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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凝縮下族裔文化之遠播－ 

以來台美籍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美國華裔青少年、台灣流行文化、認同、想像共同體 

   

  本研究取徑自 AndersonBenedict 的「想像共同體」，其以報紙與印

刷做為民族的想像途徑。但今日由於傳播方式與時俱進，民族想像的方法

也必然別於往昔，新媒介的出現使得華裔能藉由更加快速也更加直接的方

法接觸台灣。空間與時間在新媒介下的凝縮，雖然出現全球文化受霸權文

化所影響後的同一性之外，卻也提供族裔文化遠播的可能性。 

  台灣的流行音樂與偶像劇近年來憑藉著新媒介得以傳播至華語區域外

的國度，並受到當地華裔的歡迎。大眾流行文化是最易於被華裔青少年接

收的文化，也是他們最有興趣接觸台灣文化的場域。然而在全球化的市場

下，台灣流行文化並無強大的競爭力與能見度，因此華裔青少年選擇接觸

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原因與其認同息息相關。意欲結合華裔研究與台灣流

行文化的互動，用以往不曾出現的觀點來進行華裔研究，即是本研究動機。 

  本文研究方法使用問卷調查與訪談法，進行研究美國華裔青少年接受

台灣流行文化管道與程度，接受行為背後動機以及探討接受其台灣流行文

化文本行動背後之認同。 

  研究發現，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原因，不只是將其視

為單純的娛樂性流行文本而已，背後更有族裔區隔與自我認同的意義。本

研究旨在從來台美籍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流行歌曲、偶像

劇）的行為上，進一步探析身處於雙重文化下的華裔青少年之自我定位，

並嘗試解讀其行為的內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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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culture across over geographical 

distances:Taiwanese pop culture in the group of 

Chinese American teenagers visiting Taiwan 

 

Abstract 
 
Keywords：Overseas Chinese teenagers、Taiwanese pop culture 
           Identity、 imagined commun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Anderson Benedict’s “Imagined Community”, which uses 
newspaper and printing as an imagined path for an ethnic community.  Since media 
has recently evolved dramatically, the methods used by the “imagined community” has 
also changed.  The appearance of new media has provided a new mean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access and learn about Taiwan. 
 The new media, shorting geographical distance, not only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but also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spreading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and, thus, influences the identity of an individual.  
 Pop music and idol drama from Taiwan have reached to other Chinese 
geolinguistic region, and they are much admir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Taiwanese 
pop culture has lower visi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due to globalization.  
Nevertheless, those overseas Chinese teenagers visiting Taiwan identify with 
Taiwanese pop culture, showing a success in the pop culture overseas. The motive for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of Chinese ethnicity with Taiwanese pop culture.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reason for those overseas Chinese teenagers 
accepting Taiwanese pop culture is not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entertainment, but also 
related to self-identity. By analyzing the prevalence of Taiwanese pop culture (i.e., pop 
music and idol dramas) among Chinese American teenagers engaged in dual culture,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behavior and identity of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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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先行釐清本研究之背景與問題意識等先備條件，目的在為後續研究

結果與分析做一前引。第一節研究背景敘述問題存在時所呈現的現象，也就是解

釋研究目標－來台華裔美籍青少年在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時，周遭所提供的環

境與條件。第二節問題意識，解釋本研究在發現「現象」時而引發的思索，並加

以界定研究問題。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理論，提出研究過程中會使用的模式、本研

究論文章節的安排以及欲參照的理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名詞釋義 

 

  2001 年，號稱台灣第一部偶像劇的《流星花園》上映後，在青少年之間

如火如荼的風行了起來，F4 與大 S 更成為青少年的偶像。劇組順勢將這一股風潮

推行至東南亞與日韓，也蔓延至了海外華人市場。風靡台灣青少年的《流星花園》

飄洋過海至美國，這一部改編自日本漫畫的台灣戲劇，重新配上英文版後，成為

華裔青少女口中的 Meter Garden。幾年後，同一天裡，時差十六小時的台北與洛

杉磯，同為十七歲的兩位華人青少女，同時打開了網路電視，收看台灣最新流行

的偶像劇《痞子英雄》。她們同樣喜歡劇裡的新人男主角，於是上網搜尋了他的相

關資料。洛杉磯華裔少女的雙親欣慰女兒表示還想多看看台灣的戲劇，他們認為

自己來自台灣，生長在美國的下一代對台灣不能太陌生。紐奧良的華裔少年，全

家徹夜一起看著幾年前台灣連續劇的 VCD，雖然在他的學校裡幾乎沒有能和他一

起討論劇情的華人同學。紐澤西華裔少年手機裡的音樂，除了日前美國當紅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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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歌曲，竟有好幾首他聽不懂歌詞卻也琅琅上口的周杰倫音樂。他中文學校裡的

同學甚至去過周杰倫在美國舉辦的演唱會。舊金山的華裔少女，從小就跟著父母

在家唱卡拉 OK 中文歌，喜歡唱歌表演的她願望是成為像王力宏一樣的 ABC 藝

人，在華人世界裡大放光采。 

  以上美國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行為確實存在。1

  在台灣向海外華語市場輸出流行音樂與偶像劇的同時，台灣幾乎可說是華語

世界的流行音樂中心。當對流行文化有興趣的華裔青年，經由比以往更快速也更

直接的方式接受到台灣文化時，是否也將如 1949 年之後的海外華人般對台灣有著

想像？而新一代華裔想像中的共同體，已不是上一代「三民主義的基地」，「固守

儒家文化的正統之地」取而代之的想像是台北 101、周杰倫、S.H.E 等台灣歌星的

歌曲以及一部部台灣輸出的偶像劇。台灣在華語音樂市場的地位，除卻成為海外

華人收聽流行音樂的指標外，也成為一個流行音樂文化的發送基點。東南亞華人

歌手將來台發展視為其演藝發展關鍵，馬來西亞地區尤然，例如早年的無印良品、

梁靜茹、曹格等人的發展方式即可見出端倪。 

隨著媒體全球

化與網路功能的日新月益，天涯若彼鄰的空間壓縮已成為現實。如今海外華人對

於台灣文化的接受與連結已不僅停留在早期政府的輸出，熟知網路使用的新一代

華裔青少年能利用網路音樂下載平台、影音分享網站youtube與網路電視等科技，

享受與台灣青少年幾乎同步的流行華語歌與戲劇。 

  也有為數不少的美國華裔青年回台成為演藝人員，例如最早期的ABC藝人

L.A boys，其後的王力宏、潘偉柏、許慧欣、高以愛……等。ABC 藝人在台灣演

藝圈發展的優勢，部分原因在於其身上帶有雙重語言與文化融合的異質性；張小

虹(2007)提到ABC文化在台灣所產生的地域游移、認同曖昧與欲望繞徑，內翻外

轉原本邊界分明、血統純正、國籍明確的國族論述。因此華裔本身的意象圖騰亦

是曖昧多重的。同時對大眾閱聽人而言，一位帶有多義性（polysemy）的明星是

                                                 
1 以上現象改編自訪談記錄與研究過程中的觀察。 



3 
 

能有多種詮釋性的，可以被閱聽人用不同理由認同並喜愛。因此想在台灣一圓星

夢，回台參加電視歌唱選秀比賽者亦大有人在，例如就有ABC參加中視的《超級

星光大道》歌唱選秀節目，該節目也曾至洛杉磯、日本、澳洲地區舉辦海外初選2

   Discovery 頻道於 2009 年 12 月 20 日播出的《Discovery 星期天話題 －聚焦台

灣：華語音樂帝國》節目敘述台灣成為華語流行音樂指標的歷程。發展基石起於

七十年代，台灣校園裡吹起了追尋自我認同的聲音，大學生進而主張要唱「自己

的歌」，此時即是校園民歌時期，也奠定了日後台灣成為流行華語音樂帝國的基

礎。其後滾石與飛碟唱片公司的創立，以及被稱為華語流行樂壇兩大重要人物－

「流行音樂教父」李宗盛與羅大佑的出現，更將台灣的流行音樂帶向蓬勃之路。

九十年代由於網路下載的發展盛行，將流行音樂市場打入低瀰狀態，但該節目卻

指出另一種出路是由於網路的進步，反之亦能幫助華語流行音樂提升能見度。此

點在本研究中亦可獲得見證，華裔青少年在海外接觸華語流行音樂的管道中，網

路將是最不可或缺的一環。 

，

不僅證明其節目的海外知名度，更透露著華裔青年對於在台發展演藝事業的渴望

與夢想。 

  由此可知，台灣在華語流行音樂圈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以四點因素分析。

首先是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競爭優勢特別反映在生產條件上，即是由創作人才所建

構出的創意，台灣唱片產業的生產優勢，即是這些音樂創作人才成功地整合創意、

市場與經營管理三者的關係，進而創造出有關唱片產業經營運作的專業知識，獨

步於華語地區。第二，台灣人口的組成與多元性形成在媒體消費使用上具有文化

品味的多元性與折衷性格。第三是政府低度介入與市場自由開放使然。最後一點

是媒體產業間互相支援和以唱片業為核心的媒體產業聚落（劉現成，2004）。台灣

在華語地區最具競爭優勢的媒體產品就是唱片業。Discovery 該節目另外指出台灣

                                                 
2「超級星光大道」於 2008 年第三屆節目舉辦海外初選，徵選地點包含洛杉磯、日本、新加坡，

本研究撰寫時該節目第六屆另舉辦了澳洲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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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文化基礎，意即保留了中國未必能延續的傳統中華文化，以及社會意識，

同樣表示了台灣具有的良好音樂創作環境優勢。 

  而台灣華語音樂對海外華人的發送，又能憑藉著大眾媒體的跨國傳送，包含

網路上不論合法亦或非法下載的途徑越加快速。大眾媒介的更新打破了空間與時

間的隔閡，使得海外華人接受原生國文化的方式不再侷限於以往憑藉政府對外發

送的正統中華文化，更多了混雜多元性的台灣流行文化，而台灣流行文化的組成

受到全球化衝擊與區域化的接受再造，其一部分的元素本源自美國，尤以有地緣

文化圈與殖民背景關係的日本為大宗。 

  台灣流行文化的複雜性並不是孤例，高宣揚（2002）提到流行文化的本質即

是一種多重結構，並呈現互相交叉的盤根錯節及多變的不穩定形式。偶像劇《流

星花園》就是複製日本文化並進行再製的例子，於 2001 年上映的《流星花園》3

  台灣偶像劇一般被認為是前段所提到之《流星花園》

偶

像劇改編自日本漫畫家神尾葉子的作品，然而翻拍成戲劇後試圖貼近台灣的文

化，例如劇中角色名字即是日文的簡短化或是加上華語姓氏。這種複製的流行文

化除了說明流行文化的本質，也印證了互文本intertextuality的概念，即不同的媒

介形式能使用同一個訊息、故事、敘事形態而表現（何慧雯，2002）。 

4

  提到台灣流行文化，就不能忽略日本文化在其中的重要性，關於日本元素於

，此劇於 2001 年推出

後並成功行銷至海外。劇中主要演員徐熙媛、F4 的名氣在海外亦隨之水漲船高，

不僅擁有海外影迷俱樂部，台灣觀光局更於 2007 年請F4 代言，即是肯定其對海

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偶像劇定義大致如下，集數不多（一般 30 集以內）、大量

採用面貌俊美的演員、符合社會流行的造型服飾、適合年輕人的偶像藝人、以細

膩愛情戲為主、主要場景為現代的時裝電視劇、以青少年為主要收視對象的劇種

（維基百科，2009）。 

                                                 
3華視推出於 2001 年 4 月 12 日的偶像劇《流星花園》，主要演員為徐熙媛、走紅後以劇中外號成

立的團體(F4)。 
4 定義來自於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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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流行文化的組成，可溯源自日本殖民時代，日本當局使用意識形態灌輸台民

皇民化觀念。自此台灣受日本深遠影響，在文化產業部份，特別是現在電子傳播

媒體，例如電影、唱片、電話、廣播、電視皆由日本引入台灣（劉現成，2004)。 

不僅是硬體的輸入，猶如 Said 所表示，歷史會過去，但帝國的意義已存入人民的

生活現實中，它的存在是一種共同的記憶，也是文化、意識形態和政府高度衝突

的構造，並且至今仍威力十足（Said,1993）此觀點或許也不難解讀台灣目前流行

文化仍深受日本影響的原因。此後在歷史脈絡的內部影響與全球化風潮下，一九

九０年代「哈日」的導火線燃於日本偶像劇播出後的熱烈迴響，延燒至流行音樂、

漫畫、時尚、餐飲、旅遊（何慧雯，2002）。成為台灣流行文化裡的重要元素之一。

日本偶像劇的成功傳入帶動了之後韓國連續劇的接踵而至，韓國流行文化元素也

逐漸滲透至台灣的流行文化中，舉凡韓星的演唱會在台舉辦、韓劇在有線無線電

視台的盛行、流行服飾標榜韓國版型、飲食等都可見韓國文化的滲透。日本、韓

國因為地緣接近與文化相似性的特性，使得成功的將其流行文化推銷至台灣，但

台灣流行文化其中主要的一個重影也包含了美國式的流行文化。 

  台灣的流行文化在文本中呈現出混合式的元素，結合多來自美國、日韓與台

灣自身既有的文化，成為一種既混雜又獨特的流行文化特色。其次，台灣文化與

同為華語圈的中國並不完全等同，從日治時代起長達九十餘年的政治隔離下，台

灣人已發展出特有的共同經驗，新的集體生活表徵反射在文化文本上，正說明了

台灣流行文化的多元性與能被放諸四海外的華人所接受性的原因。因此不可否認

台灣文化具有的重新引述、重新落腳特質。如同張小虹（2006）於其〈我們都似

台灣人〉一文所論，ABC 藝人 L.A boys，被認為成功將嘻哈元素帶進台灣樂壇 

 

   L.A boys 的 ABC 文化路徑學，啟動的乃是多重的「離散文化」（diaspors  

 culture），包含嘻哈文化的「離散」－美國後工業時代都市的邊緣與移民族群 

 的離散認同……讓九０年代台灣「再地引述」的大眾「華裔美國文化」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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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嘻哈化。 

在此思及的問題是，台灣流行文化既然是種不斷引述，不斷重新再地的文化，則

ABC 藝人傳入台灣的跨文化路徑傳遞的華裔美國文化特質，是否同樣也被台灣流

行文化所吸收？ 

  這種文化漂洋過海被美籍華裔青年所接受，並產生不同於台灣青少年處理流

行文本的閱聽人模式。由於華裔青年身處於家庭內外兩種文化交集的環境，國族

想像的管道除卻從中文學校、家庭教育，隨著衛星電視與網路傳播媒體的發達越

加多元與迅速。華裔青少年在這股文化洪流中，本身有意識或無意識找尋定位自

身的價值與認同，於是成為處理華裔認同問題下的一項新目標。  

  全球華語熱的推波助瀾，除卻點燃了非華語國家學習中文的企圖，也重新喚

醒了海外華人學習中文的熱情。《偶然身為亞裔人》的作者劉柏川（Eric Liu）即

提到，自己是在「中國優勢時代的華裔美國人」，隨著中國的崛起，講中文的華裔

美國人如果不去跟中國做生意，就好像棒球名將之子不去打棒球一樣，浪費了天

賦的機會、稀有的環境和技術。（劉柏川，1999） 

  王賡武曾分析過海外華人社會的類型，其分為三，一是在加拿大、美國等西

方國家，二是生活在泰國、日本、印尼等地與當地土著中間以商人為主的社會，

三是分布於以中國人為主的香港、新加坡等地。這裡要提到的是王賡武對於第一

類型海外華人社會的分析，在西方社會成長的華人兒童觀點是西方的，但又受到

華人社會種族認同的鼓勵去試圖重新發現自己的中國傳統。但在東南亞西方殖民

地的華人則只能選擇成為文化上的土著，亦或毫無保留接收西方教育，將中國文

化傳統遺棄。王所指的文化為混合儒家與佛道教等傳統的道統文化，但在全球化

的今日，通俗文化的傳播卻能突破過往種種當地政策的限制，直指人心。 

  當台灣女子偶像團體S.H.E唱著備受爭議的歌曲《中國話》「全世界都在學中

國話，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全世界都在講中國話，我們說的話，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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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認真聽話。5」華裔美籍歌手王力宏的一首《華人萬歲》，「2008 年我好期待，

看華人在北京拿金牌……I'm born ln the USA but Made ln Taiwan，雖然我的藝術讓

我馬不停蹄流浪，但落葉歸根在東方才找到我的家……6

  使用同一種語言的連結性可達成想像共同體的建構，當現代化意識型態及全

球媒體的力量使得全世界都臣服在一種文化同質性的狀況下時，語言作為文化的

最直接表現，變成為文化抵抗的戰壕、自我控制的最後堡壘、以及可以確認意義

的避難所。因此國族終究並非是為了服務權力機器而建構出來的「想像共同體」。

它們是由共同的歷史所生產然後藉由共同的語言的形象而顯現出來的

（Manuel,1997）。雖然想像共同體的意義在此過於積極，本為對於沒有國家的國

族的詮釋，但在此仍不可忽視同一種語言為共享的人們帶來的背後意義。 

」。以及周杰倫的東方風

創作音樂大行其道，也揭露了一種現象，那就是華語世界中不同區域相互溝通成

行脈絡，而大中華文化圈裡共通的連結除卻基本的華語以及中華傳統文化之外，

更讓人看見了以通俗文化相互連結的可能。 

  一九九０年代後期，亞洲華人社會已淪為全球性傳播媒體與地區媒體逐鹿之

地，全球化帶來的是挾帶著文化帝國主義跨國媒體的入侵，但同時區域化引起的

效應也不容忽視。我們看著美國好萊塢的電影、聽著美國偶像歌曲的同時，也能

在電視上看見中國製的歷史劇、來自星馬華人歌手的演出、香港電影在國片台高

頻率的播出。除卻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牴觸衝突或者混同的情形之外，華裔青年接

受台灣流行文化的背後動機，是單純屬於青少年迷戀偶像的行為，亦或是台灣流

行以族裔文化的角色採不起眼之姿進入文化帝國裡，成為美國境內少數族裔對於

主流文化的反動？ 

  以上現象引發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本研究認為有必要以新觀點來看待全球化

網路時代的華裔認同。 

                                                 
5 節錄歌詞 曲:鄭楠 詞:鄭楠/施人誠 
6 節錄歌詞 詞/曲:王力宏/楊立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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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進入名詞釋義，將本研究所使用的名詞做一釐清與定位。 

美國華裔 

  美國華裔，普遍又稱為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就是在美國出生長

之華人。美籍華人為廣泛定義，但本研究對象實專注於台籍美國移民之後裔，其

祖父母或父母是來自台灣的移民。 

  由於中國移民的逐漸增加，二次大戰前從中南半島移居至美國的華人、十九

世紀末期就進入美國的華僑後代、香港等地移民之華人皆可置入於美國華人此一

廣泛定義中。台籍美國移民從美國華人此一名詞之外的自我區隔，多傾向於有強

烈台灣意識的台灣移民，且有政治上的立場。當前在美的華人可分成美國傳統華

僑（Overseas Chinese:O.S.C）；美國華人新移民（New Chinese Immigrants:N.C.I）；台

籍美國移民（Taiwanese American:T.W.A）；美國出生華人或台灣人（American Born 

Chinese or Taiwanese:A.B.C or A.B.T）（僑委會，2006；引自 Lee，1992:134）。 

  從個人屬性上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家庭與台灣關係緊密，除了來台學習

中文和參加遊學團以外，之前的來台目的有多數皆為探親。根植於本研究對象家

庭背景與台灣關係的先備條件，本研究對象應屬於美國出生台灣人（A.B.T）此一

定位最為適當。 

台灣流行文化文本 

  流行文化所表達出的形式包羅萬象，涵蓋了例如時裝、時尚、時髦、消費文

化……等等層面，其內容主要是藉由傳播媒體傳播並塑造。流行文化的形式本身

也不同於一般文化的形式，流行文化更多地將形式放在首位，甚至很大程度只是

玩弄形式，不但以形式的多變取勝，而且還不顧內容的高低或優劣。（高宣揚，2002）

只專注在形式的原因在於媒體所推廣的資訊是以科技和商業利益所設計出來，一

但依附媒體所傳遞的資訊被大眾所接受，同質性的內容就有攀附其中形成一類似

群體的可能。以較有可能跨越語言隔閡的流行音樂而言，音樂偶像寄是商業工具，

也是文化符碼，看似多樣的音樂市場，其實只是處於「符號產物的循環」（cycl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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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 production）（李天鐸，1998）流行文化的形式性也可見於電影與偶像劇上，

往往可見主題相同、典型人物角色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現，但是這種相似性是跟隨

著其母文化的。因此不同的文化會有其不同的流行文化。而受媒體所主宰的流行

文化受眾往往包含了以青少年為主的接受者。 

  青少年正值塑造自我期間，流行文化對其而言是種可擷取的符號，用以自我

外顯並尋求他人重視。在本研究中指稱的意涵是由流行歌曲與偶像劇所建構出的

影音形式。本研究著眼台灣流行歌曲與偶像劇與美國流行文化文本之相異，做為

雙重文化比較之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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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問題  

 

  當前節所提到的美國華裔少年哼唱著他聽不懂歌詞的周杰倫歌曲，華裔少

女陶醉於台灣偶像劇裡與美國截然不同的愛情畫面時，他們在學校的好朋友可能

是他亞裔族群甚至是白種人。華裔青少年與台灣青少年在接納台灣流行文化的不

同處就在於他們比較無法向同儕分享他們的心得與樂趣。他們甚至明顯的覺得，

華語劇裡呈現的價值觀，是有別與他們在美國所看的英語劇，遑論他們在美的日

常生活了。在能感受到兩種文化的矛盾與缺乏同儕認同之下，華裔青少年接受台

灣流行文化的行為，對比單純只是接受流行文化的台灣青少年會多出一份雙重文

化的衝突與動機。而對於非華裔的主動閱聽人，他們想看華語戲劇，聽華語歌的

動機可能是為了學習中文，觀看「他者」式的對於神秘東方的好奇，甚至是全球

燃起的華語熱使然。 
  當這群與台灣流行文化關係較緊密的華裔青少年來到台灣學習中文，無論是

大學附設的國語中心或是每年僑委會舉辦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常常可以

發現他們對於台灣流行文化的了解往往勝於他們的中文程度，甚至能說出比台灣

老師更多的華語偶像劇劇名，知道更多新的歌曲。籌辦華裔班的卡拉 OK 比賽與

華語戲劇比賽時又顯現出比學習華語更高度的參與和興趣。這種即使口音不標

準，只知道華語偶像的英文名字拼音，卻表現出與台灣青少年相近的喜歡方式。 

  有關於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參與過程與價值內化的文化認同研究不在少數，青

少年與流行文化的關係與自我認同亦然，但卻缺少關於華裔青年對於台灣流行文

化的認同研究，意欲結合華裔研究與台灣流行文化的互動，用以往不曾出現的觀

點來進行華裔研究，即是本文動機。 

  青少年身處由兒童至成年的過度期，在此生心理變化迅速的階段，基於身心

發展與社會需求而進入自我認證的過程，其中包含了以往認同形象的重整與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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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輔以青少年是流行文化追隨著的主要族群，因此將本研究的對象訂於處於

尋求認同階段的青少年。青少年的年紀界定皆有不同，有從十二歲至十八歲者，

行政院青輔會將青少年定為十歲至二十四歲之間；本研究對象的平均年紀從十五

至二十二歲間。 

  本文試圖研究，在美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接受行為與自我認

同。流行文本 (text)7

  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的想像圖騰若經由他們最常接觸也最有興趣的流行文化

文本所建構，那可得知的是這份圖騰會大相逕庭於經由政令宣導輸出的僑教教科

書與政府所打造的台灣形象。流行文化是跟隨著母文化而產生的，儘管是不斷複

製引述的過程，但並不失去其本位。這張由流行文化文本構成的想像台灣圖騰會

是何種風貌？ 

 的選取以台灣流行歌曲與偶像劇作為代表。但此份認同是

透過華裔青年對於台灣流行文化的接受行為上來分析的，在前提上面臨著曖昧模

糊的難以定義性。首先，青少年迷戀追隨流行文化文本，背後是否必然跟隨著國

族認同的因素？假設台灣青少年對於日本流行文化的欣賞，則其有可能進一步增

進對於日本的了解，產生學習語言的興趣，甚至渴望成為他國子民。但是華裔青

少年對於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選擇，背後又多附加一份與國族認同因果難分的動

機，也就是先有對台灣的國族認同才選擇接觸，還是因為接觸了台灣流行文化，

因而產生對自我家族根源 (roots) 的認同？ 

  如同上一節所提到，台灣在華語音樂界裡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網路上取得

的便易性，因此成為台灣流行文本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台灣偶像劇成功行銷海

外市場，亦是台灣流行文化中領先其他華語國家的表現。此外，由於大眾媒介的

便利性與網路世代的青少年會藉由網路取得他所想要的資訊，而影音檔案下載與

分享是網路超越以往傳播資訊的新功能，是以在流行文本上選取了流行歌曲與偶

                                                 
7 文本（text）指得是傳播的內容，指涉大眾傳播媒體呈現的符號，因此不僅只是文字，舉凡電視

節目、電影、歌手專輯等……都屬文本的範疇。本文的流行文本指得是台灣偶像劇及華語流行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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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劇做為研究項目。偶像劇同時也呈現了一幅不盡真實的台灣圖像，當黃皮膚黑

眼睛戲劇演員的相同根源表徵出現在電視上時，華裔青年的「身體」藉由此找到

對照與反映，是為提供一個用眼睛觀看的同族群想像渠道。在觀看的過程中如果

和現實產生差異，則也是提供華裔一個在外界顯得獨立的自我而有所依歸。偶像

劇與歌曲正可代表大眾傳播中的「視」與「聽」兩種傳播方式，是以本文採取台

灣華語歌與偶像劇作為台灣流行文化代表。 

  研究對象則選取來台灣學習中文或參加遊學團的美國華裔青少年，會來台者

則已經具有本身或家庭對於學習中文的重視與和台灣緊密的聯結證明。由於在研

究限制之下，不可能發放問卷給在美各地的華裔青少年，以資做為達到區別各地

差異性與突破和台灣關係深淺性的證明；因此本研究將目標對象縮減至來台的美

國華裔青年，奠基於其與台灣關係的穩固基礎上，做為理論本位取樣（Theory-based 

sampling）發展其後的研究脈絡。 

  而美國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一直是華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選擇，隨著二十世紀

七十年代後排華法案的解除，在美華人數目的增多，其社群之間的網絡隨之成形

與發達。輔以前節所提到，台灣流行文化本身即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結合，外來

文化又以受到美日兩國為之甚，例如台灣的流行音樂元素多以美日為標竿，而近

年 ABC 藝人的加入更成為對華語本土樂壇的影響。其顯著的交互作用，故選取

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華裔作為研究目標。 

  科技引發的全球化使得時間與空間扭曲與壓縮，我們的世界與生活在被全球

化與認同的衝突性趨勢所塑造（Manuel, 2002）。海外華裔所受到的文化衝突可預

期的比網路時代前要來得快速與複雜，身處網路時代，社會行動者認同的塑造過

程值得以不同的觀點進行探討。 

  本文探討的內容包含接收行為與背後因素，接收行為將分析華裔青少年接受

台灣流行文化的方法與模式，探討其運用何種傳媒接收，其歷程與頻率是否與其

對英語流行文化有異同，作為華裔青年在面對雙重文化下的選擇考量與其背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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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析。背後成因的探討目的意欲得知影響華裔青少年選擇接受台灣流行文化，

進一步了解甚至達成認同的過程脈絡。根據前述動機與目的，本文研究目的為美

國華裔青少年之： 

 

一、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管道與程度。 

二、接受行為的背後成因。 

  三、探討接受台灣流行文化行動後的認同。 

 

  本文也將分析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與背後原因，其身為主動

亦或被動的閱聽人？意即其是主動找尋資源接受台灣流行文化，還是並非刻意安

排的行動，例如是因家中成員的行為而間接得知甚至是在逛中國城無意間從商店

播放的音樂裡聽到。媒體已經徹底滲透日常生活中，閲聽人的媒介使用行為研究

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閱聽人」等同一種生活形式，也是現代人的一項生活特質，

因此閱聽人研究必須從這種觀點來看，即把一種媒體及媒介經驗構成的日常生

活，當成一個必要的脈絡（盧嵐蘭，2007）。儘管閱聽人的日常生活並不只有家庭，

而對於青少年時期，同儕關係誠為最重要的一種人際關係，自不能忽略同儕對於

青少年選擇接受流行文化的影響。然而處理華裔問題的複雜性又在於其面對雙重

文化的問題點，美國文化來自於學校職場，華人文化多來自於家庭，因此本研究

也將探討的問題集中於華裔青年與家庭的日常生活部份。雖然其家庭以外的活動

場所仍然可以讓華裔青年接觸到台灣文化，例如同屬華裔家庭的交流場所、中文

學校等。家庭期望與習慣對於華裔青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影響為本研究的假設

之一。 

  主動閱聽人 active audience 的劃分在本研究裡從一般性的閱聽人裡強調出

來。然而主動可能具有多重意涵的解釋，媒體研究學者對於「主動閱聽人」一詞

的解讀多認為是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主動的角色，不只是解讀文本的意義，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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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建構出那些意義。主動閱聽人的概念是進行分析媒體文本加諸在閱聽人身

上的意義，因此文本的意義將不僅只是單一化。閲聽人主動解讀媒體意義，同時

不同閱聽人對同一文本會有不同的解讀意義，例如背景、社會網絡和經驗不同皆

會影響閱聽人的解讀結果。接收行為一詞在本研究中是指華裔青少年主動接觸台

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例如上網搜尋華語流行歌、台灣偶像劇，在本研究中也

包含了閱聽人對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解讀。因此接收行為在本研究裡並專注在閱

聽人被動的接收生活環境中所釋放出的資訊，而是指閱聽人一種有選擇的操作行

為。其後進一步分析其主動的原因，即讓華裔青少年成為主動閱聽人的影響因素。

閱聽人的背景被認為是影響其解讀媒體文本的因素，本研究所探討的華裔青少年

觀眾，背後即負有族群認同的意義。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近年來推行至兩岸三地以

及東亞國家，原因在於台灣與這些地區的文化接近性與地緣性。但是當我們發現

太平洋彼岸的美籍華裔青少年也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時，台灣流行文

化市場在此因種族得以拓展至海外。種族是建構一個文化語系市場非常重要的條

件，因為種族的認同本身便是建構文化資本的一種型式（Straubhaar, 2001；劉現

成，2004）。華裔青少年藉由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動機與延伸行為牽涉至族群

認同。這種族群市場雖然得以拓展至海外，並突破時間空間距離，但這種現象與

被稱為文化帝國主義者的向外傳播自身文化並不相同。文化帝國主義將文化視為

商品，文化如同在工廠被製造出來，並憑藉著傳播科技將文化、價值觀向外傳播，

被滲透地區甚至因此造成其原有文化價值觀的改變。文化帝國主義是優勢國向弱

勢國行使的，亦是被入侵地區的自省，是為向下。但是本研究發現華裔接收台灣

流行文化文本之行為，是種族式的觀看模式，並非傾向單純文化外銷的結果；也

是呈現華裔青少年其居住地美國此文化強勢國下的一種相對於融爐說（Melting 

Pot）的反論：多元文化主義（Pluralism）。多元文化主義者 Robert Park 認為不同

種族和文化的成員，可以在經濟或居住區上共處，但在道德層面上卻會保留某種

程度的孤立（張四德，1998）。孤立在本研究中發現並非僅為道德感，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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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青少年的行為會產生某種外在環境與內部家庭的協商，或更確切的說是以族

