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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自助旅遊（independent travel）型態盛行，觀光休閒的活動內容更加

重視給予顧客具有價值的親身參與體驗，因此將焦點放在個人知覺體驗的觀光型

態─背包旅行愈發興盛。本研究由筆者自身的旅行經驗發想，發現在旅行的過程

中，筆者將自己化成特定角色，經由外在的「喬裝」與內在心境的轉化，與目前

時下興盛的次文化─角色扮演（Cosplay）相當類似。因此欲從角色扮演的角度，

探討臺灣自助旅行者跨國的旅行體驗。在旅行途中，旅人脫離原有的生活，成為

旅者時，內心層面的變化及轉折是否與「角色扮演」參與者有著相同的思考邏輯；

故研究者從「角色扮演」及「自助旅行」兩個跨領域的議題中，試圖分析、歸納

出其二者之間的關連性及共通點。 

本研究利用深度訪談，訪問了九位到歐洲自助旅行的台灣旅人，透過筆者分

析，自助旅行者可歸類為七種角色類型：度假型、觀察家型、自我揭露型、窺祕

者型、當地人型、冒險家型以及台灣人(國家意識型)等。研究結果發現旅人在踏

上旅程，切斷與台灣現實生活連結，脫離原本的角色後，會依照自己所見所聞，

投入至另一個角色，但該角色是浮動的、可變動的，主要依照旅人的意識或潛意

識而呈現。 

 

關鍵字：角色扮演、自助旅行、脫離、自我、涉入、心流體驗 

 

 

 

 



 

 
 

Abstract 

The number of backpackers is growing rapidly as independent travel provides 

embodied experiences for travelers. This research is developed from travel 

experiences of the researcher who seemingly tends to turn into a specific role by 

changing outside appearance and inner attitud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veling. This 

kind of transformation is similar to one of the sub-cultures, cosplay. Thus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s’ travel experiences 

from the aspect of cosplay. It also discusses if travelers and cosers have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and path of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a different role. 

Whilst following nine Taiwanese independent travelers on their journeys 

throughout Europe, via oral interviewing technique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interviewee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seven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vacationer, the 

observer, the self-disclosure, the localized, the adventurer and the nationality-involved.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after abandoning connnections with daily lives, travelers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other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external stimuli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at foreign places. This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character type is 

flexible and changeable with regards to traveler’s own mindset. 

 

Key word: cosplay, independent travel, alienation, self, involvement, flow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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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近年來國民生活品質提升，加上自民國 90 年政府開始實施週休二日，使得

民眾餘暇時間增多，提昇了民眾旅遊意願（蔡鳳兒，2006）。實施週休二日的制

度，促使更多人接觸旅遊活動；原有的大眾旅遊方式，亦逐漸轉變成為新興的自

助旅遊（independent travel）型態。同時在競爭日益激烈的環境之下，觀光休閒

的活動內容更加重視給予顧客具有價值的親身參與體驗，傳統自然景點的觀賞已

經無法再滿足遊客的需求（徐瓊信、杜承晏，2012），因此將焦點放在個人知覺

體驗的觀光型態─背包旅行愈發興盛，與其相關的研究，例如：旅遊動機、體驗

追求、知覺體驗或是市場區隔等也有相當程度的產出。 

    由於研究者本身也是採取以自助式旅遊型態到過美國、法國及義大利，回想

起自身的海外旅行經驗，赫然發現在旅行的過程中，筆者除了注重體驗當地風采、

風俗民情及「正港的」當地文化之外，對於自己自詡為「背包客」這種身分也相

當注意。在旅行過程中，筆者會意識自己是到地方采風的背包觀光客，穿的就是

輕便的服裝、球鞋，頭戴遮陽帽，手裡拿著的是地圖與旅遊工具書，肩上是大背

包，以及人手一台相機；想要看的是最原汁原味的日常風情，要品嘗的是道地的

家常菜，找到一家當地人喜歡去的老酒吧，聽著自己發出不甚熟悉的語言，故作

鎮靜地向侍者點菜；最重要的是，要看起來像按圖索驥、找到私房景點的自主自

助旅行家─背包客！ 

    這時，不難令人聯想到，如此將自己化成特定角色，經由外在的「喬裝」與

內在心境的轉化，不就是目前時下興盛的次文化─角色扮演（Cosplay）嗎？藉由

外在的裝扮或環境的改變，在旅行中讓自己的內心心態從此搖身一變，投注到另

一個角色中。因此本研究欲從角色扮演的角度，探討臺灣自助旅行者跨國的旅行

體驗。在旅行途中，旅人脫離原有的生活，成為旅者時，內心層面的變化及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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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與「角色扮演」參與者有著相同的思考邏輯。故研究者從「角色扮演」及「自

助旅行」兩個跨領域的議題中，試圖分析、歸納出其二者之間的關連性及共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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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自助旅行已並非旅行史上的新現象，國外方面已有不少有關自助旅行、背包

客、動機或旅行的文化（the road culture）等主題的文獻如 Cohen（1973）、 Pearce

（1990c）、Mukerji（1978）、 Riley（1988）、 Ross（1992）（陳勁甫、古素瑩，

2006）；國內亦有探討自助旅行動機、性別意識、自我實現與滿足、市場區隔或

是體驗行銷等研究，如李佳蓉（2005）探討人們選擇自助旅行的因素並歸結成四

個原因：1.從常軌中脫離，自原有環境生活逃離與放鬆。2.追求冒險刺激、體驗

新事物。3.感受行動獨立自主與享受自由。4.嚮往自我實現。陳勁甫和古素瑩（2010）

探討海外自助旅行者的動機、知覺價值與市場區隔的研究；徐瓊信與杜承晏（2012）

針對自助旅行者在旅遊意象、體驗追求、體驗品質、滿意度與行為意圖等關係得

出研究結果；劉元安等人（2010）也針對來臺的背包客的體驗延伸討論。從上述

研究方向看來，大部分的主題的切入點皆與旅遊動機、旅遊體驗相關。 

    在角色扮演（Cosplay）的部分，羅資民（2008）探討 Cosplay 文化的表演研

究觀；李佳豪（2009）以深度休閒的觀點討論角色扮演者之情境涉入與心流體驗

的關係。也有學者將焦點放在角色扮演的自我形象呈現，如高詩涵（2010）即以

美國芝加哥學派提出的符號互動論作為出發點，再運用 G. H. Mead 的自我概念

為分析的主要參考模式，研究 Cosplay 青少女玩家如何在部落格相簿呈現自我的

形象以及劉庭宇（2011）從休閒的觀點探討 Cosplay 自我認同的歷程。上述研究

大多著墨在角色扮演的自我認同與形象的呈現上，內心層面的轉折與變化成為大

部分研究的重點方向。就以上文獻回顧而言，自助旅行的研究主要是以休閒的角

度切入，以觀光的方向作為討論主軸；角色扮演方面偏向以內在層面的分析作為

討論的重點，以表演或肢體展現等自我形象呈現為主；綜觀看來，尚未有研究將

兩者看似迥異的議題結合在一起，做一種跨領域的討論。 

    李佳豪（2009）的論文中指出，角色扮演者具有以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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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深喜愛 ACG
1文化，而成為「迷」（fan），對於 ACG 文化的周邊產品都會加  

以購買，為了認識該文化而花的時間與金錢更是不在話下。 

2. 角色扮演者在經費有限的狀況下，為了完成角色扮演活動所需的服裝、道具，

通常不僅得是收藏者，更需擁有創造力以及製造的能力，手做衣服、道具，

因此也是製造者。 

3. 而進行角色扮演活動雖具挑戰性，但因為缺乏競爭性，此活動的驅力完全出

自於內在動機。 

以上三點：「深愛該文化」、「收藏者及製造者」、「內在動機」分述角色扮演

者對於角色扮演活動的所構成的元素，而筆者發現，以上三點與自助旅行者在選

定特定旅遊目的地、至該地旅遊觀光時所產生的動機有重疊的因素，歸納如下： 

（1）當自助旅行者選定旅遊目的地時會因為深受該地文化、地景地貌、人文

特色、節慶活動所吸引，因此經由不同途徑例如：旅遊書、部落格網站、

官方網站、親友口耳相傳及介紹、大眾媒體的傳播等認識該地，進而對

於該地有深入的了解，又或者也有背包客會因而學習非英語的第二外語，

例如：法文、西文等，以期待認識更多關於目的地國家的語言、文化，

讓自己在旅遊前準備得更充分。也因為如此，經由多管道、多途徑的方

法習得關於目的地的文化背景與知識，讓自助旅行者也成為相當程度的

「迷」。 

（2）由周義隆（1993）、曾煥玫（2000）、李佳蓉（2005）等人的研究指出，

自助旅行者與一般團客（package tour）相較之下，差異性最高的就是行

程的安排，自助旅行高自主的特性讓他們在行程的規劃上相當彈性，可

以自由運用旅遊的時間，也能夠較隨性的安排地點的變換、住宿的選擇

及交通工具的搭乘。這些特點讓自助旅行者在旅行的過程中，使自己成

為旅行多樣貌的「製造者」；當然，他們也是「收藏家」，汲取旅遊書籍、

                                                      
1
 ACG 文化（Animations 動畫、Comics 漫畫、 Games 電子遊戲，簡稱 A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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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的意見，或是大眾媒體的建議等，最後再綜合多方想法，製造出一

個專屬於自己的旅行。誠如李佳蓉（2005）的研究，自助旅遊者從開始

計劃行程、經歷旅行過程到旅行結束，必須自行歷經「設計、調配、掌

握、實行和完成」等過程，據此，筆者認為背包客們，也是旅行的製造

家。 

（3）自助旅行者會開啟一段旅程最重要的驅力仍然是自己，唯有內在強烈的

動機再加上適當的外在推力，以及恰當的時間，與速配的旅伴與時機，

才能促成一段旅程的開始，而內在動機佔了這些啟程元素極大的比例原

因在於：自助旅行者的行程雖然較團客（package tour）要來得自由、隨

性，但也因為如此，自助旅行者必須包辦所有旅行途中所可能遭遇到的

大小事宜，舉凡訂機票、住宿、交通工具的選擇甚至是門票多寡，自助

旅行者們都得自行決定與安排。因此，背包客們必須依靠內在動機強烈

的驅力，克服旅行前、旅行途中甚至旅行後所要面對的所有問題，才能

讓整趟旅行圓滿、順利，進而達到自己心目中想望的旅行。 

 

如此，我們將角色扮演者實踐角色扮演的過程，以及自助旅行者踏上旅行的

過程做一對比，如下圖所示： 

                         內在動機為驅力 

 

圖 1 角色扮演者實踐角色扮演的過程 

 

                         內在動機為驅力 

        

圖 2 自助旅行者踏上旅行的過程 

 

 

深愛 ACG文化 收藏者及創造者 

深愛該地文化 收藏者及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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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圖表可以發現，兩者皆是由深愛特定文化，藉由外在知識的充實、進

修，投資足夠的資源後，藉由內在動機的推力，實踐角色扮演/背包旅行的經過。

在相同邏輯思考下，本研究大膽假設，自助旅行者在準備開啟一段旅程的過程中，

經歷不同層次的變化，涵蓋了知識的灌注、內心思維的轉變、心境的變化與調適

後，與角色扮演者在實踐角色扮演的過程一樣，在過程中將自己投入到「背包客」

的角色中，或許與筆者相同，有讓自己由自助旅行者成為背包客的行為。 

筆者回顧文獻時發現，當角色扮演者參與活動時，在活動中的投入程度、感

受到的愉悅感等，會增強角色扮演者在這項活動的持續性，對該活動產生高度涉

入，也因其而產生心流體驗，帶給自己及生活上無比的樂趣，以致形成一個迴圈，

再繼續進行下一次的角色扮演活動。故筆者亦想比較，自助旅行者在將背包客角

色扮演化的過程中，是否如同角色扮演者一般，循著相似的軌跡，讓自己投入於

活動中，並感受到極大的樂趣，對於自助旅行是否也有類似程度的涉入及心流體

驗等。 

就李佳蓉（2005）的研究結果歸結出人們選擇自助旅行的原因有四，其中之

一為「逃離原有生活與放鬆」，然而，自助旅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得自行包辦旅

行中的一切事務，事前準備可說是相當繁瑣，旅行時更要考慮面臨突發狀況時的

應對。如此看來，若要達到放鬆的目的，自助旅行或許並非首選，而到國外自助

旅行的難度又提高了。因此，就 Cohen 所提出的非制度化旅行方式，俗稱為自

助旅行，對於旅人在旅行中，意欲追求的異國文化體驗、自我實現與成就，與李

佳蓉的研究結果一併討論時，筆者發現其中似乎有個環節可以再讓我們多做思考：

跨國自助旅行究竟能帶給人們什麼？除去最基本的元素─開闊視野，自助旅行的

重要性對於旅人的生活有什麼舉足輕重的影響嗎？旅人創造出自助旅行的價值

是建立在哪個層面呢？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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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人決定以自助旅行為旅行方式時，在旅行中與角色扮演者投身角色扮    

演活動，有什麼特別的關聯性或共同點？  

2. 自助旅行者在實踐旅行的過程中，是否潛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將「背包客」

作為一種角色的扮演？讓自己在旅行中呈現「背包客的意象」？又或者，

會投入其他角色，呈現不一樣的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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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示如下： 

                                  察覺角色扮演與自助旅行者成為背包客 

                                  二者之間的關聯。 

 

                                  自助旅行者在成為背包客的過程中，有角      

                                  色扮演的成分。 

 

1. 角色扮演  

2. 自助旅行與背包客 

3. 涉入 

4. 心流體驗 

5.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1. 由高詩涵（2011）研究訪談稿、ptt 電子

布告欄 Cosplay 版及台灣最大 Cosplay

論壇「巴哈姆特」討論串及專訪，以及

asianbeat流行文化網站專訪等作為分析

文本。                            

2. 探究角色扮演與心流體驗及涉入的關

係。 

                                  

                                  分析角色扮演實踐的事前準備、角色扮演 

                                  過程中及事後階段為主要參考項目，後發 

                                  展成對應問題，試問背包客是否在旅行中                                    

                                  有角色扮演的成分及意圖。                                            

                                     

                                  與自認為是背包客之自助旅行者做深入 

                                  訪談 

                                   

                                   

分析訪談內容，並對應量表應證。 

                                   

                

 

 

                    

 

圖 3 研究架構 

觀察 

提出假設 

發展對照表 

問題訪談 

結論與建議 

角色扮演文本分析 

+ 

角色扮演與心流體驗、涉入的關係 

文獻分析 

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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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一、研究方法 

李佳豪（2009）的研究顯示，深度休閒特質愈明顯的角色扮演者，情境涉入

的程度愈高，心流體驗也愈強烈。朗亞琴等人（2012） 也發現角色扮演者在休

閒涉入方面，以「愉悅性」及「重要性」的涉入程度最高。這兩項量化研究結果

皆指出角色扮演的確會帶來涉入及心流體驗，惟本研究意圖比較角色扮演及自助

旅行這兩個領域之間的關聯性，並以角色扮演者受訪的內容做為文本分析，細讀

化為文字的言談，仔細探究其意涵，再透過訪問自助旅行者，從訪談中了解其內

心的想法及意涵，以期達到研究的深度，故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透過文本分

析與深度訪談法進行。 

本研究欲探討台灣旅歐自助旅行者是否在旅行前期、旅行中以及旅行後有角

色扮演化、將自己投入至另一個角色的行為，因此將研究對象設定為將自己定位

為以自助旅行遊歐洲的台灣旅客為主，並以滾雪球方式蒐集受訪者。在此意識下，

透過深入訪談法了解受訪者對於背包客的意象為何？藉由訪問的同時了解受訪

者是否在旅行過程中，有試圖模仿該意象的行為，若與筆者相同的話，「背包客」

即成了受訪者欲模仿、扮演的角色，旅行即是受訪者將背包客角色扮演化的過程。

例如：筆者預設背包客在旅行的途中，會有使用地圖的需求，若特別拍下「正在

看地圖」的照片，即是將地圖當成是「道具」，蓄意將「正在看地圖」的行為記

錄下來，以表示自己是以背包客的旅遊方式完成這趟旅程。這種將背包客的意象，

藉由外觀、外在條件，或是「道具」使自己的外表及行為看起來是背包客的作法，

就是研究者所認為的，在旅行過程中，將自己投入另一種角色，有角色扮演的行

為。另外，本研究採用高詩涵（2011）的研究訪談逐字稿資料、臺灣論壇─巴哈

姆特2
Cosplay 版討論串、asianbeat

3線上流行文化網站及台灣大學 PTT 電子佈告

                                                      
2
 巴哈姆特為台灣最大、歷史最久的電玩資訊站，其中角色扮演（Cosplay）版區的討論區精華

資料眾多、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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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Cosplay 版討論串作為角色扮演者主要參考的文本。藉由以上資料分析角色扮

演參與者對於角色扮演活動的認知、心得及想法。再者，由於網路資訊發達、快

速，對於角色扮演者以及團體，此種相較於小眾的文化，在網路上的發言、討論

相對自由，更能獲得參與者較坦白、明確的見解及感想。惟因網路自由性甚高，

網路發言可信度較容易遭受質疑，故本研究擷取的是完整的言論，之後將與原發

言者取得聯繫，以確保資訊來源的正確性。 

二、範圍 

根據萬事達卡公司（MasterCard Worldwide）的報告指出，2012 年全球最佳

旅遊城市前三名分別為：英國倫敦、巴黎及曼谷。倫敦的觀光人次竄達 1.69 億，

而巴黎的旅遊人次也高達 1.6 億；三個上榜的城市中，就有兩個位屬歐洲。以歷

年的統計資料看來，法國自 2007 年開始即成為世界旅遊最重要的國家及地區，

且蟬聯首位至今（UNWTO，2011）。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發佈 2013 年 1 月國

人出國目的地統計資料中也顯示，法國為國人至歐洲旅遊人次最多的國家，佔旅

歐人數的 33.6%。以此看來，法國可以被推舉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旅遊國家。被譽

為自助旅行者/背包客的聖經─《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於 2013 年 10 月發

佈 2014 十大最佳旅遊城市中，巴黎居首位（Planet，2013），其他城市分別為：

千里達、開普敦、里加、蘇黎世、上海、溫哥華、芝加哥、阿德雷德和奧克蘭，

十大城市中即有三座城市位於歐洲。更由於背包客旅遊的交通工具多是採用大眾

交通系統，而歐陸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即是火車（小鵬，2011），更能吸引旅行     

時間長、經濟預算低的背包客，故歐洲大陸容易成為背包客蒐集旅行足跡的首選，

故本論文的研究對象以旅歐的臺灣自助旅行者為主。 

 

                                                                                                                                                        
3
 asianbeat 為日本福岡縣政府營運的流行情報文化網站，旨為將福岡・日本的青年文化傳播給

「亞洲的年輕人」，以期讓更多人更了解和更喜愛福岡・日本，同時也將亞洲青年文化傳遞給

「福岡・日本的青年」，以增加其對亞洲的理解和關心，力圖促進亞洲青年之間的相互理解。

共設置七種語言，包含日語、韓語、中文（簡體字、繁體字）、英語、泰語、越南語；內容包

括時尚、音樂、動漫畫、Cosplay、遊戲、活動及藝人/偶像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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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研究意圖比較角色扮演者及自助旅行者在涉入及心流體驗的部分，

是否有相似的演進軌跡，以及內心層面的轉折，故在搜尋受訪者的樣本時，必須

考慮到活動參與者，對於活動的涉入及感受到的心流體驗，是否能清楚、具體的

描述與分享，因此，本研究的目標對象設定為：近兩年有旅歐經驗的台灣自助旅

行者，以維持資料來源的完整性。 

 

本研究的訪談內容以角色扮演的發展進程作為量表的分析主軸，從 Cosplay

的理論角度預設自助旅行者也有角色扮演的過程，研擬出分析的子項目：事前準

備、準備工作、活動進行、自我異化、事後活動、服裝、參與者、特性、附加價

值、內心追求及過程中的體會等。再從角色扮演的文本分析中，歸納得知角色扮

演者參與角色扮演時，對於活動有產生涉入─情境涉入、持續性涉入及反應涉入

與心流體驗的情形，並將其活動進程所涉及到的部分，以二個大項區分之。 

預設問題如下： 

 項目 Cosplay 問題 

涉 

入 

事 前

準 備 

選擇角色、 

研擬角色性格、 

揣摩人物個性 

Q:您可以舉出那些（名）人/部落客為背包客

嗎？他們有那些特性為背包客的特徵？ 

Q:您認為背包客的性格特徵為何？ 

準 備

工 作 

服裝製作、 

髮型設計、 

妝容研究、 

動作神態模仿 

Q:您認為旅行要有怎樣的穿著與打扮？為什

麼？ 

Q:那您此次旅行的必備要件是？ 

活 動

進 行 

現場出角、 

形象展現、 

拍照 

Q:在您旅行的過程中，是否有像背包客一樣的

意象（形象）或行為？有的話，可否舉例？

是否有相關的例證或照片？ 

心流

體驗 

自 我

異 化 

跳脫自我、 

全心全意融入角色 

Q:在旅行中，有無發現自己個性、待人接物方

式的轉變？能否舉例與原本的自己有何差

異？ 

 事 後
將照片放置網路上、

檢討此次角色扮演的

Q:旅行過程中會拍照嗎？                 

  那拍完照後是否有分享給親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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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入 

活 動 過程、心得分享、對

於下次活動的展望 

  友？目的是…? 

