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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背景理論 

本章分為四節，按照第一章所述四個研究基本面向［符號文本、行為（結果

）、驅力（原因）、符號變遷］，前三節分別介紹迷文化理論如何分析符號文本、

迷個體與其日常生活實踐、以及對迷現象的解釋；第四節則介紹 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作為本研究分析符號變遷之基礎。 

一、 迷文化理論／迷文本 

(一) 從文本中心主義到閱讀形構 

陳水扁的支持者（扁迷）們對阿扁的支持、認同，與狂熱的情感投入，與迷

文化理論所關注的迷現象（閱聽人的過度媒體使用）擁有以下相似之處：首先，

他們的認同與支持都有一個特定的對象物：迷文化理論關注的迷所投入的是某特

定的媒介文本，而扁迷所支持的，便是陳水扁本人。其次，不論是迷文化理論關

注的迷，或是扁迷，在行為上都帶有某種程度的狂熱特性。然而不同的是，扁迷

所投入的並不是傳統迷文化理論擅揚的日常生活文化消費，而是甚少以大眾媒體

作為產製中心的政治性文本。研究範疇不同，就理論層面上而言，迷文化理論裡

的「文本」概念，是不是真的能提供我們探討扁迷現象的基礎？以下將從傳統迷

文化理論對文本的思辯，進一步討論之。 

迷文化理論的文本概念，可以說是傳統迷文化理論最重要的研究題旨。不僅

大量的迷研究以各式各樣的迷文本為研究對象［諸如＜星艦奇航＞（Gibberman, 

1991）、＜朱門恩怨＞（Dallas）（Ang, 1985）、＜蝙蝠俠＞（Batman）（Pearson 

and Uricchio, 1991; Brooker, 2000）、＜雙峰＞（Twin Peaks）（Lavery, 1995）、

＜Ｘ檔案＞（X-Files）（Lavery, Hague and Cartwright, 1996）等］，部分迷文化

論述更將文本置於理論架構之中心地位。例如，Gray（2003）為了擴充傳統迷文

化理論的研究範疇、進一步考量「非迷」、「反迷」等更廣大且類型眾多的閱聽

眾，提出一個新的、以文本為中心的、粒子式迷理論模型。他將文本比擬作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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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而將其中原子核（nucleus）部分比擬為「核心讀者」（close reader

）；這一類讀者只專注於該文本中心本意與穩定處，忽視文本邊陲曖昧不明部分、

或與其他外來文本的互動，認為所有的謎團與疑惑皆可於文本中心尋獲解答。另

一方面，「迷」則為文本原子當中的質子（proton），因為 Gray 認為迷的閱讀其

實和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1998）所說的遊牧式（nomadic）不同，而是一

種觀光式的（tourist）閱讀，它並不是那麼地以官方文本為中心，而是會有自己

的解讀，甚至是創造出自己的文本，但仍永遠與中心文本原子核相關；對 Gray

來說，迷對文本正面的情感投入，恰好與質子的正向能量環境相符合。至於對文

本帶著反面情緒的「反迷」，則為原子裡的電子雲（electron cloud）部分；除了

帶負電荷的這個特質，Gray 認為「反迷」與文本的關係，亦正如電子保持著與

原子核一定卻又不會太遠的距離；反迷是遠距讀者（distant reader），雖然對文

本並不像迷一般熟悉，但是仍必需擁有一定程度的知悉。 

如前所述，Gray 的分類方式其實是一種「文本中心主義」。他假設一個單

一且絕對的中心文本存在，而所有的讀者，不論是核心讀者（close readers）或

是遠距讀者（distant readers），迷、反迷與非迷，都是由與該文本的貼近程度、

對該文本的喜好程度而決定的。然而，單一（官方）文本，甚至是單一媒介型態

的研究假設，不僅窄化了當代社會裡閱聽人對其對象物，在平面媒體、影音視訊、

電玩或網路互動、周邊商品的消費活動，忽略了文本與文本之間相互影響、扣連

的龐大符號社會體系，也壓縮了非官方、由迷自行創作的衍生文本的生產意義。

部分迷文化學者為突破此一文本中心主義的理論困境，紛紛提出其他不同的理論

假設。例如，Gerard Genette（1997）的「paratexts」概念，便是對以往只觀注單

一官方文本的迷研究的一種反思：那些圍繞中心文本的其他「半文本片段」

（semi-textual fragments），擁有安置（position）、甚至是共同建構中心文本的

重要地位與功能。一本書為例，如書的封面、序言、書評、字體字樣、後記等，

這些都無法獨立於書的存在，卻又著實地影響讀者對此書的看法與閱讀狀態。 

Bennett 與 Woollacott（1987）的「閱讀形構」（reading formations）概念，

可以視為對傳統單一文本迷研究另一層次的反省。Bennett 與 Woollacott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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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與讀者之間的關係，在決定性的閱讀條件下，被特定的決定因素所影響、形

