14一個台灣重金屬樂團，英文團名「ChthoniC」是希臘文「克托尼俄斯」（地神）之意，漢

語音譯為「閃靈」。音樂的內容以台灣神話與歷史為背景，旋律編寫融合五聲音階與台灣小調、

演歌，並融入二胡的樂器配置以表現悽美之聲。創作出與西方金屬樂不同的獨特風格。如同國外

的重金屬樂團，台灣的重金屬樂迷也是以男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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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覺得很好笑，以前看到會難過，我現在看到已經不會覺得很難過了，

不過我覺得他留得也有點太過份了。我覺得孝淵很有舞台魅力，就想要

去模仿，也不是模仿，跟她一樣這麼有魅力或是什麼。（哆啦） 

因為喜歡舞蹈和少女時代的關係，哆啦加入舞團，該舞團因為在舞蹈競賽中

得名，也因此常會在地下街或是商業活動上表演。該舞團的成員都是男生，主要

表演的內容也都以少女時代的歌曲居多，在網路上也有一定的人氣。但是當他們

盡力去表現歌曲的舞步時，卻不時會有這樣攻擊性的言論出現，並且稱呼他們是

gay。同性戀男性因為不具有傳統男性氣概而受到社會的歧視與壓迫（畢恆達，

2003），因此當男性對其他男性冠上同性戀或是 gay 等標籤時，其實是在嘲笑對

方不夠男子氣概，表現太過柔弱太女性化。當這些舞團的男性自信地在舞台上表

演少女時代的舞蹈，並且揣摩她們的舞台魅力時，卻被旁人覺得這樣的舉動超越

了傳統男子氣概該有的形象，因而被以 gay 等字眼攻擊。類似的反應就如同我周

遭的朋友聽到少女時代迷的聚會一樣，這些成年男性因為少女時代而辦聚會，卻

被認為不可思議，不是一個成年男性該有的行為，因而露出不解甚至驚恐的表情。

一位三十幾歲的男性團員經常帶與女朋友一起參加聚會，就是因為女朋友擔心大

酥團成員的組成份子。 

因此，男性除了要跨越自己心裡那面傳統男子氣概的高牆外，也要克服外在

對於成年男性男子氣概的想像。而這面傳統男子氣概的牆隨著年紀增長，也更難

跨越。 

09 年剛開始接觸時其實還沒有什麼影響，雖然每天都在看，那時

還沒把自己當作是 SONE，也不會跟人家說我很喜歡少時。一方面是身

邊朋友也沒問，再來是說以我的年紀說我喜歡少時會不會有點不合時宜，

可是後來開始買唱片加入論壇，才開始覺得這沒有什麼必要去隱藏。

（GQ） 

我沒有想過跟別人分享，可能是偶像團體的問題，覺得這個年紀還

跟他們講偶像團體很奇怪，又不是像高中生，因為年紀的關係不好意思

去講這個，怕他們就覺得年紀大了還在搞這個東西，怕他們會覺得很奇

怪。（小馬） 

如果說年輕人喜歡就是喜歡，但我們這種已經這個年紀的，就會想

說怎麼可能！所以我會從懷疑，然後去尋找映證。真的是這樣子嗎？懷

疑自己是不是，然後去蒐集所有的資料來應證這個東西，最後一部叫做

確認。有個很困難克服的過程就是讓別人知道我是 SONE，礙於情面不

敢說阿。（莊於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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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以上的受訪者，除了 Hayes、溫泉鄉的老師和湯姆以外，其他六位都

透露他們在向他人坦承自己喜歡少女時代的過程是很焦慮且掙扎的。他們皆會意

識到自己的年紀是違反以往追星族的年紀，而這樣的警覺心也影響他們許多層面，

從他們是否讓旁人知道與如何讓旁人知道，到自己如何去進行迷的認同實踐，這

一連串的過程裡，三十歲以上的男性迷明顯表露出更多的焦慮。而這六名感到焦

慮的受訪者，其中有五位是大酥團團員，在加入大酥團之後，看到彼此的迷消費

與實踐行為之後，他們才確定自己 SONE 的身分，也試著以更坦然的態度揭露

自己的身分，而其中一位不是大酥團團員的小祥，他跟我提到他對於所有人都三

緘其口，即使在餐廳用餐聽到少女時代歌曲的播放，他也會盡量不會表示任何反

應，他大部分的資訊來源都來自於 PTT 少女時代板，也比較沒有意願與他人互

動，從線下生活到線上生活他都盡量保持低調，不讓別人知道他是 SONE 之一。

而在揭露身分之後，焦慮也會發生在迷的實踐行為。像是無法自己獨自到西門町

的韓流商品專賣店，因為那個地區主要人口是年輕族群，對於自己要與年輕人一

起擠在店裡選購商品讓他們很難為情，因此大酥團成年男性的團員常常會結伴一

起前往。或是大酥團論壇聚會時，團員在活動高潮時會一起呼喊口號，但小李就

說自己沒有辦法跟大家一起做動作喊口號。對於成年男性來說，即使已經揭露身

分，但這之後的迷的消費與實踐面向上，他們還是不斷與心中男子氣概的那把尺

拉扯。除此之外，已婚的男性還會受到婚姻倫理道德的規範。 

基本上我也沒有瘋狂到什麼程度啦，所以她還覺得還好，就頂多買

買月曆和桌曆，那個也還好啦。CD 買了就放在那邊，放在書房，她也

不會去管這個啦，沒有瘋狂到影響平常生活，所以她也沒有講話。（溫

泉鄉的老師） 

從大酥團活動之後，她才突然變得很嚴肅，很明顯的不滿，覺得我

做到太多了。覺得網路上認識認識一些人，或是沉迷少女，那是一回事，

你去跟毫無認識只在網路上交談過的人一起出去一起玩，這個她比較沒

有辦法接受，她覺得我這樣做太多，太沉迷了。（小李） 

這些已婚的成年男性不能只顧及自己的男子氣概，同時也需要維持家庭內部

的和諧。因此他們有的會陪老婆一起收看韓劇和品嘗台北各大知名韓式料理，讓

體驗韓國文化成為夫妻的共同興趣；有的會多買一張少女時代演唱會的票券，讓

老婆可以一起去觀賞，以避免被老婆說閒話。而他們觀賞少女時代影音作品的方

式都是獨自在電腦前使用網路下載或是在視頻網站上收看，一方面是因為網路可

以傳遞來自韓國最新的表演和節目，二方面是因為他們不想要強迫老婆陪同收看，

而這樣的現象也反轉了 Morley 的發現。Morley（1992／馮建三譯，1996）發現

在家庭中的男性擁有掌握著電視和錄影機的遙控器的權力，決定電視節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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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則通常在家中其他成員不在時才能掌握遙控器。而這些已婚男性迷即使從網

路下載表演節目或是擁有演唱會 DVD 光碟，他們還是選擇獨自電腦觀看，而非

占用電視觀看，或許可以說是因為現今社會的家庭中有多樣播放媒介的選擇，不

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男性的確是保留了掌握遙控器的權力，不會逼迫老婆一起陪

同觀看，而這樣獨自在電腦前觀看的行為，同時也是讓自己的消費行為盡量不去

影響到老婆的生活，以維持家庭的和諧。 

而小李的例子則是老婆覺得他所進行的迷的消費與實踐行為已經影響到他

們婚姻生活，小李在當時除了平時下班回家會花時間觀看少女時代的表演和資訊，

假日假如有大酥團的活動則會報名參加，對於他老婆來說，這樣的迷行為已經逾

越維持夫妻間和諧的那條線，雙方也因為這樣發生爭吵。而在進行協商之後，為

了維持婚姻的持續與和諧，小李必須縮減在家中收看少女時代表演節目的時間，

以及不能參與大酥團的聚會。 

 這個小節我們看到男子氣概如何影響這些成年男性迷的追星過程，那

麼對於外界將他們貼上宅男或阿宅的標籤，他們又是如何去看待這個標籤

與 SONE 的認同呢？ 

二、反思 SONE 與宅男的關係 

2011 年春天，當我還穿著大衣在路上行走時，台北市的光華數位新天地卻

都貼滿少女時代的海報和橫幅，店家也都播放著她們的廣告曲［Visual Dreams］，

廣告中的她們都穿著顏色明亮的輕薄服裝並且帶著燦爛的笑容，於是乎，走在光

華商場，我暫時忘卻那太過漫長寒冷季節所帶來的惱人情緒。2011 年初，Intel

宣布請少女時代做為亞洲區的最新代言人，並且拍攝新的音樂 MV［Visual 

Dreams］為第二代 Intel 核心處理器作宣傳。由於是亞洲區代言人的關係，所以

在台灣也可以看到少女時代為 Intel 代言的廣告和海報，圖六即為其活動海報的

其中一個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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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少女時代擔任 2011 年 Intel 亞洲區代言人 

 