 

外 觀 

可辨識性、 

形神俱似 

Q:在旅行的過程中，看得出來其他的旅人是背

包客嗎？為什麼？                      

  有什麼特殊的辨識物件嗎？ 

Q:承上，要具備何種條件才能成為背包客？背

包客有什麼特性呢？ 

參 與 

者 

青少年 15-25 歲 
Q:在幾歲的時候開始自助旅行？ 

Q:從何時開始有自助旅行的想法？ 

特 性 

興趣性、 

創造性、 

反抗性、 

個體自主、 

群性活動 

Q:您有哪些旅行經驗？ 

  去過哪些國家及城市呢？ 

Q:承上，選擇自助的旅行方式原因為何？ 

Q:對您來說，自助旅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如

何呢？ 

 

 

心 

 

流 

體 

驗 

 

附 加

價 值 

認識同好、 

互相交流，進而尋求

認同，以增加自信心

及認同感 

Q:如果是結伴同行，選擇旅伴的要點是？ 

Q:如果是單獨旅行，在旅行過程中，遇到其他

旅人時，會有什麼互動、交流嗎？喜歡結識

旅行中遇到的旅人嗎？為什麼？ 

內 心

追 求 

突破或挑戰、 

傳達自己的想法、 

展現自我 

Q:在旅行前對旅程有什麼樣的期待？ 

Q:在旅行前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待？ 

Q:會選擇用背包旅行的方式完成旅行的原因為

何？  

內心是否有想要追求的理想或夢想？ 

過 程

中 的 

體 會 

感到快樂而愉悅、 

自信而滿足、 

獲得成就感、 

完全投入於情境中 

Q:從旅行中有獲得什麼呢？ 

Q:對於此次的旅行有什麼感想與體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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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角色扮演（Cosplay） 

第一節 角色扮演（Cosplay）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 

在定義 Cosplay 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常與 Cosplay 放在一起的名詞─「同

人誌」。白超熠（2006）在他的研究中解釋道：「同人誌」一詞源自於日語，意指

「一群有相同興趣的人，所共同創作出來的著作」，所謂「相同興趣」主要指涉

的是動漫畫為主。「同人誌」為 Cosplay 的源頭，兩者都是動漫畫的「迷」（fan）

詮釋文本的表現方式。「同人誌」指的是漫畫迷以自己喜好的動漫畫作品為題材

所衍伸的漫畫或其他藝術作品，可稱為一種「fan art」。而 Cosplay 則是動漫畫迷

以自己喜愛的角色為模仿對象，仿以妝、髮、服裝及道具等，加上肢體展示該角

色的外觀及演出。雖然 Cosplay 曾被當成同人誌的廣告活招牌，且與同人誌有著

互相依存的關係，但不宜將之視為與同人誌為同性質的活動，以避免簡化 Cosplay

的意義及同質化其相關的探討（羅資民，2008）。 

簡單的來說，Cosplay，是 Costume 和 play 的簡稱（此稱由日本動畫家高橋

伸之，於 1984 年美國洛杉磯舉行的世界科幻年會時確立），中文一般稱之為「角

色扮演」，指一種自力演繹角色的扮裝性質表演藝術行為。動漫畫、電玩、小說、

電影、布袋戲等的愛好者，以服裝、彩妝、道具、髮型等外在裝扮及模仿人物言

行，將所喜愛的特定作品內人物角色予以實體化的行為，中文譯為「角色扮演」。

在台灣，一般簡稱為「Cos」，而有 Cosplay 的人稱為「Cosplayer」或簡稱為「Coser」

（何淑渟，2011）。 

除此之外，對於 Cosplay 的定義，目前的研究針對諸多面向作解釋，從字面

上的意思看，李佳豪（2009）這麼解釋，「Cosplay 有兩種解釋意涵，第一種解

釋為角色扮演，這是台灣最早的翻譯，這樣的翻譯與電玩遊戲中的 Role Play 

Game（RPG）同為角色扮演的意思。之後為了避免混淆，又有另一種解釋為服

飾裝扮，即利用服裝、飾品、道具及化妝等來扮演 ACG（Anime、Comic、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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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動畫、漫畫與電玩遊戲）的角色或是日本視覺系藝人以及電影中的人物。傳至

台灣後，亦有一些台灣特有文化產物角色，也是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參與者所熱

中扮演的，例如布袋戲角色等，甚至有愈來愈多人更把心中虛擬幻想的造型化成

實物，表現出絕佳創意」。而白超熠（2006）引自 oxford 字典的解釋，認為 Cosplay 

= costume play，為一種古裝劇，演員穿著某一時代的服飾，引領觀眾進入某一

個時代，服飾就用來指涉某一個時代。而「Cosplay」同樣也是要用服飾來指涉

一個對象，惟將時代轉換成動漫角色。無論是傳統意義─古裝劇演出，或是之後

借用的意義─動漫角色扮演，白超熠認為，Cosplay的重點就在於人身上的 costume

（服飾）。 

若從歷史的面相定義 Cosplay，謝莒莎（2005）在她的研究中提到，Cosplay

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當時希臘祭祀者的裝扮，成功地 Cosplay 了神之使徒的

存在，她認為這就是古典時代希臘宗教中神像的神人同形現象（高詩涵，2011）。

而現代的 Cosplay 則可推論到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迪士尼即是角色扮演活動的催

生者。在 1955 年首座迪士尼樂園成立時，迪士尼員工被要求穿上米老鼠（Mickey 

Mouse）的服裝與遊客拍照留念，第一個動畫人物成為角色扮演活動的對象就此

誕生。但 cosplay（角色扮演）雖起源於美國，但卻於日本掀起熱潮也由此地開

始發展愈趨成熟（謝莒莎，2005；李佳豪，2009；高詩涵，2011）。 

無論從字面或由歷史上的層面解釋，Cosplay 皆與 Costume（服飾）有著很

密切的關係，傻呼嚕同盟4對於 Cosplay 的解釋：「Cosplay」是 costume play 的縮

寫，意思是「給…穿上服裝」、「為…設計服裝」和「為…提供服裝」，因而可將

Cosplay 視為一種盛裝的聚會；指的是真人扮演成電玩或動漫裡的角色（高詩涵， 

2011）。因此，Cosplay 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服裝，不過必須是白超

熠所指稱的─「可辨識性」，他舉了 Star Trek「星艦迷航記」為例，coser 穿上      

                                                      
4
 傻呼嚕同盟（Shuffle Alliance）是台灣的動漫畫評論團體之一，成立於 1997 年 10 月 16 日，名

稱源自《機動武鬥傳 G 鋼彈》中的「洗牌同盟」（シャッフル同盟）的日語音譯。傻呼嚕同盟多

年致力推廣動漫 ACG 文化（Animations 動畫、Comics 漫畫、 Games 電子遊戲，簡稱 ACG）。創

立至今，出版過許多動漫畫評論作品跟在各媒體發表動漫畫評論，亦參與演講及協辦部份的動漫

畫相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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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制服，便能讓人一目了然，若是日常生活中的衣服，就不符合 Cosplay

的特性了。 

高詩涵（2011）從相關文獻中，歸納出以活動、世代及角色等三個面向作為

切入點，由研究者整理圖示如下： 

1. 以 Cosplay 活動的規模大小分類： 

 

 

 

 

 

圖 4 cosplay 活動的規模大小分類 

資料來源：高詩涵（2011）  

 

Cosplay 活動可分為啟蒙期、草創期與成長及穩定期，從早期僅有玩家私下

小型聚會，後漸漸興起，愈多玩家加入，開始有參加商業性質活動的出現，以至

近期，角色扮演活動的規模愈來愈大，發展愈趨穩定，常常在同人誌即賣會或是

動漫展等活動中出現。 

1995 年第一場正式性質的角色扮演活動出現，稱為 95 變裝天王（馬士傑 

2008），為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正式拉開序幕。《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5的

作者稱 2001 年為角色扮演界「又邁向新的里程碑的」一年，原因為 CWT
6
(台灣

同人誌販售會)確立在台大巨蛋體育館舉辦的慣例，奠定了台大巨蛋是角色扮演

活動中，在北部最重要的舉辦場地的傳統。

                                                      
5
 《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為一多人合著的作品，內容包含角色扮演活動的介紹、角色扮

演相關名詞的解釋、角色扮演在台歷史及台灣幾位知名的角色扮演者馬士傑 （2008）. 與他人

一起扮演「他人」：角色扮演活動的建構. 社會系碩士班, 政治大學. 碩士. 

 。 
6
 CWT：由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籌辦的同人誌販售會，其後加上的數字是指第幾屆的

意思 ibid. 

 。 

啟蒙 草創 成長及穩定 

玩家私下

聚會 

參加商業

性質活動 

首度同人誌即

賣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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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Cosplay 玩家涉入的程度分類： 

 

 

 

 

 

 

 圖 5 cosplay 玩家涉入的程度分類 

資料來源：高詩涵（2011） 、馬士傑（2008） 

 

1995 年前，Cosplay 玩家同好大多是因為電玩遊戲認識角色扮演活動，也都

有一定程度的日文能力，能了解電玩遊戲及日本動漫的劇情和角色故事，當時模

仿的角色也多集中於電玩角色上。這個特色也與日本的角色扮演活動起源有關

（馬士傑，2008）。此時期的 Coser 由於身處草創期，環境上相對艱困，故常需

要自己製作衣服，也因此機會而培養出革命情感。至 1998 年，專職 Coser 的出

現開始增加，選擇模仿的角色也不再侷限於電玩遊戲的人物，甚至可擴及布袋戲

的人物、角色。這世代的角色扮演者較前期積極，也開始有分工的情形，且也開

始向外界宣傳角色扮演的活動，因而開始有相關的報導陸續出現。後期至今，由

於網路資訊發展的便利性，coser 常利用網路相簿、部落格等空間與同好交流，

互相分享心得、檢討，進而獲得支持與認同。 

 

Cosplay玩家藉

由電玩遊戲認識

Cosplay 

1992-1995年 1995-1998年 

專職 Coser出現

增多 

1998年~ 

因為媒體、網路

發展，Coser間的

交流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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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角色範疇分類： 

 

 

 

 

 

 

 

 

圖 6 cosplay 的角色範疇分類 

資料來源：高詩涵（2011） 

 

一開始由日本視覺系樂團 X-JAPAN 帶入角色扮演的元素，他們利用華麗的

裝扮，奇特的造型，甚至跨越性別的打扮，創造一股視覺新勢力，可說是角色扮

演早期的最佳代言人。中期布袋戲廣受歡迎，不少玩家也將扮演的觸角從電玩遊

戲擴及布袋戲偶的裝扮。後期角色扮演展示的形象更是多元、豐富、創造性十足。 

 

由以上圖表可看出，90 年代初期，台灣 Cosplay 活動相當低調，多數附屬於

同人會場之下，大多以社團私下進行（何淑渟，2011）。台灣 Cosplay 角色扮演

活動公開的初現是在 1995 年於高雄舉辦的電玩變裝大會（謝莒莎，2005；吳垠

慧，2006；林宜蓁，2006；李佳豪，2008；高詩涵，2011），而成功大學的角色

扮演活動是台灣歷史最優久的活動，也是台灣最大的角色扮演活動。近年來，

Cosplay 的熱潮愈盛，從一年大約只有三場，到漸漸擴大至北中南各地皆有舉辦，

多所大學也舉辦好幾場公開的各大小型聚會。縱使早期的角色扮演活動只是動畫

漫畫展的附屬品，但是隨著時間發展，動畫漫畫展、同人誌與角色扮演活動已是

相輔相承，缺一不可（李佳豪，2009）。且角色扮演的對象也從一開始的電玩     

視覺系樂團─

X-JAPAN 
布袋戲 ACG 

使用華麗網紗、

特殊髮型，創造

跨越性別的造型

概念 

由於布袋戲廣受

歡迎，且戲偶造

型亮麗華麗 

由台灣大學漫畫

社及同人社團發

起，後以商業型

態舉辦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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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人物跨足到布袋戲偶，進而是動漫角色，現今更是包羅萬象，顯示出角色扮

演活動的多元性以及創造力。 

  

 
 

圖 7 庫洛魔法使─木之本櫻 

資料來源：http://ppt.cc/tcQ0 

圖 8 天使禁獵區闇魔王─lucifer 

資料來源：http://ppt.cc/IO~c 

  

圖 9 戰國無雙 2─森蘭丸。 

資料來源：http://ppt.cc/-JPN 

圖 10 遙遠時空 3─白龍 

資料來源： http://ppt.cc/WF6m 

  

圖 11 劍俠情緣 3─萬花 

資料來源： http://ppt.cc/2Uq0 

圖 12 FF XIII─雷霆 

資料來源： http://ppt.cc/WF6m 

Cosplay 示意圖

http://ppt.cc/tcQ0
http://ppt.cc/IO~c
http://ppt.cc/-JPN
http://ppt.cc/WF6m
http://ppt.cc/2Uq0
http://ppt.cc/WF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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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角色扮演的特色與活動 

小時候，我們喜歡把自己想像成卡通裡的主角，從小甜甜到科學小飛

俠，從超人到金鋼戰士，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記憶，而且是

津津樂道。卡通裡的主角，有的是身手矯健的正義使者，有的是家世

坎坷的貧困孩子。不論如何，我們都把他（她）們當成是自己的化身，

對於以前的我們來說，這是滿足自己表演慾甚至是排遣時間的方法之

一。 

（擷取自巴哈姆特 Cosplay 版『 [心得]從 Cosplay 裡學習成長』討論串） 

 

近年來，台灣的 Cosplay 活動每年舉辦的場次增多，相關的活動舉辦也愈加

頻繁，理所當然地，參加此活動的人次亦愈增加（朗亞琴、雷文谷等人，2012），

這樣的轉變除了看出角色扮演活動的普及化之外，卻也發現玩家也以 15-25 歲左

右的國、高中生及青少年為主（李佳豪，2009；高詩涵，2011），形成一股青少

年流行次文化7，而他們的創意也常成為媒體的話題（蕭雅文，2012）。根據之前

的研究論述，歸納出角色扮演作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特性，由研究者整理如下

表： 

 

        謝莒莎                           劉勝枝          

       （2005）                         （2006）           

1. 群體行動的文化 

2. 非專業文化 

3. 高消費的文化活動 

 

 

1. Cosplay 的文化特徵：興趣

性、大眾性、創造性、反抗

性、集體性、視覺性 

2. Cosplay 為一種具商業性及

產業性的活動 

 

 

 

 

 

表 1 角色扮演的特性 

資料來源：謝莒莎（2005）、劉勝枝（2006） 

 

                                                      
7
次文化在社會學中，指的是在較大的母文化中，擁有不同行為和信仰的較小的文化或一群人，

亦稱亞文化。詹喻帆 （2009）. 真實與虛幻&角色與扮演. 美術研究所西畫創作組,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82. 

 。 

http://webbbs.gamer.com.tw/gemread.php?brd=Cosplay&f=F10MPTB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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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扮演為一種群體行動的文化。 

  藉由群體或是組織的方式進行角色扮演文化的傳播，例如國內知名的角色 

  扮演社團，FF 開拓動漫誌、CWT 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 WS 學園、

ACG 社團聯盟 3 等。對於角色扮演的參與者來說，角色扮演活動並不僅僅在

於表現自己，透過社團的成立、活動的參與，更可以經由這種管道認識同好、

互相交流，進而尋求認同，以增加自信心及認同感。如同 Bonnichsen（2011）

在他研究角色扮演的自我議題中也提到，角色扮演活動嚴格說起來是群體活

動，所以在他的研究中，角色扮演的自我並不會以單一個體為限，而是用群

體的面向來探討，因為我們必須深究的是建構這個組織團體的力量為何？而

這股重要的力量又是如何形塑角色扮演中的「自我」？在高詩涵（2011）的

訪談分析資料中也顯示，角色扮演活動參與者將網路部落格當成她們與同好

展現自己 Cosplay 的專屬空間，並藉此找到支持與認同。縱使角色扮演是個體

自主的活動─由玩家自行決定欲扮演的角色，並自行完成角色扮演的動作，但

實際上，在扮演角色的過程中，玩家們透過組織或社團互相交流、意見分享，

或是演出時，與其他玩家一同「出團」8，以及之後分享照片、歷程…等，在

在皆顯示角色扮演活動的群性特徵。 

（二）角色扮演為大眾、非專業的文化。 

 角色扮演活動並非由專業人士所操控，雖然活動中包含有戲劇、走秀甚至  

是舞蹈、才藝表演，但表演者皆是由非專業的角色扮演活動參與者所演出，

因為角色扮演活動注重的是服裝、裝扮及道具的剪裁製作，而不是相貌及專

業演出。誠如高詩涵研究中的訪談者「冰影」所說的： 

 

Coser 們都是…第一個看的都是你的整體神韻做的好不好…因為我們不是

model，我們抓的不是正不正、美不美…（引自高詩涵，2011：42） 

 

                                                      
8
即同好約定一起 cosplay 同一部動畫裡的角色 （高詩涵，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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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扮演為一種高消費的文化活動。 

  角色扮演活動往往所費不貲，而這也要視所扮演的角色而定。除此之外，   

許多服裝及道具都要特地花心思尋找、製作，對許多玩家來說，時間與金錢

是此項活動的最大開銷；再者，許多玩家皆是尚未經濟獨立的青少年，如此

的花費讓大部分家長不太能認同（陳英姿，2003；高詩涵，2011）。 

縱使 Cosplay 的服裝、道具的花費不少，有些 Coser 更必須透過飲食控制、

運動等來修飾身體外觀，好讓自己更符合角色的設定，有時還得忍受踩著高跟鞋

帶來的身體的不適（蕭雅文，2012），如此這般投入相當程度的心血與時間，但

Cosplay 這類相對小眾的青少年次文化活動由於群體活動的特性，再加上網路媒

介的發達，許多玩家們會利用部落格展示角色扮演活動的相片，增進交流與分享

的機會，更能增進自我與團體認同（高詩涵，2011），吸引了更多參與者加入此

盛會。而角色扮演的參與者，也就是所謂的 Cosplayer，又簡稱 Coser，在進行角

色扮演的過程中，有以下進程： 

 

          劉勝枝               馬士傑                    高詩涵 

         （2006）             （2008）                   （2011） 

 

事前 

 

準備 

1. 角色選擇 

2. 服飾裝扮 

1. 角色選擇 

2. 蒐集資料 

3. 角色扮演知識的特性 

4. 服裝、假髮與道具的三種製作方式 

5. 其他領域的事前準備 

1. 選擇角色 

2. 揣摩學習 

現場 

 

出角 

 

形象展現 

1. 現場出角、出團 

2. 外拍9、私拍10活動 

3. 其他活動 

1. 揣摩學習 

2. 實際演出 

3. 拍攝 

事後 

檢討 

 1. 對角色扮演照片的檢討 

2. 對於下次活動的展望 

1. 放置照片於網路上 

2. 對應團體 

表 2 角色扮演活動的進程 

資料來源：李佳豪（2009）、馬士傑（2008） 

                                                      
9
 馬士傑（2008）：攝影師、角色扮演者與其朋友們，一同前往特定的景點，進行角色扮演的活

動。 
10

 馬士傑（2008）：私拍屬於外拍活動的一種，但更強調人際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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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前準備 

（一） 角色選擇─選擇自己所喜歡的角色。 

通常玩家會扮演的角色是基於對扮演的角色喜愛與欣賞，因此玩家們都會

竭盡所能的百分之百模仿角色的造型、衣著、妝髮，甚至是道具也力求完美；

除此之外，角色扮演者亦會去揣摩所扮演的角色個性與特色，以求符合整體

的感覺與神韻，達致「形神俱似」的要求，以表達因出自對該角色的熱愛而

扮演（李佳豪，2009；何淑渟，2011；Nesic，2013）。某些玩家會選擇與自己

外型較相似的角色來作為扮演的對象，但也有些選擇了與自己個性、內在性

格大相逕庭的角色，為求有所突破或挑戰，其目的在於「傳達自己的想法」

或是追求對該角色的認同（高詩涵，2011）。 

（二） 服飾裝扮─選擇了自己所喜愛的角色為扮演對象後，服裝與扮飾就是角

色扮演的主要元素了。但通常市面上並不會販售角色扮演所需要的服裝、道

具，因此 Cosers 大部分都需要自行 DIY 或加工，讓自己能完美呈現該角色。

雖然現在也有專門製作 Cosplay 衣服的量產專門店，例如：日本的 COSPA，

專門代理動漫的周邊商品或協助製作劇中角色的服裝，或是上網搜尋專門製

作道具的工作坊等（何淑渟，2011），讓玩家在準備扮相時越來越方便，但礙

於多數玩家的經濟條件，仍然有 Coser 選擇自行縫製衣服，利用各種方法「產

出」自己所需的配件或道具。 

二、現場出角 

（一） 形象展現─角色扮演活動的第三步就是將自己裝扮的角色加以展示，概 

分為兩種，一為靜態方式─將自己的角色扮相以照片方式與網路上呈現，例如：

個人部落格、網路相簿、論壇或團體 club 等；另一種為動態方式─參加角色

扮演活動，而該類活動通常與同人誌販售會一同舉辦，往往吸引許多動漫迷、

遊戲迷等鼓勵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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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拍攝─在活動會場出角的 Coser 常常被要求合影留念，後漸漸產生「外拍」

的活動，也就是攝影師專門為角色扮演者拍照，以展示當天 Cosplay 的角色扮

相，可專門為一人拍照，亦有同好約定一起「出團」，形成次文化團體的型態。 

三、事後檢討 

    如羅資民（2008）所言，Cosplay 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上網搜尋自己被拍

到的照片」，以檢討此次扮演的優缺點。因此，無論是採用靜態或動態的展現方

式，藉由照片與網路媒介，Coser 都能為自己的角色扮演活動留下最完整的紀錄。 

    Coser 在選擇角色後，必須針對該角色下一番苦心研究，無論外在的裝、髮

以至於道具，及內在的性格、想法及神韻都須了解透徹，在這過程中，往往需要

必須發揮知識與技巧才能克服困難與挑戰，耗費的時間與金錢通常是旁人無法想

像的，但角色扮演讓許多玩家如此著迷的特點就在於，大部分玩家都能在展現自

己的成品及活動過程中感到快樂而愉悅、自信而滿足（李佳豪，2009；高詩涵，

2011），甚至於事後獲得成就感。特別的是，當玩家在製作與角色相關的服裝及

道具時，他/她將自己與角色之間的連結，經由勞力與心血投注的過程，而結合

在一起（Nesic，2013），產生一種「對話」，而這種在參與過程中，參與者完全

投入於情境中，集中注意力，並捨棄不相關的知覺，則被稱為最理想體驗（optimal 

experience），而此種體驗與歷程也就是李佳豪所認為在角色扮演過程中，參與者

得到的心流體驗（flow experience）。 

    縱使在角色扮演活動中，為了達到白超熠（2006）所說的「可辨識性」，外

在因素（服裝與扮飾）是最主要的關鍵，也是影響角色扮演成功與否的基礎，但

不可否認的是，除去外觀條件，角色的內在─個性、想法以及神韻卻是點綴整個

角色的靈魂，如高詩涵研究中的訪談資料顯示，能夠放至部落格相簿的照片篩選

的標準即是─神韻（高詩涵，2011：94）；如此，就算每個參與者都 Cosplay 過相

同的角色，每個人所營造出來的角色性格都有所不同，發散出的神韻與氣質也截

然不一。然而，由於 Cosplay 發展形式多元，隨著時間演變，玩家呈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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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來愈彈性，各派各界人士解讀 Cosplay 的用途和立場也有差異，在審視、判

斷的立場上大致可分為兩種（何淑渟，2011）： 

1. 以行為作判斷條件，只有行為與外觀（含裝、髮、道具…等）含有模仿/扮演

某角色的特徵，即可推斷為 Cosplay。 

2. 以行為、心態與目的並重做判斷條件，除了達到上述外觀條件之外，角色扮

演者仍需具備明確的思維與意識─「終於原著與角色，力求達到『形神俱似』

的要求，並藉此表達對該角色之熱愛」，始能稱為 Cosplay。 

    後者被稱之為「偶像崇拜派」，將 Cosplay 定位於只能作為純粹抒發興趣─

出自對於該角色的喜愛而作出的角色扮演行為，與古代角色扮演行為的用途及動

機有落差；而部分人士則認為 Coser 可以按自己的感性、知識累積及其他主、客

觀的條件與情況，對角色的服飾、配件或道具做適性修改，以方便扮演或表達另

類訊息，且認為如此有利 Cosplay 的理性與多元發展。兩大派系的說法接受度見

仁見智，就研究者看來，潮流會隨著時間改變，日新月異，而思想與行動更會隨

著人們的接受度與創造力而有所變化、演進，因此筆者並不以任一派系為主要探

究的準則，惟自身認為，就如同 Santoso（1998）所說的，不應該只有重視服裝

與外在，Coser 也要揣摩角色的內在性格、想法甚至是微之細末的一舉一動、一

顰一笑。宋丁儀（2001）也認為，戲迷可以對角色進行某種幅度的改變與設計，

在可辨識的範圍之內，將對角色的詮釋轉化為具體設計，但不全然是再次複製該

角色而已，而是在「具現」角色的過程中，融合了戲迷本身對該角色的解讀、設

計、模仿（原引自白超熠，2006），更可以是想像與揣摩，讓角色扮演參與者對

該角色的喜愛程度由行動體現。如此言之，Cosplay 活動本質上其實是一種自我

的展現，是屬於自己的表演（高詩涵，2011）。Cosplay 活動中所展現的外型是對

於喜愛的角色致敬，而展現的內在層面，卻需要由 Coser 自己細細摸索、抽絲剝

繭，更有賴大眾仔細端詳與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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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 

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中提到，在日常生

活中，每個人都是表演者，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負責某些角色的扮演，特

別是在面對面的互動中，這種扮演更加明顯（Goffman，1992）。Goffman 也引用

依奇赫斯（Ichiheiser）的言論，認為個體不得不做出某種行為，以便有意或無意

的把自我表現出來，而其他人也就會必然的在某些方面對他留下某些印象。也就

是說，當一個人在大眾面前想要呈現什麼樣的形象時，他有意識的或是無意識的

會依據情境建構出一個符合自己的形象，並依照這種形象做出對應的行為。就像

是 Goffman 在著作裡所舉的例子：住在集體宿舍的女孩接到電話時，會請對方多

打幾次電話給她，用以營造出有很多人打電話找她的形象。如此，這個女生就是

在扮演一個「萬人迷」的角色，與本研究所說的 cosplay 不同的是，她不需要其

他的道具或是服裝來襯托，只需要自行營造符合「萬人迷」形象的行為即可。也

就是說，角色扮演（cosplay）只是讓其他人能明顯的知道 Coser 目前有角色扮演

的行為，將扮演角色的這個行為具象化、誇張化及戲劇化而已。然而，在異國旅

行時的日常生活中，因為空間的改變，人、事、物的變異，旅人處在不一樣的情

境下，應該也有需要扮演的角色，而且是與在台灣的自己不一樣的角色才是。 

在扮演角色時，Goffman 也談到有兩種極端的表演者：一種為表演者完全進

入了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完全相信他所表演的現實印象是真正的現實。而另一

種為表演者對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抱持著事不關己的態度。前者就像是參與角色

扮演的 Coser 一樣，在表演的當下，他們認為所展現的，就是身上代表的形象。

而後者雖然對於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十足的確定性，但也會因為自己所處的

情境而做出符合該情境的動作，例如：精神病院的病患會做出某種古怪的症狀，

以便讓實習護士不會因他理智的表現而感到失望。就像是自助旅行者藉由當時場

景及情境的符號建構，將自己設定為自主的旅人，建構旅者的身份，所以他們在



 