塑與建構的。更明確地說，Bennett 與 Woollacott 假定一種在特定脈絡中常見的

「交互－文本關係」（inter-textual relations），以特定的方式安排其間的關係，

讓文本的閱讀永遠朝著設定的方向進行，從而啟動了「一套」文本 。在《龐德

與其他》（Bond and Beyond）一書中，Bennett 與 Woollacott 詳細說明了詹姆士

．龐德（James Bond）這個角色自 1950 年代以來，如何經由一連串各種不同的

文化文本與實踐，被生產與再生產。龐德一方面是在意識型態上可塑性甚佳的「流

動的意符」，「各種不同的龐德以不同的方式，基於不同的原因，在不同的時間

點上受到歡迎」；另一方面，龐德存在的條件本身已經是交互－文本的，提供了

一個生產、操作各種交互－文本的架構。「增加的龐德文本與既存的龐德文本連

結起來，以千變萬化的方式重組了這些文本之間的關係、互動與交換。」換句話

說： 

藉由龐德這個符號的運作，這些廣泛的文本彼此之間產生關連，而此一符

號正是這些文本所共同建構的。反過來說，這個角色在這些文本之間遊移

，並將它們扣連起來，雖然在其他方面有許多的差異，卻成為一套相關的

文本。（Bennett and Woollacott, 1987） 

Bennett 與 Woollacott 的「閱讀形構」概念，不僅提供了諸多缺乏中央式、

官方文本的迷文化一個穩固且紮實的迷文本論述，亦提供後續學者探討迷文化現

象時的研究基礎。Cornel Sandvoss（2005）為迷這個概念所下的定義是：對一特

定的流行敘事（popular narrative）或文本，定期的、情緒投入式的消費。Sandvoss

更補充道：所謂的文本，同時包含了虛構的故事小說，與各種真實生活中的圖像

與偶像（icons）；小甜甜布蘭妮（Britney Spears）與波士頓紅襪隊（Boston Red 

Sox），都被其歌迷與球迷們解讀、協商為文本。是故，迷文本不再限定於虛擬

的情節故事、或是虛擬故事裡的虛擬人物，迷文本也可以是真實（相對於虛擬一

詞）的事件、意識型態、或是真實的人物。把這樣的概念應用在本研究上，阿扁

符號即為一套由陳水扁本人、其競選團隊、大眾傳播媒介與支持者們，共同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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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的巨大交互文本體系。 

(二) 阿扁作為一種候選人形象： 

目前與陳水扁個人形象有關的歷年研究文獻，便已經透露出這種特定的「阿

扁交互文本」的存在。這些研究文獻可以概略性地區分三個研究典範進行探討：

第一個典範為候選人形象研究。這一方面可以回溯至陳水扁從政以來的各式非學

術出版品。吳蕙芬（1998）的研究整理指出：「出版年代最早的是吳如萍等在

1993 年所著『台灣政壇明日之星』，時任立委的陳水扁被稱為『國會中熱度最

高的聚光燈』…1994 年底的台北市長選舉將陳水扁旋風推至最高潮，在隔年就

有五本以陳水扁為主題的書籍出版，似乎人人爭著解讀陳水扁，除了描寫他的出

身與童年，分析他是如何贏得台北市長選舉勝利，更有人信誓旦旦地預言或替他

規劃了未來的總統之路。之後兩年這股風潮暫時消弭，直到 1998 年的台北市長

選舉前夕，各種討論陳水扁施政與個人風格的書籍才又風雲再現」。這些出版品

再現的陳水扁形象，多為「認真、執著，品德高尚不畏強權，草根性強並具煽動

群眾魅力，愛家、愛老婆的政治人物」（吳蕙芬，1998）。除了傳記書籍的再現

，吳蕙芬以問卷調查方式，探究民國 83 年與 87 年兩次台北市長選舉中選民對陳

水扁個人評價的研究亦顯示：「在品德、親和力、魄力、口才表現、能力這五個

項目中，87 年的選民對陳水扁評價最高的是魄力，其次是口才表現，最低的是

品德。而在 83 年，選民對陳水扁評價最高的是口才表現，其次是魄力，最低的

也是品德」（吳蕙芬，1998）。陳信助（1999）探討兩千年總統大選各候選人形

象之研究指出，選民對陳水扁「在『清廉不貪污』以及『魄力』兩項個人特質上

有著較高之評價」，政策推動上則以「維護治安」、「遏止黑道干政」與「遏止

官員貪污」上為三位候選人（陳水扁、宋楚瑜、連戰）之最高。林慧斐（2000

）研究 N 世代對陳水扁個人形象之評價，結果顯示「N 世代受訪選民給予陳水

扁正面評價形象特質，前五名，改革能力（魄力）、口才、學識（聰明）、過去

的公職表現、行政能力（國家建設）…」。胡志亮（2002）從總統新聞幕僚角度

出發，認為陳水扁總統形象為「刻苦耐勞、意志堅定、樂觀進取、追求卓越、心

思細膩、用心認真、具草根性、記憶力強、有魄力、尊重專業、知人善任、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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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正直清廉、能反省、勇於嘗試、具有愛心、有前瞻性」。 

另一個典範則為選舉傳播與選舉策略研究。此類研究以陳水扁選舉陣營或是

民進黨選舉團隊為主要對象，以廣告學、行銷學與公共關係等理論架構，探討候

選人在面對廣大且異質的選舉人時，以什麼樣的選舉策略、設計什麼樣的傳播文

宣，吸引選民的注意、爭取他們的認同與支持。例如陳麗婷（1998）分析 1998

台北市長選舉三黨候選人文宣策略，認為「陳水扁陣營企圖扭轉形象，一再強調

陳水扁的執政的魄力，以及服務認真」。此外，在眾多 2000 年總統大選的選舉

策略研究裡，廖唯超（2000）分析各候選人報紙競選廣告之形象塑造，結果顯示

在個人特質方面，陳水扁自我塑造的部分，出現最多的是「改革能力與魄力」、

「政治風格」、「遠見」；在議題政見方面，出現最多的是「改革黑金」、「政

治性議題」、「兩岸關係」。該研究更補充說明：「整體來看，陳水扁的形象定

位策略較其他候選人清楚且呈一致性，以『改革』為主軸，區隔自己與其他兩位

候選人…」。張瑞鴛（2002）探討該次大選競選組織策略時亦指出「陳水扁競選

團隊根據本身的核心價值觀及政黨角色，推出『改革者』、『打擊黑金』、『政

黨輪替』為主要的任務行銷…」。簡鈺珒（2003）分析總統選舉選民的投票抉擇

，指出「國民黨在選民的眼中是屬於有錢有勢的政黨，以及與黑金掛勾最嚴重的

政黨。對比之下，民進黨所訴求的即是終結黑金和政黨輪替…」。廖益興（2004

）則認為，「陳水扁陣營把陳水扁定位成具有改革魄力、做事認真、操守清簾、

愛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同時也是改革國內黑金政治和促進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最