裔做為協商標準。因此首要先釐清的觀念是華裔青少年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

行為，屬於華人種族市場的影響為主。 

  本論文研究立場欲避免對華裔的想像與早期華僑研究的立場，也就是將其視

為孺慕中華文化的海外遊子。研究者本身要進入研究對象的脈絡本屬不易，但是

承襲以往對華僑研究以及定義的框架裡卻是危險的，易流於自說自話，甚至是錯

誤解讀被研究者的處境。 

    此外在定義台灣流行文化時易碰撞於曖昧的意象裡，台灣流行文化的本質究

竟存在於哪種文化原型之下？在全球化的現實裡，台灣流行文化的部分構成就是

不斷從全球文化裡汲取並再地引述（re-cite and re-site）。因此在研究華裔青少年接

受台灣流行文化的過程中，必混淆著同樣曖昧難解的迷霧裡；即是在全球化年代

的文化超級市場裡國族認同存在的權威性備受挑戰。在國族認同鬆動與被質疑的

情形下，輔以台灣流行文化的本質充斥了全球（尤其是強勢文化）的影子。 

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背後是國族認同的招換？抑或單純接近著帶有美

國文化影子的台灣文化，因其重複元素帶來的親切感？ 

  因此本研究主旨在探究建立在次文化認同上的國族認同。卻不可避免的面臨

到在全球化時代下消費情形裡對國族認同的衝擊。此為本研究欲提出必然面對的

難處與意識糾葛。 

  不可諱言台灣在主體身分上的認同模糊，但本研究欲在流行文化本身的多重

結構與不穩定特質上避開了國族認同的單一性，即面臨台灣與中國的二分抉擇。

在研究中屢屢提到的「國族認同」、「國族想像」實則上對研究的本身是具有相當

程度的可質疑性，尤其是筆者本身應該站在哪一個身分下去推論受訪者的國族想

像？是透過身屬國族的視野放眼海外華人對於國族本身的想像，或是必須重新定

義本研究裡出現的「國族」意義？ 

  由於本研究著重在華裔青少年對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接收，是以在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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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上選取了台灣生產的流行文本，避開探討中國與台灣的特殊歷史關係，同

時在流行文本上目前仍以台灣做為大中華文化區的主要製造區，是以有助於本研

究國族認定的單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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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理論 

  

    統整在進行研究前的考量，本文的研究論述架構如下：華裔對於台灣流行文

化的接受行為延伸至背後的認同、想像共同體、族裔文化圈。想像共同體與族裔

文化圈是從分析華裔對於台灣流行文化的認同而來；立論在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

流行文化的基礎下，進一步從訪談內容輔以文獻分析此一現象。 

  本文援引的與認同相關理論有安德森 Anderson Benedict 所提出的「想像共同

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以其作為理論基礎。以及在 Gordon Mathew 所提出

關於自我認同塑造的名詞「文化超級市場」（cultural supermarket）上延伸自我認

同與文化取捨的可能性。主要是為了避免掉入華裔研究可能會有的盲點，即是過

度放大國族認同的影響力而產生的謬誤。 

   本論文結構共分為五個章節，下列依序說明其內容。 

  第一章緒論從發現現象起，以及台灣流行音樂與偶像劇的發展簡述，梳理背

景脈絡。列出在現象中發現到的研究問題，再嘗試將問題依附在理論文獻之下。

現象乃是美籍華裔青年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情形與媒體日新月益下的跨國傳播，

從中思索現象背後可能的問題意義，諸如接受文化背後的認同與自我塑造，嘗試

將研究過程中的現象與發現納入理論之中。 

  第二章敘述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文獻分析，包含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與

質性研究的半結構訪談與文獻分析，以及研究的進行步驟。文獻分析部分回顧整

理本研究中會使用的相關文獻，包含自我認同的塑造與流行文化對閱聽人的影

響，這兩者皆是環繞著華裔青少年在雙重文化的衝擊下如何決定認同的方向。最

後是全球化時代下時間空間快速縮短對於文化傳播造成的影響，延伸自想像共同

體的產生。試將華裔個人的思辨過程放大至海外華人可能共有的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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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與第四章放入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第三章主旨在族裔文化，第四章

是個人在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所產生的行為與認同。分析鋪敘研究結果，試將

結果與理論作一配合。例如由華裔青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方式與背後原因與族

裔文化內涵相互印證，在接受雙重流行文化中所發現的異同連結至個人認同的塑

造。 

  第五章結論分為兩部分，研究結論與缺失展望。試圖將研究後所得後將其作

一清析說明，再將研究進行中遇到的窒礙造成的缺陷釐清，提供日後研究更可能

的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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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之運用與相關說明。第一節研究假設與步驟，第

二節研究方法，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與量化研究之問

卷調查，並呈現問卷調查的受測者個人屬性分析。第三節文獻分析，旨在提出前

人相關研究，整理出研究過程應有的思考脈絡與參照模式。 

 

   第一節 研究步驟與假設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survey）與質

性研究中的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文獻分析並行，以台灣師

範大學進修推廣部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下稱為師大華裔班）與美國洛杉

磯瑞山中文學校台灣參訪團（下稱為瑞山參訪團）為主要研究對象。問卷發放與

訪談的時間配合訪談對象來台期間，於 2009 年的六月至八月進行，共八十四人。 

   Miller, Action, Fullerton and Maltby（2006）表示 量化分析有用之處在確定「在

何時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及如何做」但在「為什麼」的問題處理上卻顯得無力，

量化研究在確認經驗上社會事實的真實性是有效的，但在確認社會行動者的行為

動機或適理由上則是無助的。其優點是能測量許多人對於有限問題的答案，再以

幫助資料的相互比較與整合。量化研究可區分為三種類型的方法：調查法、相關

法、實驗法。其分別的使用目的為：調查法是由樣本推論母群，藉此對母群描述

與解釋。相關法目的為設定變項，探討之間的關係以此推論通則。實驗法的目的

是藉由區分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因果關係，研究依變項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想藉由來台的華裔青少年推論其認同，但囿於研究限制，無法發佈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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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給全美的華裔青少年，由於母體數量的龐大與居住地的分散，使用隨機抽樣亦

有困難性。本研究採取從一個廣大母體中擷取部分代表樣本，但是調查法特性並

非藉數據以建立一套通則，而是得知母體特性，欲從調查法推論母體特性的關鍵

在於樣本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將樣本侷限於「來台」的華裔青少年，以求推論

母體特性的精準。 

  因此本研究欲以量化研究中的問卷調查法處理華裔青少年對於接收台灣流行

文化的頻率與方式，但牽涉到個人主觀認同的問題時，則以質性研究訪談法進行。

問卷發放於前兩者與師大國語中心初級閱讀班。訪談十六位美籍華裔青少年。以

上二者立足於理論本位取樣（Theory-based sampling）而來，以有意願來台，其家

庭背景與台灣連結緊密的假設下，根據此一概念化下的潛在表徵，從來台華裔青

年中取樣。從定義上來說，樣本便成了研究現象之表(Patton, 2008:269)。 

  文獻分析屬於間接研究方法，在此文的目的是為了彌補質性與量化研究的未

盡之處，就文獻分析的特性而言，其具有以下特性： 

 

一、它所研究的事件是過去發生而非目前發生。 

二、文獻資料分析可超越個人的經驗與視野。 

三、文獻資料可超越調查互動的不良影響。 

四、文獻資料分析可提供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葉至誠，2002 :139） 

 

  本研究希冀能利用文獻分析的特性，在新型態的研究項目上亦有學理可據。

研究步驟首先以師大華裔班為單位做問卷調查，一是為了得知華裔青年接受台灣

流行文化的平均行為，二是使受訪者預知問題內容。受訪者是依其中文程度分層

立意抽樣（Stratified purposeful sampling）十二位學生作為訪談對象，避免有中文

程度較佳的學生可能會屬於較常接觸中文，因此對於華語歌曲戲劇也較為熟稔的

疑慮。每位訪問者進行至少十五分鐘的訪談，依研究倫理，事先得到受訪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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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錄音方式進行訪問，並在文中採取代號不顯示真名的方式呈現，遵循隱私、保

密、匿名的原則。文獻分析法用以在發現現象後提供相關知識背景，在質性量化

研究過程中增進效度，以及在得知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後作為互相印證與詮釋研

究結果。 

  本研究從現象觀察中認為： 

一、來台學習中文的美國華裔青少年在美皆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管道。 

二、正值塑造自我期間的青少年會受流行文化而影響其認同觀念。 

三、美國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探討，背後將牽涉到家庭習慣

與期望。 

四、台灣流行文化對於華裔青少年並非單純流行文化文本，而是帶有國族認

同色彩與族裔區隔的意涵。 

首先必須先了解青少年對於接受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模式，如果單就以往海外

華人接受台灣資訊的管道諸如衛星電視、當地華人報紙、或是僑委會出版的文宣

產品等是不足的，也忽略了網路世代青少年的行為習慣。本研究並假設華裔青少

年能透過網路接受到與台灣青少年幾乎同步的流行文本資訊，因此在美的華裔青

少年只要有動機，聽到台灣當紅的流行歌曲，看到目前正上檔的偶像劇並非難中

文電視的習慣之外，與台灣仍保持連絡也是原因之一。本研究對象的這一批華裔

青少年其來台的目的是為了利用暑假期間學習中文，因而參加由僑委會主辦的華

裔青少年語文研習班。研究中少數人是來自瑞山中文學校舉辦的遊學團，可以推

知這些華裔青少年家庭在美國是與台灣仍有某程度上連結的，因此才能得知此類

返台資訊並有意願參加。而華裔青少年無論是在美國或是來台時接受台灣流行文

化文本的行為，判斷並非只有單純的流行文化意義，而是背後負載著某程度的有

意識或無意識的族裔區隔，而並非如同美國流行文化般是能風行全球、看似不同

種族皆能接受的。國族認同甚至可能是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內在

原因。因此一名華裔青少年可能最喜歡聽美國當紅偶像的歌、在學校時與亞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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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討論著進軍美國歌壇的韓國明星，回家時在房間一面做功課一面聽著英、韓、

中文三種語言的歌曲。而為什麼要聽中文歌，或許他也說不上來確切原因，在學

校也不會和同學分享，但是父母也有聽中文老歌的習慣，也會勸他多學點中文。

因此他參加了僑委會主辦的華裔營，回到之前因探親目的的台灣，認識一群可能

來自世界各地的華裔同儕，一起練習華裔班際華語歌卡拉 ok 比賽的歌曲，返回美

國後，其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頻率也隨著同儕的不同而降低了。以上是將假設化

為路徑的敘述，將假設串連成一套行為模式。 

  研究步驟首先以師大華裔班為單位做問卷調查，一是為了得知華裔青年接受

台灣流行文化的平均行為，二是使受訪者預知問題內容。受訪者是依其中文程度

分層立意抽樣（Stratified purposeful sampling）十二位學生作為訪談對象，避免有

中文程度較佳的學生可能會屬於較常接觸中文，因此對於華語歌曲戲劇也較為熟

稔的疑慮。每位訪問者進行大約十五分鐘的訪談，依研究倫理，事先得到受訪者

同意以錄音方式進行訪問，並在文中採取代號不顯示真名的方式呈現，遵循隱私、

保密、匿名的原則。文獻分析法用以在發現現象後提供相關知識背景，在質性量

化研究過程中增進效度，以及在得知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後作為互相印證與詮釋

研究結果。 

  研究樣本範圍及限制如下，本研究以來台的美籍華裔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樣

本來源自九十八年的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第四期與

美國洛杉磯瑞山中文學校組成的台灣參訪團。樣本限制為研究僅限於身為美籍的

華裔青少年，本研究討論範圍並不包括其來台學習中文的動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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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問卷分析與質性研究 

 

  本研究問卷分析採用 SPSS18 統計軟體，將回收的問卷過濾編碼後進行分析。

SPSS 軟體發展於 1965 年，其名稱是「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簡稱，作為量化研究的工具。 

  問卷的設計使用李克特量表（Likert-type scale）填答方式，採用五點量表法

（points），期望達到問卷信效度分析的基本要求。Berdie(1994)提出，在大多數的

情況下五點量表是最可靠的，選項超過五點，一般人難有足夠的辨別力。其次是

三點量表限制了溫和意見與強烈意見的表達，五點量表則正好可以表示溫和意見

與強烈意見之間的區別（吳明隆，2005）。因此本研究問卷的後半部使用李克特量

表（Likert-type scale），將選項分成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

五個程度選項，欲得知填問卷者對於各項敘述問題的程度符合情形。 

  本研究問卷設計流程如下： 

一、前置作業（pilot work） 

  由於華裔青少年與流行文化認同之研究主題包含族裔、流行文化認同兩項主

要架構。因此本問卷設計首先參閱與族群認同、青少年對流行文化認同相關之問

卷，並利用相關文獻編擬問卷架構。 

二、效度評估 

  問卷首先經師大華裔班華語教師之評估效度。效度(validity)是指一份研究對

於研究者所欲得到結果的程度，也就是能正確測量的特質程度。效度越高表示測

量的結果反應測量內容的真實面越高。效度與信度表示數據程度的高低，因此是

相對並非絕對的。 

  效度分析由於限於分析效度方法中的「因素分析」適用於受試總樣本大於 

100 人，且題項與受試者比例必須呈現 1:5 的條件。因此本研究採用專家效度分



24 
 

析，此一分析方式之專家學者包括有實務工作者、有此相關研究經驗者、有學術

背景者（吳明隆，2007）。因此本文問卷施測前經過有華裔班教學經驗的教師意見

修改而成。 

三、問卷預試 

  本問卷預試對象為瑞山中文學校遊學團部分成員，以及師大華裔班九十八年

度第四期中一個班級。其後根據問卷結果、相關文獻以及專家意見修改。 

四、修改後發放於師大華裔班與遊學團未受前次問卷測試之華裔學生。本研究是

以來台學習中文與中文學校遊學團的美籍華裔青年為調查對象，問卷共計發放一

百零五份，由於發放方式是在華裔班課堂上徵求授課教師同意後當場發放回收，

遊學團亦是採用此模式，因此問卷得以當場全面回收。但首先必須剔除非美籍華

裔青少年，因此採用問卷共八十四份，其餘他國籍問卷作為對照參考使用。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包含： 

 

一、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分析 

     

  描述統計是將數字從原始的狀態到成為能被理解的統計量數之過程。也就是

將一套無意義的數字整理成可供研究的資料，用統計量數來敘述大量的數字，以

化繁為簡的方式來供研究者判讀數據背後的意義。 

描述統計對於量化數據的處理，主要有兩個途徑，第一，運用次數分配表來

整理並描繪變數數值分布情形，並利用統計圖表來表現出數據的特性與分佈情

形。第二，透過描述統計量的運算，建立初步的統計指標，做為後續統計分析的

基礎（邱浩政，2005）。 

  本研究用屬於描述統計方法中的次數分配分析(frequency distribution)得知問

卷填答者的個人屬性，例如性別、目前最高學歷、家庭移民時間等……。並以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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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的對照表呈現出全體填答者的狀況，藉此得知數據的分布特性。表現出的結

果包含有效的次數、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積百分比數據，在沒有遺漏值，也

就是填答者沒有遺漏的情形下，有效百分比分配即等於百分比分配。 

 

 
經過描述統計分析後個人屬性分析如下： 
 
1、性別 

表1 受測者個人屬性-性別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的 男性 40 47.6 

女性 44 52.4 
總和 84 100.0 

 

2、教育程度：指受測者的目前最高學歷，以大學人數最多，其次為高中，因此平

均年紀多集中於十六至二十二歲。 

 

 

表2 個人屬性-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國中 2 2.4 
高中 27 32.1 
大學 54 64.3 
研究所 1 1.2 
總和 84 100.0 

 

3、出生地：受測者 88.1%於美國出生，全體受測者目前的居住地皆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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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個人屬性-出生地 

 人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台灣 6 7.1 
美國 74 88.1 
中國大陸 1 1.2 
其他 3 3.6 
總和 84 100.0 

 

4、家庭移民時間：受測者的家庭移民時間以父母移民居冠，參照上表可得知此研

究的受測者多為第二代移民的美籍華裔。 

表 4 個人屬性-家庭移民時間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效

的 
祖父母 8 9.5 9.6 9.6 
父母 75 89.3 90.4 100.0 
總和 83 98.8 100.0  

遺 漏

值 
 1 1.2 

  

總和 84 100.0 
  

 

5、家庭使用語言：此處為表現華裔家庭的語言使用可能並非單一習慣的情形， 

以表五、表六呈現之。 

表五說明華裔青少年家庭中使用的語言種類，表六說明能說該語言的受測總人數。 

在此為了表現出移民家庭兩代的語言特色，台灣移民父母與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家

庭，可能會同時使用一種以上的語言溝通。因此將問卷選項分為中文、英語、閩

南語、客語和其他選項。目的在於確實呈現華裔青少年家庭保留台灣元素並能融

入美國主流社會之情形。 

由下表可得知華裔青少年的家庭語言使用，多以中文與英文兩種語言，人數佔受

測者的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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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選項據受測者表示為粵語。 

 

 
表 5 華裔青少年家庭使用語言 

請問你的家庭所使用的語

言是? 
中文 11 13.10% 單

一

語

言 
 英文 16 19.05% 
 閩南語 1 1.19% 
 客家話 1 1.19% 
 其他 0 0.00% 
 中文、英文 35 41.67% 兩

種

語

言 

 中文、閩南語 4 4.76% 
 英文、閩南語 2 2.38% 
 英文、其他 2 2.38% 

 中文、英文、閩南語 10 11.90% 三

種

語

言 

  中文、英文、其他 2 2.38% 

 
表 6 該語言受測總人數 
語言   填答    百分比 
中文 62 73.81%的人會說中文 
英文 67 79.76%的人會說英文 
閩南語 17 20.24%的人會說閩南語 
客家話 1 1.19%的人會說客家話 
其他 4 4.76%使用包含粵語等其

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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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無學習中文經驗：受測者在美的學習中文經驗，有 91.7％的受測者有學習過

中文，包含中文學校、學校選修課、回來參加華裔班等管道。 

表7 有無學習中文經驗 

 人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有學習中文經驗 77 9.7 
從未學習過中文 7 8.3 
總和 84 100.0 

 

7、回台次數：受測者的回台次數超過半數都在五次以上，目的包含探親、度假 

學習中文，以探親目的居多，可以得知第二代的華裔移民家庭仍與台灣保持密切

關係，維持著親屬網絡。 

表8 受測者回台次數 

 人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第一次 14 16.7 
第二次到第四次 20 23.8 
五以上 50 59.5 
總和 84 100.0 

 

 

 
 

 
  
二、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即是指測量的可靠性(trustworthiness)，係指測量結果的一致性

(consistency)或穩定性(stability)（邱浩政，2006）。信度的高低表示研究數據誤差

的多寡；信度越高，誤差越小，表示測驗結果是可信賴並呈現穩定性的，反之則

低信度的問卷結果亦有較高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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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type scale），此量必須通過信度測量。 

  本問卷採用的是內在一致信度中 Crobachα 係數分析方法信度。一般而言，信

度值如果小於 0.35 視為過低，在 0.35 至 0.7 之間尚可，如果超過 0.7 則達到高信

度。經過分析，本問卷的總信度是 0.869，流行歌曲問題部分信度為 0.806，偶像

劇部分信度為 0.759，俱超過 0.7 值，表示本問卷信度已達到高信度標準。以下是

本論文問卷的信度分析表，分為總信度、流行華語歌曲部分信度、台灣偶像劇部

分信度。 

總信度 
 
可靠性統計量 表9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69 23 

 
流行華語歌曲部分信度 
 
可靠性統計量 表10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06 12 

 
台灣偶像劇部分信度 
 
 
 
可靠性統計量  表11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75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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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卡方考驗 

卡方考驗（Chi-square test）又稱為交叉分析，功用在於得知兩個變項之間有無統

計上的顯著關聯性（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如果兩個變項間不存在影

響關係，表示統計上的獨立，反之統計上不獨立即表示兩個變項之間具有關聯性。 

本問卷用卡方考驗分析以下變項類別： 

（一）家中語言使用中文與受測者本身聽華語流行歌頻率關係 

（二）家中語言使用中文與看受測者看台灣連續劇頻率關係 

（三）家中語言使用中文與上網搜尋華語歌／偶像劇資訊關係 

（四）家中語言使用中文與對台灣偶像劇的喜愛關係 

 

得出的結果顯著差異是（四）家中語言使用中文與對台灣偶像劇的喜愛關係，分

析時將程度五等分化約為正面、中性、負面的三種程度原因在於加強數值以便進

行卡方考驗。其餘三者的變項之間關係並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不存在影響關係。 

 

 

 

表 12 

 

 

 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tota
l 

是 26 13 23 62 
否 8 11 3 22 
total 34 24 26 84 

 

卡方值：7.8023 

P 值：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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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2 (3-1) x (2-1) 

家中是否說中文與喜歡看台灣戲劇顯著不獨立。 

質性研究 

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其特色在於一種開放且經過設

計的訪談情境中，受訪者可能會比在標準化訪談法或問卷作答中，能夠更清楚地

表達出受訪者自身的主觀觀點。（Flick,2007:121）研究者必須先擬定訪談大綱，

但問題的答案是由受訪者所自由發揮，並沒有特定的答案。 

  依本研究的問題架構，訪談的目的在得知受訪者本身的認同問題，故需要在

一種不能被設限的答案框架的情境下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大致由三種類型的問題

所組成：開放性問題、理論驅動的假設導向問題、衝突性問題（Flick），故依此

順序擬定訪談大綱，循序發問。訪談的過程中不僅是紀錄受訪者的話語，亦包含

受訪者有意識無意識的非言語行動，佐以成分析的線索。 

  本研究的訪問對象為師大華裔班學生十二名，瑞山中文學校學生四名。受訪

者年紀皆於十五至二十二歲之間。對象以師大華裔班與瑞山參訪團為目標。受訪

者所屬的九十八年師大華裔班第四期從九十八年七月六日至八月十六日，參加者

多為美加地區的華裔學生，亦有部分歐洲華裔生，但多以美國為大宗。年齡平均

為十八至二十二歲。僑務委員會主辦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固定於每單月第

二個星期一開課，一年共六期。學員報名來台後，會先進行中文程度測驗，依照

結果分班，第四期學員共有 139 人，分為十二班。

1

         

瑞山中文學校美國洛杉磯成立以來，於每年舉行台灣參訪團。筆者所訪問的參訪

團團員隸屬於九十八年的醫學營團員，平均年齡介於十五至十八歲之間。 

                                                 
1資料來源：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辦公室 



32 
 

 

         第三節 文獻分析 

 

  關於華裔青少年在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選取反應出的認同是本論文所關注

的部分。青少年接受流行文化文本行為，例如聽流行音樂、看偶像劇等是攸關於

個人的閱聽行為，因此在大眾傳播與閱聽人的研究部份也會有所涉獵，但由於大

眾傳播學科係以另一學門，為免於主題失焦與力有未及他項學門，本論文仍停留

上相關的文化研究上。 

  自我認同的研究在台灣有與大眾傳播連結者，即是台灣消費者／閱聽人對於

外來文化的接收，將文化認同與國族想像連結的研究多是外來文化對在地影響的

研究，例如透過哈日族青少年的行為研究其對於日本的國族認同。雖然立場與本

研究並非完全符合一致，但為在族裔對國族想像以及經由流行文本產生的認同上

取得共識，在文獻上皆會有所參照。 

  認同在台灣的另一個研究即是論述台灣人對「台灣」的國家認同定位與政治

傾向。有關台灣的國族認同研究，書籍大都傾向論述台灣本位的國家認同，至博、

碩論文部分大多數都是側重大專學生的政治態度及國家認同，高中或青少年之研

究，又大都偏重在其政治社會化之議題。（楊華中，2008） 

  以上兩個方向是台灣目前對於認同研究的大致趨勢。又或者是從身分的不單

一性研究其對自我的認同，例如研究新住民，也就是外籍新娘對台灣社會問題或

是其子女的自我認同研究。 

  本研究根植所研究學門的立場，以華裔青少年做為研究標的，相信在海外華

人研究領域或是認同研究上皆能有新的角度觀之，並有擴充延伸的空間。 

  進入到文化認同研究之前，必須先了解「文化」的定義。人類學家稱文化為

人類生活的方式，Gordon Mathew 將文化定義為結合傳統解釋與當代觀念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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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化超級市場裡得到的資訊與身分」，而人從文化中自我形塑。 

  Stuart Hall（1990）將文化認同表示區分為兩種思維型式，就非分類而言是舊

有傳統形式與歷經對傳統型式的辯證而產生的思維。第一種思維是把文化認同視

作一種共有共享的文化，擁有共同血源與歷史經驗的人能共享這種根源。而讓共

享者能有一個穩定不變的目標可以追尋，猶如在苦難的現實中找尋過去曾經存在

的輝煌。但這種認同與其說是重新「發現」，不如說是在過去的歷史上「生產」認

同。然而第二種立場卻認為人們除了共同點之外，更存在著「差異」。Hall 以此差

異提出三種在場關係：非洲的在場、歐洲在場以及美洲的在場，意欲瓦解在場並

重新建構出意義。由於歷史的演進，文化認同並非永恆固定非變動的，現實的轉

換帶動過去繼以存在的事實。文化認同是現在 (being) 也是轉變 (becoming) 的意

義，過去等待人們發現，但並非認同僅僅立足於對過去的恢復。過去共同的根源

與歷史已經無法恢復，也就是如同薩依德表示的「想像中地理與歷史」已經不存

在，但 Hall 表示仍然有助於將「鄰近與遙遠地區之間的差異加以戲劇化，藉此加

強非洲本身的存在感。」 

  同時文化認同的另一個說法是藉由參加文化活動，而對某國度或文化活動背

後之目標與價值產生緊密而良好情感與認同關係，李丁讚、陳兆勇（1998）在研

究台灣人對日本流行文化產生的文化認同時，認為是國人對日本流行文化的接觸

中，由看、聽、而瞭解，進而模仿，實踐其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從文化接觸到文

化認同的重要過程與機制。這種藉由參與、實踐而產生的認同概念將認同視作一

種經由學習模仿與不斷接受刺激的一種過程，全球化的今日人們所能接收到的各

種文化匯流（culture convergence）刺激遠勝以往；因此也產生了學者所擔憂的認

同危機，也就是個體舊有認同的鬆動與新建認同的多元與不穩定。 

   以上將認同視為一種過程，即透過行為與動機學習型式的說法可以視作

Hall 第一種關於文化認同方式的延伸。也就是個體發現到了共有共享的文化群體

時，進一步加入其中活動並共享其同一性（oneness）。但 是 Hall 的文化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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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定義來說是針對同一血緣與歷史的人群，如果用以華裔認同的解釋是適當

的，但是本研究是以華裔青少年就流行文化文本的觀點為出發，因此單就同一族

裔的認同解釋是不足的。同時華裔研究所必須關注的重點在於國族認同，因此如

果停留在文化認同的定義上也未能解釋。本研究據郭為藩（1975）的分類，將認

同區分層面如下，此處的認同分類偏向以個人參與的文化行動做為認同分類，本

研究的問題問題也由此參考而編寫。 

 

一、認知的（connitive）：即個人本身覺察自己屬於某一團體，並且能了解 

  團體的特性。在本研究中的問題是對於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接觸頻率，包含

對此文本的了解。 

 

二、情感的（affective）：個人在情感上有內、外的劃分。在本研究中也就是能察

覺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與美國的差異並在情感上有內外之分，也就是認為台灣的

流行文化文本和「我的國家」不同。 

 

三、知覺的（perceptual）：個人產生對其愛好的感覺，並且自得樂於其中。本研

究將華裔青少年願意與同族裔分享放入此類別，並認同這可與分享台灣流行文化

資訊的族裔團體。 

 

四、行為的（behavioral）：個人對於行為上的表現著重於強烈認同該團體或對象 

  的特性。研究中是分析華裔青少年是否有模仿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渴望，例

如想模仿台灣偶像劇中角色生活、喜愛的台灣藝人衣著。 

關於流行文化對他國觀眾產生的文化認同研究，許多是從他國流行文化傳入本國

的角度為切入點，探究本國的文化接受者扮演的角色與其內在認同。但是必須要

注意到一點，能傳播至他國並且生根繁盛的流行文化國度，大多數都屬於強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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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例如美國、日本咸被公認為是流行文化發源大國。因此文化帝國主義的入侵

與抵抗即成為了發源國與接收國之間的拉扯掙扎，之間的探討往往成為不同國度

間流行文化與認同研究的核心問題。或是將目標放置在閱聽人的個人認同感上，

例如研究日本流行音樂或是韓劇對於台灣閱聽人的影響，當一個人成為某種他國

流行文本的追隨者，可能會連帶有欣賞他國文化、進一步想學習該語言、前往旅

遊甚至是產生擬國族想像，延伸至欲成為他國人民的渴望。一般關於雙重文化的

研究重點就是探究是否有從文化認同模仿進入國族認同的可能。 

  但認同的研究，如果是涉及雙重文化或外來文化的影響，其認同的探討部分

就不能僅停留在文化認同之上，更有觸及族群認同的必要。 

  族群認同是由一組現成的天性與價值組成，出於家庭的偶然，在某一時間，

某一地方，從每個人來到這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與其他人共同擁有了那一組天

性與價值。Harold .Isaacs（1975） Isaacs 將每個人的人格與生活經驗裡的關鍵成

份：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ness) 與自尊心 (self-esteem) 視為與群體認同功能

有所相關，人們在群體中獲得歸屬感與自尊心。人們在同質性的群體中得到自然

而然的認同感，因而有同類與他者的區分，但是在非單一同質群體的社會時，一

旦離開所屬的群體，都必須面對歸屬的不確定性與自尊心受到挑戰。但在這裡所

要提出疑問的是，在國族認同一方面被認為瓦解的同時，所謂的族群認同是否還

能純粹天成？ 

  Anderson Benedic的「想像共同體」理論，咸被引用為探討認同議題的核心理

論。因此在本研究中，亦不可忽視其重要性。其研究的起點是從「民族」而來，

民族主義在其理論中並非完全天然的產物。 

 

  我的研究起點是，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者有人會傾向使用能夠表現 

  其多重意義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 

  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Anderson Benedict，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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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將「民族」視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想像是形成群體認同不可缺少

的認知過程，表示並非天馬行空憑空而生。想像的成因是近代人們理解世界的方

式在近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代表著舊時代世界觀價值觀（世界性宗教共同體、

王朝、神諭式的時間觀）產生了集體的崩潰。新的時間觀是Anderson運用Walter

所謂「同質空洞的時間」而來，同時「小說與報紙」又為重現想像提供了管道。

人們透過印刷文字想像出「民族」，「民族」被想像出是一個本質上有限制也享

有主權的共同體。有限制代表著邊界，也就是一個民族是與其他民族有所畫分的，

一個民族不可能代表全體人類。Anderson在這裡表達的「限制」，或許也可以解

釋為自我與他者的差異，只是這裡的自我可以被放大成一個有共同根源的民族，

有了差異就是建構出認同的一項條件。民族之所以是被想像的，原因在於一個民

族內的成員不可認識他大多數的同族，但是彼此間卻存在著共同點，構成彼此間

的關聯性。 

  時至今日，出現了一個想像國族的新途徑－網路。Anderson所提出的「小說

與報紙」雖然提供了想像管道，但仍有所限制，網路的誕生興起後，前者所不能

達到的時間性與空間穿透在此被解決。有關於移民對於網路而產生的認同研究也

因此出現。Bakarjieva (2008:175)表示，儘管網路科技是新穎的，我們仍可以確認

出這種實踐方式重複了舊有傳播科技的歷史：個人會創造性的挪用傳播科技，此

外，孤立的移民會透過傳播媒介來與遙遠母國為維繫著族群與文化認Bakarjieva並

指出這種移民透過網路科技想像祖國的模式是諷刺的，因其是「後現代」的科技

輔助了典型上是「現代」的集體認同式情感的延續。 

  在本研究中，華裔青少年藉由後現代科技所連結的祖國文化並非是神話與歷

史，他們不追溯過去，他們感興趣的是現在並非過往共有根緣的光榮故事。我們

可以發現華裔青年藉由現代科技所接受的華人文化是流行歌曲與偶像劇等流行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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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使用大眾流行文化做為研究標的，此處不可忽視的是提及台灣流行文

化的研究議題。大眾流行文化在維基百科裡解釋為：（又稱普及文化、大眾文化、

通俗文化），指在現代社會中盛行的地區上文化。流行文化的內容主要由傳播文化

製品的工業（傳媒）來塑造並傳播，例如電影、電視、出版社等媒體。實際上，

流行文化並不只是大眾傳媒的生產物，而是由大眾與傳媒間互動所產生的，既：

大眾影響傳媒，傳媒又反過來影響大眾。因此流行文化本身是雙向的、不斷更新

成長的。大眾流行文化與大眾傳播媒體互為因果的關係形式，但隨著大眾媒體的

與時俱進，流行文化的全球傳播也越加複雜。台灣的文化主體並不是單一來源，

欲了解台灣流行文化，台灣文化的本質亦不可忽略。大眾流行文化的特性即是多

重結構、互相交叉、多變的不穩定形式。張小虹（2007：221）引述邱貴芬之言 

    