資料來源：聯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ART_ID=296382。 

不過，這卻成了很耐人尋味的現象。在台灣光華數位新天地所販售的產品類

別大多為相機、電腦和電玩產品等 3C 產品，而男性普遍來說對於這類產品的規

格知識和興趣是比較熟稔的，因此在這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族群。而這種對

於電腦資訊、電玩動漫很熱衷的男性卻也符合第一章第一節提到的宅男解釋，因

此就出現如「Dospara 光華商圈設店搶攻宅男商機」（彭子豪，2010 年 1 月 19 日）

和「光華新天地特賣宅男瘋狂」（林秀姿，2009 年 7 月 19 日）等報紙標題。而

耐人尋味的地方就在於媒體和社會也將喜歡少女時代的男性貼上宅男的標籤，

Intel 請少女時代擔任亞洲區的代言人，在台灣在地的脈絡下，就似乎更強化了這

三者的關係，宅男、對電腦資訊和動漫電玩等類別熱衷的男性、少女時代的男性

迷。 

每當我在 PTT 的少女時代版或是大酥團的論壇上瀏覽少女時代相關新聞時，

假使記者是以宅男或阿宅等詞來稱呼少女時代男性迷，總是會看到回應裡出現對

記者的嚴厲批評，對於記者偏頗的用詞表示憤怒。 

媒體帶壞大多數的民眾，真糟！現在刻板印象喜歡某某女星就變成

宅男.....怪不得有人說媒體是社會的亂源之一!（大酥團論壇） 

只要是平民百姓喜歡女的就是宅 x，都沒啥字眼好用了喔？（大酥

團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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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章第一節中宅男一詞在台灣的來由與演變，和這群少女時代男性迷對

於被貼上標籤的憤怒反應，可以確定宅男或阿宅等詞彙其實是媒體社會對於這群

少女時代男迷的建構，當媒體社會以宅男或阿宅來稱呼他們的時候，並不是稱讚

他們對於某樣事物的專精，而是在暗示他們是癡迷於女色的男性，是以霸權男子

氣概的角度來評斷他們。在霸權男子氣概的觀點中，女性是被支配的角色，並且

會以不雅或不屑的字眼來貶低女性，與女性劃清界線，以顯得自己的地位是比較

崇高的。就如同我在這節一開始所討論到的，宅男一詞除了被給予負面的解釋以

外，其特質更是不符合霸權男子氣概的，而在前一小節的結論有提到，少女時代

的男性迷在享受少女時代的影音時，在生產和實踐迷的文化活動時，他們卻不時

回頭檢視自己男子氣概的形象，他們必須採取策略來調節內心那霸權男子氣概的

尺規。一位受訪者甚至在聽到我用「享受」一詞來描述觀賞影音的這個動作時，

極力否認這個詞語，因為他覺得用這個詞來描述其迷活動實在是有違他的男子氣

概。 

宅男可能就有一堆貼紙、吊飾也不會覺得奇怪，但這樣其實有點怪，

不太 man。（魚身） 

覺得我從認識的那些板友來看的話，好像真的滿宅的阿！因為每天

討論的都是 3C 產品阿，要不就是在 Plurk 分享他們的美照，就一堆人

回說好正好漂亮阿，那樣的話就會讓人覺得說比較宅一點，整天都是在

看那些。（Charlie） 

應該都比我小一些啦，但是三十出頭的有啦，那個講起來是滿好笑

的，我的直覺是他們像怪叔叔，宅男也說得上，特別是有一些買了單眼

相機，去外拍小女生那種。（溫泉鄉的老師） 

當我與受訪者談到宅男，也有不少人會對於出現過度迷行為的人表示不認可，

並且會以霸權男子氣概的思維去將這些過度迷給他者化，將他們視為宅男，然而

藉由這樣劃清界線的動作，除了是服膺霸權男子氣概的霸權以外，也是將自己迷

的行為給合理化，雖然很喜歡少女時代，會看她們的節目和舞蹈表演，會去演唱

會，不過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還不至於過度彰顯自己是少女時代迷，不會對少女時

代表現出過度迷戀的模樣，因為自己沒有表現出這些過度迷的模樣，所以其實是

可以接受的。即使宅男一詞是來自於日本的御宅族，然後不斷的被在地挪用與演

變，成為整天待在家裡、不善交際、不會打扮和過度迷戀可愛臉孔的女生，他們

雖然認為媒體過度濫用且扭曲宅男這詞的意涵，不過他們卻也同意有這樣描述的

人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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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迷就是這樣子的人，帶著眼鏡，經常上網，買周邊，經常跟同

好討論，其實某種程度還是構成宅或腐的要件，所以我不會去討厭，因

為知道就是這樣子的狀況。（Joster） 

就我看我自己，我們得知少女的訊息，百分之九十也是來自電腦，

電視很少會報，幾乎不報，任何一個網站和論壇不就是得坐在電腦前面

才能得知少時的訊息，甚至看他們的表演。（小李） 

他們許多人也同意宅男的模樣其實與他們追星的行為有重疊的部分，由於網

路是得知歌手最新消息的地方，再加上少女時代非本國的歌手，最新資料的取得

則必定是來自於網路，因此花時間在家以網路觀看少女時代的表演和參與的節目

則成了這些迷共通的行為，而這種花大量時間進行迷的消費並且與網路同好討論，

就與在地對宅男描述的行為有重複的地方。 

我有一個表哥，他就一直說我是個宅男，我那時候就還滿不喜歡的，

覺得為什麼你要這樣講，他就當著我的面講，那時候感覺不太好，剛開

始就跟他講說喜歡少時並不等於宅男，也有很多有很帥氣的，女生很漂

亮的，我剛開始會跟他講，後來也沒什麼，就麻痺了，就好啊你要講究

給你講，沒差啊！你講了我也不會怎樣！（阿熊） 

因為我知道我不是嘛！我有在運動啊，又不是只有看這個，他們把

宅男認為是只喜歡 2D 的東西，沒有自己的社交圈，可是她們（少女時

代）是真人，而且我有社交圈阿，她們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Charles） 

他們講到的行為，都是我們追星族會出現的，可是我不會整天窩在

電腦前不出門，在日本那是最下等的宅男，什麼事都不會做，就只知道

窩在電腦前。（守候永恆） 

而面對旁人對他們的評斷，他們大多是否定的態度，自己會與媒體和社會所

描述的宅男劃出明顯的界線，即使有如宅男喜歡待在家以網路收看影音和蒐集資

料的行為，他們並不會將自己與不符合霸權男子氣概的宅男畫上等號，更不會以

宅男稱呼自己，他們有的人會直接用言語否定他人的評論，有的人則是在心裡確

立自己的立場。或者，少數受訪者在面對他人的評論時會自嘲自己就是宅男，藉

由主動嘲弄自己來反轉他人與自己的權力關係，自己不是成為霸權男子氣概下被

檢驗的對象，而是成為操弄男子氣概氛圍的主導者，除了可以停止對方的批評以

外，這樣看似輕鬆且擁有主導權的態度也再度確立霸權男子氣概在其追星行為中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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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惺惺相惜：大酥團內的情誼 

2011 年 5 月 15 日，大酥團為少女時代的成員潤娥和 Sunny 舉辦生日聚會，

由於聚會的地點在台中，因此一位台北的大叔就主動出錢包租遊覽車，讓台北的

團員可以一起到台中參加聚會。活動進行的流程大致都是先用餐，而後是一些活

動讓團員可以互動，最後則是為少女時代慶祝生日，大家一起唱生日快樂歌和吃

蛋糕，圖七為當日生日聚會的場景。 

圖七：大酥團生日聚會的場景 

 

資料來源：田野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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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團員都會固定參加這類聚會，大家可以趁此聯絡感情，個性較活潑的團