佳國家領導人」。 

第三個典範為新聞報導再現的研究。雖然同樣側重於訊息傳送層面，但是此

類研究不以候選人及政黨文宣部門等產製出來的訊息作為研究對象，而是探究新

聞傳播媒體在此訊息傳送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簡單地說，這一類研究所重視的

，是新聞傳媒對再現政治人物的再現方式與報導偏差性。例如連珊惠（1998）分

析中國時報、聯合報、自由時報所呈現的 1998 年台北市長選舉候選人形象，認

為此三大報「對陳水扁報導最多的是政治風格、經驗與經歷、能力，前者負面報

導的比例相當高（59.1%），但在後兩者則傾向正面的報導…」；另外，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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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以深度訪談方式，探討各報編輯對陳水扁的個人評價，結果顯示，「幾位賦予

馬英九高評價的編輯，相對的對陳水扁持著蠻極端的看法，都著重於批評陳水扁

的個性與人格特質，說他『不夠厚道、很鴨霸、心胸狹窄、像個酷吏』，似乎都

忽略對他施政上的評估」，而「賦予陳水扁較高評價的編輯，都著重於讚揚陳水

扁的施政表現與政績，即使對於『鴨霸』這個不是正面的評價，也能夠將其轉換

成正面的意涵」。黃秀（1999）《政治人物在大眾傳播媒介中的形象研究－以台

視、中視、民視及無線衛星電視台對陳水扁報導為例》一文，認為陳水扁主要的

形象為「主動、積極、處理市政建設」、「專業、創新、年輕、肯負責任」。該

研究亦指出：「然而藉著聲刺的播出，電視媒體卻將陳水扁塑造成以民進黨黨務

及全國政務為重，且易與他人衝突對立，甚至遭他人抨擊的政治人物。此外，電

視新聞也傾向將陳水扁定為可與國民黨主席、總統相抗衡的位階，並將台北市政

府與中央政府作比較」。 

此三大典範研究（陳水扁候選人形象研究、選舉傳播與選舉策略研究、新聞

報導的陳水扁再現研究），對於陳水扁在大眾傳播裡再現的形象，以及競選團隊

廣告行銷的策略上，均有相當清楚的描述與分析。從上述整理中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陳水扁個人其實是與少數的、特定的形象價值相互扣連，例如執政魄力（鴨

霸）、改革黑金、政黨輪替等；而這些形象是如此深刻，使得陳水扁能夠與其他

政治人物、候選人等區別開來。以此角度觀之，陳水扁支持者們所「看」到的陳

水扁，事實上已經不只是陳水扁「本人」，更包含了陳水扁身上所負載的各種形

象、特色與價值觀，互相交織綿密、厚實且巨大的阿扁符號意義體系。第二、陳

水扁的個人形象（也就是其符號意義）並不是透過陳水扁本人（或是其競選團隊

）單一且單向性地塑造完成，而是透過各種不同的媒介平台、由眾多文本所共同

建構出來；以上的分析整理便顯現出至少三個文本來源：陳水扁個人（的經歷與

資歷）、競選團隊設計文宣與新聞媒體。這些跨文本、擁有特定一套論述規則的

特性，便充分說明以「閱讀形構」、「文互文本」等概念分析阿扁符號之適切性

。 

雖然這些典範研究，不僅在各自相關研究領域上擁有顯著之價值與意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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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陳水扁符號意義與其支持者們的後續研究亦提供相當紮實且深厚的基礎，但美

中不足的是，這些典範研究均以一種由上至下、結構性的角度分析「陳水扁文本

」，而較少觸及支持者們由下至上的個人式、庶民式解讀方法。側重結構文本的

分析，代表了對個體能動性一定程度的忽略；因為結構文本分析只能聚焦於結構

的製碼與建構，而無法觸及個體（閱聽人，或是消費者）對文本的解碼與詮釋。

更明確地說，上述的典範研究只強調結構性的文本來源（陳水扁個人、競選團隊

與新聞媒體）卻忽略另一個重要文本來源：陳水扁的支持者們（也就是文本消費

者）的個體能動性。這裡便顯現出以扁迷族群作為研究陳水扁形象（阿扁符號）

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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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迷文化理論／迷現象之定義 

除了上述迷文化理論的文本（對象物）概念在探討扁迷現象時的應用之外，

迷文化理論所探討的迷定義，與研究聚焦之扁迷，亦擁有高度相似性。事實上，

近年來諸多學術論述，已經著手嘗試以消費行為、商品邏輯與狂熱情感等角度進

行政治行為的研究，甚至直接將迷的概念與當代社會裡的政治活動參與者進行比

較。本節將以這些比較分析作為開端，從涵蓋較廣泛的「政治參與者」層面開始

，比較迷文化理論的迷概念定義，與政治參與者之異同。透過這樣的類比，我們

不僅得以正當化、銜接至政治迷的討論，更能進一步論證以迷文化理論分析政治

迷的合法性。 

(一) 迷的分類光譜 

在一篇探討能否將目前虛擬實境電視節目裡的觀眾互動技術應用在政治性

公共領域之建構的論文裡，作者 Liesbet van Zoonen（2004）嘗試理論性地分析

比較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1998）所定義的迷，與當代政治活動參與者之

間的異同。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以對象物（object）、媒體使用（media）與

組織性（organization）等面向，將各類型的閱聽眾們散射成一道連續光譜。光譜

的一端是沒有特別、系統性偏好的一般消費者（consumer），在媒體的使用上是

多樣的，可能是重度使用也可能輕度使用。接續著消費者，連續光譜漸漸轉化成

「迷」（fan），對象物是同類型的明星或節目，並相對地具有較高的媒介使用

，但是沒什麼組織性；在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定義之下，大部分的青年

都可以被歸類為迷。「狂熱者」（cultist）的對象物是更特定的明星或節目，其

媒介使用是重度且特定的，並擁有初具規模的社群組織；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指出，目前大多數迷學術研究中所指稱的迷，多屬於此分類下的狂熱