26 
 

旅途中所表現的，都必須符合自助旅行者的形象，例如：拿著地圖找路、深入認

識當地風情…等。  

在表演時，Goffman 將個體在表演中有意或無意使用的表演裝置定義為「台

前」（front）。台前包含： 

1. 外部裝置（settings）─構成表演景觀的實體裝備，在高夫曼的著作中，他認為  

外部裝置包含了舞台設備、舞台裝飾、舞台背景及其他背景道具。外部裝置

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必須存在的空間、背景及道具用以構成舞台的要素。因此，

當表演者想要把某種外部裝置當成表演的一部分，他就得置身於適當的外部

裝置中；反之，當他離開該外部裝置時，表演就結束了。例如在角色扮演活

動中，Coser可以利用扮演角色所需的道具，架構出一個屬於表演舞台的空間，

將周遭營造出一個自己專屬的舞台。 

2. 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 ─指能直接與表演者產生認同的部分，通常是符合

預期的個人外表和舉止，舉凡語言、表情、姿態、服飾、身形舉止等等，而

這些都屬於流動性、瞬間性的符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但也能指涉著個人

當下的社會位階、位置以及與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僅如此，儀表和舉止

之間也存在著某種預期中的一致性，例如：穿白袍大褂的醫生會有標準、冷

靜的特質。 

然而，Goffman 也發現，一種特定的社會台前所產生的抽象而刻板的期望，

往往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台前成為一種「集體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一種名符其實的事實。高夫曼又言，台前選傾向於被選擇，而不是被創造，因此

人們在表演某一工作時，會為自己選擇一個合適的台前。例如：醫生就會在看診

室裡穿著白袍大褂，而非汗衫和夾腳拖。 

對於角色扮演來說，Goffman 所稱的外部裝置 （settings） 及個人門面

（personal front） 都能很明顯的建立出一種在扮演角色的形象。由於這種形象太

過鮮明，群眾能一眼辨識出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或是他們有扮演角色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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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撇除了這些明顯的外部裝置─舞台、道具、背景，還有個人的裝扮、髮型

呢？自助旅行者在旅行時就沒有這麼鮮明的外觀可供辨識，且他們的穿著就與日

常生活差不了太多，沒有太過突出的裝扮，讓人可辨識他們的社經地位，除去膚

色顯著的差異之外，能夠稱得上的外部裝置，應該就是身上的行李、相機又或者

是地圖、旅遊工具書等，給當地人的印象應該就是「觀光客」了。在脫離了原本

的角色後，雖然身著一般的服裝，也沒有太多奇特的「裝備」，樣子看起來就像

個單純的「觀光客」的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就真的是將自己包裝成觀光

客嗎？與角色扮演者不同的是，少了這麼多意象鮮明的裝扮後，自助旅行者在異

地的日常生活中，會呈現什麼樣的自我形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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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助旅行者（individual tourist）、背包客（backpackers）與觀光 

 

旅行的本質是孤獨的，只有自己才能嗅聞出旅程的獨特氣味。 

─鄧寧（2010） 

 

    小時候，筆者的父母親每年都會在寒暑假規劃一到二次的家庭旅遊，每次出

遊都是一家五口，開著車，試圖踏遍國內各大風景區及名勝景點。不曉得是年紀

還小，或是因為行程都是父母親規劃的，小時候的我，對於家庭旅行的印象就是

─上車、下車、拍照。長大後，回想每次的旅行，記憶十分模糊，對於某風景區

的印象再怎麼想，也講不出個令人記憶深刻的點，。直到長大之後，在幾次機緣

下，有機會自己出國一遊歐、美兩大陸，「旅行」對筆者來說，才開始有了意義。

記得從訂機票開始，上網找尋哪種是最便宜、經濟的訂票方式，再試著與旅行社、

航空公司洽談，直到開票後，懸宕的心情才終於平復，也才有了「即將要踏上旅

程看世界去」的體認。從那時開始，筆者與同學一有空就會在 MSN 上討論行程、

景點，票選哪家民宿會是我們在普羅旺斯的落腳處；抑是法國高速列車 TGV 的

早鳥票要如何購得？甚至是分享部落客的遊記心得，一起畫出未來旅程的藍圖…

但直至真正背上背包，用七零八落的法語買到車票，手拿遊客中心取得的地圖後，

旅行才正要開始！歷時兩個月，遊歷法國各大城市、各小角落後，筆者很自豪、

過分驕傲地對外宣稱，「我們是呼吸過法國空氣的背包客」！現在看來，當時莫

名的驕傲讓今日的我更覺得無地自容。當還不明何謂「旅行」時，只憑著一次自

行規劃了兩個月的旅程，就大言不慚地自詡為「背包客」，跟其他資深的背包客

比較起來，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究竟，何謂旅行？像筆者這種自行規劃行程的

旅人，與「背包客」又有什麼不同呢？到底要符合什麼條件需求才能被稱為背包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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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旅行與自助旅行 

    Noy（2003）認為，旅行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是研究自我認同，

實踐自主權和獨立性經驗的一種方法。這時，旅行除了是休閒活動之外，更被視

為個人教育的一部分（許瑞嫚，2010）。近年來，由於政府政策的改革、教育水

平的提升、資訊、網路的普及與發達，再加上廉價航空、青年旅舍等硬體設施的

發展，讓出國旅行的人口數目增多，且組成型態有所改變。早期，大多數旅客會

傾向選擇參與旅行社所推出的套裝行程（跟團旅行），將自己的國外旅行經歷全

權交給旅行社安排；近期，有越來越多人選擇不同於套裝行程的旅遊方式─自助

旅行，而這種旅行方式尤其受年輕人歡迎。80年代末期開始，旅遊書籍開始有「如

何準備自助旅行」的介紹出現；亦有名人在媒體上分享他們自助旅行的遊歷（莊

麗薇，2006），讓自助旅行的風氣開始萌芽。後期，許多旅行部落客更將其旅遊

心得、經驗分享在網路、部落格上，甚至出版成為旅遊相關書籍，因而掀起一股

自助旅行的風潮（陳健銘，2012）。 

    根據Loker-Murphy & Pearce的研究指出，現代西方自助旅行主要源自以下兩

個不同的來源，其一可追溯到16、17世紀時，西方的「大旅遊」（the grand tour）

或稱「壯遊」而來，意為胸懷壯志的遊歷，其包括三個特質：旅遊時間「長」、

行程挑戰性「高」、與人文社會互動「深」，且是經過規劃、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

的。「壯遊」並非單純的流浪，而是富有積極的教育意義；它與探險也不太相同，

「壯遊」者目的在於深入民間、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這種旅行方式不

重奢華，更可以說是貧窮，但西方人認為，如此可以培養獨自闖蕩的能力，更可

以改變人的一生（孫佳婷，2011）。其二為19世紀時，初成為勞動階級的年輕人

為了找工作、學習貿易而開始的「強迫旅行」（compulsory travel）（莊麗薇，2006；

盧筱筠，2007），稱為艱苦的旅行方式（tramping）（陳勁甫、古素瑩，2006），

也成為今日自助旅行或背背包徒步旅行（backpacking）的前身。不管是「壯遊」

或尋工之旅，兩者都提供了年輕人另一種包含觀光、冒險及教育機會的旅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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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er-Murphy & Pearce，1995）。相較於西方自助旅行的發展，臺灣社會因為

早期戒嚴的關係，從戒嚴結束、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一直到90年代開放役男出

國、開始實施周休二日時，自助旅行的形態及組成人口才逐漸增加，而自助旅行

在近期也愈發興盛（馬陳興，2007）。 

 

自助旅行的概念由Cohen於1972年提出，分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和非

制度化（non-institutionalized）兩種旅行類型。由筆者整理成以下圖表： 

         

        表 3 Cohen 旅行的分類 

        資料來源：陳建銘（2012） 

 

選擇「制度化的旅行者」，意指參加透過旅行社的安排，選擇較低風險及自

身較熟悉的方式到國外旅行，自身對異地的體驗侷限在包裹著原有文化泡泡

（culture bubble）安全保護中；而選擇「非制度化的旅行者」則被認為可以較接

近異文化的真實體驗（陳忻岱、葉秀燕，2008）。 

    而與自助旅行相對的旅遊方式，即為Butler（1992）認為採取參加旅行社規

劃的團體觀光，一般稱為「團體旅遊」（Mass Tourism），則一直是出國觀光的主

流形式。根據孫慶文（1999）的說法，旅行的類型可分為四種：「團體旅遊」（Package 

Tour）、「自助旅遊」（Independent Travel）、「半自助旅遊」（Partial/Basic Package Tour）

及「團體半自助旅遊」（盧筱筠，2007），如表4所示。

制度化旅行 

• 旅行業者制定好的產品 

• 風險低 

• 較熟習旅行模式 

• 對當地體驗有限 

非制度化旅行 

• 自行規畫行程 

• 風險高 

• 可以較真實的體驗當地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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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旅遊 自助旅遊 半自助旅遊 團體半自助旅遊 

行程規劃  

由旅行社承辦 

 

自行決定 

旅行社承辦  

由旅行社承辦 食宿、交通 由旅行社搭配 

證照手續 委託旅行社 委託旅行社 

領隊導覽 有 無 可委託旅行社 可委託旅行社 

景點參觀 旅行社決定 自行決定 自行決定 可斟酌是否參加 

旅遊同伴 旅行社招攬 自行決定 自行決定 旅行社招攬 

出團人數 有最低人數限制 無 無 有最低人數限制 

自主性、獨立性 最低 高 次高 次低 

表 4 旅遊形式分類 

資料來源：孫慶文（1999）、盧筱筠（2007）、陳忻岱、葉秀燕（2008） 

 

    其中，「團體旅遊」與「自助旅遊」最大的分野即是兩者對於旅行的自主性

有不同的掌握度。前者將旅行中需要辦理的事項，舉凡：交通、食宿、行程規畫

等，皆委託旅行社辦理，旅遊同伴大都由旅行社來招攬，且必須達到最低出團人

數始能成行，但能享受團體優惠與折扣；相反地，「自助旅遊」就相對擁有完全

的自主權，選擇「自助旅行」的旅客必須一手包辦所有事項，且旅遊同伴也是自

己選擇，更沒有最低出團人數之限制。Cohen、Richards等人（2004）認為自助

旅行有以下好處─自主、深入、隨興─旅者從行程的開始到結束的一切安排，都

有極高的掌握度，不但能更貼近當地人的生活、深入體驗，時間上的規劃更是彈

性。而這也是 Hyde、Lawson（2003）所認為套裝行程與自助旅行的最大差異（引

自陳健銘，2012）。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自助旅行的定義：旅行者依自己興趣、

能力自主規劃具有彈性的行程，願意深入體驗當地生活並克服旅行中的困難

（Hyde & Lawson，2003；Cohen, Richards et al.，2004；曾煥玫，2000；林倬立，

2003；陳健銘，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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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雖然早期國人出國觀光大部分傾向於選擇「團體旅遊」     

（盧筱筠，2007），但近期因為資訊、網路快速的發展及普及化，資訊來源增多

且取得相對容易，再加上駕馭程度、語文能力及自主意識的提高，傳統的旅遊方

式已經無法滿足旅遊需求，又航空交通愈加便利，航班增多（馬陳興，2007），

故選擇「自助旅遊」的旅客隨之增加，組成人口又以年輕旅客佔大部分比例。 

 團體旅遊 自助旅遊 

優點 1. 享團體折扣優惠 

2. 導遊全程陪同，無須擔心交通與食宿 

3. 不須具備外語能力 

4. 對於行程已有完整的了解與期待 

1. 完全根據自己興趣、喜好

做安排 

2. 可以自行選擇旅行同伴 

3. 自由度高 

4. 時間靈活、天數可長可短 

5. 費用較低 

6. 有冒險性 

7. 更能瞭解異國的文化與

生活 

缺點 1. 無法遷就個人的喜好 

2. 行程固定、制式化 

3. 無法深入瞭解當地文化及生活 

1. 需具備外語能力與體力 

2. 可能會遇到突如其來的

問題與困難 

表 5 團體旅遊及自助旅遊的優劣分析 

資料來源：林倬立（2003）、盧筱筠（2007）、陳健銘（2012） 

 

 團體旅遊 自助旅遊 

自由度 低 高 

時間安排 不彈性 高彈性 

費用 可以得到團體折扣 多寡視實際需求而定 

冒險性 低 高 

挑戰性 低 高 

自我學習 低 高 

     表 6 團體旅遊與自助旅遊供給旅客特質      

資料來源：陳健銘（2012）、林倬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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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旅行與背包客 

「旅行，在決定出發的那一剎那就已經開始！」─馬機11
 

 

    近年來，當提及自助旅行時，不能不提到的名詞就是背包客（Backpacker）。背 

包客來自於英文單字 Backpacking，衍生出的字彙為「背包客」（backpacker），意 

指背著旅行背包，以刻苦經濟方式甚至打工交換食宿來進行旅程的旅行者，其通 

常使用最便宜、最慢的交通方式，住衛浴共用的廉價青年旅館（周義隆，1993； 

黃佳珊，2010；孫佳婷，2011；陳健銘，2012）；在中國，背包客以「驢友」互稱， 

因為背包客背著重重的背包旅行、徒步就像驢子一般，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因為「旅 

行」是「驢行」的諧音（陳忻岱、葉秀燕，2008；陳健銘，2012）；在香港，與背 

包客相似的詞彙則是「背囊友」。以上對於背包客的稱呼來由，皆是因為他們有 

著共同的特徵─背著行囊，徒步旅行。但就「背包客」這個名詞來說，黃佳珊認 

為其指稱的範圍很廣，諸如從事登山、露營、冒險活動的戶外旅行者，也可以被 

稱為背包客。究竟背包客的定義為何呢？又或者，該如何去定義「背包客」這個 

名詞呢？背包客的意象又是如何塑造的呢？ 

    Sorensen （2003）認為背包客是一種不斷在遷移的自助旅行者（independent  

traveler），而 1995 年，Loker-Murphy 與 Pearce 對於背包客（Backpacker）提出一 

個完整的定義，歸納成以下五個特點：1、偏好便宜的住宿。 2、強調與其他旅人 

的交流。 3、獨立旅行、彈性的行程。 4、較長的旅行時間。5、強調參與當活 

動。 

Eadington、Smith 與 Maoz 則認為背包客是一群反抗家庭、社會、文化的年

輕旅人，在旅行中追尋「真實」，積極的與當地人接觸（Eadington、Smith，1992；

轉引自黃佳珊，2010）。以上為學者對於背包客所提出的觀點，在另一方面，筆

者在鄧寧（2010）的研究中卻發現，中國時報旅遊記者黃麗如針對學術上的定義

                                                      
11

 馬機，知名背包部落客。此句為她的部落格簽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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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保留態度，她認為，「只要自助旅行者能獨力完成一個自己規劃的旅行路線，

就算旅遊的時間短、或是住在高級飯店，都可以算是背包客」。除了學術界、實

務界對於背包客的定義之外，筆者在網路上用「背包客定義」搜尋了幾筆資料，

發現網路使用者對於背包客的認知與定義如下： 

 

凡是遇到事情都是自己解決，是背包客，凡是由他人解決，則 

是觀光客。（引自「Xuite 日誌─「小屁股大世界」） 

 

「Travel Kaki 愛旅遊腳」網站則認為 Backpacker 譯作「背包客」，泛指三五

成群或者單槍匹馬四處遊逛的人，多以青年學生為主，目的在於通過遊歷認識世

界，認識自我，為進入社會後找到適合於自己的立足點打好基礎。與上述學者相

同的是，該網站對於背包客的定義不脫預算的考量，偏好經濟型的旅遊方式，一

樣重視旅行過程中的體驗，期許能深入了解當地民情、文化，在這前提之下，「旅

遊不再僅僅是自然的接觸，更多、更深一層的是人與人更為坦誠交流和溝通」。 

回顧背包客、自助旅行的演進歷史，無論是在貴族間流行的「壯遊」或是

19 世紀青年的尋工之旅，皆無直接指涉「背包」是旅人的必要物件，就 Pearce

於 1995 年對背包客的定義看來，注重的特點也與旅人外在打扮無關，但有趣的

是，當筆者在搜尋引擎關鍵字列打上「背包客」、搜尋圖片後，出現的絕大部分

是旅人肩背大型包包的模樣，如圖 13 至圖 15 所示。在搜尋博客萊網路書店網

站中搜尋「背包客」的書籍時，封面出現的若非風景照，即是旅人背著行囊、踏

上旅程的樣子（圖 16、圖 17）。而「背包」是否就此成為背包客必備的物件了呢？

「背包客」一定要有背包才能算得上「背包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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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背包客意象 

資料來源：http://0rz.tw/yiilG 

圖 14 背包客意象 

資料來源：http://0rz.tw/10kCR  

圖 15 背包客意象 

資料來源：http://0rz.tw/YlwcW 

 
 

 

圖 16 背包客意象 

資料來源：http://0rz.tw/6Qrql 

圖 17 背包客意象 

資料來源：http://0rz.tw/36Fnm 

 

在陳忻岱與葉秀燕（2008）的研究中，周義隆認為這些背包客以雙肩背負行

李是為了增加移動的便利性，且 Ateljevic 和 Doorne （2004）也認為「旅行箱」

象徵另一種較為固定且穩定性高的旅行方式；「背包」，則相對的強調一種自由與

流動性的旅行風格。國內第一大的自助旅行網站「背包客棧」站長「小眼睛先生」

卻認為「背包客」一詞對他來說，其實沒有特別意涵，「就中文字面上的意義看

來，並非一定要背背包的旅人才能是背包客，也可以拉旅行箱！」（鄧寧，2010）。

如同黃佳珊（2010）所說的，「背包客是特殊的旅行者，強調獨立自主、不受拘

束的旅行精神」，Uriely、Yonay 和 Simchai （2002）也提出背包客的旅行行為，

不應歸納為一種旅行的類型（type），其自主的移動方式，在心理上亦認為自己

是背包客，因此背包旅遊應是一種旅遊形式（as a form）（陳忻岱、葉秀燕，2008）。

http://0rz.tw/yiilG
http://0rz.tw/10kCR
http://0rz.tw/YlwcW
http://0rz.tw/6Qrql
http://0rz.tw/36F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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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在此所指涉的應該是一種「旅行方式」（鄧寧，2010），而非一種「旅

行樣式」，我們應該注重的應該是其旅行的精神層面及象徵意義。 

綜觀以上見解，從研究者所整理的表格（表 7）可以發現，各界對於背包客

的定義大同小異，惟在時代的演進下，旅行的方式與模式也隨之有所變化，在軟、

硬體設備的改善、經濟條件趨之完善的背景下，所處時代已經很難再以 16 世紀

徒步長期旅行的「壯遊」作為背包客條件的藍本。為了因應時間、空間的變遷與

發展，本研究對於背包客的解釋趨向於象徵層面，但仍不脫離服膺的基本條件。

基於此認定之下，本研究對於背包客的解釋為：「對於旅行的規劃與安排皆能自

主、獨立的進行與完成者，並在旅行過程中，深入體驗當地文化、民情且注重與

過程中所遭遇的人、事、物的交流與溝通」，即可稱為背包客。 

至於背包客的意象，「背著行囊往前行的旅人」代表著旅人獨立、自主，對

於自己的旅行有著極高掌握度；但也如同背包客棧站長「小眼睛先生」所說的，

「拉著行李箱」的旅人，只要秉持著背包客精神，能夠獨立、自主掌握自己行程

的旅人，都可以稱是背包客。於此，筆者對於「背包客」的外在意象採開放的態

度，且為避免有先入為主的想法干涉，將此議題留待與受訪者深入訪談後，一併

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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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ington et al. 

（1992） 

背包客是一群反抗家庭、社會、文化的年輕旅人，在旅行中 

追尋「真實」，積極的與當地人接觸。 

Loker-Murphy 

& 

Pearce （1995） 

1、偏好便宜的住宿。  

2、強調與其他旅人的交流。  

3、獨立旅行、彈性的行程。  

4、較長的旅行時間。 

5、強調參與當地活動。 

周義隆 

（1993） 

揹著旅行背包，以刻苦經濟方式甚至打工交換食宿來進行旅

程的旅行者，其通常使用最便宜、最慢的交通方式，住衛浴

共用的廉價青年旅館 

Sorensen 

（2003） 

背包客是一種不斷在遷移的自助旅行者（ independent 

traveler）。 

黃麗如 
只要自助旅行者能獨力完成一個自己規劃的旅行路線， 

就算旅遊的時間短、或是住在高級飯店，都可以算是背包客」 

『小屁股大世

界』版主 
凡是遇到事情都是自己解決，就是背包客。 

「 Travel Kaki

愛旅遊腳」 

三五成群或者單槍匹馬四處遊逛的人，多以青年學生為主，

目的在於通過遊歷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為進入社會後找到

適合於自己的立足點打好基礎。 

表 7 各界對於背包客的定義與解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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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涉入（involvement）與心流體驗（flow experience） 

第一節 涉入 

一、涉入定義 

楊雅琳（2006）的研究中整理出，「涉入」的概念首先為 Sherif & Cantrill 在

1947 年社會事件的個人態度研究中所提出，用以衡量個人的態度行為，其認為

當一個社會目標（social object）與個人自我的領域有關時，涉入就會存在（陳煜

仁，2009），後 Festinger 於 1957 年將涉入定義為「對於事件的關注」，後漸漸用

於行銷概念及消費行為問題的探討，例如：1958 年 Bavtor 將消費行為分成「低

涉入的消費行為」及「高涉入的消費行為」；又或運用於廣告學領域，例如：學

者 Krugman 於 1965 年認為涉入為「廣告觀看者平均每分鐘中，將廣告訊息與個

人生活經驗連結的次數」，並依次數區分為高度涉入及低度涉入。後涉入的概念

則多用於行銷與消費領域，例如：Engel 與 Blackwell 於 1993 年指出個體經過

刺激而知覺到的重要性或興趣水準愈高時，則涉入愈高，反之則涉入愈低。朗亞

琴等人（2012）的研究中也提到，Dimanche、Havitz 與 Howard 等學者亦認為

涉入的概念最早是被應用於消費者行為領域中，強調消費者會因為感情之依附而

做出不同的選擇與決定。Zaichkowsky （1985）則對涉入做廣義的解釋，其認為

涉入是個人認知該產品與其內在需要、興趣和價值觀得攸關程度（蔡苡澂，2006）。

以上學者對於涉入的定義由本研究整理成表格如下：



 

39 
 

學者 涉入的定義 

Sherif & Cantrill 

（1947） 

當一個社會目標（social object）與個人自我的領域有關時，

涉入就會存在 

Festinger （1957） 對於事件的關注 

Bavtor （1958） 
將消費行為分成「低涉入的消費行為」及「高涉入的消費

行為」 

Krugman （1965） 
「廣告觀看者平均每分鐘中，將廣告訊息與個人生活經驗

連結的次數」，並依次數區分為高度涉入及低度涉入 

Engel & Blackwell  

（1993） 

個體經過刺激而知覺到的重要性或興趣水準愈高時，則涉

入愈高，反之則涉入愈低 

Dimanche，Havitz 

& Howard 
消費者會因為感情之依附而做出不同的選擇與決定 

Zaichkowsky 

（1985） 
個人認知該產品與其內在需要、興趣和價值觀得攸關程度 

表 8 各學者對於涉入的定義 

資料來源：楊雅琳（2006）；蔡苡澂（2006）；陳煜仁（2009）；朗亞琴等人（2012） 

上述學者對於涉入仍多著墨於消費行為領域（McIntyre，1989），而 McIntyre

則於 1989 年將涉入的概念運用於休閒遊憩領域中，其指出當人們遊參與的過程

中得到愉悅，將活動視是唯有自我意念、重要的且為休閒生活的中心時，參與者

對活動的涉入就逐漸產生。由此可見涉入的概念，其相應的領域眾多，涉及的層

面廣泛、眾說紛紜，由於本研究內容與休閒活動相關，故採用的涉入的定義將以

休閒角度切入點為主要參考依據，將涉入定義為「活動參與者在參與休閒活動過

程中，心理投入的程度」（蔡苡澂，2006）。 

 

二、涉入的分類 

涉入分為社會心理投入及行為涉入兩大類： 

(一) 社會心理涉入 

        社會心理涉入是對於活動、產品或物體產生興趣、動機、受到刺激的狀

態。它是受到特定的刺激或緊張所引起的內在狀態（Kim, Scott, ＆Crompton，

1997）。也可看出個體對活動產生的個人意義或情感歸屬（McIntyr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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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為涉入 

      在休閒的相關研究中，使用參與頻率、金錢花費、技能、擁有的裝備、

設施等，來進行行為投入的測量（趙文祺，2004）。 

 