員就會到處串門子，炒熱現場氣氛，新加入的成員因為不熟悉這樣的聚會，而坐

在座位上看前方大螢幕播出的少女時代表演影片。當我站在會場的後方觀看影片

時，突然一位約莫 30 歲的男生跑來跟我搭話，我依舊記得他當時講話的眼神是

閃爍著光芒的，說到這是他第一次參加大酥團聚會，看到大家因為少女時代聚在

一起很感動。他是從【我們結婚了】這個節目認識少女時代的成員徐玄，但是他

在一開始卻不敢表明自己喜歡少女時代，怕朋友會笑，同個屋簷下的父母也很不

解他的行為，在掙扎了一段時間後，他試圖在社群網站 Facebook 貼出少女時代

的消息，如他所料，只有一兩位朋友回應，因此當他看到大家因為生日聚會可以

聚在一起，並且沒有拘束地聊少女時代，他感到非常興奮。 

跟一般歌迷後援會或論壇不同，大酥團的成員大多是大學生和社會人士，以

男性居多，這樣的組成結構讓這個論壇在組織和動員上較為容易。我曾參與同樣

為少女時代論壇的聚會，該論壇的成員則是以國高中生和大學生居多，男女皆有，

不曉得是否是因為年齡的緣故，他們都是很靦腆地坐在座位上，彼此不太敢交談，

我試圖與身旁的高一男生聊天，他開心地跟我分享他追星的經驗，不過他的眼神

和動作還是透露出緊張的情緒。之後，他私下在網路上與我分享他們論壇的情況，

他提到大家在論壇上會互相爭鬥，彼此其實很不團結。受訪者阿熊是另外一個論

壇裡的幹部，訪談結束後我與他聊到他們論壇的情形，他也提到論壇裡常常會有

一些爭吵，幹部之間也有一些問題存在。不過，這樣的氛圍我卻很少在大酥團內

看到，我看到的是團員主動爭取主辦生日聚會、遇到困難時大家會跳出來幫忙，

彼此都想為大酥團盡一份心力。而造成這差異的原因就是因為團員的年紀普遍都

稍長，他們多數都是第一次追星，他們無法在平常的生活圈找到同是 SONE 的

人，他們想要追星也想要維護其男子氣概，因此，在這個論壇，我經常感受到大

家是很珍惜有這樣的一個地方存在的。 

因為我覺得大酥團很溫暖，活到這種中間的歲數了，會發現很難得

發現彼此沒有利益私心的朋友，其實很少，所以至少我相信大酥團沒有

一個想利用我，想害我，這樣子就夠了嘛！（小李） 

我對他們的付出是就像是自己的家人，我沒有想要怎樣，開心就好，

所以這一路過來，像跟他們吃個飯，大家開開心心的。我還滿重視這裡

的情緣的，我相信他會跟著我一輩子，我也很開心有這個機會找到這個

地方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聊到很多這樣。你想想看嘛，這麼多

人，在同一個時間吶喊，那是很難得的，那種頻率也非常地深入，應該

這麼說，我對少時很動心，放很多情感在裡面，其實同時我對大酥團也

放很多感情在裡面。（莊於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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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女朋友問過我為什麼會花這麼多時間跟大酥團聚會聊天，你不膩

嗎？我就跟他說到了我們這個年紀，其實你想一想，你大部分所謂的同

儕朋友，你們有沒有共同的交集？有沒有共同的話題感動和回憶？大多

數人是沒有，我跟他們出來有的人會覺得說浪費時間浪費錢，可是我會

覺得說這都會變成我很難忘的回憶，不一定是演唱會或少時，有些難忘

回憶可能是跟大酥團。（GQ） 

以上三位都是中年的大酥團團員，他們並不只是把大酥團當作是一個獲取少

女時代資訊的地方，更重要的是彼此之間因為少女時代相聚而產生的情誼，而這

種情誼對於已經步入職場社會多年的團員來說更顯得珍貴。大酥團原本是一個存

在於虛擬空間的集會場所，彼此共通的興趣喜好和友情的慰藉，也讓這個場所成

為一個提供社會支持的地方，就如同 Baym（2000）的研究，他發現線上友誼之

所以感覺起來如面對面是因為彼此都是分享人類互動中極細微的溫馨和尊敬。在

虛擬空間中培養情誼和信任之後，大酥團團員開始舉辦舉辦網聚和活動，讓線上

情誼移轉到線下生活，虛擬空間的帳號變成真實的臉孔，現實生活中的相處互動

更加深他們的凝聚力和向心力。他們因為少女時代的關係，一起到韓國看演唱會、

一起去台北街頭的韓國餐廳嘗鮮、一起準備禮物送給少女時代成員，他們累積彼

此的共同回憶，不斷地產製屬於大酥團的迷文化。因此，大酥團這個論壇成為團

員們最自在揭露自己情緒的場域，尤其對於男性團員來說，他們可以大方表示對

少女時代的喜愛，他們也可以將自己脆弱的那面分享於論壇上。 

有位團員曾經在論壇上寫到自己曾經是很沒有自信的人，在團體中從來不是

被圍繞的人，但是加入了大酥團之後，他開始比較勇敢地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因

為大酥團讓他覺得很溫暖，讓他覺得自己被受重視。許多團員對他的文章留言打

氣，也有團員表示自己也像作者一樣，大酥團讓他重拾對自己的自信。從成長的

過程中，社會化的媒介就教導男孩該怎樣表現才算是男孩，不能哭、不能有溫柔

軟弱的特質、在兩性關係中要有主導地位等，這種陽剛的男性特質在各種場域都

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因此，男孩成為了男人，他們有的順服這種霸權的陽剛特質、

有的協商、有的進行反抗。然而，不論自身發展怎樣的策略應對，社會對於男性

的期望依舊還是男性的壓力，他們不得不去承受，不得不表現自己是很酷的很獨

立的，唯有在自己獨處或是信任的空間才能放肆宣洩自己的情感，而因此大酥團

對於這些成年男性來說才顯得如此有意義。歌手劉德華的一首歌［男人哭吧不是

罪］唱出了男性所受的社會壓力，並且鼓勵男性勇敢地釋放情緒，或許能道出成

年男性心中的真實寫照。 

明明流淚的時候 卻忘了眼睛怎樣去流淚 

明明後悔的時候 卻忘了心裡怎樣去後悔 

無形的壓力壓得我好累 開始覺得呼吸有一點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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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慢慢卸下防衛 慢慢後悔 慢慢流淚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 不是罪 再強的人也有權利去疲憊 

微笑背後若只剩心碎 做人何必驚得那麼狼狽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 不是罪 嚐嚐闊別已久眼淚的滋味 

就算下雨也是一種美 不如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痛哭一回（不是罪） 

四、小結：男性追星族的困境來自於性別盲 

畢恆達（2003）曾訪談 19 位參與性別課程與活動的男性，了解他們性別意

識的形成，在研究的結論中他引述了 Kimmel 的一段話： 

男人的性別盲正是出自於男人沒有能力看到自己是男人。男人是規

範（norm），是既得利益者，所以男人看到自己是人（human being），

而不知道自己也具有性別。 

在畢恆達的研究中，這些高知識份子即使接受性別教育課程，有的人因為女

性主義論述開始會對性別結構進行反思，並且知道社會對女性集體是不公平的，

但卻不見得看得見自己在性別歧視結構中的共犯位置；有的人因不符合傳統男性

角色所苦，透過女性主義而得到出口，但卻沒有看到女性受壓迫的問題。這些男

性有分析性別結構的知識，有同理女性受害處境的能力，但卻沒有發展出男性的

群體意識。 

在我的研究中，這十八名受訪者也有同樣的情況。在他們追星的過程中，他

們受到會受到外界對於他們該有男子氣概的規範，也會受到自己自小被社會化的

性別框架所影響，因此造成他們必須要將自己與過往被視為瘋狂的追星族做切割，

不能太過表現迷的行為，甚至不敢跟別人主動提起自己喜歡少女時代。在我的訪

談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的迷行為不斷與霸權男子氣概做拉扯，但卻沒有看到

有任何受訪者為男性立場表示同情或是想挑戰霸權男子氣概，他們想的是如何策

略性地去維護自己的男子氣概，卻沒有察覺到自己所受到的規範其實是來自於自

小就被灌輸的霸權男子氣概的思維，身為既得利益者的他們，性別意識顯得相對

薄弱，就如 Kimmel 所說，他們不知道自己具有性別，也因此他們之中沒有人對

於自身的情況有過反身性思考。 

王浩威（1998）在《台灣查甫人》提到「酷」是台灣男人一種感情表達能力

缺乏的現象，就像我們以前的其他印象，比如嚴父、沉著而成熟等，都是同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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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缺乏的現象，男人的權力和知識繼續成長，但感情表達能力卻在青少年或更早

以前就發展停滯了，甚至是社會所不鼓勵的，而真正屬於自己能表達的感情又是

社會所允許的，就顯得有限了。也因此，男性服膺於霸權男子氣概的思維，重視

自己的成就和能力，忽視自在真實表達自己情緒的那一面，他們想要表現出來的

是符合自己和社會對於男子氣概的期望，然而，在提倡男女平等、女權主義抬頭，

男性也應該正視自己長期以來被壓抑的情感，而非因為霸權男子氣概而去做掩飾

或是以一些策略來說服他人和自己。 

由於羅曼史和肥皂劇都被視為是女性的低俗文化，Ang（張娟芬譯，1992）

呼籲可以將這類文類是為促進女性的聯結，把通俗虛構故事帶來的快感塑造成一

種女性共享的歡愉，並轉為一種集體且公開的經驗。而男性何嘗不能如此？男性

除了在體育節目和電玩遊戲等公開地展現其男子氣概並且做為聯絡感情的橋樑，

那麼在流行音樂文本上，為何不能因為對共同的偶像有崇拜狂戀而彼此團結呢？

在 2011 年 4 月 14 日的 PTT 韓劇板，有位男性板友寫了一篇「我是男生，但是

很喜歡看韓劇」的文章，內容提到當他在男性朋友圈說自己喜歡看韓劇時，總是

會被投以鄙視的眼光，所以大多只能跟女性朋友討論劇情。這位板友一發表完這

篇文章，馬上得到大批男性板友的正面回應，並且有十九位板友也發表文章分享

自己觀看韓劇的經驗。在匿名性的網路空間裡，一位男性板友的文章，讓許多男

性板友也紛紛現身發言，假使場景換到一個線下公開的場合，我們是否還能預見

這樣的情景發生？大酥團成年男性的成員能夠自在表達自己對少女時代的喜好，

是因為是處在一個熟悉且私人的空間，其溫暖真誠氛圍甚至讓團員願意將自己脆

弱的一面曝露在大酥團論壇上。 

 這一波的由偶像團體在台灣掀起的韓流，因為這些女偶像團體讓成年男性迷

在媒體報導中現身，仔細觀察我們周遭的朋友，也會發現少女時代的男性迷的存

在，而他們集體的現身所遭遇的污名化和其自身的掙扎，除了代表霸權男子氣概

在台灣社會的影響之外，也顯示出有越來越多的男性願意接受較不被視為男子氣

概的文化，在他們追星的過程中，他們也在打一場性別政治的戰爭，他們去否認

外界對於他們的質疑，他們試著以不同的策略來合理化自己的行為，但他們只是

去服膺霸權男子氣概的思維，要打贏這場戰爭，他們必須要先了解到自己的矛盾

和困境來由為何，發展性別意識之後，才有立場去打贏這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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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男性既得利益者的角色掌控了在地反韓情緒 

