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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各國明星開始紛紛經營起個人社群媒體，藉此與大眾進行溝通交流。
其中，特別是現今風靡全球的韓國 K-POP 偶像，他們不只是使用社群媒體而已，
還更積極地做起直播內容來與粉絲互動，帶起了韓國娛樂圈經營直播的盛行風
氣。K-POP 偶像這樣運用直播來提升個人能見度的模式，使得直播在內容面上的
製作不斷變化且變得更加豐富，同時，也影響了直播平台的發展和追星文化的轉
變。而這正是本研究將以文本分析與網路參與觀察來探討的核心內容。
K-POP 偶像做 V LIVE 直播打破了過往他們塑造形象的方式。透過直播無剪
輯的拍攝，展示出他們各種日常生活，以真實的樣貌吸引觀眾與粉絲，且建立起
親近感。不僅如此，更將「日常」當作一種類型，風格化直播的內容，藉此形塑
自己個人直播的特色，以及讓粉絲和觀眾能夠從中獲得趣味。然而，在他們運用
「日常」來紀錄跟包裝自己的同時，連帶的也將生活與工作交雜在一起，公私界
線愈趨模糊，甚至更容易陷入公關危機之中。而這使得他們無法自由地直播所有
事情給粉絲和觀眾看，不得不管制原本要呈現的「真實」。因此，即便直播是將
偶像最貼近真實日常的一面呈現給大眾觀看，這樣所展示出的內容依舊有部分受
到內部的審查，偶像並非完全脫下形象的面具。
V LIVE 直播平台的出現，讓偶像與粉絲有了新的溝通渠道來進行互動交流，
並且產生出數位的親密關係，打造了新型態的追星生態。並且，藉由平台科技所
形塑出的「現場感」，使得偶像與粉絲之間不再有強烈的距離感，而是意識到彼
此是共存在當下的關係。然而，V LIVE 的服務內容也不免帶給了粉絲和觀眾一
種受制於官方、被其收編的感受。即使如此，V LIVE 直播平台對於偶像、粉絲
和 K-POP 圈的影響仍不可小覷，同時，其為韓流文化的發展出力，引領著持續
高漲的聲勢，也有不少的貢獻。

關鍵詞：V LIVE、直播平台、偶像直播、K-POP 偶像、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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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elebrit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tarted to run their social media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Especially the K-POP idols who are popular all over
the world nowadays. They not only use social media but also actively do live streaming
content to interact with fans. It has become the tendency in the Korean entertainment
industry by doing live streaming. The pattern of K-POP idols using live streaming to
improve their visibility makes the production of live streaming content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becoming more plentiful. Meanwhile, i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ol-worshiping culture as well.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iscuss this main core by textual analysis and network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K-POP idols doing V LIVE breaks the way they used to show themselves. Through
live streaming filming without editing, various kinds of idols’ daily lives are revealed
in the public. It attracts audiences and fans with their real appearance and establishes a
sense of intimacy at the same time. Not only taking "daily" as a category, idols also
stylize the content of live streaming to shap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ive streaming
and make fans and audiences get fun from it. However, when they use "daily" to record
and show themselves, their lives and works are mixed together. The line between public
spheres and private space is blurred and even causes public relations crisis. It prevents
idols from showing everything to their fans and viewers freely and forces them to limit
what they want to be "real". Therefore, even if the live streaming is to show the most
daily life image of the idol to the public, some of the contents revealed in this way are
still subject to internal censorship, the idols are not completely taken off their mask of
perfect image.
With the emergence of V LIVE, idols and fans have a new communication channel
to interact and communicate. The digital intimacy has also been generated between
idols and fans, and a new type of idol-worshiping ecology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the
"Liveness" created by the platform technology makes idols and fans no longer have
strong sense of distance, but realize that their relationship coexists at that moment.
However, the service of V LIVE gives fans and viewers a feeling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is platform and being cooptation. Even so, the influence of V LIVE on
idols, fans, and the K-POP field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t the same time, it
contributes to leading the continuous upsurge of momentum, having a lot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wave culture.

Keywords: V LIVE, Live Streaming Platform, Idol Live Stream, K-POP Idol,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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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南韓夯團防彈少年團（BTS）受邀擔任 2017 全美⾳樂獎（AMAs）表演嘉
賓，也是韓流團體的第⼀⼈。在演出結束後，防彈少年團也即刻登上了美國
Google 關鍵字排⾏榜第⼀名，7 名團員也興奮地開直播分享⼼情，意外的看到
了不同以往的另⼀⾯。」（蕭采薇，ETtoday 星光雲，2017 年 11 ⽉ 21 ⽇）

圖 1 為 2017 年 11 ⽉ 20 ⽇，防彈少年團結束

圖 2 為 2020 年 06 ⽉ 08 ⽇，TWICE 成員定

2017 全美⾳樂獎⾏程後在飯店開 V LIVE 直

延在回歸期的休息時間，於⾃家開啟 V LIVE

播的模樣。（資料來源：ETtoday 星光雲、韓

直播的模樣。（資料來源：聯合報噓！星聞、

國偶像直播平台 V LIVE）

韓國偶像直播平台 V LIVE）

圖 1、圖 2：韓國團體 BTS 與 TWICE 成員定延的 V LIVE 直播畫⾯

「南韓⼈氣⼥團 TWICE 成員定延⽇前透過 V LIVE 進⾏個⼈的直播，⾃爆⾃
⼰在回歸⽇前⼀周因頸椎疾間盤突出⽽⼊院接受⼿術治療，並向粉絲報告術後
狀況，
『早上也還有到醫院去打針，為了趕緊康復我正在努⼒中』
。」
（王郁惠，
聯合報，2020 年 06 ⽉ 10 ⽇）

1

BTS（防彈少年團）和 TWICE 分別是韓國娛樂經紀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和 JYP Entertainment 旗下的 7 人男子偶像團體及 9 人女子偶像團體。防彈少年團
於 2013 年出道，演藝範圍以流行音樂為主，成員身兼歌曲製作人與歌手兩樣身
份，並隨成員個人才華，朝演員和主持領域發展。而 TWICE 則於 2015 年出道，
同樣是以流行音樂為主要發展領域，成員們除了歌手本職外，另外還有作詞、作
曲人的身份；同時，少數成員也具有主持的經驗。防彈少年團和 TWICE 作為 KPOP 第三代1的男女偶像團體的代表，目前在韓國音樂市場中，專輯和音源的總成
績都佔據首位，並且隨著韓流熱潮，兩團在美國、歐洲、日本、中國、泰國、臺
灣等地皆擁有高知名度。每每進行國內與海外巡演，所到之處人氣火爆，表演票
券秒殺，場內座無虛席，周邊經常賣到缺貨，整體收入相當可觀，是近年「韓流
人氣 K-POP 男女團」的首選。
本節開頭所引述的新聞內容，是防彈少年團和 TWICE 成員藉由韓國直播平
台 V LIVE 進行日常瑣事分享的直播畫面，娛樂媒體因其偶像身份具有可看性則
將近況閒聊的內容作為報導角度刊出。這樣的娛樂新聞對一般人來說，是容易被
當作看過即忘的垃圾新聞。然而，自社群媒體開始蓬勃發展之後，娛樂媒體視明
星們的一舉一動為重要的資訊內容，並且當作一般的軟新聞報導，以吸引讀者或
粉絲的目光，與此同時，媒體工作者也受惠於這些明星的內容來達到自己的業績。
但是，僅將娛樂媒體把明星直播內容當作新聞報導的行為，看作是為了獲取閱聽
眾對自家媒體的關注，以及完成自身的業績目標的手段，這未免過於輕忽明星直
播在平台營運方式、內容產出和文本背後的意義。此外，這樣簡單概括產製此類
新聞的原因，也否定了明星直播所塑造出的媒體新景觀。
縱觀 V LIVE 上偶像直播的內容，皆能發現這樣的社交行為無疑是為了建立
起偶像與粉絲的溝通渠道。在直播影像中，能看到偶像在離開工作場合後的個人
日常，展現出自己「真實的樣貌」
。粉絲藉由直播媒介與自己的偶像進行跨越時空
1

K-POP 第三代：在韓國國際交流文化振興院出版的 2016 年的韓流 makers 和 2017-2019 年的韓
流白皮書中，明確的將韓國偶像分為三個世代。第一代的代表性偶像以 90 年代後期，且首次在
韓國經紀公司的練習生策略下出道的為主，如：H.O.T、S.E.S、水晶男孩、FIN.K.L 與 g.o.d、第
二代主要是在經紀公司更加系統性與縝密的企劃下誕生的偶像團體，其代表為在國內外具有最
高認知度的 Big Bang 和少女時代，最後，第三代則是在經紀公司全方位管理的戰略和積極使用
社交媒體的策略下，追求多樣化面貌的偶像團體，最具代表的為成功進軍美國市場的防彈少年團
（BTS）和復甦日本韓流熱潮的 TW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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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觸與連結情感，並且以其為中心，粉絲群體靠著共同事物開始凝聚、交流。
此外，全球性明星直播平台的符擔性（affordance）
，也開創了新型態的追星實踐，
為跨國性的明星文本消費和認同提供新的模式，從而改變粉絲經濟的發展面向。
韓國的明星娛樂產業與該產業中的特殊迷文化實踐，隨著新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
現，使得這股在全球吹起的韓風，早已不是過往韓流擴張的形式。因此，本研究
將這種媒介新景觀，設定為韓流與科技結合下的文化議題。
韓流興起二十多年，目前臺灣有不少針對韓流文化的研究，如：江佩蓉（2004）
臺灣在地哈韓族對韓流的文化消費的研究論文、鍾志鵬（2005）觀察韓流現象中
韓劇崛起關鍵因素之研究，亦有郭家平（2007）針對臺灣女性韓劇迷的收視經驗
及認同進行研究等等，早期的韓流研究大多以韓流的現象或是引領韓流 1.0 誕生
的韓劇之閱聽人觀看經驗為主，在此之後，研究主題更擴大到 K-POP 音樂產業、
偶像與迷文化，以及韓國綜藝節目的領域，這類的論文則有陳佩鈺（2013）的臺
灣韓流偶像迷群對應援文化的實踐與認同、李雅筑（2013）以少女時代 MV 為例
研究韓國流行音樂的視覺文化，以及黃閔慧（2015）針對韓國真人實境節目的臺
灣閱聽人解讀分析之研究等等。從這些韓流研究可以發現，臺灣的研究者目前仍
甚少深入討論偶像文化與網路科技、直播平台之間的關係，還有偶像內容在和直
播服務緊密結合後，使得粉絲型態有所改變的現象，因此透過本研究的觀察，將
試圖了解韓國的偶像內容在直播服務急速崛起的脈絡下，直播平台與偶像在文化
生產上的相互關係，以及偶像文本在受到直播科技形塑後，與粉絲互動的背後所
涵蓋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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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欲瞭解韓國直播文化對韓流內容，特別是偶像明星在曝光方式的改變與影響，
就得先回顧近年直播熱潮的發展背景及韓流文化遇見直播服務的契機，爬梳此新
興媒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以期能深入探究韓國娛樂內容與網路科技、社群平台
緊密結合之後所帶來的影響和意義。本節將就直播在全球的發展做簡單的概述，
以了解直播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中崛起，哪些直播平台是目前最為人所熟知
的，同時，梳理韓國直播服務的歷史，深入瞭解直播如何引領韓國娛樂產業的發
展；而後再依循此脈絡，剖析是在怎樣的大環境下開始讓偶像明星藉由直播的方
式行銷自己，並且利用此服務將韓流文化深植全球娛樂市場的歷史洪流之中，還
有對現今猶如戰爭般競爭激烈的韓國偶像市場將帶來怎樣的效應。

一、直播崛起的那些大小事
「直播就像把電視攝影機放在你的口袋裡。
現在任何有一部手機的人，都能向世界上的每個人播放節目。」
—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

2019 年，網路女王 Mary Meeker2發表了當年度的網路趨勢報告《Internet Trends
2019》，指出網路的使用人數已達 38 億人，超過全球人口的一半，而在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兩個網站於 2017 年共同發佈的《2017 全球網路使用調查》報
告中顯示，目前有一半的網路流量來自智慧型手機。這些內容顯示，網路用戶相
較過去，仍不斷地持續成長、網路流量超過一半以上都是由手機所貢獻的，說明
了人們的生活幾乎與網路、手機息息相關，而且是日常不可缺的一環。至於社群
網路的使用，早在 2016 年時就已經比過去激增 20%以上，全球有 28 億多人每個
2

Mary Meeker：美國風險資本家。曾任華爾街證券分析師，後來轉戰創投圈，創立創意投資公司
Bond Capital。她於 90 年代起關注網路科技產業，並且書寫《The Internet report》
，這份報告在當時
業界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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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少會使用一次社群網路。這樣龐大的網路活動及行動裝置的普及，帶動了社
群平台的快速發展，讓平台服務從一般社群的圖文交流、私人通訊開始發展出各
式各樣的服務內容。以 Facebook 為例，除了基本功能外，更有專為擁有共同關
係或共同愛好的用戶提供社團和粉絲專頁的功能，亦有限時動態、舉辦活動、天
氣預報、商品買賣、找工作等等附加服務。甚至，現在最火紅的功能——直播視
訊也是其中之一。平台多角化的經營，不外乎是想為平台本身提高商業價值和擴
大影響力，但此方式確實為社群網路的用戶提供了互動的新途徑，同時也創造出
新的機會讓人們聚集在一起，在這樣的脈絡下，目前「直播視訊」所帶來的效益
和未來性最為可觀。
「直播」一詞，為現場直播、實況轉播或即時轉播之簡稱，指的是藉由衛星
連線即時播放節目內容。該詞最早用於電視台、電台等傳統媒體在製作新聞和一
般節目上，但隨著網際網路高度發展之後，網路直播內容便順勢而起。與傳統媒
體不同，網路直播帶給大眾全新的互動與觀看體驗，並因技術需求的門檻並不高，
吸引了大量使用者在直播平台上產製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
。直播
內容豐富多元，舉凡美容、遊戲、音樂、料理等多種日常生活型態，皆能在平台
上找到並觀看。除此之外，直播內容還能討論相對敏感、爭議性的主題，相較於
傳統媒體更為開放與獨立。這樣多樣性的內容使之具有可選擇性，吸引了不同年
齡層、性別的觀眾對其的關注。為了搶食這塊擁有大好前景的直播市場大餅，許
多網路媒體平台紛紛加入這場新媒體戰爭中。
直播真正的崛起，要從 2014 年開始算起。2014 到 2016 年間，可謂是直播產
業高速起飛的時期，由於行動裝置、4G 行動網路的普及，使網路直播不再受到場
域的限制，因此只要擁有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每個人皆能自行消化生產和流
通影音內容的角色，成為擁有個人媒體的「直播主」
。個人媒體具有「無論在何時
何地，任何人都可以輕鬆製作和共享影音內容」的優勢，這樣龐大的商機，影響
了互聯網巨頭們開始進軍即時影像市場，打開了直播潮流的大門（Lee, 2020）
。從
2014 年開始，由 Amazon 打頭陣，收購 2011 年就已經在遊戲直播領域闖出名號
的 Twitch。接著 2015 年，Twitter 收購 APP「Periscope」，以 Twitter 旗下服務的
名義正式上線，然後 Google 則開始提供 YouTube Gaming 服務（2019 年已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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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轉移至主應用程式上），而 Facebook 也在此時推出僅供公眾人物使用的
「Facebook Live」
，直至 2016 年才向大眾開放。並於同年，Instagram 推出「Instagram
Live」的直播服務，成全民常用的直播平台。時至今日，這些直播平台仍持續研
發多種直播介面的附加功能，更可看見直播市場相互競爭的火熱態勢。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閱聽人獲取資訊的管道，從一開始的報章雜
誌到廣播、電視，再進入電腦與網際網路的世代，歷經了無數次的轉變；媒體載
具每一次的新變化，都讓閱聽人接收到的資訊愈趨量大且多元，進而進入一個資
訊爆炸的狀態。而為了能夠吸引並留住閱聽人的目光，對媒體內容的要求門檻也
越來越高，得要有主題性才有可能吸引到用戶觀看。就現今的直播服務來說，在
內容上大多以生活娛樂性質為主，比如著重於觀眾與直播主互動的社交性直播或
是刺激閱聽眾感官的遊戲實況直播。除此之外，還有像是電商直播、財經直播、
電視直播、活動直播等類型（蕭佑和，2017）
。直播平台將內容類型做出差異化，
使之變得更加多樣、專業、個性與精細，且提升了整個平台的品質與直播頻道的
氛圍。再者，直播的魅力與優勢在於即時的互動性，能夠讓用戶在第一時間透過
留言的方式與直播主互動；但是，總是片刻閃過的內容卻常因無法有效的擴散而
成為它的致命傷（陳怡如，2017）
。為了化解這不可避免的缺失，直播平台會將直
播內容剪輯出精華片段或與字幕結合再製影像，把原本僅能消費一次的直播內容
做二次利用，這成為直播平台方便用戶、提高非直播時段用戶對平台黏性的特別
作法，同時也為用戶帶來全新的影音體驗。
直播平台不僅在內容的類型經營上相當用心，為了讓直播活動能夠抓住觀眾
目光，直播主的個人魅力也在這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一般來說，直播主可分兩
種，一是素人經營，二是明星經營，其最大的差異在於直播內容的表現方式。素
人在直播裡總是藉由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創意以吸引粉絲注目，而明星則是把直播
當作工具，盡情呈現自己最真實的一面來鞏固自身既有的粉絲，並以此為基礎，
積極地擴大粉絲群體。透過素人與明星各自的魅力所呈現的直播內容，不僅使觀
眾可暫時駐足在直播頻道，也提高了直播平台用戶使用的流量，使用戶對直播產
生興趣及日常依賴。
從瞭解直播迅速竄紅的背景、歷史發展脈絡，再分析深受使用者青睞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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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充分說明了直播熱潮是如何在全球崛起的。直播服務作為網路時代所創造
的產物，它並非一時的現象，而是持續不斷成長、進化的新媒體服務。在全球都
著迷於直播服務的現在，這個新興媒體載具成為娛樂產業向外擴張的利器，給予
娛樂內容更多露出、曝光的機會，且牢牢地抓住有在關心娛樂性直播的觀眾目光。
這樣利用直播進行娛樂內容擴散的行為與其意義將會是研究者後續研究要深入
討論的問題。

二、韓國直播服務的緣起與現在進行式
韓國網路直播服務最早可追溯至 2000 年左右，作為當時主要的網路直播平
台，如：
《Banana TV》
、
《Live 10 TV》
、
《Live 69 TV》等網站，其大部分的直播容
多是啟用色情演員或無名模特兒，並以「性」為核心，展現性感的舞蹈、曝露胸
部，甚至是模仿自慰動作的表演，是為色情向的成人直播。這種專門展示成人內
容的直播主，被稱作為 PJ（Porno Jockey）
，為後來稱直播主為 BJ（Broadcast Jockey）
的前身。然而，因為這樣的直播內容有違法之虞，所以為規避韓國法律的責任，
有些直播平台業者將這些從事成人直播的直播主帶至海外進行直播的製作與播
放，但這種鑽漏洞的製作模式最終仍因違法而被終止，而網路直播在韓國也因此
一度蒙上了成人色情的壞印象。
2006 年，前身為 W player 的 Afreeca TV（아프리카 TV）開始提供正式的直
播服務後，逐漸扭轉了網路直播在韓國的形象。Afreeca TV 的品牌名意指
「Anybody can free casting TV」
，強調了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網路直播，不
管是用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打開直播玩遊戲或是透過開啟攝影機與觀眾對話，
只要不違背基本的運行原則，任何內容都能自由地播出，且如果節目打出知名度
的話，還能夠藉由觀眾們所贈送的道具禮物創造出實際的收益。由於 Afreeca TV
提供的平台空間能夠讓人們無負擔地進行網路直播，所以吸引了許多人在平台上
開設屬於他們個人的直播頻道，而這些專業的直播主們正是前述所提及的 BJ
（Broadcast Jockey）。這些 BJ 們透過 Afreeca TV 進行個人節目直播，舉凡遊戲
對戰、運動競賽、正妹聊天、動漫聯播、股市分析都能成為他們的節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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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Afreeca TV 的出現，在韓國的直播發展史中，被認定為開啟了韓國一人媒
體時代的序幕。截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為止，Afreeca TV 在韓國直播服務佔有
率即時調查3中，位居韓國直播平台的首位，並與在全球享有高度知名度的 Twitch
相互競爭，由此可見，Afreeca TV 在韓國直播平台市場中的重要地位。
在 Afreeca TV 一步一步發展的同時，用於現場轉播的攝影器材也有所發展，
並以示威活動和房屋拆遷造成的火災等重大社會事件為契機，開始即時傳送新聞
資訊。至此，現場轉播的模式開始廣為韓國民眾所知；在這之中，由於網路直播
技術也被運用到進行現場轉播一途，網路直播也因此隨之名聲大噪。
然而，韓國在直播內容上的發展不僅限於前段所提及之類型。2015 年，韓國
MBC 電視台所推出的綜藝節目《My Little Television》
，是個先在 Daum tvPot（第
一季）
、Twitch（第二季）平台上進行網路直播，再把這樣在年輕觀眾族群中享有
高人氣的網路直播體裁和內容，結合電視節目製作的邏輯，透過電視台編制後播
出的節目。該節目邀請韓國藝人和社會各領域的專家藉由直播的方式，展現屬於
自己的獨特內容，節目主題除了常見的料理、舞蹈、歌曲外，也有像是醫學諮詢、
英語會話、健身、商談苦惱等內容。節目製作組會將這些內容剪輯後製，並於節
目預告上針對出演者的身份適度加入懸疑效果，以維繫網友和電視觀眾對節目內
容的好奇心與參與度。
2016 年，在韓國媒體振興財團發表的《2016 言論接收者意識調查》中，每 4
位 10 多歲的韓國年輕人中，就有 1 位是網路直播的觀眾，由此可見韓國年輕族
群高度使用直播服務的特性；同年，韓國著名的調查性新聞節目《PD 手冊》4也
對全國高中生進行抽樣調查5，調查結果顯示有 92.3%的學生知道網路直播，因此
不難發現直播服務在年輕族群具有普及性，所以像《My Little Television》這樣新
穎的節目製播模式，順勢地吸引了本就對網路直播有所關心的年輕族群，同時也
因在電視上播放的關係，引起了既有電視族群的注意，掀起了社會熱潮，更帶動

3

資料來源：韓國直播服務的市場佔有率即時調查網站，取自 http://rank.afreehp.kr/rank
PD 手冊：為韓國 MBC 電視台所製播之調查性新聞節目。
5
資料來源：《PD 手冊》1078 集（2016.04.12 播岀），取自 http://playvod.imbc.com/Vod/VodPlay?bro
adcastid=1000836100669100000&itemid=110996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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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韓國個人網路直播內容大幅度的增長。
韓國的網路直播除了能夠為一般民眾、各領域專家和節目製作所利用之外，
在政治界，網路直播的使用也出乎意料的多。在 2017 年的韓國總統大選之前，
文在寅、安哲秀、安熙正、李在明等各黨派總統候選人也積極透過 YouTube 或
Facebook Live 進行直播，與選民溝通。不論黨派，不分政治傾向皆能在直播上闡
述自己的政見和拜票，充分地展現了直播平台在內容上的高接受度。另外，當時
深陷醜聞疑雲的朴槿惠前總統在被彈劾後就與媒體沒有進行任何接觸，後來卻藉
由 YouTube 新聞直播頻道進行單獨採訪，也引起了話題。
從前述的脈絡來看，韓國的網路直播服務在各領域的運用上都相當地活躍，
是個任何人都能輕易地上手的服務。不過，另一方面，韓國直播服務的發展路線
中，也有不提供給個人進行直播的網路直播平台，其中以 Gom TV Live 和 NAVER
的 V LIVE 作為代表。Gom TV Live 於 2006 年開始將直播的技術運用在轉播的服
務上，以提供電子競技賽事的轉播為主。而 NAVER 的 V LIVE 直播平台則是在
2015 年成立，主要是提供給韓流偶像團體、綜藝明星、電視電影演員等韓國明星
使用，平台內容則是以這些明星們的日常生活影像為主。

三、韓國首創——專屬明星的 V LIVE 直播平台
近年來，韓國娛樂經紀公司注意到社群媒體、各類線上直播平台等個人型媒
體擁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因而開始把這股力量引進到經營偶像的行銷模式之
中。這種積極應用新媒體的行銷策略，與韓國學界與政府推動文化內容與新科技
結合所提出的「CT （Culture Technology）」概念相契合（朴允善、張寶芳、吳靜
吉，2014）
，透過各種 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平台進行強力的宣傳，以及
研發數位內容和技術，將偶像內容的價值以文化科技的方式做利益最大化，讓韓
國音樂突破全球音樂市場在軟、硬體上的障礙與限制，更助長了韓國音樂文化的
全球化發展。目前來說，韓國娛樂產業在使用社群媒體時，除了經常利用社群平
台的貼文、貼圖、按讚和留言的功能將 K-POP 資訊同步傳遞至全世界之外，也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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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嘗試製作專屬於特定平台的社群內容，其中，網路直播正是當前主要製作的
內容之一（凱絡媒體週報，2016）。
網路直播是個只要擁有社群媒體帳戶就能輕易入門上手的服務，這樣低門檻
的使用標準讓一般大眾、明星藝人，甚至是政治人物，都能成為擁有獨立頻道並
製作具有自身特色影像內容的直播主。而在韓國有 Afreeca TV、Pandora.tv、Kakao
TV、NAVER TV 等知名影音平台提供直播服務，這些平台也如 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YouTube 等全球性社群媒體一樣，給予任何人能夠擁有自己
頻道的機會。不過，在本論文裡將要探討的韓國直播平台「V LIVE」卻有別於這
些平台。

圖 3：V LIVE 明星直播平台首頁（PC 端介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V LIVE」是由韓國 IT 企業 NAVER 所開發出的全球性直播服務，於 2015
年 9 月正式上線。根據 2020 年 10 月的資料，該平台運營了 1276 個明星頻道及
71 個付費會員頻道，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全球知名的韓流明星或是 K-POP 歌手／
團體，如：李鍾奭、李準基、IU、防彈少年團（BTS）
、EXO、少女時代、TWICE、
GOT7、SEVENTEEN、MAMAMOO、BIGBANG 等。同時也有以韓國經紀公司
名義開設的頻道，像是：SMTOWN、JYP nation、YG Family、FNC。因此，從以
上平台頻道經營者可見得，V LIVE 強調的是以明星為直播平台主要出演者的策
略，藉此確立了自家與一般直播平台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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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韓民國最棒的明星們之沒有劇本的即時直播開始啦！」是「V LIVE」直
播平台在開台時便喊出的口號，強調了 V LIVE 在平台內容上，主打明星真實直
播的社交性娛樂內容，常見的有偶像明星們自己掌鏡的日常直播、與平台共同合
作企劃的主題性直播（例如：吃播、躺播等）
、頒獎典禮和演唱會的直播。但是，
除了以上的內容外，V LIVE 其實還包含了非直播（錄製形式）的內容，像是各家
頻道上傳的 VOD（Video On Demand）內容：MV、Dance Video、宣傳活動的花
絮影片，以及與製作娛樂內容的外包公司、專業製作人，或是其他媒體從業者一
起合作開發的原創、獨家的內容，如：網路電視劇、網路綜藝等等（Ham & Lee,
2020）
。在這些內容中，偶像明星們直接且積極地活用該直播平台來展現個人魅力
或是進行作品宣傳，並且透過與粉絲互動，建立起彼此的親密關係，以及擴展自
己的人氣與名聲。對於粉絲來說，則是增加了貼近偶像明星日常的機會，能夠輕
易地看見光鮮亮麗背後的平時樣貌，這不僅打破公司經營策略下所精心塑造的形
象，還滿足了粉絲對其生活瑣事、一舉一動的好奇心。同時，V LIVE 更將新媒體
運用至韓國文化宣傳之中，為產業轉變和擴張策略帶入新的變化，藉由生產多樣
化明星內容的方式，如：演唱會線上轉播、實境節目、各種主題式直播、頒獎典
禮等等，強力輸出韓流文化。這樣的行銷宣傳模式，使得明星的內容易受到關注，
並促使閱聽眾開始漸漸主動地涉入韓流娛樂之中。