此外，Houston 與 Rothschild （1978）以涉入的本質來分類，以分析涉入的

本質與來源，可區分為： 

1.  情境涉入（Situation Involvement） 

            Belk （1975）認為情境涉入是指某種特定情境引起消費者在該情境內產生              

特定行為能力，而造成這些情境的因素通常是外在的。購買或使用產品時  所

面對的社會、環境及目的等其他情境因素均可能引起涉入的高或低。情境涉入

程度的高低隨購買的目的與產品的新奇感改變而不同。Houston 與 Rothschild 

（1978）則定義情境涉入為消費者在特定的情況下，短暫時間內所感受到涉入

程度的瞬間提升（Richins, Bloch 等人，1992；Havitz & Mannell，2005）。也就

是說，個人在特定時間及地點，對某項物件產生濃厚的興趣，或提高與自身的

相關性，而有了不同的選擇行為。因此，Celsi 與 Olson（1988）即認為，情境

涉入是隨著時間而改變的，當情境消失而回復至一般情形後，情境涉入即隨之

消失（陳煜仁，2009）。簡言之，情境涉入為強調進入某情境後，短暫提高對於

物件的關注。 

2. 持續性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 

           持續性涉入是指個人對某事或物長久而深入的關注。Houston & Rothschild

（1978）指出持續性涉入是個人對產品過去的經驗和相關價值共同作用的結果。

持續性涉入的起因有二：一為主觀價值系統，例如消費者的自我觀念、價值觀、

個性、需求等，其次為對事物的先前經驗。消費者對一項產品具有持久涉入，

不一定與購買或使用該產品有關，主要是因為該產品能滿足消費者內在持續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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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Richins & Bloch 於 1986 年以時間持續性（temporal duration）的概念說

明情境涉入和持續性涉入間的差異。持續性涉入較穩定，隨著時間的增長而改變；

而情境涉入則隨著購買後，快速遞減。換言之，情境涉入相對來說較缺乏時間持

續性，因此二者的關鍵區分點就在於時間。而 Havitz & Mannell （2005）則進一

步說明，認為情境涉入是心理學中所提到的短暫時間內，持續性涉入的表現。而

Richins, Bloch, & McQuarrie （1992） 與 Havitz & Mannell （2005）更認為情境

涉入的前因為持續性涉入，也就是說，一個有情境涉入的活動參與者，必定先有

持續性涉入的產生（李佳豪，2009）。 

McIntyre （1989） 於研究持續性涉入與露營地選擇的個人特性時，建構了

一個持續性涉入的量表並歸納出四個層面，分別為樂趣（enjoyment）、重要性

（importance）、自我表達（self expression）以及生活型態的中心（life centrality）。

後由 McIntyre & Pigram 於 1992 年將重要性與愉悅合併為吸引力，將持續性涉入

涵蓋的三大構面：吸引力（attraction）、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及中心性

（centrality）。 

(1) 吸引力（attraction）─即活動的重要性及愉悅程度。當活動參與者受到      

   活動的刺激而連接到某特定情境的程度，也就是該活動對於參與者的重  

   要性。 

(2) 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意思是指活動參與者有追求自我實現之需  

   求，能夠展現自己，也表示此活動能代表個人，或具有說服其他人參與 

   活動的印象。 

(3) 中心性（centrality）─意指可以反應出活動參與者的生活型態或社會網 

   絡（social network），與其所參與的活動之間的結合狀況。 

 

3. 反應涉入（responsive involvement） 

反應涉入是由情境涉入與持續性涉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心理狀態。情境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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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大部分為消費者所經歷的反應涉入的平均水準，而持久性涉入則是反應涉入

的變異來源（Rothschild，1979）。 

 

就上述研究及學者對於涉入之定義及理論，蔡苡澂（2006）將涉入區分為實

質涉入及情感涉入。實質涉入所涵蓋的範圍為行為涉入，也就是以金錢花費、設

備器材、參與的次數等用量化加以計算個人對於活動的涉入程度；而情感涉入就

包括了社會心理涉入、情境涉入、持久性涉入、反應涉入等無法以數字呈現的內

心涉入程度。本研究內容雖以角色扮演為主要分析文本，但因每個角色扮演參與

者對於角色的選擇不同，對於各角色所付出的心血、時間及成本無法推及大眾，

故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涉入程度為情感涉入為主，實質涉入為輔，以進一步了解活

動參與者之涉入程度。因此本研究對涉入之程度定義為「活動參與者選擇所喜愛

的活動，將所從事之活動視為重要的，且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並可從參與的

過程中得到樂趣」。 

以本研究的內容看來，Coser 開始參與角色扮演活動時就是一種社會心理涉

入，透過服裝、造型、妝容的準備，及對人物的個性了解、捉摸等，Coser 在準

備過程中面臨到服裝製作的難題，透過與同好交流、想辦法解決，在準備過程中

得到愉悅感，又得到同好的支持與認同，因而將活動視為重要的，且成為休閒生

活的中心時，Coser 這種內心層次的演化與涉入，服膺了 McIntyre 所提出的                                                   

社會心理涉入的四個層面：樂趣、重要性、自我表達與生活中心。在準備的過程

中，更可以視為是持續性涉入的實踐；於出角時，產生情境涉入（李佳豪，2009），

在活動的當下，Coser 對於角色扮演的活動，在短時間內全心全意的模仿自己所

扮演的角色，關注力達到最高。有關角色扮演的實踐與情境涉入的部分，研究者

將以高詩涵在 2011 年與角色扮演者的研究訪談稿、ptt 電子布告欄以及巴哈姆特

Cosplay 論壇作為分析文本做分析與討論，將於下一節一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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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閒涉入與角色扮演的相關研究： 

李佳豪（2009）在他的論文研究中，以角色扮演參與者為對象，運用量化方

式─階層 SEM 複迴歸分析與結構方程式（SEM）的因果關係探討深度休閒與心

流體驗之間的關係，結果驗證出，深度休閒特質愈明顯的角色扮演者，情境涉入

的程度愈高，心流體驗也愈強烈。 

陳煜仁運用結構方程式（SEM）驗證模式探討日本角色扮演者之持久涉入、

情境涉入與沉浸體驗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持久涉入對情境涉入具顯著正向影

響，意指角色扮演者認同活動後，會投入時間、精力於活動本身，因此更容易融

入活動所塑造的情境中。惟持久涉入對沉浸體驗不具顯著的直接正向影響，也就

是說，若是角色扮演者即使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於活動中，但卻無法在樂其中，

亦無法獲得良好的沉浸體驗。該研究亦證實持久涉入會透過情境涉入強化沉浸體

驗之感受。 

朗亞琴等人（2012） 採用量化的方式探討角色扮演者的休閒動機、休閒涉

入及休閒效益之關係，結果顯示：角色扮演者在休閒涉入方面，以「愉悅性」及

「重要性」的涉入程度最高，其次依序為「重要性」、「象徵價值」與「風險知覺」

涉入構面。這表示參與者在參與活動時，本身有放鬆情緒、抒解壓力的需求，滿

足此需求則涉人之頻率也會隨之增加，並能從活動中來產生令人愉悅之感受。且

在參與角色扮演活動時， 不同背景角色扮演者在休閒動機上並無顯著差異， 而

不同年齡的角色扮演者在休閒涉入及休閒效益上則有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年齡越

小的角色扮演者，其休閒涉入程度較高。 

 

在有關角色扮演及涉入的研究中，上述學者採用的皆是量化研究方法，以問

卷方式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皆顯示角色扮演活動參與者與涉入皆有正向相關。

由於本研究內容聚焦於用角色扮演的角度，看自助旅行者是否有背包客角色扮演

化的現象，試圖以李佳豪（2009）的研究─有深度休閒特質的角色扮演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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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程度與心流體驗呈正相關的結果，再延伸發展，欲以質性的研究方法，採用

深入訪談的模式，試圖探討自助旅行者是否與角色扮演參與者一樣，除了有背包

客角色扮演化的行為之外，亦與角色扮演者相同，在涉入及心流體驗之間，亦有

相關的關係。



 

45 
 

第二節 心流體驗 

何謂心流？心流即是當人們處於一種不費力、而且認為是生活中最棒的時刻。

對於運動員來說，心流會被形容為「狀態很好」（being in the zone）；對於宗教者

來說，心流是「虔誠而喜悅的」（ecstacy）；而對於藝術家及音樂家而言，心流是

「美感的狂喜」（aesthetic rapture） （Csikszentmihalyi，1997）。本節將回顧心流

體驗的文獻探討，之後於第四節討論角色扮演與心流體驗的關係。 

 

一、 心流之定義 

對於「flow」該詞，國內常以心流、神馳、沉浸等名詞譯之，本研究將使用 

心流稱之。「心流」的理論最早是由 Csikszentmihalyi 於 1975 年所發表，主要是

探討個體專注於某事物時的心理狀態。最初有關心流的研究對象包括數百位以自

己喜愛的活動為業的藝術家、運動員、音樂家、棋壇高手及外科醫生為主。

Csikszentmihalyi 集中問題在人們的快樂經驗為何，而非直接問受訪者快樂的本

質是什麼，例如：當人們最快樂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心理狀態如何？為什麼有些

活動能帶給人們愉快的感受而有則否？人們如何加強透過日常活動找到快樂的

能力？藉由這些問題釐清快樂時的身心狀態及變化過程，最後他以心流論說明人

類的快樂狀態。 

1977年時，Csikszentmihalyi認為心流就是「當人們專注於其活動所產生的整

體知覺」（頁36），這種經驗發生在「當全神貫注於活動時，參與者會進入一種共

通模式的體驗」。特徵是：知覺的焦點窄化以過濾不相關的感知、自我意識降低、

對於清楚目標有熱忱及清楚地回應、對於環境有控制感等，這即是人們發生一般

流暢經驗的共通描述（頁72）。於1988年，Csikszentmihalyi 和 Csikszentmihalyi 

（1988）又發展出「流暢經驗僅發生在當挑戰與技巧能互相平衡而且在某個層次

之上。（頁260）」的理論。再進一步解釋「當挑戰與技巧都是高水準，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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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在此刻享受，並且會延伸其能力於學習新技巧的可能及增加自尊跟個人多樣

性，這種最佳體驗的過程可以稱作流暢。」心流意指一個人完全沉浸於某種活動

中，無視於其他事物存在的狀態（Csikszentmihalyi, Harper et al. 1990），這種經

驗為本身帶來莫大的喜悅，使人們願意付出龐大的代價（Csikszentmihalyi; 張定

綺譯，1993）。心流是一種暫時性、主觀的經驗（李柏毅、林信榕等人，2000），

也是人們為什麼願意繼續從事某種活動的原因（蔡苡澂，2006；李佳豪，2009）。 

其他學者則就Csikszentmihalyi 所提出的理論加以發展、延伸，如：Privette 和 

Bundrick （1987）認為「流暢經驗，為自發性地享受體驗，跟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與高峰表現（peak performance）類似，它與高峰經驗享有樂趣

（enjoyment），跟高峰表現一樣擁有一樣的行為。流暢經驗就其本身而言，並

非代表最愉悅或最佳表現，他有可能包含其中之一或兩者都有（頁316）。」 Ghani, 

Supnick 和Rooney （1991） 指出「心流有兩大特徵：對於活動的絕對專注力及

活動帶來的愉悅感。心流的先決條件是技巧─挑戰之間的平衡」（頁230）「另

一個相關的因素為對於環境的控制力」（頁231）。Trevino 和 Webster（1992）

則將心流體驗運用在網路使用者與電腦互動上的關係，推論「流暢經驗描繪出人

類與機器互動的娛樂性及探索性」。「流暢理論建議活動的涉入是娛樂性、探索

性的體驗，流暢是自我激發且愉悅並促進重複行為。流暢是一個從無到強型的連

續變數（頁540）。」且「流暢代表：a. 使用者覺知對於與電腦的互動有控制感。

b. 使用者能夠覺知專注力可以聚焦於這種互動上。c. 在互動中，會激發使用者

的好奇心。d. 使用者會發現這種互動本身有趣的（頁542）」。而Hoffman 和 Novak

（1996）則就心流的經驗（本質上的樂趣、自我意識的降低）、心流活動的結構

特性（電腦及自我增強的互動而產生的無接縫式反應）、以及心流的先備情況（技

巧─挑戰的平衡、專注力與擬真12）來定義心流（Novak & Hoffman，1997）。      

                                                      
12

 Telepresence，中譯為擬真。近年來在 Web 2.0 的浪潮與網路頻寬的提升下，消費者逐漸習慣

資訊的無線上傳與下載，對於影音品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求更清晰的畫質與音訊。各家視訊

會議廠商推出了高畫質影音的進階視訊會議方案--擬真視訊會議系統（Telepresence），提供使用

者「親臨現場」的視訊會議經驗。（國家圖書館 http://ppt.cc/V1zF）  

http://ppt.cc/V1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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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者對於心流的定義整理如表9。 

學者 操作性定義 

Csikszentmihalyi 

（1977） 

「當人們專注於其活動所產生的整體知覺」（p.36）流暢經

驗發生在「當全神貫注於活動時，參與者會進入一種共通

模式的體驗」。這種模式的特徵是：知覺的焦點窄化，以過

濾不相關的感知，自我意識降低，對於清楚目標有熱忱及

清楚地回應，對於環境有控制感…這即是人們發生一般流

暢經驗的共通描述（p.72）。 

Privette & 

Bundrick 

（1987） 

「流暢經驗…，定義為自發性地享受體驗，跟高峰經驗

（peak experience）與高峰表現（peak performance）類似，

它與高峰經驗享有樂趣（enjoyment），跟高峰表現一樣擁

有一樣的行為。流暢經驗就其本身而言，並非代表最愉悅

或最佳表現，他有可能包含其中之一或兩者都有。」（p.316） 

Csikszentmihalyi & 

Csikszentmihalyi 

（1988） 

 

「流暢經驗僅發生在當挑戰與技巧能互相平衡而且在某個

層次之上。」（p.260） 

 

Mannell, Zuzanek, 

& 

Larson （1988） 

 

「Csikszentmihalyi （1975）描述心流經驗為「參與者完全

投入於活動當中」（p.36），而且他也界定出心流產生的

指標，例如：覺知個人參加活動時，技巧與挑戰之間的平

衡、專注力、自我意識降低、即時的回饋、對於環境及動

作有控制力、瞬間消除緊張感及壓力，以及愉悅感。（p.291） 

「心流是經由測量影響力、效力、專注力、以及覺知技巧─

挑戰之間的平衡而來。」（p.292） 

Massimini & Carli 

（1988） 

 

「高於受測者每週技巧與挑戰的平衡水準。」 

 

LeFevre （1988） 「一種技巧與挑戰之間平衡的指標」（p.307） 

Csikszentmihalyi 

（1990） 

「我們感到對自己的行動有掌控力、能操作自己的命運…

我們感受到一種無比愉快的心情以及深度的愉悅。」 

「當人們深度投入某種活動而使得任何其他的事都變得無

關緊要的一種狀態，這種經驗是如此愉快以至於人們會一

再的去做，即使要花費很大的心力，目的只是想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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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ni, Supnick & 

Rooney （1991） 

「心流有兩大特徵：對於活動的絕對專注力以及活動帶來

的愉悅感…心流的先決條件是技巧─挑戰之間的平衡」

（p.230）「另一個相關的因素為對於環境的控制力」（p.231） 

 

 

 

Trevino & Webster 

（1992） 

 

「流暢經驗描繪出人類與機器互動的娛樂性及探索性」。

「流暢理論建議活動的涉入是娛樂性的、探索性的體驗，

流暢是自我激發而且是愉悅並促進重複行為。流暢是一個

從無到強型的連續變數。」（p.540） 

「流暢代表：a. 使用者覺知對於與電腦的互動有控制感。

b. 使用者能夠覺知他 /她的專注力可以聚焦於這種互動

上。c. 在互動中，使用者的好奇心會被激發。d. 使用者會

發現這種互動本身有趣的。…」（p.542） 

Clarke & Haworth 

（1994） 

「當技巧與挑戰處於平衡的狀態時，個人主觀的經驗會伴

隨著表現發生。『流暢』這種感覺指的是一種遠遠超越有趣

的滿足經驗。」（p.511） 

Ellis, Voelkl & 

Morris 

（1994） 

 

「…最佳經驗來自於人們在特定情境中，對於技巧─挑戰的

感知。當技巧與挑戰是等量的時候，被視為最容易出現心

流特徵的情況，例如：正向的影響、高度的激勵感、本質

的動機以及覺知到自由」（p.337） 

Ghani & 

Deshpande 

（1994） 

「心流最關鍵的兩個特徵是： a. 對於活動的絕對專注。 b. 

活動所帶來的愉悅感…而且技巧與挑戰會達於平衡。另一

個影響心流的因素則是個人對於環境的控制力。」（p.383） 

Lutz  & Guiry 

（1994） 

「心理學家使用『心流』這個詞來描述一種人們深度參與

活動、事件的心理狀態…，他們完全地沉浸於此…。的確，

時間在當下似乎是靜止的，而且像是置身事外一般。」 

Hoffman & Novak 

（1996） 

當瀏覽網際網路時，1. 產生的一種無間隙的人際互動過

程，2. 本質性的娛樂，3. 伴隨自我意識的降低，4. 自我

動機 

表 9 心流（flow）的定義 

資料來源：Novak & Hoffman（1996）、蔡苡澂（2006）、本研究整理 

 

綜觀以上學者所述，心流體驗（flow experience）可整理成以下特點：有清

楚的目標及回應、對於活動有絕對的專注力、活動帶來的愉悅感、自我意識降低、

技巧與挑戰之間的平衡、對於環境的控制力、時間感的流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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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Csikszentmihalyi最初的推論出發，綜合其他學者之意見，定義心流

體驗為「意指一個人完全沉浸於某種活動中，無視於其他事物存在的狀態，並有

以下特徵：有明確的目標及回應、有絕對的專注力、愉悅感、自我意識降低、技

巧與挑戰之間的平衡、對於環境的控制力、以及時間感的流失」。並試圖於下節

探討角色扮演與心流體驗的關係，從過去的文本、訪談紀錄分析、編碼，找出角

色扮演者在參與活動時，有以上特徵而構成產生心流體驗的條件。 

 

二、心流體驗的測量 

Csikszentmihalyi 於 1970 年發展出 ESM（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來測

量受測者的心流狀態。共有 2300 位受測者加入這項測驗，受測者必須戴上特殊

手環，當心流發生時，手環會產生「嗶」的一聲，此時受測者必須記錄下他/她

的位置，他/她正在做什麼，他/她在想什麼，與誰一起，並記錄下數據。 

ESM 測驗結果指出，心流通常在一個人正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時發生，

例如：園藝、聽音樂、打保齡球、烹飪等，或者是開車、與朋友談天或甚至是工

作的時候。但是很有受測者會在做被動的事情時有心流狀態，像是看電視或是放

鬆等等。由此可知，生活中的許多時刻都有可能產生心流。縱使心流的發生在生

活中看似常見、普遍，但心流的發生次數與頻率是否能為人類所掌控的呢？ 

Csikszentmihalyi 1997 年時於期刊中發表了「Finding Flow」，此篇文章在工

作、遊戲及社交生活這三方面解釋心流的發生情形，並且用 EMS 的測量方式加

以解釋歷年施測的數據，以期帶給人們更有品質且快樂的生活。 

    （一）、 心流與工作（Flow at work） 

    根據Csikszentmihalyi施測的結果，雖然生活中出現心流體驗的活動多，

但令人驚訝的是，EMS 測得的結果指出，縱使成人們在工作時較一般人來

的不快樂成人們在工作時所產生的心流狀態卻要比休閒時候來的多。這是

因為在工作時，必須讓自己處在一個專注力極高的狀態，且通常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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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清楚的目標及特定的原則，再者，在工作時，人們必須心無旁鶩，而當

工作完成時，能獲得即時的回饋，例如：業績的成長或是主管的評鑑等，

此時，由於技巧及挑戰處於平衡，就容易達到心流狀態。 

 

（二）、 心流與遊戲（Flow at play） 

與工作不同的是，當休閒時候，人們與家人、或是獨自在家的時候，

通常都缺少一個明確的目的。於此，有個假設為，當人們處於休閒時間時，

因為不需要任何技巧，所以每個人能享受休閒時間。但結果卻並非如此：

人們享受工作更甚於休閒時間。這是因為我們的神經系統已經演變成必須

接受外來的需求、刺激與挑戰，無法立即適應長時間平淡的生活。也就是

說，當人們處於休閒時間時，若是無所事事，神經系統對於目前的判定即

為「平淡」、無挑戰性。因此除非能妥善利用時間，否則這般休閒生活無法

改善生活的品質。 

 

（三）、 心流與社交關係 

社交關係也會產生心流體驗。當人是孤獨的時候，容易有沮喪感，但

是當人一旦與群體一起活動時，沮喪感即消失，且會回復成滿是生氣的狀

態。這是因為當我們必須與人交流、互動時，我們的專注力會因為外在要

求而改變，愈與人有更緊密的互動時，技巧─挑戰的程度便會提高。此時，

這些互動就會產生許多與心流狀態相符的特徵。Csikszentmilhalyi 認為，人

際上的互動、交流所帶來的影響可以提高心流體驗，進而促進生活的品質。 

因此，Csikszentmilhalyi 認為要達到心流，無論是於工作上、遊戲中、休閒

時間或與人交流互動，首要條件即是找到一個明確的目標。有了明確的目標之後，

就能因而產生專注力，且當挑戰出現時，便能將自身的技巧提高，以維持技巧─

挑戰的平衡，已順利解決問題或任務，進而產生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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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佳經驗（optimal experience） 

Csikszentmilhalyi 花了 20 餘年的時間研究「最佳經驗」（optimal experience）

─一種當人們處於最佳專注力及找到最深層樂趣的感受經驗。在研究的過程中，

才發現了心流─一種完全沉浸於活動的狀態（Csikszentmihalyi, Harper et al. 1990）。

但是最佳經驗是怎麼產生的呢？ 

他認為，最佳經驗是一種決定生活質量的參與感（a sense of particip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life）。正因為最佳經驗會隨著人們在生活中對環境的控

制力而發生，因此也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創造力。研究結果發現，第一、無論多

麼不同的活動，再進行得極其順利時，給予當事人的感覺都極為類似，例如當長

泳選手橫渡英吉利海峽時，與西洋棋手在比賽時、及音樂家在創作時所感受到的

都是一致的。第二、不分年齡、國籍、文化及社會階級，人們對樂趣的描述近似

相同。 

Csikszentmilhalyi 從訪談的結果歸納出，這種導致心流的樂趣有以下八種特

徵（Csikszentmilhalyi，1990；Jackson，1996）： 

（一）一份可完成的工作（challenge-skill balance）。這裡指的是，當活動有    

明確的目標、一定的規則、必須要投注一定的心力及技巧。當挑戰的難

度與個人的技巧是差不多相符時，克服挑戰的過程就是有趣的；相反地，

若是挑戰的難度低於技巧，則會變得相當無趣且無意義。 

 

（二）能夠全神貫注（merging of action and awareness）。人們最常提及心流體    

驗的特徵就自在心流狀態中，會忘卻生活裡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將注意    

力集中在即將發生的事物上，完全沒有空間容納任何不相干的資訊

（Csikszentmilhalyi，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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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明確的目標（Clear goals）。 

（四）即時回饋（Unambiguous feedback）。心流經驗能達到完全的投入，是因    

為目標明確，而且能得到即時的回饋。例如：網球選手永遠清楚下一步

應該怎麼做：把球打回對方的球場裡；棋手的目標也同樣明確：在對方

得手前先將他的軍…等。但是某些活動的目標就不像打網球那樣明確，

或是像攀岩者「沒掉下去」的訊息這般清楚。例如：作曲家，他可能想

著譜出一首曲子或是一首協奏曲，但無法辨別哪個寫下的音符是對抑或

錯。因此，這類創作性活動的參與者內心必須有一套標準，來確認自己

已經達到目標，否則就不可能體驗到心流（Csikszentmihalyi，1997）。 

（五）能深入而不牽強地投入（concentration on the task at hand）。一提到心流，

最常被提及的特徵之一就是專注力。當一個人完全專注時，便能忘卻生

活中其他的不快。 

 （六）能控制自己的行動。當我們覺得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動、主宰自己的         

命運，而不被莫名其妙的力量牽著鼻子走。在這種難得的時刻，我們           

會感到無比的欣喜─一種想望已久的珍貴經驗，這就是所謂的「最優經           

驗」（optimal experience）（Csikszentmihalyi，1990，張定綺譯）。 

（七）自我意識降低（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心流體驗發生時，因為達到

「最優經驗」，身體與心靈一齊感到無比的欣喜，且處於毫不費力

（effortless）的狀態，此時就好像脫離自我一樣。但心流結束後，即回

到原本的狀態，但是自我的感覺卻更強烈。心流經驗會使自我變得比過

去更複雜（complex），而這可說是一種成長。複雜性是兩種廣泛的心理

過程所造成：「獨特化」（differenti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其中

獨特化是把自己與他人區隔開來，朝獨一無二的方向發展。整合則恰好

相反：藉著超越自我的觀念和實體，與他人連結。複雜的自我便能夠成

功的融合這兩種乍看矛盾的趨向（Csikszentmihalyi; 張定綺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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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時間感會改變（transformation of time）。當達到心流狀態時，自我的感   