一、與歷史經驗斷裂的在地反韓情緒 

九Ｏ年代電視劇開始在台播映，也引爆了台灣在地對於日本流行文化的偏好，

一個屬於喜愛日本流行文化的想像共同體漸漸形成－哈日族，民眾日常生活親身

接觸的經驗與大眾傳播媒體在共同體建構上的影響力，讓哈日族一詞更廣泛被使

用，然而處在曾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這群哈日族卻必須面對類似民族意識比較

低、感覺太沒有民族性的訴諸國族的反對聲浪（何慧雯，2002）。這例子表示跨

國流行文化在當地流通與被消費時，也必須同時將之放置於當地的歷史與文化的

結構脈絡中去進行思考，才能真正了解該跨國流行文化於在地的文化政治為何。 

少女時代，這個來自南韓的女子偶像團體，她們的國籍身分讓她們的歌在台

灣普遍放送時，卻也被批評為整形時代或是唱歌對嘴等負面評論，就如同 2010

年媒體對於少女時第一次台灣演唱會的偏頗報導。自從 1992 年台灣與南韓斷交

以後，台灣在地一直有仇／反韓情緒在徘徊，而這股因背叛而引起的憤怒擴散到

大眾流行文化，之後南韓的國際體育賽事成為國人發洩情緒的出口，因為主要觀

賞體育賽事的閱聽眾是男性，使得這股情緒也變成具有性別化特徵，也就是男性

占多數。這樣的背景下，當台灣掀起由韓劇掀起的第一波韓流時，甚至因為觀看

韓劇大多是女性，韓劇被視為女性化陰柔化，因而在父權社會的觀點下被貶低其

價值，使得女性也對於自己韓劇迷的身分感到不安。除此之外，台韓之間的歷史

淵源也讓喜愛看韓劇的人有在地文化認同的焦慮，韓國原本是經濟文化水準落後

台灣的國家，然而韓劇的興起讓國人意識到韓國的發展，再加上中韓斷交等歷史

事件，在地出現對於消費韓國的反對勢力，並且將消費韓國文化者視為他者，將

他們貼上不忠於在地文化的標籤（江佩蓉，2004）。也因此，在地對於消費韓國

流行文化的認同就會以國族認同的框架來看待、批評。 

這股仇韓／反韓情緒隨著時間的推進，南韓與台灣本來是兄弟之邦，南韓在

經濟文化發展上甚至是落後台灣的，但近年來南韓在體育以及流行文化在國際上

都有不錯的發展，台灣在競爭中有落下風的情形，使得這股從原本的背叛所引起

的憤怒，演變成集體的焦慮與妒恨（劉昌德，2010 年 11 月 24 日）。 

那麼，在地這種焦慮和妒恨的情緒如何去影響這一波韓流少女時代男性迷的

迷認同？這些男性迷如何去面對對於韓國流行文化的認同與國族認同之間的糾

結呢？ 

2010 年楊淑君事件發生時，PTT 的少女時代板頓時湧入許多反韓情緒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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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該板在事件發生後，嚴禁板友對文章發表任何評論三天，任何反韓情緒的文

章也一律給予刪除。大酥團論壇的前身是在台灣知名的 3C 論壇「Mobile01」裡

的一個討論串，名為「一起愛上"少女時代"!SNSD 專屬"大酥"討論區」，自 2009

年 2 月創立之後，該討論串一直具有相當高的人氣，然而卻不時被反韓的網友攻

擊，除了有網友在討論串中以言論攻擊外，更有網友以他們使用的少女時代圖檔

非出於原創，違抵 Mobile01 的站規的理由要求撤除。在討論區被撤除後，大酥

討論區的人才決定在網路開設專屬於自己的論壇空間，好讓喜歡少女時代的迷可

以有一個不被打擾的空間進行分享討論。 

由於中韓斷交發生在 1992 年，所以只有年紀較長的受訪者對於那段歷史有

鮮明的記憶，分別是海獅、小李、莊於立、小祥和溫泉鄉的老師，他們年紀最小

的是 32 歲的海獅。 

我那時候是大學研究所，覺得政府某種程度上滿無能的，韓國沒

有什麼道義，大概能夠了解，可以猜得到人家有人家的利益，中國已

經逐漸起來，所以是遲早的事情。那時候對韓國有某種程度上的討厭。

（那你覺得這情緒有一直影響你到現在嗎？）在國家的民族情感上，

會，一直都會，但是跟少女時代完全是分開的，不管是在政治還是體

育上，一直把韓國當作是非常討厭的敵人。（溫泉鄉的老師） 

這幾名年紀較長的受訪者，只有溫泉鄉的老師表示對於韓國背叛的行為感到

很憤怒，而這樣的情緒也在之後的國際賽事等情形不斷去加深擴大。其他受訪者

雖然經歷過台韓斷交，但是並不會有像溫泉鄉的老師的反應，他們倒是認為韓國

與台灣斷交然後與中國建交是勢在必行的，所以並不會因此而去討厭韓國這個國

家。小李雖然也對於韓國很不滿，但他的情緒是來自於國際體育賽事。 

因為世界杯足球 2002 年那太髒了，髒到一個很可怕的程度，所以

就覺得不喜歡韓國，還有不是說他們跟我們比賽籃球的時候，不是偷

調時間嗎？就耍一些卑鄙手段，就覺得他們很沒有運動精神，就不喜

歡他們這個國家的人。（Charlie） 

會仇韓是從上大學開始吧，上批踢踢上久了，就會看到那些反韓

的言論壓，看久就會覺得說韓國人是真的滿賤的。（Trent） 

而其他年紀較輕的受訪者都對於這件歷史事件沒有印象，其中對於韓國有或

是曾有仇視情緒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反韓情緒是因為觀賞韓國在國際體育賽事

的表現以及網路和媒體的評論。藉由回溯這些受訪者生命經驗，可與第二章第一

節中提到的韓國流行文化反彈聲浪作呼應，台韓斷交的確對台灣的反韓情緒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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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但是真正讓在地反韓情緒高漲的是一次次的國際體育賽事，韓國在國際賽