圖 4：V LIVE 上結合擴增實境的 Beyond Live 演唱會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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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NAVER 2019 年年度報告，V LIVE 的 App 全球下載量已超越 8500 萬人
次，由此可見該直播平台的高人氣。V LIVE 直播服務的工作團隊，在提供多國
語言選擇介面的自家平台上，透過免費的直播影音、會員專屬的 V LIVE＋付費
內容、原創系列的娛樂影像，以及 V Store 商品的販售等多樣性內容，成功地吸
引全球許多熱愛韓國娛樂文化的粉絲用戶在平台上與偶像明星們進行溝通和互
動。並且，透過平台技術的開發、升級與多樣性功能的應用，像是提高現場直播
的影音品質、直播時可使用的濾鏡功能、結合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
的高品質表演（圖 4）
，或是提供高品質的各國語言字幕翻譯，為粉絲們提供了穩
定的網路平台服務。從 V LIVE 開台初期至今，其不斷地提升平台主要用戶——
K-POP 粉絲的使用者經驗，讓粉絲對平台產生依賴性，同時也使之逐漸成為規模
龐大的全球 K-POP 粉絲交流平台。
散落世界各地的粉絲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跨越時空的限制遇見了彼此，他
們一起為偶像明星應援，並且進行各種自發性的社交參與行為，例如：文本的生
產、轉貼、再製，以及藉社群帳號進行行銷宣傳等等。粉絲們為了提高自己所喜
愛的偶像明星在社會上的關注度與曝光度，甚至欲使其躍上世界舞台，成為全球
知名的大明星，他們積極地借助社群平台的高度影響力，自行生產和二次創作具
有吸粉能力的媒體內容，放大偶像明星的可見性，同時策略性地到處參與各項官
方和非官方的投票競賽，利用競賽數據使得自己的偶像明星受益；在與其他的粉
絲一較高下的同時，也瘋狂地衝高偶像明星在各個領域的成績，以提升其在娛樂
領域裡的地位（Zhang ＆ Negus, 2020）。
在匯流演進和大量新的媒介橫空出世後，閱聽眾在接收娛樂內容時，開始有
更多面向的體驗，對於資訊科技應用在娛樂產業上也有著高接受度，因此韓國娛
樂經紀公司和偶像明星自發性使用個人型媒體的行為，例如：頻繁的張貼文章、
圖片、影音內容與 V LIVE 直播留言互動，漸漸地凝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韓流粉
絲群體，也鞏固了他們對偶像明星的忠誠度。同時，更給予韓國中小型娛樂公司
能夠與 SM Entertainment、JYP Entertainment、YG Entertainment 三家大型娛樂經
紀公司相互競爭的力量。舉例來說，目前韓國第三代男團 Top「世界彈」BTS 所
屬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就是受惠於社群媒體影響力的最佳案例。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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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音樂市場因為新媒體的出現，使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市場不再由三大娛樂經
紀公司壟斷，而是群雄盤據，甚至是翻轉既有音樂版圖的態勢。
這股從網路世界蓄積而起的力量影響規模之大，但卻也讓人不禁讚嘆韓國娛
樂產業跟隨潮流的靈活身段。在韓國娛樂內容與直播載具整合革新的過程中，這
種結合直播產業所展現出的全新媒體景觀是如何打造出來的，也令人更加好奇其
背後的運作機制。而這些，都將會是本論文重點探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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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動機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於 2013 年所出版的《韓流白皮書》中，將韓流分為 1.0、
2.0、3.0 三個階段。上世紀 90 年代至 2000 年代中期的韓流 1.0，是以影像內容為
中心去發展的時期，主要藉由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網路三種主要媒體向亞洲國
家輸出韓劇、電影等內容。200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初半則是以 K-POP 的偶像
明星為主要內容的韓流 2.0 時期，此階段活用了同時期剛開台不久的 YouTube，
藉此提升韓國大眾音樂文化在歐美國家的知名度，同時也開啟了韓流文化與社群
媒體的不解之緣。韓流 3.0 則是指在 2010 年後，韓國為了將具有多樣性的韓流文
化拓展至世界各地，在既有的完善通訊設備輔助下，以拓展全球市場為目標，積
極地透過各種媒體與科技進行文化擴散，為韓流的全球化開創了一個新的模式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4）。
然而，韓流文化仍不滿足於此，為了更加深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並讓所有
人皆能將韓流當作主流文化在享受，因此在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不間斷地高度發
展的現今，韓流文化持續運用社群媒體所具有的共享優勢，迅速地提高自身的影
響力。同時，也透過整合線上線下的內容以及與尖端技術合作的方式，把所有可
用的資源與文化訊息做結合，擴大韓流內容的多樣性，而這正是朝著具有無限擴
張和變化可能的韓流 4.0 邁進的現在進行式（Lee, 2020）。
依循著前段所提及的韓流發展脈絡，其實本研究中欲探究的對象——韓國偶
像團體原就涵括在韓流文化一環的 K-POP 文化之中，其本身也是透過網路科技
的進步，開始向全世界擴散 K-POP 內容，吸引更多外國粉絲的關注。再者，媒體
傳播的渠道愈趨多樣的此時此刻，更促使了 K-POP 內容的生產者改變既有作法，
特別是在網路媒體上。為了不斷尋找符合自己喜好之文本的粉絲，生產者把所有
與 K-POP 相關的資訊做差異化生產，例如將偶像的繪畫興趣與線上藝術品語音
導覽的企劃合作、針對想看偶像下廚的粉絲，製作「煮播（Cook Bang）」的直播
內容，又或是不定期推出專屬於偶像自己的網路綜藝節目等等，透過這些創新又
獨特的文本，讓早已對傳統媒體裡總是大同小異的內容而感到倦怠的粉絲能夠獲
得全新又有趣的視聽體驗。與此同時，也激發了粉絲積極追求新型態 K-POP 文本
的娛樂消費型態，並且活躍於社群媒體中，與來自世界各方的粉絲進行訊息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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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交流。
從上述內容來看，現在的 K-POP 內容能有這樣創意又多樣變化的發揮空間，
確實有很大的部分要歸功於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社群媒
體。他們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網路空間，為偶像和粉絲打造出可以輕易就建立起情
感的橋樑，而在這些社群媒體紛紛開始提供直播的服務之後，其能夠即時溝通互
動的模式又促使偶像和粉絲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此外，直播的運用也為娛樂
內容注入新的活水，給予偶像能夠展現多種形象的機會，藉此抓住了粉絲對明星
的好奇心。
看準偶像明星為主的直播內容在往後發展的可能性，韓國 NAVER 公司順勢
推出了有別於一般直播平台、只提供明星使用的「V LIVE」直播服務。在該服務
中，V LIVE 直接大量的引入韓國偶像團體至平台中，給予他們可以自在地進行
直播活動的專屬網路空間，讓其與粉絲能夠毫無障礙的溝通。甚至，更進一步促
使平台和偶像共同合作，時常在平台上企劃專屬於平台的內容。與韓國過往在經
營偶像時強調神秘感的做法不同，和 V LIVE 的這種合作模式，一方面將偶像的
形象大量且多樣的曝露在大眾的關注之下 ，滿足粉絲想更瞭解、更貼近偶像的
慾望，且基於這樣的慾望，使得粉絲有了不同以往的追星行為。另一方面，這也
順應現今置身在文化工業之中的直播潮流，每一個偶像的直播都成為了能夠獲取
龐大的經濟利益的文化商品，同時，借著韓流的熱度，更讓 NAVER 公司有了把
韓國的網路服務推向全球市場的機會。
此外，V LIVE 直播平台最特別的一點是，它將直播與偶像這兩個舊有的媒體
渠道和產業做結合，促成了新型態偶像娛樂內容的誕生。在該直播平台上，透過
前段所提及的偶像直播服務，還有與平台共同合作的各種偶像商品，改變了粉絲
投入情感的方式，以及消費偶像內容的既有形式。並且，在粉絲參與的部分，不
僅讓粉絲有了更多的動力持續追星，且對直播平台產生黏著度之外，同時也擴大
了粉絲追星行為的類型。因此，以上這些藉由 V LIVE 直播平台的科技中介，然
後整合、納入偶像與粉絲所營造出的娛樂生態，大大地顛覆了以往我們所熟知的
偶像產業和追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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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與偶像明星的結合，然後再吸引粉絲參與其中，這三者之間，建立
起了三贏的合作關係，但在這背後，偶像直播的內容具有怎樣的意義，而直播平
台又會為偶像與粉絲兩者既有的相處模式上帶來何種轉變與影響，這些都是需要
深入挖掘追求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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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路直播、偶像與粉絲
直播作為現今新媒體中當紅的網路服務類型，其大部分內容是由一般素人以
個人日常活動為主題生產製作而成。然而，在韓國的 V LIVE 直播中，觀眾所看
到的大多是早已具有一些知名度的偶像在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由於比起素人的
直播，以偶像為主角的直播更具有其特殊性在，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會深入研究偶
像在 V LIVE 直播中所處的位置和其行為模式。同時，V LIVE 直播本身主打各式
各樣的偶像文本內容，藉此吸引粉絲參與其中，進行許多能夠觸發粉絲參與的活
動，因此我認為「粉絲」在 V LIVE 直播中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接下
來的文獻回顧，將會從三個部分做討論及整理，試圖瞭解在以微名人（Microcelebrity）為主的直播市場中，韓國 V LIVE 直播平台是如何藉著偶像與粉絲的參
與，劃出與其他同樣提供直播服務的平台之差異界線，做出屬於自己的特色？ 以
及該平台對於偶像和粉絲的意義為何？

第一節 從「深入直播」再到「直播與偶像相遇」
一、Live On Air：當代直播之定義
近年來，有一種新的社群媒體形式形成，即所謂的 Social Live Streaming
Services（社交直播服務）
，也就是大眾時常所說的「直播」
（Live Streaming）
。直
播是一種將電視直播與網路社交服務之元素相結合的新媒體服務。此服務可以讓
用戶直播他們想要直播的任何內容，然後讓所有對此感到興趣的人們觀看
（Fietkiewicz, Dorsch, Scheibe, Zimmer & Stock, 2018）。在最近幾年的文獻中，直
播被定義為是使用自己的設備，在網路上向觀眾即時播送影像內容的服務。直播
比起單純的影像媒體，在內容上更多樣化，且因為高水平的互動形式，使得交流
渠道也變得更加全面（Sjöblom & Hamari, 2017）。直播者會向觀眾實時直播他們
玩遊戲、吃東西、畫畫、跳舞等內容；觀看者觀看或是收聽直播者的直播，並對
直播者所說的和所做的做出回應，直接與之互動。因此 Sjöblom & Hamari（2017）
認為直播促進了雙向的連接，直播者可以直接確認和回應觀眾，觀眾可以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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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並影響直播內容。
直播服務起初是一個小眾的、以遊戲為導向的領域，但因為互動形式的轉變
而逐漸變得多樣化，並且開始融入了社群交流的特性，使得它成為一個擁有更廣
泛內容的社群媒體服務（Hilvert-Bruce, Neill, Sjöblom & Hamari, 2018）
，並且躍升
為現今最主要的娛樂媒體之一。從直播內容的發展來看，可見其與日常生活、休
閒娛樂有著密切的關聯性，而這部分與 Marwick 所討論的「Lifestreaming」有著
相似的脈絡。Marwick（2010: 15）描述的「Lifestreaming」
，指的是在網路社群上
不斷地向網路受眾分享個人訊息，以創造一個人的行動和思考的數位描述。而這
些個人訊息分享的不外乎是日常生活、個人活動、有趣的媒體和意見、對新聞、
科技和社群的事件發表評論等。藉由 Lifestreaming，與網路受眾建立起了互動與
參與的關係，且創造出一種跨越時空、共同存在的感覺，讓他們能夠從線上的數
位內容中獲得親密感和歸屬感的情感，促進彼此間的緊密連結。Lifestreaming 的
這種概念，就如同我們現在看到直播中所展現的一樣，透過連續不停歇的日常動
態影像，打破時空的界線，為具有相似興趣、觀點、經歷的直播主和觀眾搭建聯
繫的橋樑，同時，也點出了在直播中建立溝通渠道是為最重要的意義所在。

二、誰在做「直播」？為何而做？
當我們談到直播，想到的不外乎是網紅、網美、KOL（Key Opinion Leader，
關鍵意見領袖）這些由一般素人所組成，在直播中活躍的微名人群體。而近年來，
關於直播的文獻也不外乎多是在討論直播與微名人的研究，可見得微名人在直播
領域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微名人概念的出現，與 Web 2.0 參與式網路的運作機制相關。在 Web2.0 的時
代背景下，微名人藉由媒體對日常生活與文化進行了「媒體化」的過程（Raun,
2018）
，並將自我的呈現與體驗，策略性地以「自我品牌」的概念把自己看作是消
費商品，向大眾展示及出售自己的形象。Senft（2008）則提出了「微名人」的概
念，她描述微名人是人們為了增強自己知名度，積極使用影像、部落格和社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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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技術所促成的「新型網路表演方式」。這是一種完全與網路相關的身份識別
形式，呈現了人們在網路上表達、創建和分享個人身份的過程（Marwick, 2013;
Raun, 2018）。此外，Marwick（2013）也指出「微名人」是種把自己當作是名人
來展示的特定狀態，即「名人化」的過程。在微名人生產的內容實踐中，不管是
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的圖文，又或是本研究中的直播形式，皆能觀察到他們的媒體
內容製作上是「有抱負的生產」
，有為了賺錢的，也有追求名譽的，藉此以尋求進
入有價值且高地位的文化之中。
從上述文獻中具體地得知了「微名人」與直播的關係和運作脈絡，然而，不
只微名人，現在主流的名人們也開始做起直播。社群媒體「永遠在線」的特性鼓
勵了渴望出名的人們及名人分享他們日常生活的細節（Mullen, 2010; Marwick,
2015），以及可以知曉從社群獲益成效的直接指標——追蹤數與內容按讚數——
也鼓勵積極培養內容受眾，這讓為了爭取更廣大觀眾群的微名人與主流名人，積
極地使用社群媒體與新的媒體形式，以求持續創造他們自己的內容流。但是，Senft
（2008）認為微名人與主流名人之間仍有差異，其差別在於與觀眾的關係，因為
微名人受歡迎的程度取決於他們在媒體上與觀眾的聯繫，主流名人則不用特別為
了維持知名度而專注於此關係的經營。不過，隨著媒體轉變為互動形式和社群媒
體技術的普及之後，主流名人也不可避免的開始與新媒體交織在一起。
過去，主流名人為了保護自己的隱私，選擇與他們的粉絲保持了一段距離，
現今卻反倒為拉近與其粉絲或追隨者間的差距（Jerslev, 2016），逐漸開始使用起
了社群媒體和直播這樣新穎的媒體形式。當這樣原先多是出現在傳統媒體上的主
流名人，開始透過上述的新媒體形式生產自身內容，藉此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便使之無異於運用同樣方式來經營自媒體的微名人，因此，這使得過往以媒體類
型來區分主流名人和微名人界線的觀點變得相當模糊。而 Marwick（2015）認為
這些仿效微名人經營模式的主流名人們在進入社群媒體和新的媒體場域時，主動
地改變了與粉絲原有的互動方式，並在披露個人細節時，表現出「網路上所期待
的內部真實性」
。然而，這種由主流名人親自揭露的真實性，在某些執行機制上依
舊維持著他們既有的「公眾面孔」
，如：主流名人所發佈的生活直播，不難發現他
們在行為上會有事先或事後編輯的自我審查機制。雖然如此，社群媒體和直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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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著主流名人高度建構自我展示的形式，創造出不疏遠潛在受眾，又可為粉絲
所接受的精心建構之形象，以持續提高自身知名度和地位（Marwick, 2010）。

三、直播平台的符擔性
想在直播平台上進行即時直播、觀看直播影音或是使用直播平台所提供的聊
天、發表文章等功能，首先都必須要先適應一套複雜的互動模式。在適應的過程
中，雖然會受到一些來自平台內部各種程序與功能限制的影響，但是直播主與觀
眾藉由原本被告知的操作方法和使用經驗的累積，因而能夠快速熟悉直播平台的
運作機制，建立起自身的平台操作方式。像這樣當人與科技物相遇的情境，相當
適合以 Gibson（1979）所提出的符擔性理論為基礎來詮釋。
知覺心理學家 J. J. Gibson 主張「物體」會對行動者提供行動的可能性，即「符
擔性」
（Gibson, 1979）
。其認為「物有其特性」
，並且藉此提供、負擔了行為的某
範圍之可能性（Gibson, 1979: 127；曹家榮，2008：143-144）
。而這樣的符擔性的
存在早於行動者需求之前，並且不依據行動者的需求而有所改變，不管行動者對
符擔性有無察覺，它都一直存在著（蘇柔郡、吳筱玫，2018）
。例如：一平坦延伸
的表面，由於有著堅固的特質，因此為人類擔負起站立於它上面的可能；又或是
具有穿透性質的水，為人類提供了潛入水裡的可能性。由此可見，符擔性理論協
助了我們理解物體與行動者相互依存的現象，同時，也使我們認知到它是一種「相
對」的關係。
雖然符擔性主要處理的是生態學中實體物與人、動物間的互動關係，但其所
指涉的概念，可以挪用至人與媒體科技的互動上。在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文獻中，符擔性的概念已被納入其中，
Markus & Silver（2008）指出此種符擔性的產生來自於科技技術的特徵和行動者
或行動者群體之間的相互關係，並表示此符擔性描述的是 ICT 人造物的一系列潛
在用途。本文的研究對象——直播平台就如同此概念，透過平台所提供的介面與
功能，促使直播主進行做直播，然後吸引觀眾進入觀看，引導他們參與聊天互動、
消費平台商品等等，藉此確立了直播平台的「科技」符擔性之模樣。然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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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物要如何讓行動者一眼便能看出使用方法，對此，Norman（2013）以「能指」
（Signifier）為基礎，提出「能指」能夠傳達事物，特別是什麼行為是可能的，以
及應該如何去做，正式地將符擔性概念應用至人與電腦間建立聯繫和交換訊息的
介面之中。且還強調了「能指」必須是可感知的（perceivable）
，否則它們會無法
發揮作用，比如：沒有鎖的門，只要有手把的設置或是一個凹陷處，就能使行動
者意識到開門的方式與開啟的方向，因此「感知符擔性」（perceived affordance）
的設計，在傳達訊息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 Norman（2013）所提出的觀點來
看，透過妥善使用符擔性的概念，便能讓行動者輕易看出要如何操作人造物，以
「易視性」（visibility）的方式增進人造物的「易用性」（usability）。
根據 Norman 的看法，符擔性不僅僅是科技人造物的特性，更是一種設計，
可以讓行動者成功地感知和使用。這樣透過符擔性將科技與個人實踐連結起來的
模式，在直播平台上也可見之。直播平台所打造的各種介面模式和功能，給予直
播主和觀眾多種能與平台互動的管道，並且進行直播與交流的操作；直播主與觀
眾偏好使用直播平台的何種特性，則基於他們的使用目的來選擇運用，像是直播
主為了直播的趣味或環境畫面的調整而使用濾鏡、觀眾為了傳達對直播主的喜愛
而使用類似按讚或留言的功能等等，這些皆可藉由直播平台的符擔性來檢視和探
討。

四、K-POP 偶像與直播新媒體
依照本節前面所討論到的，直播的世界沒有任何限制，歡迎任何人參與其中。
因此，不管是素人或是名人，大家皆能運用各種直播平台（如：Facebook、Periscope、
Instagram、YouTube、Twitch 等等）揭露自我。然而，綜觀所有的直播平台，仍
可發現參與者大多是以一般大眾為主，名人則屬於極少數的群體，且他們對於直
播的熱情並沒有非常熱絡。不過，依舊有個特例，正是韓國娛樂產業運作機制下
的名人們。
韓國娛樂產業的發展，主要是依循著韓流的概念，面向全球的潛在受眾和既
有的粉絲群體（Lee, 2016）。韓流最初是以韓國流行音樂、戲劇與電影，如：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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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H.O.T、冬季戀歌、我的野蠻女友等內容，依循著傳統媒體的路徑，在亞洲地
區掀起一陣狂熱炫風（Lee, 2015）
。然而，韓流在全世界開始大放異彩的轉捩點，
則是從以 K-POP 為主力的第二代韓流時期展開。在 Web 2.0 的網路環境下，KPOP 文化乘著社群媒體網路服務和影音分享網站為代表的社會技術創新發展之
便，獲得了更多樣的平台來進行展示，像是：粉絲部落格、peer-to-peer 網站、影
音分享網站、微網誌和移動式網路等管道，並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大了傳播範
圍（Jung, 2014; Lee, 2015）。特別是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 這類的社群媒
體平台，在 K-POP 偶像的文化流動中，發揮著核心的作用，使得韓國偶像時常登
上全球熱門的話題。由此可見，這些媒體管道已經很大程度地取代了韓國 1990 至
2000 年代初期較常運用的印刷、聽覺和視覺等大眾媒體，讓 K-POP 偶像們不需
透過傳統媒體的中介就能輕鬆地與人們溝通，以及刺激和強化粉絲與 K-POP 文
化的首次接觸（Oh & Park, 2012; Lee, 2015）。
為了能夠更積極地將韓流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以及吸引更多的粉絲，社群
媒體的使用成為了韓國娛樂產業在擴大市場時的利器。由於社群媒體壓縮時空的
特性，幫助閱聽眾形成了能夠持續分享、共同創造、討論的虛擬網路社群（Oh &
Park, 2012; Ahn, Oh & Kim,2013; Oh & Lee,2014），因此，娛樂經紀公司和 K-POP
偶像在分享自身內容時，為了能一直在粉絲社群中引起許多關注和獲得熱烈回
應，不管是通知性質的一般訊息，還是直接分享日常和心情的圖文，皆會頻繁地
透過社群媒體進行消息發佈。近年來，融入社交性質的直播服務出現後，更促使
K-POP 偶像將傳播的渠道擴張至直播平台，紛紛開始開通個人的直播頻道，與粉
絲進行直播形式的交流。在他們開心地與粉絲聊天的同時，加速了韓國偶像文化
與粉絲群眾在線上的互動連結，同時也消弭了線下空間對偶像在經營粉絲關係上
的限制（Ham & Lee, 2020）。
JYP Entertainment 的工作人員 Gan Ju Yeon 曾在名為《Super Intern》（譯：超
級實習生）的綜藝節目受訪提到，
「比起給偶像從 A 到 Z 全部都設計好了的東西，
自然地讓他們做自己想做的，表現出真實的模樣，粉絲們會更加喜歡。」就是在
這樣的情況下，韓國娛樂產業更加積極生產各種主打自然且真實樣貌的偶像內
容，經由前段所提及的社群媒體及本研究主要討論的「直播」
，藉此提升偶像與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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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雙向溝通的互動性。自 2010 年代初期的第二代韓流開始，K-POP 便藉著
YouTube 平台擴散影音內容的能力打進歐美市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過於掀起
全球騎馬舞熱潮的 MV《Gangnam Style》
（江南 Style）
。透過具有社交性質的影音
平台服務，韓國 K-POP 打開了進軍全球的大門，而現今最流行的「直播」
，也正
在延續這一特點，不斷吸引著更多人為 K-POP 著迷。
K-POP 偶像文化在直播上的運用，特別是在本文所探究的 V LIVE 服務中，
從即時的影像直播、聊天室的閒聊、點擊愛心提升 CHEMI-BEAT（介紹見附錄四，
p.146）到各式各樣附屬功能的提供，皆彰顯了韓國在經營偶像娛樂這一領域時，
相當重視偶像與粉絲互動關係之建立。本研究希望將探討「直播」的重點放在韓
國 K-POP 偶像如何透過 V LIVE 建構他們特殊的直播文本，並且在直播當下，他
們在攝影鏡頭前的一舉一動，又是如何重塑與粉絲的關係？
全民直播的時代，直播的意義和誰做直播對於其內容的產出有著相當大的影
響力，此外，在致力於散播韓流文化的韓國娛樂產業中，K-POP 偶像又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當偶像產業將直播整合入其中，意味著什麼？這部份值得我
們一探究竟。因此，接下來將會針對偶像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露出，以及偶
像與粉絲間線上的互動行為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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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空間裡的韓國偶像與粉絲
一、直播影像中的新景觀：偶像的「真實」生活紀錄
過去一般在討論「真實性」時，不難發現大部分是以探究電視真人秀背後之
意義的研究居多，且這些文獻多是著重在所謂節目中的「真實」是否眼見為實，
以及節目形式和敘事手法所建構出的「真實」觀看和被觀看關係。然而，隨著數
位網路的發展，關於「真實性」的討論範疇也開始逐漸擴及至網路社群媒體上，
如：Kowalczyk & Pounders（2016）
、Wang & Skovira（2017）
、Audrezet, de Kerviler
& Moulard（2020），以及 Reade（2020）的研究等等。
Wang & Skovira（2017）提到，社群媒體被認為是塑造和重塑「真實性」的
新環境。社群媒體具備自由表達的特性，給予被限制在社會規範情境中的人們，
能夠有機會以數位自我的方式傳達自己的「真正真實」。接著，將這些人們的交
流狀態拼湊起來，才能使我們在情感不斷流轉的虛擬空間裡，實現受社群媒體重
新形塑的「真實性」。並且，社群媒體也作為現今普羅大眾在虛擬世界中透過社
交活動和語言遊戲向他人展現自己的存在和生活之管道，這種向公眾開放的線上
空間，也成為了所有人尋找真實自我的聚集地。
誠如前段的學者們所言，本研究中所討論的直播也正是現今可以向他人展示
出自己「真實」的日常生活樣貌，與觀眾積極地進行社交性互動的媒體形式。Reade
（2020）分析，持續的互動和「每天說故事」是在數位粉絲的世界裡，展現「真
實性」的核心，且在該世界中，「真實性」通常已不被理解為一種內在的性質，
而是「表現生態」的一部份（Abidin, 2018; Reade, 2020: 3; King-O’Riain, 2020:
4）
。因此，對於欲擴大粉絲圈和持續尋求大眾關注的偶像來說，透過直播服務進
行交流互動和日常分享，將私密空間進行公開展示，是能夠幫助他們表現出自身
「真實性」的方式。面向粉絲，他們掀起了過往神秘的面紗，展現出親民和人性
化的形象和面貌；面對大眾，則確保了與社會建立起良好聯繫，並且不被遺忘。
偶像的直播中大部分記錄了他們私底下的日常生活，因此偶像直播一定程度
上應證了 Richard Dyer（1998）提出的理論，即「普通名人」的建構，是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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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生活方式」和「消費」為中心。偶像在平常的直播中經常性地自我揭露了吃飯、
玩遊戲、過生日派對、曬寵物、工作中的短暫休息玩樂時間，或者在他們的宿舍
休息等等的模樣。這種在沒有大量工作人員協助下，於自己當下所在的私密空間
中和粉絲進行一對一直播聊天的 Meforming video content6，對於偶像來說是最能
夠展現自身生活價值觀和情感的方式（Ham & Lee, 2020），而 Taylor（2018）則
認為，直播具體化了每一個傳達給觀眾的瞬間，創造出可視且發自內心的日常經
驗，並且將情感清晰地呈現給觀眾。然而，在偶像的直播現場裡偶爾也會發生一
些小失誤，就如 King-O’Riain（2020: 12）所認為的，頻繁地透過直播服務向大眾
展現自己平時的樣貌，讓偶像更難偽裝，即時的自我展示偶爾也會讓他們出現失
誤。不過，對於粉絲來說，這僅是對偶像「真實」自我的一瞥而已。
從上述的偶像直播內容來看，可見直播影像中的偶像描繪出了一種在直播即
時性的特色下，以私密性的內容為主，然後進行分享的模式。這種透過直播向粉
絲展現偶像真實且私密性生活的做法，正是一種把日常轉化為「奇觀」
（spectacle）
的過程。在 Kellner（2003）的「奇觀」論述中，延續了 Guy Debord 著作《奇觀
社會》裡所描述的一個以影像與商品生產和消費為中心的媒體與消費社會之概
念，強調了在當代社會中，視覺與影像位居主導的位置，奇觀與視覺是緊密聯繫
的。Debord（1970: 2）指出：
「在現代生產方式主導的社會裡，整個生活的面向，
皆以一個無限累積各種奇觀的形式展示出來。每個曾直接存在的事物，全都轉變
成一種再現。」這不僅說明奇觀統一和解釋了表面現象的多樣性，同時也闡述了
在媒體文化與消費社會下，奇觀形塑與傳播了經驗與日常生活，並將其轉化為新
穎的訊息、娛樂和社會互動形式的模式。而本研究欲探討的偶像直播內容，便是
依此邏輯把偶像的日常轉換為一種迷人的奇觀，藉此來吸引粉絲的關注和重塑偶
像與粉絲間的互動關係。並且，這樣的偶像直播奇觀也讓 K-POP 的偶像文化有
了呈現更多面貌的機會，以形塑出新的景觀。

6

Meforming video content：意指「自我成型」的自由風格直播。該影像內容強調直播主自發性地
開啟直播與觀眾聊天或是向觀眾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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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數位化的粉絲實踐
隨著數位革命的爆發，粉絲活動和實踐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Negroponte,
1995）。粉絲利用數位技術增加了粉絲實踐時所需的工具、擴大了可獲得的資訊
量與傳播方式，同時，也有了線上平台能夠創建虛擬的社群，以進行交流、分享
和組織知識。而這些社群裡的行為，提升了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內容、情感和社
會資本的價值，並維繫他們在從事粉絲實踐時的熱情。
不僅如此，數位技術的發展更對粉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粉絲在網路與數位
科技所建構出的線上空間，作為一種網路化的受眾（networked audience）出現。
Li & Jung（2018: 5）提到，網路化的受眾能夠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積極參與
全球文化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因此，在此脈絡下的粉絲會藉由網路上基於共同
興趣、身份和歸屬感所建立的關係、聯繫和虛擬社群，發展出各式各樣個人化的
媒體實踐，並且依據在網路上的活躍程度，使得參與和實踐行為各不相同。van
Dijck（2009）在研究中引用了一項根據用戶參與程度和參與方式做差異性分類的
調查，將網路用戶分為實際製作與上傳內容的「主動創造者」
；提供評論的「批評
者」
；保存和共享網路數據的「收集者」
；使用社群網路的「參加者」
；只是閱讀、
觀看線上內容的「觀看者」
；以及不做這些活動的「不活躍者」
。而上述六種行為
類型，正是粉絲平時在數位環境下進行文化參與和實踐的模樣。粉絲作為一個主
動創造者時，大多會針對特定對象做二次創作並上傳到網路，讓創作廣為流傳；
作為批評者時，則是在網路上發表意見與感想，與其他的粉絲討論互動；只是個
參與者或觀看者的話，就是單純使用社群功能或是進行存圖、分享資訊等行為而
已。這些在線上平台上的參與式文化和跨媒體實踐之運作，讓粉絲之間形成一個
活躍的交流網路，也促使了粉絲的形象開始隨著媒體環境轉化而變得多樣。粉絲
不再只是個單純消費文化的被動角色，還是個積極地將文化客體進行生產再製、
散播和互動的主動受眾。同時，這樣的轉變更模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界線，
使得個體粉絲與企業建立起共生的關係，並且催生出新的文化生產形式（Bennett,
2014: 7; Wang, 2020: 45）。
先進的數位技術，豐富了粉絲的媒體體驗，使得他們不再僅限於原始文本的
接收（Wang, 2020）
。在數位化的時代下，粉絲一邊發表文章和留言，彼此交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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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享想法，一邊從事著免費的勞動，以此促進並共同創造特定對象的線上內
容，如：創作迷因和同人小說、製作 Reaction Video 等等。這種從數位景觀中獲
得資源，然後將特定的文本結合數位技術，與媒體製作方直接地進行互動的作法，
不僅引導了粉絲在生產力民主化的過程中，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實踐作法，也
讓他們從根本上改變和拓展了粉絲圈的運作方式，並且活躍於線上社群之中，變
得更有影響力。除此之外，Zhang & Negus（2020）也提到，粉絲實踐的數位化還
有現今粉絲經驗中最不可或缺的「數據粉絲（data fan）」概念。此概念的出現，
是基於粉絲在數位空間裡各自喜愛、擁護的對象有所異同，彼此之間產生了合作、
競爭關係的脈絡上。然後為了要提升支持的對象在社會上的可見性、聲譽及地位，
他們投入各自的情感，積極地運用自身的知識擬定干預數位平台數據邏輯的策略
來達成目的。以本研究欲探討在直播平台上的數據粉絲行為來說，粉絲會藉由為
直播影片不停地按愛心、衝影片觀看數，來影響偶像直播影片平常在平台排行榜
的排名順位，以及年末頒獎典禮能否獲獎之結果。像這樣的粉絲實踐，不僅僅只
是賦予偶像名聲和社會地位，連帶的也增強了粉絲自身的成就感和影響力，同時，
更維持了雙方緊密相連的「數位親密」關係。
來自世界各地的粉絲，透過數位技術，開始展現出以生產為導向的共同創作
勞動。這相較於過去主要以線下參與偶像活動、線上多是與粉絲在論壇或粉絲社
群裡相互討論，以及進行偶像資訊與內容資源交流的粉絲行為，現今這種自主性
強烈且充滿能動性的粉絲實踐，將粉絲文化的追星形式發展出更多元化的樣貌，
同時也讓偶像與粉絲及粉絲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升到新的層次。

三、粉絲與偶像之間的「數位親密」和「隱私侵犯」
關於親密關係，廣義來說，其被定義為一種共享個人和隱私的二元交換行為。
它可以在語言和非語言交流，以及共享行為、身體、情感與認知經驗的親密互動
和關係中實現（Prager, 1997）。然而，網際網路橫空出世之後，使得人類在社會
參與模式上經歷了重大的轉變，Don Slater（1997）引述布希亞的觀點，認為網路
中介的經驗透過符號、媒體、圖像的方式正逐漸取代身體上的接近與實際面對面
27