   以台灣為例，如果台灣的歷史是一部被殖民史，則台灣文化一向是文化 

   雜燴，「跨文化」是台灣文化的特性，「跨語言」是台灣語言的特質。 

 

在此並不是要將台灣文化與大眾流行文化直接畫上等號，而是肯定台灣文化本質

的多重性與跨文化成形路徑。流行文化被認為是附屬一種主流文化下的產品，因

此不同的主體文化也會產生不同的大眾流行文化。二者關係也可被視做為另一種

的解釋。Phil Cohen（1972）表示，次文化2

  既然主體文化是跨文化的，則附屬在主體文化下的流行文化又會呈現如何的

文化雜燴？前一章有提到台灣流行文化的組成是文化帝國所傳播文化的易地再引

述。文化帝國的定義依照 Schiller 的解釋是一種文化滲透的過程，這種過程往往

帶有引誘、施壓、強迫和被收買的手段，而形成促使這個宰制體的社會價值和結

的潛在功能，似乎就在於——表達並

解決母文化仍然潛藏未 解的矛盾，哪怕是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所達成……每種

次文化都試圖取回其母文化中被摧毀的某些社會凝聚元素。 

                                                 
2 次文化(subculture)一詞，起源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為中心的芝加哥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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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這種觀念及策略往往改變第三世界原有文化價值觀。（程予誠，1998）因此我

們可得知，文化帝國的說法是一種帝國向外傳播文化的現象，但是文化並非傳統

的觀念與價值觀，現代所傳播的文化更不如說是一種「商品」。這種大量被輸出的

文化商品，依法蘭克福學派的說法，是文化工業 (culture industry)的過程，文化與

商業結合，並遵循一套標準程序被製生產，文化的產生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也

越來越緊密。但是並非每個國家皆能發展出一套文化工業的機制，由此也是全球

化完美假象被質疑的原因，全球化並非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能被看見，而是強

勢的文化的帝國文化產品佔據了能被人們看見的空間，此點可與下一章節提出

Gordon Mathew 的文化超級市場做一呼應。 

  張小虹提出「假」之概念對立於「真」全球化的理想性，假全球化表示各國

經濟保護政策以及各種地域、社會、文化、種族、民族、宗教抗爭的層出不窮。。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確可以發現全球化的完美性與理想性被質疑，而各文化區

域在全球化裡的關係亦未平等，諸如強勢的美國文化入侵全球，其餘弱勢文化無

法擁有相同的傳播資源以及後盾。 

  先理解了台灣文化本身的特性，而在台灣文化主體上建構出的大眾流行文

化，可以想見的是一幅益加多元拼貼的馬賽克圖像。而大眾流行文化的接收對象

裡主要是為青少年，更確切的是 Wallage&Kovacheva（1996）發現青少年會利用

傳播科技，來獲得更多外來的流行與風格，並且會將大眾媒介中的意象轉換自己

所屬的次文化風格中（陳俞霖，2003:38）。同時青少年也會根據同儕團體建立出

一套獨立另類的認同模式，透過消費行為來達到對自己的定義。 

  這種隨著傳播科技發展而影響的青少年文化成形於八十年代後，青少年文化

的研究不再如以往學者從階級的概念出發，而是注重受到主流媒體、消費文化、

社會環境改變等現在條件影響的青少年文化。青少年與消費文化被視為相互錯綜

的關係，特別是憑藉著大眾媒介引介的文化，以青少年為受眾使其進行消費。在

大眾媒介發達的現代，媒介所能引介的文化已非僅只停留在本國文化或該族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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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是能迅速提供世界上各區域的文化至接受者眼前，接受者有時候也會是消

費者，無論是一個流行文化文本的觀看者或是消費者，都能因為科技的發達能有

更多的選擇。但是在如果瞬息萬變與眾生喧嘩的平台中，人們該如何選擇自己所

想接受的？常見的情形是文化大國所出口的文化與商品往往最被人所知，也最容

易被接受。因此 Gordon Mathew 在文化帝國背景下提出了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文

化自我形塑觀念，人們最淺層的選擇往往會受到該文化商品的背後來源勢力所影

響，此一強勢的來源國意象通常是指美國，其對全世界輸出的文化意象與感染力。

所以青少年與大眾媒介的關係又受到了媒介操控者的影響因素，因此大眾媒介與

青少年的關係又不似以往單純停留在同一種族與國度，而應該從青少年在全球化

下的大眾媒介所能接受到資訊做為基礎。全球化下大眾媒介的影響，也帶來了全

球化的消費行為。 

  如同 Leichy（1995）在加德滿都進行青少年研究，指出大眾媒介（青少年流

行雜誌）是引介新式消費為主要內涵的青少年文化之窗口，廣告、文章中描繪出

的「青少年的理想世界」強調的是休閒與商品消費。青少年在生活中的人際互動

有產生增強效果，更加重視休閒、影像與外表。（卓珍 伃，2004）因此研究青少年

與大眾媒介流行文化關係的研究，多半都會將青少年、大眾媒介、消費文化視為

一個研究的架構。如果所接收的是外來的流行文化文本，例如台灣哈日族青少年

觀看日劇的態度，則又會增加青少年對此文化的文化認同研析。 

  由於本研究為華裔青少年對台灣流行文化文本接收的初探，因此在華裔青少

年的消費行為上並為加深入探討，同時也對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傳播至海外時所能

產生的消費市場產生質疑。是以本論文並深入青少年與消費行為的關係，而是著

重於青少年接受態度與背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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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咫尺天涯：族裔文化的遠播 

         

  本章節主要論述全球化傳播媒介的年代下，原侷限於時間與地理區隔的族裔

內部文化，能藉由科技傳播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雙重限制，使得民族內部能擁有新

的想像管道。而藉由現在科技所傳播的文化，接受對象除了該母文化的僑民外，

也能擴及非同文同種的其他族裔。這裡所指的族裔文化只專解釋為一族裔內部的

大眾流行文化，並非指此族裔文化整體的傳播。 

  第一節引介 Gordon Mathew 在文化自我形塑上使用的名詞：文化超級市場

（cultural supermarket）。這個名詞的出現除了解釋個體在文化形塑的階段之外，

也進一步延伸至個體自我形塑時所身的環境。自我認同的建構會受到環境的影

響，因此在所身處的網路全球化下，會產生對於舊有認同的衝擊。是以在本章的

第一節先提出討論。 

  第二節聚焦於族裔文化的區隔與實踐。本研究發現華裔青少年對待台灣流行

文化文本的態度並不只是停留在單純的娛樂性，而是將其視作一種族裔內部流傳

的訊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青少年，即使生活範圍不若以往的華人移民只侷

限於中國城之中，但是對待族裔文化時仍可發現其有某種程度的自限。因此以往

當地出生長大的華裔青少年因此生活與內心皆能同化於當地的推論，必須在此存

疑。 

  第三節分析華裔青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途徑與頻率。主要調查華裔青少年在

美國時以何種管道接觸到台灣流行文化，又以如何頻率接觸。並藉此對比出華裔

青少年看待台灣流行文化與美國流行文化的態度，個人又是如何處理這雙重的資

訊，並以此進入到第四章節自我認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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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眾傳媒的更新：文化超級市場的形成  

  身為全球化網路世代，不可否認的是，我們都身處在隨時面對各式外來文化

的世界。但是面對多重選擇的同時，我們並不是全然接受。選擇的考量之一是人

們會根據既有印象而產生認同取捨，產生例如「同樣的電器產品，日本的較為精

緻昂貴」，於是功能取向的消費者就會優先選擇消費日本產品；抑或是反對帝國主

義的人就不喜歡收看美國生產的電影。但是選擇與國族認同不盡然畫上等號，喜

歡他國文化、產品的人不見得認為自己就是該國人，只可能想浸淫在他國文化在

他國文化裡。本研究預設華裔的選擇原因更為複雜，背後或許牽扯到國族認同，

但不認為國族認同即是華裔青年取捨文化的第一順位。 

  文化超級市場一詞名稱的來由，出自 Gordon Mathew 在文化自我形塑上提出

的觀點。

1

  Mathew 將自我的文化形塑歸類於三個意識層次。最深層者為文化形塑的「理

所當然」（taken-for-granted）層次，此層次強調語言對人們認同的影響力， 

選擇一個文化傳播範疇的名詞作為此節的論述觀點，或恐過於冒險，但是我們不

能否認文化超級市場此一現象的實際存在，特別是對於人們在文化認同中的選擇

因素，以及文化超級市場的出現對於國族認同的衝擊性。 

但我們無法輕易查覺語言對生活的影響，因為它深植於深層意識之中。因此華裔

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由於其對中文的使用，不論其程度高低皆是可被考慮的一環。 

其次為「無可避免」層次 (it can`t be helped)，意即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必須

符合社會其他成員的模式，無論是法律或是約定俗成的規矩，例如繳稅、上學、

行為舉止符合性別的既定印象。此一層次的自我為外顯的自我，受限於社會觀念

                                                 
1文化超級市場一詞的釋義來自於 Gordon Mathew《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 :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一書 



42 
 

與一般價值的壓力下。2

  Mathew 所主張的文化超級市場（Cultural supermarket）一詞，意指現今文化

對人們的複雜性，從片面來說我們身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文化超級市場（The global 

cultural supermarket）裡，無論是飲食、音樂、信仰，都將不只是侷限在一區域文

化內的選項而已。換言之，我們能夠跳脫地理空間的限制，將視野拓及到居住區

域、國家界線之外。但是這全球化的完美假像至今已被質疑，人們在文化超級市

場裡所享有的選擇等於全然的沒有限制嗎？Mathew 對此自由的質疑提出了人在

文化超級市場中的解答。 

自我的文化形塑最淺的層次是「文化超級市場」。也是本

章節欲提出用以解釋本研究的主旨。 

  文化超級市場的隱喻來自超級市場。實質上的超級市場近年來由於全球化的

緣故，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國的商品。但這些來自不同區域的商品，並不是能擁

有相同條件的擺放空間，例如可口可樂擁有易於被顧客看見取得的空間優勢，但

某些商品只能被擺放在不容易被發現的位置。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並非偶然，而是

各項商品背後的廣告後盾強度，或者說是足以能支付強力播送廣告費用的大企業

商品能享有在超市裡的優勢地位。從各種商品間存在著不平等位置的條件，可見

不平等的情形在文化超級市場裡同樣存在著。只是文化超級市場裡販賣的並不是

商品，而是各式各樣文化資訊，強勢文化商品其後的支持力量亦反應出了文化霸

權的現實－全球化並不等於全球各地的區域文化都能夠被看見，也不等於它們都

有相同的被接收管道。3

  這種文化帝國主義式的模式，據 Edward W.Said 的解讀是承襲自殖民主義的

結果，十九世紀管轄或佔有的模式為當今全球性的世界打下了根基，電子傳播、

全球性的貿易、資源取得、旅遊以及有關天氣型態和生態改變的資訊，已經世界

即使是最偏遠的角落都連結在一起了（Said,1993）。然而事實上並非十九世紀的

 

                                                 
2 見上註，11-15 頁 
３見註 1，19-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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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宗主國迄今仍然是文化輸出大國，也並非文化輸出大國等於了昔時的移民宗

主國，主要的承襲是文化的擴張這一環。 

  在文化超級市場中，拜電視與網路途徑之賜，人們能接觸到許多不同區域的

文化，但如同超級市場裡的情形，美國文化的強勢散佈凌駕他國文化之上，猶如

背後具有強大廣告宣傳的商品。4

   文化超級市場比實質的市場更巨大也更複雜。生活上舉凡所有的書籍、廣

播、網頁甚至是T恤上的標語……等，都能成為潛在的文化超級市場元素。文化

超級市場內既然充滿了眾多資訊，使用者在其中以不同方式將資訊區分，最顯著

的區分方式是以使用者的出生地與活動領域做為標誌，因而有「文化即人類生活

方式」的說法。我們從文化超級市場選取數個地理區域或國家的文化元素，依此

決定我們的食物、衣服、居家裝飾、所聽的流行音樂、信仰、族群以及國族認同，

我們的生活方式並依此來建立。

我們在台灣所能接觸的他國流行文化尤以美國為

最大宗，打開電視螢光幕，隨時播送的是美國好萊塢電影、影集，翻開報紙影劇

版，頭版兩頁刊載著美國奧斯卡頒獎報導，亦或某個美國明星旋風式的來台宣傳。

街頭上美式速食店、餐廳林立，青少年穿著美式嘻哈風的衣物，儘管美式文化的

傳送在台會有易地再地引述（re-cite and re-site）、被複製以致於失真的可能。在台

灣，除了美國文化之外人們所能接受到的流行文化資訊則是有鄰近地理區域關係

與文化性相近的日本與韓國。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文化對台灣、對世界各地的

影響。文化超級市場的實際層面是西方（美國式尤然）價值觀的滲透，透過各種

文化資訊與商品，在世界各地建立出文化殖民現象，並造成全球化在地化的拉扯。 

5

 人在文化超級市場裡做出選擇，但這些抉擇並非全然隨心所欲，也並非無關痛

癢。對某些人而言，他們所做的選擇是在定義他們的生活，選擇某個生活方式即

因此Mathew認為文化認同就是人們透過在文化

超級市場層次中的選擇來想像型塑自己。 

                                                 
4見註 1，19-20 頁 
5見註 1，19-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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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世人表明自我，但有時這些坦誠會是痛苦的。例如受限於傳統觀念無法自我

認同的同性戀者；或是在移民地同族裔生活圈裡越加顯著的族裔價值觀，移民者

後裔身處其中受到的雙重價值觀拉扯，欲配合家庭期望而做出某些以符合家族傳

統的移民第二代，其選擇並不一定是自己所願；又或是在生活中因為性別的期望

使得小男孩被教導應該喜歡藍色喜歡小汽車，小女孩應該玩芭比娃娃。由於在文

化超級市場裡的選擇是外顯的，因此有時這些選擇是刻意用來表現自我，以尋求

認同。6

  人們欲在急速全球化的世界裡找尋自身的定位，並在文化超級市場中過濾選

取自己想要的價值觀、愛好與文化認同。雖然選擇權是屬於個人的自由，但仍會

受到某些限制。抉擇權是建立在人具有自由選擇路徑上的假設，但其實這是一種

相近於理想中全球化的完美假像。首先上文已提及心理層次的侷限，人會選擇與

自己社交成員相似的模式來塑造自我；但在生活中，實際的限制是有些人根本缺

乏接收文化訊息的工具。

 

7

  在實際生活中，某些人能擁有豐富的資源和途徑在文化超級市場裡選取所需

的資訊。例如受過高等教育、能方便使用大眾媒介與網路等資源的人較可能容易

接觸到各種多元的文化元素。此外，社會階層、居住區域、種族的差異都可能造

成文化超級市場裡的不平等。有些人能享有便易多元的選擇路徑，這些人即是在

超級文化市場裡的中上階層，但不可諱言的亦有些人是處在文化超級市場的弱

勢，他們的資源貧乏，甚至生活中沒有廣播、電視、電腦等大眾媒介，他們所能

得到的文化資源可想而見必有所侷限，更遑論是接收到文化超級市場中來自世界

各地的訊息。他們所能接觸的資訊自然遠遠少於優勢者。在資訊接受程度裡的弱

勢族群，通常也會是實質生活裡的弱勢者。通常教育程度越高、年紀輕、收入與

 

                                                 
6見註 1，21 頁 
7見註 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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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較高者會成為文化超級市場裡的優勢者，此亦包含居住地的影響因素。8

  除卻實質生活層面對於人們選擇權的影響之外，我們在文化超級市場裡做出

的文化認同選擇並非單純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外在表現與自我協商。最重要的是，

人們會為了與家庭以及其社交網路成員達成一致性的目的來塑造自我。雖然文化

資源在這個世界上容易被引用，隨手可得，但社會階層的藩籬卻未若文化般廣泛

開放，社會階層與觀念往往造成層層阻礙。所以一個人的文化抉擇必須符合其社

交世界的限制。一個人的社會階層所屬如，同先行於人的選擇意念之前，從廣泛

的文化超級市場裡揀選適合當事者的方式，並排除不屬於此人的選擇，以上皆表

示個人的社交世界在選擇上的影響力之重要性。

 

9

  一個人的文化認同除了為與社交成員達成一致性之外，也會表現在說服人們

的功用上，甚至是藉由外在的文化行為選擇下來說服自我與他人。Gordon Mathew

以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子為例，說明她們在香港藉由昂貴的衣著來掩飾自身的大陸

背景，企圖偽裝並避免香港人的輕視。文化認同在這裡就不是屬於與個人社交世

界相近的選擇，而是屬於一個人為符合理想中的自我而採取的手段。某方面來說

這是文化超級市場裡的自由選擇，但目的仍是為了與理想中的社交成員達成一致

性。 

 

  以上說明雖然看似我們的選擇都受限於社交環境，並不是宣告在文化超級市

場裡沒有空間給個人的選擇。另外可視作影響個人選擇的因素還包含社會階層、

教育程度、收入、性別、年齡等，但並非所有條件都可被視為影響因素，個人仍

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選擇權。10

  雖然在文化超級市場裡，人們選擇背後的因素是消費型態為主，致使國族認

同的重要性降低，甚至面臨式微。但是華裔青少年在流行文化上的選擇並不盡然

是以消費做為主要手段的，在網路時代的現在，他們只需在家連上網路，連結到

 

                                                 
8見註 1，22-23 頁 
9見註 1，22-23 頁 
10見註 1，2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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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等分享平台便可接收到台灣正播放的偶像劇，也可搜尋到台灣正流行的音

樂並下載，無論是合法的下載平台亦或非法皆有路可循。這一連串的動作是無關

消費選擇的。 

  我們所該注重的是面對美國強勢文化下，看似弱勢的台灣流行文化仍以細路

曲徑的方式潛入華裔青少年的生活，而其背後因素是只單純文化超級市場中的選

擇？亦或包含不可忽視的國族認同？連結至筆者所要探討的問題，文化超級市場

在本研究裡成為一項不得不提及的先行概念。 

  雖然文化超級市場衝擊國族認同在個人抉擇上的重要性，同時顯現了美國之

外的區域文化在文化超級市場裡的不平等待遇；然而我們卻也發現台灣文化取徑

強勢文化的邊境縫隙抵達美國，被華裔青少年所接受。尤其是美國文化對華裔青

少年而言已經屬於他們的在地文化，假設文化超級市場裡的不平等現象確實存

在，弱勢文化在其中鮮有被看見被接受的機會，但是在華裔青少年身上卻仍然看

見台灣流行文化被接受的現象。此點是否能為國族認同在文化超級市場衝擊下玵

日漸式微的說法提出反證？在文化超級市場裡的強勢文化即是美國文化，因此對

於美國人來說，文化超級市場即是家與根源的同義詞，根據 Mathew 的說法，此

點亦可印證在根源並不在美國的人們身上，這些移民者並非出生於美國，但是當

他們移民至美國，自我在文化超級市場裡的形塑則重要於家庭背景的形塑。亦即

他們可以擁有兩個「家」，實際的生長環境也就是受父母影響的那一部分，以及在

文化超級市場裡所找尋的另一個歸屬。因為如果能在文化超級市場裡以縱橫世界

的美國文化做自身定位，那麼無須擔憂無所歸屬了。 

  此理亦可連結到華裔青少年的認同選擇上。以文化超級市場的立場來看，華

裔青少年出生地的美國佔有絕對強勢，連台灣的青少年亦無法抵擋。以個人歸屬

的選擇來看，美國國籍的絕對性鮮明遠勝過台灣主體的曖昧不明，在華裔身分上

又重疊了一份雙重身份認同的擺盪，其中牽涉到國族認同的觀點。特別是在美國

生長的華裔青少年，其背景有濃厚的美國文化包圍，對他們來說，無所謂文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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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現在生活環境，因為其中大半是家庭以外的環境所接受到的美式文化。 

  因此華裔青少年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情形可預期的並不會太過頻繁且顯著，

情形雖然微弱，但是並不可因此忽視此一現象的存在。儘管背後原因可能除了國

族認同之外，還有文化超級市場中的便利性、大眾流行文化的廣納性所致，但這

也就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不能因為不明顯的現象即忽視，也不能對一現象的背

後原因有所偏重。 

  台灣流行文化－一個被殖民被侵入並不斷易地再地引述的弱勢文化被接受的

理由是什麼？是否對於華裔青少年－美國土生土長的 ABC 有不能抹滅國族認同

在其抉擇取捨的作用力？針對以上問題，在後續章節藉由訪談和問卷做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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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族裔文化的實踐與區隔 

   

無根的人，現代世界裡面被人調包的嬰兒，他們是社會、經濟與科技變遷的產物，

是移民與文化混合的產品，他們的信仰、觀念和要求完全與先人脫鉤。其中或許

還有人帶著祖宗牌位的碎片，有人則帶著起源的標誌，但絕大部分都已經沒有「姆

庇之家」11

 

可歸。同時。他們卻跟那些有姆庇之家可歸的一樣，需要有所歸屬，

需要安全感，因此，他們被迫以新的方式滿足原始的需求，如果遍尋卻不可得，

他們就會去搭建或創造一個新的姆庇之家。（Harol ,2004:304） 

本節考慮到的是，儘管華裔的第二代、第三代已將生活擴展出中國城的趨勢，是

實質上的生活需求脫離了中國城，就能完全融入當地嗎？新一代的華裔青年脫離

中國城（亦或從未在那裡生活過），在內心中是否仍感到與主流社會有些隱形的隔

絕？他們是否建構出一塊非實質的隱形飛地（enclave）？12

  此處為了認同而在心裡所建構的飛地（enclave），可以用 Harol 所提到的「姆

庇之家」的概念來解釋。「姆庇之家」並非實指一塊封閉與世隔絕的原始部落，而

是以和同族聚守，以重新定位自身的方式來建構自我認同與安全感。非裔回歸到

「姆庇之家」的原因是白人舊權力體系的崩壞與新體系的建構未完成所帶來的茫

然，尤指在個人的認同上。當美國黑人企圖建構出身為「黑人」與「美國人」的

雙重認同時，重新定位與重新發現自己的過程中有些人即會回頭反顧過去的某些

殘跡，某些根源(roots)，並以此根源連結建立出一個同類所聚的場域空間。 

  

  「姆庇之家」與「文化超級市場」都是為解釋自我認同的說法，但 Harol 的

「姆庇之家」強調部落主義從未消失與族群間的再度割裂與再度部落化，而族群

                                                 
11 The houses of Muumbi，引自《族群》一書中，作者援引肯亞獨立後，基庫育族（Kikuyu）宣示

保衛姆庇之家，即是基庫育族共同的母親與養育基地，有子宮之義。 
12 飛地(enclave)指某國疆域內擁有屬於他國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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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將會形成更嚴重的世界分裂。「文化超級市場」則是從全球化資訊流通情形下

挑戰國族認同的唯一性，取而代之的被挑選物如同是商品般的文化資訊，個人選

取的背後原因是憑藉與其自身社交網路的相近性，甚至是帶有「扮演」性質的為

博得他人認同而選擇了某種文化產物與生活模式。例如為了掩飾自身背景而渴望

成為某種人，或是因為崇拜日本偶像而哈日進而喜歡日本的生活方式等等……。

本身的族群認同已不再是那麼重要的選擇因素。但是文化超級市場並非完全抹煞

族群認同的存在，我們在文化超級市場內的選擇是表現在外，並且是將自我與他

人協商並置入環境的過程，而尋求一致性與認同感的對象，是家庭與社交成員。

如果華裔青少年的家庭長輩仍有接受台灣訊息的習慣，其下一代則不可否認的會

有耳濡目染的可能。Harol 於 1975 年發表《族群》一書，書寫當時並非網路時代

的他預知了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鬥爭。但卻未能預見網路的無遠弗屆與大眾傳媒的

進步。 

  在此矛盾下，我們如今看見了全球化資訊時代建立了文化超級市場，強勢文

化商品打壓了弱勢文化商品。但是 Harol 所提出的問題 

    

   為什麼人類大部分共同的需求都只能在他們最偏狹的族群中得到充份滿 

   足，在其他更廣闊的－甚至如同手足般的－政治體系或團體中就 

   難以甚至無法滿足？ 

 

時至今日仍值得思索。事實上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族裔文化的實踐與存在。 

現今所看到的美國族裔文化情形是中國城、小台北、華人商區的形成持續存在，

儘管其已非華裔的主要居住地。例如筆者於美國洛杉磯所攝的一處華人商圈。 

此商圈內部多為中式餐廳、華人所經營的商店，但並非是當地華人居住的群聚點，

僅為了滿足移民的生活需要與習慣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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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華人商業區為族裔公共領域（Diasporic public spferes）的部份，而在海外聚

居族群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中，文化、傳播和聯繫是根本元素（Appaduria,1996）。

使之達成聯繫的工具，即是少數族群媒介（ethnic media）的使用。因此除卻實質

上公共領域的範圍，關注族裔文化的範圍更得將視野延伸至私領域－家庭空間

裡，再將精細鑽研至個人行為表現上。 

 圖 1洛杉磯一處華人商圈 

  攸關家庭使用媒介習慣的研究，David Morley & Kevin Robins 在其著作《認

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與文化邊界》（2001），其中探討到「收看本

土節目成了民族習慣：家庭、電視、民族」。作者開宗明義指出 

    

要想分析創見圖像新空間和新文化認同的過程，就得建立在分析日常慣例和家庭

習慣的基礎上，當今電子社群正是通過日常慣例和家庭習慣的基礎上建起並（在

宏觀和微觀上）再構造的。(Morley&Robins, 2001:86) 

 

                                                 
13照片攝於 2009/1/24 San Gabriel 區內幾乎皆為華人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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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張之一即是認為華裔青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背後因素，其一即是受到

家庭期待或影響而成。家庭因素於第四章將再深入探討。本節著重於族裔文化的

隔絕。但首先提出的觀點是華裔青年基本上以家庭為單位，而後接受台灣流行文

化會產生的認同。Morley & Robins 書中引用（拉思,1988:37）的觀點：家庭收聽

收視或許是非常特殊的大眾參予形式，但它賦予了參予（熱愛家庭生活）國家社

會群體的意識，觀眾能感到自己是一個想像中整體的一部分。此處，想像整體不

是華裔青年現在的居住地，而是螢光幕裡以及華語流行歌裡透露出的台灣圖騰想

像。 

以下是問卷中關於族裔區隔的問題，由於問卷同時發放於師大華裔班與瑞山中文

學校的遊學團，後者會請填答者以目前情境，即遊學團中的情形來回答此問題。 

  本問卷欲對比出華裔青少年使用台灣流行文化文本面對不同對象的分享態

度，對象的不同以其族裔背景做為區分。由於青少年會向同儕分享自己喜愛的流

行文化文本，藉以建立共同的興趣並擁有共通話題。但在訪談的結果上來看，並

不是所有的同儕都是華裔青少年的分享對象，本文認為台灣的流行文化對華裔青

少年而言仍然是歸屬於族裔內部的訊息為主。 

  問卷問題「我會和不說中文的朋友討論華語歌」即以此做為假設，不說中文

有著族裔以外或是身為華裔但不說中文的雙重意涵。因為語言在族裔認同上被認

為是區別自我與他人不同的關鍵，猶如卡洪(Calhoun)所言（轉引 Manuel,2002:6） 

 

在我們的認識之中，沒有名字的人並不存在，而非人為創造的語言與文化也不存

在。在這些語言與文化中，總有某種區別自我與他者、我們與他們的方式……。 

 

語言是區隔自我與其他族裔的方式，在訪談中受訪者也往往表示，「朋友／兄弟姊

妹不看不聽台灣偶像劇或歌曲，因為他們不會說中文，或是沒上中文學校。」因

此在問卷裡將語言做為分隔的標誌，在此之前出現的問題是，固然語言本身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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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族群裡的是重要標示，但語言的掌握程度是否可相等於認同的強弱？因此筆者

在問卷裡安排了是否學習過中文與學習時間問題的選項，藉以對照其本身對於台

灣認同的強度。並將受訪者先以分層隨機抽樣。 

  相關問卷問題與分析： 

表 13 
 題目 遺漏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我和華裔

班的朋友

討論華語

歌 

0 8 44 24 7 1 

我會和華

裔班的朋

友討論台

灣偶像劇 

0 9 24 24 15 12 

我會和不

說中文的

朋友討論

華語歌 

0 2 9 8 35 30 

 

  問題「我會和不說中文的朋友討論華語歌」結果顯示，會和不說中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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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華語歌偏向同意的選項只有 11 人，超過半數的人選擇不同意，也就是不會和

不說中文的朋友討論華語歌。相反的，身在同為華裔同儕的團體中，和朋友討論

台灣流行歌曲與偶像劇的意願就提高了。可能的原因除了所提過的所在環境使

然，華裔青少年必須找尋共通的話題以融入團體之中。 

  本章所謂之族裔文化的區隔所指偏向華裔青少年對於本身接觸台灣流行文化

的行為與交友圈，可以發現他們的交友圈是隨著居住地種族的分布而有所不同，

但自身能明顯能感覺到與亞裔朋友的價值觀較為相同。 

 

一、語言在族裔認同上被認為是區別自我與他人不同的關鍵 

 

本研究探討對象為流行文化文本，在接觸的同時，語言並非是重要關鍵。在海外，

是否懂得中文不一定全會是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重要動機，尤以流行歌曲而言，

但是中文能力的掌握強弱對於沒有英文字幕的台灣偶像劇影響程度相對的會比較

大。以上是華裔青少年對於中文和台灣流行文化的關係，但相對起華裔青少年非

華人的朋友，華裔青少年往往有將語言視為他我區隔的情形。 

  本部份著眼於華裔青少年的交友情形以及與他裔互動的情形。同儕在青少年

時期的影響力大於父母，對於青少年來說，與朋友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希望被

同儕接納的欲望比其他年齡層來得顯著。（陳俞霖，2003）。因此不難想見青少年

欲融入同儕圈，希望分享共同話題，藉相同愛好給他們帶來與他人有所連結的認

同感。 

而表現自我並尋求認同感的途徑則是藉由擷取大眾傳媒與流行文化的元素以外

顯。因此青少年常會有將自己正在聽的流行音樂、正在看的偶像劇分享給同儕，

以獲得認同與一致性的渴望，但本研究發現華裔青少年嘗試與非亞裔朋友分享台

灣流行文化的比例不高，就算有，他們表示對方的反應平淡，未能引起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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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受訪者E表示自己喜歡偶像劇Meteor Garden14

 

，會和媽媽和姊姊一起觀賞

台灣戲劇。其家庭是三代同堂，祖父母和父母都有接受台灣訊息的習慣，家中語

言使用中文為主。受訪者E會知道這部偶像劇是由於ABC朋友的介紹 ，此後也開

啟了她對台灣偶像劇的觀看興趣，然而即使受訪者本身很常接觸台灣流行文化，

但是在學校同儕並沒有分享對象的情形下，這份習慣成為她家族內的活動。 

我ㄧ個朋友很喜歡 Meteor Garden， 所以我用電腦去看，Youtube 在旁邊有很多那

種…音樂。所以我有一陣子很常上網去看。 

我朋友她是 ABC，她會說中文。她告訴我 Meteor Garden 很好看，我就上 Youtube

找，看了很多台灣的劇，我很喜歡看。（受訪者 E） 

 

再問及是否會與華裔以外的朋友分享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訊息時，受訪者 E 表示由

於居住地的關係，說中文（華裔）的朋友並不多，因此無從分享；即使曾經嘗試

與白人朋友分享，但對方反應的平淡敷衍使之以後不會有分享討論的欲望。 

 

有時候，要看，因為我長大的地方麻州沒有很多東方人，不太有說中文的朋友。 

我會和白人朋友說這些中文歌，但是他們不懂，但是會看一下，然後就說 ：「好

好……」。要看人，大部分就不看了。但我有一個朋友很喜歡韓國的歌，她是白人。

(受訪者 E) 

 