事不光彩的表現被反韓者以一種愉悅消費的心態看待，媒體用詞偏頗的論述也助

長這股情緒的高漲。 

身為年輕一代的受訪者，他們表現出的是與歷史經驗的斷裂，他們反韓的情

緒來自於南韓在國際賽事被國人所認為不光彩的表現，以及新聞偏頗的報導，像

是《中國時報》的 2008 年 6 月 1 日〈韓國人稱釋迦牟尼是韓國人〉的報導，《聯

合報》在 2007 年 10 月刊登〈部分長城應該是韓國人建造〉的文章（李光會，2008

年 8 月 7 日），他們與朋友一起表達他們的憤怒情緒，以非理性的言語數落韓國，

他們為韓國在國際賽事使用的小手段感到不齒，即使比賽的對手不是我國，他們

為維護中華文化的正統性而發聲，即使沒有去考證媒體報導是否真實。 

在政治意識形態長期以來爭霸之下，台灣認同始終是曖昧不清、充滿爭議性，

共同同意的歷史過往與文化一直處於協商的狀態，導致於國人的國族認同薄弱。

而近年來國人在國際運動賽事上的佳績成為凝聚台灣的國族認同。像是現任美國

大聯盟國民隊投手王建民代表的個體和總體融合的認同（Taiwang），跨越了台

灣政治上的藍綠、經濟上的貧富鴻溝，成為少數台灣人都能建立共識的符號（陳

子軒，2008）。媒體筆下一個個「台灣之光」，不只表示他們為台灣在國際上爭

取榮耀，他們更承載了台灣的國族認同，於是乎，觀賞這些台灣之光的比賽成為

國人的集體記憶。這種即時且共時性的群體經驗與集體記憶，強化了一個民族共

同歷史與命運的感受度，提供國族認同重要的線索（陳子軒，2008）。除了這些

台灣之光，將韓國他者化的動作也同樣地凝聚台灣共同意識，在地反韓者斥罵韓

國不符合運動家精神、侵占中華文化的行為，反韓者的這些論述也成為國人歷史

上的集體記憶。就如同 2010 年楊淑君事件，楊淑君因為電子襪不合格而被判失

去比賽資格，判定人員為一名韓裔菲律賓籍的技術監督委員，國內的反韓情緒瞬

間高漲，在地反韓者未深入去探究這事件的整個脈絡，卻認為該名技術監督委員

行為卑劣，在比賽途中下此判定讓楊淑君失去資格，而該名技術監督委員的「韓

裔」身分就成為國人討伐的對象。Cohen（1985）認為相對角色的建立就是認同

的符號建構最顯著的特色，「排除」和「包納」一樣重要的過程，而劃分他者與

我族之間的界線是相對且動態的。台灣人的反韓者將韓國這個國家形象他者化，

藉由集體的觀賞比賽、痛斥韓國人在運動場上卑鄙的行為，台灣人那薄弱的國族

認同終於在此刻凝聚。 

但我覺得仇韓要有親身體驗，才會比較深刻，像什麼長輩那邊比

較大的才會，或是他們體育界碰到，才會比較深刻，我們是看新聞才

知道的事情，就會跟著罵，但是仇恨不會那麼深。（均易） 

可是我覺得那仇韓都是一陣子一陣子，後來就感覺還好，沒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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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因為我也不是什麼仇韓的人，我平常也在看綜藝節目。（魚身） 

然而，因反韓而凝聚的國族認同卻在轉身之後迅速崩解。這些年輕一輩、有

反韓情緒的受訪者，在反思自己的態度後，卻道出其實自己的反韓情緒並沒有很

強烈，甚至不將自己歸類於反韓者，他們這樣的反思讓我不禁思考反韓這個行為

是否淪為台灣人表演國族主義的工具罷了？ 

二、在地反韓情緒的掌握權在成年男性手中 

2011 年 4 月底，大酥團為了少女時代成員潔西卡生日舉辦生日聚會，當天

聚會由每個成員進行自我介紹開始，輪到一位目前還是大學生的男生，他提到自

己其實不敢在班上直接說自己喜歡少女時代，因為班上反韓的人很多，不過他嘗

試許多方式讓同學接觸少女時代，像是將手機鈴聲換成少女時代的歌曲，久而久

之同學也開始會跟他聊起少女時代的歌曲。當他分享這段經驗時，坐在我旁邊一

位女生，目前還是高中生，她也深表同意地說自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不敢

在班上說她喜歡少女時代。在大酥團的 M 群聊天室中，也會看到有一些年紀比

較小的 SONE 提到自己在學校受到反韓同學的壓迫。 

因為 M 群年齡層很多很小，他們比較會受影響，因為同儕的壓

力對他們來說會比我們大，另一方面他們這個年紀的自信是建立在人

際關係上的，所以同儕萬一有對他們施加壓力的話，他們心情上就會

受影響，甚至可能就不敢表態自己喜歡少時，我會跟他們說不用去跟

他們計較這麼多，因為這是你的生活，也許你會因為他們說什麼而放

棄，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回過頭來你感到後悔，那你當初放棄就是錯

的決定。（GQ） 

GQ 是大酥團中年紀較長的團員，如他所述，年紀比較小、還沒有出社會的

SONE 對於同學們反韓的言論會感到有壓力，因此不敢正面提到自己喜歡少女時

代，擔心會因為這樣遭受同學的排擠或是批評。而當這些年紀比較小的 SONE

在 MSN 即時通訊軟體的 M 群上宣洩自己的情緒時，就會有年紀較大、已經出社

會的 SONE 出面給予安慰鼓勵。 

排斥韓貨，我就說好啊你先排斥中國貨給我看，我就排斥韓貨給

你看，不需要去排斥到這種東西，因為跟他們藝人沒關系，他們有的

是所謂的口號、思想觀念的東西，有些真的是不懂歷史，所以我後面

直接丟歷史給他們看，他們就不太敢說話。（守候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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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個性是比較鮮明強硬，我會認為說今天你喜不喜歡韓國藝人，

那是你個人的喜好，我在不影響你和其他人權利之下，我喜歡那是我

個人的興趣，其他人你們沒有權利來過問或是干涉什麼，有的人可能

對韓國就是不禮貌，我也會觀察。 在這些人面前我就會刻意不講，

我不會特意去挑起話題，但是我在臉書我也不會吝嗇去分享我喜歡少

女時代，因為我認為你有使用的權利，我也有使用的權利，我的臉書

是我的空間，看不看那是你的自由，但是貼不貼那是我的權利，我會

理直氣壯告訴我自己，或是告訴其他人說這沒有什麼好隱藏的。（GQ） 

我假如在臉書15po 少女時代的消息，我會把留言關掉，就會有朋

友來說為什麼要關，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會虧，所以我就不理他。（Joster） 

而我的受訪者中目前還有四位是大學生，其他則是研究生或是已出社會。大

學生中哆啦和守候永恆都曾被批評為何要消費韓國流行文化，其中守候永恆會選

擇直接與對方議論，爭辯對方不應該將反韓情緒擴及到韓國流行文化。而年紀較

長的研究生或是已出社會的受訪者，他們則說自己身邊比較不會有人直接指責他

們的行為是不愛國、不符合民族性，並且會認為自己喜愛韓國流行文化的權利不

應這樣被剝奪，因此假使面對友人的批評，他們會選擇不予理會，而且平時也會

觀察身邊有哪些朋友對於韓國流行文化的態度是較不友善的，然後盡量不在這些

朋友面前提及韓國事物，以避免不必要的衝突。 

比較這四位大學生甚至是論壇中年紀較小的學生與年紀較長的受訪者兩者

的情況，可以得出年紀較長的受訪者因為擁有較多的社會歷練，相較之下，他們

比較懂得保護自己，不會輕易曝露自己的喜好，也不會與他人有直接的衝突，並

且還會教導年紀較幼的學生該如何處理別人的批評。 

而這十八名受訪者中，有十名表示自己持有反韓情緒，另外八名則是表示不

受政治和運動事件的影響。這十名有反韓情緒的受訪者只有 GQ 是一直以來都關

注韓國流行文化，其餘的九名則是因為少女時代才放下成見去認識韓國這個國

家。 

接觸少女時代後，對於韓國運動員仇恨的情緒就暫時忘記了！不

過我還是放在心上， 可是專注力就完全放在Kpop上面，我就分開嘛，

運動是運動，娛樂事業是娛樂事業 不能混為一談。（Charles） 

直到現在我還是仇韓阿，只不過我分得很清楚，政治歸政治，那

                                                 
15 社群網站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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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少時沒有關係阿，其實我不論什麼都是對事不對人。（小李） 