的互動。Lomanowska & Guitton（2016）指出這種轉變無論是在已有的關係，還
是與陌生人的互動中，皆產生了新的方式來體驗和實現「數位」的親密關係。
在現在這個網路世代，社群媒體是實現「數位」親密的重要關鍵。Chambers
（2013）認為，社群媒體作為情感表露和展示的平台，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
也為基於個人選擇與個人控制的親密接觸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可能
會有人認為社群媒體確實促進了親密行為和聯繫。線上空間的架構與空間內的行
為，如：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訊息，都傾向於促進親密內容的交流和與他人
親密關係的擴散，以建立一種持續性的關係，以及提供對話的開端和親密感
（Marwick, 2010; Raun, 2018）。透過社群媒體動態且持續地每天披露個人閒聊與
瑣事，社群成員間創建了超越距離的情誼，這種「親密轉向」
（intimacy turn）的
實踐，Hinton & Hjorth（2013）指出了情感在成員與社群平台互動之中，扮演著
猶如黏合劑的角色，因此，正如 Jamieson（2011）所說，與他人分享情感與感受
一直是親密實踐的一部份。
而直播作為一種具有社交功能的新媒體，以網路中介的形式，讓偶像能夠以
科技化的形式將自身的形象融入至自我揭露中，把自己想說的內容直接訴諸粉
絲；粉絲們則是出於窺探隱私和真實的觀看慾望而參與其中，藉由不時的觀看和
聯想來回應偶像真人真事的影像文本。由於在做直播的雙向溝通過程中，偶像會
將粉絲當成是自己的朋友一般，敞開心扉向他們分享生活趣事、內心經歷；粉絲
則藉由言語、文字向偶像訴說自己的日常瑣事與煩惱，表達對偶像的情感依戀
（Oliker, 1998: 20; Chambers, 2013）
。每當這種依戀形成時，就是開始「情感投入
（emotional investment）」的時候。Lawrence Grossberg（1992）認為，在粉絲的「情
感敏感性（affective sensibility）」中，文化文本描繪了粉絲的「情感投入」，並且
「使它與他們的生活、經驗、需求和慾望有所聯繫」
。基於此所打造出的偶像直播
與粉絲之新觀看關係，就如同許如婷（2014）在其研究中所提及的，迷甚至會更
頻繁地自我陶醉融合於奇觀中，藉由偷窺明星真實面貌，拉近自己與明星之間的
距離，以塑造更具親密性的明星粉絲關係。
然而，Joshua Meyrowitz（1985）認為媒體的特性改變了社會環境，從而影響
人們的行為以及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複雜化了公共和私人的界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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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不同的社會環境（as cited in boyd, 2010）
。Bateman 等人（2011）也指出隨著
社交網路的應用越來越融入日常生活，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正
如偶像在直播這種公共場域中展示自己的私生活，將各種日常瑣事攤在陽光下，
給予大眾任意對自身家務事和道德生活品頭論足的機會。雖然，偶像能夠藉此保
持曝光度，並且拉近與粉絲的距離，建立起平易近人的形象，但是此種公私界線
模糊的情況下，過度曝光的私生活，造成私人領域受到侵犯，甚至招致危害安全
的極端發展，使得一些人認為隱私已死（Garfinkel, 2001）
。Grimmelmann（2009）
也指出社交性網路的出現，破壞了隱私的社交動力，同時也挑戰了人們對隱私的
控制力。基於此，當偶像進行直播時，維持個人訊息分享行為和隱私間的微妙平
衡，也是偶像與粉絲必須一起面對的共同課題。
綜上所述，偶像直播的重要性在於藉由偶像私生活的揭露拉近與粉絲間的距
離，並形塑出所謂的「數位親密關係」
，然而，卻也因為公私界線變得模糊，產生
出侵犯隱私的問題。不過，就算有隱私侵犯的疑慮，這樣以偶像作為直播內容號
召，透過他們所生產的各種日常文本，不僅僅是吸引粉絲的目光，更鞏固了 KPOP 偶像文化的發展。
對於偶像要如何在進行直播時，生產多樣化的偶像文本，以及粉絲要如何與
偶像互動交流，V LIVE 直播平台的運作機制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因為其所
提供的服務功能掌握了直播的風格與走向，也影響粉絲線上互動方式的選擇。因
此接下來將會針對韓國 K-POP 文化與數位科技的整合脈絡，以及 V LIVE 明星直
播平台的運作環境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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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改變韓國偶像與粉絲互動生態的推手
一、一步步投入數位科技懷抱的 K-POP 文化
1990 年代開始，韓國政府致力於追求生活上各個層面的全球化。更於 1998 年
提出了「文化立國」的口號，制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
，並設立各種與文化相
關的官方機構，像是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中央文化產業研究
院等等（羅瑞瑜，2019）
。正是在這個年代，韓國的文化產業逐漸地復興，而本研
究所探討的 K-POP 文化，也是從這時期開始，藉由一波波新的媒體技術向外擴
大其影響力。
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中期，由於主要是以韓劇為中心的韓流 1.0 時期，
因此除了韓劇 OST 歌曲隨著戲劇透過電視和網路的渠道，享有一定的認知度之
外，所謂的 K-POP 在當時僅有少部份特定類型的歌曲，針對周邊鄰近國家進行
小型的戰略推廣，而影響力不及韓劇。然而，從被稱為「新韓流」之韓流 2.0 時
期開始，K-POP 文化有了新的轉變，以及大幅度的擴散與成長（Jin, 2014; as cited
in Jin & Yoon, 2016）。一部份研究者更認為韓流 2.0 等同於 K-POP 在西方市場的
滲透，且伴隨著 K-POP 粉絲的產生（Song & Jang, 2013）。不僅如此，高速的網
際網路和移動設備也讓 K-POP 的媒體生產和消費體驗變得多樣化，且線上媒體
的興起——如 YouTube 這類型的影音分享網站，也擴大了色彩斑斕、華麗視覺風
格為主軸的 K-POP 韓流現象（Kim, 2018; DOAN, 2014）。
接著社群媒體、直播服務和 3D、VR、AR、XR 等尖端科技的問世，直接宣
告了進入韓流 3.0，甚至是 4.0 的時代的到來。K-POP 著眼於社群媒體與直播服
務的商業潛力，為與全球觀眾進行緊密地交流，因而進行策略性的整合和做最大
化的利用，並且結合尖端科技，以獨家內容吸引、刺激觀眾的收看與互動。此一
發展強力的支持了 Jung Eun Young（2015）所提出的現象，即隨著媒體融合和參
與式文化的革命性出現，像 K-POP 這樣原是亞洲地區的小眾文化產品也能被廣
泛、迅速、大規模地流通和消費（Jung, Lee & Nornes, 2015）。
正如韓國三大娛樂經紀公司之一的 SM Entertainment 創辦人李秀滿所言：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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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直在尋找方法，在機器人的時代，建立音樂、影像與社群網路服務的聯繫。」
（as cited in Kim, 2018）
。K-POP 一路發展下來積極地採用數位科技的技術，從網
路、線上影音平台、社群媒體、直播的使用，到現今與尖端技術的合作，透過各
種媒體形式和技術提供觀眾關於 K-POP 的新穎資訊、商品和服務內容。這種引
入更廣泛的新媒體技術，影響媒體內容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使得消費者能夠對媒
體內容進行存檔、註釋、轉換和再循環，同時，也改變了現有技術、產業、市場、
體裁和受眾之間的關係（Jenkins, 2006）。而 K-POP 文化這樣利用數位科技進行
推廣和傳播的模式與背景，可說是促成了韓國 V LIVE 明星直播平台誕生的重要
關鍵。

二、追求科技中介下的「現場感」
根據前段所述，娛樂公司將文化內容結合數位科技的科技導向（technologyoriented）生產模式，對於 K-POP 的發展與擴張有著顯著的影響。基於此，K-POP
現今的眾多文本，也多與科技脫離不了關係，像是 Kim（2018）在其著作中所介
紹到的 K-POP 結合全息投影（Hologram）
、VR、AR 技術進行演出的演唱會、透
過 VR 技術一邊觀看 K-POP 歌手的影像，一邊唱 KTV，以及製作 VR 專輯等等。
不過，科技形式的 K-POP 文本大多還是運用在 K-POP 偶像與粉絲間的交流方式
上，由於 K-POP 文化本身是個需要粉絲高情感能量和情感投入的領域，因此以
網路與數位科技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社交技術便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
社交技術的支援，才能讓偶像與粉絲進行密切接觸和交流互動，以建構「現場感」
（Liveness）來促使情感的投入（King-O’Riain, 2020）。
科技作為「現場感」的來源，Lupinacci（2020: 14）認為，這種經過科技中介
的「現場感」
，它本身是不存在的，但又似乎讓人覺得它仍存在著：當你體驗到這
個感覺，你會感受到彷彿你就在那裡，然後看到那個活生生的東西原本的模樣，
就好像你們就在一起、好像任何發生的一切都正在發生一般。正如 Dayan & Katz
（1992）所觀察到的那樣，媒體是可以將「活生生的感覺」轉化為一種「對現實
的共同感知」
（as cited in Lupinacci, 2020: 14）。而本論文所研究的 V LIVE 正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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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脈絡，透過平台的直播功能來模仿真人的「現場」互動，從而加深平台上的
參與度，以至 K-POP 偶像與粉絲在情感上變得更親近，並且使得粉絲之間的情
感聯繫更加緊密起來。這些被時空所分隔的偶像與粉絲，藉由 V LIVE 直播平台
的科技中介，克服了空間極端碎片化的問題，在他們所提供的視聽介面上進行交
談，然後塑造出一種偽共同在場、沒有距離的接觸之情況，以打造該平台的「現
場感」。
K-POP 文化在韓國政府的支持和新科技迅速發展的脈絡下，有了相當多樣化
的嘗試，而這也使得 K-POP 偶像與粉絲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展現出更多元的互動
樣貌。特別是本研究欲探究的 V LIVE 直播平台，偶像與粉絲在該平台上展現出
新的互動機制，創造了強調「現場感」的溝通模式。這對於本研究所關心的偶像
與粉絲互動生態改變一事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觀察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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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題
V LIVE 直播作為現今韓國偶像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對 K-POP 的擴張
與發展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同時，也在全球的直播市場也搶下了一席之地。因
此，針對 V LIVE 直播平台的研究理應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可惜的是，目
前針對 K-POP 在新媒體領域的研究，大多數仍是以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YouTube 等網路平台上的 K-POP 進行分析，或是將以上這些平台做綜觀的討論，
例如：Ryu & Byun（2019）、Lee & Hong（2020）、Malik & Haidar（2020）等等，
對於深入探究直播平台上的 K-POP 學術研究依然不多。
相較於一般的直播平台，V LIVE 承攬了多數 K-POP 偶像的私領域內容，因
此，光是在產出的內容上，就比素人、網紅，甚至是 KOL 的直播多了明星光環
而更有吸引力，同時，也讓偶像有了能簡單提升認知度的方式；對 K-POP 粉絲來
說，則是有了能夠接近偶像的私下樣貌的機會，且還可以與其他的粉絲一起建立
專屬於他們的交流空間，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在平台上互動、討論偶像的大小事。
由此可見，V LIVE 是一個能夠滿足偶像與粉絲需求的科技中介平台。K-POP 的
文化與新科技的結合，打破了過往在經營偶像與粉絲關係的概念，對整個娛樂產
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對 K-POP 文化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希望能夠藉由此研究，深入了解 V LIVE 直播平台在 K-POP 文化中
的定位，以及其對 K-POP 文化所產生意義。
基於上述的思考與討論，本研究將試圖探究：
1. K-POP 偶像文本在 V LIVE 直播平台是如何被建構，形塑出怎樣的新景
觀？
2. V LIVE 直播平台的符擔性如何重新形塑 K-POP 偶像與粉絲、粉絲與粉絲
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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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取徑
在國內外現有的研究中，以 V LIVE 直播為主題的文獻多以量化方式針對偶
像與粉絲間的互動進行分析，藉此探討偶像直播與粉絲的關係，如 Minjeong Ham
& Sang Woo Lee（2020）
、MIAOJING（2018）和黃卉君（2018）的研究等等。然
而，即使這些線上追星的經驗可被客觀地測量、實驗，隨著人、事、時、地、物
而改變的偶像文本以及轉化的偶像與粉絲之互動，仍是無法被量化的景觀。因為
偶像與粉絲的思想和行為，甚至是該社群的組織運作，皆與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
情境有關。
因此本研究欲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深入探究研究對象在文本中的生活經驗，
並透過文本分析，以及以無表明身份的方式被動地進行參與觀察，了解研究主體
的行為意義之脈絡。質性研究是一個對多重現實（或同一現實不同呈現）的探究
和建構過程，同時也是事物的「質」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全面的解釋性理解之方式
（陳向明，2002）
。其強調被研究者的主體性、過程、意義和詮釋、個人經驗、細
緻、婉約、情緒和理解的特性，協助了研究者深入理解現象中的各種面向（王雅
各，2004）。
本研究將以文本分析與網路田野觀察法兩種質性研究方法進行。首先，視個
別偶像團體的頻道為偶像文本，藉由觀看及分析該頻道之直播影像內容，整理出
偶像在直播中各種形式的展演方式，以瞭解 K-POP 偶像在經營 V LIVE 直播時所
塑造的自身「真實」形象之歷程和實踐。同時以網路田野觀察法為輔，研究者實
際進入 V LIVE 進行操作，觀察直播中偶像文本的景觀、偶像與粉絲的互動，以
及粉絲間線上交流的行為，並且進入 PTT TWICE 版觀察粉絲針對直播內容的感
想，以此梳理 V LIVE 直播平台上偶像與粉絲的行為和狀態，描繪出他們在該平
台的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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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分析與資料蒐集
夏春祥（1997）指出，任何能夠表達出探尋社會文化背後之意義的「客體」
（object）
，都可以是文本。依循此觀點，可知任何一種現象，不管是個人的還是
社會的，皆可視之為文本。而當文本成為研究對象，其深層的社會、歷史和文化
集體的內涵，便是進行詮釋時相當重要的存在。因此，研究者透過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對社會、文化因素進行「濃厚」的描述與分析，不僅為文本建構了新的
意義，同時也啟發了對社會性意涵的思考。此外，文本分析也相當重視訊息（不
管任何媒介形式）和閱聽人間透過傳播溝通所產生的互動（夏春祥，1997：158）
。
基於文本分析在社會事務與流行文化上有著足夠的解釋力協助研究者深入探討，
因此本研究將以此方法作為研究策略，為偶像的直播景觀做意義上的說明。

（一）以韓國女團 TWICE V LIVE 頻道的直播影片為文本
V LIVE 明星直播平台從 2015 年發展至今，明星頻道的數量愈趨龐大，且平
台上內容類型的組成也逐漸變得繁雜，從明星平時就能進行的日常直播、與平台
官方頻道合作的各式主題式直播再到明星個人的網路綜藝，平台內容不斷地朝向
多樣化的營運發展。基於本研究之目的，將從中挑選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偶像即時
直播內容作為主要的研究文本。至於研究對象，則從附錄一（p.128）所整理的頻
道追蹤人數 TOP10 排名中選擇。
韓國國際文化交流振興院（KOFICE）2016 年所出版的《韓流白皮書》中提
到，最能活用大受韓流粉絲歡迎的 V LIVE 明星直播平台的明星，就屬第三代的
K-POP 偶像代表，也就是現今風靡全球的防彈少年團和 TWICE。目前這兩個團
體在頻道追蹤人數排行榜中位居第一、第五位。雖然兩團同為使用 V LIVE 活躍
於 K-POP 文化的代表性團體，但是與 V LIVE 直播服務啟用同年出道的 TWICE，
她們以一個新晉偶像團體的身份，為迅速累積自身的認知度，以及順勢提高與粉
絲的接觸性，在 V LIVE 直播服務的營運初期便積極地使用該平台至今，而這也
使得她們的形象被認為是非常親近粉絲群體。其所屬公司 JYP Entertainment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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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旭曾透過媒體訪問7表示，TWICE 透過 V LIVE 的方式積極親近粉絲，努力拉
近與粉絲的距離，是她們人氣上升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由 TWICE 與 V LIVE
之間是共同成長、相互影響發展的情況來看，相當適合選擇 TWICE 的頻道作為
研究對象，以進行一個具完整系統且有脈絡性的觀察及整理。
從 2015 年至今，TWICE 直播頻道上的的內容相當廣泛，涵蓋的類型也非常
多元，包含偶像個人私生活直播、主題性直播、團體網路綜藝、官方消息等等。
由此可見，TWICE 的 V LIVE 頻道不僅是為進行直播所用，與專業團隊、平台合
作所錄製的隨選影音內容（VOD，Video On Demand）也能在該頻道上看到。基
於本研究之目的，確保文本為偶像即時進行直播的內容，因此先排除數量最多的
非直播性質的影音內容，以篩選出本研究所需的直播文本。
根據我自己整理的 TWICE 直播影像清單，目前 TWICE 頻道的直播影音總數
量合計下來將近 550 支左右，需要分析之文本的總量龐大。考量到研究者獨自進
行觀察的時間和能力不足以應付如此大量的文本內容，因此，本研究將不列入
2015 年因剛出道而數量不多的影音內容，以及付費直播影音的內容，然後從
TWICE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的免費影音文本中，初步歸類五種直播節目類
型進行分析（詳細文本列表見附錄二，p.129）。
至於直播節目的五種類型，分別為：
（1）日常（學生生活、宿舍、公司、飯店、戶外活動等）
（2）工作（拍攝、行程、待機時間、工作上/下班的路上）
（3）節日（成員生日、團隊週年、入社週年）
（4）個人特色（有設定概念的個別成員直播）
（5）主題式（與 V LIVE 平台合作之直播，如：吃播、躺播、煮播）

7

資料來源：Gil Hye-Sung（2016 年 04 月 26 日）
。
〈JYP 代表看 TWICE 的人氣秘訣..“9 名成員
色彩不同＋積極地溝通”（訪問）〉，《STARNEWS》，取自 https://star.mt.co.kr/stview.php?no=201
604261638348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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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文本
為能深入探究偶像使用 V LIVE 直播平台的情況，本研究還將選取 V LIVE 與
其他直播平台相關報導文本、影音文本及話語文本進行討論和分析。報導文本包
含媒體報導、專欄評論，蒐集各國媒體以 V LIVE 直播內容為主之報導；影像文
本則從有探討到偶像與直播相關的內容中選取代表性內容，例如：節目或網路影
片中談及、展示偶像使用直播的影像畫面，藉此更了解直播之於偶像的意義；話
語文本則是以媒體的訪談內容、節目中的公開發言或官方論壇和社群媒體上的發
言為主。

二、網路田野觀察法
人類的活動是個持續過程，許多人類行為現象必須透過互動才有意義，而意
義則因時、地、人不同而有不同。參與觀察就變成研究社會現象的最佳方法之一
（嚴祥鸞，2008：163）
。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旨在從紮根在人類
日常生活的有關事實中發掘實踐性真理和理論性真理（Jorgensen, 1989: 14；轉引
自陳向明，2002）
。該方法原由人類學者所創造，但現今已為多數社會科學領域所
用，凡是需要深入做全面性了解的研究問題，參與觀察是相當必要的研究取徑（盧
蕙馨，2004：65）。
本研究將以進入網路田野的方式，來參與觀察 TWICE 是如何透過 V LIVE 直
播平台建構自己的內容文本，然後與粉絲進行溝通互動，以及 V LIVE 上的粉絲
們是如何相互交流和解讀 TWICE 的各類直播內容。
首先，為了瞭解 TWICE 在平台上的實踐，研究者親自以迷的角度參與其中。
由於研究者本身是 TWICE 的粉絲，所以與 TWICE 的直播頻道處於一個自然而
然長時間接觸的情況。因此，在實際的使用脈絡上，是相當融入 TWICE 和其他
粉絲的個人生活的。而透過這樣的研究者位置，有意識的對 TWICE 的直播內容
進行觀察，便能夠方便地從中掌握 TWICE 成員們大部分時候是做怎樣類型的直
播內容、展現出怎樣的形象，以及如何建構偶像直播的現場景觀。至於參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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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則選擇 TWICE 頻道上的「Star Board」區塊（介紹見附錄三，p.143）為
主要場域，且針對在文本分析中就有整理出的五種類型（日常、工作、節日、個
人特色和主題式）直播影片進行觀看。
其次，為瞭解偶像與粉絲及粉絲之間在直播平台上的互動和溝通模式，研究
者選擇 TWICE 直播中的「聊天室」、「參與聊天」
、「FAN POST / FAN BOARD」
（介紹見附錄三，p.143）與 PTT 的 TWICE 板作為觀察對象。「聊天室」、「參與
聊天」及「FAN POST / FAN BOARD」這三個服務，在 V LIVE 上是偶像與粉絲
最主要進行互動的場域。研究者將透過參與聊天、張貼文章／圖片／影音、回覆
留言、按愛心（CHEMI-BEAT，介紹見附錄四，p.146）等實際操作來貼近觀察，
以探究在該直播平台中介下所形塑出的偶像與粉絲的關係和樣貌。而 PTT TWICE
板的部分，則是選用該板上針對 V LIVE 直播所開的討論文為主來進行觀察。
TWICE 板於 2016 年 2 月 10 日成立，至今已累積逾萬篇討論文。由於是專板形
式之論壇，板內多為 TWICE 的粉絲，因此藉由觀察粉絲是如何討論直播內容以
及與其他粉絲互動的情境，也能夠清楚了解到粉絲對 TWICE 直播內容的看法和
粉絲之間的關係。
此外，由於 V LIVE 直播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偶像、粉絲在該平台上
的各種行為息息相關，所以除了上述要觀察的場域之外，平台提供粉絲的其他服
務與功能，如： V LIVE 商店（介紹見附錄三，p.143）
、V FANSUBS（介紹見附
錄四，p.146）
、DAILY CHART 等，也會列入觀察對象之中。再者，V LIVE 雖為
粉絲交流、追星的聚集之處，但社群媒體平台互相廣泛流通的現今，在其他平台
也可見到粉絲運用偶像的 V LIVE 內容來展現自身實踐的二次創作內容，因此，
這現象也將會是本研究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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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V LIVE 直播中的 K-POP 偶像
有別於在傳統媒體上注重形象、遵循節目腳本的露出，偶像在 V LIVE 直播平
台上所做的直播內容，大多像是要紀錄自己人生一般，將自身每分每秒的日常模
樣，透過無剪輯的播出方式，向粉絲展示他們平常的生活狀態和日常紀實。而這
種日常為主軸的拍攝模式，同時也被積極應用到生產 V LIVE 其他事前企劃的直
播內容中，以類似綜藝實境秀的呈現方式，為直播內容進行包裝，設定日常相關
的風格和主題，如：吃播、躺播和煮播等等。V LIVE 直播平台上多樣化發展的直
播內容，給予偶像許多展現自身形象的機會，特別是能夠把真實的面貌原汁原味
地傳達給粉絲。本章將深入觀察和分析 TWICE 直播中的周遭環境、偶像當下的
情緒、行為和閒聊內容，以瞭解偶像顛覆大眾印象，更貼近日常生活的一面。
此外，在偶像的直播中，還能見到公私界線愈趨模糊的情況。雖然做直播為
維持偶像與粉絲間的聯繫提供了助益，但就娛樂產業的運作而言，在空閒時展現
日常生活給粉絲看，然後與粉絲互動之樣貌，仍可視為一種勞動，和工作無異。
與直播平台合作的直播行程、工作時的直播，或是直播內容不時夾雜工作相關的
宣傳話語，也可見「做直播」是偶像工作的一環。偶像直播即使強調真實日常樣
貌的展現，但在當下，偶像仍如工作時的他們，一舉一動依舊不離其身為名人的
本業。

第一節 貼近 K-POP 偶像的日常生活
一、K-POP 偶像也是普通人
過去的 K-POP 偶像主要是以一種「神秘」的樣貌，受粉絲崇拜、仰慕和追求。
平時會透過各種傳統媒體，全面打造自己的對外形象，在歌唱、舞蹈、戲劇、綜
藝等領域展開活動。然而，近十幾年來，K-POP 偶像的本質逐漸轉變成「與粉絲
共享自己的成長歷程」，即便有著透過眾多媒體所塑造出的完美模樣，他們要如
何讓粉絲感受到他們確實共處同一世界、彼此情緒有所共鳴，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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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才能吸引粉絲的目光，與他們建立起穩定且深厚的情感連結。同時，也
使他們能夠意識到原來偶像並非遙不可及的對象，反倒與一般大眾無異的事實。
而 V LIVE 直播服務的出現，正是讓 K-POP 偶像能將這個本質的意義發揮至最大
的關鍵。
出道初期的 TWICE，其團體風格被朴振英製作人設定為 Wild Edge8，意指在
延續女團 Wonder Girls 和 Miss A 的色彩基礎下，強化 Hip-Hop 和狂野前衛風格
的形象。後來又接續著以明亮青春、軟萌娃娃、搞怪復古、好萊塢 YA 片、清新
爽朗、帥氣力道等多樣化類型（陳皓嬿，2018）
，展現出該團在螢光幕上能夠轉換
多種樣貌的可能（如圖 5）
。但是，比起這些包裝過的形象，在 TWICE 的 V LIVE
直播中，更能夠看到她們大量的日常性自我展演（如圖 6）
，每個成員述說著自己
的故事，展現自己最真實的性情，做出一些普通人們也會做的事。而這些在直播
上自然的一舉一動，除了確立大眾、粉絲對 TWICE 的認知是親民、不做作的「無
形象女團」之外，同時也為她們的知名度、人氣提供了極大的助益。

圖 5：2019 年 TWICE 迷你專輯「Feel Special」的華麗造型

8

資料來源：Kim Ye-Na（2015 年 04 月 29 日）
。
〈《Sixteen》朴振英「團體名 TWICE，突出 Wild
+Edge 的感覺」〉
，
《bntnews》
，取自 http://bntnews.hankyung.com/apps/news?popup=0&nid=04&c1=
04&c2=04&c3=00&nkey=201504291513593&mode=sub_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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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7 年 TWICE KNOCK KNOCK COUNTDOWN 直播畫面
（來源：JYP ENTERTAINMENT、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偶像在傳統媒體上露出時，譬如上音樂節目、綜藝節目和戲劇客串出演，偶
像一般都會遵照他們在公司所學習到的應對方式去做反應，又或是在節目製作組
所設定好的腳本情境下，去依樣畫葫蘆的做表演。甚至，這些節目大多是預先錄
製拍攝的內容，容易受到事後剪輯的干擾，偶像本身的魅力和說話的原意，也易
受到曲解與影響。這種情況下，很難說觀眾和粉絲有真正地瞭解了偶像這個人的
本身，最多就是會對他們產生一點興趣而已。但是，在偶像自己的直播裡，他自
己就是主角，有了最大的發揮空間能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而粉絲與觀眾則能透過他們在直播中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活動，看到他們背後鮮為
人知的一面，建立起對偶像真實樣貌的認知。
在 V LIVE 直播中，通常偶像首先會與粉絲和觀眾打招呼，然後分享一下當
下的心情。TWICE 初期的直播裡，由於剛出道的關係，因此常以隊呼「One In A
Million！大家好，我們是 TWICE！」（圖 7）開始問候粉絲與觀眾，然後再進行
成員的自我介紹。但講完沒多久，常會表明自己很緊張、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做
起直播的樣子給人相當生疏的感覺（圖 8）
。這種狀態就像多數一般人站在鏡頭前
一樣，會感到尷尬、侷促不安，甚至難以言語的模樣。由此可見，雖然她們身為
長時間在鏡頭下工作的娛樂工作者，但在直播服務的使用上，對於剛進新手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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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來說，仍是需要克服與適應的。而這樣的情況，也確實在她們中後期的直播
中，比較不會見到。

圖 7（左）：直播中 TWICE 用團呼打招呼
圖 8（右）：直播中 TWICE 不知道要做什麼，覺得尷尬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開始進行直播後，TWICE 會開始以一種想到什麼做什麼、想說什麼說什麼的
方式隨心所欲地主導直播內容的走向，不過，大方向來說，還是會有一些出現頻
率極高的內容。而這些主要會做的內容有三種：
1. 讀一讀粉絲在聊天室裡留下的留言，並與之互動。常有的互動內容為「日
常問候」
、
「回應粉絲的話、問題和要求」
、
「偶像與粉絲彼此互相稱讚對方」
、
「為粉絲應援加油」、「劇透」等。

圖 9（左）：觀眾向偶像詢問真人秀裡做的食物的味道
圖 10（右）：子瑜直播唱歌，對粉絲稱讚音色感到感謝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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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9〉定延與 MINA 一起做的直播中，她們看到聊天室裡的粉絲留言提
到「真人秀節目裡做的煎餅的味道如何？」，針對這個提問，兩人自己討論了起
來，MINA 詢問定延「自己最後做得是不是很好吃？」
，定延聽到這個回問則表示
「嗯！」
，肯定了煎餅的味道，並期待以後 MINA 以後做的煎餅料理。透過兩人
的閒聊互動，回應了粉絲對他們的提問。而〈圖 10〉裡，子瑜在自己的生日直播
中，為粉絲清唱了歌曲，過不久便收到粉絲稱讚她的留言，說：「音色很好。」。
面對粉絲的讚美，她也馬上對粉絲表示感謝。像這樣被粉絲問問題和稱讚的情況，
正是直播內容中的第一種類型。
2. 分享自己的過去發生的事或近況、心情、想法與各種個人 TMI（Too much
information）9。

圖 11（左）：分享 Cheer Up 回歸時期初舞台哭了的故事
圖 12（右）：彩瑛分享了多賢的鼻孔曾被同學拿來寫詩的故事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TWICE 的直播過程中，除了與粉絲應答互動外，她們也會不顧粉絲在觀看的
情況下彼此間開始閒聊起來。聊天的內容正如第二種類型所分類的，經常會分享
過去的事、最近發生的事和各自的 TMI 等內容。在〈圖 11〉裡，便是她們突然
聊起在〈Cheer Up〉回歸前後的時期，因為行程太多太累，結果在回歸舞台的首
次表演後，大家忍不住哭了出來的小故事。〈圖 12〉則是講到以前練習生時期，
她們經常開多賢玩笑，說多賢的鼻孔大，很有魅力。同時，還加碼分享了多賢曾
9

TMI：網路流行用語，為英文口語，是 Too much information 的縮寫。原意為「資訊量大」，後
引申為「說得太多，太具體了」。近年韓國娛樂圈時常對名人使用該用語，其意通常指的是「讓
名人多說一點關於自己的日常無意義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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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學拿鼻子做文章寫過詩的 TMI。
3. 成員間遊戲玩鬧、互相開玩笑。