  受訪者 A 表示喜歡的華人明星是王力宏，父母在家中也有聽中文老歌的習

慣。會聽王力宏的音樂是因為中文學校的朋友介紹給她的，而她在學校的好友來

自大陸，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亞裔。受訪者 A 認為原因在於自己和亞裔

朋友比較相似，喜歡歌手王力宏的理由也是由於覺得自己與其有身分上的相似性。 
                                                 
14 台灣偶像劇《流星花園》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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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年級，才比較，才開始聽王力宏。是中文學校朋友說的。 

我喜歡王力宏的歌，覺得不錯…就覺得跟他比較像，覺得自己和他比較像。我在

大學的好朋友她也是講中文，是大陸人。我會跟她聊這些。我在大學的朋友比較

多是亞洲人。 

 

受訪者 A 表示不會與非亞裔的朋友討論台灣流行文化，並直接表示他們「不懂」，

因此沒對他們說。此處的不懂除了語言上的不懂，另隱藏了因文化上的隔閡而產

生的「不懂」。受訪者 A 表示朋友多為亞洲人，除了居住地很多華裔與韓裔移民

之外，在美亞裔彼此間某些程度上的相似讓她感覺能擁有相近的價值觀與親切

感，並能共享娛樂嗜好。受訪者 A 不斷強調其選擇的關鍵在於「像」，就是自身

與他人的相似能讓她感覺到親近，更進一步產生喜好與認同感。 

 

不會，因為他們也不懂，所以沒有講。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想法都跟我一樣，我覺得跟他們交朋友比較能交朋友。就是

比較好和他們交朋友。我看到台灣的劇，像家裡有些生活不一樣，和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美國那麼久了，有些地方還是和台灣不一樣，value 也不一樣。比較像

美國的（受訪者 A）。 

 

  由於不少受訪者表示，華裔青少年比較不會與其他族裔的同儕討論台灣流行

文化，但是如果在同屬亞裔團體之中，華裔青少年就能有較多機會接觸台灣流行

文化資訊，同時處理此資訊同儕也會隨之增加。 

  受訪者 B 在大學學過三年中文課，在師大華裔班所屬班級 8 班，中文屬於中

上程度。他在美國時同為華裔的朋友中，身處某部分引介的角色。 

  他表示喜愛的台灣歌星是周杰倫，是他在高中時一名學校的韓國朋友介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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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聽的，朋友不會說中文，卻很喜歡周杰倫的歌曲。由於受訪者 B 在美國的居住

地之朋友多為亞裔，所以彼此之間會有交流喜好的華語音樂、戲劇的情形，例如

會互相推薦在 youtube 網站上看到的台灣偶像劇。 

 

我是最早知道周杰倫的，我給他們（大學的亞裔朋友）聽，他們也很喜歡。 

我在家裡我跟我媽媽講中文，和爸爸講英文，他的英文比較好。我有弟弟。都不

會聽中文歌，他的朋友比較少台灣人。 

我在美國朋友也是亞洲人，我跟韓國人不錯啊…我跟日本人也不錯。在我們那個

地方，就是很多，是一半是亞洲人，所以就是很明顯，亞洲人一起，白人一起。（受

訪者 B） 

 

但受訪者 B 表示弟弟因為較少亞裔朋友，所以本身並沒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

的習慣。由此可以發現交流台灣流行文化的情形，實際上是處於亞裔族裔內部的

現象。同時他也表示居住地族裔間相處的情形是分隔的，也就是白人與亞裔各自

有所屬的團體。 

 

受訪者 L 表示自己知道很多台灣的明星，原因是在美國她有很多中國朋友，彼此

互相討論與分享訊息。她也特別提到大學裡的一位白人朋友很喜歡台灣的電視

劇，但是除了這位朋友之外，受訪者 L 表示從來不會和其他的白人朋友討論這些

訊息，也是先行將台灣的流行文化歸屬於族裔內部以及共享一種語言群體之中的

意識。 

 

我有很多朋友喜歡，我有朋友從中國來的，所以他知道台灣的歌手。我有一點點

台灣朋友……沒有很多，我有很多中國朋友。 

在那個 LA 有很多台灣，很多中國人。我有朋友在加州，跟我們…他不會講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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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不會講英文，因為有很多台灣人 所以沒關係。 

我在柏克萊有很多朋友不是 Asian，是白人，所以我不會和他們講這些。但是 

我有白人朋友他很喜歡 Taiwanese drama 他知道很多。（受訪者 L） 

 

  華裔青少年受居住地的族裔分佈的影響。若居住地多為亞裔，則華裔青少年

的交友圈也會多為亞裔。但如果亞裔居民較少，華裔青少年的交友則會以其他族

裔的朋友為主，但換到亞裔較多環境時，又會有與亞裔朋友較多往來的情形。與

亞裔朋友往來的情形除卻族裔分佈之外，也會因為有話題的共通性而增加往來頻

率。 

  受訪者 C 表示自己從未看過台灣的電視劇，大學以前沒有亞裔的朋友。但認

識華裔朋友之後就會開始接觸台灣流行文化，也認為自己與華裔朋友想法比較相

似。由此我們可以見出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某部分是受到同族

裔的朋友，甚至是亞裔朋友影響的。 

 

我們住的地方是比較少一點中國人（Jacksonville），因為我們住的地方不像加州，

有很多台灣人中國人。 

像我在高中的時候朋友不是亞洲人，因為我的學校，亞洲人是我跟我的妹妹， 我

的同學還有他的妹妹是亞洲人 ，其他都不是。但是到了大學比較多一點， 現在

我們朋友大部分都是亞洲人。（受訪者 C） 

 

但在其進入大學之後，有機會接觸到較多的亞裔朋友，此時她的朋友反而以亞裔

為多數。但是因為從前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習慣不深刻，即使現在有了較多

的亞裔朋友，彼此間討論的娛樂話題還是以美國主流類為主。但儘管如此，受訪

者 C 在進入較容易接觸到亞裔同儕的環境時，很自然地選擇了同族裔背景的朋友

形成圈子，由於能了解彼此的想法。尋求想法上的共鳴此點與受訪者 A 相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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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athew 文化自我形塑的分類來看，價值觀上的相似類聚已超過了以消費生活

選擇的文化超級市場層次，卻在第二層與最深層「無可避免」與「理所當然」層

次間有模糊性。單就語言層面，受訪者找尋可以溝通的同儕，此處的可以溝通已

超越了單純的語言文法語音理解層面，而在於價值觀的相互理解。但受訪者的朋

友多為亞裔同儕，此點是自願的，亦或在當地為符合「同類相聚」的習性而產生

的無可奈何？因此在這裡是有模糊地帶的。 

 

以前沒有亞洲人，到大學就很多了。我們的大學有很多 group 像 Chinese 和 Taiwan 

的，我去遇到一些朋友就一起去。因為…(笑)有好吃的東西，像如果我們講亞洲

的食物或台灣小吃，她就會了解我們最喜歡吃什麼，亞洲人的朋友也會知道我的

一些想法，可是高中不是。  

 

平常不會，因為他們也像我在美國出生長大，所以我們平常都聊英文的歌或是英

文的電視。（受訪者 C） 

 

如果華裔青少年欲將自己喜歡的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分享給他裔友人時，得到的反

應往往是未引起共鳴的。此時華裔青少年很自然的會將原因歸咎於對方因為聽不

懂而不喜歡。 

 

我不想介紹給不是亞洲朋友，因為他們沒看，有介紹過他們會說聽不懂，不喜歡。

（受訪者 G） 

 

但是就日韓文化在台灣的風行程度來看，台灣青少年可以不懂日文韓語卻著迷於

日本歌手和韓國偶像團體，其實「語言理解」並非在流行文化裡的絕對因素，但

華裔青少年卻無意識的將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侷限在族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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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H 表示居住地附近沒有什麼台灣人，比較多中國移民，因此他也會和

中國朋友討論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在此共同語言造就了彼此的共通性。 

 

我都沒有什麼台灣朋友，但不在台灣，台灣話不會講，中文也還好。我們會聊台

灣歌我的朋友有一些從福州來的，有一些從大陸來的，因為我不知道大陸中國有

什麼歌星，知道都香港台灣的。（受訪者 H） 

 

受訪者 H 也會和亞裔以外的朋友介紹自己喜歡的台灣流行歌和偶像劇，一開始希

望在同儕中扮演一個引介者角色的他，其後知道對方的反應並不會像自己一般熱

中，也不會因此就接收台灣的流行文化，所以之後分享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

僅止出現於受訪者 H 的華人朋友之間而已。 

 

我就跟他們講，有時候我就會聊聊看，給他們聽一下，但是他們不喜歡，因為我

知道只有中國人喜歡這個。（受訪者 H） 

 

二、同一家庭手足的差異原因：有無華人朋友、有無上中文學校 

 

我有弟弟。都不會聽中文歌，他的朋友比較少台灣人。（受訪者 B） 

 

如同受訪者 B 的表示，與受訪者同一個家庭的其手足並不一定也會有接觸台灣流

行文化的習慣；但受訪者 B、F 都會直接將原因歸因於手足的社交成員多屬他裔，

因此不會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資訊的習慣。在這裡台灣的流行歌、偶像劇已經並

不屬於青少年同儕之間單純的娛樂與分享場域，而是轉化為華裔青少年所認為僅

只屬於族裔間內部的訊息。受訪者 F 表示自己喜歡的明星是 S.H.E.和飛輪海。並

認為自己因為從小和父母唱中文歌，所以受台灣文化影響比較深，但是同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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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姊姊並沒有這種習慣，所以現在也沒有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行為。 

 

好像是我的堂哥告訴我 S.H.E，他喜歡卡拉 OK，所以知道。堂哥住在美國。 

誰告訴你台灣的偶像劇?我有一個朋友她常常回台灣，很喜歡台灣的文化，所以她

就給我介紹。我有時候會和說中文還有中文學校的朋友說 S.H.E，但是因為在美

國，不會常講這些。講英文的比較多。我住加州聖地牙哥，那裏好像有很多台灣

人，因為那裡有一個台灣中心，是台灣人從台灣發明的。 

我有一個姐姐不會……她比較被美國的文化影響…她比較多白人朋友。我覺得因

為我小時候也跟著我爸媽會唱卡拉 OK，我姊姊比較會唱英文歌，所以我比較會

被中文這些影響。（受訪者 F） 

 

三、文化超級市場（Cultural spermarket）與姆庇之家（The houses of Muumbi）

的矛盾 

倘若探討華裔問題時，僅將目光焦點集中於華裔青少年受到美國文化與台灣文化

的二選一選項上是危險的，雖然上文提到，交流台灣流行文化資訊屬於一種「族

裔內部」的行為；可是也不可否認生長於網路世代的青少年，往往能接觸到更多

元也更快速的他國流行文化資訊。置身在全球文化超級市場中，成長於網路世代

的青少年，能接觸到是全球與在地多元的資訊。此點華裔青少年與台灣青少年的

不同點在於他們身處的環境或許會是多種族裔共同居住的，因此在其社交成員中

也可能會藉此接觸到除卻他們的在地文化－美國文化以外的其他族裔流行資訊，

例如日韓的電視劇與流行音樂等。台灣未如同美國般有眾多族群聚集在同一地區

的情形，因此台灣青少年與同儕的族群同一背景下，根植於台灣在地文化上向外

接觸他國文化；華裔青少年則有可能是立足於在地文化美國文化上，向內溯源台

灣文化，並向外在社交成員網路上接收其原生國資訊。如果提到在美朋友多為亞

裔的華裔青少年，受訪者中有兩人表示雖然聽不懂韓文，但喜歡韓劇、韓文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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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過中文歌曲。此點連結到 Gordon Mathew 自我形塑的最淺層次，即文化超級市

場－人們會循著社交成員相近的模式來選取文化元素。因此華裔青少年也會有接

觸其他亞洲國流行文化更甚於台灣的可能。 

  在訪談中出現的結果，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相對於英語的流行文化，或者是

相對於日、韓的流行文化，在跨族裔跨文化的部分仍然有所侷限在族裔內部。誠

如一名受測者在問卷中表示：「日本與韓國流行文化在美國比台灣的流行文化更受

歡迎。」 (Japanese, Karean pop cultures are more popular in USA than Taiwanese)。

受訪者 D 也表示 

 

我上網 download 中文、日文、韓文的歌，我很喜歡聽韓文的歌，我有一些韓國人

朋友，他們告訴我哪些歌很好聽，還有哪些韓國的歌星很好。中文歌也會聽，但

是比較會聽韓文的。（受訪者 D） 

 

  華裔青少年接受日本韓國的流行文化文本，一方面是其居住地就存在許多

日、韓移民，例如加州。在同儕聚集的影響下，華裔青少年也可能跟隨著日裔或

韓裔朋友一起接觸日韓流行文化。除此之外的可能是日本和韓國的流行文化相較

於台灣流行文化，有更能發展至海外的實力，因此就文化超級市場的取向來看，

日韓流行文化更有能抓住青少年注目的吸引力。 

 

我會聽日本歌還有韓文歌，我比較喜歡看韓劇，因為我的好朋友是韓國人。 

我的朋友一半一半是白人還有亞洲人，還有中文學校的朋友。我覺得我和中文學

校的朋友比較像，就是家裡比較像。還有想法像。（受訪者 A） 

 

受訪者 G 喜歡的華人明星是周杰倫和 S.H.E，得知的途徑是經由妹妹的分享，受

訪者 G 和妹妹都上過中文學校，在學校裡也都有華人朋友可以分享台灣的流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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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訊。受訪者 G 也曾經將喜愛的華語流行歌分享給華裔以外的朋友，但是對方

的反應也讓她挫折，因此其後也沒有與之分享的念頭。 

 

我妹妹她喜歡她知道（周杰倫和 S.H.E）…她有一些中國朋友知道。 她每天都在

上網聽周杰倫。有人還給我介紹方大同，是高中…不…是國中同學。他是廣東人

美國生的，可是還是會聽。我有幾個說中文的朋友，有台灣去美國大學的，所以

我會跟他們講中文。我不想介紹給不是亞洲朋友，因為他們沒看，有介紹過他們

會說聽不懂，不喜歡。（受訪者 G） 

 

  此外受訪者 A、C、G 表示和會同亞裔的朋友之間較能互相了解，但並不只

有華裔，是泛指日韓來的移民者，與其他族裔比較起來，能讓受訪者感到較有相

似性。受訪者 A 主動表示自己喜歡的明星是 ABC 藝人王力宏，理由是覺得自己

和他「比較像」，受訪者 N 表示喜歡的藝人也是同為王力宏。在此注意到的是華

裔青少年認為自己與 ABC 藝人的共通點，這種建立在個人身分認同上的相似性

使得他們感覺到親切感與共鳴。因此不能只將國族認同置入在文化超級市場的必

然選項中，而也應置入在華裔選擇 taken-for-granted「理所當然」層次之中，即是

以語言習慣與初級連帶（primary ties）的做為華裔青少年選取文化的可能選項。 

有兩名受訪者表示喜歡 ABC 藝人王力宏，不約而同的提到了自己與歌手之間身

分的相似性。 

 

唱中文歌的明星我喜歡王力宏，其他也有喜歡，可是王力宏比較喜歡，他也是美

國的 ABC，和我一樣會說中文也會說英文。(受訪者 N) 

 

我喜歡王力宏的歌，覺得不錯…就覺得跟他比較像，覺得自己和他比較像。(受訪

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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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華裔青少年來說，即使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行為，但與其說他們是追溯

自我認同根源(roots)，或認為自己與台灣文化有相似性，部分青少年反而認為自

己與在美國的亞裔更為相似，亞裔亦包含了在美的日裔與韓裔。或許是相同擁有

離散的家族經驗，與少數族裔的身分。 

  華裔青少年為尋求認同與相似性而溯源台灣文化圖騰，不如說是追尋共同擁

有的美國亞裔群體欲求更為強烈。 

  他們隨著居住地的關係，例如麻州與明尼蘇達的受訪者表示當地華人很少，

因此朋友多為其他族裔，麻州受訪者表示其家庭只使用英文溝通，因此到大學中

認識不少亞裔朋友才開始接觸台灣流行文化。 

  華裔青少年表示不會和非亞裔的朋友聊到台灣流行音樂及偶像劇。這兩項流

行元素僅只能流傳在同族裔的社交網絡內，至多到其他亞裔。華裔青少年與其他

族裔朋友交流時，表示只會談論美國的流行元素。有受訪者表示，因為身處美國，

所以和華裔朋友也不會常聊到這些，但是和在台灣華裔班的朋友就比較會討論交

流。明尼蘇達受訪者表示他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資訊是數年前參加華裔班時開始

的，回到美國後即使朋友沒有華裔，他仍然會聽中文歌。由於族裔認同的成形除

了是世代傳承外，亦可以是取得的(acquired)，華裔青少年即使家庭沒有接收台灣

資訊的習慣，社交成員裡沒有同族裔的份子，但當其接觸到同族裔時，仍有受影

響而開始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可能。 

  大多受訪者會直接表示，不會和其他族裔的朋友聊到台灣流行文化，因為他

們懂中文，不會喜歡。但在流行文化中，能否懂得其語言並不是重要的影響選擇

因素，哈日族不一定能聽日文，韓劇迷也不見得能懂韓文；儘管如此還是可能對

一個不同語言的國度產生認同，或者因為喜歡該文化而有學習其語言的動機。 

  受訪者也多呈現出因為有上中文學校，有會說中文的朋友，家裡說中文，有

接觸台灣資訊等條件才會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也就是華裔青少年將台灣

流行文化視作一種族裔文化，並非如同台灣青少年對外國流行文化的迷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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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瞭解該文化的語言，仍然可以產生認同；族裔文化是僅存在於內心的隱型

飛地的，外在建築了語言的高牆，輔以家族、族裔認同的圍籬。當族裔與外界產

生分野的同時，也就是族裔意識 (ethcnic consciousness)的成形，其中成員具備了

族群認同的先行條件，若族裔內的成員擁有此意識，則可能會以族群的身份發展

出一套屬於族群內的行動。這一套存在於族裔內部的行動可小可大，也並非會表

現在一個個體的所有行為上，畢竟身在文化超級市場中與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

中，人的選擇取捨相關因素也隨之增加。 

  語言被視為劃分族群、政治的分野與個人界定自我的工具，但這種語言往往被

定義為「母語」。我們無從得知華裔青少年的母語為何，尤其時華裔的第二、三代。

但是華裔青少年仍然把「語言」視作一項理所當然的分野，猶如 Herder 認為的

「語言是民族文化遺產中最特殊的因素」，語言支持了族群個別的存在並將此意識

綿延下去，同時具體化了一個民族的內在心靈與內在力量。 

  語言是基本群體認同的關鍵之一，但並非唯一關鍵，Harold 認為還有包含身

體 body 這一個外在的生理條件，型塑個人的群體認同。 

  當離散人們欲尋回自我認同時，返回似曾存在的母語裡尋求庇護，雖然並不

一定成功，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會發現一個相似的群體，這就是歸屬感的來源。 

而台灣流行文化也確實並未如同美國日本流行文化般得以進入世界上各個角

落，台灣流行文化的被接受度仍然僅止為華裔間的族裔訊息，此點亦證明了文化

超級市場中優勢弱勢商品不平衡的存在。 

  本研究尚未討論到台灣流行文化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是可以得知的結

果是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受眾在美國地區仍然以華裔為主。同時華裔本身也會有

意識的將其視若族裔內部的訊息，這是第一層的區隔，當進入到族裔內部後，第

二層的篩選出現在華裔本身對於中文的理解以及受到台灣文化影響的深淺。 

  但整理問卷與訪談的結果看來，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接受，

如果居住地鮮少華裔居民，則華裔青少年可能完全沒有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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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即使有，也可能僅存在於個人行為上，也就是不會和同儕分享。相反的在

美國居住地若為華裔居民眾多之處，華裔青少年有機會接觸到同為華裔的同儕，

其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機會就會增加。 

  因此台灣流行文化在文化超級市場中，能進入美國市場的原因在於華裔的選

擇，也就是藉由其認同的先備條件才得以進入。同時存在於文化超級市場裡的一

小塊看不見的飛地（enclave）裡，周圍建築了以語言族裔認同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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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途徑與頻 

    率 

 

   從上述二節得知華裔青少年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因此本節主要分析

美籍華裔青年當其身在美國時，以何種管道接受台灣的流行音樂、偶像劇，以及

其接受的頻率。由於量化研究的特性就在於確認經驗上社會事實的真實性，並得

知數字的具體化，其中調查法的目的也在於對研究對象施予一套標準化的刺激，

再將所得的答案數據推估母體的特性。因此本節的研究採用量化中的問卷調查以

分析結果。15

    以下為問卷問題與答題結果。問卷問題包含：知道幾位台灣的藝人、有無喜

歡的台灣藝人、聽華語流行歌的頻率與管道、看台灣偶像劇的頻率與管道。 

 

第一題為是否容易接觸到台灣的流行文化：最多選項是「普通」，但在正面選項中

的數據高於負面選項，也就是多數華裔青少年認為接觸到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並

不困難。 

表 14 

 題目 遺漏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我很容易

就能接觸

到台灣的

1 6 28 29 11 9 

                                                 
15問卷共計發放一百零五份，排除非美國籍的華裔青少年，一共回收八十四份問卷。他國華裔青

少年的問卷由於不在此研究範圍內，原則上是用以參考對照所使用。發放對象是九十八年師大華

裔班第四期、美國瑞山中文學校九十八年暑期遊學團、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華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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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 

 

其次，問及受測者知道幾位台灣的藝人，其目的在得知受測者對於台灣流行文化

的了解程度。華裔青少年知道的台灣藝人多數僅有一到三位，佔 41.7％。以青少

年對於演藝圈的風靡情形來看，多數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並不算

達到熟悉程度。 

表 15 受測者知道的台灣藝人數量 

 次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零個 6 7.1 
一到三個 35 41.7 
四到六個 18 21.4 
七到九個 10 11.9 
十個以上 15 17.9 
總和 84 100.0 

 

第三題問及有無喜歡的台灣藝人：受測者超過半數表示有喜愛的台灣藝人。在請

受測者填寫其喜愛的台灣藝人選項中，包含周杰倫、王力宏、潘瑋柏、張韶涵、

S.H.E、F4 等都是華裔青少年表示喜愛的藝人。其中王力宏、潘瑋柏、張韶涵屬

於華裔的偶像藝人。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是否同華裔身份的藝人，可以讓華裔青

少年更能有身分上的認同與自我相似性連結，所以成為華裔青少年喜愛的原因。 

表 16有無喜愛的台灣藝人 

 次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有 51 60.7 
無 33 39.3 
總和 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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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題問及華裔青少年聽華語流行歌的頻率：華裔青少年聽華語流行歌的比例最

高為「一週二到六次」。一個月少於一次亦有涵蓋「從不聽」的廣義。但此數據可

看出至少達百分之六十的華裔青少年一個月至少兩次聽華語流行歌的習慣。 

但比較起青少年平均收聽流行音樂的頻率來看，一個月兩次屬於低於平均值的數

據，由於習慣使用電腦網路的青少年，往往有一心二用的習慣，可能會一邊上網

一邊聽著下載音樂，或是看著網路電視的同時用通訊軟體與朋友聊天，因此這份

數據來看，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音樂的頻率並不算高。 

表 17 聽華語歌頻率 

 次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每天 16 19.0 
一週二到六次 23 27.4 
一週一次 12 14.3 
一個月兩次 5 6.0 
一個月一次 15 17.9 
少於一個月一次 13 15.5 
總和 84 100.0 

 

第五題問及他們看台灣偶像劇的頻率：華裔青少年觀賞台灣偶像劇的頻率小於華

語流行歌。 

此處「少於一個月一次」，亦有涵蓋「從不看」的意思。 

表18看台灣偶像劇頻率 

 次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一天一次以上 3 3.6 
一週二到六次 7 8.3 
一週一次 4 4.8 
一個月兩次 7 8.3 
一個月一次 28 33.3 
少於一個月一次 35 41.7 
總和 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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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題：聽華語流行歌的管道 
表 19 聽華語流行歌管道 

你聽華語流行歌的管道是? 電視 2 2.38
% 

單 一

管道 
 download 3 3.57

% 
 youtube 32 38.1

0% 
 CD 0 0.00

% 
 其他 1 1.19

% 
 電視、youtube 3 3.57

% 
兩 種

管道 
 download、youtube 12 14.2

9% 
 youtube、CD 3 3.57

% 
 youtube、其他 2 2.38

% 
 電視、download、youtube 2 2.38

% 
三 種

管道 
 電視、youtube、CD 2 2.38

% 
 download、youtube、CD 10 11.9

0% 
 youtube、CD、其他 1 1.19

% 
 電視、download、youtube、CD 2 2.38

% 
四 種

管道 
 download、youtube、CD、其他 1 1.19

% 
  都沒選 8 9.52

% 
零 種

管道 
 
第七題：看台灣偶像劇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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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看台灣偶像劇管道 

你看台灣連續劇的管道

是?  
  電視 3 3.57% 單一

管道 
  VCD or DVD 2 2.38% 
  download 4 4.76% 
  youtube 20 23.81

% 
  其他 6 7.14% 
  電視、download 1 1.19% 兩種

管道   電視、youtube 2 2.38% 
  VCD or DVD、download 1 1.19% 
  VCD or DVD、youtube 2 2.38% 
  download、youtube 5 5.95% 
  download、其他 1 1.19% 
  youtube、其他 1 1.19% 
  電視、VCD or DVD、youtube 2 2.38% 三種

管道   VCD or DVD、download、
youtube 

3 3.57% 

  download、youtube、其他 1 1.19% 
  VCD or DVD、download、

youtube、其他 
1 1.19% 四種

管道 
  電 視 、 VCD or DVD 、

download、youtube、其他 
1 1.19% 五種

管道 
  都沒選 28 33.33

% 
零種

管道 

 
 

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音樂與台灣偶像劇的管道以youtube居冠。16

至於其他管道，例如藉由 CD 聽流行歌曲的行為在華裔青少年身上已不復見， 

youtube是一

個影音分享的網站，華裔青少年可以從中觀看台灣偶像劇與台灣歌手的MV。由

華裔青少年的模式可以得知，他們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管道已經與網路密不

可分，甚至可以說網路的便利性也攸關於華裔青少年所接收的意願。 

                                                 
16 其他國籍問卷結果亦然，以影音分享網站為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主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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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可能與唱片業整體被網路下載影響所致，加上台灣歌手 CD 銷售至美國的

管道不多，其競爭力也比不上美國當地音樂 CD。有受訪者表示家裡有中文歌曲

的 CD，但是是「copy」的，即為盜版的。 

  因應當地華人的需求，在華人較多的區域會有提供接收台灣影視的管道，例

如在美國洛杉磯當地華人的新年嘉年華市集上，有專門販賣台灣流行歌曲 CD 的

攤位，同樣是販賣盜版 CD。 

  另一攤位推銷在當地可收看台灣電視的頻道，據表示其收看方式是使用無線

數位頻道，只要將天線插入電視插口即可收看全天免費的中文頻道，其播放內容

有中港台的新聞、綜藝與戲劇節目，收看範圍於全洛杉磯內。其攤位圖片如下：

筆 者 攝 於 2009 年 洛 美 國 杉 磯 的 中 國 新 年 嘉 年 華 市 集 攤 位

 
圖 2 

加上僑委會有「宏觀電視」的設立，因此本研究問卷也將電視放入接收管道的選

項中。「宏觀電視」由僑務委員會於 2000 年設立，內容包含五種語言（華、台、

客、粵、英）的台灣新聞以及宏觀台自製的新聞雜誌型節目還有台灣本土製作的

電視節目以全天候播映。收看方法為架設衛星天線，據宏觀電視網站的全球衛星

涵蓋圖，可見其在全球僑居地可以收看的地點。 

  下圖為宏觀電視的全球衛星涵蓋圖，即表示在涵蓋地區裡只要裝設天線就可

收看宏觀電視台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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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衛星涵蓋圖 

  

 
圖 3 

圖片來源：僑委會宏觀電視台網站 www.mactv.com.tw/index.php 

  但從訪談以及問卷中得到結果，華裔青少年從電視中獲取的台灣流行文化資

訊並不如網站上來得多。據僑委會（2005：97-104）針對美國、加拿大、澳洲三

地僑民做的調查發現，年齡低的台灣僑民未曾或是不知道台灣宏觀電視的比例是

偏高的，美國的數據從受測者大學、專科、高中職、國中小不知道宏觀電視的比

例高達 36.7、38.4、38.0、34.9。在訪談中也有青少年受訪者提到家中曾有衛星，

但是因為風雨打壞了天線，從此家中不能藉此收看到台灣的電視節目，以接收的

便利性而言，網路成為了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首選。同時網路上收看

偶像劇也有不受電視台播放時間限制的優點，可以依使用者的時間選擇收看。據

受訪者 A 表示，在網路上的偶像劇一般會有簡介，她會先閱讀簡介再選擇是否要

點選觀看。 

  以下並統計出填寫問卷的受測者曾經看過的台灣偶像劇，在個人統計中，有

華裔青少年表示看過的台灣偶像劇高達十幾部，但仍有一半的受測者表示觀看頻

率是少於一個月一次。因此相較於台灣偶像劇，台灣流行歌曲的被接受度相對較

高。在此必須考慮到青少年對於大眾媒介的使用習慣，音樂相對於偶像劇是便於

「攜帶」的，同時也易於有一心二用習慣的青少年在上網、做功課時一邊聽著流

行音樂。在訪談中有受訪者表示藉由聽台灣流行歌加強中文，他喜歡周杰倫的音

http://web.pts.org.tw/macroview/images/sat.jpg�


73 
 

樂，但是聽不懂。 

 

覺得聽中文歌可以讓你中文進步，可能王力宏， 他發音比較標準，但周杰倫聽不

懂。因為我聽那個， 我不會聽他們講什麼， 我是聽他後面的 melody。 

(受訪者 B) 

 

  即使聽不懂歌詞的華裔青少年表示可以單純欣賞旋律，當然此一旋律是不同

於美國流行音樂，就如同受訪者 C 表示她是堂妹推薦好歌就下載，有時候也不知

道自己聽得歌是什麼歌名。 

 

像我的堂妹說這個歌好聽，我在網路上聽到， 覺得這個歌不錯，平常就是有歌我

就聽， 也會聽日文韓文歌。 像我的 ipod 上沒有中文， 都是方塊（無法顯示中

文亂碼呈現），有時候不知道是什麼歌。 

台灣和美國流行音樂很不像，他們用的 instrument(樂器)，不像我們的， 他們會

用中國人的， 像美國不會用二胡。（受訪者 C） 

 

  在此受訪者 C 所述的「他們」是台灣的流行歌曲，「我們」則是代表美國流

行歌曲，（在與筆者訪談的過程中，或許更應該稱為「妳們」？）在他我之分下，

受訪者不僅發現到兩地音樂的不同性，也藉此建立出一套區分模式，意即「他們

台灣」的音樂與「我們美國」的音樂背後之國族認同。受訪者 C 表示居住在幾乎

沒有其他華人的地區，上了大學之後才有亞裔朋友，同時家庭也並沒有接觸台灣

流行文化的習慣，但為了大學內選修中文課的需要而來台參加華裔班，現在偶爾

也有聽台灣流行歌的情形，但是中文歌對她而言仍屬於外國的音樂。 

  在便利性與易接受度而言，華裔青少年選擇台灣流行歌曲的情形會大於台灣

偶像劇。但在使用管道上，歌曲和偶像劇的來源都是由網路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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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選項中，受訪者自由填答的答案多為「朋友」，也就是經由朋友介