除了 GQ 以外，這九名帶有反韓情緒的受訪者都坦承自己在接觸少女時代前，

是從國際體育賽事、新聞與網路的評論去認識南韓，自己並不會額外想要去多加

認識這個國家。在地反韓者以國族認同來看待消費韓國流行文化者，並將這些人

視為他者，而這些受訪者卻表示反韓情緒與消費少女時代是不能混為一談的，沒

有以往反韓者的國族框架，他們更清楚地表示自己並不會在消費少女時代時感到

自身文化認同的焦慮。 

相較於前一波韓流，這些男性迷群在自我身分認同上擁有更多的權力。身為

性別上既有利益者的身分，原本韓流因其陰性化的特質而受到父權社會批評的情

況，在他們的加入之後而被反轉了，他們會直接反擊那些反韓的言論，或者是不

予理會，並不會因為這些反韓情緒而產生自身文化認同的焦慮。不同於前一波韓

流的女性消費者，她們會被帶有反韓情緒男性挑釁或鄙視，並且因為其性別位置

屬處於較為弱勢的，而無法勇敢發聲反擊。 

另外一方面，這群迷群當中也有原本就帶有反韓情緒的人，因為原本的反韓

者身分，他們並不怕被視為他者，反而去糾正反韓者應該將焦點放回運動賽事和

政治上，不應將反韓情緒擴及到韓國流行音樂，然而在國際賽事和政治上，他們

一樣是以國族認同的層級來看待，一樣將這些領域的南韓人給他者化。而這樣的

情形其實是與前面提到的反韓情緒淪為台灣人表演國族主義的工具相呼應的，這

些同時是迷又是反韓者的他們有權力決定何時該表現其反韓情緒，並且明確地表

明自己針對的是韓國人的不光彩行為，然而他們在尚未接觸到少女時代之前，他

們卻鮮少去思考自己的反韓情緒究竟從何而來、為誰而來，韓國人在運動賽事上

所做的不光彩行為、韓國宣稱某某文物是韓國文化的未證實報導，這類事情成為

反韓者撻伐韓國人的理由，並且以國族認同的框架去譴責韓國人，而在喜愛上少

女時代之後，他們才開始去劃分韓國人是有很多面向的，他們仇視的是運動場上

的韓國人、是那個耍小手段的韓國人，而其他的韓國人有很多是值得去學習尊敬

的，這樣的轉變讓人不禁去思考在地反韓情緒其實是男性操弄的工具。 

上一波韓流中，喜愛韓國流行文化的女性被父權社會給鄙視挑釁，也讓當時

的她們感受到自身文化認同上的焦慮，然而她們卻也只能困在原地。而這一波韓

流的這群男性迷群，年紀較長的受訪者擁有較多的社會歷練，他們懂得如何保護

自己，懂得如何去應付外界反韓情緒的言論攻擊，尤其是本身就帶有反韓情緒的

男性，他們甚至會去反擊別人的反韓言論，他們會去糾正反韓者應該針對的是什

麼，開始會將運動與流行音樂劃清界線，認為因為運動事件而產生的仇恨不應該

帶到流行音樂上。在地反韓情緒主要來自於運動場域，而運動場域向來是較屬於

男性文化，也因此反韓情緒也是在地男性文化中的一環，在男性文化中醞釀的在

地反韓情緒，如今，也由男性去重新定義在地反韓情緒的範圍與情形，因此，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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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斥罵韓國不光彩的動作來表現其國族認同，同時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稱羨韓

國流行音樂的發展。 

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男性迷群的迷戀、焦慮與反抗 

台灣這一波由韓國流行音樂帶領的韓流，約莫於 2009 年開始醞釀，有的人

是原本就一直有在關注著韓國流行音樂，有的則是無意間在網路上看到韓國流行

音樂的 MV，他們利用社群網站、Msn 即時通訊軟體、BBS，將韓國流行音樂的

視頻轉貼分享給朋友，藉由這樣人際傳播的力量，促使越來越多的人成為韓國流

行音樂迷的一員。也因此，在台灣還未有韓國音樂節目和綜藝節目，唱片業還未

積極地安排韓國歌手來台宣傳，在韓國流行音樂資訊還處於匱乏的時期，台灣因

為這些迷群的免費勞動宣傳，就已經培養出一群為數不小的韓國流行音樂迷，迷

群可以說是這一波韓流的文化中介者。 

在這群韓國流行音樂迷中，出現一群以往鮮少在追星族人口結構中的成年男

性，他們因為喜愛女子團體而現身，而他們的現身卻在媒體與社會中被再現為宅

男。少女時代為這些女子團體中最先被注意且匯集最多人氣的團體，因此本研究

將以少女時代的男性迷群做為研究對象。偶像崇拜向來被視為是青少年／女的文

化，甚至是被歸類為女性社群文化，這群成年男性，身為追星族的新人，少女時

代對於他們的意義究竟為何，以至於他們可以跨越男子氣概的界線，而他們在追

星的過程中，跟隨他們身分而來的男子氣概又是如何去影響他們？而台灣一直以

來都存有反韓情緒，而反韓情緒近年來更是與國際運動事件有密切的關聯，所以

在地的反韓情緒是具有性別化特徵的，是男性居多的，而這也構成了反韓情緒成

為台灣部分男性社群文化的一環，反韓情緒的聚集和發洩也與男子氣概畫上了等

號。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下，這些台灣男性在消費韓國流行文化時，他們如何去

處理在地反韓情緒與自身對少女時代的喜愛？特別是本身就帶有反韓情緒的男

性。 

我的十八位受訪者，絕大多數都是第一次追星，對於他們來說，即使少女時

代們會隨著年紀的增長，造型會越趨成熟，少女時代是永遠是那活潑青春、有點

女人味但不是賣弄性感，並且帶來正面力量的女孩。少女時代在工作上積極正面

的態度也成為迷群效法的對象，讓他們覺得自己在課業或工作上也應該要像少女

時代一樣努力，少女時代的歌聲和表演也排解了這些迷在生活上的壓力。少女時

代的模樣、個性也與自己心中的理想女性是相近的。而對於年紀較長、已婚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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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迷來說，還參雜著懷舊的情感，少女時代的身影讓他們回想起當年年輕的時代，

想起當時曾經暗戀過的對象、自己一直以來的理想女孩、曾經在一起的對象，當

他們在回想時，是一種想將過去美化的熱情，將自己錯過、無法得到、冀望的身

影給永遠化，而這情愫就在少女時代的身影與美化的過往中擺盪。然而，當他們

興奮地告訴我少女時代帶給自己的感動時，卻又在下一秒說自己對少女時代完全

沒有任何幻想，已經將她們當作女兒來看待，這樣的說詞似乎是要替他們中年已

婚的身分有個合理的解釋，卻也不免讓人懷疑是否為了合理化自己對於少女時代

的迷戀，以維護自己的已婚成年男性的男子氣概，暗示著男性無法過度曝露自己

對於少女時代的情感，必須要策略性地進行展演。 

偶像崇拜這件事大多是與青少男女相關的，甚至是較屬於女性社群文化的，

在地的文獻中也顯示了男生從小開始就是屬於比較不會狂熱於偶像崇拜，因為他

們要學著與女性相關的大眾文化保持距離，如此才是表現他們男子氣概的一面。

因此，成年男性出現迷戀偶像的行為是會被質疑其男子氣概的，這些成年男性迷

也隨之被賦予負面的形象、被貼上宅男的標籤。在台灣，宅男一詞代表的是喜愛

姣好面貌身材、甚至是童顏巨乳女生的男性，在地成年男性迷戀偶像的行為才會

被稱為是宅男，這個形象與傳統霸權男子氣概完全不符合的，傳統霸權男子氣概

強調的是男性要具有主導的地位，女性只是被支配者，而這種男性特質也是被認

為最有領導地位且被羨慕的。 

從這些男性揭露自己 SONE 的身分、反思 SONE 身分與宅男的關係到 SONE

之間的情誼，這些男性不斷展露出傳統霸權男子氣概對於他們的規範，在生產和

實踐迷的文化活動時，他們不時回頭檢視自己男子氣概的形象，他們必須採取策

略來調節內心那霸權男子氣概的尺規，讓自己少女時代迷的身分得以合理地存在、

被接受。然而，雖然他們跟我訴說自己在追星過程中的焦慮，卻沒有人有意識到

自己的情況因為其男性身分而來的霸權男子氣概，他們服膺於霸權男子氣概的思

維，重視自己的成就和能力，忽視自在真實表達自己情緒的那一面。成年男性在

追星過程中遭遇的困境是來自於他們的性別盲，他們沒有意識到自己男性的身分

帶給他們的影響，他們的迷行為不斷與霸權男子氣概做拉扯，但卻沒有看到有任

何受訪者為男性立場表示同情或是想挑戰霸權男子氣概，他們想的是如何策略性

地去維護自己的男子氣概，他們想要表現出來的是符合自己和社會對於男子氣概

的期望。在提倡男女平等、女權主義抬頭，男性也應該正視自己長期以來被壓抑

的情感。 

雖然他們沒有發展出性別意識去了解自己的困境來由為何，他們卻善用身為

性別既得利益者的角色去抵抗在地反韓情緒。原本韓流因其陰性化的特質而受到

父權社會批評的情況，在他們的加入之後而被反轉了，他們會直接反擊那些反韓

的言論，或者是不予理會，並不會因為這些反韓情緒而產生自身文化認同的焦慮。

而對於本身就是反韓者的男性迷，他們表示反韓的情緒不應該擴及到大眾流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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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應該就事論事，不過這樣的思維卻也是在接觸少女時代之後才發展出來的，

在這之前，因為反韓情緒的關係，他們以國族框架來看待韓國一切的事物，他們

對於韓國是完全沒有興趣的，將韓國的人事物給他者化，以凝聚自己的國族認同。

在地反韓情緒主要來自於運動場域，而運動場域向來是較屬於男性文化，也因此

反韓情緒也是在地男性文化中的一環，在男性文化中醞釀的在地反韓情緒，如今，

也由男性去重新定義在地反韓情緒的範圍與情形。 

男性因為霸權男子氣概的束縛，他們必須策略性地展露自己少女時代迷的身

分，讓自己在追星時，也能維護自己的男子氣概；同時，他們也善用自己的男子

氣概，對於在地反韓言論進行抵抗，甚至重新去定義糾正在地反韓情緒應該對事

不對人，而非無限上綱。 

第二節 在地的哈韓族想像氛圍仍未果 

Anderson（1991／吳叡人譯，1999）將民族下了以下的定義：它是一種想像

的政治共同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是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台灣