者。至於「熱衷者」（enthusiast）的對象物不再是特定的明星或是節目，而是「活

動」（activities）；他們的媒介使用是相當特定的，可能是專門為了該類熱衷者、

甚至是由熱衷者自行製作的；另外，熱衷者通常擁有相當特定且緊密的社群組織

。最後，在光譜的另一端，相對於消費者的，即為由相當專業的熱衷者所轉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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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小型製造者」（petty producer），以往的熱情也轉為全職式的職業；其組

織可能脫離了原有的熱衷者社群，透過市場的運作而愈益緊密。 

表一 Abercrombie & Longhurst 的迷光譜式分類 

 對象物 媒體使用 組織性 
消費者 

consumer 
無特別、系統性偏好 多樣 ／ 

迷 
fan 

同類型的明星或節目 較高 沒什麼組織性 

狂熱者 
cultist 

更特定的明星或節目 重度且特定 初具規模的社群組織 

熱衷者 
enthusiast 

不是特定的明星或是

節目，而是「活動」 
相當特定 特定且緊密的社群組織 

小型製造者 
petty 

producer 

以往的熱情也轉為全職式的專業；其組織可能脫離了原有的熱

衷者社群，透過市場的運作而愈益緊密。 

 

表面看來，政治參與者所消費的對象物應屬於「政治」類型的活動，其媒介

使用可能是已經具有某種立場或色彩的特定媒介，是故按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分類，政治參與者似乎應屬於「熱衷者」。然而，Zoonen 既不是將

政治參與者視為迷社群當中的一支，亦非根據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定義

，將政治參與者／政治迷直接對應的「迷」、「狂熱者」、「熱衷者」其中任一

者。相反地，Zoonen 選用「政治選民」（political constituency）較中性的詞彙，

將廣大且異質的政治參與者，視為閱聽人此一類目，爾後才再對照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迷光譜的中間三者（fan、cultist、enthusiast），畫出一條政治領域

的參與涉入程度光譜。例如，在 Zoonen 的政治領域參與涉入程度光譜中，政治

參與者當中的投票給某政黨或某候選人的選舉人（voters），可以直接對應為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閱聽人類目下的「迷」；而政黨等政治團員裡的成員

或黨員，就好比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狂熱者」；至於「熱衷者」，其

政治場域裡的對應物，則為在各種執政實體裡的政黨代表人物們（party 

representatives in various governing bodies）。Zoonen 更補充，正如同 Abercrom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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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Longhurst 將此線性光譜視為閱聽人的職業軌跡（audience career path），這一

條政治領域參與涉入程度光譜亦可視為政治場域裡的職業軌跡：個人從沒有差異

性的、消費大眾似的市民身份，再依序經過迷、狂熱者與熱衷者的涉入程度之後

，最終成為一位以政治作為志業的政治家。 

我們可以更細膩地援引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分析類目，進一步探討

政治參與者／政治迷與傳統迷文化理論定義的迷之間的相似性。首先，在對象物

層面上，我們已經在第一節詳細說明以迷文化理論中的文本概念分析陳水扁文本

的適當性。其次，在社群組織層面上，Zoonen 以 Robert Putnam（2000）的「社

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念，論證社群對於民眾政治活動的重要性。社會資

本，簡單言之，指的便是人際關係、社會網絡，也就是「個體之間的相互連結」

。Putnam 認為，這些社會資本是人們投入公共事務辯論與參加政治活動之能力

與意願的主要骨幹：「自願性組織（voluntary associations），從教會到職業社群、

讀書會等，不僅讓參與個體能夠發表與自身利益相關的對政府的要求，也能保護

他們不受政治領導人的濫用」（Putnam, 2000），而當代社會中個人社會資本的

普遍性減少，可視為美國社會中政治衰退的根本原因之一，體現在民眾政治知識

的減少、投票率下跌等現象上（Zoonen, 2004）。據此，Zoonen 指出，社群團體

作為民眾累積社會資本的重要據點，也因此是提供資訊、鼓勵民眾關心政治議題

並參與政治活動的重要因子。是故，社群團體對政治參與者的重要性，就如同迷

社群對迷的重要。 

至於媒體使用層面上，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以專一性與使用次數／頻

率或投入程度定義迷，然而如前所述，由於政治參與者（政治迷）所投入的文本

並不是單一的官方文本，而是一套的交互文本，這讓它似乎缺乏對應於「媒體使

用」的評估類目。另一方面，政治迷並不純粹依賴大眾傳播媒體接收其對象物的

相關訊息，而是透過政治活動的參與，如政見發表會、造勢活動、甚至是茶餘飯

後的討論，獲得這方面的資訊。是故，我們必須重新概念化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媒體使用」類目。例如，如果我們將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

媒體使用概念視為對迷文本的專一性與消費程度，那麼對於已經擁有特定對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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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迷（尤其是扁迷）的媒介使用分析，其實就是他們對文本的投入程度分析