紹而得知這些流行文化的訊息，其次是家族間同輩例如兄弟姊妹或是堂兄弟姊妹

的介紹，在訪談中也有受訪者表示是因為家人有此行為而得知，但屬於流行文化

文本訊息來源（流行歌曲、偶像劇）幾乎都是從同輩而來，父母能提供的資訊，

據華裔青少年表示「不是我年紀的歌」，因此較無興趣。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

文化的管道可能來自家庭成員，但仍以同輩成員為主要對象，在這裡台灣流行文

化的流通除了有族裔的限制之外，同時也存在著閱聽人因年齡層不同而產生的使

用習慣。 

  本問卷並從 http://sugoideas.com 網站擷取 2001 年到研究施測時間 2009 年的

台灣偶像劇列成表格，欲得知粗略的華裔青少年觀看台灣偶像劇之情形。選取範

圍起至 2001 年是由於被稱為台灣第一部偶像劇的《流星花園》Meteor Garden 即

是從於 2001 年播映。http://sugoideas.com 是能在線上收看下載台灣節目（taiwan 

entertainment）的網站，具有台灣偶像劇 idol dramas、綜藝節目 variety shows、電

視直播 tv live boardcast 分類。本問卷「收看」台灣偶像劇的選項表格即是參照此

網站 idol dramas 分類而來。此網站提供的台灣節目與台灣目前正在電視播映的節

目僅隔一天，只要點選即可免費觀看。此網站是一名常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洛杉

磯華裔青少年提供給筆者，可以得知藉由此類線上收看電視節目的網站，華裔青

少年幾乎可以擁有與台灣青少年同步的台灣偶像劇收看管道。大半受測者勾選取

了五部以下的偶像劇表示曾經看過，近三分之一的受測者表示從未看過因此沒有

勾選，最多的是一名受測者表示看過五十部左右的偶像劇。下列偶像劇中，最多

被華裔青少年所觀看的是《流星花園》。據受訪者 E 表示，這是她看的第一部偶

像劇，由於此部劇有英文字幕之故，對當時中文還不好的她易於接受。 

 

請選出你看過的台灣戲劇  have you ever seen these dr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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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to score ( for example ,  ˇBlack & White ) 

表 21 .2001至 2009年台灣偶像劇列表 

Drama 2009 Drama 2008 
• Black & White 4 
• Calling Big Star 1 
• Down With Love 1 
• Easy Fortune Happy Life 3 
• Extravagant Challenge  
• Fighting Spirit 2 
• K.O.3anguo  
• Knock Knock Loving You3 
• Mo Nu 18 Hao 1 
• Momo Love 1 
• My Queen 6 
• Pandamen  
• Play Ball2 
• Roseate-Love 1 
• Starlit  
• The Concerto 1 
• ToGetHer 6 
• Wang’s Class Reunion  
• You’re My One And Only1 

 

• Fated to Love You 16 
• Honey and Clover 8 
• Hot Shot 4 
• I Do? 1 
• Justice for Love  
• Love Catcher  
• Love or Bread 8 
• Miss No Good  
• Mysterious Incredible Terminator  
• Police et vous  
• Prince + Princess 2  
• Qian Niu Hua Kai De Ri Zi 2 
• Rolling Love 7 
• So I’m Not Handsome 3 
• Story of Time 2 
• The Legend of Brown Sugar 

Chivalries 5 
• Wish to See You Again 4 
• Woody Sambo 

 
Drama 2007 Drama 2006 

• 18 Jin Bu Jin 2 
• Angel’s Wings  
• Brown Sugar Macchiato 8 
• Bull Fighting 9 
• Calling Love  
• Chu, Chu, My Daddy 1 
• Corner with Love 8 
• Fly with Me 2 
• Full Count  
• God of Cookery 4 

• A Game about Love 3 
• Angel  
• Angel Lover  
• Big wife and little husband  
• Bump Off Lover 1 
• Chao Ji Pai Dang Super  
• Dangerous Mind 3 
• Emerald on the Roof  
• Engagement for Love 2 
• Goku Dou High Schoo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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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Become A Hard 
Persimmon 1 

• Love Multiplication 1 
• Mean Girl Ah Chu 2 
• My Lucky Star 6 
• Queen’s  
• Romantic Princess 7 
• Summer X Summer 4 
• Sweet Relationship 5 
• The Sun’s Daughter 1 
• The X-Family 2 
• They Kiss Again 7 
• Wayward Kenting  
• Why Why Love 6 
• Ying Ye 3 Jia 1 2 

• Hanazakari no Kimitachi e  
• Holy Ridge 12 
• Legend of Star Apple 2 
• Love Queen 2 
• Marry Me!  
• My son is a Mob Boss  
• Romance of Red Dust  
• Silence 6 
• Smiling Pasta 13 
• Sound of Colors  
• The Graduate  
• The Hospital 1 
• The Kid from Heaven  
• The Little Fairy 1 
• The Magicians of Love 4 
• The success story of a Formosa 

girl  
• Tokyo Juliet 6 
• White Robe of Love1 

Drama 2005 Drama 2004 
• A Legend of Loyal Village  
• Baseball Love Affair  
• Chinese Paladin  
• Devil Beside You 16 
• Double Jade Legend  
• Evil Spirit 05  
• Express Boy 1 
• Green Forest, My Home 3 
• It Started With A Kiss 13 
• KO One 3 
• Love’s Lone Flower  
• Main dans la Main  
• Mr. Fighting 2 
• Nine-Ball 1 
• Prince turns into Frog 6 
• Reaching for the Stars  

• 100% Senorita 4 
• Amor de Tarapaca 1 
• Beauty Lady  
• Blazing Courage  
• Heaven’s Wedding Gown 2 
• Hi! Honey 1 
• In Love With A Rich Girl 5 
• Love Contract 8 
• Love of the Aegean Sea 2 
• Love Overcomes Everything 1 
• Lover of Herb  
• Magic Ring 2 
• Mars 7 
• My Secret Garden 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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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 When Dolphin Met Cat3 

 

Drama 2003 

 

Drama 2002 2001 
• A Chinese Ghost Story 4 
• At Dolphin Bay 5 
• Hi! Working Girl  
• Love Storm 2 
• My Secret Garden 3 
• The Rose1 

• Meteor Garden 24 
• Meteor Rain6 

 

 

             結論 

 

  「想像共同體」的提出者 Anderson 於上一世紀表示小說和報紙是提供想像民

族的新管道。時至今日，提供人們想像一個抽象的，甚至遙遠的民族方法比以往

愈加快速也更真實；所謂真實是能夠表現活靈活現宛若眼前的影像，例如衛星電

視與網路所能提供的影音，會比報紙上所見的照片更具真實性。在觀看者的自我

對照上也更會更為深刻。無論是流行歌曲中透露出的感情觀，偶像劇中出現的不

一定貼近真實的生活模式，以台灣街頭為背景的取景，俱是提供華裔觀看想像台

灣的方法。 

  必須提出的是，華裔青少年並非完全是以找尋根源（root）的目的來接受台

灣的流行文化文本，因為流行文化的本身所能提供的娛樂性以及背後的行銷力都

會是促使台灣流行文化遠渡重洋的原因。 

  因此在本章的第一節提出 Gordon Mathew 在文化自我形塑上的概念「文化超

級市場」，旨在說明在現今全球化環境下認同（特別是國族認同）所受到的干擾。

面對無時無刻從外界來的訊息，人們在其中的選擇也並非全然自由。從外在因素

而言，我們所接受到的訊息其實是「已過濾」的。在此不是指國家對人們資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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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封鎖，而是指唯有強勢文化的文化產品才有在眾聲喧囂的文化場域被看見的

優勢，其餘的文化由於背後後盾的不足，被看見被選擇的機會也相形降低了。 

  但在台灣本身並無強大文化實力的條件下，我們卻能發現隔著太平洋彼端的

華裔青少年有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這些行為相形於華裔青少年接受英

語的流行文化顯得頻率偏低，而且可能是隨著同儕變動的。雖然國族認同在今日

被認為有式微的可能，但是卻不可抹滅其仍然存在的跡象。 

  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流行歌曲與偶像劇）的原因可能會是這

些文本在文化超級市場中由於擁有獨特吸引力而被「看見」了，此點攸關台灣的

流行音樂在華語圈的地位以及台灣偶像劇、藝人順利推行至海外的行銷手法。 

早年台灣藝人與戲劇節目成功推行至東南亞，近年來更拓及日本韓國，因此我們

可以看見台灣偶像近年來在日本開演唱會、甚至是加入日本戲劇的演出，例如林

志玲與在日本高人氣的偶像木村拓哉合演偶像劇，或是台灣偶像 F4 擔任台灣對

外的觀光大使。都是台灣流行文化在文化超級市場中力爭上游的例子，然而文化

超級市場是全球性的，我們也可以發現目前台灣流行文化的推行僅止於東亞地

區，仍然無法突破地域性與文化性的限制。 

  在僅能部分地區被看見的情形下，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情形

不應僅停留於文化超級市場的層次而已。往更深的文化自我形塑層次來看，華裔

青少年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可以歸屬於第二層次「無可避免」層次(it 

can`t be helped)，此層次強調個體社交成員對個體選擇的影響力。在此歸屬於華裔

青少年與同儕之間的關係，當一名華裔青少年在學校的同儕皆為其他族裔時，這

名華裔青少年相對於有華裔、亞裔同儕的青少年，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習慣

頻率會偏低甚至從未接受過。儘管有，但據受訪者與問卷結果表示，不會與不說

中文的同儕分享交流此類訊息。但是當華裔青少年進入到皆為華裔的環境時，例

如本研究的研究來源：師大華裔班與中文學校留學團。華裔青少年會因應當時需

要，如師大華裔班每期舉行的華語文卡拉 OK 比賽、成果比賽，或是單純為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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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中，有改變自己行為的情形。 

  但就訪談中的結果觀之，最符合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文化自我形

塑是 Gordon Mathew 所提出的最高層次－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層次，

此層次強調語言的影響力。因此受訪者面對是否會與不說中文的朋友討論台灣流

行歌曲與偶像劇時，幾乎如出一轍的反應是不會，因為對方不懂。即使有曾經分

享過的受訪者，所得到對方的反應也並不熱衷，因此受訪者再次分享交流的意願

並不高。 

  至於華裔青少年將流行文化文本視作一種被語言區隔的訊息，甚至只停留於

族裔內部。在此點推論華裔青少年即使是在美國出生成長，中國城僅是他們觀光

的景點而非生活圈，社交成員也並非只有華人。但是面對藉由現代科技所得到從

台灣而來的資訊，華裔青少年仍然會在心中保留著一塊飛地（enclave）。因此可

以推論，不止是不願向族裔外分享台灣文化文本的華裔青少年心中有族裔的隔

閡，而華裔青少年在美國非華裔的同儕，對其可能也有族裔的區隔態度。因此在

訪談中有受訪者表示自己與亞裔朋友的價值觀較相似之外，亦有受訪者表示在美

國的居住地的交友情形是亞裔與白人各為群體的。 

  但儘管如此，華裔青少年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相較於他們接收英語

流行文化還是微弱的。華裔青少年接收流行文化的文本頻率還是以英語的流行文

化為主，就台灣流行文本而言，本次研究對象接收台灣流行歌曲的頻率也比台灣

偶像劇高。原因是歌曲較無語言的限制，如果對一個無法中文程度偏低的華裔青

少年，看偶像劇會是吃力且無法理解的。相對的歌曲可以單純聆聽旋律，在載體

上較攜帶方便，同時也能滿足網路時代青少年一心兩用的特徵，例如能在乘車時、

寫功課時聆聽，較無時間上的限制。 

  此次研究發現華裔青少年除了接受英語與台灣的流行文化，對於日本韓國流

行文化的接收度也很高。甚至有受訪者表示更喜歡看韓劇，更喜歡日本歌曲，亦 

有受測者表示日韓的流行文化在美國比台灣文化更受歡迎。在此可印證文化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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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超越國族認同的影響力，在此無關於認同問題，僅只是華裔青少年單純的喜

好與娛樂需求的滿足。如果更深入到喜好日本流行文化而有學習日語、甚至成為

當地人民渴望的傾向時，則較近似於台灣哈日族青少年的文化認同，此點不在本

研究中討論。 

  華裔青少年身處全球化網路世代以及雙重文化背景下對於流行文化文本的選

擇，就台灣的文本部份觀之是帶有族裔概念與區隔意識的。但族裔認同的影響力

並非如此強大，因此華裔青少年的首選仍會是美國的流行文化文本，或者是在文

化超級市場下選擇其他更容易被看見的文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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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得其自適：在流行文化場域中

的自我認識與定位 
                     

   本章主要論述華裔青少年在眾多的流行文化中選取並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

的背後意義。從華裔青少年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之起點開始分析，並得知其影

響因素。同時考慮到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文化的背後因素部分來自於其父母期望

與家庭習慣，進一步分析華裔家庭的大眾媒介使用習慣，以及華裔青少年看待自

身家庭與美國他裔家庭的對比。其後將華裔青少年面對台灣流行文化的態度延伸

至國族與文化認同，嘗試將其流於曖昧不明的雙重文化地帶做一畫分。 

  第一節分析華裔青少年接受流行文化的動機。運用問卷與訪談分析華裔青少

年開始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原因。 

  第二節探究華裔青少年面對雙重文化的自我塑造，此節要討論的是關於華裔

青少年在雙重文化間的自我塑造，雙重文化即指華裔青少年居住環境周圍的美國

文化與其家庭內部所保留的台灣文化。本節從華裔青少年與家庭成員在傳播媒介

上的使用習慣，進一步分析華裔青少年看待台灣流行文化的態度，並從中對比出

自身家庭與美國其他族裔家庭的異同。 

  第三節則分析他們在流行文化文本下的認同定位。由於華裔青少年的自我認

同可建構在流行文化的文本之上，其雛型理念來自於 Anderson Benedic 的「想像

共同體」。想像共同體是集體創造以及新意義的產生，而新的意義也會以反射至另

一身份的象徵符號（identity symbol）上來維持。此章節討論的是華裔青少年在台

灣流行文化文本下看到了怎樣的自己，並從看待台灣流行文化的角度分析其背後

的國族與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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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華裔青少年接受流行文化動機  

   

  第一章緒論提到，台灣的流行文化混雜美國日本等地與本身再地引述的混合

體，但不可忽視的是，它並非原封不動的移植他國文化的元素，而是在引述的過

程中融合台灣的文化。所以對於華裔青少年，台灣流行資訊並不是原裝的美國流

行文化再回流，而是具有一種別於其在地文化特質的文本。同時流行文化是附屬

於某種社會文化之下，表現了該種族文化的內在精神。一種流行文化總是一種世

界的凝縮反應；有什麼樣的世界，就有怎麼樣的流行。（高宣揚，2002：94）。因

此台灣流行文化表現在流行音樂與偶像劇上即顯現了其 made in Taiwan 的獨特

性。 

  台灣流行歌曲與偶像劇得以在海外行銷，是一種區域整合的現象。區域在此

可指為中華文化與語言為基礎的中華文化區。Joseph Straubhaar「地緣文化市場」 

(geo-cultural market)的概念解釋這種媒體市場體系的成形，不只是因為地理鄰

近，也包含了人口、市場、文化等相關因素，其中文化相近性(cultural proximity)

能讓閱聽人有親切感，所以會產生偏好。（劉現成，2004:12）同時語言在文化相

近性裡佔有重要的關鍵，此點與 Gordon Mathew 將語言放入自我認同形塑的最高

層次有部分的相似性。在現今我們卻能觀察到台灣流行文化進入太平洋彼岸的美

國國土，這一點已經突破了地理鄰近的限制。由於大眾媒體的發達與更新，地緣

文化市場的概念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傳統上的地緣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與語言

相近的市場意義。 

  在主動閲聽人(active audience)與大眾傳媒的討論上，判斷特徵是否為主動閱

聽人的特徵有：一、經由個人對媒體的解讀，二、經由集體對媒體的解讀，三、

經由集體的政治活動。（Croteau&Hoynes,2001）主動閱聽人的學說咸信媒體文本

的意義是由主動閱聽人所解讀出來的，因此首重閱聽人「解讀」的重要。社會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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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則被認為是影響閱聽人產生不同解讀意義的因素，社會背景包含種族、社會地

位、年齡、性別……等。社會背景是輔助解讀媒體文本的工具，但並不必然保證

相同的社會背景就會有相同的解讀。 

  一般而言，對一種語言的熟習程度高低會影響個體對於該語言環境的融入程

度，此點表現在台灣與大陸移民在美國生活適應的研究上。過去跨文化的適應測

量著重在人們對新、舊文化生活方式的適應，如今使用新文化語言或母語的傳播

媒介，或與不同語言族群的人們互動，也成為反映人們跨文化適應的指標之一。（黃

葳威，1999）。但本研究重點在於華裔青少年與台灣流行文化的關係，與將語言做

為適應程度的論點角色立場上有所不同，還有流行文化的可接近性與大眾文本的

商業性質實際上是破除藩籬作為考量，因此才有「哈日族」、「韓流」等跨文化認

同的產生。 

  在訪談中有受訪者表示是在美國的韓裔朋友介紹周杰倫歌曲給他，甚至是白

人朋友喜愛台灣偶像劇的例子。當一個閱聽人欲接受他國的流行文化時，他可以

是全然不會使用他國語言，但卻能抱持興趣接受並產生認同感。因此若以流行文

化的接受觀點來看，華裔青少年對於中文的掌握程度並不在問卷的變項裡。 

 

一、 家庭使用語言 

   

從另一方面，語言又是存在認同中的關鍵因素。在問卷結果中，家裡只說英文的

華裔青少年八十四人中僅有十九人，其中僅有三人是沒有學習過中文的，同時說

中文和英語的家庭佔有 41.67%。因此在語言的考慮中，大多數的華裔青少年都會

中文，只是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1

  在本研究中，認為用華裔青少年對於中文的掌握程度作為其接受台灣流行文

 

                                                 
1 其他國籍二十一份問卷中，十三位受測者表示家中只說居住地語言。但十一位皆學習過中文，

平均時間一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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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動機或恐粗略，以及本研究受訪者來台目的是為其六週的語文研習營和暑期

遊學團。在短暫時間內欲精準測知對象中文程度是不容易的。 

  以卡方檢定的結果下，得知華裔青少年如果家庭有說中文的習慣，則會影響

其本身收看偶像劇的習慣。至於家中不說中文的受測者也有聽中文歌的習慣，表

示聽中文歌與家中使用語言不必然有絕對相關。此點印證了前一章第三節所觀察

到的，台灣流行歌曲相較於偶像劇較容易被華裔青少年所接受。理由可能是青少

年可以單純享受流行音樂的背後旋律；至於偶像劇如果沒有英文字幕，對於中文

程度較低的華裔青少年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除了語言，有些受測者表示不喜歡

看台灣偶像劇的原因在於「太誇張」、「都是一樣愛情故事」。還有與美國戲劇在文

化上的差異讓華裔青少年覺得難以理解。 

 

我覺得我有懂一些， 有些時候有點奇怪，嗯…就是很多…愛的故事，就是每次都

要哭….每天都哭…不太懂（受訪者 F）。 

 

可以發現華裔青少年藉由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做為一種虛擬的鏡像，不論其動機是

否就是為了「對照」使用，但從中必然發現與美國文化的相異之處，再以此做為

一種自我與他者的對照。從中得到的結果會是「自己比較像」美國，但也像台灣

的。於是對鏡的結果，反映出的不是自我的影像，而是藉由再折射之後的自我成

型。 

 

二、 同儕 

 

  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起點多半來自於同

儕，或是來自家中同輩成員的影響。動機有同儕間單純的訊息分享，有的受訪者

甚至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個資訊傳播者的角色。受訪者 A、E、F、L 皆表示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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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同為華裔的朋友而得知台灣流行文化資訊。 

 

我九年級，才比較，才開始聽王力宏。是朋友說的。朋友是台灣人和我一樣。 

（受訪者 A） 

 

我有一個朋友常常回台灣，很喜歡台灣的文化，他就給我介紹（台灣偶像劇） 

他住美國，也會回台灣。（受訪者 F） 

 

我有很多朋友喜歡台灣的明星，我有朋友從中國來的，所以他知道台灣的歌手。  

我有一點點台灣朋友，沒有很多，我有很多中國朋友。還有很多台灣人 near 洛杉

磯 (受訪者 L) 

 

  受訪者 E 三代同堂居住於麻州，據她表示當地華人並不多，但是她還是表顯

出對台灣強烈的興趣與喜愛，受訪中強調自己很喜歡回來玩，很愛台灣。因此受

訪者 E 除了透過同為華裔的朋友介紹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資訊之外，也會主動搜尋

相關資訊。受訪者 E 在整體受訪者中是很積極接觸台灣資訊並且強烈表達喜愛意

見的例子。 

 

我以前ㄧ個朋友很喜歡 METEOR GARDEN，所以我用電腦去看 ，YOUTUBE 旁

邊還有很多別的（台灣偶像劇列表）。朋友她是 ABC 她會說中文。我一陣子很想

台灣， 聽很多台灣音樂， 我十三歲有從美國回來，我很喜歡台灣 ，我很愛台灣

的吃飯跟衣服，我很喜歡台灣。（受訪者 E） 

 

  受訪者 I 也和受訪者 E 一樣，同屬於此次研究中明顯表示對台灣流行文化有

興趣的受訪者。受訪者 I 是從紐約來的女生，家族親戚也有部分在美國居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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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台探親的次數頻繁。筆者注意到受訪者 I 的衣著在華裔班裡是顯得較為不同

的，其衣著打扮相似於西門町街上的少女，而非其餘華裔青少年的美式風格。此

點或可做為其受到台灣流行文化影響的現象之一。受訪者 I 曾就讀於中文學校，

此處成為她交換台灣流行資訊的管道。 

 

很多中文歌都是人家介紹給我聽的。和在美國學校的朋友，他如果有提到（台灣）

連續劇， 我可能會聊，我那兩個朋友也是台灣人，我們都用英文聊。比較常聊台

灣的東西，之前我們去看周杰倫的演唱會。 

嗯……我喜歡張韶涵，還有那個張震嶽。因為中文學校有教我們，我們有表演，

然後有人幫我燒一張 CD 然後我就知道張震嶽。 

我會上網找 youtube，有很多台灣的歌，我有聽到喜歡的歌，試著找歌詞，看不

懂就問媽媽。（受訪者 I） 

 

她表示在美國每天都會聽中文歌，也常看台灣偶像劇。這與她在美國的環境可以

時常接觸到華人有很大關係，有共同興趣的華人朋友能幫助她對台灣流行文化文

本的關注持續下去，例如能有一起討論的機會，甚至追星的同伴。 

 

每天都會聽中文歌，大部分都是張震嶽，最近聽到方大同，因為同學喜歡他（華

裔班同學）也喜歡聽孫燕姿。有人還給我介紹周杰倫。是高中，不，是國中同學…

他是廣東人美國生的，可是還是會聽會說中文。我有幾個說中文的朋友，有台灣

去美國大學的，所以我會跟他們講中文張韶涵還有那個張震嶽。（受訪者 I） 

 

  華裔青少年在美國可以互相分享台灣流行文化的同儕幾乎都是華裔朋友，因

此華裔聚集的中文學校也成為華裔青少年得知台灣流行文化資訊的地點。 

  此外受訪者多來自於師大華裔班，除卻是華裔青少年從美國各地來到台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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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文的場所，師大華裔班每期固定舉行一次中文歌卡拉 ok 比賽、華語文成果比

賽（戲劇演出），也都是可能促進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有的受訪

者在美國時並沒有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再加入短暫的華裔同儕團體後，受

到影響因此產生接收的習慣。例如受訪者 J、受訪者 G。 

 

周杰倫是我四年前來到台灣然後知道，也是來這裡（師大華裔班），然後回去美國

每天都會聽中文歌。(受訪者 J) 

 

我們剛來的時候聽的一個王力宏，七月四號、五號（師大華裔班）同學介紹一些

給我們 。(受訪者 G) 

 

  受訪者 K 與在美國的華裔朋友相處間也不太常使用中文，但是彼此間的話題

還是會包含和台灣有關的事情。相同的情形發生在受訪者 C 身上，她表示大學時

才有比較多的華人朋友，因此在大學之前自己並沒有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

但是大學時期認識華人朋友後，彼此間自然會討論關於台灣的訊息。 

 

有…他們沒有說很多中文…。我們聊台灣的吃飯(笑)。會聊一點點台灣的明星，

周杰倫、潘偉柏、飛輪海。我們的卡拉 ok（師大華裔班）我才知道飛輪海，在美

國不知道。在美國知道周杰倫，是台灣朋友說的，他們叫我來這裡學中文。(受訪

者 K) 

  僑委會主辦由台灣師範大學與淡江大學承辦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裡皆

有舉辦華語卡拉 ok 比賽，以下是九十八年第四期師大華裔班，即此研究訪談時期

師大華裔班的表演曲目。曲目在定義裡皆屬於流行歌，雖然有些曲目並非當年推

出的專輯。但華裔青少年對台灣的流行音樂並一無所知，而是有程度的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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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九十八年師大華裔班第四期表演曲目 

NO. 班級 表演曲目 

1 8 班 洗刷刷(花兒樂團) 

2 6 班 私奔到月球(五月天+陳綺貞) 

3 3 班 早安，晨之美(盧廣仲) 

4 1 班 不得不愛(潘偉柏+弦子) 

5 10 班 
組曲:你是我心內的一首歌(王力宏+Selina) 

+稻香(周杰倫) 

6 2 班 心窩(飛輪海+SHE) 

7 5 班 我又初戀啦(五月天) 

8 4 班 組曲:我愛你+NOBODY(Wonder Girls) 

9 7 班 簡單愛(周杰倫) 

10 9 班 只對你有感覺 

  由訪談與問卷看來，華裔同儕是影響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因素之

一。同儕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力大於家庭，由於處在兒童與成人曖昧時期的青少年，

缺乏對自我明確的定義與認同，因此對認同有更強烈的渴望。但是這些受訪者，

都是來台參加華裔班或是中文學校遊學團。華裔班僅為六周左右的課程，遊學團

在台期間為 2009 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四日。這時候的華裔同儕團體是短期

暫時性的，因此有可能發生的情形是；華裔青少年為免於成為團體之外的「局外

人」，即使是沒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習慣的青少年也會在此時被影響而接受。 

  青少年時期尋求同儕認同與建立同儕關係的渴望高於其他年齡層，在建立自

我認同的過程中，青少年隨著生活領域逐漸脫離原生家庭並融入學校團體，同儕

成為青少年建立認同與價值觀的對象，在圈子裡形成相互關係。因此青少年被接

受、被認同的重要性有時會高於自我個人的喜好。一個從未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

習慣的華裔青少年，在同屬華裔的同儕團體中，可能因此有了接受的行為，但這

種行為可能會是持續到其脫離此團體後成為個人習慣，也有可能僅是暫時性的為

融入當下團體而有的情形。在短期或是長期所屬的團體中，青少年皆有可能會為

將自己置入同儕同體中而與自我做妥協，其目的就是為了被認同而有歸屬感。哈

里斯所認為的情境效應（context effect），認為同儕對青少年的影響力，背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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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自於「情境」，也就是當時所屬的環境。參加華裔班或遊學團的華裔青少年脫

離家庭，來到或許陌生的「原鄉」台灣，為尋求歸屬此時的同儕團體，「情境」得

以發揮當下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同儕團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只有在同儕們一起出

現的情境中，才會受到團體的影響。青少年在同儕的面前，表現出很順從、認同

這個團體，但是在離開團體的情境下，則不一定會有相同的行為反應（陳俞霖，

2003）。 

  在前一章族裔裡提到，華裔青少年會無意識的將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視

作一種族裔內部的行為，此行為是僅屬於族群內部的，在與非同一族裔的同儕交

流時，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通常不在其資訊分享的範圍內。華裔青少年因來台而

產生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行為，當其回到居住地美國時，可能因為沒有同儕可供

分享交流而中斷。但就前一章訪談的結果是，儘管在美國時可供討論的同儕團體

較少，但是部份華裔青少年會選擇獨自保有此習慣。也就是脫離學校團體之後，

回到家庭的華裔青少年仍然會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行為，即使在學校的朋友可

能不屬華裔，無法與其討論交流。此時華裔青少年對台灣流行文本的接受，又歸

屬於個人的認同了。 

三、家庭成員與家庭習慣 

  同時家庭成員與家族網絡裡的分享，也會是動機之一。就閱聽人研究而言，

生活形式與閱聽人本身有必然關係，因此在華裔青少年生活裡的家庭層次亦會是

影響動機。由於本研究是以接受流行文本做為依據，因此家庭中父母的影響力於

此會小於手足等同輩的家族成員。 

 

我妹妹她喜歡她知道（周杰倫和 SHE）因為她在美國有一些中國朋友知道 她每

天都在上網聽。（受訪者 H） 

 

妹妹喜歡看韓國的，她也會聽中文歌，林俊傑的〈豆漿與油條〉就是她介紹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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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的。《綠光森林》2

 

是舅媽介紹我看的，她寄給我《愛情魔法師》跟《綠光森林》

的vcd因為那個我很喜歡看。（受訪者I） 

  有時候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本的來源與其親屬網絡有關連，例如受訪

者F、G、I，分別從親戚中獲得台灣流行文本的資訊。有些受訪者親戚也住在美

國，表示其家庭有連鎖式的移民現象。3

 

在依親比例中，可以想像的是背後有一親

屬網絡所連結著華裔家庭。這一親屬網絡彼此聯繫，資訊流通，因此也成為華裔

青少年接近台灣流行文本的管道之一。 

好像是我的堂哥告訴我 SHE 和飛輪海 FAHRENNEIT。堂哥住美國，我有些親戚

在台灣有些在美國。我爸媽會聽中文歌，他們會介紹，但是不是一定要我看，我

覺得（我爸媽）想要我練習…中文。（受訪者 F） 

 

我高一高二的時候我的堂妹， 她來我們家， 所以她給我們介紹一些好聽的音樂。

像周杰倫，有俊傑，他應該是新加坡的一個人。 (受訪者 G) 

 

  但是受訪者 B、K 皆表示聽中文歌、看中文劇是他們的家庭習慣，因此他們

也耳濡目染有此習慣。但是父母所聽的歌曲不一定符合青少年的喜好，所以與華

裔同儕接觸時，就提供了華裔青少年接觸更多元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管道。如同

受訪者 D 的表示，除了從小到大聽中文歌的習慣之外，受訪者 D 也為了學習中文

的需要更積極接觸中文流行歌與偶像劇。 

   

                                                 
2 台灣偶像劇 
3據僑委會（2006：16）2005 年所做的調查的報告顯示，促成台灣人移民美國的動力之中，依親比

例佔 45％，赴美留學佔 38.5%， 因子女教育佔 12.1%，赴美工作 12%，為提高生活品質佔 9.4%，

擔心國內政局及怕中共不利各佔 4.5%與 4.0%，台灣治安問題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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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媽媽他們有很多中文 CD 還有 tape，tape 比較舊。我們還有卡拉 OK 片。

我覺得我聽中文歌在美國的時候，我想要學中文 very well， 有的時候會聽， 但

是在台灣的時候（華裔班）我聽，每天會聽，用電腦。 

我覺得因為我們在台灣想要…喔!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的，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歌有

名，什麼歌好聽…但是在美國我不懂不知道哪一個好聽 ，但是不會找，我想要找

我的年紀的歌， 因為我爸爸媽媽聽得都是以前的歌。  

（受訪者 D） 

 

  受訪者H居住於紐奧良，他表示當地的台灣人並不多，但他也會與當地的大

陸友人一起討論有關於台灣的流行文化。受訪者表示從小家庭成員都會聽中文

歌、一起看台灣的連續劇VCD，這是他們全家一起參與的家庭活動。可能由於此

關係，儘管受訪者H是男生，卻很喜歡看台灣的偶像劇，但是擔心會耽誤太多時

間也不敢多看。4

 

 

（很少看台灣偶像劇）因為如果看的話，就上癮了啦！我不敢看。看了就走火入

魔啊！不睡覺，以前那個叫《薰衣草》啊！然後也有 海..《海豚島》..不然就是

《METEOR GARDEN》、《女生向前走》，《四千金》還有，十年前的，在家看，

就是大耳朵。 

有時候家人會一起會看，有的時候…我們就是買 VCD …看完一片就再弄一片，

看到六點…早上。我爸爸都沒有時間看，都是我媽媽妹妹跟我，一起看，就是講

談愛的故事。（受訪者 H） 

 

由於自小習慣於聽中文歌的緣故，受訪者 H 聽中文歌的頻率與聽英語歌相同，此

                                                 
4 在本次研究訪談中，對台灣偶像劇表現出興趣的多數是華裔青少女，華裔青少年普遍的反應是

沒有看過、或是給予奇怪、不好看的反面評價。 



92 
 

處可見家庭閱聽習慣對受訪者 H 的影響力。 

 

我們坐車的時候都是常常聽中文歌，我爸爸聽的舊的歌星，像鄧麗君。 

不知道，有的時候心情想聽英文就聽英文，想聽中文就聽中文。（受訪者 H） 

 