圖 13（左）：成員間問著要不要玩「去市場的話，會有什麼」的接龍遊戲
圖 14（右）：成員間一時興起想要整經紀人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直播的內容不只有單純的前述的兩大類型，還有第三種是 TWICE 在直播裡
互相嬉笑、玩鬧、遊戲的內容。在〈圖 13〉的直播中，展現了 TWICE 的成員在
與粉絲的留言互動與分享她們的近況後，一時興起了玩遊戲的念頭，成員之間著
手討論要玩文字接龍遊戲還是節奏遊戲的模樣。至於〈圖 14〉則是直播裡 TWICE
突然興奮地想要聯手一起整經紀人的過程。TWICE 在做著直播時，發現時常在一
旁陪著做直播的經紀人暫時離去，並且以為經紀人只有正在做直播的這一支手
機，因此發現正是對經紀人惡作劇的好時機，所以打算策劃隱藏攝影機來欺騙對
方。
以上各式各樣的內容，也會伴隨著吃東西、走路、在床上、卸妝等情況共同
發生。並且，直播的過程中，有時還會有一些無意義的空白，像是偶像沒有說話、
中途離席的情況。當這些直播內容相互串聯在一起，使得偶像在直播上所呈現的
日常生活是無規律且碎片化的。再者，做直播的環境，不外乎是宿舍、飯店、餐
廳、公司（練習室、會議室、食堂）
、攝影棚休息間、電視台待機室、保母車上及
戶外場所（河濱公園、地區景點）等地方。從直播的背景、偶像的話語和行為來
看，TWICE 日常生活中的模樣都並非是刻意設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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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 TWICE 的日常直播中，常常是用手機進行拍攝，然後以單一一個鏡
頭畫面持續地呈現當下的狀態，所以不像傳統節目裡會有多重視角的拍攝畫面換
來方便事後剪輯切換。並且，在她們手持手機做直播時，經常會有畫面晃動及手
機翻倒畫面消失的情況，這些操作上的小插曲也會直接地被觀眾所見，而這樣即
時的生動感也呈現出直播忠於播出每一分每一秒所發生的事情的拍攝原則。由此
可見，透過直播，偶像的日常是能夠完完整整地將真實展現出來的。
偶像藉由在直播中展示日常生活、真實個性，以及以單一畫面真實呈現當下
情況的方式所建立起的非名人形象，不僅拉近了偶像與粉絲、觀眾的距離，也擺
脫了給人在舞台上光鮮亮麗、高高在上的觀感，展現出極具真實性的自己。正如
Edgar Morin（1957）所說，明星以越來越緊密且多元的方式結合平凡與不凡、理
想與單調平常於一身，提供人們一個越來越真實的依託。
此外，偶像為了能夠與更多粉絲、觀眾一同慶祝一起經歷的這些子，直播不
時會結合團體的成員的生日、千日紀念日（圖 15）
、成軍週年（圖 16）等具紀念
性質的概念進行，讓大家在一起歡慶、一起吃蛋糕、一起回憶過去的每一件小事。
而在這樣的概念加成之後，也為這類直播本身增添了其特殊性。

圖 15（左）：TWICE 成軍千日直播
圖 16（右）：TWICE 成軍五週年 SPECIAL LIVE「WITH」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如前面所述，TWICE 在直播的時候，時常展現出不同於舞台上成熟、專業的
樣貌，表現出符合年紀、像孩子般邊聊天邊相互開玩笑打鬧的模樣。然而，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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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也會不自覺地流露出最真實情緒，尤其是偶像這份光鮮亮麗職業下的黑暗面
和內心所承受的傷痛。她們不時地會在直播中回憶起練習生時期、出道初期與行
程忙碌時一些難以公開之事和自己的心情，像是定延在 TWICE TV 2018 的 VOD
影音內容說到最近行程相當忙碌，身體和心理上的疲憊已無法給予團員力量，以
及面對粉絲難以展露笑容，藏不住疲憊的樣子。此外，成員們偶爾還會坦然地一
來一往談論著每個偶像都會遇到的減肥話題。在〈圖 17〉的直播中，志效便提及
了國中時期被公司要求一定要減肥到 45 公斤才可以拍簡介照片，然而最後因為
量出了 45.2 公斤，所以沒有拍的過往。這些苦楚雖然現在已能侃侃而談，但這讓
粉絲在看直播的當下，內心感到心疼的同時，也理解到成名之路是由多少的血汗
淚構築而成，並且看見她們最真的一面。

圖 17：TWICE 練習生時期的小故事：公司要求減肥的痛苦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從這些日常的直播中，TWICE 給大家看到她們所建構出的一種「可愛少女」
的形象。她們放低自己是偶像明星的身段，積極的與粉絲進行互動；分享自己的
大小事讓粉絲們更能貼近她們生活；玩著遊戲、整人和愛開玩笑的模樣不加以掩
飾的展現，都促使粉絲懷抱著想好好呵護她們的心情。同時，也公開地講述自己
負面的心理狀態和遭遇過的娛樂圈黑暗面，讓粉絲看到她們勇敢地面對最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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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職場的心酸血淚。在這些直播內容裡的 TWICE，我們看到的是她們褪下舞
台上的華服，盡可能赤裸地呈現自己身為偶像的日常，並且展示內心脆弱的自我，
以此述說她們如同粉絲、平凡的大眾一般，都有著受挫、痛苦與不如意的時候，
激發了大家對她們的共感和同情。而這相較於一開始介紹到能夠駕馭多種風格、
被公司完美包裝的她們，有著很大的差異性，並且更具有真實性。
Edgar Morin（1957）認為充滿人性的明星雖然不如以往受人崇拜，但卻令人
更加喜愛。偶像在直播裡的種種表現，脫去了以表演為由而戴上遮掩真正自己的
偽裝，像個普通人般真實的樣子，不僅吸引了許多粉絲、觀眾的關注，也滿足了
他們在情感和想像上的需求。而偶像藉由直播成功地展現自己的真實樣貌和個
性，也拉近了粉絲腦中對偶像的想像與現實的距離，讓粉絲在觀看直播的每一刻，
都彷彿是在偶像人生中的每一個日子裡。

二、將日常風格化的偶像直播
偶像的直播內容大多是日常生活與工作的閒聊，但是其他具有企劃性質的個
人特色直播，以及與 V LIVE 官方合作的主題式直播，與它相較之下就有比較特
別的展演模式——將「日常內容風格化」融入直播之中。在個人特色直播裡，通
常會另外準備一個空間做使用，並為了讓內容有趣起來，最常將的「進食」
、
「下
廚」
、
「玩遊戲」
、
「約會」
、
「廣播 DJ」等日常模式作為做直播的核心去進行。而合
作的主題式直播裡，則是會在由 V LIVE 官方提供經過佈置後，整體空間相對華
麗的攝影棚去進行，並結合多台攝影機和畫面特效，拍攝「吃播（Eating Show）」
、
「煮播（Calling Recipe）」、「本格五感滿足 VJ Live」、「躺播（Lie V）」、「八音盒
Live（Orgel Live）」等內容。這些以日常風格化為核心的主題與偶像結合的直播
內容，不僅僅是為了帶給粉絲和觀眾不一樣的直播內容而做，同時也是特別用來
突出偶像本身的特質的重要形式。
TWICE 每個成員的個人特色直播中，多是將煮播、吃播與另外的主題（依照
成員的意見或興趣去企劃）混合進行的內容，如：娜璉想要推薦歌曲和解決粉絲
的煩惱，就企劃了在生日當天邊吃蛋糕慶祝，邊做廣播 DJ 形式的「娜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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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ndipity2」；MOMO 擅長舞蹈，也是 TWICE 中被認為最會吃東西的成員，所
以就準備了展現舞蹈專業和下廚做菜的「MANIA V」；SANA 具有性感甜心的形
象，就開了第一人稱視角的「DATE V」
，與螢幕前的粉絲一同共進晚餐；彩瑛因
為愛吃草莓，就做了栽種草莓和製作草莓刨冰的「彩瑛的 STRAWBERRY FARM」
；
子瑜想要做菜給粉絲看，就開了製作飯捲的「金（海苔）子瑜」等等（圖 18）。
這些內容雖然混合著大家常做的吃播、煮播類型，但仍藉由添加成員的個人特質，
使得直播中充滿了成員們的個人色彩。
「娜璉的 Serendipity」和「娜璉的 Serendipity2」為作為 TWICE 團內大姊的
娜璉的同一系列個人特色直播。這系列主要皆是以廣播 DJ 的形式進行，一邊播
放個人想要推薦粉絲的歌曲，一邊讀著搜集來的粉絲煩惱與故事，幫粉絲解決煩
惱或是了解粉絲的日常。然後中間穿插著喝飲料、吃蛋糕、烤肉等吃播環節。另
外，還有成員定延和 MOMO、多賢和彩瑛及女團 Red Velvet 的 Yeri 的來電（圖
18）
，不僅讓粉絲看到娜璉作為團內大姐理應受到敬重，卻與成員間有話直說、不
拘小節的有趣對話和互動，也讓粉絲了解到娜璉與其他偶像的交情，在她生日的
這一天還特地 Call In 到直播中祝福生日快樂。

圖 18：「娜璉的 Serendipity」系列中的吃播、聽粉絲故事、成員來電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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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MOMO 在 TWICE 中的定位是 Main Dancer（主舞）的位置，因此在她
的「MANIA V」裡，一開始就以舞蹈進行開場（圖 19 左上）
，並且為了能多多向
粉絲展現自己的舞蹈才能，她 Cover 了許多韓團熱門歌曲的舞蹈；同時也為了展
示其他舞蹈的形式，透過外國歌曲展現了之前所學習到的編舞，讓粉絲從中看到
她在舞蹈方面的造詣與不同樣貌。在每支舞的中間穿插著休息時間，以及與粉絲
聊天互動，像是：
「昨天練習了很長一段時間，想多多展現給大家看！」
、
「粉絲：
姊姊很可愛！MOMO：謝謝～」
、「粉絲：hand kiss～MOMO：我不做 hand kiss，
我的 hand kiss 很貴的～愛心也很貴～對不起，開玩笑的！」
、
「喔？昨天生日？生
日快樂！」等等（圖 19）。之後突然讓粉絲去上廁所休息一下，然後離開畫面後
又換了個裝扮出現，開始進行煮播，教粉絲們製作特別版的親子丼。透過這個直
播，充分強調了 MOMO 在舞蹈方面的專精與才華，同時也讓 MOMO 在與粉絲
互動時，展現出除了平時活得努力認真、正直有禮貌的樣貌外，還隱藏著調皮活
潑的性格的一面，給予粉絲、觀眾有了更進一步了解 MOMO 的機會。

圖 19：「Mo 浣熊 Momo 的 MANIA V」中的跳舞、與粉絲互動、煮播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在 SANA 的「可愛性感 SANA 的 DATE V」裡，可以看到她在直播畫面中所
展現出來的形象是漂亮、可愛的，且因為設定是約會直播的關係，拍攝的時候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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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是一直跟著她的，讓粉絲是以一種像是在看著她的「第一人稱視角」角度，把
她看作是自己的女朋友，與之約會來進行拍攝。透過這種偽談戀愛的直播方式，
SANA 的這些樣貌和個人魅力不僅被放大展示，同時也塑造了人人想跟她交往的
「女友」形象。再者，直播過程中 SANA 的言談間還會不經意講到一些符合主題
的話語，像是：
「我來之前都做了些什麼？一直等我了嗎？」
、
「這樣的天氣適合約
會」
、
「我是為了見大家而穿了連身裙，怎麼樣？」
、
「下次約會要去哪？」等等（圖
20）
，讓整個直播氛圍更加像是戀人間的互動。直播的背景音樂選曲上，多首皆選
擇了歌詞內容中描述男女關係的韓文歌曲，如：
「SOME」
、
「戀愛時代」
、
「Dream」
、
「那個女人太漂亮了」、「別離開我」，營造出偶像與粉絲像是男女朋友一樣的約
會情境。這些 SANA 在直播中所做出的約會情境行為與背景氛圍相輔相成，不僅
滿足了粉絲心靈和情感上的需求，也確實地將她甜美可人的模樣深植在觀眾的心
中。

圖 20：「可愛性感 SANA 的 DATE V」中，與粉絲對話的互動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彩瑛的 STRAWBERRY FARM」直播裡，則是結合本人「喜歡草莓」的喜
好，選定了「自己栽種草莓」與「製作草莓刨冰」為直播的內容進行（圖 21）。
栽種草莓的部分，彩瑛自己先準備了草莓種子、已長出部分葉子的草莓株和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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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尚未成熟草莓的草莓叢來種。然後在邊種 3 種不同生長型態的草莓的過程中，
邊和粉絲們閒聊演唱會巡迴的計畫、介紹自己剛入手的娃娃；並請粉絲幫忙取名，
以及分享去草莓農場體驗摘草莓時，遇到一對父女歌迷等瑣事。之後子瑜前來客
串直播嘉賓，與彩瑛一起做草莓刨冰和吃刨冰，而這讓彩瑛覺得自己做起直播起
來比較不會這麼無趣了，還抱著感謝子瑜的到來。整個直播裡充滿了草莓，充分
地讓人感受到彩瑛對草莓的熱情與愛意，同時子瑜的出現，兩人之間的互動，也
讓粉絲們看到成員間的好感情。

圖 21：「彩瑛的 STRAWBERRY FARM」中，種草莓和做草莓刨冰的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而子瑜的「金（譯：海苔）子瑜」
，是以子瑜想要做菜給粉絲看為主軸企劃的
直播。在該直播的過程中，子瑜在經紀人幫助下製作加入台式肉鬆的海苔飯捲（圖
22）與拉麵兩樣食物，因此能夠看到她在廚藝上稍嫌笨拙的模樣（例如：卡式瓦
斯爐不會開、危險的使用刀子、水量拿捏不太行等）
。甚至，還在製作飯捲的時候
講到如果有成員在身邊幫忙的話該有多好，可見她對自己的廚藝相當沒有自信，
同時也展現出平常對成員的信任感。在這之後，海苔飯捲和拉麵在她這個做菜菜
鳥手上順利誕生，為了試味道，她和經紀人們一起吃了這兩道菜。雖然子瑜本人
認為味道有遺憾之處，但仍獲得經紀人們的捧場，自己試吃也吃得津津有味。這
樣的煮播與吃播內容，一方面讓粉絲意識到子瑜並非螢幕上冰山美人的形象，而
是從她笨拙的樣貌中，看到她本人可愛有趣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為觀眾提供了一
種刺激食慾的效果。藉由觀看子瑜製作食物的畫面和聆聽進食的聲音，引起粉絲
與觀眾想吃東西的慾望，特別是想吃她在直播中所做的食物（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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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金（海苔）子瑜」中，料理海苔飯捲以及閒聊的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TWICE 這些個人特色的直播，主要集中在 2016 年至 2019 年，不過隨著
TWICE 的出道資歷增長，個人特色直播的數量也逐漸下降。2016 年正是 TWICE
因為 Cheer Up、TT 這兩首歌而大爆紅的時期，為了拼命增加曝光度和讓粉絲與
大眾能夠多多認識她們，因此在這一年個人特色直播就做了 5 支，有 6 個成員參
與其中。然而，2017 年以後，由於 TWICE 在韓國偶像圈作為大勢團體，知名度
與人氣皆已一路攀上 TOP 的等級，導致個人特色的直播便開始年年下降減少，說
明了這類的內容已變得不太需要了。從她們做個人特色直播的時機操作來看，可
見得偶像團體在人氣的上升期時，十分積極地藉由直播所生產的新型態內容來吸
引粉絲與大眾的目光，同時，也展現了韓國經紀公司藉由 V LIVE 直播來造星的
過程，藉由為每個成員賦予不同的任務與專長，來將她們進行品牌化，以建構她
們在偶像專業之外的「另類」形象。
至於偶像跟 V LIVE 合作的主題式直播，雖然同樣是為了提供粉絲與一般觀
眾在觀看偶像內容時有新的選擇而產生，但在內容上仍與上述的個人特色直播有
些不同。從攝影棚的設置、透過多個攝影鏡頭完整呈現直播畫面到直播環節流程
的規劃，通通都是有準備腳本、具有計畫性的設定，所以真要說是電視綜藝、實
境真人秀的網路版也不為過。不過，主題式直播所涉略的內容相較電視綜藝、實
境節目的類型還是比較小，因為它還是以真實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行為，如：
唱歌、進食、做菜、躺床休息等等為主。以 TWICE 的主題式直播而言，就有志
效的「本格五感滿足 VJ LIVE」、MOMO 與定延的吃播「Eating Show」、TWICE
全員的煮播「Calling Recipe」和 TWICE 成員出演過 3 次的「Li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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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效的「本格五感滿足 VJ LIVE」主要是以唱歌為內容的直播。志效自選了
3 首歌曲演唱給粉絲聽，與粉絲共享她喜歡的歌，然後中間會如同其他的直播，
穿插著與粉絲的聊天內容。該直播的特別之處是節目是以直拍的方式呈現，然後
直播的背景畫面上，會寫著 VJ LIVE 大大的字眼，然後根據直播情境的氛圍，背
景會有變色的變化，在唱歌時更會出現華麗的背景特效畫面與歌詞（圖 23）。另
外中間還安排了截圖時間，志效會隨著特效濾鏡的改變做 POSE，讓粉絲能夠截
圖和寫下自己觀看直播的心得，然後上傳 SNS 與其他人分享，而志效也會藉由
#VJ LIVE 的關鍵字親自去找來看，來獲得粉絲對直播內容的回饋。
這種一人在 V LIVE 上進行唱歌直播的形式，結合了高科技的後製效果，使
平凡的唱歌內容不單只是在唱歌，而是在搭配上華麗的視覺之後，讓在螢幕前的
每個粉絲猶如看了場只為自己演唱的個人小型演唱會一樣。在觀看過程的當下，
粉絲不僅從中獲得了視覺和聽覺上的雙重享受，同時，更彷彿沈浸在自己和偶像
是彼此唯一的愛戀幻想中，以此感到滿足。接著透過截圖的環節，給予粉絲能夠
將偶像像是在為自己獻唱的畫面，保存下來當作是回憶的機會；把直播畫面上傳
到社群媒體上的操作，則促成了粉絲群體的交流，以及提供粉絲與偶像之間新的
溝通方式。V LIVE 直播平台運用高科技，不只幫助偶像在創造內容上激發出更
多的可能性，並且擴大粉絲對偶像內容的想像之外，更重要的是，還中介了偶像
與粉絲的互動，為平常難以互通有無的他們搭起了往來的橋樑。

圖 23：「志效的本格五感滿足 VJ LIVE」中的歌唱結合特效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由 MOMO 與定延一起做的吃播「一起吃吧！X TWICE MOMO 定延」
，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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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一開始就透過小動畫點明這個直播的主題，且告訴粉絲和觀眾，先準備宵夜
再等待該直播會更好，並提醒看直播的大家這是個「勸觀眾吃東西」的節目，這
個時間大家應該已經在挑選菜單、吃東西了吧！（圖 24）而代表 TWICE 出演這
個主題直播的兩人，正是 TWICE 裡的吃貨中的吃貨，特別會吃的兩位成員。
MOMO 和定延在進行直播前，先向粉絲和觀眾介紹了這個直播的主要用意在於
「藝人與粉絲們一起幸福地填飽肚子就可以的吃播」。然後提到由於製作單位設
定吃播是「想和粉絲一起吃的時候，點自己想吃的就 OK！」
，所以她們點了烤牛
皺胃與壽司來進行吃播給粉絲看。此外，該吃播還制定了：
「把今天的菜色吃光，
直播就會結束！若是吃剩的話，還會有官方懲罰！」的規矩，由此可見主題式直
播縝密的企劃內容，比起一般的直播也較不隨意進行。

圖 24：「一起吃吧！X TWICE MOMO 定延」中開頭的動畫與吃貨宣言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開始吃播後，為了不想太早結束直播和不受懲罰的兩人，雖然肚子很餓，但
還是決定慢慢的邊吃邊與粉絲聊天，然後介紹了她們今天的菜單是烤牛皺胃與壽
司。在吃播進行的同時，會播放跟食物有關的背景音樂，如：動畫《中華一番》
、
韓劇《大長今》的經典配樂，然後還會有「3 分鐘不能說話，只能吃」（圖 25）、
「拍攝吃飯短片」的環節。中間會穿插著關於食物的話題，像是：MOMO 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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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吃飯，準備了喜愛的美乃滋到現場沾著吃、討論日韓的飲食文化差異、烤
牛皺胃的魅力、常吃的宵夜、便利商店的食物、每個成員獨有的飲食習慣、練習
生時期的減肥磨難等等。在吃完烤牛皺胃之後，又上了第二輪菜單壽司，此時，
定延告訴觀眾：
「大家不能覺得女團都吃很少。」
，並且講到她們對食物絕對不節
制，因為太想吃而有壓力的話，是會變胖的。而她們公開分享這個觀念，也是希
望能讓觀眾能拋棄對韓國女團必須瘦、減肥的刻板印象，同時也明確的對大眾建
立了 TWICE 是吃貨女團的印象。

圖 25：「一起吃吧！X TWICE MOMO 定延」中的吃播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而這樣吃播主題的直播，也承接了韓國當代的吃播次文化。吃播在韓國 20 代
年輕人的社群裡相當受歡迎，其反映了年輕人在面對社會現實與高度群體壓力
下，放棄經營人際關係，選擇不穩定和孤獨的生活形式，將自己的生活簡化為僅
靠下廚與飲食便能自我滿足的行為。年輕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空虛感與網路空間裡
過度的虛擬中介相互矛盾的交織在一起，實際感受到的孤獨與在網路上和他人的
團結，讓吃播成為年輕人現今少數能夠為他們提供快樂、舒適的空間之一（Kim，
2018）
。吃播最大的作用在於陪伴和聊天，為觀看者帶來能夠緩解寂寞的解方，給
予他們療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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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吃播還發揮了一種替代性的滿足感來協助觀眾舒壓。在吃播中，
常見到直播主探索自己無限的食慾，同時更激發且安慰了人們難以從社會規則裡
解放出來的痛苦。特別是在韓國極度強調外在樣貌必須要苗條、美麗、帥氣的情
況下，看著他人大量進食，已成為間接地使自己擺脫身體和心理上困境的有效方
法。因此，對於欣賞 TWICE 吃播的觀眾來說，藉由觀看漂亮的女偶像大量進食，
不僅滿足了自身想要同時滿足食慾和維持身材的想像，也安慰了在現實中怕自己
吃太多而變胖的心理。並且，定延更在吃播中呼籲：
「身為女團的她們都這麼無節
制的吃了，大家也就別顧慮的吃，不然有壓力的情況下進食會變胖」
，以此方式來
舒緩人們對吃東西會變胖的心理負擔。
再者，TWICE 全員的煮播「通話食譜 Calling Recipe」
，是以與他人電話連線
做菜為主題的直播。由於定延的爸爸是廚師（負責從電話的那端提供食譜）
，所以
主導整個直播的便交由定延來主持。TWICE 篇的通話食譜，做的菜是最近成員們
很想吃的泡菜煎餅與馬鈴薯煎餅。
直播的一開始，定延先招集了娜璉、MOMO、志效到廚房幫忙，其他人則在
另外一個有餐桌的場地佈置裝飾（圖 26）。做菜的過程中，大家手忙腳亂、摸不
著頭緒的樣子，連粉絲都看得鬱悶，悲觀的認為會失敗，甚至還說教成員們做菜
的定延爸爸應心裡該也很悶。在通話教做菜的過程中，也確實一直聽到電話那頭
的定延爸爸邊教著做菜的同時，邊擔心著這些做菜菜鳥們是否會受傷。然後，當
女兒問著這種料理程度怎麼嫁得了人時，定延爸爸乾脆說了就別嫁了。不過做著
做著，定延爸爸也稱讚了成員們做得還行，粉絲則透過留言鼓勵成員們說已經做
得很好了，讓她們有自信一點。整場直播中，雖然再次看到成員們廚藝生疏的模
樣，但是她們也展現出不輕易放輕的態度，並誓言要打破不會料理的形象，一次
次的重新學習料理。而這樣的堅持也展現在馬鈴薯煎餅上，算是成功到做出一道
菜了！
在這些直播內容裡，特別是定延父親以一個現實中的素人形象，作為她們的
助手進入 V LIVE 煮播的這一點，不僅讓人看到偶像跟普通人一樣，有問題或遇
到不會的事就向長輩詢問的模樣，帶給人們一種親近感，同時，家人在直播中的
出場，也讓有腳本流程的內容如實境秀一般，沒有劇本、沒有角色扮演的互動，
56

使之更加真實。還有，TWICE 成員們做菜笨拙的樣子，呈現了她們在日常生活上
的不成熟，像是還未長大的少女一樣，需要他人照顧與支持，因此，這種展現出
她們努力成長的直播內容，會讓粉絲不自覺地觸發了想疼愛、呵護她們的心情。
最後，在用餐時間，隊長志效說了：
「味道雖然重要，但由我們親自做來吃更
有意義。」像這樣大家一起做直播煮飯，對她們來說，度過了很幸福且有意義的
時間，同時也是在累積回憶，以後只要說到馬鈴薯煎餅就會想到直播的這一天。
透過隊長的這些話語，再加上前段粉絲對 TWICE 的鼓勵與應援，不僅展現了偶
像與粉絲對 TWICE 這個存在竭盡心力的付出，更強化了成員們及粉絲對 TWICE
這個團體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圖 26：「通話食譜 Calling Recipe」中，做菜菜鳥們與多角度的煮播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主題式躺播「Lie V」的部分，TWICE 出演過三次，有彩瑛和 MINA、子瑜和
SANA 搭檔的，還有 TWICE 全體成員一起的。而主題式直播中一定會有的用意
介紹，在躺放中也不例外的出現，所謂躺放指的是：
「誘導入睡的直播」
。然後在
躺播的節目中，會有點名時間或簽到時間（圖 27 右上）
，讓粉絲在聊天室裡喊聲，
讓她們知道有哪些粉絲還沒睡，藉此與粉絲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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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中間主要是成員間閒聊與粉絲互動的部分，通常會隨著企劃而設定一些
談話方向，像彩瑛和 MINA 的躺播是在冬天的情況（圖 27 左上）
，所以聊天的主
題會設定與冬天相關的內容。反之，子瑜和 SANA 搭檔的躺播是在夏天進行的
（圖 27 右上）
，因此聊天就會以夏天相關內容為主。全體的躺播則是剛好搭上正
規專輯的回歸，所以成員間聊了很多關於準備專輯、回歸中一些辛苦的、有趣的、
有意義的瑣事、獲得休息時間後，大家最想做什麼事，以及出道後感受到成員重
要性的時刻等等。
隨著談話的進行，躺播裡還會穿插播放她們的自選歌曲，並在聽歌的過程，
與粉絲們的留言互動，像是在粉絲表示「這該不會是讓人無法睡的節目吧」的時
候，成員則回應「因為她們話太多了，很抱歉」
、對今天生日的粉絲，送上生日祝
福、粉絲稱讚「多賢的指甲好漂亮」
，成員馬上開心的回應感謝並展示手指上的彩
繪等等。此外，在全體躺播中，還有一個 TWICE 家譜問卷調查的活動，讓成員
們相互寫下如果 TWICE 是個家族，對她們來說每個成員扮演的是哪個角色。過
程中，9 個人七嘴八舌的討論、笑鬧觀看整理出來的結果，而這樣的畫面，展現
出不同於她們在舞台上正正經經表演的模樣，成員間有趣的化學效應和互動，反
倒讓人更加沈迷於 TWICE 有別於其專業演出外的可愛面貌。

圖 27：「Lie V」中，多角度拍攝的躺播畫面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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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播的最後是固定環節「聆聽 ASMR 聲音」（圖 27 左下），讓成員們推薦播
放或製造一些容易入睡的聲音來哄粉絲、觀眾睡覺。然後一邊做著 ASMR，TWICE
一邊觀看聊天室的粉絲留言，並開始一一向粉絲們道晚安，為躺播的整個流程做
結尾。
從此躺播中的內容來看，相較於偶像平時一時興起在自己的寢室裡所開的躺
播，製作組則是運用床舖、躺椅和其他裝飾物等道具，將攝影棚營造出房間的氛
圍，以近用偶像的私密空間，並且，更讓 TWICE 成員穿著睡衣或舒適衣物出演，
用躺著或趴著的姿勢與粉絲進行睡前的互動，塑造出符合躺播宗旨「偶像誘導粉
絲入睡」的節目內容。然後，透過展露她們日常生活極私密的一部份——睡覺，
刻意建構出一種粉絲與偶像共渡睡前時光的情境，來強化雙方在親密關係上的連
結。
在 TWICE 進行躺播的流程裡，不管是睡前與粉絲閒聊的環節，還是製作
ASMR 聲音試圖讓粉絲更好入睡，都有著要取悅粉絲的意圖。這樣由偶像來服侍
粉絲睡覺的主題式直播企劃，特別是像 TWICE 這樣的女偶像，她們展示了一種
性別化的情緒勞動來服務粉絲。藉由「哄睡」的直播主題，她們釋放出類似母性
的「療癒性」姿態和氣質，使粉絲感受到自己是被呵護著的感覺，同時還調節自
己的情緒狀態及行為以契合直播所需要的內容，且付出心力與粉絲進行各種互動
式的勞動，這些都讓所有人能夠輕易地就沈浸在這共同構築的獨特場域裡。而此
種形式的主題式躺播讓偶像具有角色多變的魅力，也使得它成為韓國偶像在做直
播企劃時，會選擇的一種類型。
TWICE 在 V LIVE 上做個人特色直播和主題式直播，為的是將自己的形象延
伸、擴展到其他領域。由於經紀公司不採取以前經營偶像時會使用的偶像神秘主
義，而是持續挖掘每個成員間尚未被展現出的魅力來給大眾看，像是本身少女可
愛的面貌、努力謙虛和平易近人的個性、真實的談話與行為等等，因此，使得
TWICE 這些舞台下親近大眾的模樣，幫助她們打破了大家對她們在舞台上有著
光鮮亮麗、成員各個美麗的既定印象，而對她們有更多的認知。現在只要提到
TWICE，大家對她們多是給予漂亮、活力、少女、可愛、謙虛、勤奮努力的形容
詞，又或是知道成員有人是遊戲宅女、草莓愛好者、吃貨等形象，她們透過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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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直播創造的是一個成員各自皆持有多種特色的團體風格，同時，也是一個將
TWICE 自成一格的形象串連在一起展現的系統。
個人特色直播和主題式直播兩者間雖然在企劃的規模上有些差異性在，但很
重要的一點是，它們都將「日常風格化」放進了直播中。透過「日常風格化」的
操作，將平時日常生活中會做的事情轉化為一種特殊風格形式，並且套用到直播
內容裡進行展示，創造了能給予偶像展現自身多種樣貌的機會。同時，也讓直播
節目的內容不僅為偶像建構了親近大眾且就像你我身邊的人們般的真實性，還有
了更多的新意來滿足粉絲的需求，並使得粉絲有了繼續駐足在 V LIVE 這個直播
平台上的理由。