，如扁迷們收視政論節目、參與政治活動、以及同親朋好友（甚至是在網路上）

討論政治議題的頻率與次數。此外，除了量化的活動參加的頻率和次數，情感與

情緒的投入亦可作為政治迷在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媒介使用類目下的另

一個分析指標。 

事實上，情感與情緒一直都是迷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研究範疇橫跨電視劇

（如 Ang, 1985; Baym,2000）、流行音樂（如 Frith, 1978; Fiske, 1989）以及足球

（如 Brown, 1998）等眾多迷領域。在政治參與者／政治迷層面上，Zoonen（2004

）亦嘗試論證情感（情緒）裡政治活動裡的必要與必然性。首先，在學術理論層

面上，Zoonen 引用 Max Weber（1918）的論點：「如果政治作為一個真正地人

類行為，而不是一個智力遊戲，則產生與維持對政治志業的犧牲奉獻與投入，所

需要的就僅僅是一股熱情」；Marcus（2002）也認為，獻身（devotion）、尊敬

（veneration）與節制的熱情（well-confined passion），不僅是從事政治的先決情

感條件，也是美國開國元老在國家政府藍圖規劃中特別闡述的要件。另外在實證

研究上，Zoonen 也指出在日前諸多政治研究，均顯示政治情感為政治團體認同

建構的重要因子；而選舉結果發表之夜（或是選前之夜），不論是候選人、現場

支持者與群眾，以及透過電視關心投票結果的遠距離閱聽人，全都沉浸在一種戲

劇化的高潮當中。歡呼、尖叫、淚水、哀號，加上情緒性音樂的播放與現場集體

情緒的渲染效果，就好比是一個陷入狂喜的偶像歌手演唱會現場。Marcus（2000

）亦引用神經科學家 Antonio Damasio 之論點，指出「情緒為人類認知活動的觸

發器」；也就是說，在政治領域當中，不論是感到熱情或是感到焦慮，這些情緒

皆會引發爾後的認知活動，促使主體進一步擷取所需資訊、分析現狀、並評估與

發展各種解決途徑。 

Raymond Williams（1977）的「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概念，更

可以幫助我們探討社群集體性的情感與經驗。簡言之，Williams 以「情感」一詞

，強調此結構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意識型態」、「世界觀」等概念之不同，而

是指涉「一種主動被體驗、被感知的意義與價值觀，以及這些意義與價值與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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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性的信仰之間的互動關係，不僅散佈在社會多數主流意見中，也瀰漫在

眾多被選擇、被詮釋的信念與被體驗、正當化的經驗的微妙互動裡」（Williams, 

1977）。它是由某個世代、某個時期的共同情緒元素所結合而成，這些元素包括

衝動、壓抑與聲調語氣；它並非是對立於思想體系的情感（feeling against thought

），而是情感作為一種思想，或是思想作為一種情感（feeling as thought, thought 

as felt）。此一原本用以描述特定階級的集體、共享情緒的概念，當然也是研究

迷社群集體經驗最好的工具之一；如李明璁（2004）即以 Williams 的情感結構

，研究台灣橫跨三個世代的「哈日」情結與現象。事實上，李明璁的分析觸角就

已經伸入政治學範疇，探討台灣－日本的國族認同議題。另外，陳光興（2001

）亦在其論文＜為什麼大和解不／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冷戰效

應下省籍問題的情緒結構＞當中，更以情感（情緒）結構分析台灣近代史下的省

籍問題。在省籍問題與國族認同自解嚴以來一直被操作為選戰議題的台灣，陳光

興與李明璁的研究理論，或許可作為探究台灣政治參與者集體情感的參考架構。 

除此之外， Zoonen 引用 Mulgan（1994）對政治活動裡固有的展演與景觀

消費特質的觀察與分析，說明政治參與者以及媒體閱聽眾在本質上的相似性，以

及傳統迷社群與政治選民的跨越階級、性別、種族與年齡等社會類目的異質性等

，均是政治參與者與迷所擁有的共同特性。總結而言，Zoonen 將廣大、異質的

政治選民，等同於同樣廣大、異質閱聽人的分析方式，一方面將政治參與者與傳

統迷文化理論裡的迷概念進行透徹的比較，另一方面，在與傳統迷文化理論作扣

連時，並不將政治參與者從屬於迷文化理論之下，而是將其提升至平行的研究地

位，大大擴展了政治參與者的研究面向。 

然而 Zoonen 分析方法的缺點，就如同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所遭受的批

評：「對於『迷』的定義與大部分文獻所採取的定義相互矛盾」，而且「分辨這

些詞彙的企圖永遠不可能具有說服力」（Hills, 2002）。問題在於，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迷」、「狂熱者」、「熱衷者」種種涉入程度的區分標準，如、

對象物、媒體使用與組織性等，是缺乏區分效力的：就好比 Matt Hills（2002）

質疑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以媒介使用類目將＜星艦奇航＞（Star Tre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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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劃分為熱衷者而非狂熱者，但是，我們又怎能保證在對象物的類目裡，對