  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來源並非單一，有可能同時受到華裔朋友的

影響以及家族成員彼此的資訊共享。除了同族裔的朋友，華裔青少年也可能會從

不同族裔的朋友獲得此類資訊。流行文化的本質具有多重結構與不穩定的形式，

向來不易造成隔閡，又以商業化的流行音樂與偶像劇，更會以推行至海外做為宣

傳目標，因此其他族裔亦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可能，但數據不多。 

 

我知道周杰倫，可能在高中，高一的時候一個朋友給我聽的。朋友不是台灣來的，

朋友是韓國人，他們會聽周杰倫的音樂。（受訪者 B） 

 

我在柏克萊，我有白人朋友他很喜歡 Taiwanese drama 他知道很多會和我說。（受

訪者 L） 

 

  由此，在大眾媒介更新與網路時代下成長的華裔青少年，他們對於流行文化

的選擇上並非只有英語與華語的二元化，而是面對著其他流行文化輸出國所向海

外散發出的蓬勃流行文化熱力。例如有受訪者表示在美國會看韓劇與台灣偶像

劇，但是比較喜歡韓劇。 

 

我不喜歡台灣（偶像劇）有時候，因為都一樣，覺得沒有什麼，我比較喜歡韓國

的。（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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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名受訪者主動分享其隨身聽裡的音樂曲目，結果是英語、中文流行歌曲之

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日、韓音樂。因此在流行文化的選取動機上，如果將「國族

認同」過度置入，則將流於忽略了我們身處的背後情境，也就是全球化的不可抵

擋性視而不見。同時在流行文化後所具有的商業性，打造出讓接收者，也就是消

費者有接受的渴望，因此所見現今日本流行文化風行全球各地，韓劇推行至許多

看似沒有文化接近性的國家，也都是商業目的為迎合接收者心態訂製而成。再者

流行文化的選擇並非國族認同的必要條件，這是此處必須要標示出的意旨。此外，

在前一章的文化超級市場裡有提到文化在其中的不平等待遇，因此背後有強勢母

文化做為後盾的流行文化，比台灣曖昧不明的主體地位更能具有發展的實力。5

 

 

四、學習導向 

 

  除了單純將流行文化文本視為交換分享娛樂的工具之外，也有受訪者表示是

為了學中文而有進一步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例如受訪者 B 在問卷中表示常

接觸台灣偶像劇，大約一個星期二到兩次，在問卷中表示在美國也有不少亞裔朋

友可以互相分享台灣流行文化的資訊，但是他並不欣賞台灣偶像劇的劇情，覺得

不切實際，但為了學習中文還是保有此習慣。受訪者 B 以一種不同文化的視野背

景來看，並表示台灣偶像劇相當不同於英語電視劇。 

  

不喜歡（台灣偶像劇），因為要學中文，(笑)誇張…然後就是有一個人…就是講的

話也不好笑，（偶像劇裡面的）男生都很像女生，他們會做的東西都不是普通人會

做的東西。我認識台灣男生就是比較少，我在台大做過電腦研究，那些男生不是

最好的例子。 

嗯，我會和媽媽聊台灣 dramas，我有時候我會和她說，有時候我跟她說這個非常

                                                 
5 韓國是少數的例外，其非帶有殖民帝國主義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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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知道的 dramas 比她多。 

我聽英文歌比較多，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才聽中文歌比較多，覺得看台灣 dramas

會讓你中文變好，中文歌不一定。（受訪者 B） 

 

 受訪者 D 對台灣流行文化有相當的興趣，同時也想藉著聽中文歌加強自己的中

文能力，聽台灣流行音樂對她而除了單純的興趣之外，也多了學習目的導向。 

 

我覺得我在美國聽到的中文歌很好聽， 而且我也可以學一點中文。有的時候會和

爸媽聊，但是我們聽中文歌會講一講，因為我ㄧ直在問問題 ，是有一點麻煩，我

們有一點長大， 所以會問很難，但是還是想要學。 

我覺得我聽中文歌在美國的時候，我想要學中文 VERY WELL， 有的時候會聽， 

但是在台灣的時候我聽，每天會聽，用電腦。（受訪者 D） 

 

  至於在美國沒有接受台灣流行文習慣的受訪 C，表示因為住家附近沒有中國

人，所以不聽，家庭內也沒有習慣。亦是直接將台灣流行文化與族裔區隔畫上等

號。在流行文化的選取動機研究上，一般並不會出現例如「因為我沒有日本朋友，

所以我不看日劇。」，或是「我聽不懂韓語，所以我不聽韓國歌。」等條件式的選

取。受訪者在此將動機與族裔無形中連結起來，但是當她進入大學，表示明年要

選修中文課，因此現在也會和在台灣的堂妹討論中文歌，堂妹會介紹幾首中文歌

給她聽。此時的習慣成為了學習中文的動機。 

 

我們住的地方是比較少一點中國人，我們是佛羅里達不會，我們都聽英文， 因為

我們的地方比較小區，因為我們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白人西班牙人， 比較少中國

人 ，不像加州。（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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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訪談的答案得知，華裔青少年選取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是具有族裔性背後

深層動機的，此點可與第三章第二節族裔文化的實踐與區隔連結起來，也就是有

與華裔同儕相處的機會時，華裔青少年會有較多的意願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 

青少年會有製造與同儕有更多認同的渴望，並以此相同的認同與價值觀讓自己有

歸屬，屬於某一個群體之中。因此當華裔青少年進入一個同族裔的同儕團體中時，

例如華裔班或由中文學校所舉辦的遊學團。由於有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需要，就

像華裔班每期皆會舉辦的華語歌卡拉 OK 比賽、或為與此時的同儕相處的話題，

會增強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 

  此時的動機背後除了先建立的一套族裔內部流通訊息的規則以外，亦有青少

年渴望融入同儕團體並建立出一套團體內部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的迫切性，而身

處在華裔團體中，彼此的相同性即是他們的根源(roots)，而不一定是現居住地上

的國籍，更確切的說，他們因為皆有著雙重身分的相同性，而同時又為了現實的

需要，因而找尋彼此身上的共同點。 

  青少年是脫離家庭準備進入社會的一段過渡期，所以此時家庭對他們的影響

力已經不再像孩童時那樣重要了。相對同儕地才是能影響塑造華裔青少年的關

鍵，因此在問卷裡，可以發現家庭對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影響力並不深

刻。 

  由於華裔青少年也會為了學習中文的需要而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因此將

「聽華語歌會幫助我的中文進步」、「我會查歌詞中不懂的字」學習目的導向的問

題放入問卷中。 

表 23 

題目 遺漏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 同

意 
非常不同意 

我 會 上

網 搜 尋

關 於 華

語 歌 新

0 20 34 17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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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 
聽 華 語

歌 會 幫

助 我 的

中 文 進

步 

0 10 27 31 12 4 

我 會 查

歌 詞 中

不 懂 的

字 

0 7 24 20 24 9 

我 和 家

人 討 論

華語歌 

1 5 11 22 27 18 

我 想 去

聽 我 喜

歡 的 華

語 歌 手

的 演 唱

會 
 
 

0 23 17 22 14 8 

我 和 華

裔 班 的

朋 友 討

論 華 語

歌 

0 8 44 24 7 1 

我 會 和

華 裔 班

的 朋 友

討 論 台

灣 偶 像

劇 

0 9 24 24 15 12 

我 會 上

網 搜 尋

關 於 台

灣 戲 劇

新 的 資

1 15 22 22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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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題目 遺漏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 同

意 
非常不同意 

我 的 家

人 會 看

台 灣 戲

劇 

0 14 24 21 12 13 

我 的 家

人 會 聽

華語歌 

0 7 28 20 14 15 

 

  在華裔青少年對於上網搜尋台灣流行文化的意願上，搜尋歌曲的比例比偶像

劇來得高，在與華裔同儕即華裔班同學討論的選項上，歌曲對於華裔青少年也較

有討論的意願。至於會和家人討論華語歌的比例卻相對降低，原因或許是手足不

聽華語歌，或是青少年喜愛的華語歌與其父母喜愛的並不相同。但是從問卷結果

上顯示，不計頻率的結果下，超過半數以上的華裔青少年都曾有主動接收並搜尋

台灣流行文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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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面對雙重文化的自我塑造      

 

  一半是美國人，一半是台灣人6

 

 

  此節要討論的是關於華裔青少年在雙重文化間的自我塑造，探討建植在流行

文化上的文化認同，雙重文化即指華裔青少年居住環境周圍的美國文化與其家庭

內部所保留的台灣文化。 

  假定其家庭內部保留台灣文化的根據來自於本問卷的受測者身分統計， 

下表顯示，本研究受測者家庭移民時間有高達 89.29%的比例是受訪者的父母開始

的，表示大多數受訪者的父母並不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 ABC，而是台灣移民。 

無論受測者本身是否是在美國出生，但至少可以推論的是這批由台灣人移民所建

立的華裔家庭，其內部仍然可能保留著台灣文化及價值觀。7

表 4個人屬性-家庭移民時間表 

 

問題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請問你的家庭什麼時候移民? 曾祖父母 
0 0.00% 

 
祖父母 

8 9.52% 

 
父母 

75 89.29% 

  
其他 

0 0.00% 

 

  華人進入美國的時間，主要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大批華工被引入美國。從

彼時至今日，隨著美國情勢以及世界局勢變化，華人由廉價易驅使的華工形象成

                                                 
6 受訪者 F 訪談內容 
7 其他國籍問卷以祖父母時代移民比例較高，來自法國、西班牙的兩位受測者表示其家庭從曾祖

父母時代即移民至僑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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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奪走白人工作機會的罪魁禍首，於一八八二年被「排華法案」限制於美國社會

之外。歷經移民法案的限制之後直至 1965 年美國取消原始國籍配額制，開放移民

強調以家庭團聚為主的優先外，具有高技術、專業能力的人才也在其中。因此其

後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台灣留學生以此申請美國移民，造成當時所謂人才外流的

現象。本研究受測者的家庭移民時間大約都集中在 1980、1990 年代。據僑委會

（2007）報告8

  在九十年代的華人移民已經扭轉了以往華工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受過

高等教育、中上收入的亞洲新移民，這批移民已經顛覆了以往以工作為目的華工

形象。僑委會（2005）所做的調查中，比較美國、澳洲與加拿大三地僑民，發現

美國僑民是學歷較高的，尤其是博士和碩士所佔的比率。這情形可能是美國的商

業或投資移民門檻較高，導致高學歷人才以技術移民類別移美國，也可能和許多

留學生獲得學位後就地移民有關。（蕭新煌等人，1994；引自僑委會，2005 :72）。

在經濟狀況上，據美國華盛頓「移民政策研究所」（MPI ,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日前公佈的在美台灣移民分析報告顯示，在美的台灣移民有 76％十八歲以上擁有

自己的房子，比所有移民族裔的 57％、美國本土出生人口自有住宅的 73％比率都

高（《新紀元周刊》，2010）。 

表示台灣移民美國原因如下：依親（含隨全家移民）之比例最高，

占 41.4%，其次為赴美留學占 34.9%，為子女教育因素及赴美工作各占 13.7%及

11.2%，為提高生活品質占 4.5%，怕中共不利臺灣及因臺灣政局的問題而離開各

占 2.8%及 2.1%，擔心國內治安則占 1.9%。 

  此外在語言程度上，美國僑民在自填英語程度表示流利的也高於其他兩國。

同時本研究調查受測者的回台次數，超過半數（59.5）的受測者表示回台次數超

過五次以上，甚至有的受測者是每年寒暑假都會隨著家人返台探親。可見為數不

少受測者的家庭中與台灣仍然存在著親屬紐帶。這種親屬紐帶有助於華裔青少年

對台灣的認識與認同，例如受訪者 C 即表示是台灣的親戚告訴她台灣流行歌的資

                                                 
8 《台灣移居美國僑民長期追蹤調查第五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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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受訪者 A 會看《痞子英雄》，因為那是在她爺爺奶奶的家－高雄拍攝的。 

表 8受測者回台次數表 

 次數 百分比 

有 效

的 
第一次 14 16.7 
第二次到第四次 20 23.8 
五次以上 50 59.5 
總和 84 100.0 

 

  本研究之的受訪與受測對象，其家庭背景誠如上文所提。這一批中上階層的

台灣移民者，在本質上可能保有台灣式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仍然不放棄與台灣

的連結紐帶，但也相較過去的移民更能有良好的條件可以融入美國社會。在融入

美國社會的同時，父母是否還會希望子女「不忘本」學習中文，保有華人價值觀，

亦或是希望在美國出生的子女成為一個道地的美國人，因此包括自己也不必有接

觸台灣文化的習慣？同時，有無接觸台灣文化也不必全然等於棄守台灣固有價值

與認同，王賡武對這些「新移民」9

  本研究欲藉由華裔青少年在流行文化文本上的接收行為探討背後意義，在此

會考慮到家庭習慣對華裔青少年本身的影響。 

的看法是他們已經做好了適應移入國文化、政

治、經濟制度的準備，為了同化於他們所希望學習和掌握的政治文化以及他們所

見識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經做好了比以往任何時期的華僑華人都充分的準備。他

們不僅沒有理由拒絕被同化，而且還會希望他們的孩子被教育成美國人、加拿大

人、或者澳大利亞人，同時又保持他們做為華僑華人的種族認同。（王賡武，2001）

但本研究認為華裔青少年如果自小的家庭習慣就有關於台灣影視的接收，無論該

文本適合其與否，此名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也會有較高的興趣，

甚至是自我意識到本身的文化認同受台灣的影響。 

  流行文化裡的範疇本研究採用產自台灣的華語流行音樂、台灣偶像劇為文

                                                 
9 此處「新移民」指六十年代後主要移民往美國、加拿大、澳洲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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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意義在於附載於大眾傳播媒介上的流行音樂與偶像劇提供了一幅新時代的

台灣文化圖騰。此圖騰並非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莊嚴總統府為背景與

三民主義教條、儒家思想匾額、傳頌著國歌的傳統中華民國意象。而是炎熱天空

下的台北 101、夜市，周杰倫等流行歌手音樂充斥其中、偶爾是台灣偶像劇中出

現過的場景。 

  事實是，新一代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的意象圖騰已被取代，在筆者所發放的

研究問卷中，華裔青少年回答關於台灣的印象多是後者所列。但是新的問題是，

建立在對於流行文化文本上的對台灣想像，是否就是真的代表台灣本質意涵？雖

然流行文化附屬於一項主文化之下，可表現出其民族文化的內在精神，但在不斷

引述的過程中是否還能保有台灣特質？ 

  大眾傳播媒介的更新與跨國界提供閱聽人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同時對國族的

疆界也產生了衝擊與變動。這些新科技為國族的認同與建構提供了一處新場域。 

華裔青少年的認同有許多部分即是建立在此之上。 

 

   如果不考慮傳播技術就不能正確地認識民族認同的構建與出現，這些技術 

   允許人們有一個認同的空間，不僅僅是重新喚起共同記憶，更確切的說是 

   體驗衝突與休戚相關性。於是不應將國家僅僅看做是個抽象的概念，而應 

   看做廣播電視技術實現的親歷體驗，廣播電視技術成就在於將國家這個政 

   治觀念演化成親歷的體驗、情感與日常的事物。（Morley&Robin,1995:90; 

       轉引 Martin-Barbero） 

 

新媒介提供了認識國族的新場域，因此這種透過網際網路的微電子跨國主義

（microelectronic transnationalism）的新興除卻國族主義者期望的跨國連結國族情

感之外，更實際的是提供了華裔直接認識台灣的管道。人造衛星和電纜網路的擴

張，其廣布的渠道和目標已瞄準特殊的種族和宗教散居者，這種現象已不是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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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動的，而是以綜合的方式成倍的出現。（吳前進，2004）這種不為政令宣傳所

利用的文化傳播，更可被青少年所關注。 

  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而大眾媒介提供了人們尋求國族認同的管

道。因此人們在塑造認同的同時會經由各種不同的路徑取得這項最適合自己的定

位，也就是將自己置入世界中某一個位置中。但是因此在認同的研究與定義上會

產生了紛亂的危機：也就是認同擁有眾多來源，也因此造成了多元性，甚至是矛

盾性、片段性的認同，這些不同的認同彼此間不一定能達成完美的和諧，有時候

是互相牴觸的。 

  例如在訪談受訪者 I 時，受訪者就表現了某程度在認同上的混亂與迷惘。 

 

我不知道我比較像美國人還是台灣人。 

我們剛來 OCAC（師大華裔班）的時候有人說我講中文很台，然後有人說我是美

國人…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人說我講中文會怪。 （受訪者 I） 

 

  受訪者 I，和台灣的關係密切，在眾受訪者中的中文程度屬於佳，能直接理

解筆者的問題並對答，有些詞彙甚至使用台語。在美國的居住的為紐約，進中文

從五歲到十四歲共九年時間，在一般學校裡的好友多是亞洲人。她最喜歡看的台

灣偶像劇《綠光森林》是去同在美國的舅舅家時看的，此後她就對台灣偶像劇產

生了興趣，因為祖母住在台灣的關係，全家經常返台。筆者注意的是，與台灣關

係密切的受訪者 I 出現的反而是認同的混亂與難以定位。正因為在台灣時的她會

曾被說過「很台」這一個標誌著台灣土生土長者並帶在地化獨特性的名稱，同時 

被說是「美國人」同時也代表著國籍身分與行為「很台」的意義衝突。這種衝突

的來源可歸納自（Woodward,1997:2）表示，認同提供識別他人與自我的方法，它

指認出我們和某些擁有相同身分地位的人是同國的，而與那些不分享共同身分地

位的人是有所差異的。認同可以透過極端對立的兩造而顯現出來，例如國族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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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衝突中最為極端的衝突形式，或藉由將某些人含括在內（inclusion）或排除在

外（exclusion）－區別局內人（insiders）或局外人（outsiders）。由於認同可能建

立在彼此極端的對立上產生，但若在極端的兩個或數個對立場域裡皆佔有空間，

認同的衝突也可能因此產生。儘管在後現在的今日，單一個體擁有多項認同並不

是可能的，「多重性認同」即用以說明此情形，但是個人對多重性認同的調節與定

義，又並非能完全無所阻礙。是以有若受訪者 I 明顯的認同迷惘產生。 

  認同是建立在差異與相同的兩個相反空間上，對於個體，初步建立認同的場

域即是家庭。家庭對於認同的自我塑造，一般咸被認為是初級連帶的關係，個人

認同由此塑造成型，但在身處多元資訊的今日，個人的認同可以受到其他眾多管

道的影響，美籍華裔青少年身在網路世代的全球化超級市場下，步出家庭外面對

在地的美國文化，向內則接觸到的家庭中不一定保留全貌的華人文化。傳統的價

值觀與國族認同在文化超級市場裡既已面臨式微，更何況是不一定會被華人父母

所重視的台灣流行文化。 

  如同受訪者 J 會表示自己的父母來自台灣，家中都使用中文，但他們不常看

電視。受訪者 B 母親來自台灣，父親是華裔，因此在家是與母親講中文與父親說

英文的雙語制，但同樣也表示其母親從來不看任何電視節目。 

 

在我住的地方，有很多台灣來的，有一些人他們也是有看台灣電視，聽中文歌。 

我會聽，我哥也會，我爸媽不會，他們也不看電視。（受訪者 J） 

 

我跟媽媽講中文，跟我爸講英文，我媽都不看（電視）……我會和媽媽聊 drama

我有時候我會和她說 ，有時候我跟她說這個（台灣偶像劇）非常好，所以我知道

的中文音樂和 drama 會比媽媽多。（受訪者 B） 

   

  受訪者 L 母親是台灣移民，自從學會上網後就會在網路上觀看許多台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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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也會和受訪者一起看，但是擔心女兒影響課業而不願讓她多看。 

 

她（受訪者L母親）現在比較會弄電腦，所以她看很多，她看這個meteor garden10

 

她喜歡仔仔，我不喜歡我喜歡Jerry。有時候媽媽會要我一起看，可是現在她覺得

我每天很累，她要我睡覺不要我看。(受訪者L) 

  在家庭的閱聽人，對於流行文化接受度較高的份子是以青少年為主，因此在

海外的華裔家庭亦然。華人父母本身對於流行文化資訊的敏感度本就不如子女

高，傳統觀念中也會認為子女崇拜偶像、聽流行歌、看電視劇會有荒廢課業的可

能，因此不會多加鼓勵。但在另外受訪者的例子上，卻有因為子女接收台灣流行

文化資訊而表贊同支持的父母。 

 

我媽媽跟我看 meteor garden，但是爸爸不看。媽媽高興我看，我不曉得是我的中

文會比較好，我覺得是她很高興我要看一個台灣的東西，她的高興不是你可以學

中文，是你看要台灣的東西…因為我從台灣來。不是完全是美國人，我媽媽會很

高興。（受訪者 E） 

 

  即使受訪者 E 的母親沒有明白表示支持女兒看台灣偶像劇的原因，但是就受

訪者的本身理解來看，受訪者與其父母的概念是身為在美國的華裔，但仍然不可

忘本。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父母並未明確提出贊同的理由，但是受訪者 E 本

身已具備國族的認同概念與自覺。但是如果進一步詢問受訪者認同的概念，他們

往往會說「一半是美國人，一半是台灣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父母來自台灣，家裡也使用中文的華裔家庭裡，也有

完全不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情形。此種原因可能是居住地點為華人較少的區域，

                                                 
10 台灣偶像劇《流星花園》英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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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章節族裔區隔所呈現的研究結果，受訪者 C 表示自己在美從未接受過台灣

流行文化。 

 

我們住的地方是比較少一點中國人（Jacksonville），因為我們住的地方不像加州，

有很多台灣人中國人。像我在高中的時候朋友不是亞洲人，因為我的學校，亞洲

人是我跟我的妹妹， 我的同學還有他的妹妹是亞洲人 ，其他都不是。但是到了

大學比較多一點， 現在我們朋友大部分都是亞洲人。 

 

  家庭沒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情形，除了上述所說的族裔分佈地點。還有未

在本研究裡探討，但值得深究的選項就是：這些多來自父母移民的二代華裔家庭，

父母是否有極力融入美國社會並脫離族裔桎梏的渴望？根據黃葳威（1999）《文化

傳播》一書中關於台灣大陸移民在美國跨文化適應的研究，其中有將移民對傳播

媒介的態度視作影響其消除疑慮與適應的方式，而英語媒介使用的可提供華人移

民與美國友人社交的話題，但並非適應美國生活的第一要件。然而居留美國時間

的長短卻與媒介使用成反比，也就是隨著居留時間越長，華人移民越不常使用英

語媒介。由於本研究變項所列並無移民時間年份，並且適應當地程度應屬主觀認

定，須要更多的深入訪談，且訪談對象將會是華裔青少年的父母。在避免模糊整

體研究焦點下，參照黃葳威所提出的 

  

對主流社會文化的熟悉程度與傳播媒介使用情形、向華人打聽美國人的主動策

略、透過網路與美國人間接互動策略、及疑慮和文化適應相關。 

 

  因此儘管有受訪者表示全家都有聽中文歌、看台灣電視的習慣，但是還是有

為數不少的華裔青少年在問卷裡表示家人不聽台灣流行音樂、不看台灣偶像劇。

家庭使用語言和接收台灣流行文化關係不大，或許可以說是流行文化的關係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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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被父母被所接受，或是台灣移民欲脫離舊有國族，想融入當地的想法。 

本研究範圍限定在流行文化的文本之上，因此華裔家庭中的父母對於流行文化的

接受程度也會是影響原因。受訪者 D 表示父母會聽台灣的歌曲，但是都是老歌，

所以想要搜尋流行的歌曲，卻無管道。 

 

在這裡（台灣）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歌有名 ，什麼歌好聽，但是在

美國我不懂不知道哪一個好聽，但是不會找。我想要找我的年紀的歌，因為我爸

爸媽媽聽得都是以前的歌。 

 

  同一個華裔家庭中的成員也有可能產生並不一致的閱聽行為，例如受訪者 B

本身有聽華語流行歌和看台灣偶像劇的習慣，但是弟弟並沒有此習慣，受訪者 B

認為這與交友狀況有所關聯。 

 

我弟弟都不會看也不會聽，因為他的朋友比較少台灣人。（受訪者 B） 

 

  受訪者 F 表示父母會聽中文歌，自己從小會跟著父母唱中文歌的卡拉 OK，

因此她認為自己會被台灣的文化影響，但是沒有此行為的姐姐也直接被受訪者定

義為受台灣的影響不深。相反的情形是居住在明尼蘇達州的受訪者 K，他在訪談

中表示自己的台語比國語好，因為在家和父母會說台語，而且自己也不想上中文

學校。但是上過中文學校的姐姐中文比他好，也就因此有聽中文歌的習慣。 

家人有時候會聽中文歌，因為我們家有卡拉 OK。他們聽比較老的歌，姐姐不會，

她比較被美國的文化影響。（受訪者 F） 

 

嗯…來這裡（師大華裔班）知道（台語）台灣的明星，在美國不知道。我的姊姊

有上中文學校，我不想，姊姊會聽中文歌。爸媽他們沒有聽中文歌。（受訪者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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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必須要提到華裔青少年從自身家庭發現到與美國文化的不同，本研究

發現華裔家庭內部與外部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的。華裔青少年是如何觀看這

種差異並找尋定位，即是雙重文化下的取捨。 

被注視的局外人 

  例如受訪者 L 表示，除了在美國對比出自己家庭與他人家庭的相異之處，同

時在台灣的時候，受訪者也感受到自己與台灣人的不同，在這裡她是被覺得「奇

怪」的他者，被注視下的她經過自我與他人二重眼光的注視下，自我審視與他人

對比皆呈現出置身局外的影像。受訪者 L 的母親是從台灣過去美國的移民，在學

會上網之後喜愛在網路上收看台灣的電視節目，包含偶像劇，也會和受訪者一起

觀看，因此受訪者 L 耳濡目染也有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機會。除了家庭影響因素，

受訪者的居住地在聖地牙哥 San Diego，據她表示在那裏很有多台灣朋友，在那裡

可以不必說英語。由於華裔同儕也會是影響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因

素，居住地是否可與華裔交流互通是必須注意的一點。此外受訪者歸類出自己與

同儕間家庭的異同，認為在美國的台灣移民的家庭是「一樣的」，台灣人母親的管

教態度與白人家庭大相逕庭，但是「像台灣」也同時意味著「不像美國」， 

雖然在「不像」的危機上，然而受訪者生活在多數台灣人口的居住地環境下，許

多相像的例子，即台灣移民家庭能讓她有所歸屬。 

 

因為我住在加州…呃，可以講話很大聲，我在台灣不可以，我講話大聲有很多人

看我。在 every where 也很多人看我，覺得我很奇怪。  

 

我媽媽的 style 像台灣 drama 裡（台灣媽媽）的樣子，很像。very loud，很像台灣

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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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母親和台灣偶像劇裡的媽媽形象後，受訪者 L 被問及自己媽媽形象是否也

與美國同學的母親相像時，立刻給予否定的答案，她認為自己的媽媽就是標準的

台灣家長樣子，而她在美國的華人同學家長也都有台灣的教育觀念。 

 

不像，真的不像，家庭一點點像，我覺得我家像台灣的差不多。因為有很多台灣

人的朋友在加州，我覺得她像我們。 台灣人的朋友都有台灣人的媽媽…所以…都

一樣。我的朋友比較多台灣的，還有韓國人。 

因為白人比較…比較 more feerdom，我媽媽就是台灣的媽媽(笑)，她不要我做很

多東西她叫我不可以做很多東西…。我哥哥做很多東西 ，但是她不要我做很多東

西 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你是女生。（受訪者 L） 

 

  受訪者 D 從她在台灣偶像劇看到的印象以及自身對比表示，台灣美國家庭的

不同點。就家庭觀念看來，對比出她在美國所聽聞的其他家庭，受訪者表示比較

贊同台灣的家庭觀念。 

 

台灣的父母親在台灣比較很多規矩， 但是我長大的時候我爸爸媽媽也想要我長大

一個很好的女生， 但在美國比較 freedom， teenage 他們比較對爸爸媽媽比較好，

因為可以對爸媽亂講話。我在美國比較會亂講， 但是這樣不好。但是在美國我的

年紀的人會真的會跟媽媽打架， 講話很厲害，我覺得台灣的 family 有的時候比

較好，看起來比美國好。（受訪者 D） 

  

以下將問卷中和家庭有關的問題整理如下： 

   
表 24 
題目 遺漏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我 的 家 0 7 28 20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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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會 聽

華語歌 
我 的 家

人 會 看

台 灣 電

視劇 

0 14 24 21 12 13 

我 會 和

家 人 討

論 華 語

歌 

1 5 11 22 27 18 

 

在家人是否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問題上，受測者的家庭對於接受華語歌，

（在此設定為華語歌，因為考慮到受測者父母可能會選擇國語老歌的緣故。）或

是台灣戲劇的程度幾乎為接收與不接收各半。在閱聽人與電視的研究中，Morley

的(1986)Family Television，發現看電視的家庭脈絡中的社會關係隱含了電視的使

用行為，也就是家庭關係會影響閱聽人對電視的使用與解讀，家庭中性別角色也

是了解人們電視經驗的關鍵。（轉引 Croteau＆ Hoynes,2001）。因此在這裡應該將

華裔家庭看電視的使用習慣置入，但是由於網路的使用是大眾媒介裡新興的一個

管道，在電視與網路的家庭使用習慣上，電視會是比較屬於全家人或是部分成員

集體同時分享的管道，但在網路使用者而言，比較屬於是一個私人的空間與使用

習慣。因此在使用習慣上並不會與其家庭成員呈現一致，而是一種更自我的場域。

同時青少年正值從家庭過渡到社會的過程中，欲找尋自我與建立同儕關係下，其

使用媒體的習慣會更近於同儕而非家庭成員。網路的個人性對華裔青少年，也是

當其在同儕、家庭中無法建立相同性時另一管道，無論是尋求同盟或是自我滿足，

網路能提供給華裔青少年一個在暫時脫離非我族裔同儕裡一處尋求自我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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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流行文化文本下的認同定位 

   

  我們想法可能比較像台灣的，但是我住美國 所以也像美國的 11

 

 

  華裔藉由次文化的認同在全球化的文化超級市場下找尋自身定位（roots and 

home）甚至是想像另一份文化（家庭）親近性的根源。同時因為華裔本身身份的

曖昧性，衝擊著「單一」（單一文化、單一身份、單一認同）的價值體系。可以想

見若企圖在文化超級市場下找尋純粹的文化根源(roots)是困難的。但也不必全然

悲觀的預測此企圖的不易達成。此處華裔的認同著眼在自我與他者，並參雜在地

與原生國，然而汲取文化的元素不可能只有美國與台灣二分法，實則上是在地與

全球的交互作用。 

  曼威（Manuel Castells,2002）提出種族、宗教、語言、及領土的共同點本身

並不致於引發國族主義與建立民族國家，但共有的經驗卻可以，這種共通的經驗

即是認同其國族的特徵。語言卻國族自我認知的基本特徵，其所形成的是一個在

領土上較不武斷，在種族上較不排他的國族邊界。華裔青少年所具有的共通經驗

裡，包含了對其身分的不確定性、美國台灣兩地的流動性，然而共通經驗卻是與

美國其他亞裔移民更為相近，而不具與台灣土生土長的青少年有所相似。 

  本研究欲從華裔建立在次文化上的認同，來分析其可能產生的國族認同，雖

然證據有限，但也不無可能。由於「偶像」是對人的崇拜，但是當對人的崇拜產

生之後，因為偶像的整體不可分割性，偶像所來自的地往往也會變成聖地……我

們認為，只要「地」的崇拜一旦發生，一種新的國族想像就開始萌芽了。（李丁讚、

陳兆勇,1998）。但這是另一種國族認同的路徑，本研究主旨在華裔青少年藉由台

                                                 
11 受訪者 E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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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流行文化的管道認識台灣，但認識的動機通常是有前提的，接受的途中具有族