三、直播也是工作的一部份
在前面所描述的偶像日常直播內容中，其強調的是「日常」型態的直播，多
是偶像在閒暇的時間、休息的空擋、行程結束後、在飯店或宿舍休息的時候，將
自己的日常樣貌開直播展現給粉絲看。並且，會選擇開這類型直播的契機，多是
因為想與粉絲多多交流這項理由，因此，偶像做這類直播的行為基本上是出自於
一種對粉絲的愛意。然而，這種經營粉絲群體的行為，本身就屬於他們工作的範
疇之一，所以在無形之中，也成為了一種無異於他們平時工作的勞動。除此之外，
在偶像的直播內容中，也並不是只有上述這些情況才會進行直播，像是工作中的
模樣、工作時的待機時間、為了宣傳自己的相關活動等情境，這些也能時常在他
們的直播裡見到。由此可見，偶像們的生活在與直播密不可分的情況下，使得日
常與工作間早已無界線可言。
TWICE 的直播中，常見她們在工作待機時間、下班搭著保母車開著直播與粉
絲互動，又或是在日常直播中提到她們工作、廣告和活動的內容，自然地向粉絲
推廣自身的廣告代言、宣傳出演的節目訊息，透露工作的一些幕後故事或提前爆
料回歸內容的消息等等（圖 28）。從這些種種跡象來看，能了解到偶像本身的生
活與工作已混合在一起，沒有明確的劃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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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TWICE 直播內容中，各種與工作有關的閒聊內容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還有，在前段分析的 TWICE 個人特色直播，以及她們與 V LIVE 合作的主題
式直播，同樣也是將直播這個媒體渠道運用至工作中的一種展現。首先，個人特
色直播與主題式直播這兩者的共通點在於皆是事先安排好的，並且會被列入到
TWICE 行程中的直播形式，它們通常會在各個官方社群網站上預先通知開直播
的日期時間（圖 29），有些甚至會提前個幾天先開好直播的頁面，讓粉絲能夠先
行留言、按愛心，為直播活動先炒起熱度。而這樣本身原就著重於突然開播特性
的直播模式，由於個人特色直播和主題式直播主要是用來行銷偶像，然後也是偶
像公開進行的工作行程，會預先排定之關係，因而在直播前採取了事先宣傳開播
時間的策略。這不僅讓即時性的直播有了可以更彈性地調整播出時間的可能性，
同時也讓粉絲在本來沒預期到偶像做直播時所感到的驚喜、興奮情緒，又因可調
節播出時間點的原因，使得內心多了一層期待感，並且不自覺地會自己主動倒數
和等待播出時間的到來。

61

圖 29：個人特色直播與主題式直播的時間通知畫面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與官方 SNS、V LIVE 官方頁面）
接著在直播的進行上，也都不同於其他一般的日常直播。這兩種直播皆會由
工作團隊準備特定的拍攝空間進行，特別是主題式直播，總是會準備符合直播主
題的華麗佈景，並且在畫面呈現上，還有多種角度攝影的轉換，可見得該直播背
後的企劃團隊，並非 TWICE 平常在日常情境下所開的直播形式能夠比擬的規模。
不僅如此，在主題式直播的內容中，也時常看到她們提及工作上的內容與感
想，例如：
「今天我們結束打歌了」
、
「第一次在國外拍 MV」
、
「因為我們對專輯費
盡心思，所以對這張專輯的感情更深」、「能參與作詞很有意義」等等（圖 30），
積極地與粉絲、觀眾分享在製作、宣傳專輯時的情況和自己的心情。像這樣把直
播運用到工作中，又或是將工作納入直播內容一部分的方式，說明了直播並非單
純給偶像進行日常直播而已，它作為一個有效的新媒體溝通管道，不斷地擴張和
涵括各式各樣類型的節目內容，就連工作的情況也不放過。這種做直播的模式，
讓粉絲除了原本就能透過直播觀看偶像日常之外，還能瞭解到更多私下工作的樣
貌，而對偶像來說，則是在粉絲經營、鞏固粉絲圈的工作上，獲得了相當大的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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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主題式直播中提及工作內容與感想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以上這些直播內容，彰顯了做直播不全然是偶像有空閒時就會做的事，在工
作時，他們也是有可能做直播的。更重要的是，偶像娛樂產業把做直播這件事視
為工作的一環，將直播當作是一種行銷工具來形塑偶像的個人形象和進行作品宣
傳，以放大直播運用在偶像與粉絲交流溝通上的最大效益。而為了達成偶像對各
種利益的追求，以及滿足粉絲欲見到偶像多元發展的需求，此種商業化的走向，
更促使直播自然地融入到偶像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中，使得日常與工
作不再是毫不相干的兩件事，而是彼此緊密相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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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潛藏的危機與秩序的失控
一、赤裸裸的窺探：陷入隱私洩漏問題的偶像
當偶像透過 V LIVE 直播展示私人領域的場景，這便意味著他們主動抹去了
自己與粉絲、大眾之間的界線，將各種生活瑣事開始攤在陽光底下，並給予所有
人能夠任意對自己個人的性格、道德和生活周邊事物品頭論足的機會。但是，直
播中將私生活過度的曝露，也可能招致一些負面的發展。在粉絲們深深地沈浸在
監控與偷窺的快感時，與偶像們的交流可能就不是一昧稱讚而已，而是批評詆毀、
做人身攻擊，甚至威脅到社會安全。
偶像的日常生活狀態在鏡頭下通常會被放大檢視，直播畫面中只要有一些蛛
絲馬跡，就能讓粉絲有跡可循。因此，不經意的畫面展示時常會導致一些粉絲肉
搜偶像位置，又或是打電話騷擾偶像的事情發生。以 TWICE 來說，她們曾經在
結束演唱會行程，回飯店的路上被粉絲跟車。成員 MOMO 與多賢為了與粉絲交
流而在車上進行直播時，卻在直播途中突然察覺到外面有異常，並藉由其他同車
成員的告知瞭解到粉絲的危險跟車行為：「怎麼了？」、「跟過來了！」、「真的
嗎？」、「嗯，因為開著燈。」（圖 31）透過以上短短幾句對話便能知道，車裡開
著燈做直播成了粉絲追蹤她們最好的目標物，而為了保護自己的隱私與行車的安
全，她們也只能果決的與粉絲說再見，然後馬上關掉直播。

圖 31：TWICE 做直播的途中發現被粉絲跟車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64

至於偶像的宿舍生活，也是粉絲最好奇和時常關心的部分，因此，有時粉絲
會透過聊天室留言表達希望偶像在他們的宿舍開直播的願望，藉此方式來窺探偶
像的私人生活空間。像這樣的情況，TWICE 也有遇過。當她們被粉絲問到：
「能
否在宿舍再做一次直播？」時，她們反倒希望粉絲能夠一起來守護她們的宿舍的
個人空間（圖 32）
，並且解釋了以前經常在宿舍開直播的她們為何會改變此作法。
過去，她們剛出道時在宿舍做了很多直播，導致很多粉絲透過直播中被入鏡
的各種環境線索推測出她們的宿舍地點。隨著知名度的提升，宿舍時常看到粉絲
們蹲點，且連帶那附近經過的路人都知道哪個位置是她們的宿舍，甚至影響到周
邊住戶的生活品質。雖然她們認為粉絲可能是基於喜愛和好奇她們的心理而這麼
做，但為了不影響到其他人和保護自身的個人隱私，她們對於在宿舍做一些有趣
的直播或談論關於宿舍的話題時，漸漸地變得小心翼翼而不再做有關宿舍的直
播。由此可見，偶像在累積了一些直播經驗後，會開始遇到個人隱私被侵犯或私
密領域被侵入的問題，而為了減緩這類的負面影響，他們最多只能軟性的對粉絲
呼籲和選擇調節自己做直播的方式。

圖 32：TWICE 呼籲粉絲請保護她們宿舍的隱私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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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粉絲在成員娜璉、定延、SANA 與彩瑛做直播的時候，打電話、
傳簡訊騷擾。不過，通常這種來電，成員表示都不會接，並希望粉絲們不要再花
錢買她們的個資了。然後，她們也分享了平常遇到這種不明電話騷擾的心情與自
己的應對方式。對於這種騷擾，成員主要是不勝其擾，同時感到沒意思、不害怕
了，以前甚至還接過電話，然後訓了粉絲幾句。不過，此情況通常還是會讓她們
覺得粉絲非常沒有禮貌，並且打擾到她們的生活作息，所以這種親近偶像的方式
到最後也只會馬上被她們拒接與封鎖。
然而，在這樣習以為常的情況下，還是有令她們感到煩人的一點，因為若是
要為了此問題去換手機號碼，連帶的她們的銀行卡號也必須更改，還要聯絡保險
公司，整個事情會變得非常的麻煩。因此，她們透過直播鄭重地告誡了打電話給
她們的粉絲們：
「為什麼偏要做我們不喜歡的事？」
、
「打電話，我們一定不喜歡，
但如果來見我們的話，我們會非常歡迎。」
、
「就算拿著我們的電話號碼，也沒人
會誇獎、沒人會給錢，有什麼好的？」
、
「請保護我們的隱私，好嗎？」
、
「這種做
法是不對的！」
（圖 33）
。而從這些備受困擾的反應來看，確實讓粉絲能夠感受到
她們對此事的嚴肅看待，甚至也讓其他粉絲有了「明明不是我做的，卻有種被教
訓的感覺」。

圖 33：TWICE 對於粉絲的電話騷擾感到厭煩
（來源：截自 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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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wick（2010）和 Raun（2018）都曾提過類似的觀點，表示在網路社交媒
體上分享日常訊息的行為有助於親密內容的交流及與他人親密關係的擴散。而這
樣以「數位親密」構築關係的方式，讓人能夠沈浸於由日常轉化為新穎的娛樂和
社會互動形式的奇觀之中，並與他人建立更親密的連結。但是，Bateman 等人
（2011）指出這種越來越融入日常生活的網路社交應用情況，卻也導致私領域與
公領域的界線變得難以界定。正如這些學者所述，偶像透過直播平台展現了自身
的日常生活和表露內心的情感，藉此和粉絲建立超越距離的情感與友誼，並操作
自己與粉絲間的「數位親密」關係。然而，從直播的內容中卻可見一些極端的粉
絲做出跟車、要求觀看私人空間、直接駐守在偶像宿舍，以及個資洩漏所引發的
電話騷擾之行為，這在在都顯示了直播不只擁有幫助偶像建構吸引人的另類形
象、促進偶像與粉絲兩者的親密關係、擴張偶像內容的多樣性等正面的作用，同
時還會產生顛覆偶像與粉絲關係的負面效應，例如：面臨人身的危險、被揭露個
人隱私和私密領域被侵犯，導致兩者間在交流溝通上不總是甜蜜而圓滿的理想模
樣。
也有其他韓國偶像團體成員在直播中不小心自爆團員個人資料，讓一同進行
直播的所有人都相當傻眼的例子。新聞媒體的報導裡提到，韓國女團 Oh My Girl
的成員 Arin 在做直播時與團員效定通電話，為了讓粉絲能夠看到手機視訊畫面
上的效定，將螢幕轉向了直播畫面（圖 34），而這樣自然的舉動，卻意外地將效
定的電話號碼直接在直播上公開，發生了非本意流出個資的直播事故。這種自行
暴露隱私的行為，讓 Arin 當場愣住、不知所措，被暴露電話的效定也感到荒唐，
同時更笑倒了一旁一起做直播的其他成員。在這之後，大家馬上讓效定趕緊更換
電話號碼，並讓粉絲和觀眾不要播打這支電話，為這個意外之舉進行損害控制，
而這支直播最後也被官方重新剪輯過後才上傳供大家重播觀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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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Oh My Girl 成員效定手機號碼被 Arin 曝光直播畫面
（來源：ETtoday 星光雲、Oh My Girl V LIVE 頻道）
偶像做直播時，很容易不經意地將各種隱私資訊流出，這讓總是基於欲窺探
偶像隱私與真實樣貌心理而參與到直播中的粉絲、觀眾們，把偶像給予他們透過
直播進行窺視私密的生活、身體和自我的機會，當作是能夠進一步侵犯偶像生活
的正當理由。而這些情況不僅顛覆了偶像在做直播時企圖守住自己在公私領域的
底線之外，也讓自己面臨隱私洩露的問題。雖然直播的意義在於為偶像與粉絲泯
除網路虛擬與現實真實的界線，但是卻也可能使得偶像更容易受到傷害、粉絲則
在追星的這條路上變得愈加瘋狂。

二、闖禍了：失控的即時現場
做直播不只有隱私洩漏的風險外，偶爾也會有偶像在直播中或聊天室裡突然
失言、行為暴走，以及其他偶發事件的發生，並引起爭端與社會議論。偶像作為
公眾人物，不管是好事或壞事，無論何時都容易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高度檢視，
而當他們在「直播」上講出不雅的話語或是遇上一些不適當的對待，基於直播散
播快速的特性，更易於掀起社會對他們言論、行為舉止和事件本身的批判，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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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自身的形象，為做直播的初衷蒙上一層陰影。
偶像失言引來大眾批評與罵聲的部份，以本文的文本分析對象 TWICE 來說，
最為人所知的就屬隊長志效在 V LIVE 聊天室裡回應黑粉（Anti-Fan）10 的事件。
2019 MAMA 頒獎典禮上，志效因突然消失在座席上，引起各界諸多揣測，甚至
傳出惡意的謠言。而後，她在聊天室與粉絲進行互動時（圖 35），談及此事，澄
清了自己當時只是身體不舒服而已。但在過程中以網路用語「웅앵웅」11 描述了
那些亂說些有的沒有的、一直叫叫叫想獲得別人關注的人 ， 因而讓她被批評為
「女權主義者」而引起爭議。此話題在韓國社群的轉傳與媒體報導發酵了幾天之
後，她透過官方發出道歉信，表示由於心理因素使得自己向粉絲、大眾發出了帶
有情緒的不當言論、展現出了消極的態度，而這樣的行為也帶給團隊影響，且造
成粉絲的混亂，她為此感到抱歉。
同樣因失言引來罵聲的，還有女團 MAMAMOO 的輝人。韓國媒體報導，輝
人透過 V LIVE 與粉絲交流時，進行了飲酒直播，並且在談話間還使用了英文髒
話和粗俗難聽的話。該直播一開始，喜好 Hip Hop 音樂的輝人參考韓國熱門嘻哈
選秀節目 SMTM12 的概念，將直播名稱設為嘻哈風的「Mother Pumpkin Let’s get
it」
，然而，
「Mother Pumpkin」一詞以韓語表現使用後類似英語髒話，導致部分粉
絲感到反感。然後，在點餐、看菜單的過程中，僅是發現菜單上有名叫「蒸蛤蜊」
13

的菜式並唸了出來，也被一些敏感的粉絲誇張成她說了厭女的詞彙。而這些既

是喝酒，又是可能會造成失言情況的內容，在被輿論和其他的網友發現之後，又
以更刺激性和扭曲事件的方式將消息散播出去，引發了軒然大波。雖然後來有其
他網友提出許多證據，說明直播裡最多只講了一些令人不舒服的過度玩笑而已，
而非報導上所刊登的與事實不符之內容，然而，因此事吃了苦頭的輝人，到最後

10

黑粉：英文為 Anti-Fan，意指反對某明星的人。通常會惡意挑撥明星，或明星與粉絲之間關係。
웅앵웅：韓國網路用語，最初只是在 Twitter 上使用的詞，原為批評電影的音效，是幾乎沒有意
義的感嘆詞。後來該用語衍伸出「不想聽男性廢話」之意，而在厭男的女性社群中被廣泛使用，
也因此使得使用該詞的人常被認為是女權主義者。
12
SMTM：全稱為「Show Me The Money」
，為韓國嘻哈選秀節目。該節目帶動嘻哈音樂在韓國
的流行；同時，節目中饒舌歌手在唱 Rap 時，常說出髒話與比出不雅手勢，因此造成不少爭議。
13
蒸蛤蜊：韓文為조개찜，是一道普通的海鮮菜餚。然而，因為蛤蜊長的像女性私密處的形狀而
衍伸出具有針對女性的不雅詞彙之意義，並多用在厭女行為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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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為了不謹慎的發言而道歉，表示自己往後在發言時會更加慎重和成熟。

圖 35：TWICE 志效聊天室爭議言論畫面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韓國論壇 the qoo）
在其他的新聞媒體報導中，也會看到其他偶像團體在直播中遭遇到性騷擾、
惡意評論時，為了面對這些攻擊性話語，無意間說出一些不雅的字眼所引起議論
的事件。像是女團 Lovelyz 的叡仁在團員美珠做 V LIVE 直播時，看到了惡意留
言者的性騷擾言論，如：讓美珠給他看腿、露胸，然後又罵了她是失敗者、瘋狂
婊子等等，而這讓叡仁一時心氣不順，爆粗口罵了：「哈…那個 X 東西怎麼又在
發瘋。」
（原文：하아 저 새끼 왜애 또 지랄이야.）。雖然多數網友能理解她當下
的做法，然而她作為公眾人物，還在公開播放的直播中使用韓語的髒話辱罵這些
惡意留言者，為了社會觀感，最後仍舊以自己疏忽大意為由，向大眾感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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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偶像不僅只在 V LIVE 平台上會發生這些爭議事件，在其他也有提供直
播服務的網路影音平台上，也有惹出一些爭端。近期 VIXX 成員弘彬的酒後直播
就在韓國娛樂圈裡鬧得非常之大。他在自己的 Twitch 直播中邊喝酒邊觀看韓團前
輩們的表演舞台，然後說了些嘲諷般的批評指教：
「是誰把這種偶像音樂弄進 Band
音樂裡啊，好爛啊！」
、
「我會打那個編舞的人，什麼編舞那樣編啊！」
、
「太粉絲
了，太偶像了，色彩太濃郁了，大眾不知道嗎？選擇失敗了啊。」
，甚至，還在直
播中做出不雅的手勢，因此得罪了許多前輩與粉絲（圖 36）。最後在看到直播的
經紀人衝到他家，強迫他終止直播才結束。自己做的直播毀了自己的人生，雖然
他曾二度發表道歉文、被公司禁止遊戲直播、暫停演藝事業，整整被冷凍了五個
月，但最後依舊退出了所屬團體。

圖 36：VIXX 前成員弘彬酒後直播失態畫面
（來源：蘋果日報、噓！星聞）
雖然偶像與社會大眾一樣都是常人，但是這些失控的事件，仍突顯出了他們
本身作為公眾人物，展露私德的部分是極度需要注意的問題。偶像在抒發自己的
個人情緒與想法時，難免也會用一些平常人們常使用的不雅字眼來做分享、批評
與指教，但是這樣的情況再加上他們的個人身份，導致他們更容易被放大檢視，
並且會被直接認為是違背了在公共領域應遵守的道德規範。而偶像這樣失控且黑
暗的「真實性」內容與互動，也並非粉絲與觀眾想在直播上看到的正面、陽光的
一面，同時也會讓他們對此感到失望和生氣。因此，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發生，大
多數的偶像通常在直播上會選擇性地展現自己可展演出的「真實性」，以達到大
眾所期望的正面向上形象，以及符合社會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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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那些在直播中失控的案例外，另外在直播中也會發生偶像受到公司
工作人員屈辱對待的時候。新人女團 FANATICS 的 4 名成員穿著短裙入鏡直播中
（圖 37），通常女偶像為了避免在鏡頭前曝光都會蓋上毛毯或衣物遮掩，因此該
團隊長也是一如往常地遞上了毯子與外套讓成員遮腿。然而，這時卻被鏡頭外的
公司工作人員痛罵：
「遮住幹嘛！就是要給人看的啊！你是笨蛋嗎？」
，隨後影片
中更出現了「啪！」的聲音，瞬時畫面裡的成員們噤聲且面露尷尬，最後交出了
毯子與外套。整段過程讓人看到了韓國娛樂圈的黑暗面，直接地把偶像當作是商
品看待，並強調他們向來就是要給人消費的存在，同時，也說明了女性偶像在演
藝圈裡的弱勢地位，以及女性身體本來就是要露出來給人看的刻板印象。而這種
被「教訓」的情況，除了會讓粉絲擔心偶像私底下是受到怎樣的對待之外，同時
也反映出韓國社會某種程度上的厭女情結，他們對於這樣不遵守父權體制規矩的
女性會給予懲罰。

圖 37：FANATICS 成員遭公司工作人員不當對待之直播畫面
（來源：FANATICS V LIVE 頻道、ETtoday 星光雲）
以上這些在直播裡發生的各種糟糕情況，其事發的過程與結果，最後都引發
了不小的輿論罵聲和批評，受到人們強烈的唾棄。換個角度想，其實大眾會厭惡
這種不堪的偶像內容，反應了社會對偶像本身、甚至是他的直播內容都抱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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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遵守世俗規矩的要求。同時，偶像作為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大家對他們本就
有所盼望，希望他們所展現的皆是良善的一面，並帶給世界歡樂。在此脈絡下，
可見得偶像透過直播展現出的正向力量，對於粉絲和觀眾來說是必要的內容，並
且也詮釋了為何偶像在直播中最重要的就是販賣自己日常生活化的正面形象一
事。此外，做直播或在聊天室閒聊對於偶像來說，雖然是個能夠與粉絲和觀眾多
多互動交流的好機會，然而這些層出不窮的爭議事件，也讓人意識到直播並非只
為偶像帶來好的效益。直播服務就像是把雙面刃，讓偶像擁有更便利的方式與粉
絲、大眾進行溝通、聯絡感情之餘，卻也有著必須承擔突發失誤的風險存在著。
因此，要如何妥善運用直播這個工具，不僅偶像要學會自我管控外，另一方面也
考驗著韓國經紀公司的操作能力，否則偶像的 LIVE 模式往後仍可能持續引發一
些負面問題。

三、並非完全「自由」的直播
直播所導致的公私界線模糊，甚至私人領域受到侵害，即 Garfinkel（2001）
所描述的「隱私已死」情況。而這種破壞隱私的社交動力，同時也挑戰了人們自
身對隱私的管控能力（Grimmelmann, 2009）。因此，為了降低直播在損害個人領
域隱私及行為與私德上的失控風險，還有符合社會規範的審查，要如何「安全地
做直播」成為偶像與其經紀公司必須去學習和思考的癥結點。在現階段的 V LIVE
直播上，沒有一個能夠完全阻絕侵害偶像私領域與化解爭議事件發生的方式，只
能仰賴偶像在接受過公司的教育訓練與提點後而對自身直播內容所設下的審查
機制，像是素顏或有造型的情況選擇不入鏡、特定問題不回應、採取遮掩可辨識
當前位置和空間線索的手段與使用直播平台所提供的非可視直播服務等方式，再
加上公司經紀人從旁協助、監督與管理，藉此盡可能將直播的風險減到最低。不
過，以這種形式緩解偶像的即時直播現場所可能產生的危機，難免不會犧牲到一
部分的「自由」，且說明了偶像做直播其實並非完全隨心所欲、想做就做的。
當 TWICE 在進行直播時，若是遇到有不方便露臉或是怕對尚未公開的工作
有爆雷的情況，她們通常會自主採取不正面回應、不入鏡，只在鏡頭外出聲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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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圖 38）。在她們的直播中，時常遇到被粉絲詢問現在正在工作的內容是在做
什麼、回歸的歌曲和造型是怎樣的風格，這時為了避免這些私人的工作內容提前
露出，她們會在鏡頭前遮掩自己的樣貌，像是戴起帽 T 的帽子、只露出身體或是
乾脆遠離直播畫面說話，藉此讓粉絲無法透過畫面的蛛絲馬跡來猜到工作是與何
種內容有關，不然就是在以秘密為由，不說就是不說，拒絕向粉絲透露相關線索。
不過與此同時，這也意外地強化了吊粉絲胃口的效果，讓他們期待未來會推出怎
樣的作品或是活動。

圖 38：直播中不正面回應、遮掩自己、不入鏡只出聲的 TWICE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又或者她們會使用 V LIVE 直播平台所提供的 Voice Only 服務（非可視）來
調整做直播內容的形式（圖 39）
。在 Voice Only 的直播中，TWICE 通常是將直播
定位為「非可視的廣播」形式，因此會時常會選曲播放給粉絲聽、讀粉絲的留言
進行回覆，以及玩起聲音模仿、聽音樂猜歌、聽人聲猜成員等遊戲，大多數的內
容與一般的日常直播無太大的差異。然而，她們在使用此功能做直播的時機上，
大多是在進行非公開工作，或是晚上與凌晨在宿舍就寢之前的時候。從這樣的時
間點和直播當下狀況來看，要 TWICE 能夠在這些情況下自由隨意地開直播，一
般來說，是對她們有些為難。但是，V LIVE 所提供的 Voice Only 功能，給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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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能在避免工作內容提前曝光、宿舍隱私暴露的狀態下，簡單且方便地就能遮
掩自己不能公開的造型，或是守護自己偶爾不願向粉絲展現的素顏面容，而且，
透過讓她們只出聲音的方式，也能自在地與粉絲交流溝通。此種形式的直播顯示
出，該平台上的科技是能被調整成為偶像可使用控制的，以藉此來符合他們自身
的利益。

圖 39：TWICE 待機時和睡覺前做「Voice Only」的直播畫面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此外，經紀公司與經紀人的監督與管制，也在直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 TWICE 的直播中，偶爾會看到她們的經紀人們出現（圖 40）
，又或是直播內容
的對話中暗示著經紀人的存在及公司在背後管理著她們做直播的情況（圖 41），
由此可見，偶像能開直播大多是需要經過公司或經紀人同意才能進行的。
經紀人作為一個幕後工作者，其實很難想像得到他們會出現在偶像的直播中。
然而，偶像在做直播時，常遇到一些困難或麻煩，像是做煮播的時候，瓦斯爐開
不起來，經紀人就得出面幫忙，協助把瓦斯爐點燃。或是有時候偶像也會邀請經
紀人入鏡跟粉絲打招呼，並與偶像一起與他們交流互動，協助偶像在直播內容的
生產上變出一些新花樣。從以上這些情況來看，其實也可發現在偶像做直播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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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經紀人大部分都會陪在偶像身邊，一方面是扮演著前述所提到的助手之角色，
另一方面，也有著監督偶像內容之意義在。

圖 40：TWICE 直播中出鏡的經紀人們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經紀人在直播中最主要還是扮演管理與監督的作用。TWICE 在出道初期時，
做直播的狀態略顯生疏，不僅尚未習慣直播的進行模式，對於該如何調節做直播
的內容也是難以拿定，因此，不時地會看向鏡頭外的方向，詢問在一旁的經紀人。
就如〈圖 41〉中上面兩張圖的情況，她們不太確定能不能向粉絲展示她們工作時
的伙食，所以就向經紀人詢問能否給大家看她們的餐點，但是可能有一些不方便
的考量，最後得到了「不行」的回應。像這樣的對話內容，點出了經紀人對於直
播內容的展現上，握有一定的權力。另外，跟酒有關的直播也是被管控的部分。
由於 V LIVE 直播基本上是全年齡可觀看的節目內容，但酒品是有年齡限制的，
若是要喝酒的話，就會成了 19 禁

14

直播，會不符合節目播放原則。因此，曾有

想要邊喝酒邊做直播的 TWICE（圖 41 右下）
，馬上就被經紀人來電阻止，並告知

14

19 禁：為韓國影像分級制度。指的是 18 歲以上成年人才能觀看的節目內容，並且該節目因年
齡限制的關係，不允許在晚間 10 點之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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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遵循規定絕對不能在直播中喝酒，不然很有可能會引發問題。
至於公司的部分，同樣是扮演著監督管理者的一方。雖然 TWICE 鮮少在直
播上明說她們做直播是需要經過公司同意，最多只會提到公司相關人士會觀看直
播而已，但是在〈圖 41〉左下圖的美國巡演的直播中，提及了她們這支直播是「背
著公司開的」
，而這顯示了公司在約束偶像做直播的行為上，也具有一定的權力。

圖 41：管理和監督 TWICE 做直播的經紀人與公司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以上這些被監督管控下所展現出真實性的直播內容，由於其本身在直播過程
中早已有所調節，因此在直播平台上都能持續且完整收看。然而，少數直播中仍
有偶像無法自制或經紀人和公司無法解決的情況，像是可能會引發爭議和有第三
人入鏡之直播，如：TWICE 成員們一時興起想要整人，然後對成員做隱藏攝影
機，偷拍被騙反應的直播（圖 42）
，或是 TWICE 直播中途錄進了與外送員的對話
等。這種容易引起粉絲間誤會或是易造成個資外漏風險的內容，事後經審查，最
後通常都會直接由官方在直播結束後重新剪輯上傳或逕自刪除，不留在平台上給
粉絲觀看重播和流傳，以減少這些會帶給偶像負面形象與隱私可能被侵犯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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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被刪除的 TWICE 整人（整成員）直播
（來源：TWICE V LIVE Archive by @twicebot_的雲端硬碟）
從本章分析 TWICE 和其他偶像的直播來看，這樣高度使用 VLIVE 直播展現
偶像日常真實樣貌的方式，確實有助於他們向粉絲和觀眾宣告自己僅是個職業是
「偶像明星」的普通人，他們像大家一樣會喜怒哀樂，有著沉著穩重且正經的一
面，也有著調皮搗蛋的歡快模樣。同時，更透過日常風格化的直播節目，加強了
自己原有的形象，以及發展其他的個人特質與另類專長。由於本文主要是以
TWICE 為研究對象，因此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到韓國女團容易在直播中建構各
種女性的特質。除了本身在大眾面前所展現出基本的形象——可愛、漂亮、惹人
疼的樣子，藉由日常風格化的直播內容，其實也形塑出溫暖、療癒的氛圍，甚至
是散發母性的氣質，她們將自己內在多樣化的面貌充分地延伸開展出來，並以此
吸引更多人對她們的關注。而這種直播模式，不僅呈現出直播終將偶像品牌化、
商業化的結果，同時，也反映出韓國當下的流行文化、重視個人外表的社會風氣
等社會層面之議題，說明了偶像直播與在地社會、文化緊密相連的關係。
這樣積極地運用直播，對於過去的韓國娛樂產業來說，是想都不曾想過的操
作，甚至還可能認為對公司在經營偶像事業的時候，存在著會造成損害的風險，
因為一旦出錯便會影響一直以來所投入的資金與努力。然而，現今的娛樂產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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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願意在直播上耗費心力，是因為瞭解到即便會有風險問題，但只要讓偶像清楚
意識到要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避免在直播上製造麻煩，並對直播內容進行對真
實性的操作、治理與管制，適時的犧牲一些在做直播上的「自由」
，便能維護他們
的形象，且也讓偶像娛樂產業有了持續擴展發展的空間，以及能夠去追求更多商
業利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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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K-POP 偶像與粉絲在 V LIVE 上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偶像、粉絲與 V LIVE 共同建構的數位交流
一、偶像與粉絲在直播中的各種互動
由於 V LIVE 直播平台本身主打的就是讓偶像與粉絲能夠進行交流的空間，
因此在該平台的直播內容中，可見到偶像與粉絲之間一來一往的溝通樣貌。此外，
在平台的各式各樣功能中，也可見這些官方提供或販售的服務，促使偶像和粉絲
共同建構出一個穩定又具忠誠感的互動關係，且更致力於為粉絲打造出一個友善
的追星空間，同時也讓偶像能夠從中獲益的雙贏模式。
（1）偶像「日常化」的交流內容
首先，偶像與粉絲在 V LIVE 直播過程中的互動，主要是透過聊天室進行交
流。偶像會在進行直播時，會不時地觀看粉絲的留言與回饋，並且挑選一些留言
內容來回答。雖然這些留言，偶像並不會全部都回應，但是這樣的互動，也依舊
讓粉絲有種每天都在接觸偶像的感受，甚至是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像是偶像
從未消失過一般。由此可見，直播對於偶像與粉絲間的親密交流有著很大的影響
力。
這些直播中的各種互動情形，從前一章分析 TWICE 直播的內容可得知通常
是相當「日常化」的。偶像在直播一開始的時候，都會向直播螢幕前的粉絲與觀
眾打招呼，然後說明一下今天為何開直播。而開直播的原因有時是因為工作待機
無聊為了打發時間所以做直播，有時則是今天想念粉絲所以開直播，又或者是想
要展示有化妝、個人狀態良好的模樣給粉絲看等等。透過以上這些由偶像親自傳
達出的資訊，不僅讓粉絲能夠感受到偶像對他們所積極表達出的愛意，同時也藉
此展現了偶像的每一個面貌跟心情都是盡可能想無私地向粉絲們公開的一面。
以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 TWICE 來說，她們很常在直播中說著：
「想念粉絲了
～」
、
「時隔很久，想跟粉絲們打個招呼！」等相似的內容，將平時對粉絲的掛念
之情，藉此直接地告訴粉絲。近期更因疫情關係導致線下活動驟減，使得偶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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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粉絲的心情又跟加強烈，成員 SANA 就在直播中表示：「我也很想念粉絲！為
什麼只有粉絲才能透過 V LIVE 看我們呢？」
（圖 43）
。像這樣偶像在直播中展現
出想見粉絲想到反倒嫉妒粉絲能夠透過直播就能見到她們的情感，這種情緒讓粉
絲感受到不只是只有自己單方面的想念而已，原來在沒有見面的這些日子裡，偶
像也是一直想著他們，這形塑出粉絲接收到來自偶像的關心，充分地讓粉絲感受
到被偶像疼愛的情意。偶像與粉絲之間，借助直播科技的即時性進行了這些簡單
的對話，製造了相互交流的機會，而這不單說明了雙方的互動關係是從基本問候
開始建構而起的，也點出科技的即時特性強化了彼此之間的情意表達。
此外，當 TWICE 因為工作而臉上帶著全妝時，如：
〈圖 43〉右圖子瑜在上台
表演前所展示的亮片妝容，這樣漂亮且令自己相當滿意的模樣，為了能夠讓粉絲
們看看，也會使得她們更有意願的開直播與粉絲見面互動，將自己日常又美好的
一面主動展示出來與粉絲分享。並且，因為是非素顏的情況，對於她們而言，在
個人容貌和狀態的展現上，也不會是自己覺得不理想的樣子，所以這種情形更提
升了她們在進行影音直播時的頻率。