特定節目、偶像的情感涉入程度或迷組織性，會比對特定活動的情感涉入程度來

得低呢？同樣地，在 Zoonen 的政治領域參與涉入程度光譜中，政治團員裡的成

員或黨員的情感涉入程度，亦不一定會比政黨代表人物們還要低。 

即使如此，這並不代表政治參與者研究不適用迷文化理論進行分析。事實恰

恰相反，這正體現了政治參與者與迷文化理論裡迷的概念的共同性：兩者皆具有

情感投入、組織性、以及特定的對象物與媒介使用（文本的消費與投入），以及

無法被明確定義等特性；只是分別以這些特性為作標準，對政治參與者／迷進行

線性區分的嘗試，幾乎是徒然的。 

(二) 扁迷作為一種族群類別： 

在支持陳水扁的選民結構與組成方面，吳蕙芬（1998）指出「30-50 歲的青

壯年對於陳水扁的評價最高，其次是 29 歲以下的年輕人，評價最低的是 50 歲以

上的老年人…」；另外，「對陳水扁評價最高的是本省閩南人，其次是本省客家

人，最低的是大陸各省…」。陳信助（1999）亦指出：「選民愈是民進黨支持者、

愈是認同台灣人、學歷愈高及本省閩南人者，對陳水扁的整體形象評價愈高。相

對的，選民愈是傾向支持國民黨，或職業是自營商／服務業／自由業的選民，對

陳水扁整體形象的評價就愈低」，而「若以年齡來看，對陳水扁整體形象評價較

高的，反而是較為年輕族群」。黃靖麟（2000）分析 94、98 兩年台北市長選舉

族群意識、統獨立場對選民行為的影響，發現在 94 年的選戰中，陳水扁「甚受

本省藉人士以及青年朋友的歡迎，且在社會中的中下階層對於陳水扁有較佳的認

同感」，統獨議題上則是「贊成統一者多傾向支持趙少康，傾向獨立者多支持陳

水扁」；而在 98 年，「陳水扁較受男性選民的支持，選民的年齡有年輕化的趨

勢，此外其不受外省籍選民的支持」，族群意識方面則是往「台灣人」族群的端

點移動。另外，針對兩千年總統大選所作的研究，簡鈺珒（2003）發現「選民對

宋楚瑜和陳水扁的評價都受到省籍、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和李登輝情結的影響」

；謝承璋（2003）則指出，陳水扁「在利基與棄保選民中以本省閩南人與本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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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皆多。而能力策略投票選民中以看好陳水扁與支持民進黨及本省閩南人較多

。在選後轉投給陳水扁的棄保考量選民，以閩南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選民最多

，政黨支持則還是以支持民進黨的選民為主」。 

除了上述研究針對支持陳水扁的群眾進行人口統計學、統獨議題與國族認同

上的分類分析，莊佳穎（2002）運用幻想主題分析方法，探討陳水扁陣營選舉音

樂、電視廣告、網路與造勢晚會所建構出來的幻想類型。研究指出，陳水扁「將

一系列文化認同與價值體系符碼化」為「台灣之子」的語藝視野，將幻想主題的

場景設定為「對於過去式的橘色懸念、對於現在式的黑色批判、對於未來式的綠

色期待」的線性壯觀敘事；角色主題則為台灣的頭家、充滿理想的阿扁，對決於

權謀且無能的主政者對手；訴求的情節／行動主題即為「換黨」，以迎接一個美

好歡喜的未來。最後，這樣的幻想主題即成為扁迷們對陳水扁情感與認同上的重

要基礎，如同該研究所認為的：「扁陣營召喚所有扁迷的蹶人記憶與集體經驗，

創造了二元對立的台灣政治史，而在模塑了台灣之子陳水扁之後告訴扁迷，你我

和阿扁一樣，也都是『台灣之子』」。是故，「成為扁迷群體的一份子，必須要

先歷經將自己的個人經驗縮小或扁平化…把自己的故事鑲嵌進扁陣營論述中…

再將這樣的論述轉化為自己的信念，並讓這樣的圖騰成為自己有別於其他陣營支

持者的認同鑑別標記。在群體認同與個人認同的拉扯之間，在極度擴張與縮小自

我之後，扁迷終究確立自己在整體論述中，最獨一無二的地位－『台灣之子』」

，並進而覆頌「台灣之子」的自我認同，以及各式相關的政治（對於民進黨）與

土地（對於台灣）的認同。另外，李宜穆（2003）同樣以幻想主題分析阿扁統總

電子報，並發現該電子報文宣中共有八大幻想類型，分別為「親情的力量是支持

阿扁的泉源」、「疼惜台灣－親民、愛民陳水扁」、「努力不懈，終會有所展穫

」、「跌宕前進的台灣民主」、「台灣要站起來，台灣要走出去」、「年輕颱灣

，活力政府」、「台灣之子建設志工台灣」、「用心執政－重視人民心聲，多方

請益學習」，以及二大語藝視野：「改變現狀，台灣才有希望未來」、「台灣之

子齊心協力共創美好台灣」。 

與上述針對陳水扁形象的文本結構不同的是，這些將研究目標主要聚焦於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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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扁選民的分析研究，不僅提供我們一個對於陳水扁支持者們在組成上基本的描

述與分析，更觸及這群選民們內心深處的認同與寄託。比較美中不足的是，這些

研究的操作對象，不是仍以競選文宣、廣告音樂與造勢晚會等文本為主，就是將

泛綠選民視為一結構性整體進行研究，因此在研究上，一方面未能直接以扁迷的

親身經歷、感性情緒與理性思考為重心，另一方面剛未能在詳細地描述現象之後

作更進一步的詮釋。簡言之，扁迷的自身經歷與詮釋，一直是相關研究重要卻未

曾深入探討之議題與對象，而這一點亦突顯出本研究之價值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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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迷文化理論／迷現象之詮釋 

在闡述傳統迷文化理論中迷的概念與日常生活裡政治參與者的諸多相似之

處，並藉此發現政治迷活動蹤影、取得以迷文化理論為基礎以進行研究的正當性

之後，緊接著必須處理的，便是更進一步探討這些理論所應用的研究架構，如何

能幫助我們分析與詮釋政治迷現象。 

關於迷文化研究架構，Cornel Sandvoss（2005）在其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一書當中，整理分類當代迷文化研究的兩大浪潮：第一波迷研究著

重在迷消費裡體現的文化權力與抵抗議題上，第二波迷研究則重視迷如何利用消

費製造差異性，進而建構自身的認同。本節即以 Sandvoss 的迷研究兩大浪潮為

起點，分別探討第一波迷研究典範與第二波迷研究典範之主要論點，並論述運用

此二典範於政治迷研究的可行性與可能缺陷，最後並針對這些缺陷，探討其他另

類研究取徑為政治迷研究架構的可能性。 

(一) 第一波迷研究典範：迷作為一種文化權力與反抗 

早期迷文化研究，大部分均著重於迷作為閱聽人（消費者）與官方文本之間

的互動關係，也因此，傳統迷理論便多強調相對於官方文本的閱聽人與消費者之

角色。然而，此「文本」、「閱聽人」（消費者）的迷研究架構，往往（再）生

產了道德二元論式的對立項：一端是全心投入文本節目、被資本主義體制下文化

工業所操弄的理想的消費者，另一端則是反商業意識型態、具抵抗力的自主個體

。例如，關於將文化消費視為一種操弄的批評取向，John Storey（1999）在其著

作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中整理了三個理論模型：第一為法蘭克

福學派傳統，主張文化工業（大眾文化）所產製的標準化、刻板印象、保守主義、

虛妄、操弄出來的消費品，只會讓大眾短視近利於當下的滿足，並消磨勞工階級

的政治意識。第二則為英國 Leavis 學派，則認為大眾文化造成文化權威的崩潰

，以往受人尊敬的、品味的、經典的文化作品，在大眾作品式的暴民對文學大師

的反抗中，逐漸衰敗。第三個模型為 Roland Barthes 以 Saussure 結構主義語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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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神話學（mythology）理論；Storey 說明，神話就如同馬克思主義的意識型