覺趨於薄弱，全心全意在體會那種欣喜的感覺，因此對於時間感的感受

會降低，幾小時的時間卻像幾分鐘一樣飛逝而過。 

以上這八種能夠引發樂趣的元素可能同時發生，也可以只出現幾種，但大致

上來說，至少會出現上述其中一項。這些元素使人們覺得這種深層的樂趣是值得

的，縱使會耗費極大的心力，也在所不惜。這種能為日常生活經驗帶來樂趣的心

流體驗，其實也能擴及其他人生目標的實現（Jakson，1996），為追尋目標的同

時，在追尋目標、完成夢想時，帶來心流體驗。 

 

四、心流體驗與休閒活動相關研究如下： 

蔡苡澂（2006）探討高爾夫假期參與者之內在動機對心流體驗的影響，與涉

入程度對兩者關係之干擾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內在動機與心流體驗呈現正相關，

當參與者將高爾夫假期視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時，所體驗到的愉悅感也就會越

強烈；涉入程度對內在動機與心流體驗之間亦呈現正相關，此時，高爾夫假期參

與者不僅會將此活動視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享受愉悅感之外，也會想要再次活動

這種感覺。 

李佳豪（2009）在他的論文研究中，以角色扮演參與者為對象，運用量化方

式─階層 SEM 複迴歸分析與結構方程式（SEM）的因果關係探討深度休閒與    

心流體驗之間的關係，結果驗證出，深度休閒特質愈明顯的角色扮演者，情境涉

入的程度愈高，心流體驗也愈強烈。 

王妤甄（2011）的研究主要在探討攀岩者之認真性休閒特質與遊憩專門化及

心流體驗程度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認真性休閒、遊憩專門化及心流體驗會因為

參與者的背景不同而有所差異，但認真性休閒特質會正向且顯著影響遊憩專門化

及心流體驗，其中，「情感」對攀岩者之心流體驗程度具有預測性，是影響心流

體驗主要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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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角色扮演的涉入與心流體驗 

本節試圖從角色扮演者在參與角色扮演（出角）時的心得感想，歸納出角色

扮演時對於活動的涉入以及產生心流體驗的情形。此節將結合文獻探討，輔以高

詩涵（2011）的訪談逐字稿、ptt 電子佈告欄 Cosplay 版、巴哈姆特 cosplay 版及

asianbeat 線上流行文化網站中，「世界 Coser 大集合─台灣篇」的訪問內容等討論

串作為分析文本，以角色扮演為主要對象，來檢視角色扮演活動與產生心流體驗、

最佳經驗之八大樂趣（enjoyment）（Csikszentmihalyi, Harper et al.，1990）的關係，

並針對角色扮演者與活動的涉入做一完整的討論與分析。 

 

一、角色扮演與涉入 

在涉入的部分，本研究將以 McIntyre 與 Pigram（1992） 歸納出的持續性涉

入三大層面：吸引力、自我表現及中心性作為角色扮演者對活動涉入的指標，再

分別就角色扮演者的心得分享與討論內容，探討角色扮演活動在階段上的涉入情

形。 

 

 （一）吸引力（attraction） 

  吸引力包含了活動的重要性及愉悅性（McIntyre & Pigram，1992），因此       

活動參與者必須對於該活動體認到一定的重要性，才能有涉入的產生，當然， 

該活動對於參與者來說也必須有趣的。在分析的文本中，筆者發現，特別是       

對於首次角色扮演的新手 Coser 來說，更能體會到角色扮演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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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為了給女友一個驚喜，所以做了一套鋼鐵人服裝，由於自己完全不

曾涉及相關的領域，所以在網路上請教了許多大大，也因此認識了駝鳥

大大，讓我發現 Coser 充滿了熱情，而且毫不藏私的指導我，讓我很感

動！…原本我並沒有打算繼續做其他的服裝或參與活動，但這次的經驗

真的令我產生濃厚的興趣，希望能繼續和大家在 Cos 的世界一起分享與

交流！ （rockziva 小摩哥） 

（擷取自 巴哈姆特 cosplay 版『意外的進入 Cos 的世界』討論串） 

 

雖然此位新手 Coser 並不是從一開始對 Cosplay 或是動漫非常有興趣，但一次

意外的加入活動後，從他的心得可看出，Cosplay 對於他的吸引力以及活動的樂趣

遠超乎原本的想像。這就能構成該參與者對於活動有持續性涉入的契機。 

而角色扮演吸引 Coser 有持續性涉入的原因除了愉悅性之外，「重要性」也是

舉足輕重的要素。當 Coser 將角色扮演納為自己生活中那不可缺的一部分時，角色

扮演會如何改變他／她的生活，就憑藉這活動在 Coser 心中的重要性了。 

 

「COSPLAY 對我來說是讓自己學習到更多人生經驗，雖然單純是個人興

趣，但是經由接觸交流、服裝道具製作、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相關活動，在

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所投入的事物和方向，也會應用到日常生活上，

有人會因此去學習日文、開了工作室、學會了美術相關的技術，發現自己

平常不會發現的優點和能力，對我來說在這當中樂趣就是不斷的學習鍛鍊

自己!（燃燒）」 

─asianbeat 世界 Coser 大集合─台灣篇：Neneko 

 

就 Neneko 所分享的，角色扮演在她的生活中已不僅僅是一項活動，而是發展

自己生活圈、提升自我能力及找尋自我的媒介，更是刺激自己不斷學習的推動力。 

 

(二) 自我表現（self-experession） 

  就角色扮演的文獻言之，角色扮演活動旨在重現將喜愛的、虛擬的角色，    

故外觀的擬真是必備的，但是內在的神韻卻是考驗角色扮演著的一項任務。 

除此之外，角色扮演時，除了詮釋角色之外，出角的平台也成了 coser 展現    

http://home.gamer.com.tw/rockz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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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舞台。以下就 asianbeat 線上流行文化網站所訪問的資深 coser「狂間」

作為例子： 

 

「COS 對我而言是一個遊戲，而這個遊戲規則就是傳導一個角色在

我心目中的位置。每一次表現的角色，每一次妝感，每一次的姿態，

都是我試圖表現角色人格特質的時候，玩 COS 很簡單，最重要是態

度兩字。」         ─asianbeat 世界 coser 大集合─台灣篇：狂間 

          

「不論是甚麼樣角色類型，角色扮演都能展現出自己的一部分性格

與憧憬，也可以訓練自我觀察與揣摩的能力,把這些經由自己的雙手

與精神表現出來親身享受從 2 次元轉換成 3 次元的過程,就是最大的

滿足。」         ─asianbeat 世界 coser 大集合─台灣篇：AKUNA  

 

每一次的出角、設計的服裝與角色的設定給予 coser 在舞台上展演不同樣貌的

機會，也透過這種機會，讓 coser 不僅展現角色的多變風格，也趁著出角的時機，

展現一部分的自己，就像 AKUNA 所分享的，展現「自己一部分的的性格與憧憬」；

更有 coser 是藉由這個開放的空間讓自己有所改變，如另一位 coser「叉光」所表

示的，在接觸 Cosplay 後，覺得自己最大的變化是從原本較為內向、害羞的個性，

到現在比較勇於與其他人交流。故在 coser 試圖展現角色的特性時，給予了自己一

個突破與挑戰的時機，開發自己未知的那一面。 

 

(三) 中心性（centrality） 

    出角時，coser 可以選擇個人出角，也可以團體出角。由於角色扮演活動 

  有群性的特點（Nesic，2013），coser 出團一起 cos 某部動畫的角色常有所聞。

除了因為對於角色的喜愛而聚在一起，形成凝聚力之外，也能互相分享

Cosplay 時的感想與心得。再者，相對於主流文化，Cosplay 的文化相對小眾，

同好之間的交流與認同對 coser 來說更是極重要的存在。故除了對角色的喜

愛能支持著 coser 克服在準備過程中的困難之外，同儕的鼓舞與激勵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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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更是一大推力。因此，在角色扮演的涉入過程中，中心性就與 coser 間

的社交網絡密切相關。在 asianbeat 的訪談中，coser 席珍就表明： 

「對我來說,COSPLAY 最大的樂趣就是一件件的作品（角色）在自己和

朋友們的共同努力下由無到有的過程,以及完成時的那份喜悅。它讓我明

白…只要肯努力並有團結力,任何事情皆有實現的可能」。 

─asianbeat 世界 coser 大集合─台灣篇：席珍 

 

淒厲在巴哈姆特的訪談中也談到，她與朋友之間的互動是在 cosplay 時，印象

最為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大多是跟朋友一起外拍，從籌劃、討論到外拍完成，

跟朋友之間的互動、準備每個角色的回憶我都很珍惜」（淒厲，2011）。但令人訝

異的是，並不是所有 coser 原本就是朋友的關係，許多 coser 都是因為到場之後，

憑藉著各自對於這活動的支持與喜愛，且對 cosplay 這項活動認同的緣故，從陌生

人變成同好： 

 

YuYeh：「想當初，我一開始參加的場是那時候還在師大的 CW（第幾

場我忘了..~"~）那時候的大部分 COSER 都是憑藉對角色的愛還有開心

去 COS 的，所以常常可以看到那種彼此不認識的 COSER 只是因為 COS

同一部動漫畫的角色就可以一起聊的很開心，也可以看到那種超過 20

人的超大團，其實裡面大部分都是當天才認識的，只是因為對角色的愛

所以聚在一起…」                   

（擷取自巴哈姆特「男生玩 cosplay 真是吃力不討好啊」討論串） 

 

對於夜玖璃須來說，四年的 Cosplay 經歷與其他 coser 比較起來並不算太長，

但 Cosplay 於他而言，與其他 coser 較不同的是，他認為「Cosplay 就像是一個祭典，

集合一群有共同興趣和喜好的人表現自己對作品的熱愛，能夠欣賞每個人對每個

作品不同的愛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夜玖璃須，2013） 」。 

Cosplay 的特點除了外觀上的「特點」相當引人注目外，活動的準備期也相當

長，當然，依照 coser 所選擇的角色有所不同，從 AbyssCube 在 PTT 的 cosplay 版

中所分享的道具製作心得可以得知，要花上半年時間製作道具時有所聞，花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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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往往也超乎我們所想像，但從準備期起，coser 對於角色扮演的涉入就已經開

始，隨著時間的推進及道具的成形，帶給 coser 的成就感絕對非同小可，更由於 coser

能在活動中獲得愉悅感，體會到活動之於他／她的人生，佔有著一席重要的地位，

甚至是帶給他們生活上的刺激以及個性上的改變，最關鍵的是，coser 們在參與活

動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點，對於自己所認同的愛好有了同儕支持的力量後，更

生信心。每一個環節都促進 coser 對於角色扮演投入的更多、更深入，以至於很多

coser 一投身角色扮演，資歷超過十年的比比皆是。從李佳豪（2009）的研究中可

以得知，深度休閒特質愈明顯的角色扮演者，情境涉入的程度愈高，但由本節內

容看來，持續性涉入對於角色扮演者在情境涉入時投入程度的高低有更深遠的影

響。  

 

二、角色扮演與心流體驗 

承上一節的內容，本研究將心流體驗定義為「意指一個人完全沉浸於某種活

動中，無視於其他事物存在的狀態（Csikszentmihalyi, Harper et al. 1990），並有以

下特徵：有明確的目標及回應、有絕對的專注力、愉悅感、自我意識降低、技巧

與挑戰之間的平衡、對於環境的控制力、以及時間感的流失」。八大樂趣分列為以

下： 

 

（一） 一份可完成的工作（challenge-skill balance）。 

   參與者能夠產生心流體驗的要素除了要能沉浸在活動中，必要的條件即    

  是技巧─挑戰的程度要等量。也就是說，若技巧高於挑戰，則參與者容易感到  

  無聊、乏味；而挑戰高於技巧的話，則容易產生焦慮，就像 Csikszentmihalyi 

  （1975）提出的原始心流模式（Three Channel Flow Model），如圖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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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原始心流模式 （Three Channel Flow Model） 

資料來源：M. Csikszentmihalyi （1975）. 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49. 

 

而對於角色扮演者（coser）來說，選擇角色就是參與活動的最初步，此時 coser

將會衡量自身的條件，例如：外型、身材等與所要 cos 的角色形象的差異程度，像

是在高詩涵（2011）的受訪者「小影」所說的：「我本來就長得比較中性這樣，所

以…又男角都出這麼久了，就自然不會習慣去出女角，怕自己會不像阿，加上我

對自己的身材真的沒什麼信心…」。 

除了 coser 本身的天生外在條件之外，另外就是要考驗 coser 製作服裝、道具

以及妝、髮的功力了。由於 coser 扮演的角色都從動漫、電玩等素材而來，形象天

馬行空、富有豐富的想像力，因此對於 coser 來說，要淋漓盡致地呈現該角色的外

在就會是一大挑戰了，例如受訪者「冰」所說的：「我覺得抓不到神韻很慘，而且

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較偏女性，所以就沒辦法出男生這樣，還有一個方面可能是我

的化妝功力受限吧…我只比較會畫女角的妝」。 

 

也由於角色扮演的本質就是要模仿特定的角色，為了達到形神俱似的標準，

常常讓許多玩家花費一番工夫及苦心、時間及金錢，才能達到自己要求的標準，

而這標準得憑藉玩家自己的認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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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也是不適合扮劍心，不管是任何一方面,但就是喜歡啊 

      我覺得不必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不然自己會累死~~ 

      只要想著"try my best"的心態，用虔誠的心去 co （cos） 

      努力的把角色的神演出來，那就會不錯了 

（擷取自巴哈姆特 cosplay 版「男生玩 cosplay 真是吃力不討好啊」討論串） 

 

（二） 能夠全神貫注（merging of action、awareness）。 

    若是活動參與者能將專注力集中在活動上，那麼心流體驗才有可能發 

     生。也就是說，要產生心流體驗的首要條件，就是參與者的全部注意力了。 

 

    訪問者：那你到場次 cos 的時候，是覺得變了一個人嗎？ 

    受訪者（豆）：就是要把自己的個性…全部融合到那個角色身上，對！   

        你就是要把自己變成那個角色。 

    訪問者：所以當時你的心境是在扮演另外一個人？ 

    受訪者（豆）：對，就是不能被其他事情所擾亂，就是盡情地去扮他就 

        對了… 

─節錄自高詩涵（2010） 訪談逐字稿 

 

縱使角色扮演的本質是模仿，但「神韻」的掌握也是角色扮演活動一個關鍵

點，若是角色扮演者只是針對外觀進行最表層的臨摹，那就可能無法達到角色扮

演理想化的真諦了。 

 

（三） 有明確的目標（Clear goals）。 

    第二章提及角色扮演者在參與角色扮演活動之前，最重要的即是「角色  

  決定」，這個步驟會決定 coser 在 Cosplay 時，對於該活動投入的程度多寡。 

  許多玩家對於 Cosplay 角色的選擇第一要件即是要對角色充滿足夠的「愛」， 

  對這個角色的認識要夠深入、仔細、透徹，要能貫徹這份「愛」直到克服準  

   備服裝、道具時會遇到的難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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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看到喜歡的角色，親手做出他的衣服，跟你去砸錢做衣服之後拿

到衣服的感覺是絕對不同的，我 COS 的角色也不多：五飛（剛彈 W）

-->奇爾（夢奇）-->露露（太十），了不起也才這三個而已… 

奇爾肩膀上面的護肩（?）是自己去五金行買鋁片回來加工的；           

露露衣服上面的花紋是用厚紙版割出圖案之後，用顏料一筆一筆劃上

去的，在做衣服的時候，那種感覺是很辛苦但快樂的…─YuYeh 

（擷取自巴哈姆特 cosplay 版「男生玩 cosplay 真是吃力不討好啊」討論串） 

 

    就如同 YuYeh 一樣，在準備過程中，自己一針一線縫製服裝時，也一併注入

了對角色的熱愛，這份感覺會一直持續、積累至完成展現整體角色扮演的那一刻，

甚至是持續至活動結束後，仍然讓許多玩家覺得滿足、有成就感，感動無法自已。 

 

（四） 即時回饋（Unambiguous feedback）。   

   近幾年，Cosplay 的玩家越來越多，大眾對 Cosplay 活動也漸漸熟悉，再加        

上網路資訊的發達，許多玩家會將自己當天出角的形象拍下，並上傳至部落格

或網路相簿，形成與同好交流的途徑之一，當然，也成為角色扮演者成就感與

認同感與支持的來源之一。 

    

受訪者（小影）：…他會想來跟你拍，也是給自己一種肯定阿，就你出的

好人家才會想來跟你拍照阿，就…其實…也滿足到了我的虛榮

心。 

訪問者：所以有人喜歡你 cos 的角色你會很開心？ 

受訪者（小影）：對阿，因為有人肯定你啊，就…受到肯定的感覺都是 

                好的。       ─節錄自高詩涵（2010） 訪談逐字稿 

 

我目前出過的角色，有的很多人拍，有得很少人拍，拍照是給予

COSPLAYER 的一種肯定，當自己喜歡的角色被拍照者認出來表示自己成

功了… 

（擷取自巴哈姆特 cosplay 版男生玩 cosplay 真是吃力不討好啊討論串） 

  

由此可了解，角色扮演相當看重外觀的「可辨識性」（白超熠，2006），當角

色扮演者被要求合照時，就是一種對於角色模仿的認同與支持，此舉常常會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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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er 莫大的鼓勵與自信，也因為這種即時回饋讓 coser 在當下的體驗會更加深刻。 

 

（五） 自我意識降低（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 

   角色扮演與其他活動不同之處在於，活動參與者融入活動的方式不同。當 

   角色扮演者融入活動時，是將自己當成活動的一部分，將自己抽離，而投身於  

   另一個角色當中。因此，在角色扮演時，coser 必須拋棄自己原有的想法與生活 

   習慣，揣摩欲模仿的角色的樣態，如此才算是成功的 Cosplay。 

 

訪問者：「那當你出角到活動現場的時候，有沒有覺得跟平常的自己感覺 

不一樣？」 

受訪者（逸）：「感覺起來既受融入到那種非常歡樂的情境吧，會比較放 

             得開」 

受訪者（蛇）：「就是會…因為 cos 的境界不外乎是…就是要把那個角色 

             詮釋到 100 分嘛，那就連那角色的個性你也要詮釋到位…  

             如果我心裡一直想著我很冷酷、很冷酷，那我拍起來的照 

             片…基本上就是會往那個方向走…那就代表我那個時候    

             的心境已經到達那個角色應該要有的表情，那個…感覺都 

             有到…」         ─節錄自高詩涵（2010） 訪談逐字稿 

 

如同「逸」所說的，在角色扮演時，有時需要比較誇張的動作來展現角色的

特色，這時就必須拋開平時的習慣，必須得「放得開」；又像是「蛇」表示的，在

投身進入另一個角色時，必須與自己「對話」，讓自己進入所想望的樣態，說是催

眠也好，說服也罷，只要能讓自己信服，就能拋開原有的自我，完成角色的臨摹。 

本節分析了角色扮演者參與活動時、活動後的心得，再輔以專訪內容做為文

本評析的來源，意圖了解角色扮演帶給參與者（coser）的心流體驗及涉入情況。

就涉入的情況而言，角色扮演者從最初角色的選擇、角色的服裝製作、道具及    

妝髮的設計開始，就已經有持續性涉入的產生，對 coser 而言，角色扮演活動在他

們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所能帶來的愉悅感不可言喻，而這也是支持他們繼續角色

扮演的動力。進而到真正出角時，能夠在舞台上展現所要呈現的風貌，就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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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己的機會，無論是表現出角色原汁原味的模樣，或是加入自己的詮釋，當

coser 站在舞台上，或多或少融合了一部份自己的個性與風格，所以就當兩人呈現

相同角色時，同樣的角色卻因 coser 的不同揣摩而有不同的韻味。縱使出角時，展

現的都是coser個人的風貌，但coser 之間的網絡一直都是支持他們完成自己目標、

相互扶持的力量，也因為這種互相認同的關係，讓 coser 們在相對小眾的文化中，

得以找到支持與理解對於角色扮演活動的熱情與喜愛。由階段上來看，coser 在準

備期、過程中及過程後達到了持續性涉入的吸引力、自我表現及中心性等三個面

向，因而可看出，coser 在角色扮演活動中持續性涉入的情形。而就分析的內容可

見，研究者歸納了文本中涉及心流體驗的幾個重要的元素：分別是一份可完成的

工作、明確的目標、能夠全神貫注、即時回饋以及自我意識的降低等。這五大要

素及持續性涉入的三個層面將構成本研究比較角色扮演者與自助旅行者將背包客

角色扮演化的對照表，其中角色扮演者在參與活動時，對於活動有持續性涉入及

心流體驗的特點，也用以探討台灣旅歐的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是否也有像

coser 進行角色扮演活動時的體驗，以及潛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背包客角色扮演化的

行為，而此對照表也成為研究者發展訪談問題的內容依據。 

對照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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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要素 項目 特點  
自助旅行者實踐背包客角

色扮演化的特點 

持 

續 

性 

涉 

入 

吸引力 

（重要性、  

愉悅性） 

事前準備 

選擇角色、 

研擬性格、 

揣摩個性、 

服裝製作、 

妝容研究、 

動作神態模仿 

 1. 對於背包客的意象或

特徵有顯著的想法。 

2. 能舉出是背包客的人

物。 

3. 明白構成背包客的特

點。 

自我表現 出角 

現場出角、 

形象展現、 

跳脫自我、 

融入角色 

 

認為自己是以背包客的身

份完成旅行。 

中心性 人際網絡 

認識同好、 

互相交流、 

尋求認同、 

增加自信心 

 1. 能夠在旅行中結交同

好。 

2. 可以/意圖在旅行中與

當地人、旅人互相交

流。 

心 

流 

體 

驗 

一份可完成

的工作 
準備期 

衡量挑戰與技

巧間的平衡 
 

能夠規劃自己的行程並衡

量自己的軟、硬體條件。 

明確的目標 了解角色 
 明白自己是以自助旅行/背

包客方式完成旅行。 

能全神貫注 

出角 

突破或挑戰、

傳達想法、 

展現自我 

 
1. 突破自我。 

2. 在旅行過程中能表達

自己的想法並實踐。 

即時回饋 

得到同好的認

同與肯定、 

感到快樂而愉

悅、 

獲得成就感 

 

1. 在旅行中獲得愉悅感。 

2. 從旅行獲得成就感。 

自我意識的

降低 

拋開自我，並

投身於另一個

角色中 

 在旅行中，個性、想法及

價值觀有所改變，並試圖

成為設定的目標。 

表 10 角色扮演持續性涉入與心流體驗發展特點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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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旅行者、背包客的涉入與心流體驗 

本節主要以背包客作家的著作、書籍為文本，分析其採用背包客旅遊方式時，

記錄下來之心得與感想，比較其與角色扮演之涉入與心流體驗的異同之處。本研

究分析的文本為： 

一、 《背包十年 : 我的職業是旅行》─作者小鵬講述其以十年的背包經驗，遊歷   

 世界的體驗。 

二、 《直到路的盡頭》─張子午著。張子午於 2007 年獲選第三屆雲門舞集流浪者   

 計畫，獨自以自行車橫貫歐亞大陸。該書紀錄了他一個人與一台自行車流  

 浪 15000 公里的故事。 

三、 《愛自己 就一個人去旅行》─愚娜著。作者在三十歲生日前決定送給自己一 

 份生命的大禮：「一個人去旅行」。本書主要作者三段旅程的感動紀實。 

四、 《旅行，一個人小確幸中》─Milly 著。作者從決定自己遊日本開始，就繼續 

 了一連串的一個人旅行，作者感性的筆觸為自助旅行帶來許多浪漫的想 

 像。 

五、 《背包台客勇闖天涯》─劉哲瑜（藍白拖）著。畢業一年三個月後，作者提

出了辭呈，理由是「進修夢想與人生」。本書記述作者不闇外語、獨自旅行

一年的有趣記事。 

 

上述皆是以自助旅行為主的著作，或許無法從書名窺知作者是否自詡為背包

客，但從其敘述的旅行方式與旅遊的偏好，例如：選擇較為便宜的住宿、長時間

的旅行、自行規劃的行程、深入了解當地文化等，皆能推測作者是以背包旅行的

方式完成各自的探險。又，無論是旅遊記趣或是人生記實，筆者拜讀以上著作後，

試圖分析字裡行間是否也有涉入與心流體驗，後與角色扮演者的內容對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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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性涉入 

（一） 吸引力 

   就吸引力的部分而言，自助旅行者/背包客在選擇旅遊目的上的原因眾多，      

    舉凡是：因為小時候在週記上寫上「我一定要去巴黎」的願望，長大後自助

旅行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巴黎（小鵬，2010）；或是一股冥冥之中出現的力量，