圖 43：TWICE 想念粉絲、想向粉絲展示妝容而做直播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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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偶像會開始選擇粉絲的提問做回答，然後向粉絲分享自己近期或每一
天的生活瑣事，好讓粉絲更進一步知道有關他們的一些日常 TMI，並且對他們的
個人資訊更加瞭若指掌。
在 TWICE 的直播中，常見她們答覆粉絲在聊天室中所留下的訊息，並且與
粉絲分享各式各樣內容超級詳細的生活瑣事。像在〈圖 44〉中，SANA 與多賢兩
人看到粉絲說自己現在要開始打工了，就回覆了「加油！」
，為得去工作的粉絲應
援、提振精神。接著讀到粉絲向多賢提問的衣著問題：「今天穿的格子褲是新品
嗎？」愛穿格子褲的多賢看到粉絲在關心自己的衣著喜好，便開心地積極的一邊
在鏡頭前展示自己熱愛的褲子，一邊誠摯地為粉絲解惑說：「這個不是新品。」

圖 44：SANA 與多賢回應粉絲的提問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而〈圖 45〉的直播裡則是多賢向粉絲描述她一整天的行程與日常行動。在巡
演結束後回到飯店後，想念著粉絲而打開直播與粉絲見面的多賢，為了讓粉絲瞭
解她今天做的、發生的所有事情，便開始細數從自己早上起床後的每一件大小事。
多賢邊思考邊分享說道：「今天起床後，起床後穿衣服，穿了這件褲子和這個
TWICELIGHTS 衣服，去表演場地彩排，然後做了一下按摩，吃了飯。」然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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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又一邊自問自答，一邊反問粉絲：
「我吃了什麼？知道我吃了什麼嗎？」用著相
當可愛的語氣試圖在自述過程中與粉絲互動。接著，她又馬上公佈了自己的用餐
內容和講述後續所進行的事情：
「吃了白飯、泡菜和湯。吃完飯，換上舞台服，拍
了 Comment 影片。演唱會 6 點開始，結束後又吃了飯，晚上吃的是…泡菜、生菜
和番茄，豆腐和…飯後吃了葡萄柚、柳橙，水果和藍莓優格拌在一起，當飯後甜
點吃了。然後回到這裡。」整段內容，多賢相當認真地把瑣碎的日常行動一五一
十的都跟粉絲報告，開誠佈公地公開了自己的一天。

圖 45：多賢詳細介紹他的一日生活內容（畫面節錄）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這些彷彿是向愛人報備一般的回應粉絲留言、分享日常瑣事之行為，透過數
位的中介，重新調整了偶像與粉絲之間的距離，讓彼此不管是在情感上的，又或
是地理上的，變得更接近、更親密。而這種偶像與粉絲的互動也改變了過去韓國
偶像較專注於展現專業上完美的模樣，以及藉由隱藏私人的部分和鮮少在媒體上
露出來標榜「神秘主義」形象的形式（Kim Ha Jin, 2016；Lee Sang Won, 2021）。
現今的偶像為了和粉絲建立起緊密的紐帶關係，反倒開始以「親近」為目標，將
「溝通主義」定為與粉絲親密相處的基礎，藉此來強化他們與粉絲間的情感連結
（Kim Ha J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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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效貼紙豐富偶像的直播形式
直播的當下，偶像還會使用 V LIVE 所提供特效貼紙功能，來填滿有時會陷
入沈默與空白的直播內容，並且藉此來增添更多的娛樂效果，使得粉絲能夠在觀
看直播的過程裡獲得加倍的樂趣。
正如前面第四章中〈志效的本格五感滿足 VJ LIVE〉一例所分析的，藉由科
技的輔助來增添各種華麗、有趣的特殊效果濾鏡，是可以將缺乏特殊性的直播重
新塑造，打造出新的視覺與聽覺饗宴的內容。而〈圖 46〉的直播案例也同樣是在
這種科技中介所誕生的內容。在該直播的截圖當中，能夠看到 TWICE 的子瑜正
透過特效貼紙來活躍自己直播的氣氛。平時子瑜的個性、談吐和行為都是比較不
疾不徐的，因此這讓她在做直播時很容易變得安靜，甚至不知道該與粉絲聊些什
麼來進行交流互動。然而，特效貼紙所創造出的創意情境，不僅幫助了她彌補了
自己在直播溝通互動上的不足，同時，也協助她努力展現出自己可愛、逗趣、搞
怪，不計形象以求帶給粉絲歡樂的一面，形塑出一種虛擬可愛的自我風格，盡力
地讓粉絲能夠從她的直播中得到愉悅和幸福感。

圖 46：子瑜在直播中玩起 V LIVE 的特效貼紙功能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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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一般社群媒體上的直播服務，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直播內容增添了許多
科技效果。V LIVE 藉由提供相當強的科技形式來形塑自身平台的特色，而這促
使偶像更積極運用其與粉絲進行互動，建構自己在直播上可愛、惡搞、幽默的虛
擬形象，並且善用這些科技功能，來打造帶著自我風格的直播內容，讓粉絲能夠
從中獲得更多樣化的樂趣。
（3）粉絲在 V LIVE 平台上的行動
除了上述偶像為了與粉絲進行交流而採取的互動形式之外，在 V LIVE 直播
平台上積極參與偶像直播的粉絲們，他們在與偶像以及粉絲和粉絲彼此之間，也
逐漸發展出一套在該平台參與直播時的行為模式。
第一，粉絲為了與偶像和其他粉絲溝通，橫跨了多國語言。首先，在聊天室
裡，常看到來自世界各國的粉絲用母語將自己的愛意、日常瑣事、請求和問題拋
向偶像，以求獲得偶像的關注與回應。例如在〈圖 47〉TWICE 直播中的聊天室
截圖中，可見到來自韓國、日本，或是說著中文、英文、西班牙文、阿拉伯等語
言的粉絲，他們不停的發送著像是：
「你很漂亮，娜璉」
、
「可以用西班牙語說我愛
你嗎」
、
「做可愛的 POSE」
、
「Dobby（MOMO 的寵物犬）很可愛！！」
、
「momo 平
井桃好可愛」等等內容的留言。

圖 47：TWICE V LIVE 直播中的多國語言聊天室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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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N BOARD 的部分，同樣可以看到粉絲每天用各國語言在上面發文、貼
圖片和影片的文章，來表達對偶像的愛意。而這些內容大致上與聊天室相似，多
是向偶像講述自己對他們的喜愛、稱讚偶像的字句與繪文字（emoji）
。以 TWICE
頻道的 FAN BOARD 來說，就是「I💚YOO」、「TWICE 💖」、「It's so beautiful ✨」
等內容。不過，比較特別的是粉絲還會在上面分享 FAN ART、自己剪輯的偶像動
圖與短影片、自己的偶像舞蹈翻跳（DANCE COVER）等創作內容（圖 48），來
與其他粉絲互動。偶爾也會看到一些粉絲把 FAN BOARD 當作是解決疑難雜症的
問答版，像是請求幫忙解決不會寫的數學題目、詢問自己沒看到的直播為何沒有
重播可以看等等。又或是在上面抒發自己的心情，像是〈圖 48〉右邊的貼文內容，
有粉絲在 TWICE 的 FAN BOARD 上就發了厭惡自己人生、想死的負面訊息。這
樣極端的內容，便引起了一些粉絲的注意，在下面留下了安慰對方的訊息，並希
望他不要輕易放棄，以及提醒他還有 TWICE 和其他的粉絲們經常在這裡陪著他。

圖 48：TWICE V LIVE FAN BOARD 上粉絲們的留言與圖片
（來源：TWICE V LIV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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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聊天室與 FAN BOARD 這兩個服務內容，顯示出 V LIVE 直播平台
提供給粉絲、觀眾能一起互動的虛擬空間，是個可以進行「多面向」交流活動的
特殊場域。其中可見，偶像與粉絲的往來情況展現的是「打破語言隔閡」
，只要積
極地運用與分享文字、圖片、符號和影片內容，粉絲便能確實展露出自己的心意
而為偶像所知。至於粉絲與粉絲之間，則是突顯了即使每個人國籍不同、互不認
識，但是基於在該交流空間裡擁有共同的追星意識，彼此間就能建立起可以相互
依賴的關係。因此，在 V LIVE 這樣的線上空間裡，粉絲可說是作為網路化的受
眾，積極地與偶像、其他粉絲建立起連結和社群，以執行各種個人化的媒體實踐，
並且活躍於追星文化中的產製、流通和消費環節。
此外，V LIVE 不是只有聊天室跟 FAN BOARD 兩個管道是各國粉絲能夠隨
心所欲發文、發照片和發影片的自由空間，就連 V FANSUBS 也是該平台賦予各
國粉絲能夠順應自己意願，並且展現出主動應用平台機制的一項服務。為了能夠
讓更多粉絲了解偶像的直播內容，擁有翻譯能力且願意付出時間進行翻譯作業的
各國粉絲們，可以透過 V FANSUBS 功能中的翻譯（Translator）或時間軸（Timebar）
兩種編輯模式，自行為直播影片上翻譯字幕，以造福更多的粉絲群體（圖 49）。
依此功能，可見 V FANSUBS 的運作形式是建築在各國粉絲間的「互助精神」之
上，目標讓所有人都能一起跨越語言障礙觀看偶像的直播影片，共同享受追星的
樂趣。
從 V FANSUBS 的工作後台的狀態（Status）和成員（Members）兩個頁面所
提供的翻譯狀態資訊和翻譯成員的貢獻度數據來看，許多語言，如：中文、英文、
日文、葡萄牙語、印尼語、西班牙語、俄羅斯語、德語等等，確實都有粉絲在慢
慢幫忙提供，而這也的確應證了前段針對 V FANSUBS 功能所點出的核心意義。
同時，這也點出了 V LIVE 與粉絲之間的一部分關係。V LIVE 以讓更多粉絲能夠
看懂偶像直播的內容為名，積極地提供更多語言種類的翻譯服務。然而，這項服
務的本質正如姚建華、徐偲驌（2019）所梳理的，以投入情感和收穫滿足為特徵
的網上免費勞動正是「數位經濟創造價值的基礎」一點，解釋了粉絲們抱著對偶
像的愛意，在 V LIVE 平台上進行翻譯活動的現象背後，其實是 V LIVE 利用粉
絲們貢獻自己文本生產力（textual productivity）的「免費勞動」
，來輔助自己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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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平台上，強化發展多國語言服務的手段。

圖 49：V FANSUBS Translator 功能的工作後台
（來源：TWICE 頻道 V FANSUBS 後台）
以上所展現出的粉絲行為，說明了 V LIVE 直播平台上，粉絲與偶像，以及
和其他粉絲所建立起互動的橋樑，在各國語言的留言不受語言障礙所阻饒而不斷
往來之時，呈現出愈趨國際化的交流，全球的 K-POP 粉絲們皆熱衷於參與到瘋
迷 K-POP 偶像的潮流之中。不僅如此，同一個粉絲群體齊聚在偶像的個人直播
頻道裡所營造出的追星生態，儘管所有人非親非故又沒見過面，但是靠著偶像建
立起的志同道合關係，讓他們產生出對彼此的信賴感和歸屬感，因此，這也使得
粉絲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不管是直白地展示對偶像的喜愛、不拘束地分享自己
的二次創作的作品，又或是抒發、傾訴自己相當私人的情緒，都更加容易且敞開
心胸地傳達出自己內心最純粹的情感。
第二，藉由 V LIVE 平台的內容或功能來衍伸出其他與偶像進行交流的方式。
在這一點，一邊觀看直播，一邊瘋狂按著 CHEMI-BEAT 的愛心功能正是最重要
的部分。CHEMI-BEAT 的愛心功能，是將粉絲與偶像的關係以「心跳數」的方式
來表現，心跳數越高，代表著粉絲對偶像的喜愛程度越高。因此，當粉絲想要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向偶像展現愛意時，最常使用 CHEMI-BEAT 來具體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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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HEMI-BEAT 這樣傳達愛意的方式，不僅會影響偶像 V LIVE 頻道和影片
在平台的 DAILY CHART（日間排行榜）上的排行榜順位，在平台所舉辦的頒獎
典禮中，各個獎項也會受到該數據的影響。因此，為了要將偶像送上排行榜上位
和獲獎，粉絲們會努力地透過日復一日地觀看影片、按愛心、造訪偶像的頻道來
幫偶像的直播內容刷數據，有策略性地使用偶像的頻道及觀看偶像的直播內容。
需要投票時，則是天天使用多個帳號為偶像投票來贏得提名部門的獎項，以替偶
像爭取更多的曝光度、創造熱度，以及爭取更高的名譽。
從〈圖 50〉中便能看到右上方的頒獎典禮獎項選定方式說明圖展示了 2019
VLIVE AWARD V HEARTBEAT 的三大頒獎內容，分別是 GLOBAL ARTIST
TOP12、GLOBAL ROOKIE TOP5、THE MOST LOVED ARTIST。其中 GLOBAL
ARTIST TOP12 和 GLOBAL ROOKIE TOP5 這 兩 者 的 產 生 方 式 是 以 統 計
2018.12.01–2019.09.30 這段時間在 V LIVE 上的觀看數、愛心數、留言數的總和
數據來選定。而 THE MOST LOVED ARTIST 則是 100％的事前投票來選定。右
下角與左下角的 DAILY CHART 截圖畫面顯示的是全球截圖當月份凌晨 12 點時
在 V LIVE 上的頻道排名和影片排名。在頻道產生排名的部分，計算的是該頻道
觀看數所轉換的「播放分數」，以及粉絲在頻道簽到的頻率轉換而成的「按讚分
數」；影片排名的部分，則是注重播放數、愛心與留言的總量。
由上述內容可見得，數據的存在，對於 V LIVE 的頒獎典禮和 DAILY CHART
來說，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只要每一個偶像頻道、每一支在直播平台上的影片，
有著大量的數據基礎支持，便能對排行榜與獎項發揮影響力。因此，為了能夠左
右這些平台的運作機制和數據，幫偶像衝榜單和拿獎項，粉絲們在 V LIVE 直播
平台的追星路上，開始有組織性的進行宣傳與動員，用盡心力的要為偶像衝後台
數據。而這就正如 Zhang ＆ Negus（2020）所表示的，粉絲們意識到這些數據的
重要性，認為它們是可以為他們所追隨的音樂人或偶像帶來好處，且增強其成就
感和影響力。像〈圖 50〉左上角的截圖，便是 TWICE 的聯合宣傳組在 Twitter 上
努力宣傳、試圖動員粉絲在時間所剩無幾的投票期限內，趕緊運用自己的帳號，
在 2019 GLOBAL V LIVE TOP10 的投票活動中，為偶像投下神聖一票的證明。下
面還有粉絲回應這個行動，並說著：「自己的帳號兩個投起來～」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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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典禮頒獎選定方式、粉絲聯合投票宣傳、V LIVE 影片與頻道排行榜
（來源：V LIVE 頻道、網路）
為了衝愛心數，粉絲還會花錢購買 V LIVE 所推出的 V LIGHTSTICK 商品來
連動 CHEMI-BEAT。讓自己在觀看直播、點擊 CHEMI-BEAT 時，能夠透過升級
成 V LIGHTSTICK 的點擊處，來產出比原本單純按 CHEMI-BEAT 時更多的愛心
量，並且加倍表達自己對偶像的支持（圖 51）。此外，也有部分粉絲會運用手機
的輔助設定功能（限定 iPhone）來按愛心。而這個方式主要是透過手機功能錄製
一個能夠自動點擊愛心的切換控制鈕，好讓粉絲在觀看直播時，不再是手動按
CHEMI-BEAT，而是更輕鬆的在不需要讓手休息的清況下，點擊出更多愛心，藉
此大量增加直播受到喜愛的實際數據。從點擊愛心的方式來看，可見這種單純的
勞動是能被「科技代勞」的方式取代的。這樣運用機器來代替粉絲進行情感勞動
的手段，協助粉絲在追星的時候可以更輕易的來達到自己要幫偶像打榜的目的，
並且也成為了粉絲在持續擴張自己追星模式時可操弄的利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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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V LIVE 開發的 V LIGHTSTICK 商品
（來源：V LIVE）
再者，前面所提到的 CHEMI-BEAT 的功能，也會從最近一年的活動數據來反
映了粉絲參與 V LIVE 偶像頻道的程度，並以排名和等級的方式顯示。只要參與
的活動越多、所佔的比例越高，在粉絲群的排名就會越前面。為了要維持排名、
升級排名，粉絲在加入喜歡的偶像頻道後，透過努力觀看頻道的影片、簽到、分
享、撰寫貼文、留言等方式，便能提升自己的 CHEMI-BEAT（圖 52）。
由於研究者本身也是 V LIVE 直播平台的使用者，且主要追蹤的是 TWICE 的
頻道，因此就研究者本身在 V LIVE 上的 TWICE 頻道排名數據來看（圖 52）
，該
平台準確地列出研究者在 TWICE 的頻道上觀看了 384 次 LIVE、956 支 VIDEO，
以及 117 次的 VISIT 和 0 次 SHARE 的操作數據，並以這個活動量為基準，決定
了研究者是等級 7 的使用者，且說明了在有訂閱 TWICE 頻道的 8,628,639 人之
中，研究者位居第 16,079 位的排名。
從前面討論的偶像排名、點擊愛心，再到粉絲名次，V LIVE 這種將偶像當成
是可被量化的主體，以及把粉絲的使用習慣轉換成具體數字的做法，不只是偶像
可以從中獲得名聲上的利益而已，他還促使了粉絲努力挑戰升等，將排名提高以
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同時，更刺激了粉絲間的競爭意識，建構了彼此之間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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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階關係。不僅如此，這樣被大數據邏輯所束縛而量化勞動與愛意的粉絲，也成
為新自由資本主義擴張的新工具。在數據的推動之下，粉絲情感進一步演變為可
量化的標準，成為爲偶像提供流量和資本的泉源，而這改變了粉絲行為和社群的
運作機制，並且反映出大數據時代下生產與消費模式的革新，影響了粉絲文化的
生態。

圖 52：粉絲 CHEMI-BEAT 的排名計算規則與研究者的排名
（來源：V LIVE）
除了上述這些策略性利用數據來提升偶像在排行榜、頒獎典禮中的地位的分
析，Zhang ＆ Negus（2020）也曾提及藉由創造和再利用各種媒體內容，是可以
進一步放大偶像的可見性，並且增加數據流量的。因此，最後將分析偶像的直播
畫面被截圖下來，然後進行偶像迷因圖或是惡搞圖等二次創作的部分。
在偶像的直播中，時常會出現一些有趣的表情或行為，而這些畫面在粉絲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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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後，便成為了粉絲們揮灑自己創意的重要素材。在〈圖 53〉中，從左到右依序
可看到 TWICE 彩瑛的疑惑臉被配上了 6 個問號，充滿疑惑、娜璉直播裡各種誇
張的表情被惡搞堆疊展示、志效豪放的笑容搭上了 LOL（Laugh Out Loud）放聲
大笑的網路語言、多賢驚恐的面容被搭上了「我看了什麼」的話語、得意笑著的
娜璉手上被 P 了紙鈔，做成了象徵炫富的圖、憋著嘴的多賢合適地配上了「哼！」
的情緒話語、多賢張手的手勢則被粉絲有想像力地被 P 成了火影忍者，以及本身
即有著企鵝形象的 MINA，在直播裡剛好跳起的模樣，就像電影《快樂腳》的企
鵝一樣，因此被 P 在一起。

圖 53：TWICE V LIVE 直播畫面的二創惡搞圖與迷因
（來源：網路）
這些被粉絲從 V LIVE 截圖出來，然後經過再製創作出來的惡搞圖與迷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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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幽默、使人易於理解其意涵和能夠大量傳播的特性，幫助偶像的直播內容
變得更加有趣而更容易地被轉傳、向外散播到其他的社群媒體平台上，如：
Twitter、Instagram 等，然後廣泛地在平台間流通。同時，在流傳的當下，也能夠
引起一般路人對這些文字、圖片和影像的注意，觸發他們對該偶像的好奇心。
不僅如此，此種二創內容也反映出粉絲暫時顛覆社會秩序的反抗行為。Cornel
Sandvoss（2005）曾在其著作中提到，Fiske 認為粉絲的愉悅在於其顛覆力
（subversiveness）
，在於「產製個人社會經驗之意義的愉悅，以及迴避權力集團社
會規訓的愉悅」。當粉絲在追求粉絲群體狂歡之時，會藉由自己獨特與反抗的閱
讀，來適當地運用這些通俗文化。而這正如我們在惡搞圖、迷因圖等二創內容裡
所見，粉絲便是透過更改偶像 V LIVE 直播內容的畫面來跳脫當下被奉為真理的
權力機制、社會準則與道德常規，並以嘲諷、戲謔的方式來從中獲得趣味與歡樂。
不過像這樣的反抗，在該平台上多是出現在粉絲間的二次創作或言語交流而已。
（4）小結
上述所列舉出的偶像各種互動，不管是回應粉絲的留言，還是鉅細彌遺地告
訴粉絲一整天所發生的任何事情，皆能看見直播展現出偶像對待粉絲是以相當真
誠且發自內心的態度，將自己所能向粉絲公開的全部展現出來。偶像將自己的事
情透過直播對話的交流，讓粉絲藉此更貼近他們的真實人生；把粉絲向他們訴說、
分享的事情，像是知心朋友一般，真心地為他們一一解答、提供建言和支持，成
為他們能夠獲得幸福感的泉源和心靈上的依靠。直播的互動模式，充分地促進了
偶像和粉絲彼此間的情感緊密連結在一起，建立了一種數位的親密關係，讓原本
現實中難有對話機會的關係變得更加親近而近乎無所不談。
接著，在科技的輔助之下，也讓偶像的直播形式變得更加豐富，為粉絲增添
許多觀看上的樂趣。偶像利用 V LIVE 提供的各種圖案濾鏡，賦予直播內容華麗
的視覺效果和趣味性，同時更為自己的形象打造出嶄新的風格，而這一方面增強
了偶像與粉絲之間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則是滿足了粉絲想看到偶像多樣化形象
的慾望。這樣透過科技的方式，不僅擴張偶像與粉絲在溝通模式上的可能性，也
為該平台在競爭激烈的直播領域裡，建立起不可取代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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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粉絲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活動，主要展現出了國際化的交流。來自世
界各國的粉絲們藉由 V LIVE，與偶像及其他粉絲在聊天室、FAN BOARD 進行
留言、分享二次創作的互動。同時，粉絲間更以協同翻譯直播字幕和動員反制直
播後台數據的形式，一方面來滿足自身榮譽的需求，從群體間的競爭脫穎而出；
一方面則互助以達成他們的共同目標，然後塑造出一個粉絲群眾多方面參與和融
入 V LIVE 直播平台的現象。整個直播平台上的生態模式，說明了每一位粉絲在
追星之路上，終於不再是那個被動接受偶像資訊的一方，而是轉變為打破以前與
偶像由上往下的對應關係，扮演著主動出擊、貢獻自己能力，甚至是影響偶像名
聲和地位的重要角色。

二、被偶像點名的天選之人
前段的分析，提到了一些偶像如何在直播中與粉絲互動的案例，也說明了偶
像與粉絲間親密關係的建立。然而，偶像與粉絲的交流過程中，對於粉絲來說，
也另有一層意義。當偶像隨意唸出聊天室留言的時候，這不僅能夠讓留言者感受
到一種像是被欽點的喜悅，同時也成為了人人稱羨與嫉妒的天選之人。
V LIVE 直播中，被偶像選中留言的情況，正如在前段的「日常化」交流內容
裡所分析到的直播案例，一般多是偶像回答聊天室中粉絲們所寫下的留言。不過，
除了這些，應粉絲要求唱歌的情形也不在少數，像〈圖 54〉裡，就有 TWICE 的
粉絲留言興奮地表示自己在一連串的歌曲點播留言中脫穎而出，點播成功，子瑜
選擇演唱了他所點播的《BDZ》
。但是，除了這些成功的人之外，在直播討論文上
表明自己點播失敗的粉絲，也大有人在。

圖 54：粉絲點播歌曲成功與失敗的留言
（來源：PTT TWICE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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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言受到偶像注目，然後被點名的那一瞬間，對於粉絲來說，是他們線上
追星的最高榮譽。同時，也是令他們相當興奮的一件事。而這樣開心、幸福的情
感促使他們在公開的論壇或社群媒體上與眾多的粉絲分享自己的喜悅，以及和大
家討論自己留言被念到的部分。
在〈圖 55〉的 PTT TWICE 版直播文中，便能看到被點到留言的粉絲開心地在
文中留下：
「耶！我留言被唸到了 XDDD」
。然後在 GOT7 版上的直播文則能看到
粉絲分享當下的心境與行為：「看直播的時候，被翻牌回答了問題。雖然只是小
事，但馬上飯心爆棚，超興奮用訊息轟炸朋友 XDDD」
。從這兩位被點名的粉絲留
言來看，皆可見他們當下的情緒都是激動且樂不可支的，甚至還表示原本就愛偶
像的內心更是因此滿溢而出。並且，這樣的興奮感讓他們紛紛從隱身在社群版面
的茫茫人海之中，轉為浮出水面、大方地報出自身的名號，展現出他們對於被點
名的驕傲之情。

圖 55：粉絲在 PTT 專版上分享自己被點名心情
（來源：PTT TWICE、GOT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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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粉絲被偶像點名時，不是只有被點名的粉絲會感到幸福雀躍的情況，
反倒更多的是引起其他粉絲眼紅與吃醋心理。在〈圖 56〉的留言中，便能看到有
粉絲表示「可惡～能被翻牌真的運氣很好 XD」的羨慕心情。此外，同個直播討
論裡，還有粉絲表達出想被翻牌的渴望，以及感嘆只有天選之人才會被偶像翻牌
的內容。雖說如此，還是有粉絲會感恩這些被點到的留言，因為這些形形色色的
留言是能夠讓他們更了解偶像和看到偶像在回應留言時所展現出的一些逗趣的
一面，又或是促成偶像在直播中做出粉絲鮮少看到且他們平時也相對少見的行
為，像是前面所提及的「清唱歌曲給粉絲聽」的追星福利。

圖 56：其他粉絲看到被點名的粉絲感到眼紅的留言
（來源：PTT TWICE 版）
在 V LIVE 直播中被偶像點名，雖不像在線下與偶像直接見面般稀奇，但對
粉絲來說，卻也是難能可貴的一件追星事蹟，因為要從分佈在世界各國的眾多粉
絲突圍而出，讓偶像看到自己在大量的滾動式訊息中所留下的留言，說實在的機
率其實相當的低。因此，當偶像看到自己的留言，接著給出真誠的互動回應，例
如被要求 wink 放電一下，沒有二話馬上就做 wink 給粉絲看，又或是給予溫馨的
祝福，像是祝粉絲生日快樂、考試加油等等，偶爾還會有「我不是神，但我保佑
你」
、
「要考試了，還能看我的直播嗎？」等搞笑的神回覆，無論是怎樣的言語應
答，這都會讓粉絲相當開心和激動。並且，只要想到自己是茫茫人海中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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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選之人，更會使得內心充滿著自豪感。所以，要說偶像利用直播是為了擴大聲
譽和穩固粉絲忠誠，那麼粉絲透過直播所獲得的全新追星體驗，就是為了從偶像
那裡追求更多能被關注到，且為偶像所知的幸福感。