態，「是一組觀念和實踐，積極地提供社會支配團體的價值與利益，從而捍衛現

存的權力結構」，而一個成功的神話，便是將「支配團體的利益加以自然化與普

遍化，宛若社會所有成員的利益」（Storey, 1999；張君玫譯）。此三種理論模型

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差異，但是都不約而同地預設了文化消費在本質上作為

一種操弄、預設了結構性的意識型態宰制著消費者的認同、態度與行為、也多少

預設了政治經濟學式的研究架構。然而，這樣的預設受到嚴厲的批評，例如 Storey

即認為，法蘭克福學派在根本上「是一種以高高在上的態度來談論他人文化的保

守論述（一種區分『我們』和『他們』的論述）…從這種分析出發，我們在面對

文化消費時，幾乎看不到任何批判參與的空間，只有這種一切答案了然於胸的高

傲」，而 Leavis 除了此一「我們」和「他者」的區分與傲慢之外，最根本的問

題在於「他們實際上預設流行文化的文化消費（多數人的消費實踐）永遠都被明

白當成文化衰退的例證。從這種預設出發，理論研究和經驗操討只是用來驗證他

們心中預期的結論」（Storey, 1999；張君玫譯）。 

部分學者於是嘗試賦權予閱聽與消費大眾。法國文化理論家 Michel de 

Certeau（1984）在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一書中認為，文化，是操作綜合

體系（systems of operational combination）強制灌輸文化的「策略」（strategies

）（生產權力），與社會大眾使用文化的「戰術」（tactics）（文化消費），不

斷衝突與協商的場域；這些使用者美其名為消費者，在社會中為被支配的份子，

卻不代表他們是被動與順從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透過無數方式，在他人的產

業上進行盜獵（poaching），進而創造了自己，也就是 de Certeau 所說的次級生

產（secondary production）概念。美國社會學家 David Riesman 在其對流行音樂

聽眾的研究中認為，消費行動不僅展現了某種社會反叛主題（這種象徵性反叛尤

其出現在少數音樂聽眾的團體上），更創造出了一種共同體的經驗：當聽眾聆聽

音樂時，「即使只有一個人，也是在一個想像『他者』構成的脈絡中聆聽──他

聽音樂往往是為了和別人建立聯繫」（Riesman, 1990）。另外，Paul Willis（1978

）以同形分析（homological analysis）為研究架構，探討社會團體的特定文化消

費選擇如何被用來建構該社會團體的文化意義。以 Willis 的研究對象摩托車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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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bike boys）的音樂消費為例，他們最喜愛的音樂是 1950 年代晚期的古典

搖滾，因為其代表的是一種勇猛的男子氣概、一種生命觀的體現、一種具體化的

真實感；換句話說，摩托車男孩的音樂喜好並非消極接受，而是刻意的選擇。

Dick Hebdige（1979）在其對青年次文化的研究中亦認為，青年次文化透過一種

「拼貼」（bricolage）的過程，根據自己的目標與意義，去挪用文化工業所提供

的商品；在商品的轉變與結合中，超越生產者的用意與想像，進而產生對立的意

義。 

然而，不論是強調體系由上而下的宰制，或是賦權於消費者由下而上的抵抗

式主動性，似乎仍落入結構體制與個體、理想的消費者與反商業化的主動閱聽人

等，道德二元式窠臼。正如 Hills 指出的：「過去的邏輯見解總是試圖在『迷』

與『消費者』之間，建構持久的對立局面，藉由將迷與消費定義為各別獨立、毫

不相干的文化類別，扭曲了迷的真實經驗」（Hills, 2002；朱華瑄譯）。Sandvoss

亦認為，不論是經由大眾媒介所傳播予迷的文本，或是由迷自身產製的文本，都

不能被二分為霸權壓迫或是順從行為；迷的二級生產的確會破壞文化與意識型態

的產製架構，甚至激進地破壞其本質，但是，迷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亦會本質上

地再建構（或是腐蝕）迷既有的權力關係。執是之故，Sandvoss 建議，迷文化研

究應跳脫傳統「結構－迷個體」的道德二分架構，將焦點置於迷的日常生活實踐

當中，探討在不同的迷團體之間產製的認同差異，並揭露迷的閱讀位置、探究這

樣的位置又是如何被迷的「慣習」（habitus），按照 Bourdieu（1984）的說法：

一個既被結構、亦正在結構中的結構（a structured and structuring structure），加

以作用與影響（Sandvoss, 2005）。 

(二) 第二波迷研究典範：迷作為一種文化認同與階級差異 

Sandvoss 將上述的道德二元式典範視為第一波的迷研究，其中大多數的研究

預設了「生產者－接收者」的線性權力模式，卻忽略了媒介、迷文本和迷三者之

間交互影響、錯綜複雜的權力關係。而隨後以 Bourdieu 的消費社會學（sociology 

of comsumption）為分析架構的迷研究，才真正地將迷研究帶入新的、第二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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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典範紀元。Bourdieu（1984）認為，文化消費是社會各階級之間（與同一階