召喚旅者必須去西藏一趟，發現自我、發現人生（愚娜，2013）；或是像張子

午一樣，想要騎自行車穿越歐亞大陸這片廣大相連的土地（張子午，2010）；

又像是受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啟發的劉哲瑜一樣，因為血液裡那股

革命因子的竄動，發現自己原來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毅然決然踏上用三十萬元

的存款，企圖在國外旅行一年的旅程。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上述的旅者，或

更可稱為人生的探險家，他們對於旅行的渴望與期待遠遠超過我們所能估計，

除了增加自己旅行存款簿的數字之外，更確定了能握有人生掌控權的是自己，

而非他人。 

 

「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印象非常深刻，那種

拋下既有生活模式、前往探索未知的可能，令我大受震撼…我突然想通

了一件事，原來人可以有不一樣的選擇。」（劉哲瑜（藍白拖），2011） 

 

在這邊，旅者與背包客對於旅行的想法，內在的驅力遠大於現實生活的考驗，

回顧李佳豪（2009）所提及角色扮演的進程中，就是這股強大而堅定的驅力，促

使著旅者排除可能遇到的困難，一心向著目標前行。 

 

「二十六歲那年一個人歐洲背包旅行後製造出的自信，是日後一個人步

上旅途的養分。多年來習慣著一個意念泛起就一個人上路旅行去，不確

信的不安依然是存在的，但是也總會期待著，旅行中那跨越不安後滲透

進身體裡的滿足和愉悅。」（Milly，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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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旅行中的愉悅感從何而來？旅行並不似角色扮演一樣，舞台下有充滿崇拜

眼神的觀眾，也沒有象徵認同的鎂光燈閃爍著，旅行帶來的愉悅只有旅者本身可

以體會與感受。如同 Milly 說的，因為旅行中的不確定感，當那股不安被克服後，

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於自己的肯定，而那份愉悅卻是無法比喻的。 

 

（二） 自我表現 

   與角色扮演活動比較而言，自助旅行者的舞台是廣大的土地，或是前方未   

   知的道路，而觀眾是自己的眼睛與內心。在自助旅行的過程中，旅者無法像角   

   色扮演一般，展示自己不一樣的面貌，相對於外顯的變化，旅人內心對於自己 

   的轉變，是值得細細咀嚼、體會的。 

 

「旅行的過程有時也像一場學習生存的實戰，我們不知道自己有生以來

的底線在哪裡？潛能有多麼無窮無盡？直到我們終於可以看到其實非常

顯而易見，而我們總是視而不見的一些東西，旅行於是對我們有了不同

的『意義』。」（愚娜 2013） 

 

旅行的意義見仁見智，對於採用自助旅行的旅人來說，意義只能自己體會。

用自行車穿越歐亞大陸的張子午就是如此，我們無法想像在他試圖強壓下內心的

恐懼、拂去過去對於隧道的陰霾時，到底是如何堅持著自己的信念，踩著踏板努

力地往前。 

 

「這是一場自己一人的長征，在後面追逐、牽絆、威脅的敵人，只有我

自己。」（張子午，2010） 

 

與角色扮演者一樣，在準備出角的過程中，為了道具到處請教、為了妝容試

過一次又一次，只為了在出角當天好好展現自己的成果，只有自己清楚箇中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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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地，旅人在旅行中自我展現的能耐只有自己最清楚，有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

也只能捫心自問。 

 

（三） 中心性 

 

「原來，每一個旅行者真的只是一顆孤獨星球。 

  原來，孤獨是自由的另一個名字。」（小鵬，2010） 

 

   雖說自助旅行者或是背包客大部分都是獨自行動，但對於初次採用自助旅   

   行的旅者來說，結伴同行無非也是一個好選擇，尤其是赴往相對於台灣文化差  

   異性較大的歐洲大陸，若能結伴同行，安全感自然會提高許多，再者，在外觀 

   及生理上較男性弱勢的女性旅者，也傾向結伴同行。而獨自行動的旅者仍不在 

   少數，在他們旅行的過程中，或許無法與同伴暢談，但也因為如此，多了更多 

   機會用感官仔細體會不一樣的視野與景象。 

 

「一個人旅行不寂寞嗎？經常會被問到。 

答案是當然會寂寞的，寂寞是一個人旅行的必備品。 

不過正因為這寂寞，讓自己的心更敏銳，可以五感品味每一個好奇的國度。」                    

                                                  （Milly，2011） 

 

但也因為如此，縱使孤獨，卻得到更多自由結交新朋友、同好。在愚娜（2013）

前往西藏的旅行就是如此。因為高山症與天氣嚴峻的關係，而與互不相識的旅人

結為好友：「我們四人的革命情感，就建立在這數日來的甘甜與共，以及手中這杯

共飲的熱咖啡裡，延續至今。」又或像是張子午一樣，「在緊迫的趕路、移動的過

程中，這是第一次「接近」人們的生活，雖然短暫，卻有無比重要的意義─藉由偶

然的接觸、相遇，我彷彿已不是獨自一人」，這就是旅人在旅行中的人際網絡，他

們結交的不只是旅行的同好，更可能深入當地人生活後，與他們的生活有所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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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在確定出發，前往目的地之前，與角色扮演者相同的是，都必須找到那

個驅動自己的原動力，就像是找到對於角色喜愛的熱忱一樣，旅人也必須了解，

對於旅行，自己是否也有那股力量能支持自己從原本的生活習慣、熟悉的語言以

及再清楚不過的文化中脫離，前往未知的環境與或許充滿危險與挑戰的地方。而

由於如此，在釐清自己的想法後，從決心要踏上旅程的那一刻起，旅行就已經開

始。 

 

二、心流體驗 

在心流體驗部分，筆者欲從上述文本中，歸納出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

能夠獲得與角色扮演活動中同樣的心流體驗，試圖比較其中的異同。 

(一) 一份可完成的工作 

    對於選擇自助旅行方式的旅者來說，旅行不僅僅是打包好行囊即可，他

們必須準備的，包含食衣住行各方面都得自己打理，對於這部分，自助旅行

者必須斤斤計較，而背包客更得錙銖必較。 

 

在與同伴到越南旅行時發現，錢即將花到一毛不剩，竭盡所能找到最便

宜的旅宿，與司機大哥討價還價後，終於順利抵達機場。這時他說：雖

然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旅行結束時將錢花到一分不剩，但很享受這種山窮

水盡後再柳暗花明的感覺。如果總是一帆風順，那就變成旅行團了。（小

鵬，2010） 

 

而像小鵬這樣差點將錢花到一分不剩的情形很容易出現，但也像他說的，

這是旅行額外的刺激，也是跟團旅行所無法感受的。但絕大部分的旅者都會

像藍白拖（劉哲瑜）一樣，「計算」著自己每日的「配額」：「原本我的住宿預

算是一晚 6 美元，最後卻很失敗地找到一間一晚 9 美元的單人房」。除了金錢

上的花費之外，還有行程的規劃與交通也是自助旅行者在旅行中必定會面臨

到的挑戰，而這也是考驗著旅人的耐性與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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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夠全神貫注 

總的來說，旅行的時間是連續性的，從連貫的特質上來看，我們無法將

之切割，因此，就「專注於活動」的特點來說，筆者欲從旅人專心於「事件」

上的層面談起。自己在東京旅行的 Milly 就是如此，因為有充裕的時間，所以

Milly 採用的是鐵軌旅行，搭著火車從東京出發，選定一個有目標的車站下車

後，就隨性地沿著鐵道「走」回去，就 Milly 自述，他一次都可以走上兩三個

小時，原因為何？就是因為他沉溺在一個人邊走邊發現的樂趣中，當這樂趣

延長時，沉溺的過程與時間也隨之增長。 

 

(三) 明確的目標 

旅人要踏上旅途之前，總是會對還是未知數的行程有所顧慮。對於時間

較長的背包客來說，更是如此。例如小鵬即花了十年的時間，完成他的背包

旅行；劉哲瑜也是花光自己的積蓄，踏上為期一年的背包之旅。要下定揮別

舊有生活的決心的確不容易，對旅人來說，這裡的目標不僅僅只是踏上旅程

而已，更是完成自己人生的目標。 

 

「旅行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去了解『生命中沒有所謂應當如此。』你

以為安全的道路，不一定真正安全；你以為的風險，有時其實是無盡機

遇。旅行，是去顛覆人生原有的框架，打破以後再重新塑造的一個美妙

過程。」（愚娜，2013） 

 

要像愚娜一樣，勇於打破人生固有的框架確實不容易，這勇氣得來不易，

要能維持還需要一定的耐性，之後還得塑造一個美妙的過程就憑個人在旅程

中對自己的重新認識與體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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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即時回饋 

不像角色扮演活動那樣，自助旅行者無法得到他人的拍照要求當作認同

與回饋，但旅人可以得到的卻是無法預期的對待。當張子午到達哈薩克時，

因為天氣過份地炎熱，又無法找到投宿的旅店、往外的交通也沒著落時，他

遇見了一群在哈薩克鋼鐵廠工作的中國工人，他記敘： 

 

「工人們熱情招呼我坐下，桌上一大碗紅燒燉肉香味撲鼻，深怕我

餓壞一樣…「我們這邊環境不怎麼樣，你也看到，條件就這樣了，

將就一點，來到這裡就像回家了。下次有機會來我們東北老家，再

好好招待你！」…雖然這裡炎熱、骯髒，但每一張寬後無私的臉龐、

每個人自在光裸的胸膛，讓我真的覺得，回到家了。」 

 

這種最陌生的熟悉感，就是在旅途中最得來不易的回饋與寶藏。也因為如此，

獨自踏上旅程的旅人們從來不孤獨。 

 

（五） 自我意識降低 

     對於旅人來說，因為旅途上無法預期的狀況實在太多，且深不可測，正

由於如此，旅人在旅途中往往期待的下一個無法預知的「驚喜」，一個讓自

己重新認識自己或世界的驚喜。愚娜的西藏之旅就是一段讓自己驚喜的旅

程，當喇嘛為她祈福祝禱時，她拼命地想產生感動，但徒勞無功，不過，

就在她離開時與喇嘛眼神交會的那一剎那，她說： 

 

「那一刻…喇嘛引領我看見他心中善的世界…，教我不安地發現：『原來   

  我的眼中，竟然只有自己』…」 

 

收到這份「驚喜」後，愚娜的內心就像她自述的：「像是剛經過一場沖刷，開

始透出一些湛藍」，這種透過別人看自己的儀式確實得來不易，從她的文字中  可

以感受這份感動來自內心深處且無比震撼，而這就是旅行中無法預期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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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活動與自助旅行是兩個迴異的領域，從親身經驗中，筆者發現這兩

個領域似乎有所連結，就涉入與心流體驗的特點來說，角色扮演及自助旅行皆能

讓活動參與者產生內在驅力，進而維持著熱忱，以致進入活動中，甚至延續至活

動結束之後，再接續著下一次的出角或是旅行。惟筆者欲就與近兩年旅歐的台灣

自助旅行者的訪談中了解，究竟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角色扮演的成分多寡，

且帶來的涉入與心流體驗與文本分析的內容的差異性程度。訪談內容分析將於第

五章呈現，並於第六章就文本的分析與訪問內容結果做一完整的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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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我角色定位與自我形象呈現 

本研究共訪問了九位到過歐洲旅行的旅人，其中因為職業關係，旅遊的天數

不等，短則十天，長至兩個月；以能自我規畫行程、安排路線、景點等，採取自

助旅行的方式完成旅行的旅人為主。其中有結伴同行的，獨自旅行的，也有兩者

都有，視國家而定的類型。本章依據訪談的內容，分析、歸納成以下三節，欲透

過受訪者的分享，了解自助旅行者在旅行時的自我角色定位，在一個異國的環境

之下，自助旅行者有什麼樣的自我形象的呈現。 

第一節 自主、自助、自我滿足 

自助旅行與團體旅遊最大的不同即是行程規劃的自由度（李佳蓉，2005），在

旅行過程中的大小事都需要旅人自行打理、規劃，而會採取這種旅行方式的旅者，

都是受「能自己掌握行程的時間與彈性」這個特點所吸引，偏好自助旅行而不考

慮團體旅遊。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自助旅行比較好玩，而且較能深入、

融入當地生活，而不是像是旅行團那樣走馬看花而已。例如： 

 

自己決定自己的行程，自己調配時間…（Amber） 

 

自助比較好玩..我想要能夠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比較能夠照我想走的 

去走跟團大部分都是走馬看花，時間很短，如果想要多停留也沒辦法… 

自助比較能看到我想看的東西，跟當地人一些事務性的接觸，跟團是無 

法辦到的，自己的話，整個過程都要自己處理，都必須跟當地人接觸， 

會更印象深刻…（Eason） 

 

但也有自助旅行者相當清楚自己旅遊的目的，一旦有過與旅伴取向不一樣的

經驗後，這位受訪者幾乎都是一個人自助旅行，對於自己有興趣的地點、國家、

城市以及想要參觀的博物館等，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一有假期時，都能立刻做決

定，展現十足的自主、自決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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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喜歡自己去的，行程安排上比較自由，還有取向…因為我比較喜歡看 

博物館，比較少參考旅遊書，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想法，自己想去的地 

方已經很明確了，所以就不會特別參考誰的...而且我喜歡的東西可能跟 

其他人的不太一樣，我會自己去 search 自己要去的點…等 （Julia） 

 

自助旅行特別能看到旅人對於目的地選擇的自主性，他們的取向與喜好相當

明確，因此在決定目的地時，尤其能展現他們自主的行為。在角色扮演的部分亦

同，coser 在選擇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必須相當確定，一為是否真的很喜歡該角色，

二為能產出該角色需要的道具及物件，coser 必須自己對自己的想法有全面的了解

及認同，才能踏出角色扮演的第一步─選角。因此，自主性無論對自助旅行者或是

角色扮演者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就自主性再言，自助旅行的確是能提供旅人相當大的彈性，在時間上及路線

上都可以有很大的協商空間。而對部分受訪者來說，除了這方面的優點之外，對

於喜歡交朋友的人來說，自助旅行也是一種很好認識來自世界各地同好的途徑： 

 

比較能跟當地人接觸..如果住 hostel 的話，能認識世界各地的人，很棒… 

能夠在當地慢慢晃，可以有較深刻的對話，甚至到當地人家作客！ 

                                                      （Athena） 

 

就像 Athena 說的，她在義大利的自助的時候，獨自一個人在羅馬待了五天，

五天之中，每天都和不同的人在羅馬的巷道中留下足跡。雖然一個人旅行無法分

享眼前的美景，但她卻覺得比跟旅伴一起旅遊還特別好玩！這種遇到同好的喜悅

與興奮感在角色扮演活動中也可以見到，許多 coser 在會場中遇到同好之後，都可

能有一起集體出角的機會。這種藉由活動認識同好產生的情誼本來就難能可貴，

也因此在角色扮演者群體之中，都會有 coser 認為在角色扮演活動中最珍貴、難得

的經驗就是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 Athena 的訪談中她也提到，仍舊與

許多在旅程中認識的朋友保持聯絡，甚至有一個韓國朋友因而到台灣來旅遊。雖

然這兩種活動性質相當迥異，認識新朋友可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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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主性之外，筆者從訪談內容中也發現到，受訪者對於自助旅行都顯得

很滿意，且都覺得很好玩、印象深刻。訪問者之中有一對新婚夫妻，這次到德國

自助旅行，也是他們的蜜月行，因此取向又有些不同，都是上班族的他們，對於

難得的蜜月假期的規劃，一點都不貪心，只選取自己想要去的景點為主，能夠符

合他們需求的，自助旅行比一般的蜜月團要來的合適許多： 

 

想去自己想去的景點-新天鵝堡，主要是放鬆，所以有去到自己想去的 

就夠。（泡泡） 

 

除了滿足自己能夠隨意選擇想去的景點及國家之外，也有旅人採取自助的目

的純粹只是想要有「長時間的旅行」，也因為如此，對長時間旅行情有獨鍾的       

Janice，就認為歐洲就是一個很適合長時間旅行的起始點，在這塊鐵路、大眾交通

運輸方式四通八達的大陸，對於自助旅行者來說，只要能夠來到歐洲，就有機會

能用一張機票玩透透，看遍各國的風土人文。 

每個受訪者採取自助旅行的原因和狀況都不太相同，但是從他們的言談發現，

受訪者對於自助旅行的認知都相當了解，他們認為只要能自己一手安排行程，就

是自助旅行者，對於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也很有想法，並且能透過尋找當地住宿、

交通方式等過程，得到樂趣，像 Amber 就這麼說： 

 

喜歡從頭開始規劃，例如找機票住宿阿，都是一種樂趣..像是找飯店，我 

也很喜歡，第一個會先對當地有初步的了解，然後旅行就有一個架構出 

來，會開始依據你的行程、你的交通開始安排，會覺得…旅行就從這個 

時候開始！（Amber） 

 

「旅行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沒有錯，當自助旅行者在規劃自己的行程、尋

找旅店、訂購機票時，他們就已經有持續性涉入的產生，因為受目的地的吸引，

進而喜愛，藉由內心的驅力，就算必須花費比跟團的旅客要多的時間，為旅行做

準備，也在所不惜。縱使許多受訪者旅行的目的都是放鬆、度假，但是在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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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要做的功課、要完成的手續可不一般，通常都需要縝密的思考與細心的研

究，如此耗費工夫的作業，怎麼讓旅人能甘心、甘願採用自助旅行這種相對累人

的方式完成一趟旅行呢？ 

訪談之後，筆者發現，自助旅行與跟團式旅行比起來，相當不輕鬆，但仍受

到旅人偏好的原因就是在於有沒有得到滿足。此次的受訪者認為去自助旅行就是

去放鬆、度假，事前的準備工作對他們來說都非難事，雖然繁瑣，但自助旅行在

他們的生活中已經有了難以取代的重要性： 

 

三不五時都在規畫下一趟旅行要去哪，不管是短程還遠程。自助旅行在 

生活上幾乎是超過工作的比重…自助是生活的一大部分，所以除了工作 

之外，就是旅行…（Stephen） 

 

喜歡自助旅行的原因是一方面了解當地，另一方面是過自己想要的生活…（Katy） 

 

對於受訪者而言，旅行並不只是空間的轉換與移動，也不是將自己的眼前填

滿異國風光、滿手戰利品地回來而已，Stephen 就認為「自助旅行是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工作之外，就是旅行。在他的想法中，規劃旅行遠超過工作之於生活的重要

性，這麼說來，「自助旅行其實就是生活」，生活即旅行，旅行即是生活！而 Katy

的論點也很有趣，她認為除了能藉由自助旅行了解當地，亦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透過自助旅行，她在尋找自己心中嚮往的生活模式與方式，又或許在自助旅行的

過程中，就是她體驗生活的開始。 

至此，讓筆者好奇的是，受訪者的言談中對於自助旅行的喜愛程度可見一斑，

但是對於自助旅行繁瑣的行前準備、旅行中可能遭遇的未知的人事物、意料之外

的情形或危險，他們都不會輕易放棄，為的就是能踏上旅程。這種喜愛的程度與

角色扮演者為了出角，必須花費的時間、心血與金錢的程度不相上下。回顧角色

扮演的過程，從一開始選定角色之後，coser 就必須對該角色有透徹的了解，對於

所需要的道具、服裝等，更需要花費不少心思、勞力以及金錢，花費的功夫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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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歷過的人應該無法想像。從 cosplay 論壇中常常可以聽到有 coser 花了三個

月或長達半年的時間，就是為了準備角色需要的盾牌或是道具。然而，對他們來

說，角色扮演也不再僅僅是一項休閒活動而已，更重要的是，角色扮演在許多 coser

的心中，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以先前提及的 coser 訪談為例： 

 

COSPLAY 對我來說是讓自己學習到更多人生經驗，雖然單純是個人興

趣，但是經由接觸交流、服裝道具製作、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相關活動，

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所投入的事物和方向。 

（asianbeat 世界 coser 大集合─台灣篇：Neneko） 

 

於此也能看出 cosplay 對於 coser 生活的重要性，以 Neneko 為例，cosplay 讓

她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為她的人生描繪出更清楚的輪廓。這麼看來，

不論是自助旅行或是角色扮演，參與者都有涉入的產生，分別的活動中也都有出

現心流體驗。而就角色扮演來說，能夠讓自己投入在另一個角色當中，扮演「他

人」進而獲得成就感與滿足，透過先前的文獻與研究及交流平台的論述，可窺知

一二，亦能為筆者所體會。然而，自助旅行者並不像角色扮演的參與者一樣，他

們無從選擇一個固定的文本、範例去稜摩、仿效，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受訪者

能對自助旅行如此著迷呢？他們在旅行中又有什麼獨特的體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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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脫離 

許多受訪者被問及此次旅行的目的為何時，九位受訪者中，就有七位是回答

「去放鬆、玩樂、度假」等，但是要達到「放鬆、度假」的門檻，似乎在台灣就

可以完成。而且相較之下，需要花費的金額或許還不及出國自助旅行這麼多，那

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自助旅行愛好者不惜花費，就是要跨出國門，來場自

助、自主的旅行呢？ 

在訪問的過程中，許多受訪者對於台灣的美景風光也是給予贊同，但最後仍

舊選擇出國的原因都是覺得「在國外，就是比較放鬆阿！」 

 

國外的氣氛比較放鬆，覺得國外的景色比較開闊…（老王） 

 

在國外就放鬆，把自己丟在那邊.. （Julia） 

 

去那邊也很放鬆，跳脫原來的生活，就像做夢一樣…（Janice） 

 

在這樣的回答下，研究者不免有難道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疑問，但

在與受訪者細談之後，發現許多自助旅行者藉由旅行拋開自己原本被社會所賦予

的工作、責任與角色。當過了海關、上了飛機這兩個象徵式的動作與台灣脫離之

後，旅行就此正式展開，從那時開始，飛機載著前往目的地的「我」，並不再是原

本生活在台灣的「我」，而是「我想要成為的樣子」，或是一個「我所不知道要呈

現的樣子」，又或是「我為了別人而呈現的樣子」。 

藉由這種空間的切割與分離，在台灣的自己已經被全數拋棄，自己原本所承

載的一切，包含著關係、工作、責任、社會角色等，都可以被切割，從飛機起飛

的那一刻開始，自己不再是別人的女兒、姊妹、隔壁的鄰居、同事、下屬、社會

認知的職業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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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層面是，你想要離開，到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去，把自己抽離… 

抽離原本的環境，將自己從原本現實中的角色，全數抽離…（Athena） 

 

旅行的時候 就拋開所有角色，旅行可以完全忘卻你的真實生活，原本角 

色連結都是沒有的。（Janice） 

 

與角色扮演相同的是，當旅者揮別自己原本被賦予的角色之後，也不必因此

而有所規範，反而能夠擁有之前所無法擁有的自由，因為再也不必扮演「他人眼

中的自己」，而是呈現「另一個樣貌的自己」，他們就像 coser 一樣，拋開了原有的

自我，而投入到另一個自己選定的角色中： 

 

因為從小就跟爸媽住，覺得束縛感很重，所以自助旅行那種自由度對我

來說很難得…每次的自助旅行對我來說都是一個讓自己好好享受的時間

吧…（Katy） 

 

以上的受訪者都認為，自助旅行有助於他們切割與台灣的一切生活，讓他們

從在台灣所必須要扮演的角色中「脫離」，也因為身處異地的關係，揮別原本的角

色容易許多，眼前所見的盡是與台灣不一樣的景色，接觸到的人的生活方式與習

慣也不同，語言更是無法用我們的母語推敲一二。雖然不如角色扮演者一樣，角

色扮演的必需品─服裝、造型、道具等，能為 coser 架構出一個表演的舞台，藉由

這些外部裝置（settings）及個人門面（personal front）就能為 coser 營造出表演的

氣氛，明顯地讓群眾了解角色扮演的活動是現在進行式；然而，縱使沒有這些「奇

裝異服」，對於自助旅行者而言，這些陌生的人、事、物反而為旅者陳設了一個絕

佳的外部裝置─旅者手上的地圖、相機就是道具，周遭環境就是一個偌大的舞台，

而旅者身上的衣著、找尋指標的神情或是看到 gelato 興奮的眼神，就是高夫曼所

說的個人門面。而當地人無法藉由這些線索知道旅人的來歷、身分及地位，在當

下，旅人呈現出來的樣子就是他所要表現出來的角色，就連當地人的存在，都能

增強旅者的外部裝置，因為在異地的所有物件，烘托出一個與台灣截然不同的氛

圍，讓旅者有自我催眠的情形產生，更加認同自己身處異地，而不是在生活慣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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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根深蒂固的台灣，因此，這種「舞台設計」使得旅者在脫離原本的角色之後，