三、創造現場感，引領直播互動新方向
V LIVE 會如此有吸引力地將各國粉絲們齊聚在這個網路直播平台上，靠的
不只是成功促成偶像與粉絲、粉絲與粉絲間積極的交流而已，還有其不停發展新
的媒體技術來輔助直播內容的平台策略。
近兩年，V LIVE 是以「視覺娛樂平台」為主要的發展重心，舉凡有真實感的
8K 技術、比立體音響更生動的沉浸式音響（Immersive Audio）、以 5G 為基礎的
0 秒時無時差收發影音技術、具有現實感的互動工具和擴大投入感的 VR 技術等，
都是該平台著手開發的領域。透過這些技術提供生動的現場演出，V LIVE 向全
世界傳達出只要使用它們的平台上就能擁有「Being There」般的互動交流。
以上這些技術的開發與強化，為偶像與粉絲創造了彷彿在一起的現場感。尤
其是在 V LIVE 所提供的演唱會轉播、線上演唱會的製播和平台的連動服務、VR
APP 與其專屬內容這三個內容上，皆能夠清楚感受到極具現場感且生動的體驗。
在演唱會的轉播上，以 BTS 2019 年在英國倫敦溫布利球場開的演唱會來說（圖
57），在超過 14 萬觀眾同時使用 V LIVE 平台線上觀看演唱會的情況下，為能讓
觀眾擁有完美的觀賞體驗，V LIVE 特別關注串流媒體技術的品質，它們積極地
藉由檢查和利用所有影音收發的技術來確保直播不會在觀看時發生延遲或暫停
的問題。
V LIVE 將 BTS 在溫布利現場的演唱會表演完美的播出，透過直播畫面多視
角的切換，令粉絲能夠體驗到像是坐在 VIP 席觀看一場偶像只為自己演出的生動
感；藉由訊號接收技術發送的高清畫面，讓粉絲看到更多演唱會表演內容的細節
與巧思，且傳達出的臨場感也使粉絲彷彿置身現場。雖然無法像真正的 LIVE 一
樣感受現場的氛圍，但這樣直播畫面的呈現與傳輸上的精準運用，給予了粉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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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以往和許多人一同在現場觀看的感覺。

圖 57：BTS 在溫布利球場舉辦的演唱會現場轉播畫面
（來源：FB EDM JELLY 粉絲專頁）
接著，同樣是以優質的訊號傳輸播出的線上演唱會的直播，其與一般線下演
場會直播的互動方式不同，線上演唱會的轉播相較下擁有更與眾不同的形式。
在 V LIVE 上進行的線上演唱會「Beyond LIVE」，是將偶像們精彩絕倫的表
演、尖端 AR 技術與即時 3D 圖像技術結合所打造出的舞台演出（圖 58）
。這樣生
動感十足的表演，再加上多元化與差異化的攝影機走位，以及偶像與全球粉絲進
行即時視訊通話等互動溝通，構成了豐富多采且極具現場感的舞台內容。更特別
的是，此新型態的公演模式，還提供演唱會直播與應援棒即時聯動的 Sync Play 服
務（圖 58），應援棒會配合歌曲變色，就和線下演唱會一樣。這樣將線上的虛擬
與線下的實體融合在一起，讓粉絲在家、在自己的個人空間，皆能夠同時享受演
出與體驗應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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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Beyond LIVE 上的新型態互動形式
（來源：V LIVE）
就以研究者本身在實際使用過 Beyond LIVE 的經驗為例，研究者先是預購了
TWICE 線上演唱會的商品，然後等到當天準時上線進入直播頁。在開始表演後，
雖然與偶像隔著一面螢幕，但卻像是正坐在演唱會現場最佳位置一般，興奮地觀
看偶像的演出。再加上大量運用 V LIVE 的 AR 技術精緻地將 3D 圖像呈現出來
的特效內容、使用特殊攝影技術而變得更具可看性的舞台表演，以及透過 5G 網
路的技術與粉絲「無延遲」的通話互動（圖 59），這樣如此豐富且充滿酷炫高科
技的演唱會內容，是研究者未曾經歷過的。並且，相較於設有眾多觀賞限制的線
下演唱會，線上演唱會更創造出了讓研究者能夠在個人空間裡，一邊享受食物，
一邊觀看表演，以一種相當舒適的姿態參與演唱會的機會。

圖 59：TWICE : World in A Day 線上演唱會表演內容
（來源：V LIVE Beyond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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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兩種採用高科技來進行線上轉播及製播的演唱會之外，V LIVE 還研
發出了該平台專屬的 V LIVE VR 服務。V LIVE VR 提供的是將偶像在攝影棚進
行的躺播、在 Rooftop Live 進行小型演唱會等直播內容轉換為 360 度或 180 度 3D
立體呈現的影像（圖 60），然後讓粉絲能夠藉由穿戴頭戴式 VR 裝置，在虛擬空
間裡，更生動、更有現場感地觀賞這些以第一人稱視角製作出的娛樂內容的服務。
V LIVE VR 內容與頭戴式裝置一同營造出的全遮蔽觀看模式，是藉由隔離真
實環境，來減少對感官的影響，且讓粉絲從視覺影像上來貼近偶像直播情境的影
音欣賞形式。這讓粉絲在觀看偶像直播的 VR 影像時，能從好像正實際與偶像對
視、交流互動的感受中，體驗到一種彷彿在現場與偶像一起、身歷其境的擬真影
音享受，並以此獲得更多的愉悅和滿足。而這樣所創造出的比現實更具吸引力的
世界，充分地提升了粉絲對偶像所在虛擬空間的沈浸感。同時，比起單純地透過
一般螢幕觀看直播，V LIVE 也藉由 VR 這項高科技技術的支持，使得粉絲能夠
更「近距離」的與偶像產生連結與共鳴。

圖 60：V LIVE 開發的 VR APP 服務內容
（來源：V LIVE VR）
在〈圖 60〉的右圖中，可見女團 OH MY GIRL 的躺播被製作成 VR 影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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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樣。這種 VR 化的影像內容，讓粉絲、觀眾感受到偶像像是在自己面前開直
播一般，在能夠放大觀看偶像身體的情況下，從中觀察到偶像更細膩的真實性，
並且這樣把日常生活的真實性與科技層面的體驗真實結合的操作，也將偶像本身
的真實性變得更為立體。然而，此服務雖然能幫助偶像展現出完美的身體，並讓
粉絲以虛擬影像的形式更貼近偶像，但是透過科技來客體化偶像完美樣貌的方
式，卻也可能過度侵入偶像個人的私密性，以及為強調完美形象的重要性而影響
偶像在展演上做出選擇性真實的表現。
正如前段所分析的，此種營造另類現場感的科技手段，最大的優點在於它強
化了偶像對外的「視覺效果」
。透過科技中介的方式，偶像雖然成為了一種虛擬化
身，但是因為科技完美地將其樣貌在虛擬空間中形塑而出，讓偶像在原本的外貌
形象上，又變得更光鮮亮麗、毫無瑕疵，並且具體地像是在眼前出現的真身一般。
因此，偶像的身體在科技的呈現下，將會是更無所遁形的存在。並且，這樣生動
的現場感也讓不在同個時空的偶像與粉絲產生出不同與以往的親密性，扭轉了親
密關係原本必須在一般空間中藉由身體上的實際交流來建構的既有認知。
不只是提供娛樂經紀公司用來方便經營偶像與粉絲關係的平台而已，這些強
調現場感的服務內容也正是 V LIVE 直播平台為了幫助偶像與粉絲有更多的交流
和互動而持續發展的新方向，以藉此擴大偶像、粉絲與 V LIVE 三者間往來的可
能性。而偶像透過這些充滿現場感的影像內容，向全世界的粉絲們傳達自己就在
他們身邊的訊息，然後粉絲們從中體驗到與偶像共同在場的生動感受的這整個過
程，也說明了這就是偶像將 V LIVE 作為經營市場策略的一環，以及粉絲把 V
LIVE 納為線上「現場」追星利器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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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受制於偶像與 V LIVE 直播平台的粉絲
一、偶像的官方經營
在第一節的部分，分別從三個面向：偶像與粉絲的溝通內容、粉絲與偶像交
流後的心情寫照，以及平台技術形塑現場感氛圍，來分析 V LIVE、偶像和粉絲三
方共同建立起的直播追星生態。然而，在這樣的交流過程中，依稀可發現粉絲不
管是在跟偶像互動的情況下，或是在使用 V LIVE 直播平台上，位居一個話語權
相對較低的位置。
V LIVE 直播平台在創立之初，即表明了這是個讓偶像方便與粉絲進行溝通的
直播服務平台。該平台上的偶像官方頻道，皆是由偶像們的經紀公司所負責開設
的，而在所有的內容上，也是由經紀公司與偶像一同管理、開發與經營。因此，
在使用 V LIVE 的情況下，粉絲時常接收到的內容多是上述來自偶像與其經紀公
司所給予的訊息與娛樂影像為主。要是有剩餘的時間，才會另外留心於自己在聊
天室的留言、FAN BOARD 上發貼文、發貼圖，以及與其他的粉絲留言聊天等使
用行為上。
偶像透過各式各樣直播形式，產出屬於自己的官方直播。偶像以影像直播或
Voice Only 打開即時直播，然後進行與粉絲閒聊、和成員們打鬧玩耍、展示自己
的工作與生活等內容，像〈圖 61〉就是 TWICE 成員們正在為當天生日的成員驚
喜慶生的樣子。而通常在這個時刻，粉絲能做的事，多為被動地觀看偶像在影像
中談話的樣貌，以及如〈圖 61〉中，粉絲們不斷地在聊天室裡寫下不知道會不會
被偶像看到的旁觀式與情緒式發言：「走廊開著燈，這驚喜說得過去嗎」、「出現
啦！」、「omg」等等。從這樣使用 V LIVE 情況看來，偶像其實是位居在強勢地
位不間斷地向粉絲提供自己所有的意念，並且讓粉絲的話語權力在這個過程中難
以施展來達到個人所追求的目標，因而呈現出一種溝通不對等的景象。雖然粉絲
確實能夠從偶像產出的直播裡，獲得更多與他們進行互動的機會，以及從追星行
為中獲得愉悅與幸福感，然而，實際上要有與偶像直接交流應對的行為，仍是相
當有難度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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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偶像做直播，粉絲則努力寫下偶像可能無法接收到的留言
（來源：V LIVE TWICE 頻道）
此外，偶像更與 V LIVE 直播平台合作推出自己的 FANSHIP 服務，直接以官
方的姿態經營屬於自己的粉絲團。以〈圖 62〉裡的女團 OH MY GIRL 來說，她
們就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推出了官方粉絲團 MIRACLE 的三期會員招募。

圖 62：OH MY GIRL OFFICIAL FANSHIP 3 期會員招募頁面
（來源：V LIVE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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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H MY GIRL 的 FANSHIP 3 期會員招募頁面上，可以看到官方提供了入
會粉絲專屬於他們的優惠，像是：獲得官方會員卡跟會員禮、觀看官方後援會會
員限定的獨家節目或影片、瀏覽只向會員公開的照片與聊天文字內容、無廣告的
欣賞頻道上的影片或直播、給予申請公開節目錄影等實體活動機會，以及提供演
唱會與付費見面會優先購票的優惠等。甚至，還舉辦特別活動來贈送限量的 Lucky
Card 和拍立得照片給加入官方後援會的粉絲。藉由以上這些內容，FANSHIP 的
營運模式樹立了偶像官方後援會在粉絲追星的生態圈內相當獨特的地位。
透過 V LIVE 的 FANSHIP 服務，偶像藉由向粉絲收取入會費，來承認他們身
為自己粉絲的正統性，並且提供專屬於會員的會員禮與會員卡，以實體的形式認
證他們的身份。此種官方統籌管理粉絲的方式，不僅促使粉絲對於自己追星的行
為有了更深的認同感，同時也提高了他們對於偶像的忠誠度，並以真正的粉絲自
居。不過，在粉絲加入官方粉絲團後，由於偶像官方所放出來的訊息與特殊福利
通常帶有一些要求，使得他們不得不按照官方所列的規則辦理，因此這也導致他
們容易被官方所訂定的規範所限制，侷限了在追星上行為的多元發展。
K-POP 偶像們在 V LIVE 上與粉絲之間的交流，雖然強調的是一種雙向的互
動關係，但是，以 V LIVE 為管道所傳遞出去的偶像內容，主要還是粉絲單方面
接受居多，同時在粉絲多過於偶像和受到 V LIVE 平台與經紀公司的控制下，粉
絲回應偶像說的每一字句、想要展現的心意，也只有在少數的機會下才有可能被
看見。透過該平台這個管道，確實能夠讓粉絲更接近偶像，增進兩者間的親密性，
然而，因為 V LIVE 這條對話通道主要還是是為了偶像能與粉絲進行交流所開闢，
偶像在話語權上仍佔據主導的一方，因此這依舊不足以協助兩者建立起真正朋友
一般親近的關係，並且，若要身為內容生產者的偶像與被偶像內容制約的粉絲之
間的溝通達成真正的話語對等關係，往後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二、打開粉絲錢包的 V LIVE 直播平台
除了偶像主導了自身 V LIVE 的內容，控制在該平台上多數的話語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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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IVE 直播平台本身，也透過提供各種付費內容，如：線上演唱會、線上見面
會、虛擬應援棒、貼圖等手段，吸引粉絲進行消費購買這些服務，並以此方式收
編粉絲。
首先是 V LIVE＋提供的付費影音部分。在本區偶像內容中，初期主要是以一
般免費情況下無法觀賞的 VOD 影片為主，像是偶像節目的幕後花絮、成團週年
紀念 Bonus 影片、準備專輯或演唱會的幕後花絮等等。後來在平台直播技術快速
的發展之下，開始大量製播〈圖 63〉中的「TVXQ！–Beyond the T」
、
「TWICE：
World in A Day」、「DAY6（Even od Day）：Right Through Me」、「HIGHLIGHT
ONLINE FANMEETING [UNPLUGGED]」等 Beyond LIVE 系列線上演唱會、線
上見面會和成軍週年紀念直播的內容。由於這些內容本身具有限定在 V LIVE 上
播放的特殊性與稀有性，促使了粉絲願意花錢而參與其中。

圖 63：V LIVE 商店中 V LIVE＋提供的附費內容
（來源：V LIVE 商店）
再者，V LIVE 本身還有在 V LIVE＋上向粉絲販售虛擬應援棒和貼圖，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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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兼具新奇和流行度的平台內容來吸引粉絲的目光，並且提高粉絲在使用該平
台的黏著度。在〈圖 64〉虛擬應援棒的部分，其所提供的功能「在節目播出時使
用，CHEMI-BEAT 數增為兩倍」，以及「使用時還會展現虛擬應援棒的特別動畫
效果」，將粉絲單純觀看直播的情況，昇華成一種像是在偶像活動現場實際握著
應援棒在支持偶像的氛圍。實際應援偶像的經驗數位化，讓粉絲體驗到不只是線
下活動，就連在線上網路虛擬的空間中，也能盡情的展現他們對偶像的支持。透
過此種新穎、有趣又特殊的追星方式，V LIVE 給予粉絲更多的新鮮感，並且輕鬆
地滿足了他們想要更多偶像內容的慾望。不僅如此，還維繫住粉絲對該直播平台
的依賴性，使他們離不開 V LIVE 這個追星利器。

圖 64：V LIVE 商店中販售的虛擬偶像應援棒
（來源：V LIVE 商店）
〈圖 65〉的貼圖則是 V LIVE 給予粉絲能夠在聊天室裡使用的圖片道具。粉
絲在偶像直播時，貼圖是除了文字外，他們能夠向偶像傳達訊息的另一項手段。
透過使用各種偶像的貼圖與表情貼圖，粉絲可以只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支
持，並且也讓其他不善言辭的粉絲們輕鬆地展現出參與偶像活動的熱情。這樣如
此方便的道具，不只促使粉絲更積極地沈浸在追星活動中，同時也讓粉絲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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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LIVE 所提供的這項附費內容，願意乖乖地將自己的錢包拱手奉上，來消費這
些偶像內容。

圖 65：V LIVE 商店中販售的各種貼圖
（來源：V LIVE 商店）
以上這些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各式偶像內容，如：線上表演的直播、虛
擬應援棒和貼圖，皆是運用類似電商平台的經營方式進行販賣。而這種將偶像所
生產的內容和偶像為內容所耗費和犧牲的時間包裝後，當作商品進行買賣的商業
化形式，說明了 V LIVE 是個極度商品化的平台。並且，在商品的流通上，為了
販售這些限定偶像直播內容和虛擬形式的偶像周邊，還運用了低成本且直接大量
進行無限複製的方式，然後透過平台線上的金流交易，打造出一種使它們在一秒
之間便能廣泛流傳為大眾使用，且讓粉絲可以快速又簡便進行消費偶像內容的模
式。此外，這種偶像與其經紀公司透過平台商所提供的服務，將自己的商品上架
到平台，然後藉由平台的流量資源做銷售的行為，不僅擴大了偶像自身在平台上
所提供的內容多樣性，且也同直播服務的作用，營造出一種隨手可得的親密性，
來達到拉近與粉絲、觀眾間的距離，以及給予彼此更多的親密感的效果，甚至更
讓粉絲與平台、偶像綁在一起，在追星使用上難以分離。
雖然這些內容與道具，對於打造出一個讓粉絲能夠便利且舒適的追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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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相當重要的關鍵之一。但是，在粉絲自然而然地接收這些內容與道具的情況
下，其實也反映了粉絲在追星行為上依舊受限於該平台的所提供的各種服務與功
能，只能依循著平台方具有規範性的經營方針來與偶像進行交流，甚至，還因為
相當依賴這些服務和功能來與偶像建立連結與互動，而在這個猶如無底洞一般的
平台上，持續地掏錢出來消費這些內容與道具。就以購買上述所提及的各項偶像
商品，然後用單一計次消費來算，粉絲們的基本消費總額至少會是台幣 3000 至
4000 元左右。若是多次消費的話，上看台幣 5、6000 元不無可能。由此可見，粉
絲光是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花費就相當可觀。因此，就 V LIVE 直播平台極
力想描繪出讓偶像與粉絲雙向溝通的美好畫面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種理想而已，
並且，其是一個具有主導權與宰制性的商業化直播平台的事實仍然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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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關於 V LIVE 直播平台、偶像與粉絲
一、獨樹一幟的韓國偶像直播生態
現在的韓國偶像與過往不同，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注目，開始向粉絲、社會
大眾展現出原本被他們視為個人隱私和需被保密的工作內容。藉由 V LIVE 直播
平台的播出，他們以這些在真實環境下所拍攝的日常生活瑣事，打破了被娛樂產
業包裝成單一且華麗的形象，降低粉絲與大眾來親近他們的門檻，而這不僅更容
易引起人們對他們感到興趣，同時也讓本身就喜愛他們的人有了能夠接觸到更多
樣貌的機會。
偶像的 V LIVE 直播主要從「日常」著手，他們分享著自己雖然身為偶像，
卻也只是個會吃喝拉撒睡跟努力工作的普通人而已。這樣透過網路直播的虛擬空
間來強調「日常性」的偶像展演，不僅打破時空的限制、幫助偶像發展出新的個
人特質，也拉近了偶像與粉絲間的情感距離，建立起緊密的數位親密關係。同時，
還發展出重視類型的風格化企劃，並以此為基礎來包裝這些「日常」
，例如偶像直
播中常見的「吃播」
、
「煮播」
、
「躺播」等等。這種製播精緻且具有各式各樣獨特
色彩的直播方式，讓再平凡不過的影像變得相對有趣，展現出充滿多種可能性的
娛樂內容。
不管是在工作時，還是處於休閒的時間，只要偶像想要做直播，在情況允許
的情況下，隨時都會開啟 V LIVE 這個平台，來與粉絲、觀眾互動和交流。然而，
偶像在進行直播時，卻面臨公私界線模糊的問題，工作與生活的分界早已難以區
別，甚至還可能遭遇隱私曝露或是闖下講錯話、做錯事的大禍。直播對於偶像來
說，其本身意義在於消除過去只有在線下握手會或簽名會等正式場合才有可能與
粉絲有對話機會的那堵溝通不便的牆，但是公私難分的情況，卻使得他們必須自
我克制及被經紀公司管制和監督。因此，在 V LIVE 上的直播內容，雖說是要展
現偶像的各種面貌，但實際上也只是呈現了一部份符合韓國社會道德規範、強調
「正面形象」的真實。同時，這也是正是粉絲與觀眾對 V LIVE 直播平台沒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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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要求。
至於 V LIVE 這個直播平台的運作模式，對於重塑韓國的偶像、粉絲文化也
有著相當大的影響。該平台類電商式的經營手法，將偶像的多樣化內容融入商業
化的形式中，讓他們耗費時間所生產的每一個直播、節目和周邊皆成為商品化下
的產物，為粉絲與觀眾方便進行消費。藉由此平台的中介，打破了過去強調線下
實體的營運模式，然後促使偶像在產製自身內容時，開始將數位形式的運用考慮
其中，以此來擴大自己內容的消費者市場。粉絲則是因虛擬購物的方便性和產品
的豐富性而花費更多金錢來獲得更多樣性的偶像內容，並且隨時隨地的享受其
中。以這種非常商業化的情況來說，是目前在操作偶像內容上不可避免的走向，
但這並非是種引領 V LIVE 朝向商業過度發展的選擇，而是給予直播平台在與偶
像共同發展娛樂內容上，能夠擁有更多的未來方向。
V LIVE 直播平台、偶像與粉絲，這三方在這個虛擬空間裡合作、交流的樣
貌，儘管有好有壞，仍依舊相當地活躍，讓整個直播平台的生態非常豐富與熱鬧，
而且，這種如複合式商店一般擁有許多功能和偶像商品的直播平台環境，在其他
社群媒體平台上是難以見到的。基於此，V LIVE 直播平台擴大了 Web 2.0 時代以
來 K-POP 偶像在新媒體管道運用上的形式，不僅使得偶像能夠「直接」透過各種
方式來與國內外粉絲進行溝通，並且也讓粉絲展現出更多的自主性與能動性，積
極地參與到追星的粉絲實踐之中。因此，V LIVE 直播平台成為了在韓國偶像與
粉絲之間被高度利用的代表性娛樂直播平台。同時，因該平台呈現出不同於其他
明星在運用 Facebook、Instagram 的附屬直播功能來做直播時的樣貌，更加確立了
其在直播平台領域的特殊性。

二、偶像與粉絲的互動新形式及不斷發展的線上追星體驗
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科技的運用扮演了很重要的關鍵角色。首先，最主
要的影響就是為偶像與粉絲提供能夠超越時空限制見到彼此的便利性。時間和地
理上的差異性，總讓欲擴張全球市場的韓國偶像不時遇到難關，在與他國粉絲進
行交流時無法像與國內粉絲接觸時如此頻繁。多數的全球粉絲們也是受限於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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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沒辦法親自試著去接近偶像。然而該直播平台使用科技輕易地就化解這道
難關，甚至還針對語言隔閡問題，提供翻譯服務，直接為兩者搭起溝通上的橋樑，
增進彼此間的談話及互動頻率，培養雙方的數位親密關係。至於粉絲與粉絲的部
分，則是透過留言板上的交流，凝聚了大家的情感，然後漸漸地對 V LIVE 這樣
的虛擬空間產生依賴和歸屬感。
為了要讓偶像與粉絲的互動發展出不同於以往的新型態，以及擴大粉絲在追
星行為上的模式，也完全不能缺少科技的輔助。透過科技所研發出的各種服務，
如：VR APP、AR 的直播畫面效果，這對於偶像的內容，給予了進行差別化生產
上的協助，豐富了 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內容。並且，偶像直播中所呈現出的畫
面或是自身的形象，受科技形式的加成，展現了「視覺化」的虛擬真實性，在打
造更容易吸引粉絲和觀眾的視覺效果與氛圍之餘，還製造出偶像完美身體的奇
觀，進而引發更多的偷窺慾望，甚至，對於偶像展露自身的內容有所需求，且欲
消費更多此種內容的粉絲來說，也會使得他們在這個層面上變得更加拜物。而粉
絲與科技的直接連結，主要是在觀察了平台背後數據的運作情形，開始有策略性
地執行粉絲圈的打榜企劃或使用科技代勞的方式來完成數據打榜的行為，不僅以
此來協助偶像提升在粉絲圈外的認知度和在頒獎典禮與各種排行榜上取得名聲
及地位，也形塑出粉絲圈既是競爭又是合作的關係。
在 V LIVE 這個數位虛擬的環境裡，各種經由科技中介下所提供的偶像內容，
也會被粉絲多加運用與再製，甚至促成在各平台間的流通。在 V LIVE 上，時常
可見粉絲們進行免費的情緒勞動之模樣，像是為平台提供翻譯內容或製作許多二
創內容、迷因、惡搞圖，這些創作行為發揮了粉絲的力量，不只為偶像內容貢獻
良多，同時，也因粉絲間這樣的進行切磋交流，為促成粉絲間的凝聚力提供了不
小的助力。此外，粉絲還會在平台上購買官方會員、使用偶像貼圖和運用實體、
虛擬的應援棒與 V LIVE 平台進行連動為偶像應援，以上種種粉絲行為皆反映出
追星文化正受到科技影響而轉變，不管是在生產面還是消費面，都因科技而變得
更加強化。偶像與粉絲原就是個沒辦法時常親自見面的關係，但是因為科技，他
們有了更多能夠相互支持和見到彼此的新方式。
偶像與粉絲間在順暢的雙向溝通下建立起親密感，改善了彼此的權力關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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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甚至，更在粉絲積極影響偶像生涯發展的情況下，展現出看似是由下而上的
主導模式。然而，在 V LIVE 直播平台上，仍不能忽視偶像利用自身是該平台內
容生產者的角色，插手 K-POP 產業的粉絲經濟運作，例如：設定必須花錢消費的
門檻，才能加入官方設立的粉絲團、擁有偶像的虛擬商品和觀看限定直播內容的
情況，因為這實際上依舊潛藏著溝通不對等的上下位關係。因此，針對現在偶像
與粉絲新的互動形式來看，只能說他們的相處形式，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草根主
導與自上而下、以主流媒體為中心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新偶像、新粉絲文化典範。
K-POP 偶像、V LIVE 直播平台與高科技的融合，重塑了韓國娛樂產業對社
群媒體的理解。偶像變得經常在直播平台進行自我曝光、直播平台引入科技協助
偶像製作多元化的娛樂內容、偶像與粉絲在平台中介下持續展現科技形式的互
動，以上這些運作方式，不外乎都是為了要邀請現今數位時代下的粉絲、觀眾來
與偶像共同建構更深層次的親密性，並且發展偶像與粉絲之間的「數位聯盟」
（celebrity-fan digital alliance）
（Kim, 2021: 1067）
，因為只要偶像與粉絲在數位空
間裡的連結越密切，當偶像積極地滿足粉絲的需求，粉絲就會用盡方法全力支持
偶像，兩者的互動就越能夠相輔相成，然後好從流行音樂市場上為彼此獲取更多
的權力與聲量。雖然在這樣的過程中，仍存在著利用粉絲進行免費勞動的疑慮，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平台科技、娛樂內容，以及與偶像、粉絲之間的協同效應，
確實改變了現今 K-POP 偶像與粉絲的關係和粉絲的追星模式。

三、小結：偶像直播的意義
V LIVE 直播平台是個專注於打造直播內容的加速器。其利用偶像明星群聚
的規模效益，吸引各種資源投入與放大，同時，對產業、消費型態、表演形式和
情感連結等層面來說，也具有不小的價值。
從產業面來說，V LIVE 直播平台的出現，對既有的直播、串流媒體形式與偶
像產業起了相互激化（intensify）的作用，將這些舊有的產業型態結合再轉化為新
興的產業模式，使得偶像產業在直播加成之後有了新的氣象，且在未來朝更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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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場內容發展，以擁有更多的優勢。而偶像在 V LIVE 直播中的真實呈現和絢
麗表演，則讓該平台成為了一個大型的吸粉虛擬空間，能與粉絲建立情感和延續
情感熱度皆歸功於此。粉絲也因該平台的中介，有了隨時隨地且不需在意他人眼
光便能抒發追星情緒的安樂窩。
然而，偶像的的直播演出與粉絲情感的釋放，是平台方相當注重的行為模式。
這兩者在直播平台上大量的參與，皆在數位科技的運作下被量化、商品化，然後
被轉換為無形的聲量和有形的金錢，成為平台方獲得利益的重要來源。由此可見，
偶像與粉絲透過直播平台相互汲取對方力量來獲取追星幸福感的背後，是建構在
偶像努力展演自己來吸金，然後同時深化粉絲消費慾望，讓他們甘願付出金錢消
費的基礎之上。
一個整體欣欣向榮的直播平台，在被揭露其內部運作機制其實是與利益緊密
相連的可怕關係之後，我們必須意識到直播已從以前為大眾轉播現場真實的角色
轉化為媒體服務商品，以及偶像產業正朝著極端的利益導向和金錢主義至上靠
攏。偶像直播，表面上雖然看似美好，但實際上參與在其中的產業、消費與服務
形式，可能正將我們帶往扭曲追星本質的路上，拋棄了原本所該追求的愉悅和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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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 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偶像內容、偶像與粉絲間的互動交流，以
及該平台本身的服務內容作為研究對象，提出了韓國偶像直播文化中很重要的四
個要點，包括偶像與粉絲的溝通形式、偶像的自我監督與經紀公司的管制、粉絲
的動員與其話語權的展現與限制，以及平台結合科技發展多樣性內容和新型態互
動模式。然而除了上述的所討論的之外，偶像直播作為韓國 K-POP 在產業經營中
相當新興的一環，未來仍有可能持續發展出更多操作模式，並且將其影響力擴及
至其他產業或專業領域，非常值得繼續深入探究。因此，以下將列出本研究未能
處理與之後可能面對到的難關，提供往後的研究做參考。
一、多加觀察其他偶像團體、對粉絲進行訪談
本研究以 TWICE 為主要研究對象，然後輔以其他韓國偶像在媒體上的文本
來分析了他們在做直播時是如何活躍地展現自身的樣貌。而粉絲的部分是以粉絲
在該平台、其他社群媒體或論壇上所留下的留言文本進行觀察與分析。這樣的研
究方法，絕大部分都是次級資料，這對於本研究的主題來說，限制了挖掘出更多
平台運行生態的可能。
在資料的取得上，若是將 V LIVE 直播平台上的其他偶像也作為觀察的對象，
並且實際地對平台使用者進行面對面的訪談，以獲取更紮實的文本基礎和第一手
資料，或許就更能夠清楚描繪出平台上的偶像內容，是否各自有所差異，且有更
多樣化的形式，以及粉絲、觀眾在接收偶像內容時的實際操作情況、互動模式和
情感關係。

二、商業合作與投資，新平台的誕生？
今年 1 月，韓國新聞媒體報導 BTS 所屬公司 Big Hit 娛樂（現 BIGHIT MUSIC）
決定與旗下子公司 beNX 分別投資 YG 娛樂子公司 YG PLUS。YG PLUS 將會透
過「Weverse」來擴大旗下藝人的全球相關業務，而 Big Hit 在專輯、線上音源的
流通與其他周邊娛樂事業也將和 YG PLUS 攜手合作。同日，Big Hit 也公布 beNX
受到 NAVER 的投資，並且獲得 V LIVE 服務的轉讓，因此決議將原本旗下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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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服務「Weverse」變更為「Weverse Company Inc.」。然後，將由 Big Hit 主導事
業發展，Naver 則致力於技術力量，預計在一年後將 Weverse 與 V LIVE 進行整
合。透過這兩間公司協同效應最大化的合作，藉此來打造出合併了兩個平台的使
用者、資訊內容與服務等的新全球粉絲社群平台。
從這樣異業、同業結盟的情況來看，韓國娛樂產業對於引入科技業的力量，
以及與其他的娛樂產業合作，認為是有益於平台和偶像內容進行多元化發展，同
時也能持續強化構築粉絲社群平台的手段。而這樣將 K-POP 偶像整合科技、平
台、娛樂內容的流通的操作，也深化了強調全球化的平台核心宗旨，並展現出韓
國娛樂產業為了讓全世界更多的人對 K-POP 偶像上癮而更加活躍的全球市場策
略。然而，這樣變化迅速的娛樂產業環境，會將整合後的平台帶向什麼樣的走向，
為偶像、粉絲帶來什麼影響，是依循舊路，還是開創新路；是展現出加乘的效果，
還是原地踏步，這些都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三、開拓直播新技術所產生的需求？
V LIVE 直播平台上借助科技的力量，發展許多功能來支持它們強調「現場
感」的平台宗旨，像是：5G 網路支援的影音收發技術、直播和演唱會上的 VR、
AR 視覺特效或動態影像效果。而為了引入這些新的技術，需要各種專業層面的
支援。從電信產業所提供的高速網路服務、科技產業所研發出的 VR、AR 技術到
動畫和視覺藝術領域為直播畫面及演唱會表演所製作的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 design）
，皆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同時，這也對直播來說，是需
要著重來培養專業人才的部分，以藉此來延續內容上的發展。
直播不只是為娛樂文化注入新活水，也將其影響力擴及其他的產業領域。透
過電信、科技、藝術方面專業人員的力量，才能夠使得直播在新服務、新內容的
開發上愈趨豐富，因此，不可小覷這些在背後引領著直播不斷蛻變的動力。在未
來的直播產業研究中，他們同樣值得被納入關注和深入探討的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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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V LVE 頻道追蹤人數 TOP10 排名
排名

名稱

被追蹤人數

出道年

1

BTS（防彈少年團）

22,968,954

2013

2

BLACKPINK

10,816,861

2016

3

EXO

10,773,479

2011

4

GOT7

8,127,103

2014

5

TWICE

7,613758

2015

6

BIGBANG

6,411,225

2006

7

SMTOWN

6,034,109

（此為韓國經紀公
司頻道）

8

SEVENTEEN

5,206,803

2015

9

NCT

4,847,934

2016

10

iKON

4,729,549

2015

（截至 2020 年 10 月的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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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TWICE 頻道直播影音分類列表
類型

直播標題

直播時間

日常/工作

트와이스의 우아한 사생활 브이

2016/02/22

日常/工作

정채지미 바보

2016/02/25

日常

트와이스 모둡챙 V

2016/02/29

日常

트와이스 우사생

2016/03/02

日常

심심하지말입니다

2016/03/04

日常

저희의 공통점은 뭘까요?