喜歡少女時代的族群得以形成，是因為網路上有來自韓國的電視影像傳送和網際

網路中虛擬空間中的互動，讓這群喜愛少女時代的族群得以被想像出來，他們在

網路空間中的互動下，共同意識逐漸形成，也因此更進一步的發展出組織與動員

的力量。像是少女時代兩次來台灣的演唱會，各個迷群後援會的幹部相互聯絡討

論，策畫一連串的應援活動，從少女時代到台灣後的三餐和點心宵夜到演唱會進

行中的應援流程與道具，然後再向各自的後援會進行募款。從少女時代在演唱會

當中被迷群應援活動感動而留下的眼淚，證明這群後援會不只是被想像出來，更

是將他們的熱忱化為成功的應援活動。 

這一兩年，西門町多了許多韓流偶像產品專賣店，原本主要販售日本偶像產

品的店面也開始兼售韓流產品，便利商店的雜誌架上也多了好幾本介紹韓國偶像

的雜誌，3C 賣場播放韓國偶像團體的 MV，夜市裡的服飾店員強調他們的衣服

是從韓國帶回來的，台灣的頻道業者從 2010 年開始買進數量不少的韓國綜藝與

歌唱節目，在地的市場嗅到這股韓國流行文化再度崛起，並且風行的程度甚至是

超過台灣當時的第一波韓流。江佩蓉在其 2004 年的研究中，結論中提到台灣與

韓國長期處於緊張關係，以及在地對於自身文化認同混亂而造成的影響，以至於

她懷疑哈韓族在台灣是否存在。而到了這一波韓流，當電視平面媒體、流行服飾

和購物商圈瀰漫著一股「哈韓風」時，我不禁好奇台灣這群從網路空間中想像出

來的少女時代迷群，他們是否有將認同建構擴及到「哈韓族」這個形象？ 

我的十八名受訪者中，將自己歸類為哈韓族的只有五位，他們對於哈韓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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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是除了少女時代，也會喜愛接觸韓國的文化。而其他十三位受訪者，除了

GQ 以外，其他都是因為少女時代才開始接觸韓國文化，然而他們並不會因此產

生熱情想認識韓國這個國家。對於哈日族來說，消費日本流行文化的行為讓他們

產生族群身分的認同度與一體感，從族群身分中獲取隨日本意符而來的社會地位，

既彰顯個人風格，也能象徵現代、流行的正面形象（何慧雯，2002）。反觀這群

少女時代的迷群，卻是不同的情形。 

因為早期韓國或品質真的不是很好，大概是大學畢業之後，有一

些韓國車、韓國 3C 商品，因為我大學時去過韓國，因為那時候韓國

也才剛開始要起飛，他們東西會想要跟比較先進的國家看齊，但是他

們實際上還沒有辦法做那麼好，就會感覺虛有其表。（小祥） 

南韓，一個曾經被台灣視為兄弟之邦的國家，當時在台灣人的心中，他們的

經濟水平與台灣還有一大段差距。二十一世紀初，第一波韓劇帶起的韓流開始在

台灣發展，隨後 2002 年南韓與日本共同舉辦第十七屆世界盃足球賽，南韓更是

踢進前四強，這時才讓台灣警覺到南韓已經非昔日的南韓了。而到了現今的第二

波韓流，南韓在培養偶像明星上所投注的心力讓韓國流行音樂成功地拓展到亞洲

許多國家，甚至是在歐洲、大洋洲等國家都曾舉辦過演唱會。 

無能為力吧！王偉忠他們不思進步，有什麼辦法，我們推出的藝

人就是大學生了沒那一掛。（Trent） 

覺得悲哀吧，因為他們肯付出這個努力，就培養出這些人，這是

台灣沒辦法做到的，所以到最後就是感概，為什麼台灣沒辦法這樣做？

（守候永恆） 

以前台灣明明就是個很努力的國家，現在就很像暫時停止的樣子。

（寶嘎嘎） 

以前覺得日本很強勢，現在我覺得對岸最強勢，再來就是韓國，

再來是日本。 台灣給我的感覺比新加坡還低，跟越南他們在差不多

的水平而已，就真的覺得台灣很可悲很可憐，偏偏台灣又不是很團結，

只會國內在吵。（小李） 

對於這些少女時代的迷群來說，他們很高興看到南韓在流行音樂上的發展，

也很佩服南韓的公司、政府對於韓流所投注的心力不遺餘力，但他們也同時替台

灣的原地踏步感到惋惜、感慨。南韓對於台灣來說，不像是日本是一個現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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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它是一個曾經被台灣視為落後的國家，一個曾經背叛台灣的國家，但如今

經濟與文化發展上都大幅超前台灣，對於台灣民眾來說，心態上似乎是無法平衡

的，也因此台灣一直將南韓視為是競爭對手。台灣將自己與南韓之間的關係放在

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這條發展路線，不時出現「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或「韓

國能，台灣呢」的想法，這種自我中心的參考，加深主體性的壓縮（蔡如音，2007），

到了這波韓流，這樣的想法更是不斷地出現，這群受訪者羨慕著南韓的發展，感

慨著台灣的不進步、不團結，再加上在地因國際運動賽事與媒體言論而被撩撥的

反韓情緒，在這些情結下，這群少女時代的迷群依舊是難以發展出「哈韓族」的

想像社群。 

第三節 我、少女時代與這些男性迷群 

關於女性在田野蒐集資料的情形，過往有許多文獻記錄著女性在田野中依舊

感受到兩性權力關係不平等，女性相對地處於弱勢的情況。而當我開始要進入田

野觀察時，身邊也有許多朋友叮嚀著我要小心，於是乎，原本沒有想這麼多的我，

也上緊發條，從我的穿著打扮到與他們的互動談話，每個動作都顯得小心翼翼。

因此，在進入田野之前，女性其實就已經受到男女權力關係不平等情況下的迫害

與壓力，而這樣的心態，一直到研究尾聲我都還無法將這壓力給完全卸下。 

在一開始與大酥團團員接觸時，除了思考如何讓他們接受一個想要進行田野

觀察的外來者，更時常想著要如何保護自己。因為大酥團大多數皆是男性，且歲

數也大多比我年長，在父權社會上，我的性別與年齡是處於較弱勢的位置，因此

在剛開始的相處是很不自在的，深怕哪段話哪個動作會冒犯他們，一直到有女性

團員主動與我接觸，與我分享少女時代資訊與論壇大小事，才讓我慢慢卸下武裝，

也才有辦法更自在地與他們互動，而隨著與他們的互動增加，對於他們的信任也

跟著增加，自己也越來越熟悉如何與團員們相處，尤其是男性團員，這種女性於

兩性關係中受到的壓迫在此時才慢慢消退，我也從戰戰兢兢的局外人角色，逐漸

調整心態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性別除了是我研究的重心以外，因為是以一個女性

研究員身分進入男性場域，性別也成為我在進行田野資料蒐集時的一個課題，到

最後，我還得藉由同為女性的團員的幫助，才能紓解我心中性別結構上的緊張關

係。 

朋友們也會好奇男女團員之間的互動為何，女性是處於怎樣的位置。在男性

較多的大酥團，女性受到的關注和照顧的確會比較多，而這樣的情勢也讓我在進

行田野觀察時較為順利，男性團員會主動與我搭話，他們也會邀請我參加他們大

大小小的聚會，讓我更快地融入他們之間的互動，而這也有助於我田野資料的蒐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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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開始接觸少女時代的 MV 時，看著她們充滿青春活力的歌聲和舞蹈，

的確是會讓人心情變好，但是那以男性為中心的歌詞、擺動大腿與扭動身軀的舞

蹈，不禁讓我批評她們的歌詞和穿著完全服膺男性的思維、太過討好男性觀眾，

也因此是帶著女性主義批判角度來看待這群男性迷群。隨著時間的推演，觀看少

女時代的表演影片也越來越多，少女時代的風格上也變得越來越成熟，歌詞上也

不再是對大哥哥訴說著愛慕情意，像是［Run Devil Run］和［Hoot］，風格轉變

為成熟有自信的女性，並且勇於在愛情的權力關係中扭轉情勢，相較於之前小女

孩害羞的形象，晚近的風格更引起我的共鳴，甚至成為自己想要效法的模範。 

同時，在與我的十八位受訪者訪談過程中，他們解釋少女時代對於他們的意

義是什麼、他們怎麼看待少女時代，在言談之中所流露的情感使我常常在訪談過

程中深受感動，在他們身上我也重新去體會偶像的意義，也不再只是用女性主義

的批判角度來看待他們。男性身分的男子氣概使得他們在追星過程中，無法自在

地完整地表露自己的情感，必須要有策略地去應對，我開始對他們產生同理心，

甚至一度覺得自己不知道該站在什麼立場去分析他們的情況。在大酥團論壇，我

更進一步地去感受到這些迷對於少女時代的喜愛，像是他們一同組團到韓國看少

女時代演唱會，還有當團員們分享韓國朝聖之旅時，其他團員羨慕的神情，或者

是看到他們討論在少女時代來台演唱會時，要準備什麼食物、要怎麼去籌畫應援

活動，好讓少女時代帶著滿滿感動離開台灣。 

在研究進行到尾聲時，有一天我看到新聞上報導某個名人讓人無法苟同的言

論，當我覺得這則新聞很惱人時，突然間，我想到了少女時代，想到她們積極正

面又活潑好笑的模樣，而那惱人的情緒也在瞬間被我丟到一旁了。我在那一刻才

意識到少女時代就像是個烏托邦，讓人可以暫時忘卻生活中惱人的事物，她們表

現出來的態度和活力也使人瞬間充飽電力。偶像崇拜不應該只有發生在青少年時

期，其實它可以是一輩子的事，它可以扮演生活中的烏托邦，讓生活中的壓力和

負面情緒可以暫時得到舒緩。不論是男性還是女性，不論年紀大小，偶像崇拜不

是邪教，不是一群喪心病狂的人的行為，它應當是合理地存在你我的生活中，尤

其是在任何烏煙瘴氣的事都有可能發生的今日，偶像崇拜可以為我們帶來心中的

烏托邦，為苦悶的生活帶來活力。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只選擇大酥團做為田野觀察的對象，對於其他的論壇的情況認識