裔區隔的自覺。 

  華裔青少年在看台灣偶像劇的同時，往往有「不切實際」「奇怪」「不像美國

劇」的解讀，特別是在偶像劇所著重的愛情觀上，受訪者往往表示和美國電視劇

裡愛情觀有很大差異。流行文化文本在此被視作一種對鏡，意欲對照出台灣與美

國文化之相異點，再藉由文本差異的嘗試分析受測者在其中之自我定位。 

  例如受訪者 D 表示除了語言上的理解困難，還有文化上的相異使她感到兩種

流行文化文本的不同，但此時的他們會將自己定位在中間地帶，也就是像美國也

像台灣，但不明顯的極端偏向，使得他們置入雙重歸屬的曖昧區域。在回答「台

灣偶像劇對你而言是否是外國片」時，受訪者 D 以語言和文化的雙重理解困難上，

將其歸類為外國片，特別是偶像劇所著重的感情觀上，對照出台灣與美國文化上

的差異，藉由此差異，受訪者得以觀照出自己的定位，即是「我覺得自己在台灣

與美國文化中間」。 

 

我想要聽懂時會有一點難，culture 有一點不一樣， 我不會習慣。 

我覺得台灣女生比美國不是這樣，台灣女生比較會幫助男朋友…比較會對男生

好…很會保護他們。我覺得我在中間。（受訪者 D） 

 

  受訪者 H 也有將自我置入兩種文化中間的傾向，但是在「相似」的認同點尋

覓上，受訪者由於家庭長期都有接觸台灣文化的習慣，包括父母與妹妹。看台灣

電視劇的 DVD 與聽華語歌是他們家庭習慣，因此熟知台灣流行文化的他認為自

己與美國的華裔朋友又有不相像之處，但到了台灣，自身與此處的文化間又出現

了相異點，因此在「相似」的問題上，在二者皆非也二者皆同的情形下，認同由

此產生模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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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都是美國想法，我喜歡想我就是一半台灣人，可是我是美國人。 

比我現在美國的台灣朋友像台灣人 可是在台灣不像。（受訪者 H） 

  語言的理解程度或許會構成華裔青年對於台灣流行文化的認同因素，但並不

是明顯的流行文化選擇因素。也就是對於語言的理解程度可能影響華裔青少年對

台灣的國族認同程度，但並不是他們選擇台灣流行文化的必要因素。可以不懂中

文而聽中文歌，因為可以單純享受背後旋律。但是如果一部沒有英文字幕的台灣

偶像劇，對中文程度不佳的華裔青少年即造成接受的阻礙，因此華裔青少年接收

台灣流行文本的情形上，華裔青少年接受華語流行歌的比例相較於台灣偶像劇來

的高。據 Adono 關於通俗音樂的說法，通俗音樂提供了娛樂，同時通俗音樂也具

有可以被隨意地、不專心地被收聽。因此流行歌曲相較於偶像劇，會減少語言從

中造成的阻礙。 

  受訪者 E 同樣比較出台灣與美國電視劇的不同，也認為中文是對她接受台灣

流行文本的阻礙。 

 

我比較喜歡美國的劇， 以前沒有來 ocac（師大華裔班）我就是不會寫不會唸（中

文）， 他們（台灣偶像劇）說得太快 ，但是 meteor garden 他們有英文（字幕）。 

台灣的就是還是比較 conservative， 美國比較 open， 台灣比較那個多愛故事， 美

國一點點沒有那麼多。（受訪者 E） 

 

  受訪者 F 認為自己的家庭與台灣的家庭不同，但是也不全然認為自己與美國

文化有完全一致性，與受訪者 D 相同的是，在面臨雙重文化的歸屬選擇之下，他

們將自己歸屬在中間地帶。而因為他表示能「能懂一些」，因此台灣偶像劇對他來

說並非外國製品，此處的「懂」包含了語言語文化上的雙重理解，對此位受訪者

而言，國族的認同要先有語言與文化的理解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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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台灣偶像劇）我喜歡，有些很誇張，美國的也會。但是我不常看 dramas 

 

受訪者 F 認為台灣偶像劇對她而言不算外國片，原因在於其對於背後蘊涵的文化

有程度上的理解。受訪者 F 在訪談中表現出對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喜好，並表示

很喜歡回來台灣。對於台灣的興趣與主動接觸的行為，有助於受訪者在雙重文化

找尋自身的定位。 

 

嗯！我覺得我有懂一些 ，有些時候有點奇怪，嗯…就是很多…愛的故事…就是每

次都要哭…每天都哭…不太懂 …我覺得不是真正的。美國沒有這樣，沒有哭的 ，

台灣好像比較多。因為我看的 dramas 就是 family。好像非常多，從家裡跑走但是 ，

我們會跑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我們…有點不像，因為我們在美國，就是和台灣

的 family 不同，我們是一半一半…因為我爸媽就是從台灣來的。 

（受訪者 F） 

 

  比較明顯極端取向的例子如受訪者 J，在國族認同的選項上表示自己不想當

美國人，回答屬於主觀的理由，受訪者由於對「美國人」的負面印象，使他有不

想當美國人的自覺，同時也自我區分出「美國人」與自己的不同，也就是「自我」

與「他者」的對立，產生了身分上的對立之後，認同即由此不同處的發現上建立。 

受訪者 J 表示自己喜歡看台灣的連續劇勝過於美國的，背後的文化因素是他捨取

的要件，而不在於偶像劇本身內容好壞，在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過程中，受訪者

J 在獲得另一部分的自我同時也進而喜歡接觸台灣流行文化。 

  

我比較喜歡台灣吧！就是台灣的 style。台灣的 culture，因為我不喜歡當美國人 ，

覺得美國…什麼…就是我想美國人都有點笨。我也不像台灣的，因為我就是從美

國來的，像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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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先看電視，聽音樂然後來台灣，所以喜歡台灣。（受訪者 J） 

 

  但在受訪者接觸台灣文化之後也發現了自己與台灣文化的不同，自身的定位

於是亦選擇了雙重性為依歸。較特別的是受訪者 J 是以先接觸台灣的流行文化文

本為前提，也就是基於對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喜愛而進一步喜愛台灣的文化，此

點近似於台灣青少年由於對日本流行文化的喜愛而產生對其的認同，但是由於無

法釐清國族認同隱藏於背後動機的模糊性，因此也不能將受訪者的表態視為與因

喜愛他國流行文化而產生認同的青少年有相同性。 

  華裔青少年與哈日的台灣青少年因為流行文本而產生的國族認同並非相同，

在此哈日的台灣青少年由於對日本偶像的崇拜產生一股愛屋及烏的情結，甚至渴

望成為當地人，這是一種「反認他鄉是故鄉」的擬國族想像。同時產生的疑問是，

台灣的流行文化是否能壓倒對於華裔青少年的在地文化，並使之產生與自己居住

地的比較，進而產生「聖地崇拜」？但是華裔青少年與台灣文化的關係，可以說

是與先備的國族認同有所關聯，因為家中有使用中文的習慣、與台灣關係密切或

是在美國有華裔同儕的此類華裔青少年比較有可能產生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習

慣。 

  甚至可以說，如果對台灣的國族認同較為淡薄的華裔青少年，則幾乎完全不

具有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台灣文化對其就有如在文化超級市場裡的眾多商

品，並不具有強大的廣告魅力，也無法引起其接收的動機。但是當他進入到同為

華裔的同儕圈裡時，青少年間分享流行文化的行為就在彼此間流動，這位原先完

全不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青少年也有可能在此同時被影響。華裔青少年的認同並

非單一的，在學者普遍認為多重性認同時代出現與舊價值體系崩潰瓦解的當下，

這種華裔的不確定感正是身為此種身分的標識。 

  在問卷調查部份，欲從華裔青年的角度觀之，於是分別在題目上調查華裔青

少年是否認為台灣流行音樂與偶像劇屬於「外國」文化產品。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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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題目 遺漏值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 常 不

同意 
我喜歡聽華語歌 
 

0 22 39 15 6 2 

對我來說，華語歌是外國

音樂 
 

0 11 21 20 22 10 

我喜歡看台灣的偶像劇 
 

0 16 18 24 16 10 

台灣偶像劇對我來說是外

國片 
 

0 11 23 25 14 11 

我想學喜愛的台灣明星或

台灣偶像劇裡的人生活 
 

1 6 7 28 22 20 

我覺得台灣劇裡的生活方

式和我的家庭相似 
 

0 1 2 25 37 19 

我覺得台灣的流行音樂與

偶像劇和我的國家不同 
 

0 27 37 15 2 3 

 

參照上表，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流行音樂與台灣偶像劇的態度，在認為台灣流行

文本是否為外國產品時，本問卷刻意單一的選項試圖區分受測者面對雙重文化取

捨的擺盪，但經過問卷的結果仍然陷入二元對立的分布情形。 

  在台灣流行音樂與偶像劇是否為外國產品的題目上，如果將五個選項歸類為

同意與不同意兩種對立，可以發現答題結果皆呈現平均的現象。也就是有一半的

華裔青少年認為台灣的流行音樂與偶像劇並非外國產品，另一半的華裔青少年則

認為皆屬於外國產品。「外國」此一名稱在此為了定義出受測者認為的「外國」是

否等於台灣，欲用此文化文本確認出華裔青少年看待的角度，並連結至在國族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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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選項裡。因此對於同樣一梯次來台學習中文的華裔青少年而言，有半數的人

認為台灣並非外國，卻也有相當程度的人認為台灣是外國。同樣的「我覺得台灣

的流行音樂與偶像劇和我的國家不同」，此一問題，除了文本的對照之外，更試圖

將受測者置入「我的國家」此一單一選項中。此問題的作用就是試圖突破華裔青

少年擺盪於雙重選項之間的曖昧性，選項結果八十四名受測者中有六十四名受測

者表示同意，即對「我覺得台灣的流行音樂與偶像劇和我的國家不同」此一問題

表示贊同。前面提過，每一個大眾流行文化都是跟隨著一個母文化，因此什麼樣

的母文化才會產生怎樣的大眾流行文化，儘管流行文化的特色是易於引述吸收

的，但是基本受眾是自然接收淘汰適合的因子。因此台灣流行文化雖然有來自於

美國文化的再地引述，但是與美國流行文化是有程度上的區分的。以此明顯的不

同性，試圖將受測者的身分單一化，結果即是大多數的人順利將自己置入美國，

而對比出台灣流行文本的相異。差異是分別自己與他人的關鍵，也是影響認同的

原因。本問題用流行文化文本上的差異對照，藉此讓受測者比較出台灣美國文化

的不同點，實際上是以此差異性顯現受測者自我的單一歸屬。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青少年，即使家庭內部仍然保持著某種程度上的台灣

價值觀與文化，但在其社交環境與受大眾文化影響的部分，是否仍然以強勢的美

國文化為華裔青少年的主要依歸？美國文化被華裔青少年當成主要接受來源，除

了本身在文化超級市場的強勢性之外，對華裔青少年而言也是自小所接觸熟悉的

文化環境。 

  在訪談過程中，有受訪者表示認為台灣流行音樂是外國音樂的理由是「不懂

中文」。語言被視作是基本群體認同的關鍵，無論是找尋共同點亦或是將其做一種

身分標誌，倘若語言是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阻礙，那麼是否台灣的流

行文化文本將會淹沒於全球化的文化超級市場中，與華裔青少年的居住地文化美

國文化與流行大國日本以及新興韓國文化並排在貨品陳列架上，而且毫無優勢？

據此對照「我喜歡英語歌甚過華語歌」，同意以上的選項有將近總人數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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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流行文化是據於語言理解的因素，是能相互對照的。 

  對照訪談的結果，如果一名不諳中文，並且居住地並無華裔同儕的華裔青少

年，其家庭中也並沒有接收台灣影視的習慣，這名華裔青少年選取台灣流行文化

文本的機會以在文化超級市場的排列看來，台灣流行文化絕非是能被「看見」的

「商品」。有機會被看見的可能會在於此名華裔青少年先源於對國族的想像，因而

啟動其接觸的動機。新一代的國族想像途徑已非單純囿於 Anderson 透過報紙和小

說印刷媒體所提供的，而是更迅速也更多元的管道。只是這種管道除了族裔媒體，

例如在美國可收看台灣電視節目的頻道以及當地華人媒體之外，大多數的情形還

是被置入在與世界上其他流行文化文本共通的平台上。 

  參見第三章第三節華裔青少年選取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管道，皆以 youtube

居冠。但是 youtube 並非僅限於華人影音分享的平台，而是全世界可以交流的管

道，以文化超級市場的理論來看，背後無龐大資本的台灣流行文化文本仍然有被

忽視的可能。 

  與英語流行文化對照的結果之下，本研究試圖將現居國與台灣視作兩個雙重

的文化文本，背後建立了國族的認同，在取捨之下仍然發現了華裔青少年因人而

異的擺盪。試圖在雙重文化擺盪下尋求平衡的結果，以訪談情形來看，大多數受

訪者會將自己置入在中間地帶，並以「比較像」美國的文化來做為自身的偏向與

對台灣的對照。有受訪者更明確的說法是 

 

不像美國也不像台灣，像 ABC(受訪者 G) 

 

  這種歸納方法與認同，是經過不斷的比較而來的，比起美國主流文化無法精

準吻合，相較起台灣文化卻又有某程度的隔閡，例如被接受者視作「奇怪」的自

覺。 

  華裔青少年在面對「像與不像」的取捨下，終究將自身歸屬於一個中間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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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地帶。然而這種中間地帶隨著移民的增加與其特殊性，形成了以「移民」做為

型態框架的一種特色，例如受訪者 G 所言的「像 ABC」，在此已經形成了一種有

特定色彩的意義群體。就外在而言，偏向美式青少年的穿著打扮與流利英文，嘻

哈裝扮的青少年（其印象來自於早年的 ABC 藝人 L.A BOYS 與羅百吉），青少女

則是古銅膚色強調眼妝、試圖融合東西方的審美標準，呈現出一種混血式

（hybridization）的文化特徵。 

  這種曖昧與擺盪在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理論中找到支持的領域，

跨國主義原是解釋九十年代研究全球化問題的術語，後也用以解釋移民的流動現

象，含意指移民形成與維繫的多重的連結原籍地與定居地之間的社會關係的過

程。它強調了當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邊界的社會場（social fields）。

（吳前進，2006）同時移民的雙重甚至是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也被視為

理所當然，但是雙重認同是否等於「雙邊均等」的認同？就本研究的發現，華裔

青少年就「像」美國人或台灣人的雙重選擇上，多會認為自己比較像美國的，但

部分價值觀或家庭觀念像台灣。因此在本研究中出現的結果，華裔青少年的認同

並非是美國與台灣均等的。同時多重的認同也可能導致移民在融入當地社會時所

展現的不積極態度，對移居國的國家認同及公民義務（citizenhip）的看法，也產

生相當程度的減弱和衝突（徐榮崇，2002）。    

  從流行文化的取徑看來，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次文化的一環，而在

「偶像崇拜」的概念是由認同理論中發展出來的，在心理學中和「偶像崇拜」一

詞相近的意義為「認同人物」（identification）或「英雄崇拜」（hero-worship）（張

樹倫轉引張春興，2005）。但是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偶像的崇拜似乎不若台灣青少

年對於他國偶像的崇拜，也就是其中沒有明顯的因為喜歡台灣偶像，而就此產生

對台灣的國族認同。而應該是近於先有國族認同，才有進一步接受台灣流行文化

的動機。 

  下表是問卷中參照關於外來文化影響認同的研究問卷而編定，例如台灣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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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青少年是否因為迷戀日本明星、喜愛日劇因而有進一步想模仿日本明星打扮與

日劇裡的生活情貌。關於台灣青少年對於日本流行文化的追隨在日常生活中俯拾

可見，舉凡在台北街頭風行一時的日式拉麵店、電視上與唱片行的東洋音樂排行

榜、書店裡日本衣著雜誌，或者是日本的藝人妝容、衣著也都能迅速成為台灣青

少年模仿的目標，甚至成為台灣在地複製的產品隨即在店家上架。台灣哈日族青

少年會因為對日本流行文化的迷戀，進而有產生聖地崇拜、國族認同的可能。 

  本研究的訪談過程與問卷中，得知部分華裔青少年有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行

為，一部分人表示非常喜歡，對於台灣明星與偶像劇也如數家珍。但是進一步問

到與美國流行文化文本的比較後，得出的答案幾乎如出一轍是偏好美國的。此點

與哈日族青少年因追隨日本文化而產生的情結並不相同，加上據研究發現，以日

本偶像劇為首的日本流行文化是全球化時代跨文化消費的克里歐化現象（何慧

雯，2002）。克里歐化(creolization)也意味著混雜化，原先指非洲奴隸回應強加於

己身的歐洲文化，以非洲文化為基礎包括音樂、食物、宗教、語言在內的克里歐

形式特徵在於它能將歐洲文化形式注入非洲世界觀的創新能力（出處同上）。克里

歐化的再地引述內涵，能將外來文化商品融入本土之中，也就是經由本土的重新

解讀而面對在地消費者。 

  以上與日本流行文化有關的是「消費」行為，但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

化的情形，其實鮮少有如同哈日族青少年般的消費現象。哈日族青少年會為了想

模仿日本藝人的穿著而購買相似的衣著，找尋日劇裡出現過的產品，購買日本偶

像藝人的週邊產品與演唱會票。本研究提出的疑問是，台灣流行文化生產了什麼

樣的周邊產品足以推行至海外？台灣流行文化是否已經成熟成型並有發展至海外

的實力？此點在文化超級市場上觀之是薄弱的，台灣流行文化商品淹沒在強勢文

化之下。 

  問卷結果中，華裔青少年有意願模仿台灣明星打扮的數據約只佔全體研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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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五分之一，想模仿台灣偶像劇裡生活的亦只有十三人。12

  但在本研究中，因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引起華裔青少年的「聖地崇拜」，因為喜

歡而對台灣流行文化至於文化產生熱中追隨的動機效果也並不明顯。台灣流行文

化文本在此所喚起的作用是華裔青少年以此行為在家庭中能讓父母贊同。 

也就是華裔青少年

在美國生活所的消費文化商品並非以台灣流行文化為主，台灣偶像劇打造出的意

象相較起日韓偶像劇，尚未足以建構出一幅令人嚮往的生活模式。模仿與學習被

認為是一種文化認同的過程，以在台灣的哈日族而言，對日本流行文化的接觸中，

由看、聽而了解，進而模仿，實踐在個人的生活方式中，是從文化接觸到文化認

重要過程與機制（李丁讚、陳兆勇：1998）。 

 
我覺得是她（媽媽）很高興我要看一個台灣的東西，她的高興不是你可以學中文 ，

是你看要台灣的東西。因為我從台灣來，不是完全是美國人。（受訪者 E） 

 

而華裔青少年也藉由此產生對台灣流行文化的想像與認識，進而對台灣產生親切

感。但是必須注意到的是，部份華裔青少年對台灣偶像劇會有負面的評價，例如

「誇張」，這是最常出現的一個評語。或許由於台灣偶像劇的「誇張」以致於華裔

青少年認為與現實脫節，在文化接近性上無法引起直接的共鳴，或是能引起共鳴

的點不多。因此相較於文化接近性而言，華裔青少年有可能對美國的電視劇更能

產生文化與生活上的共鳴。受訪者也表示台灣偶像劇多以愛情為主題，但是其中

的愛情觀也讓他們有對比美國文化的空間。 

除了台灣偶像劇多以愛情為主題所提供給閱聽人的浪漫幻想之外，有部分受訪者

則表示劇中的家庭關係有點像自己的家庭，或是戀愛觀與自己有點像，之後的轉

折卻是自己也像美國的想法。因此出生地美國文化文本除了對華裔青少年所產生

的文化接近性之外，背後的文化實力更是能吸引其接收的動機。 

表 26 

                                                 
12 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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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遺漏

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我想模仿我喜歡的台灣

明星穿著 
0 6 9 22 24 23 

我想學喜愛的台灣明星

或台灣偶像劇裡的人生

活 

1 6 7 28 22 20 

我喜歡聽英文歌甚過於

華語歌 
0 25 18 30 7 4 

 

儘管如此，認同是超越在文本的內容之上的。華裔青少年或許會覺得台灣偶像劇

難看，但是不會因此影響其對台灣的認同，他會表示不喜歡、不看，但與影響認

同並沒有直接關係，在此對流行文化文本的接收純粹是個人喜好。通常表示不喜

歡看台灣偶像劇的被研究者都是青少年，青少女對於偶像劇的興趣普遍超過青少

年。 

  雖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在文化超級市場中受到國家背後勢力強弱的影響，但

是對華裔青少年的意義仍是不可忽視，它代表了華裔青少年有意願接觸台灣的文

化，也是華裔青少年在對鏡發現自我的一種途徑。運用電子媒介傳遞的台灣流行

文化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傳達給華裔青少年一種認識另一自我的方法。 

              結論 

  網路世代的華裔青少年，擁有比以往更快速也更真實的方式得以見到「想像

共同體」的面貌。此處所謂真實是閱聽人主動搜尋而得到的資訊，並非是經由政

府宣傳所做出的包裝文宣。但藉由這些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見到的台灣是否就是真

正台灣的全體面貌，亦或是經過多國流行文化混雜並且再地引述的結晶？我們無

從得知真實與文本所呈現出的真實之間的差異程度，但可以確定的其提供了華裔

青少年認識台灣的方法。也是較能引起華裔青少年主動了解的方法。 

  在第一節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上，得出華裔青少年的動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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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為同儕、家庭成員。青少年在同儕團體之間會產生互相交流所關注的流行文

化文本行為，並藉此產生話題與建立認同感。例如喜愛某韓國明星的台灣青少年

會加入其影迷會，影迷間彼此交流聚會，在偶像來台時一同追星。或是感情要好

的同儕間會相互影響自己所喜愛的偶像藝人，可以一起討論並且參加該藝人所舉

辦的種種活動。同儕團體在這裡又可以分為華裔同儕與他裔同儕，主要影響因素

為華裔同儕。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來台參加華裔班或是中文學校遊學團的華裔青

少年，在此短期的團體中，華裔青少年會因為迎合在團體中的需要，例如華裔班

所舉辦的華語文卡拉 OK 比賽、成果比賽，即使在美國並沒有此習慣的青少年會

因為被此時的同儕影響而產生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也就是情境效應

（context effect）的影響。但最常見的情形是在其居住地美國受到華裔同儕而有接

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習慣，在美國的華裔同儕可能來自於中文學校或是一般學

校的華人朋友。華裔同儕間會討論台灣的流行文化，但是據受訪者表示，比例上

仍以交流討論英語的流行文化為多。但自身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習慣的青少年，

即使在美國居住地是屬於亞裔居民較少的地區，沒有華裔朋友可以討論，本來就

有接收習慣的華裔青少年會選擇將其停留在自我行為上，鮮少與他裔友人分享，

即是前一章所提到的族裔區隔。同儕影響中亦有部分是來自他裔同儕的影響，但

極為少數。相較於同儕的影響力，家庭成員的影響力相對而言微弱，同時家中是

否說中文對於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影響力並不明顯。經由卡方檢定得

出的結果是家中使用中文會影響華裔青少年觀看台灣偶像劇的意願。華裔青少年

也會由於學習語言的需要而產生接收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超過半數受測者表示

聽華語歌能幫助自己的中文進步。 

  家庭雖然相對於同儕，對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影響力較微

弱。但在訪談中，父母有聽中文歌、看台灣電視節目的受訪者俱表示自己因此受

到影響，此影響甚至深及價值觀層面的，受訪者會表示自己受到台灣文化影響比

較深，因此有聽中文歌、看中文劇的習慣。有些受訪者表示父母樂見自己接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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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流行文化，因此家庭期望也會是促使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因

素。儘管如此，同一個家庭的手足可能有不同的接收習慣，端賴於其在外的同儕

關係。在第二節裡除了提出家庭對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訊息的影響外，也藉由他

們觀看台灣偶像劇時對比出「家庭」意義在美國與台灣的異同，也就是藉由想像

的管道所窺見的影像對比出台美不同的家庭觀念。但由於台灣偶像劇裡往往流於

不切實際，本研究請受訪者對比自己家庭與美國其他族裔家庭的異同。結論是八

十四名受測者有五十六名持反面意見，認為自己的家庭不同於台灣偶像劇裡的家

庭。受訪者在訪談中也表現了流於雙重文化間的曖昧地帶，即是自己的家庭不像

美國，但也不全然像台灣的家庭。 

  這種曖昧表現在「二選一」的問題上時，認為「台灣流行歌曲是外國音樂」

受測者與反對者呈現各半。但在認為「台灣偶像劇是否是外國戲劇」的問題上時，

持反面態度，即認為是外國戲劇的受測者表示是因為語言上的無法理解。語言是

建構國族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華裔青少年將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視為族裔內部

流傳的訊息。但同樣是流行文化，何以華裔青少年將台灣流行文化僅視為一種族13

                                                 
 

裔文化而非可與他裔友人共享的流行訊息？此種現象揭露了華裔青少年感知其自

身與周遭環境的不同，並由此差異建構出認同的先決條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尚

且不足以造成華裔青少年產生聖地崇拜並加以連結自身與文本背後環境的關係，

卻仍能提供一種新的觀看台灣的角度，並提供與美式流行文本的「差異」，使得華

裔青少年在兩者之間找尋最相似的自我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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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最後，在結論部分要特別強調，本研究中出現的「華裔青少年」只專指本研

究的研究對象－來台的美籍華裔青少年。由於各僑居地的環境狀況不同，本研究

對象並不能等同推論於全世界各僑居地的華裔青少年。同時本研究對象界定在「來

台」之美籍華裔青少年，此條件的設定又會與美籍華裔青少年呈現出不同程度的

研究結果。來台參加僑委會所主辦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或參加中文學校遊

學團的華裔青少年，可以推論其本身家庭與台灣仍保持一定程度上的連結關係，

從個人屬性中顯示，此次受測者有 59.5％的來台次數超過五次以上，有 89.3％的

受測者是父母移民美國的移民第二代，可見受測者家庭仍有多數與台灣保持著連

結網絡，本研究對象本身已有較容易接近台灣流行文化的管道與可能性。來台美

籍華裔青少年屬於美籍華裔青少年的部分群體，然而這部分不可代表群體的一致

性，其與和台灣關係已疏遠的華裔青少年呈現的研究結果必有出入，因此本研究

對象僅指來台的美籍華裔青少年，不與此外對象連結。 

  研究發現，41%的華裔青少年知道一至三位的台灣藝人，其次是知道四至六

位的 21.4%，第三順序是知道超過十位以上台灣藝人的 17.9%。 

 聽台灣流行音樂與偶像劇的頻率，將每天接觸、一週二到六次視為高頻率的接

觸者，一週一次、一個月兩次為中頻率程度，一個月兩次以下是為低頻率接觸者。

頻率的畫分標準以本問卷為基礎，程度上不能與台灣青少年的頻率相提並論，大

多數低於台灣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程度。 

  就台灣流行歌曲來看，高頻率接觸者佔 46.4%，中頻率者佔 20.3%，低頻率

者佔 33.4%。台灣偶像劇的部分，高頻率者僅有 11.9% ，中頻率者 13.1 %，低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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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者佔 75%，由此發現，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流行歌曲與偶像劇的接收程度是具

有懸殊比例，接受台灣流行歌曲的比例明顯高於偶像劇。 

  從性別看來，男女性接收台灣流行歌曲的比例差不多，但從偶像劇的高頻率

接觸者中，女性接觸者高於男生三倍，顯示對於台灣偶像劇的接收，華裔青少女

的興趣高於青少年，在訪談中表示熱衷台灣偶像劇的也多為女生，男性受訪者有

兩名表示興趣，其餘六名受訪華裔青少年多表示不喜歡看或沒看過。 

  八十四位受測者中有六十一位表示正面選項（包含非常同意與同意）喜歡聽

台灣流行歌曲，其中「非常同意」的選項有二十二人選擇。但在表示喜歡台灣偶

像劇的問題上，正面選項僅有三十四位，「非常同意」者有十六人。將喜愛度與頻

率對照看來，華裔青少年比較常接觸也表示喜愛的是台灣流行歌曲而非台灣的偶

像劇。儘管有一半以上的華裔青少年表示喜愛台灣流行歌曲，但與英語流行文化

文本比較起來，偏愛英語流行歌的人有四十三人，但負面選項並非總人數的一半，

而是僅有十一人，也就是十一人表示喜愛華語歌甚於英語歌。由於在偶像劇中正

面選項表示的人數不多，避免數據太少而不足信，因此不進入第二層的深究。 

  在認同傾向上，此處用台灣流行音樂、台灣偶像劇對於華裔青少年受測者而

言是否是「外國」文化製品。結果顯示在流行歌曲部分，正面（同意是外國歌曲）

與負面（不認為是外國歌曲）上呈現了幾乎均等的狀況，分別是三十三與三十二

人；但在偶像劇上，正面的數據略高於負面，分別是三十四人與二十五人，也就

是較多人認為台灣偶像劇是外國文化製品。然而同樣一名受測者，可能產生認為

台灣流行歌曲並非外國製品，但是台灣偶像劇卻屬於「外國」的矛盾情形。將台

灣流行歌曲與偶像劇合併成一個選項時，呈現「我覺得台灣的流行音樂與偶像劇

和我的國家不同」此一問題，結果是有高達六十四位受測者表示正面選項，即同

意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不同於受測者「他」或「她」的國家。在此處明顯表現出

來的是受測者將自己的國家單一定義為美國，因此擺脫了前兩題在答題上的矛

盾。但是此處國籍的單一認定並非能完全推定為受測者深層意識的認同單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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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資訊的時代下，人們過去的認同觀念改變之時，個體多重認同的情形也隨之

產生。 

  文化超級市場（Cultural supermarket）的涵義並不否認多重認同存在的可能，

因為人們會在資訊充斥的文化超級市場中選擇自我塑造的元素。雖然選擇並非隨

心所欲，而是受到某種程度上的限制。這種限制在實質上是資源與途徑的受限，

不同地區、身份、階層差異的人所能接觸到的資訊也必有程度上的差異；另一種

限制則容易被人所忽略，就是文化來源的限制，強勢文化在文化超級市場中容易

被人們所見，也佔用了大部分的空間。本研究中，華裔青少年有接受台灣流行文

化文本的行為，但以頻率和普遍性方面，大多數華裔青少年仍以美國的流行文化

為主要接收對象，其次有不少受訪者表示也會接觸日韓流行文化輸出國的資訊。

此點說明了在文化超級市場上，強勢文化容易被看見接受的情形，文化超級市場

認為國族認同將趨近式微，但在本研究中卻看見了華裔青少年由於國族認同而接

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例子。  

  比較華裔青少年與不同對象分享交流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時，在訪談中

與問卷結果可以發現一個傾向：華裔青少年並非將台灣的流行文化文本視做單純

的流行文化文本，即消費性與娛樂性而已，而是在其背後賦予一層族裔的定義，

因此受訪者往往在訪談中表示不會和非華裔的朋友討論到台灣的流行歌曲、偶像

劇，即使受訪者本身有接收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習慣亦然。在問卷中亦有六十五

名受測者對於「會與不說中文的朋友討論華語歌」此一選項表持負面看法，即是

不同意；反之，會與華裔班朋友討論華語歌的問題有五十二名受測者表示同意，

在訪談回答中更可見到明顯的傾向回答。在此能初步研判的是華裔青少年對於台

灣的流行文化文本有族裔區隔的概念，但不一定代表其認同此族裔團體，認同可

能會是短暫的而且變化的，亦或是需要同儕肯定的青少年往往會有為了融入同體

中而有的行為，即使其本身並不一定喜歡或認同，但處在當時的情境下，會有可

能出現短暫的與當下團體趨近一致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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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會產生與同儕團體一致性的行為以尋求認同，但在各自家庭方面並不