隨著自己原本的想望，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角色，之後，在旅行中所呈現的也就

是他所選擇要呈現的角色形象了。 

然而將自己從原本的角色中脫離，也隨著旅行的時間而有所差異。受訪者中，

Janice、Katy、Athena 以及 Julia 的旅行時間最長，可達兩個月，相較於其他受訪

者為期大概十至二十天的時間來說，長了許多，也因此從訪談內容可以得知，旅

行時間較長的旅人，較容易有角色脫離的想法與覺知，對於自己身分的定位較能

表達認同。 

 

愛出國的原因是，想要離開這裡..脫離現實社會。平常很累阿，去國外就 

是放鬆，然後可以拋棄所有角色和你要做的事情，在那邊你就可以全部 

放下..（Athena） 

 

旅行較短暫的受訪者在這部分的體認就稍微薄弱一些，大致上都不認為在異

地的自己與在台灣的自己有何差別： 

 

我覺得…差不多，但是會比較捨得花錢，在國外會比較謹慎一點，擔心 

錢財與人身安全，然後，特別在交通轉乘時會比較緊張一點，會擔心銜 

接不上…等（Stephen） 

 

例如 Stephen 就認為在異國的自己與在台灣其實沒有什麼差別，可能就只是價

值觀的改變，會比較捨得花錢，其次就是擔心人身的安全與行程是否有延誤…等

情況。除此之外筆者亦發現，在旅行時仍然會使用新媒介的受訪者，例如：部落

格、facebook、twitter 等通訊軟體或網路社群，在角色的脫離這部分的認知更加不

明顯，上傳在國外的照片、打卡等行為，對他們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可以跟在台

灣的家人、朋炫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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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照片是想說可以炫耀一下！想說這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Stephen） 

  

一定要打卡上傳照片的啊! 讓人家羨慕~炫耀一下！會放一些吃的阿，住 

宿的地方、漂亮的街道，主要是景點和兩人的自拍，就台灣沒有的東西 

還有戰利品阿 …（老王） 

 

當他們使用網路社群時，與台灣的距離又瞬間拉近，親朋好友的留言或者「讚」

都像是一種關係的聯繫，提醒著旅人：在台灣的同事相當嫉妒你能夠在國外度假，

或是在台灣的家人都很記掛你是否安全無虞。這種關係的聯繫就像是無形的牽絆，

再加上網際網路的便利性，有使用網路社群的旅人在上傳照片、打卡之後，多少

都會被制約─想要瀏覽一下大家是否有留言或回應，如此，藉著網路與新媒介的使

用，在異地的旅人仍舊能與台灣的人事物保持聯繫，使得角色是不完全的脫離，

又或者是無法脫離。 

目前社群網站的使用率相當高，九位受訪者皆有臉書（facebook）的帳號，且

都有在使用，雖然有像上述兩位受訪者─Stephen 和老王會在旅行中打卡、傳照片

的行為，但也有受訪者是堅持不在旅行中上傳任何與旅行相關的照片或心得感

想： 

 

在國外可以比較放空，反正沒有人找到我，基本上，就差不多是失聯， 

我也不喜歡到哪裡就瘋狂打卡，反正就來到這裡了，照片什麼的回台灣 

再弄也不遲阿，我出國的時候，我朋友都會覺得我好像失聯…（Julia） 

 

因此 Julia 堅持不在旅行途中使用 facebook 或是類似的社群網站，對她來說，

這樣似乎又回到現實生活，在國外要看的就是當地的風光，要感受的就是在地的

人文氣息，當自己又透過網路，連上 facebook 時，與現實生活的連結又重新回到

自己手中，那麼，雖然身處在國外，卻無法「身心合一」，著實是一種浪費。再者，

像 Julia 這種自助旅行者在旅行中，吸引她的並非只是著名景點、地標，反而是旅

遊書上找不到的在地的風情，是用文字無法敘述的體會，只有自己才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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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太觀光的地方我沒那麼有興趣，人文的部分是最吸引我的，景點或 

地標倒是還好，就看一看拍張照而已，沒什麼其他意義，其他的東西才 

是讓我著迷的…（Julia） 

 

然而，角色扮演者瀏覽專屬網站、上傳自己 cosplay 成果的活躍性及頻率倒是

與大部分的自助旅行受訪者相當不同。對於角色扮演者來說，透過網站的訊息交

流、心得分享才能有多一點機會讓自己精益求精，或是因而得到同好的支持與認

同，甚至因而認識多一點「圈內人」，滿足了角色扮演活動的「群性」（Nesic，2013）；

可是就受訪者的回應而言，大部分的自助旅行者比較偏好自我的探索，在異地的

時候，容易有多一點的時間與自己對話，反思自己的生活： 

 

在國外的時候，腳步會比較慢，會想要觀察身邊的事情，連路人在看什 

麼啊，吃什麼東西，但在台灣就不會這樣…（Katy） 

 

在國外就有不同的人事物，不同的生活方式，會去想、會去計劃和規劃， 

會有不同的想法，讓生活有點不一樣，每天都要去思考…（Eason） 

 

會思考在台灣生活的面向，例如在台灣有很多人在自拍，但在國外根本 

沒有人在自拍的，他們都僅是拍一張風景，然後在那個當下，感受那個 

氛圍，但台灣就大家隨時都在滑手機…（Julia） 

 

對於受訪者來說，自助旅行並不一定要呼朋引伴，因為通常同行的人越多，

越會發現彼此取向的差異，因此有一半的受訪者都認同自己一個人旅行，反而比

較輕鬆，想去哪就去哪，自己的需求能被滿足，不需要遷就其他人才能讓旅行更

加圓滿：  

Q: 為什麼會一個人旅行？ 

A: 孤僻阿..因為可以自己規劃自己想要的行程，可以不用配合別人的生

活習慣和生理時鐘，而且我比較隨性…雖然多少都會犧牲一些，例

如：玩水或是夜間的行程會不太方便一個人，但是我還是比較偏好

自己一個人，尤其長程旅行…（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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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與 coser 喜歡交朋友的特性有點差異的是，通常旅人到了國外，會變得格

外謹慎、小心，筆者原先預設自助旅行者的特質應該都是熱愛交朋友，很容易跟

陌生人攀談、打交道，但是訪談結果發現，能夠如此敞開心胸的旅人只有兩位，

其他的受訪者都會以自己的行程為主，當然面對前來攀談的旅人也會釋出善意，

可是相較於筆者自己的預設，無論旅行的時間長短，是否有旅伴同行，本研究的

受訪者大多選擇沉浸在自己的旅行中： 

 

比較不想跟其他人聊天、交流，只想沉浸在自己的旅行裡，只想要繼續 

自己的行程…（泡泡） 

 

我個人還好..我不是很喜歡被搭訕，會比較有警戒心，會比較防備…如果 

有人嘗試跟我交談，我也不太會回應他… （Julia） 

 

除了脫離自己原本在台灣所扮演的角色之外，部分自助旅行者要脫離的還有

原來的生活與習慣。九位受訪者在台灣都有固定的工作與穩定的收入，他們在台

灣的時間分配一半是工作，剩下的另一半才是自己的生活。穩定的工作才能帶來

穩定的收入，姑且不論收入的多寡，穩定的收入才能支出自助旅行所需的費用。

而工作的穩定通常是一種固定的慣習，例如：「作息時間」，固定的作息時間是一

種慣習，作息時間的不固定也是一種另類的慣習，處於這種慣習之下，生活就像

是少了一些什麼： 

 

需要不同的訊息和刺激，所以才會有一些「感覺」，平常生活就是一種 

「習慣」，沒有那種「感覺」… 在國外有不同的人事物、生活方式， 

會去想、會去計劃，就是一種改變，會讓生活有點不一樣…（Eason） 

 

這種想要擺脫長期生活所習慣的慣習，也是一種脫離，脫離之後，就能夠有

一些新的刺激，新的「感覺」。而在異地，特別是國外，更能加速這種脫離，聽著

不一樣的言語，看著不同的道路指標，放眼望去是台灣不常見的鐘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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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不同膚色的人們，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脫離更是從被動化為主動。尤其對於

獨自旅遊的旅人來說，一個人的時候更有時間去接觸到這種刺激、感受「他們」

與「我們」的不同： 

 

會思考在台灣生活的面向，例如在台灣有很多人在自拍，但在國外根本 

沒有人在自拍的，他們都僅是拍一張風景，然後在那個當下，感受那個 

氛圍，但台灣就大家隨時都在滑手機…（Julia） 

 

如此看來，當旅人踏上旅程，開始自助旅行時，他們表層的目標可能是玩樂、

度假或純粹只是想放鬆，但內心或許有種渴望─脫離，脫離現實生活，脫離在台灣

的一切，擺脫以往生活的慣習、思考模式，去接受外來的新的刺激，試著與自己

對話，看看是不是能產生什麼新的「感覺」。筆者認為，這種尋求生活上新的刺激、

「感覺」，想改變原本的生活、增添一點趣味性或是培養不同看事件的觀點，都與

角色扮演者參加角色扮演的動機與之後獲得的體驗很相似，其中無法忽視的還有

「學習力」。在角色扮演中，不論是新手 coser 或是資深 coser，他們必須面對的是

一個角色的整體造型，由於角色的來源多元，coser 大多從動漫角色裡挑選自己要

模仿的對象，因此角色的「裝備」通常都很夢幻、不切實際又或者來自天馬行空

的想像，對玩家而言無非是一大考驗，所以要能將角色原汁原味的呈現，coser 必

須學習的除了揣摩神韻之外，還可能得包括手工製作的技巧。這種學習力在自助

旅行的行程安排上也能推知，許多受訪者都會參考旅遊書、工具書、他人遊記、

知名自助旅行論壇─背包客棧等，來增加自己對旅遊目的地的認識： 

 

Q: 此次行程有參考工具書、部落格，或是有其他的參考對象嗎? 

 

有，旅遊書、批踢踢上自助旅行版，也有搜尋部落格。 （Amber） 

有，電視節目介紹有，部落格部落客的分享和雜誌等。 （Stephen） 

會，旅行團的行程有，背包客棧的也會。 （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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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次訪談內容及上述分析結果看來，角色扮演參與者與自助旅行者在參與

活動的過程中有需多相似的點，例如： 

1. 從自我的角色脫離。 

2. 在準備參加活動前、過程中，都有學習的行為。 

 

然而兩者相異的是： 

1. 在新媒介的使用上，角色扮演者較自助旅行者要來的頻繁，且依賴性較

高。 

2. 角色扮演者喜愛與同好交流；自助旅行者傾向沉浸在自己的旅行中。 

 

相似點之中最令筆者好奇的是，雖然兩者都有「脫離」角色的行為，但兩者

的差別在於角色扮演有一個選定的文本，加上道具、服裝、妝髮，始脫離原有角

色；而自助旅行則是藉由「旅行」這個儀式脫離，雖然並不完全相同，但兩者都

有將自己抽離原本角色─脫離「自我」的想法與行為。在角色扮演之中，這種角色

的脫離是理所當然的，既然有個選定的文本，在 coser 脫離自我之後，轉而投入既

定的角色即可，從「自我」進入「他人」，接著就是呈現該角色的樣貌、神韻；然

而，自助旅行者從原本的角色抽離後，取而代之的是投入何種角色呢？自助旅行

者是用什麼角色定位自己的呢？又或是說，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要怎麼呈

現在異地的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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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助旅行者的角色類型 

不論在家庭、社會中，人都會被賦予一種或是多種角色，同時可能是女兒、

姊妹，或是別人的下屬、長官。被賦予一個特定的角色之後，我們通常會呈現出

該角色應該要有的樣子，就像高夫曼所說的，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有一個需

要扮演的角色，每個人也因而都是表演者，因此我們知道自己有所適從，言行舉

止會服膺自己的角色需求。在國外，自助旅行者藉由旅行的儀式脫離原本的角色

之後，失去了原本依附的角色，這時，我們不再與身邊的人有任何關係，他們也

無從評斷我們的來歷與身分、地位，此時，「旅人」可以是一種角色，也可以是一

種保護色，究竟自助旅行者在異地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呢？他們所呈現出來的形象

是符合哪一種角色？或者，他們並沒有要尋求任何角色？ 

在進入訪談之前，根據 Cohen 提出的非制度化（non-institutional）觀光客中，

就包含探索者（探險家）及游牧者（浪跡者）兩類，再加上自助旅行及背包客相

關文獻，筆者預想本次採自助旅行的受訪者在旅行中，可能將自己投入至以下角

色類型：自我揭露型、挑戰者型、游牧者型以及冒險家型。以上分類主要是依據

文獻中自助旅行者、背包客的特質（見表 5），例如：能自主安排自己的行程、具

冒險性、不受拘束的精神（黃佳珊，2010）等。關於筆者預設的角色類型說明如

下： 

1. 自我揭露型─結合新媒介及網路的使用，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會在網  

           路社群上分享自己的旅遊記事，並上傳照片，並且與使用社 

           群的朋友聯絡密切。 

2. 挑戰者型─在本次旅行中，設定某項目標並期待自己可以完成者。 

3. 游牧者型─不規劃旅行、不做事前功課，隨興所至。 

4. 冒險家型─認為此次旅行就是自己的人生冒險，因而嘗試許多在台灣不敢 

         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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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本次的訪談結果，筆者歸納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途中，將自己投入至

以下角色類型： 

 

角色類型 符合例子 

1. 度假型 

 感覺都沒有壓力，每天都睡很好、放空…在國外就放

鬆，把自己丟在那邊 (Julia) 

 純粹去玩…有個休假  想要對這個國家有興趣  就

去…(Amber) 

2. 觀察家型 在國外的時候，腳步會比較慢，會想要觀察身邊的事情，

連路人在看什麼啊，吃什麼東西，可能連中午坐在咖啡廳

吃飯，看路邊的人走來走去都不會覺得無聊，看到他們走

很快，就會想說：這個國家的人為什麼走路這麼快，或是

看他們怎麼對待老人阿，街道乾不乾淨啊，有沒有流浪狗

之類的 (Katy) 

3. 自我揭露型  一定要打卡上傳照片的啊!讓人家羨慕~炫耀一下！

會放一些吃的阿、住宿的地 

方、漂亮的街道…主要是景點和兩人的自   

拍，就台灣沒有的東西還有戰利品  

(老王、泡泡) 

 放照片是想說，可以炫耀一下…想說這地方可以跟大

家分享…(Stephen) 

4. 窺秘者型 發現可以一目了然運河上的水上人家和河旁的住家，發現

裡面的居民放得很開，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動態，覺得隱私

大開，一直注意裡面的人在幹嘛，都忘記聽導覽了…超愛

偷窺別人的，會想知道外國人下班回家在幹嘛，還有住家

的擺設…(老王、泡泡) 

5. 當地人型 A. 行為的模仿 

 看到沒看過的水果，就會買來吃吃看.. (Janice) 

 看到一群人在草地上吃 pizza，我也可能會去買片

pizza 一起吃，會覺得無拘無束的感覺.. (Julia) 

 他們當地人都會去海邊曬太陽，我們也會跟著去海邊

曬太陽..(Eason) 

B. 在環境的烘托： 

   住飯店就是覺得自己是旅客，我是來旅行的，可是住 

   在短期公寓就像是自己的家」。(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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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維持「日常生活的習慣」、內心想法催眠： 

   會幻想自己是留學生之類的，在當地生活，那荷蘭那   

   幾天就覺得想像成真那樣。像我們也會去超市買東西   

   回來煮，去市集阿，在那邊跑步，就想嘗試在歐洲生 

   活的感覺，我那時候就是當地人阿 (老王) 

6. 冒險家型 我很喜歡廢墟，喜歡那種蒼涼感，看起來沒什麼味道的地

方，我還是會去..旅行的時候，就拋開所有角色，忘卻你

的真實生活，原本角色連結都是沒有的，去那邊也很放

鬆，跳脫原來的生活，就像做夢一樣…不用扮演平常的角

色，跳脫自己平常的責任，在那邊就是 nobody，沒有任

何的位置，很好啊，沒有人認識你..完全一個陌生..(Janice) 

7. 台灣人   

（國家意識）型 

就是去旅遊，身分就是…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沒有要呈

現給別人看，但就是自覺是台灣人，甚至會覺得，我要注

意到自己是個台灣人這個角色，想到外國人對台灣人的印

象是什麼，在言行舉止上，就不會太隨便，覺得要行為合

宜… (Eason) 

    表 11 自助旅行者的角色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內容 

 

以下由符合類型的人數多寡按順序做說明： 

1. 度假型：由表 11 可以判斷，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自己旅行的目的主要以

度假為主，在旅行中大多都以放鬆、玩樂的心情進行： 

 

感覺都沒有壓力，每天都睡很好、放空。就把自己丟在那邊…（Julia） 

                                                       

純粹去玩…有個休假 想要對這個國家有興趣 就去…（Amber） 

去那邊也很放鬆 跳脫原來的生活 就像做夢一樣 （Janice） 

在國外作息變很正常，早睡早起，因為很放鬆..（老王） 

 

現代人由於工作的壓力，可以有長期的休假時在得來不易，本研究的受訪者

全數都已經進入工作職場，對他們來說，自助旅行最大的目的就是度假、放鬆，

能夠自己安排時間、行程，去到自己想要去的景點，能隨自己意志決定去處，才

能達到放鬆、休息的目的。 



 

89 
 

2. 觀察家型。 

本次受訪者被歸類為次多的類型，即是觀察家。馬坎奈爾（MacCannell，1973）

認為，所有的觀光客都在追求一種真實（authenticity），期待可以看到其他地方、

其他人的真實生活，觀光客似乎期待可以在別人的生活中看到在自己生活經驗中

難以尋求的一面，因此，幾乎所有場景都可以成為觀光客凝視的目標。 

 

大部分時間我都一直在走動或是利用交通工具移動，我很喜歡坐當地的交 

通工具，可以坐著看誰上車、下車、外面有哪些風景…像捷克整片山坡都 

是花的美景就只能在公車上看到，或是護城河的樣子…你就被帶著彎來彎 

去，有什麼不好…喜歡看他們在幹嘛，賣什麼東西啊，看穿著看出他們的 

社經地位阿，當地的房子長什麼樣子。只有坐車的時候才會經過真正平常 

人住的地方，而不是觀光區的樣子。像我們有次迷路到一大片田裡，才有 

機會看到一大片稻草捲，還跟它們合照！（Janice）  

 

在國外的時候腳步會比較慢，會想要觀察身邊的事情，連路人在看什麼啊， 

吃什麼東西，可能連中午坐在咖啡廳吃飯，看路邊的人走來走去都不會覺 

得無聊，看到他們走很快，就會想說：這個國家的人為什麼走路這麼快， 

或是看他們怎麼對待老人阿，街道乾不乾淨啊，有沒有流浪狗之類的 （Katy） 

 

可見自助旅行者對於當地的文化偏好用「觀察」來進行，利用多重感官去感

受、體驗當地的文化，而藉由雙眼所見，更能快速了解該國的人文風情。訪談結

果之中，筆者發現很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受訪者都喜歡到當地的傳統市集、超市

「搜奇」： 

 

我就會想要去逛他們的超市、菜市場，會想知道他們吃什麼和生活樣態…

（Amber） 

 

也會喜歡去當地的市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東西，每個國家 

都有他們傳統的食材，還有他們交流的方式，在市場就可以看到各樣的風 

貌，是個很好了解他們文化的地方。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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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甚至還說，光是看他們叫賣的方式，或是寫上價格的立牌，都能推測

他們的物價、生活習慣或是特殊民情。例如：在歐洲的水果攤，要買水果不像台

灣可以自己挑選，而是要請老闆幫你拿取。沒經這一遭的人，或許到歐洲都會被

當成沒有禮貌的人呢。 

以上兩種型態在脫離原有角色之後，都還是在一種「飄浮未定」的狀態，對

於自己接下來「應該」呈現什麼樣的角色，或是「想要」呈現怎麼樣的面貌，受

訪者其實沒有什麼頭緒，他們先處於一種相當放鬆、愉快的狀態，一方面接受環

境的改變時，一方面利用觀察的方式，讓自己了解在這個當下，自己正處於什麼

時間、空間、人文背景之下，也就是正在「準備」自己應該如何處理自己的角色。

就像是 coser 一樣，在進入角色前，他們必須先預設自己的心理狀態，觀察過自己

要扮演的角色之後，再加上分析、思考，才能順利地呈現在大眾面前。然後相異

點即是，cosplay 的扮演目標在此時已經相當明確，然而，沒有預設自己立場的旅

者在這時就像是空白的載具，對於自己要呈現的型態、樣貌可以是流動的、彈性

的，且沒有限制的。而這種對自我角色的改變的覺知，在受訪者中並不多見，僅

有 Janice 能夠很清楚的敘明自己的目標、他是什麼種類型的旅人，除此之外，大

部分的受訪者都會坦白地說：就是去旅遊。而這也是角色扮演與自助旅行兩者最

關鍵的差別─自覺。角色扮演者對於自己的脫離、投入到另一個角色的過程都是有

意識的覺知；但是對於自助旅行者來說，角色的脫離是內心深處的想法，「出國旅

行、度假」這樣相對表面意義的動作，不需要透過對內心的抽絲剝繭，即能近似

無意識地察覺，因而許多自助旅行者在接受訪問時，被問及相關的問題，都會皺

著眉頭說：我沒想過這問題耶！但分析訪談內容之後，筆者發現，他們並不是    

真的純粹去度假、玩樂而已，只是自己正在摸索自己的方向、定位，還不知道要

呈現什麼樣子的自我形象，要選擇什麼角色類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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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揭露型。 

在這個類型當中，最清楚易見的行為就是在旅行的過程中與他人分享自己的

體驗與心得。而在網路盛行、便利性高的世代，大家幾乎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能立即上傳照片、留言的功能，最為現代人所青睞。本次受訪者中也有幾位也相

當喜好使用網路及社群網站。其實，去旅行並不一定要廣為大眾所知，但因為社

群網站的高度使用率、瀏覽率及受歡迎程度，使得許多使用者在 facebook、twitter

或是 instagram
13會上傳有關自己生活的照片或分享自己的心得、想法。之中，又以

自己的心情記事為多，當然也不乏一些有炫耀的意味在，更有使用者會在意按「讚」

的人數，因此許多使用者上傳照片的取向會偏向「與眾不同」，到國外旅行，就是

可以讓人既羨慕又忌妒地按「讚」的選項之一。 

 

一定要打卡上傳照片的啊!讓人家羨慕~炫耀一下！會放一些吃的阿、住宿 

的地方、漂亮的街道…主要是景點和兩人的自拍，就台灣沒有的東西還有 

戰利品 （老王、泡泡） 

 

放照片是想說，可以炫耀一下…想說這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Stephen） 

 

像 Stephen 與老王、泡泡這樣會將自己出國旅遊的照片及心得分享在網路社群

上的人，應該為數不少，會這麼做的人除了一部分是為了紀錄自己的生活之外，

再來就是取得同好的注意，博得認同。筆者自己在社群網站上傳義大利的照片，

如果有好友按「讚」或是留言讚賞美麗的風景，感受會更是不同，尤其有曾經     

到過一樣地方的朋友，更能有分享的對象。就如同角色扮演者偏好在天空部落格

上傳每次活動照片一樣（高詩涵，2011），獲得同好支持是最大目的，其次就是展

現自己形像的想法。但是自助旅行者在這方面似乎就沒那麼強烈，與角色扮演者

比較起來，照片中的主角或許不是旅人自己，而是異地的風光、景物、特色食物，

                                                      
13

 Facebook、twitter 及 instagram 為時下流行的即時通訊、社群網站，可以上傳自己的照片並登打

文字，社群間的好友也有按讚、留言的功能，很受網路使用者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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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我形象呈現上，角色扮演者在網路部落格的使用上的增強度會較自助旅行

者要高得多。 

4. 窺秘者型。 

「窺秘」與「自我揭露」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因果關係的，當人「自我揭露」

自己的想法、隱私後，就能光明正大地滿足了他人窺視的欲望。對於他人，我們

都是好奇的， MacCannell 認為「觀光客期待可以看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的真實生

活」，其實就是期待滿足自己窺視的慾望，藉由這種觀光角度的「窺視」去了解別

人的生活與自己的有何不同。而「觀察」事實上也是一種窺視，只不過筆者在此

將觀察及窺秘兩者所作的區分，是根據受訪者自己的陳述而來。老王與泡泡在荷

蘭的蜜月自助之旅時，他們搭船遊覽運河時，發現在船上能看到水上人家的一切

生活起居，包含家中擺設、坐在餐桌前的老爺爺，大大滿足了他們想「看見」的

慾望： 

 

發現可以一目了然運河上的水上人家和河旁的住家，發現裡面的居民放得 

很開，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動態，覺得隱私大開，一直注意裡面的人在幹嘛， 

都忘記聽導覽了…超愛偷窺別人的，會想知道外國人下班回家在幹嘛，還 

有住家的擺設…（老王、泡泡） 

 