2016/03/06

日常

트와이스의 우아한 사생활 2 회 시작 10 분 전

2016/03/08

日常

족발 능력자, 바로 제가 모모링

2016/03/11

日常

트와이스 우사생 5 분전

2016/03/15

日常

트와이스 우사생 4 화 5 분전

2016/03/22

日常

TWICE(트와이스) CHEER UP Vcountdown

2016/04/24

日常

급식단의 등교길 V

2016/04/27

日常

모닝 블랙스완

2016/05/03

日常

잘 다녀올게요

2016/06/01

日常

급식단의 대모험 LIVE

2016/07/04

日常

조르지마

2016/08/13

日常

SANA

2016/08/23

日常

쯔위에요

2016/08/25

日常

미챙

2016/10/15

日常

약속 ONCE♡♡

2016/12/12

日常

추억돋네...

2017/01/25

日常

쯔위예요/쯔위예요

2017/02/01

日常

졸업이다현😢

2017/02/10

日常

써프라이즈 2

2017/02/10

日常

오늘도 안녕 🐧

2017/02/11

日常

오셔요 오셔요

2017/02/12

日常

TWICE KNOCK KNOCK COUNTDOWN

2017/02/20

日常

JYP 와 디저트

2017/03/24

日常

나모의 훍뙈지 V/나모의 훍뙈지 V 2

2017/03/25

日常

굿나잇 원스

201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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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

TWICE in SINGAPORE

2017/04/29

日常

sign 을 보내

2017/05/14

日常

펭귄마을🐧/미나리 마을🐧🐧

2017/06/13

日常

놀라셨죠?^^

2017/07/07

日常

오랜만이구욤

2017/07/27

日常

컴백

2017/10/11

日常

ㅋㅋㅋ보컬실이당

2017/10/12

日常

트와이스 정규 1 집은? from 지효

2017/10/21

日常

모사먹방/모사먹방 2/모사춤방

2018/01/25
2018/01/26

日常

먹 빵/먹바앙/ㅠ/TT

2018/01/26
2018/01/27

日常

들어와서 들어봐요

2018/02/19

日常

중대 발표

2018/02/23

日常

놀랐쬬?🤗/놀랐쬬?☺/⭐⭐❤❤

2018/06/09

日常

보고싶었어/호텔 와이파이로 바꿈

2018/06/10

日常

MSM/MSM AGAIN/MSM AGAIN2/MSM AGAIN3/MSM AGAIN4 2018/06/11

日常

삼각관계...?/다시시작...

2018/06/23

日常

MOMO IN NEW JYP

2018/07/12

日常

4 억뷰 TT 감사합니다 TT/원스고막미안👀

2018/09/17

日常

🍓🍓🍓

2018/10/02

日常

96 먹방🐭👩👧👧❤/96 먹방🐀🐭🐁💜

2018/10/03
2018/10/04

日常

굿나이인사

2018/10/16

日常

ㅇ ㅇ

2018/10/19

日常

모모의 발표

2018/11/25

日常

나연/ㅎㅎ/꺼지지마ㅠ

2018/12/01

日常

맘아

2018/12/13

日常

급식안녕

2019/02/12

日常

노래불러줄게요/노래불러줄게요

2019/02/26

日常

みさも♡

2019/03/25

日常

돔

201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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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콘콘콘

2019/05/19

日常

먹방시작🐷🌈/먹방다시🐷🦄🌈

2019/05/21

日常

제 2 회 모모배 전세계 FANCY 댄스대회 우승자 발표

2019/06/19

日常

회사몰래 브이

2019/07/24

日常

특별한라이브/특별한라이브

2019/08/16

日常

20 시간 ....

2019/09/22

日常

🐷🌈💙🍑

2019/10/30

日常

헤헤헤헤

2019/11/18

日常

🍓/다시옴

2020/02/11

日常

원스응으응/다시 컴온/힝

2020/02/12

日常

나모사

2020/03/06

日常

저녁추천

2020/03/19

日常/節日

모사 8 주년🍑🐹

2020/04/13

日常

깜짝 쯔😃

2020/04/17

日常

밥

2020/05/05

日常

ㅎㅎ

2020/05/08

日常

부의세계...

2020/05/13

日常

잠깐만....👶

2020/05/23

日常

🍎

2020/05/24

日常

모앤모🍑

2020/06/03

日常

나난아~

2020/06/08

日常

💙❤

2020/06/18

日常

심야브이 샤라디오/😐🔋❌

2020/06/28

日常/節日

7777777/헉

2020/07/07

日常

뇽안 만랜오

2020/07/14

日常/節日

입사 15 주년🎂

2020/07/16

日常

오랜만이에요🌙💜

2020/07/24

日常

안녕

2020/07/25

日常

ㅋㅋㅋㅋㅋㅋㅋㅋㅋ

2020/07/25

日常

world in a dayyy

2020/07/28

日常

나 연

2020/07/30

日常

8/9 오후 3 시 WorldInADay

2020/08/04

日常

부야 이거 보면 내 방으로 와

2020/08/09

日常

원스으으으 💜🌈🌼

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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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

2020/08/16

日常

쯔와따;)

2020/08/23

日常

뭐징/오랜만에

2020/08/25

日常

😊

2020/08/28

日常

원스 심심하죠~??

2020/09/07

日常

🎂🎂🎂/ㅎㅎ

2020/09/07

日常

쯔

2020/09/20

日常

침대에 눕기전에👶샤

2020/09/25

日常

샤

2020/10/31

日常

원스 5 주년 축하드려요 쯔

2020/11/03

日常

둡

2020/11/12

日常

Boo 이앱💜

2020/11/18

日常

안녕

2020/11/26

日常

드뎌

2020/11/26

日常

카야버터부💜🍼

2020/12/13

日常

🐻🐻☃☃🐻🐻

2020/12/16

日常

올해가 가기 전에

2020/12/31

日常

심심하면 들어와요🌟

2021/01/05

日常

ONCE

2021/01/10

日常

세벽 3 시반 브이앱은 처음이지🌚

2021/01/16

日常

최초공개/다싀/엥/아...

2021/01/20

日常

전복매생이죽

2021/01/23

日常

dd/Hehe/Hehe

2021/01/26

日常

샤

2021/02/03

日常

둡쯔

2021/02/10

日常

💛/dd

2021/02/10

日常

즐설즐설🎊🐮

2021/02/11

日常

슈쯔 🌟🐶

2021/02/11

日常

쯔 세뱃돈 주세요

2021/02/14

日常

...그 ㅋㅋ 안녕

2021/02/16

日常

ㅎ

2021/02/22

日常

V앱

2021/02/22

日常

이사이사 상어는 그냥💜

2021/02/28

日常

쯔또왔👋

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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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bear) (bear) (bear)

2021/03/06

日常

쯔나잇🌙

2021/03/09

日常

🎂🎂🎂

2021/03/24

日常

쯔모닝🌞💗

2021/05/02

日常

🍓

2021/05/13

日常

쿠라쿠라

2021/05/14

日常

둡쯔

2021/05/25

日常

하이이잉

2021/06/06

日常

🍇🍓🍇

2021/06/17

日常

(white heart)

2021/06/20

日常

다 왔나?!💜

2021/06/25

日常

🍹💗/💗

2021/06/27
2021/06/28

日常

(rocker)

2021/07/13

日常

쯔왔또❣

2021/07/21

日常

졸리니까 자암깐만👶

2021/07/25

日常

어제 못했으니까👶

2021/08/19

日常

👄.

2021/08/27

日常

졸룡

2021/09/23

日常

(butterfly) (butterfly) (butterfly)

2021/09/25

工作

트와이스 블랙스완 미나의 SPOT LIVE V

2016/02/17

工作

Cheer Up! 굿모닝 방송!

2016/04/26

工作

진심 깜짝 방송임

2016/04/26

工作

퇴근 (저흰출근)방송

2016/04/26

工作

ONCE ♡ TWICE 1 위 감사합니다ㅜㅜ

2016/05/05

工作

트와이스 @ 인하대학교/다시 시작 2

2016/05/19

工作

잠들지 않기 위한 몸부림쓰

2016/05/20

工作

모구리가 왔어요

2016/05/20

工作

아주 그냥 주갸줘여

2016/05/25

工作

나대리! 효대리!😎

2016/06/09

工作

미쯔

2016/06/14

工作

뭣이중해

2016/07/19

工作

댄싱모신

201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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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트와이스몬 고우

2016/08/01

工作

굿모닝인가

2016/08/01

工作

안녕~

2016/08/03

工作

삐약삐약

2016/08/03

工作

민준오빠만나느라샤샤샤

2016/08/08

工作

사쯔

2016/08/09

工作

스포요정

2016/08/25

工作

미나리

2016/08/25

工作

겨론할사람ㅋㅋㅋ

2016/08/25

工作

사나퀸

2016/08/26

工作

채쯔

2016/09/04

工作

채쯔 일본공연장탐방기 feat. 2PM 택연

2016/09/04

工作

일본왔지효😀

2016/09/04

工作

사나지효😤

2016/09/04

工作

듀뷰

2016/09/04

工作

모모모모모모모모

2016/09/04

工作

즐거운 추석 보내세요

2016/09/14

工作

구칠즈 ❤ TT

2016/10/13

工作

미챙미챙

2016/10/16

工作

미챙 좋아하는사람!

2016/10/16

工作

TWICE TT 1st 팬싸인회 현장

2016/10/30

工作

TWICE 1st 팬싸인회 SHOWTIME

2016/10/30

工作

불장난🔥

2016/11/05

工作

쯔위에요

2016/11/11

工作

임나연박지효

2016/11/20

工作

멜로디 프로젝트 촬영종료

2016/11/24

工作

모챙쯔

2016/11/25

工作

🐧🐊🐰🦄

2016/12/04

工作

두부한모

2016/12/08

工作

쯔위에요

2016/12/20

工作

🍭

2016/12/26

工作

나정모지

2016/12/28

工作

20161231😝

2016/12/31

工作

다시만난세계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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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어딜까?😀/어딜까?2😀/어딜까?3😀

2017/01/04

工作

30 초

2017/01/04

工作

똑똑똑 모찌가왔어용🍽모찌랑밥먹을사람~

2017/01/10

工作

다혀나 언니가 할말있다. 나와 ㅋㅋㅋㅋ

2017/01/10

工作

리허설준비중😉

2017/01/18

工作

쯔모에요

2017/01/19

工作

잡혔다 ㅋㅋㅋ

2017/01/31

工作

채유

2017/01/31

工作

미나리🐧

2017/02/10

工作

개인브이

2017/02/12

工作

리허설즁~

2017/02/16

工作

모챙모챙

2017/02/21

工作

낰나아아앜?????!!?!?

2017/02/22

工作

쯔위예요

2017/02/28

工作

먹방

2017/02/28

工作

저 살려주세욯

2017/02/28

工作

여러분

2017/02/28

工作

트와이스 팬싸인회 ing

2017/03/05

工作

모쯔예요/쯔모예요

2017/03/06

工作

사이다

2017/03/06

工作

엄똑나모/엄똑나모

2017/03/06

工作

모찌

2017/03/06

工作

모하세요

2017/03/08

工作

풀메방송 2/풀메방송 3

2017/03/30

工作

와썹와썹

2017/04/07

工作

모미

2017/04/08

工作

콘서트 끝/콘서트 끝 2

2017/04/08

工作

스위뜨

2017/04/11

工作

오효오효

2017/04/12

工作

TWICE @ Schilthorn/TWICE @ Schilthorn 2/TWICE @ Schilthorn 3 2017/04/13

工作

TWICE's Broadcast

2017/04/13

工作

복숭아 A/복숭아 A 2

2017/04/13

工作

TWICE IN THE SKY

20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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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나연님 사랑해요/ (나연님 사랑해요 REMASTERED)

2017/04/15
(2017/04/17)

工作

ganzi TZU/ (ganzi TZU REMASTERED)

2017/04/15
(2017/04/17)

工作

트와이스 @ 루체른/ (트와이스 @ 루체른 ORIGINAL)

2017/04/15
(2017/04/17)

工作

TWICE SIGNAL V

2017/05/07

工作

잉잉/잉

2017/05/10

工作

SIGNAL 보내

2017/05/15

工作

트와이스 첫방 끝

2017/05/18

工作

누구를 향해

2017/05/25

工作

MOMO's SIGNAL DANCE TEACHING

2017/05/26

工作

팬싸전 리막🤘🤘🤘

2017/05/27

工作

모지?

2017/06/02

工作

팬싸전..

2017/06/07

工作

B

2017/07/08

工作

인사

2017/07/15

工作

간게나연

2017/07/15

工作

그 뭐시기 아침인디

2017/08/09

工作

지효의세레나데 끝😗

2017/08/21

工作

과자먹고싶어😐

2017/08/22

工作

나사다아아

2017/08/24

工作

ㅇㄹㄱ ㅇㅅㅇ ㄲㅇㅇ♡

2017/09/15

工作

ㅇㅅㅇ ㄷㄹㅇ ㄴㄱ ㄱㄷㄹㄱㅇㅉㄴ😆

2017/09/19

工作

하이이이이이이

2017/09/19

工作

슈슈우우웅

2017/10/09

工作

7시

2017/10/09

工作

하이터치끝👋

2017/10/28

工作

컴백 30 분 전👆

2017/10/30

工作

모모의 LIKEY DANCE 교실👆

2017/11/01

工作

벌써 눈 ☃☃☃

2017/11/13

工作

삿포로삿포로

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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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사부리는 브이앱을 할꺼야

2017/11/18

工作

추운 나동이

2017/11/22

工作

ONCE 여

2017/11/25

工作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2018/01/05

工作

후쿠오카🍜/🍜🍜🍜🍜

2018/01/22

工作

❤

2018/01/22

工作

학생은 나야나👍❤

2018/01/22

工作

쯔위예요

2018/01/23

工作

엥

2018/01/23

工作

째용🌙😳⭐

2018/01/23

工作

빨리 들어오시오

2018/01/23

工作

미안 ㅜㅜ

2018/01/23

工作

지쯔예요

2018/01/25

工作

라이브라이브/왜자꾸 꺼지는고얏/사다쯔예요

2018/01/25

工作

죠🌙🌙/ㅠㅠㅠㅠ/ㅠㅠㅠ

2018/01/31

工作

🐧쇼케이스 마지막 날

2018/02/01

工作

젤리쇼 2

2018/02/07

工作

엄똑나모 ㅎ

2018/02/07

工作

트둥이랑 셀카찍기

2018/02/13

工作

토론토토론토

2018/03/22

工作

나도나도놀아종

2018/03/28

工作

jnm💙/D-4/jnm💙

2018/04/05

工作

이제 헤어질시간

2018/04/05

工作

what is love💕

2018/04/14

工作

모모의 What is Love? 댄스교실

2018/04/23

工作

잘자용🌙🌙/잘자용🌙🌙

2018/04/27

工作

복숭아 자매 in 싱가폴

2018/06/16

工作

가리가리쿤🍨

2018/06/26

工作

고고/ㅠ/아아아아

2018/06/27

工作

Dance Tha Night Away Sana🍭

2018/07/01

工作

헐크/헐크

2018/07/02

工作

헐크 2

2018/07/05

工作

모모랑 헐크랑

2018/07/05

工作

Let's Dance The Night Away with MOMO

2018/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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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MOMO

2018/08/05

工作

지효가와써효💃

2018/08/18

工作

Hi

2018/08/29

工作

모하세요?

2018/10/03

工作

나정

2018/11/13

工作

MOMO's YES or YES Dance V

2018/11/17

工作

막방

2018/11/25

工作

계속 꺼지넹

2018/12/01

工作

TWICELAND 영화개봉!

2018/12/06

工作

가족사진찍기📸

2019/01/17

工作

모모링ㅎㅎㅎㅎ

2019/02/18

工作

나모카리/나모카리/나모카리

2019/02/22

工作

하잇

2019/04/10

工作

밥먹어

2019/04/11

工作

고민상담🌷💙/고민상담💗🌼💗🌼/엥🌼💙/ㅋㅋㅋㅋㅋㅋㅋㅋ💜🌷🌼 2019/04/11

工作

심심해애앵

工作

2019/04/12

☀ 🌈❣

2019/04/14

工作

그냥~~~~~

2019/04/16

工作

Fancy

2019/04/25

工作

모두들 드르와아랏❤

2019/04/26

工作

응원법 바뀜

2019/04/26

工作

나모사

2019/04/27

工作

모모의 FANCY 댄스교실

2019/05/17

工作

급식단⭐✌

2019/08/12

工作

안녕 모쯔;) /안녕 모쯔.🐷🦄🌹🎀♥

2019/08/20

工作

우리도..../우리도,,,,,

2019/08/22

工作

고마워원스❤

2019/08/22

工作

💜/ㅠ

2019/08/27

工作

배불렁

2019/09/08

工作

ㄴㅁ

2019/09/08

工作

1 시간전...

2019/09/23

工作

모챙 TV🍑🍓

2019/10/06

工作

원스 일러 들어와!!!!!

2019/10/06

工作

쯔위 코치 행사 갔다 왔음~~*

20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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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레나☆/레나♡

2019/10/23

工作

모쯔♡/모쯔♡

2019/11/02

工作

rin♡/☆☆☆

2019/11/03

工作

쯔 개인화보 점심시간~

2019/11/04

工作

누구우우게/다시!!!!

2019/11/06

工作

하잇

2019/11/07

工作

쯔가 사줫어요...그래서 한번 해보고싶어서...ㅋㅋ

2019/11/14

工作

안녕 원스

2019/11/14

工作

들어오시오~ 다쯔예요

2019/11/16

工作

두부한모♡/다시

2019/11/17

工作

쯔~~~

2019/12/01

工作

👶오늘은 핸드폰 꺼지기전에 인사할꼬야 ㅎ/👶핸드폰이 꺼진건 2019/12/08
아닌데.... ㅋㅋㅋㅋ

工作

원쓰으응

2019/12/10

工作

필터짱짱

2019/12/11

工作

아이스크림

2019/12/11

工作

원스!

2019/12/21

工作

원스~~~/다시ㅋㅋ

2019/12/22

工作

원스고생해떠여

2019/12/23

工作

원스!

2019/12/26

工作

우리가 누구게

2020/01/31

工作

쯔묶+앞머리 👱♀/쯔묶+앞머리👱♀

2020/02/11

工作

30 분보다 더 기다렸낭..?ㅜㅡㅜ❤

2020/02/20

工作

아레나 투어 마지막 공연🎶👀

2020/02/23

工作

ㅁㅁㄹ

2020/02/23

工作

TWICE UNIV. 패션동아리 동아리방

2020/03/07

工作

원스으응

2020/03/19

工作

사나의 출근길🚗

2020/05/11

工作

중간퇴근중👶

2020/05/16

工作

급식단

2020/05/16

工作

안녕

2020/05/18

工作

1

2020/05/27

工作

D-1🍑

2020/05/31

工作

급식단의 퇴근길

20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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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원보인가/다시/다다다다시시시

2020/06/05

工作

쯔~~~;)

2020/06/10

工作

쯔;)

2020/07/09

工作

?

2020/08/07

工作

한 시간 전 두근두근두근

2020/08/09

工作

원스

2020/08/12

工作

ㅎㅇ

2020/08/22

工作

다쯔 보이스~~~👋

2020/08/31

工作

사지다

2020/09/25

工作

모/모

2020/10/27

工作

모모의 댄스교실/모모의 댄스교실

2020/11/08

工作

목소리

2020/12/18

工作

simsimhae

2020/12/24

工作

로그인 됬다!!></다시이이이

2021/01/07

工作

두목등장!

2021/02/01

工作

🍓

2021/02/05

工作

아메리카노오오☕💜

2021/03/03

工作

ㅎㅎ

2021/05/01

工作

Hi

2021/05/17

工作

사이다

2021/05/21

工作

💜💜💜💜

2021/08/21

工作

쯔왔!🐶

2021/08/26

工作

☀

2021/09/10

工作

(white heart)

2021/09/28

節日

해피다현데이

2016/05/28

節日

쯔드리생일♡

2016/06/12

節日

약속지킨다!정연이생일브이앱

2016/11/01

節日

샤샤

2016/12/29

節日

생일

2017/03/24

節日

Happy Dahyun Day

2017/05/28

節日

Happy Tzuyu Day🐶

2017/06/14

節日

트와이스 2 주년 원스 사둥해♡

2017/10/20

節日

모모링 생축 탄죠비👆

2017/11/09

節日

Happy Birthday TZUYU/Happy Birthday TZUYU2

201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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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

ONCE❤TWICE 1,000 DAYS

2018/07/15

節日

3rd Anniversary

2018/10/20

節日

Happy SANA Day

2018/12/29

節日

DAHYUN Happy Birthday V LIVE/DAHYUN Happy Birthday V 2019/05/28
LIVE 2
00:00

節日

쯔위 생일이다😃😃/생일 끝나간다

2019/06/14

節日

Happy JEONGYEON Day

2019/11/01

節日

모 생일🍑

2019/11/09

節日

🎂

2020/03/24

節日

DAHYUN Happy Birthday V LIVE

2020/05/28
23:30

節日

Happy TZUYU Day 💓

2020/06/14

節日

🎂🎂🎂/🙄

2020/09/21

節日

TWICE 5th Anniversary Special Live 'WITH'

2020/10/19
10:20

節日

Mm

2020/11/09

節日

🎂Congrats🎂Surprise V/🎂

2021/03/24

節日

2000 일💗🎂🎂🎂

2021/04/10

節日

Happy DAHYUN day🎂

2021/05/28

節日

♡HBD TZU♡

2021/06/13

個人特色

트와이스 미나의 GAME V

2016/01/08
20:00

個人特色

트와이스 아기맹수 채영의 어흥 V

2016/01/28
20:00

個人特色

트와이스 모구리 모모의 MANIA V

2016/02/17
20:00

個人特色

트와이스 큐티섹시 사나의 DATE V

2016/03/03
18:00

個人特色

트와이스 콤비 정연&지효의 Friend V

2016/03/19
16:00

個人特色

지효의 첫 번째 Candy Night - CAM1

2017/02/01
21:00

個人特色

TWICE 김쯔위

2017/03/12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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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特色

나연이의 Serendipity

2017/07/08
22:00

個人特色

TWICE SANA DATE V2/TWICE SANA DATE V2 Part.2

2017/07/30
17:00

個人特色/ 節 나연이의 Serendipity2/나연이의
Serendipity behind2
日
個人特色

Serendipity2

Again/나연이의 2017/09/22

급식 단장의 놀토/급식 단장의 놀토

20:00
2018/03/10
22:00

個人特色

JIHYO's CANDY NIGHT/JIHYO's CANDY NIGHT

2018/05/11
23:00

個人特色

CHAEYOUNG's STRAWBERRY FARM

2018/05/14
23:00

個人特色

김쯔위 Season2/김쯔위 Season2 B

2019/02/17
17:00

主題式

본격 오감 만족 VJ LIVE (with TWICE JIHYO)

2016/11/05
22:00

主題式

TWICE MINA&CHAEYOUNG's LieV – 트와이스 미나&채영의 2016/11/13
눕방 라이브!
23:00

主題式

TWICE SANA TZUYU X LieV – 트와이스 사나 쯔위의 2017/06/04
눕방라이브!
22:00

主題式

TWICE MOMO JEONGYEON X EATING SHOW - 트와이스 모모 2017/07/06
정연의 같이먹어요!
21:00

主題式

TWICE X LieV - 트와이스의 눕방라이브!

2017/11/26
22:00

主題式

TWICE X Calling Recipe (트와이스 X 부재중레시피)

2018/04/29
20:00

備註：一表格內有多個直播題目是為同系列直播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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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V LVE 直播平台主要區塊（服務介面）

1. Star Board（原區塊名為 VIDEO）
用途：可觀看頻道上傳之影像（如：直播、VOD）。

2. Notice（原區塊名為 POST）
用途：頻道上傳文章的佈告欄、使用者可按讚/留言、留言處可透過語言類型篩選留言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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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聊天（原區塊名為 CHAT）
用途：使用者可隨意留言，以及透過篩選功能查看「明星留言」之功能（特以天藍色
背景標示之），且明星留言提供自動翻譯功能。

4. FAN POST / FAN BOARD（原區塊名為 FAN ）
用途：使用者可上傳文章、照片、影片，也可按讚或留言其他使用者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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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 UPCOMINGS
用途：提供週間預定的 VOD 日程或是預定直播日程。（此功能已整合至各頻道日程的
頁面）。

6. 商店（原區塊名為 V Store）
用途：主要提供需要付費的服務：FANSHIP、V LIVE+、LIGHTSTICK、ST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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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V LVE 直播平台主要功能

1. CHEMI-BEAT（CHEMISTRY BEAT）
＊點擊畫面中的手指愛心圖示，就能夠提升 CHEMI-BEAT。
＊將使用者與明星的關係（CHEMISTRY）以心跳數（BEAT）表現。
＊追蹤喜歡的頻道、參與頻道的活動、頻道簽到，以及收看、分享頁面和影片等方式，
可提升 CHEMI-BEAT。
＊公佈欄文章按讚或留言也能提升 CHEMI-BEAT。
＊想大量提升 CHEMI-BEAT，收看直播是最為直接且有效率的方法。
＊可透過頻道活動量確認使用者 CHEMI-BEAT 在該頻道的排名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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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ICKER
＊在 VLIVE 活動中可使用明星貼圖、表情圖片，向明星發送訊息。
＊貼圖商品會限制可使用頻道。

3. V LIGHTSTICK
＊將應援明星的經驗數位化，在 VLIVE 也能運用數位道具支持明星。
＊使用虛擬應援棒時，能夠累積 2 倍 CHEMI-BEAT，並提供突破愛心數時的特效。
＊提供旋轉且可開燈 3D 圖示的虛擬應援棒。
＊該項銷售收入將用於明星活動。
＊可使用虛擬應援棒的韓國明星頻道截至 2020/10/17 為止，有 APINK、ASTRO、
BLACKPINK、BTS、CIX、EXO、GFRIEND、GOT7、HIGHTLIGHT、iKON、IZ*ONE、
LOVELYZ、MAMAMOO、MONSTA X、NCT、NU’EST、OH MY GIRL、SEVENTEEN、
SF9、STRAY KIDS、SUPER JUNIOR、SUPER M、TVXQ!、TWICE、VICTON、WayV、
WINNER、WJSN、鄭世雲，共 29 個歌手/團體提供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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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VE 直播 & VOICE ONLY（聲音）直播
＊不可預期的明星直播，通常有影像直播及聲音直播兩種。
＊V LIVE 直播透過平台系統在移動載具的彈跳視窗通知明星開直播的消息。
＊時間長短不一（直播時常最長 3 小時，若要繼續直播，則需要再重開）。
＊影像直播中，常見明星運用平台所提供之各種調色濾鏡、增強現實（AR）技術。

5. CHANNEL + （舊功能，現已將此合併至 V LIVE+中）
＊只有購買明星會員資格商品的粉絲才可使用。
＊維持會員資格期間可無限次進入該服務。
＊可於 CHANNEL+中觀看未向一般使用者公開的節目、影片、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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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 LIVE +
＊可觀看明星在 V LIVE+所開的即時直播、VOD（特別影像商品）和聊天內容。
＊該服務裡的 VOD 影片提供下載功能，可欣賞高畫質影片。
＊影片涵括 Beyond Live 線上演唱會、未公開影片等。
＊V LIVE+影片可能有購買或使用限制。
＊LIVE 結束後，影片須經分級審議方可提供 VOD。
＊有限制同時觀看的設定：一個帳號最多 5 個裝置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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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ANSHIP（FANCLUB） 官方會員服務
＊透過該項服務的直播，無法馬上重播，須經影像分級委員會審議程序審查後，才能
重新上架重播。

8. SUBTITLE / V FANSUBS 字幕
＊目前直播節目可支援英文、中文、越南文、泰文等多國語言。
＊VOD 除了上述語言字幕外，還提供日文、中文、印尼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
＊系統提供的字幕會標自動：V FANSUBS 則會標明粉絲字幕。
＊V FANSUBS：使用者自發性地透過 UI 剪輯工具製作字幕和調整時間軸。
＊依節目播放行程，支援的語言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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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RENDING TAGS（現已移除）
＊提供 Hash Tags 方便觀眾尋找相關影片內容。

以上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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