會如此明顯，同一個家庭裡的成員裡可能會呈現有人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但

其他成員並無此習慣的情形。但不可否認的是，父母習慣的對青少年的影響力，

表示自小和父母聽中文歌、看台灣電視節目的青少年，長大後也會保有此習慣，

但會進而找尋適合自己的流行文本，而非父母所聽的老歌。青少年與家人討論台

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比例並不高，僅有十六位表示正面選項，但會與華裔班朋友討

論的比例就高達了五十二位。若單就流行文本而言，青少年願意討論分享的對象

無庸置疑是以同儕友伴優先於包含父母的家庭成員，但是手足間也會彼此相分享

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資訊。 

  華裔青少年本於不同的動機而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習慣，但是整體的頻率

和其接觸英語流行文化比較起來，程度上偏低許多。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

化文本的方法以使用 youtube 網站居多，而非傳統的電視或廣播資源。除了網路

的便利性與即時性之外，也由於網路屬於新媒介 (new media)，新媒介是有別於

早期媒介特性的媒介，它包括衛星傳播、線纜傳播及電腦傳播的運用，表現出一

種強大的數位化（digitalization）效果。它是以電腦為基礎的技術整合，使傳統大

眾媒介發揮出更大的功能，使之更符合使用者互動、個人化選擇、非同步

（asynchronous）使用等的特質。「個人化」功能對於網路使用者而言，是一項重

要的功能，可以達到暫時脫離日常生活環境，也找尋可以被認同、接受的對象。

例如喜愛某位明星的青少年，他的生活中沒有同樣喜好的朋友，網路提供了他找

尋相同喜好的朋友的管道，他可以在網路上加入該明星的後援會，認識同屬於該

明星歌迷的朋友。華裔青少年對台灣流行文化的喜好亦然，現實生活中他可能沒

有華裔朋友可以互相交流，家中也沒有接觸的習慣，但是他可以在網路世界裡得

到他所想得到的資訊。數位化資訊處理以及電腦中介傳播的興起，使得科技變得

突飛猛進，這意味的個別的認同，不再受限於由身體接觸所產生的、立即的肉體

在場。自我的界線不再需要由肌膚接觸的門檻來決定。這種私人天地不一定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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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的人共享，因此網路是提供華裔青少年自我找尋認同與嘗試與根源 (roots) 

達成連結的管道。Anderson 的「想像共同體」提到小說與報紙為重現想像「民族」

這一政治共同體提供了新管道，網路的出現則是提供另一個更快速也更直接的管

道。這個管道可以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供給移民與其後裔最快速接近原生國的

路徑，而其個人化的功能也能使得使用者在使用上有更多源自於自我意識的選

擇，提供使用者社交成員之外的資訊。華裔青少年憑藉著新媒介找尋世界遠端與

自身有著共同點的相似文化，這個共同點即是 Anderson 認為構成同一民族被連結

的原因。 

以正面的態度觀之，新媒介的出現是提供了華裔想像、接近根源的方法，這種方

法比以往更快速也更直接，相對的接受者必須自我解讀的部分也隨之增加。Said

自我定義的解讀為：自我界定是所有文化實踐的活動之一：它有一套修辭、一組

事物和權威（例如國家的慶典、危機時代、開國元勳、基本文獻等等），以及其本

身所自有的一個熟悉性。相較起權威性的「事件」，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行

為」或許顯得微弱，但儘管無能喚起對遠祖的激情，當行為成為了一套習慣，熟

悉流行文化文本內部文化性的華裔青少年，還是有其建植對台灣認同的條件。 

  本研究發現「語言」是影響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因素，以本研究

受測者的問卷結果，有 91.7 的華裔青少年曾學過中文，73.81%的人家庭會使用中

文，59.5 的人曾經返台超過五次以上。在自我形塑的過程中，語言被視為重要的

關鍵，同時也是影響認同的原因。本研究受測者大多數都有接觸使用中文，但其

中文程度是影響其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頻率高低的因素，更確切的是中文程度

的高低直接影響華裔青少年看台灣偶像劇的意願。同時語言也是華裔青少年視為

族裔的分野。八十四位受測者中，僅有十一位表示會和不說中文的朋友討論華語

歌，在訪談中，受訪者大多數皆表示不會與華人以外的他裔友人討論台灣流行文

化文本。此點推論出，華裔青少年即使是在美國出生成長，中國城僅是他們觀光

的景點而非生活圈，社交成員也並非只有華人。但是面對藉由現代科技所得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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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而來的資訊，華裔青少年仍然會在心中保留著一塊飛地（enclave）。這塊飛

地其實並不顯著，因為在美國出生的華人第二代移民，其在身分上已擁有較以往

華人移民更能融入當地環境的條件。只是在全球化文化市場眾聲喧嘩與習於居住

地文化環境的華裔青少年身上，我們仍然能觀察到其對於國族認同與自我定位曖

昧的蛛絲馬跡。 

  華裔青少年表現在自我定位上的曖昧與雙重性也可見於其對自我家庭的解

讀，在對照提供不等於真實的範本－台灣偶像劇中的家庭與自我家庭時，部分受

訪者認為父母教導方式相像。但台灣偶像劇的劇情往往流於誇張不切實際，內容

所呈現出的價值觀是受到美式價值影響的華裔青少年無法理解的一環。但看過多

部台灣偶像劇的華裔青少年能發現，偶像劇所著重的愛情觀大相逕庭於美國戲劇

裡的愛情觀，受訪者在愛情觀、價值觀的部分，最常見的回答也是將自己定位於

兩種文化間的地帶。 

  雙重文化所指的是家庭內部所保留的台灣文化與家庭之外的美國文化，但是

這一批擁有高學歷高社經地位的台灣移民，被認為比以往的華工移民能夠融入美

國主流社會，因此在其家庭內部是否也融入了部份的美國文化與價值觀也是值得

考慮的一環。 

  本研究發現華裔青少年對於流行文化文本的接觸，除了自身受到感染的雙文

化－台灣與美國文化之外，也會對於其他地區所製造的流行文化文本產生興趣。

由於本研究是以華裔青少年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為對象，因此也必須關注於流行文

化本身並不同於民族／國家文化的特質。在文化超級市場下熟於使用新媒介的華

裔青少年，其所產生興趣的流行文化文本也可能包含了與己身家族與居住地沒有

直接關聯的他國文化。因此在青少年認同受流行文化的影響下，不只是單一文化、

雙重文化，甚至可能是藉由多元流行文化達成自我形塑。 

  無論是自我認同、家庭觀，華裔青少年藉由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所提供的

管道照映出雙重文化的不同性。新媒介的運用所提供華裔青少年的是新型態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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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管道，也是自我觀照比較雙重文化異同的方法。 

  新媒介提供給華裔青少年的是一種可以引起其興趣與主動性的想像管道，或

稱之為認識台灣的管道更為貼切。但是不見得每一位華裔青少年都會主動接觸台

灣流行文化文本，較多的可能是其認為沒有接觸與認識台灣的必要性，其個人對

於台灣的認同也不顯著。但在此也不願淪於舊式種族觀念、帝國觀的認為華裔青

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背後必然帶著尋根溯源的努力與找尋自我的方式。

畢竟我們仍然不可忽略文化超級市場所謂的意旨，在隨手可接觸的資訊海洋裡，

任何流行文本都可能是被選取的目標。本研究藉由來台美籍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

流行文化文本的接收行為，嘗試就其背後原因推敲解讀，猶如華裔青少年在面對

雙重文化所出現的曖昧性與擺盪，本研究結果亦擺盪於個人自我認同與全球化的

資訊世界間的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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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與討論 

 

  在此回顧研究假設如下： 

一、來台學習中文的美國華裔青少年在美皆有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管道。 

二、正值塑造自我期間的青少年會受流行文化而影響其認同觀念。 

三、美國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動機探討，背後將牽涉到家庭習慣

與期望。 

四、台灣流行文化對於華裔青少年並非單純流行文化文本，而是帶有國族認

同色彩與族裔區隔的意涵。 

 

  由於問卷結果顯示多數華裔青少年使用網路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以

電腦與網路的普及性與青少年使用率觀之，華裔青少年處在一個易於接受到台灣

流行文化的環境裡。有受訪者表示父母習慣會影響自己對於聽中文歌、看台灣電

視的傾向，而受訪者的父母對於受訪者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行為多數樂觀其

成與支持，受訪者因此能意識到如此的行為對於父母而言，是親近台灣不忘本的

表現，能將自己家庭是從台灣來的歷史做一定位。研究結果顯示，華裔青少年雖

然有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表現，但對台灣流行文化並未產生諸如台灣哈日族

青少年的聖地崇拜與模仿渴望，因此受到台灣流行文化而影響其認同態度的情形

在本研究中是不顯著的。更確切的形容是華裔青少年因為其家庭有與台灣關係連

結的網絡，本身已有接觸台灣流行文化的條件，以認同為先備條件而接觸台灣流

行文化文本是比接觸後產生認同更貼切的解釋。因此華裔青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

的原因，可推論為以下幾點： 

一、基於文化相似性而產生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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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中文的需要 

三、大眾媒體的更新，網路下載或 DVD、網路電視提供了提供不受時間約束的 

    流行文本 

四、全球華語熱所帶起的風潮 

五、家庭期待與習慣 

  同時體會到差異是形成認同的條件之一，華裔青少年由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與

美國的對照產生出差異，並感覺到接觸這份文化的自己是與非華裔的同儕不同

的，台灣流行文化因此被其定位為族裔文化。 

  Anderson 所指的想像共同體中，社群是被想像的，社群的共同歸屬感是來自

於習俗、儀式、歷史神話與想像。周蕾（1995）將 Anderson 的想像解釋為：極負

有暗示意義，表明主義在形成的過程中，通過外界客體而認識到由於文化和歷史

的原因使主體自己受到「肢解」的那一部分。但在憑空想像研究對象是否對於台

灣有著某種程度國族想像的同時，研究者本身已不可避免的掉入想像的陷阱之

中。意即研究者以和被研究者不同的視野與立足點的立場研究華裔，所接觸到的

真實程度有多少？研究者所認為的真實又是否為真實？事實上在真實的背後已經

不可避免的混同了研究者對他者的想像，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是研究者不斷認識自

我「肢解」的部分，但同時也不可避免的肢解先前重重的假設，最終落入後現代

的解答中。即便有更多的文獻分析，再深度的訪談後，研究者也不可能因此置換

自己的身分而成為被研究者，僅能用自己的視角觀察並描述。 

  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目的在得知受訪者對特定話題的意見，但是當問題在深

入到「認同」時，由於涉及較曖昧抽象的概念，以及牽涉到個人認同等不一定樂

於坦誠的話題，因此也容易獲得流於含蓄不明的解答，以及被研究者因應研究者

期望的而生的回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看似同文同種，可平行歸屬於一共同體中

－海外華人與華人，更符合本研究範圍的名稱其實是 Overseas Taiwanese 與

Taiwanese，實則處於「我們」與「他們」的不同場域中，在「同一」的根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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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此份「同一」更對比出其下的各種差異。 

  此外有學者認為，許多青少年迷戀於日本的流行文化，但喜愛日本流行文化

的青少年停留在消費層面上的崇拜，使得他們憂心本土文化的認同危機。但在實

際上，青少年對於外來流行文化並未建立起更深層的國家文化認同，而是只停留

在消費層面的階段。但是華裔青少年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更貼切的說法是其

先有某種程度的認同才有接觸的行為。 

  但在本研究中應考慮的是「何種」外來文化會有造成國族認同的挪移？如果

是與台灣有歷史上牽連因素的日本流行文化，則歷史共同記憶影響青少年的國族

認同則成為可能，因為台灣在過去的時間軸裡有段過程是屬於日本的，無論此歷

史記憶在現今的評價，至少提供了哈日族的想像空間一種「祖先的國籍原本是隸

屬於日本」的跳躍時空的連結。同樣的身為美籍的華裔青少年，無論是血緣的同

根源性或是其家庭過去的身分，俱提供了現今可能還是「台灣人」的具體想像。

在本研究中為深入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能提供給華裔青少年何種程度的國族認同衝

擊或改變，但是以「想像的可能性」觀之，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的流行文化，會

造成其某種程度上的國族認同影響。雖然在消費行為上，華裔青少年也不若台灣

的哈日族有眾多可選擇的文化周邊商品。以此說來，國族認同是超越消費行為之

上的，也能讓在文化超級市場裡力量微弱的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被看見，看見的對

象依然是華裔，並且不能過度放大此影響力，畢竟在全球化時代下，在文化超級

市場中的人們面臨難以計數的選擇，國族認同並非在文化超級市場中擁有絕對霸

權地位，相反的面臨式微。 

  單一個體的多重認同是在現代可能出現的情形，在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即不

斷出現在雙重文化的擺盪性。本研究中將「認為華語音樂是否為外國音樂」、「認

為華語音樂和我國家的音樂不同」問題，試圖將雙重的曖昧性歸屬於單一化，然

而這群多數來自華人移民第二代的華裔子弟面對歸屬性卻沒有一致性的認同觀

念。這和他們的家庭背景以及居住地有很大的連結，基本上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背



134 
 

景是相似的：來自第二代移民、家庭語言包含中文、曾學習過中文，是此次研究

對象的共通性。 

  此外，值得提出的疑問是，華裔是否仍然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中找不到自我的

形象？或者，華裔本身屬於不受到尊重的閱聽人？由於全球主流媒體未能反映少

數族裔例如世界各地的少數族裔、僑居社群與原住民等，或主流媒體眼中「他者」

的真實生活，或只是醜化他們，都可能使得這些不受尊重的閱聽人受到忽視，或

產生反感而放棄。 

  閱聽人解讀媒體方法的理論之一是認同理論，表示是在特定情形下對角色產

生認同感，或是產生鏡像反射，提供找尋「相似性」的管道。華裔青少年在正值

自我認同時期，流行文化元素可提供一種模仿的借鏡，倘若在主流媒體上卻找不

到可供對照的「自我」，是否就會成為厭倦的閱聽人並重新開發至族裔媒介裡？關

於華裔現今在居住地主流媒體所呈現的形象，日後或可做為華裔研究的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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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一、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意欲從華裔青少年對於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接受行為解析其背後認

同，華裔認同向來是研究海外華人領域裡的一道重要題目，從華裔本身於兩種甚

至以上的文化環境裡個人認同塑造至對於國族認同的定位，認同是變動的，在當

前的全球化資訊時代下個人也可能擁有多重的認同。全球化影響還造成資訊的快

速傳播與時間空間觀念的顛覆以往，在探討華裔青少年使用大眾媒介與網路的行

為時，必然牽涉到大眾傳播學科的理論。此外述及青少年認同心態時，也必須參

照青少年的心理發展研究。華裔認同、大眾傳播、青少年心理是本研究必須參照

的三項主題，但因此研究領域的不夠深入會是本研究的缺失之一。 

 

（二） 

   承上原因，研究範圍的跨領域也造成了搜尋與挑選適合文獻的困難度。在

選擇中必有缺失遺漏，或是對於文獻的理解不足。 

 

（三） 

  一份理想的量化研究，為求研究結果的精準，母數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量。囿

於研究限制，僅能將一年度的來台華裔青少年以師大華裔班、瑞山中文學校參訪

團做為對象，整體問卷為八十四份。僑委會主辦的海外華裔青少年語文研習營由

台灣師範大學與淡江大學的進修推廣部所承辦，在同一研究時間的同梯來台華裔

青少年還包含淡江大學所承辦的華裔班。來台華裔青少年也有至台灣各地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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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就讀者，或是參加中文學校所舉辦的遊學團，以上亦可做為被研究的對象來

源。因此日後如有擴大研究範圍的需求，以上是能提供更多元研究對象的管道。

本研究所做之量化研究是為此一類題的初探。 

 

二、研究展望 

 

（一） 

   在本研究中發現了亦可將華裔青少年在美國的居住地做為一變項，也就是

考慮其在美居住地是否屬於多華人聚集的地點，會影響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

文化的動機。此點推論來自於華裔青少年將台灣流行文化視為「族裔」內部資訊

的交流，因此考慮到美國當地華人分布情形也會是幫助研究精確的條件。如果能

將研究的範圍擴大至美國各地的華裔青少年，參照全美各地華裔族群的分布情

形，做為華裔青少年是否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相關影響因素之一。 

 

（二） 

   本研究中發現部分華裔青少年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與其家庭成員是否有

聽中文歌曲、看中文電視有所關聯，華裔青少年本身甚至知道父母期待自己有接

觸台灣文化的習慣，因此父母的態度也可以專為討論。即是分析第一代華人移民

父母與第二代華裔青少年之間的認同期待與溝通。可訪問同一華裔家庭中的父母

與子女關於子女接受台灣流行文化的看法，以及父母本身的行為習慣。但當研究

範圍擴及家庭時，必須其家庭在美國的生活狀況、是否融入當地生活、父母背景

等因素。 

 

（三） 

   僑委會每年與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合辦六期的海外華裔青少年語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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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營，向世界各國的華裔青少年招生。雖然美國地區是近年台灣移民的首選，回

台參加華裔班的青少年也不在少數。但是研究對象會因為來源國度不同而有所差

異，近年台灣流行歌曲與偶像劇成功行銷至海外，尤其亞洲地區，日韓與東南亞

國家皆可見台灣影視的行銷，在當地也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因此日後可將研究

對象擴增其他國家，例如分析來自泰國的華裔學生對於台灣流行文化文本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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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受訪者名單 
 
代稱 性別 年紀 受訪時學歷 受訪時身分 居住地 敘述 
受訪者

A 
女 19 高中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每天都會

聽 中 文

歌，看台灣

偶像劇次

數在受測

者中為頻

繁。 

朋友多是

亞裔人，認

為自己的

想法與他

們比較接

近，也認為

自己的價

值觀與台

灣相像。 

受訪者

B  
男 21 大學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以學習導

向的接觸

中文歌與

台灣偶戲

像劇。 

受訪者

C 
女 19 大學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佛羅里

達州 
大學才有

認識華裔

朋友的機

會，以往幾

乎沒有華

裔朋友也

沒有接觸

台灣流行

文化文本

習慣。認為

與華人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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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能有共

同話題。 

受訪者

D  
女 18 高中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父母有聽

中文歌、看

台灣戲劇

節目的習

慣。受訪者

由於興趣

與學習中

文的需要

主動搜尋

相 關 資

訊。 

受訪者 
E  

女 19 大學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麻州 表示自己

在美國很

想 念 台

灣，因此接

觸很多中

文歌與偶

像劇。 
受訪者 
F  

女 18 高中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加州 受訪者認

為自小與

父母一起

聽、唱中文

歌是影響

她現今有

接觸台灣

流行文化

習慣的因

素。 

受訪者 
G  

男 18 高中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受訪者 
H  

男 18 高中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紐奧良

洲 
看台灣戲

劇節目是

家 庭 習

慣，本身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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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歌的

頻率與英

文 歌 接

近。居住地

可分享交

流的華裔

同儕。 

受訪者 
I 

女 19 大學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紐約洲 
 
 
 

中 文 流

利，明顯對

於雙重身

分趕到矛

盾。 

 
 
 

受訪者 
J 

男 18 高中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加州 自言不想

當 美 國

人，比較喜

愛台灣的

文化，但認

為自己的

思想價值

觀 是 abc

式並非美

國也並非

台灣式。 

受訪者 
K 

男 19 大學 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明尼蘇

達州 
在三年前

來台參加

華裔班前

沒有接收

台灣流行

文 化 習

慣，但回美

國後開始

偶爾有接

觸。 

受訪者 女 20 大學 海外華裔青年語 加州 父親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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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研習班(九十八

年七月至八月) 
日混血，母

親 台 灣

人。居住地

有許多台

灣人，認為

自己的家

庭與非華

人家庭大

相逕庭，表

示媽媽的

管教方式

就如同其

他華人家

庭，也像台

灣劇裡嚴

格的媽媽

形象。 

受訪者 
M  

男 18 高中 美國瑞山中文學

校 (palos 

verdes-Chinese 

school) 九十八年

台灣參訪團 

加州 對台灣偶

像劇與歌

曲很有興

趣，頻率頻

繁每天都

會接觸。來

台多次，家

中使用中

文多於英

文。 

受訪者 
N  

女 15 國中 美國瑞山中文學

校 (palos 

verdes-Chinese 

school) 九十八年

台灣參訪團 

加州 家中只說

英文，但有

上超過五

年的中文

學校。會和

姐姐一起

看加註英

文字幕的

台灣偶像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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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O  

男 16 高中 美國瑞山中文學

校 (palos 

verdes-Chinese 

school) 九十八年

台灣參訪團 

加州 表示很少

聽 華 語

歌，因為朋

友不聽，自

己只會與

姊姊一起

聽周杰倫

的歌。 

受訪者 
P  

男 15 國中 美國瑞山中文學

校 (palos 

verdes-Chinese 

school) 九十八年

台灣參訪團 

加州 喜歡聽中

文歌，即使

不知道演

唱著也會

下載。父母

也有聽中

文 歌 習

慣，但弟弟

因為沒有

華人朋友

所以沒有

接 觸 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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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 
Questionnaire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Part 1 : Person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YYYY/MM/DD）: 
 
性別 Gender：□男 Male  □ 女 Female 
 
最高學歷? What is your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pick one) 
□小學 elementary school □國中 intermediate school  
□高中 high school     □ 大學 undergraduate      
□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請問你在哪裡出生?Where were you born? 
□台灣 Taiwan    □ 美國 U.S.A     .□ 中國大陸 Mainland China 
□其他 otherˍˍˍˍˍˍ(country name) 
請問你的家庭什麼時候移民?when did your family moved to your country? 
□曾祖父母 great grandparents □祖父母 grandparents □父母 parents 

您好： 

我的名字是李靜柔，我是台灣師範大學華研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組的研究生，想請你協助完

成我的問卷。 

問卷的主旨在於了解研究華裔青年對台灣流行文化的文化認同。你的個人資料不會出現在

我的論文上，請放心填寫。 

此份問卷將花你大約十分鐘填寫。 

感謝你的參與！ 

Hello  

My name is Lee ching-jou. I am a graduate student i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and I study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participate my study to complete a this questionnaire. 

The purpose of my questionnaire is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showed on my paper.  

It will take you 10 minutes to complete.this questionnaire  

Thank for your participation! 

指導教授：王秀惠 博士 

研究生：李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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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otherˍˍˍˍˍˍ 
 
請問你的家庭所使用的語言是?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at home?  
（You can pick one or more answers） 
□ 中文 Mandarin（Chinese） □英文 English □ 閩南語 Taiwanese    
□客家話 Hakka      □Otherˍˍˍˍˍˍ 
 
你曾經學過中文嗎?如果有，學多久？ 
Have you ever studied Chinese?If yes，how long? 
 □yes →□less than 1 year □1-3 year □3-5 year □more than 5 year 
 □no 
 
你曾經來過台灣嗎?Have you ever return to Taiwan ? 
□Once □2 times □3 times □4 times□5 or more times 
 
 （first time） 
 
你回台灣的目的是什麼?What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your return to Taiwan? 
（You can pick one or more answers） 
 
□Visit family  □Study   □Holiday   □Other 
 
☆ 第二部份：接收台灣流行文化(音樂/戲劇)的行為 
Part 2 :About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nformation receiving 
你知道幾個台灣的明星？How many Taiwanese star idols do you know? 
 
□0  □1~3  □4~7  □7~10  □ more than 10 
 
你有沒有喜歡的台灣歌手或演員? 
Do you have any favorite Taiwanese singer or actor (actress) ? 
 
□ yes →who? ˍˍˍˍˍˍ(his or her name，you can write more than one answer) 
□ no 
 
你多久會聽華語流行歌?How often do you listen chinese popular song? 

□ Every Day or More □ 2-6 Times a Week □About Once a Week 

□About twice a month □About Once a Month □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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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華語流行歌的管道是?You listen chinese popular song by?  
（You can pick one or more answers） 
 
□ TVˍˍˍˍˍˍ (which channel?) □downloadˍˍˍˍˍˍ(which website?) 
□ youtube                        □CD         
□other ˍˍˍˍˍˍ 
 
你多久會看台灣的連續劇? How often do you watch Taiwanese drama? 

□ Every Day or More □ 2-6 Times a Week □About Once a Week 

□About twice a month □About Once a Month □ Never 

你看台灣連續劇的管道是? You watch Taiwan drama by?  
（You can pick one or more answers） 
□ TVˍˍˍˍˍˍ( Which Channel?)  
□ VCD or DVD 
□ downloadˍˍˍˍˍˍ(which website?) 
□ youtube       
□other ˍˍˍˍˍˍ 
 
請選出你看過的台灣戲劇  have you ever seen these dramas? 

• Please to score ( for example ,  ˇBlack & White ) 

Drama 2009 Drama 2008 
• Black & White  
• Calling Big Star  
• Down With Love  
• Easy Fortune Happy Life  
• Extravagant Challenge  
• Fighting Spirit  
• K.O.3anguo  
• Knock Knock Loving You  
• Mo Nu 18 Hao  
• Momo Love  
• My Queen  
• Pandamen  

• Fated to Love You  
• Honey and Clover  
• Hot Shot  
• I Do?  
• Justice for Love  
• Love Catcher  
• Love or Bread  
• Miss No Good  
• Mysterious Incredible Terminator  
• Police et vous  
• Prince + Princess 2  
• Qian Niu Hua Kai De Ri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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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 Ball  
• Roseate-Love  
• Starlit  
• The Concerto  
• ToGetHer  
• Wang’s Class Reunion  
• You’re My One And Only 

 

• Rolling Love  
• So I’m Not Handsome  
• Story of Time  
• The Legend of Brown Sugar 

Chivalries  
• Wish to See You Again  
• Woody Sambo 

 
Drama 2007 Drama 2006 

• 18 Jin Bu Jin  
• Angel’s Wings  
• Brown Sugar Macchiato  
• Bull Fighting  
• Calling Love  
• Chu, Chu, My Daddy  
• Corner with Love  
• Fly with Me  
• Full Count  
• God of Cookery  
• I Want To Become A Hard 

Persimmon  
• Love Multiplication  
• Mean Girl Ah Chu  
• My Lucky Star  
• Queen’s  
• Romantic Princess  
• Summer X Summer  
• Sweet Relationship  
• The Sun’s Daughter  
• The X-Family  
• They Kiss Again  
• Wayward Kenting  
• Why Why Love  
• Ying Ye 3 Jia 1 

 

• A Game about Love  
• Angel  
• Angel Lover  
• Big wife and little husband  
• Bump Off Lover  
• Chao Ji Pai Dang Super  
• Dangerous Mind  
• Emerald on the Roof  
• Engagement for Love  
• Goku Dou High School  
• Hanazakari no Kimitachi e  
• Holy Ridge  
• Legend of Star Apple  
• Love Queen  
• Marry Me!  
• My son is a Mob Boss  
• Romance of Red Dust  
• Silence  
• Smiling Pasta  
• Sound of Colors  
• The Graduate  
• The Hospital  
• The Kid from Heaven  
• The Little Fairy  
• The Magicians of Love  
• The success story of a Formosa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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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yo Juliet  
• White Robe of Love 

Drama 2005 Drama 2004 
• A Legend of Loyal Village  
• Baseball Love Affair  
• Chinese Paladin  
• Devil Beside You  
• Double Jade Legend  
• Evil Spirit 05  
• Express Boy  
• Green Forest, My Home  
• It Started With A Kiss  
• KO One  
• Love’s Lone Flower  
• Main dans la Main  
• Mr. Fighting  
• Nine-Ball  
• Prince turns into Frog  
• Reaching for the Stars  
• Ro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 When Dolphin Met Cat 

• 100% Senorita  
• Amor de Tarapaca  
• Beauty Lady  
• Blazing Courage  
• Heaven’s Wedding Gown  
• Hi! Honey  
• In Love With A Rich Girl  
• Love Contract  
• Love of the Aegean Sea  
• Love Overcomes Everything  
• Lover of Herb  
• Magic Ring  
• Mars  
• My Secret Garden II 

 

Drama 2003 Drama 2002 2001 
• A Chinese Ghost Story  
• At Dolphin Bay  
• Hi! Working Girl  
• Love Storm  
• My Secret Garden  
• The Rose 

• Meteor Garden  
• Meteor Rain 

 

 
☆part 3                                   
Taiwanese popular song includes both chinese language and Taiwanese language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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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Agree  Strongly Disagree      
 
聽華語歌能幫助我了解台灣    □     □    □      □            □                            
Listeng Taiwanese popular song enriched my knowledge about Taiwan 
 
看台灣戲劇能幫助我了解台灣 
Watching taiwanese drama enriched my knowledge about Taiwan 
           
               □     □    □      □            □ 
                                     

我會上網搜尋關於華語歌新的資訊  □     □    □      □            □ 
I would search for the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popular song in cyber 
 
我喜歡聽華語歌                  □     □    □      □            □ 
I like listening Taiwanes popular song  
 
我喜歡聽英文歌甚過於華語歌      □     □    □      □            □ 
i prefer English popular song- to  
Taiwanese popular song 
 
 
對我來說，華語歌是外國音樂        □     □    □      □           □ 
Taiwanes popular song is foreign music for me 
 
聽華語歌會幫助我的中文進步      □     □    □      □            □ 
I make progress in chinese by listening  
Taiwanes popular song 
 
我會查歌詞中不懂的字            □     □    □      □            □ 
If I don`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lyrics  , I would try to look it up in dictionary 
 
我會和家人討論華語歌            □     □    □      □            □ 
I would talk about Chinese popular song with my family 
 
 
我和華裔營的朋友討論華語歌      □     □    □      □            □ 
I would talk aboutTaiwanes popular song- 
With friend of 師 shī 大 dà 華 huá 裔 yì 班 bān  
 
我和不說會中文的朋友討論華語歌  □     □    □      □            □ 
I would talk aboutTaiwanes popular song- With friend 
Who can not speak chinese 
 
 
我想去聽我喜歡的華語歌手的演唱會□     □    □      □            □ 
I want to go and see my favorite singe in concert. 
(taiwanese star has a concet in y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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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會聽華語歌              □     □    □      □            □ 
My family listen to Taiwanes popular song 
台灣戲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Agree  Strongly Disagree                                      

 
我會上網搜尋關於台灣戲劇新的資訊      □     □    □     □          □ 
I would search for the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ese drama in cyber 
 
我喜歡看台灣的戲劇                 □     □    □      □          □ 
I like watching Taiwanese drama 
 
台灣戲劇對我來說是外國片            □     □    □      □          □ 
I think Taiwanese drama is foreign drama  
 
我想學喜愛的台灣明星或台灣劇裡的人生活□     □    □     □          □ 
I wish I could have the same life as the characters have in Taiwanese drama 
 
我覺得台灣劇裡的生活方式和    □     □    □      □          □ 
我的家庭相似 
I think the life describe in Taiwanese drama is the same as my life in my family 
 
我會和華裔班的朋友討論台灣劇  □     □    □     □           □ 
I  would talk about Taiwanese drama with my friend 
of 師 shī 大 dà 華 huá 裔 yì 班 bān 
 
我的家人會看台灣戲劇             □     □    □      □           □ 
My Family would watch Taiwanese drama 
 
我想模仿我喜歡的台灣明星穿著    □     □    □      □            □ 
I would like to imitate the wear style of my favorite Taiwanese idol 
 
我很容易就能接觸到台灣的流行文化□     □    □      □            □ 
It easy to know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ese 
pop culture in my life 
 
我覺得台灣的流行音樂與戲劇和我的□     □    □      □            □ 
國家不同。 
Taiwanese pop culture(ie. Music &drama)is 
Differen from my country’s  pop culture 
 
 
 
四、訪談大綱 
 

請用簡短幾個字描述位台灣的印象： 

Please describe your image of Taiwan  

 
問卷完成，感謝你的協助！thank you very much!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search?ei=UTF-8&p=%E6%8F%8F%E8%B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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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受訪者所填寫之問卷做為依據展開訪談，並以受訪者回答調整增減問題。） 
 
第一階段：受訪者基本資料了解 
 
1 曾經學習過中文嗎？在哪裡學習？ 
 
2 在美居住地華人居民多寡？是否有連繫？ 
 
3 在美有無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偶像劇、流行歌）的經驗？ 
 
4 為什麼想來參加華裔班／中文學校遊學團？ 
 
第二階段：受訪者接受台灣流行文化文本行為與認同 
 
1 你從什麼管道得知你所喜愛的台灣藝人？ 
 
2 為什麼喜歡這位台灣藝人？ 
 
3 讓你想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偶像劇、流行歌）的原因是什麼？ 
 
4 你會和不說中文的朋友討論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偶像劇、流行歌）資訊嗎？為 
什麼？ 
 
5 台灣的流行歌／偶像劇和美國有沒有不同處？ 
 
6 父母對你接觸台灣流行文化文本（偶像劇、流行歌）的感覺是什麼？ 
 
7 比較常聽英文流行歌還是中文流行歌？為什麼？ 
 
8 比較常看英文電視劇還是台灣偶像劇？為什麼？ 
 
9在美國有沒有華人朋友？和他們相處與非華人朋友有什麼不一樣？ 
 
10 你覺得你比較像台灣人還是美國人？ 
 
11 你覺得你的家庭比較像台灣的家庭還是美國的家庭？（價值觀、父母管教方式
等） 
 
12 你對台灣的感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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