與聽導覽比較起來，「會動的」的介紹似乎是更吸引泡泡與老王的注意，在訪

談時，他們也大方承認，自己就是在偷窺，對於水上人家生活樣態的「自我揭露」，

可說是照單全收。然而，內心能坦然接受這種偷窺的行為，也與他人的大方自我

揭露行為有關，在這種關係的「相輔相成」之下，旅人對於自己欲選擇的角色越

來越明確，他們有意識地知道自己的慾望，而且認為這種在台灣只能透過網路社

群才能完成的事情，在國外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辦到。在扮演這種偷窺的角色

時，運河旁的居民提供了不少協助，他們建立了一種外部裝置讓泡泡與老王能依

此選擇適合自己的台前（front），也就是說，因為一目了然的景象，加上居民完全



 

93 
 

毫不遮掩的樣子，泡泡與老王很理所當然地扮演起偷窺的角色。雖然有投入角色

的行為，但是這種與角色扮演活動又不相同。這種窺秘者類型的角色，泡泡與老

王是適地性扮演，因為剛好有符合的外部裝置，自然而然地，他們就扮演起如此

的角色；與之截然不同的是，角色扮演則是先自己佈置了一個自己想要的外部裝

置，打理好自己的門面之後，再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之中。兩者都在刻意營造的文

本下進行角色的投入，但仍然有主動與被動之間的差別，並不全然相同。 

5. 當地人型 

「當地人型」顧名思義就是指旅人在異地時，想成為當地人，將自己投入一

個在地的角色。對於長時間旅行的旅人來說，與跟團式旅行比較起來，融入當地

就是最大的優勢。而旅人要怎麼融入當地呢？先前有提及，許多受訪者都認為去

當地的傳統市集、超市，就是一種融入當地的行為，可以因而看到他們生活的樣

態。但是這樣仍舊屬於「觀察」，就像是 Athena 說的，觀察就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在

看： 

 

我比較像觀察別人的第三者，就變成那個活動的事情是跟我沒關係的，跟 

它脫離的…（Athena） 

 

而融入當地除了視覺的融入之外，其他身體的感官也應該要有相同程度的涉

入，以求達到最完整的體驗。 

 

看到沒看過的水果，就會買來吃吃看..（Janice） 

看到一群人在草地上吃 pizza，我也可能會去買片 pizza 一起吃，會覺得 

無拘無束的感覺..（Julia） 

他們當地人都會去海邊曬太陽，我們也會跟著去海邊曬太陽..（Eason） 

 

像 Janice、Julia 以及 Eason 都認為，只要能跟當地人做一樣的事情、吃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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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就是融入當地的行為，用這種模仿的行為來強化自己角色的投入，就像是

角色扮演一樣，當你穿戴著一模一樣的披風、權杖，就自然催眠自己已經是你選

定的角色。除了模仿之外，在異地仍然維持著原本的生活習慣，也會讓受訪者覺

得自己就是當地人。例如老王與泡泡這次選擇的住宿類型是短期公寓出租，因此

不像飯店一般有櫃檯、接待人員，「住飯店就是覺得自己是旅客，我是來旅行的，

可是住在短期公寓就像是自己的家」。因為外在環境的烘托，讓老王與泡泡雖然身

處荷蘭，但卻覺得像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一般，脫離了旅人的身份，「會幻想自己是

留學生之類的，在當地生活，那荷蘭那幾天就覺得想像成真那樣」。除了外部環境

的營造，他們選擇了維持「日常生活的習慣」來增強自己的想像，讓自己的投入

更徹底： 

 

像我們也會去超市買東西回來煮，去市集阿，在那邊跑步，就想嘗試在歐 

洲生活的感覺，我那時候就是當地人阿 （老王） 

 

所以像這種行為的模仿、外部環境的營造，再加上自己心態的調整，旅人想

成為當地人的意識會隨之變化，這時就不再是提著行李的旅人，而是在地生活的

當地人。行為模仿、環境與內心想法三者的共同存在，就與角色扮演者要進入角

色前的準備相同，而且這三者可說是缺一不可。 

6. 冒險家型 

在九位受訪者中，只有 Janice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旅行中所扮演的角色─冒險

家。 

 

我很喜歡廢墟，喜歡那種蒼涼感，尤其是不太有人去的廢墟。而且我敢冒 

險，就算沒人去過，看起來沒什麼味道的地方，我還是會去..（Janice） 

 

她也說自己在啟程旅行時的當下脫離與台灣的一切後，就像在夢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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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時候，就拋開所有角色，忘卻你的真實生活，原本角色連結都是沒 

有的，去那邊也很放鬆，跳脫原來的生活，就像做夢一樣…（Janice） 

 

對於 Janice 來說，脫離原本的角色與相關的連結是最重要的，離開了台灣的

國土，眼前所見、所聞、所感受到的，都與現實生活無關，她要做的就是感受別

人的生活：「去看看別人怎麼生活，也會想要換個地方生活，去感受一下不同國家、

不同的生活」。而要感受之前，就得先將自己拋空，成為一個沒有袱累的個體，斷

去與現實社會的連結之後，就能徹底感受。 

 

不用扮演平常的角色，跳脫自己平常的責任，在那邊就是 nobody，沒有 

任何的位置，很好啊，沒有人認識你..完全一個陌生..（Janice） 

 

成為 nobody，沒有應當要盡的責任與角色後，又因為是陌生的環境，自己想

要怎麼樣的旅行，就能盡力去實現它。再加上是獨自旅行，沒有人可以左右她的

想法，她可以享受完全的自主、自助，有了明確的目標，又能全神貫注自己的行

動之後，持續性的涉入與心流體驗即產生。雖然不像角色扮演者一樣，有觀眾的

注視、鎂光燈的閃爍去肯定他們的表演，但對 Janice 來說，她自己就是最佳的表

演者，同時也是最佳的觀眾。 

7. 台灣人型 

當問及「在國外旅行的時候，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時，Eason 這麼回答： 

 

「旅遊，就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沒有要呈現給別人看，但就是自覺是台 

灣人，甚至會覺得，我要注意到自己是個台灣人這個角色，想到外國人

對台灣人的印象是什麼，在言行舉止上就不會太隨便，要行為合宜…」  

對於 Eason 來說，旅行雖然脫離了台灣，但是卻沒有脫離他原本的身份。在

國外，他代表的是台灣人，他將自己等劃於台灣的代表在國外生活、旅行以及體

驗。透過言行舉止的表現，讓自己看起來是台灣人的樣子，雖然沒有硬性規定    

台灣人在國外應該要有怎樣的舉措，但 Eason 將自己定位為「舉止合宜」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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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符合「台灣人」的樣子。如此與角色扮演中，「自創」的角色相當雷同。自創

的角色就是由 coser 自己選擇要呈現的形象與樣貌，並不是依照原有的動漫人物角

色來進行模仿，因此在角色扮演程度的界定上有時也會產生爭議。Eason 的認定在

訪談中也是一件有趣的發現，讓筆者對自助旅行者在角色的定位見解上，又有新

的認識。 

 

分析訪談內容後，筆者認為角色扮演活動與自助旅行雖然領域相差甚遠，但

是就參與者的涉入及體驗來看，這兩者在某種程度上非常相似。第六章將就本次

訪談結果與角色扮演的文本分析，做一完整的比較與呈現，了解角色扮演者在參

與活動時的涉入與體驗，與自助旅行者在旅行中，對於自我形象的呈現、角色的

定位，有哪些異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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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由研究者個人的自助旅行經驗發想，在旅行途中，自己會把正在旅行

的「我」，想像成為另一個人、另一個角色，就好比是角色扮演一般，「我」所

展現出來的形象，必須符合我心中所預設成為的樣子。乍看之下，角色扮演與自

助旅行兩個活動雖然涉及領域不同，難以相提並論，然而根據李佳豪（2009）歸

納角色扮演列的以下三特點：「深愛該文化」、「收藏者及製造者」、「內在動

機」後，研究者發現旅人在實踐自助旅行時，也是有類似的進程。因此研究者想

要透過深度訪談去了解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途中，是否也有將自己化為另一種角色

的行為，進而去了解，究竟旅人在旅行中，是以什麼樣貌、態度去包裝自己，在

異地是呈現什麼樣的自己。 

實際訪談過九位自助旅行者，並分析內容之後，筆者發現自助旅行者與角色

扮演者在參與活動時，有以下共同點： 

 

1. 自主、自助與自足 

兩方皆有極高的自主能力，分別去訂定自己旅行的目的地、行程的安排，或

是選定何種角色作為自己出角的對象，並且能自行包辦一切繁瑣的作業程序，就

算無法完全自己掌握，也能找出方法，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兩者皆能在參與

活動時感到愉悅、滿足以及享有成就感。 

 

2. 該活動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角色扮演對於 coser來說，是一種另類的生活體驗，能讓他們在現實生活當中，

化為另一個虛幻的角色，除了滿足自己的幻想之外，更能讓他們從中學習展現自

己的形象，對於內心層次的轉變，參與角色扮演所帶來的影響非同小可。而許多

旅人會對自助旅行上癮的關係也是因為「旅行即生活，生活即旅行」。在旅程中

獲得的不論是對現實生活的放鬆、工作上壓力的紓解，又或者是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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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他國文化，這些特點都帶給旅人日常生活一些刺激、新發現以及新體驗，讓

他們不上癮也難。 

 

3. 脫離 

在角色扮演中，coser 必須從自我的角色中脫離，投入到選定的角色中，始能

完成一場到位的表演。而在自助旅行時，旅人實質上脫離了在台灣的現實生活，

更有旅人於精神上，徹底地將原本的自己留在台灣，將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全數拋

棄，在異地踏上下一段令人期待的旅程。兩者都是脫離，但由於方式的差異性以

及取向的不同，使得角色扮演的目標是專一的，而自助旅行則擁有更豐富的選擇

性。 

 

4. 網路、新媒介的使用 

在這個網路盛行的世代，虛擬空間、社群、相簿及部落格的使用已經相當成

熟、普及，共同社群的建立也十分普遍，資訊的尋找更有賴網路的建立而變得迅

速。角色扮演者傾向在網路上使用部落格、相簿，記錄自己出角的過程、辛酸史

或是成長史，進而獲得同好的支持與認同，凝聚群體的力量；而自助旅行者仰賴

網路上的論壇、遊記尋找下一個旅遊目的地，或是上傳照片記錄自己的旅行人生

等。這種網路與新媒介的使用都增強了兩種活動的曝光率，使得角色扮演活動在

過去相對是小眾的文化，到現在成為青少年愛好活動之一；或是讓自助旅行的旅

行新手有極豐富的資訊可供參考。然而，網路與新媒介的使用也有可能為他們帶

來浮濫、不實的反效果。對於角色扮演來說，因為活動的特殊性─「奇裝異服」，

不與一般休閒活動一樣，較不被大眾文化所接受，很容易因為小群體的關係，觀

念或想法上容易自限框架，再加上網路上的發言較不受真實身分限制，言語上的

謾罵與誤解時常發生，容易因不了解而產生偏見。而自助旅行方面，因為資訊的

分享與獲得太過便利與發達，許多旅遊目的地因而成為觀光商業化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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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泰國的考山路，原本是自助旅行聖地，但由於過度的開發，現在的考山路

已不再是當初被自助旅行者稱為夢幻地的樣子了（小鵬，2010）。 

 

5. 學習 

兩者的學習都涵蓋多種面向，角色扮演需要學習的不僅是 DIY 工藝、手作部

分，還要稜模角色的樣態、揣摩角色的神韻等，包含外在的挑戰以及內心的調整。

而自助旅行需要學習的即是自己對行程的規劃，就算不規畫也是一種規劃，考驗

著旅人的耐心、細心以及應變的能力。對於兩者最重要的收穫就是每次涉入活動

時，都有新的體會，都能接收到新的訊息與刺激，對於平實的生活，除了多了點

趣味性與挑戰性外，生活的目標也能有階段性的改變，隨時帶來新鮮的變化。 

 

6. 行為模仿、環境與自我催眠 

在 coser 進入選定的角色與旅人將自己投入另一個角色的過程中，兩者存在著

相同的條件─必須要有行為的模仿、恰當的環境（外部裝置）以及有自我催眠的能

力。對於角色扮演者來說，上述三點都是基本且必要的條件─仿造角色的動作、樣

態，準備維妙維肖的道具、服裝，以及說服自己進入狀況，表現出角色的神韻；

而旅人亦藉著以上三點讓自己投入另一個角色中，例如：模仿當地人的行為、飲

食習慣以及選擇能說服自己的「台前」，催眠自己為當地人。 

縱使有以上相似點，透過訪談內容，研究者亦發現角色扮演及自助旅行間的

相異之處： 

1. 文本的選定與角色的自覺 

角色扮演與自助旅行最大的不同是：文本的選定與角色的自覺。符合角色扮

演最基本的條件是選定一個固定的文本，意即 coser 要選取一個要扮演的角色，並

且按照該角色的外在配備，舉凡服裝、道具、髮型等，都得服膺這些要素，才能

算是一場成功的角色扮演。然而根據訪談內容的結果，自助旅行者在脫離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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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後，並不會選擇一個固定的角色。也就是說，接下來的旅程會展現什麼樣角

色，旅人並沒有依據一定的文本，也不會迫使自己一定要找到一個可以遵循的角

色，很多時間都是以「觀察」的方式來進行角色的挑選，更多時候是不讓自己局

限在角色的選擇上。相較而論，角色扮演在文本的選擇上則嚴謹，會驅使自己百

分之百的模仿；而自助旅行則是隨興所至，隨遇而安。就受訪者的回應指出，旅

行的目的就是放鬆，在放鬆的過程中，再設定目標就太累人了，因此自助旅行者

在脫離原本角色後，是以一個放鬆、隨性的狀態投入到另一個未知的角色中，又

或者就維持一個空白、游離的樣態，不做任何立場的預設與決定。 

而文本選定的先決條件其實就是角色的自覺。當角色扮演者有意識要選擇某

個角色時，文本即非常鮮明；但當旅人對於角色的界定是模糊不清的，或是沒有

想法的話，那麼遑論文本的選定，就連角色也無法有自覺的能力了。這也是決定

角色扮演者能主動脫離角色、進入另一個角色的條件，而旅人脫離角色後，只能

被動的選擇適合的角色、想要呈現的角色，或是做不具備投入任何角色的反應了。 

 

2. 外部裝置的營造與個人門面的呈現 

角色扮演的外部裝置（settings）相當明顯，通常出角的地點都是一個集合的

會場或體育館之類的大型會館，佈滿旗幟、宣傳單及跑馬燈等資訊，隨處可見的

coser 就已經是最強大的背景裝置，再加上 coser 身上的裝扮，只要拿起道具，適

地一擺，任何一個角色都是舞台。然而，自助旅行者不管是外部裝置或是個人門

面，都與角色扮演活動截然不同，且差距甚大。就硬體部分來說，自助旅行並沒

有特意設計的外部裝置，也沒有明顯易見的道具，且受訪者對於旅行時的穿著打

扮大都以日常生活的打扮為主，不會有太大的不同，或是異於他人的打扮，因而

極難辨別自助旅行者目前投入的角色為何，大概僅有拿著相機的旅人，能讓人認

為、也能自覺自己在攝影的時候，像個十足十的觀察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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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與群性 

角色扮演者除了可以自己選擇要扮演的角色之外，稱為個人出角；另外一個

出角的機會就是集體出角，由同好一齊號召，一起扮演同部作品的角色與人物。

集體出角通常更能增強 coser 間的凝聚力，尤其對於角色扮演這種次文化來說，得

到同好的支持是相對重要的。在許多資深 coser 的訪談中，例如：asianbeat，許多

coser 都認為在角色扮演活動中，最令人珍惜、最難得的經驗即是與同好一起完成

出角的過程。由此可知，群性對於角色扮演的重要性。 

相對於角色扮演者如此重視群性的特點，自助旅行者就與之大相逕庭。自助

旅行最大的特徵即是自己規劃行程，而在這過程中，安排景點、路線及行程等，

再加上考慮交通事宜，都是相當繁瑣的，如果能遇到興趣相仿、取向一致的旅伴

當然是好，但大部分受訪者（除了蜜月行的老王與泡泡）都對於能以自己的考量

為主、為最優先，如仍要因他人的取向不一而有所取捨，那就浪費此次旅行的自

由與彈性了。如此，自助旅行者更重視自我的意見與考慮，是否能有同好一齊同

行，就不會是最大吸引之處了。 

 

在進行本研究的深度訪談之前，研究者的預設為：自助旅行者在旅行過程中，

也有角色扮演的成分，將自己投入另一個角色的行為。但就本次訪談的結果得知，

大部分旅人在旅行過程中，並沒有明確的想法將自己投入進另一個角色的行為，

僅有一個受訪者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旅行時，會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冒險家的角色之

外，其他旅人都在脫離與台灣有所連結的角色後，即以一種較為放鬆的狀態去觀

察異地的人、事、物，與研究者原先所預設的不太一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透

過本次的深度訪談，我們可以了解到出國旅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別是已經進

入工作職場的社會人，對他們而言，旅行的目的或許只有表層意義：放鬆、玩樂，

但可以深入了解的是，在他們踏上旅程後，脫離原本的角色、切斷與台灣現實生

活連結，是旅行過程中的關鍵點。雖然不像角色扮演會選定一個角色，進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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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之，但旅人會選擇適合自己的台前，在自己覺得最舒服的狀態下，完成自己

的旅行。 

雖然旅人在旅程中不若角色扮演般，會明確的表現出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的

模樣，除了是因為放鬆的原因所致，讓他們隨興而至，隨遇而安，不對自己做任

何預設與立場的限定之外，其實也可以看出，旅人在脫離自己的角色之後，是以

一種游離的「他我」在異地生活、看世界，從受訪者的言論中也可以得知，他們

旅行其中之一的目的即是去看看別人是怎麼生活的，進而再與自己比較。如此從

脫離自我，以游離的「他我」進行旅程，再回到「自我」的過程，就是精神上自

我的旅行。 

本研究的限制在於因為深度訪談的關係，需要較多的時間與受訪者建立關係，

也因為有些提問會涉及個人的內心深處，較不易獲得答案，所以在問題的設計上

需要再多著墨。另外，因為本次受訪者主要設定的標準是自助旅行者，在受訪者

的年齡上並無限制，如果時間許可的話，希望能蒐集到採取自助旅行的各年齡階

層的受訪者，比較他們在異地自我角色的認定是否有所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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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3.05.16 與 Janice 訪談逐字稿 

1. 截至目前為止，您有哪些旅行經驗？去過哪些國家及城市呢？ 

德國 波蘭 捷克 印度 香港 有一個人去也有跟旅伴一起 

2. 承上，選擇自助的旅行方式原因為何？  

想要長時間的旅行，去歐洲的話 平均一個月.. 

3. 如何決定目的地的？是否有參考旅遊書、部落格或是由親友推薦？ 

4. 最近一次的旅行規劃多久？在旅行之前做了哪些準備呢？ 

5. 就您最近的一次旅行經驗，行程的安排是怎麼樣的呢？是否有參考其他人的

心得？若有的話，為何人？ 

跟同學一起討論 但自己去的話就是自己規劃 ..會參考雜誌 例如童話大道 

還有網路、旅遊書、歐洲旅行充電站(網路討論區)  

6. 就過往旅行的經驗，您是否為背包客？是的話，請問您對背包客的印象為何？ 

應該算吧…我確實是背背包  

7. 對於您來說，何謂背包客呢？ 

其實只要不是跟團 裝備比較輕便 就算拉旅行箱的 也可以算是背包客..一

個比較深入地 長期的 自由的彈性的旅行方式就可以算是背包客  

深入的定義的話 就是比較能體驗當地 例如去逛他們的市集..自己會在鄉間

隨便走 就會發現他們的生活習慣跟台灣的不同 例如 波蘭的教堂會讓你覺

得 他很莊嚴..就比較有機會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細節 因為我不是在純觀光

區 所以看他們賣的東西和在觀光區的會有差  

時間比較多 可以自己探索 過程當中才能夠有自己主動去了解的機會 例如

看到沒看過的水果 就會買來吃吃看.. 

覺得這種方式比較能貼近當地人的生活 就比較像背包客的生活 

8. 在旅行的過程中，看得出來其他的旅人是背包客嗎？為什麼？有什麼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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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物件嗎？ 

歐洲的背包客比較明顯 尤其在德國的青年旅館 很容易看到.大家都戴著行

囊 徒步行這樣.. 

9. 旅行時的穿著打扮和日常生活有差別嗎? 

沒有 甚至會更破爛 其實是為了減輕旅行時的重量.. 

但我平常本來就不太會打扮 所以沒什麼差別 會考慮到要換洗 所以會傾向

更輕便的裝扮 可是其他人旅行時也會化妝 帶很多漂亮的衣服 所以跟自己

平常的生活習慣有差吧  

10. 您是如何定義自己在異地旅遊的身份呢？ 

- 就是一個朝聖者，就舉德國為例 他是我夢想中的國家 有喜歡的作者等 所以

會想要到德國仔細看看是什麼樣子 向波蘭捷克的話 開放後會想要去看看鐵

幕前後的樣子.. 

旅行經驗沒那麼頻繁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是朝聖者 但多次經驗後 我會想去看

看別人怎麼生活 也會想要換個地方生活 去感受一下不同國家 不同的生活 但

看了之後就覺得..全世界的人都過著同樣的生活 有種心靈的撫慰.. 

- 像一些旅遊資訊比較不透明的地方 會覺得蠻有神祕感的 所以會想去看看他

的”奇”  

11. 在旅行過程中，遇到其他旅人時，會有什麼互動、交流嗎？喜歡結識旅行中遇

到的旅人嗎？為什麼？  

12. 在旅行中，有無發現自己個性、待人接物方式的轉變？舉例…？與原本的自己

有何差異？ 

不用扮演平常的角色 跳脫自己平常的責任 在那邊就是 nobody 沒有任何的

位置 很好 沒有人認識你..完全一個陌生..我應該就是一個很想脫離現實社

會的人 所以回國的時候 就必須回到現實社會這樣  

旅行的時候 就拋開所有角色 旅行可以完全忘卻你的真實生活 原本角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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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都是沒有的 所以跟別人一起去就要扮演別人的誰誰誰不是嗎? 所以去那

邊 你其實是一個遊玩者 雖然歐洲還是有些種族歧視 但對觀光客就還好  

去那邊也很放鬆 跳脫原來的生活 就像做夢一樣 夢醒了 還是要回到現實 

旅行就是一個逃脫的方式.. 

我很喜歡廢墟 喜歡那種蒼涼感 尤其是不太有人去的廢墟 也有經過有泥濘

的地方 我冒險性算強 我敢冒險 就算沒人去過 看起來沒什麼味道的地方 

我還是會去..旅行對我來說 也是一種探險 探險家的角色也是可以的   

有些地方沒有那麼多觀光客是很有趣的 可以知道他們本來的態度 所以我探

險的目的也是蠻多的 

我也很喜歡爬塔 有塔必爬 喜歡在制高點看整個城市的樣子 

13. 出國一定會帶的東西? 

沒有耶…就是防身的噴霧劑和藥物吧  相機一定會帶阿.. 

14. 在國外的時候 當地人是怎麼看你的? 

例如波蘭的話 當時會覺得 他們與歐洲其他國家不一樣 沒有那麼文明或成

熟 很像去知本溫泉一樣 他們會推銷 觀光的方式沒那麼成熟 就把你當作觀

光客 所以會有一些商業行為 但某些生活型態還是跟歐洲其他各國一樣 只

是經濟條件比較不好… 

15. 為什麼想要一個人? 

因為 孤僻阿..因為可以自己規劃自己想要的行程 可以不用配合別人的生活

習慣和生理時鐘 而且我比較隨性..多少都會犧牲一些 例如 玩水 或是夜間

的行程會不太方便一個人 但是我還是比較偏好自己一個人 尤其長程旅行.. 

16. 一個人旅行時都在想什麼? 

我不是很愛分享..我可以一直走 發呆 自己四處晃晃 坐著發呆 ..大部分時

間我都一直在走動或是利用交通工具移動 我很喜歡坐當地的交通工具 可以

坐著看 誰上車下車 外面有哪些風景 像捷克整片山坡都是花的美景 就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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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車上看到 或是護城河的樣子 你就被帶著彎來彎去 有什麼不好 

喜歡看他們在幹嘛 賣什麼東西啊 看穿著看出他們的社經地位阿 當地的房

子長什麼樣子 只有坐車的時候才會經過真正平常人住的地方 才可以看到它

們的住宅區 而不是觀光區的樣子  

像我們有次迷路 到一大片田裡 才有機會看到一大片稻草捲 還跟它們合照 

還有德國原野上很壯觀的風力發電設施 就一些當地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