不多，只從剛好遇到的其他論壇成員去略知一二，所以不曉得其他論壇的成年男

性與大酥團內部的情形實際上相差多少。大酥團的情況只能說是台灣這一波韓流

男性迷群中的其中一角，因此在深度訪談對象上，一共尋覓了十八位受訪者，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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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從二十到五十歲，有已婚和未婚，希望藉由其受訪者背景的豐富度去補足田野

上資料的不足。 

後續的研究建議部分，這一波韓流中也有相當數量的女性迷，喜歡男子團體

或女子團體的都有，也可以觀察她們在這波韓流的消費經驗和認同歷程，她們在

消費韓國流行文化時的情形是如何，她們如何面對與處理在地反韓情緒，她們的

情況可以與這一波的韓流男性做比較，如此更能顯示性別於在地反韓情緒上有何

關聯。並且，也可以與前一波韓流的女性做比較，同樣是女性韓國流行文化消費

者，她們在不同時空下所遭遇的情形有何不同，從她們角度去了解在的韓流的變

化。 

另外，台灣與南韓之間的關係密切，而在地的反韓情緒也是一直紛紛擾擾，

然而關於在地反韓情緒的凝聚以及影響一直都欠缺完整的紀錄，後續的研究可以

將在地的反韓情緒的論述做完整的整理與分析，像是新聞的敘事分析、網路討論

區的反韓言論，甚至直接與不同年齡層、社經地位、性別的反韓民眾做深度訪談，

從這些人口背景座標位置上的不同去為台灣的反韓情緒做個完整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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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SNSD Taiwan 台灣少女時代四大站聯合聲明 

我們是來自台灣的 SONE 

台灣是一個美麗的島嶼我們引頸期盼著少女們來台 

希望能把台灣人民的友善,熱情傳遞給她們 

在等待一千多個日子後夢想實現了少女時代終於來到台灣 

 

這次演唱會 

有許多的歌迷省吃儉用只為能在演唱會上親眼目睹少女們的風采 

有許多的歌迷不眠不休只為能在演唱會上用力吶喊給少女們最大的應援 

有許多的歌迷日夜籌備只為能在演唱會上帶給少女們最大的驚喜與最難忘回憶 

這一切都是要讓少女們知道台灣 SONE 是多麼團結熱愛她們 

 

所幸這些努力並沒有白費 

這次少女時代台灣之行演唱會獲得了空前的成功與極大的迴響 

從沒來過台灣卻站上台灣最具指標性的台北小巨蛋開唱不僅連開兩場且場場爆

滿 

這對於一個外國團體來說是十分罕見的也足見少女時代在台灣的超高人氣 

另外台灣各大少女時代後援會更是為了此次演唱會一起集資企劃 

在演唱會結束時以 8,000 發粉紅色綵帶淹沒台北小巨蛋 

使少女們在演唱會上感動落淚同時也創下台北小巨蛋演唱會的紀錄 

 

遺憾的是部分台灣媒體向來習慣以聳動甚至是錯誤的標題吸引觀眾注意 

因此上述正向且具意義的訊息全然忽視 

對於此次少女時代台灣行的報導只單單著重在整形與演唱會對嘴等議題上 

這不僅帶給台灣人民錯誤偏頗的資訊也進而影響到台灣人民對少女們的觀感 

另外台灣媒體也在 10 月 15 日少女們抵達桃園機場時全數衝出原定的採訪區 

並與保全發生嚴重推擠衝突全然沒有媒體工作者應有的自律與禮節 

 

對此台灣少女時代四大後援會 

PTT-SNSD,Pretty 少女時代台灣首站,SONE 4U 以及少女時代大酥團 

聯合提出強烈抗議 

我們尊重台灣媒體有自由的報導空間 

但也請台灣媒體正視報導少女時代新聞應有的正確性與完整性 

 

謹代表台灣 SONE  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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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至 2011 年 2 月，新一波韓國團體的外語專輯整理 

團體名稱 專輯名稱 發行日期 語言版本 

4 Minute Muzik 2010/05 日文版單曲 

4 Minute I My Me Mine 2010/07 日文版單曲 

4 Minute First/Dreams come true 2010/10 日文單曲 

4 Minute Diamond 2010/12 日本專輯，內有韓文和日文歌

曲 

Bigbang For The World 2008/01 日文迷你專輯 

Bigbang With U 2008/05 日文迷你專輯 

Bigbang Number 1 2008/10 日文專輯 

Bigbang My Heaven 2009/06 日文版單曲 

Bigbang ガラガラ GO 2009/07 日文單曲 

Bigbang BIGBANG 2009/08 日文專輯 

Bigbang 声をきかせて 2009/11 日文單曲 

Bigbang Tell Me Goodbye 2010/06 日文單曲 

Bigbang Beautiful Hangover 2010/08 日文單曲 

CNBLUE  Now or Never 2009/08 日文迷你專輯 

CNBLUE  Voice 2009/11 日文迷你專輯 

CNBLUE  Thank you 2010/03 日文正規專輯 

CNBLUE  The Way 2010/06 日文單曲 

CNBLUE  I don＇t why 2010/09 日文單曲 

CNBLUE  Re-maintenance 2011/01 日文單曲 

FTIsland Prologue of FT Island - 

Soyogi 

2008/06 日文專輯 

FTIsland   Flower Rock 2010/05 日文單曲 

FTIsland   Brand-new days 2010/07 日文單曲 

FTIsland   So Today… 2010/11 日文單曲 

FTIsland   So Long, Au Revoir 2009/12 日文專輯 

KARA    MR. 2010/08 日文版單曲 

KARA    JUMPING 2010/11 日文版單曲 

KARA Girl’s Talk 2010/11 日文正規專輯 

SNSD     Genie 2010/08 日文版單曲 

SNSD     Oh! 2010/10  日文版單曲 

SNSD Run Devil Run 2011/01 日文版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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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501     Kokoro  2007/08 日文單曲 

SS501    Distance~君とのキョ

リ 

2007/09 日文單曲 

SS501  SS501 2007/10 日文專輯 

SS501    Lucky Days  2008/06 日文單曲 

SS501    All My Love 2009/05 日文專輯 

Super 

Junior-M   

迷(Me)  2008/04 中文專輯 

Super 

Junior-M   

Super Girl  2009/09 中文迷你專輯 

Super 

Junior-M 

太完美 2011/02 中文迷你專輯 

Wonder 

Girls     

Nobody 2009/06 美國單曲 

Wonder 

Girls      

2 Different Tears 2010/06 主打歌 2Different Tears 有中

文版&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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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深度訪談大綱 

基本背景 什麼時候開始喜歡少女時代？還有喜歡別的女子團體嗎？

是否有參加論壇或是 PTT 少女時代版？ 

通常在什麼時候會觀看少女時代的影音產品？最喜歡看哪

種類型的表演或節目？ 

購買周邊產品、參加演唱會和去韓國觀看演唱會等行為的

情況為何？ 

是否曾有過追星的經驗？假使有的話，請描述。 

女性偶像與自己 最喜歡少女時代的哪位成員？最喜歡她哪一張專輯的感

覺？喜歡她的什麼特質？ 

最喜愛的少女時代成員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自己理想中的女性特質為何？自己在戀愛市場中，想要尋

求的是怎樣的女性？ 

身邊的朋友或是曾經交往過的女朋友是否曾出現過自己理

想中的女性特質？ 

身邊的女性朋友數量？與他們的相處情況為何？ 

與他人的互動 通常會跟誰討論少女時代？討論的話題包含什麼？是否也

會跟女性朋友討論，與男性朋友討論的方式有何不同？ 

如何看待自己是少女時代迷一事？如何與他人解釋自己對

於少女時代的迷戀？ 

對於朋友和媒體將自己貼上宅男標籤，自己又是如何看待

與反應？ 

對韓國的觀感 是否有過反韓的情緒，或是被反韓情緒壓迫的經驗？何時

以及為什麼？ 

楊淑君事件為自己帶來什麼影響？ 

如何看待哈韓族以及「韓國」這個國家的形象？是否認同

自己為哈韓族一員？為什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