級的成員彼此之間）主要的鬥爭場域。他主張，人們所消費的商品並不只是單純

反映了社會的區分與差異，文化消費同時還製造、再製造了社會的區分與差異，

而這些區分與差異，正是支配階級進行社會再生產的工具，以確保並正當化權力

與支配的形式。此一機制正如同 Storey 所說明的： 

我們被自己的分類給分類了，同時也用別人的分類來分類別人。因此…當

我「推崇」一個渡假地點或特定的服裝款示，當我「推崇」T.S. Eliot 的詩

或 Philip Glass 的音樂，其實都是基於同樣的機制。…文化消費的操作不僅

指明與標示社會區分，同時也在維持社會差異，這種分類策略本身雖然不

能製造社會不平等，分類的製造、標示與維持，卻讓這些不平等取得正當

性。所以品味是一種深具意識型態的論述、成為「階級」的標記（Storey, 1999
；張君玫譯）。 

Sandvoss 認為，Bourdieu 的理論對於迷文化研究之所以重要而足以成為新的

典範，在於其解釋了現代社會中，關於階級位置與社會文化認同的各種因素的相

互作用。更確切地說，除了 Marx 提出的經濟資本概念外，Bourdieu 更引進社會

資本、文化資本與符號資本等，其他形塑階級位置的重要資源。而這些階級位置

的區分與維持，便是藉由消費行為的自由選擇，也就是「品味」：對購買物的分

類、定義與區分中，所生產與再生產的。舉例而言，在實證研究方面，Thomas

（2002）對英國偵察戲劇 Inspector Morse 與 BBC 廣播劇 The Archers 節目之迷的

研究，即顯示出這些閱聽人選擇迷的對象物的動機，主要便是受到其社會資本、

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等的影響。而 Harris（1998）對一個名為 Viewers for Quality 

Television 在地迷組織的研究，亦顯示這些存在於既有的文化階層（cultural 

hierarchies）架構下的迷活動，扮演著維持、保護、甚至是擴大此社會空間的角

色。 

Bourdieu 的理論亦引發不少的批評與反思，例如 Sandvoss（2005）即指出

Bourdieu 過於強調階級議題，而忽略了其他社會人口統計學變項，例如年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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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甚至是種族等。此外，Sandvoss 亦批評 Bourdieu 的理論預設了消費者所消

費的物品具有單一且固定的文本意義，而消費者的能動自主性只奠基於對商品的

自由選擇之上，這些假設明顯和當代以各式傳播科技為媒介的多元流行文化現象

不一致。同樣地，Hills 亦批評 Bourdieu 論點的缺陷在於，「它僅僅預設了一個

固定且有如龐然大物之正統『文化資本』的合法性，而沒有考慮到『文化資本』

在其動態過程的瞬間片刻中，仍都處於在各方面四分五裂、本質上相互矛盾不一

致、彼此競爭對抗的局面」（Hills, 2002；朱華瑄譯）。更嚴厲地，相較於 Sandvoss

仍給予其一個迷研文化究新典範的地位， Hills 認為，Bourdieu 的理論仍未跳脫

傳統道德二元區分的窠臼： 

因為 Bourdieu 的著作潛在裡即預設了鑲嵌在社會學與反身性觀點中的「文

化資本」,自動就帶有文化合法性與權威，他的理論因而鮮少注意到「文化

資本」（無論它是處於多方混合的、客觀化的抑或制度性的狀態）可能因

處於不同的次文化而各異其趣，這就有如將道德二元論重新置入文本脈絡

中，因而使文化資本受其支配（Hills, 2002；朱華瑄譯）。 

對 Hills 而言，任何將詮釋建立於「道德二元論」（「引領潮流的」我群與

「反常的」他群）之上的企圖──無論是以階級差異為主還是不同的世代軌跡─

─都是偏頗且有問題的。 

(三) 兩大迷研究典範在政治活動研究上的應用 

在分析整理迷文化消費研究取向的沿革與發展之後，更重要的問題是，到底

這些研究途徑是否能應用在政治領域中，助於政治迷／扁迷研究的討論與分析？

事實是，這些以資本主義文化商品為基礎的理論架構，早已被政治學術領域賦予

相當的關注。例如，在法蘭克福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取徑上，李培元（1997）的「政

治商品化」理論，便提供了一個以資本主義體系的商品邏輯為基礎、以文化工業

為對照的政治性分析模式。李培元假定，如果政策是一項商品，那麼從生產體系

來看，「政治人物的政策必須經過國家機器的加工生產，才能成為選民的直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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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對象」；而從交換體系來看，「這些加工品在選舉過程中正好是有價商品，它

的價值表現在選票數量」（李培元，1997）。此外，如果回歸到原法蘭克福學派

與 Barthes 的關注層次，我們會發現事實上這些支配、鬥爭與抵抗並不只發生在

資本主義邏輯下的商品（物質）交換當中，而是屬於社會性、文化性的意識型態

面向。同樣地，李培元的分析不僅止於具體的政策法令的行銷，更及於抽象的、

上層結構的黨派意識塑造。 

除了上述的結構性分析之外，近年來興起的政治消費（Political consumerism

）理論，更強調政治選民的自主性層面的政治性文化消費研究取向。雖然 Dietlind 

Stolle（2005）等人所提出的政治消費，著重在人民如何藉由日常生活消費行為

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如拒買某一國家進口的商品等），但這也意謂在當代消費

社會中，選民得以利用消費實踐（經濟層面）展現自己的政治認同，並區分敵對

陣營的立場。更確切且明顯的例子，如陳水扁支持者穿戴「扁帽」配掛「扁娃」

以表達對其的擁護與認同。 

然而，若扁迷研究僅僅直接套用「文化權力與抵抗」以及「文化認同與階級

差異」兩大文化消費研究取徑，上述 Sandvoss 與 Hills 所批評的理論缺陷，亦將

如實地體現出來。例如，採取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學取徑來分析扁迷，勢必將忽略

扁迷本身的迷經驗、情感與自主性；而採用扁迷作為抵抗式的主動觀點，亦將扁

迷窄化成相對（依附）於支配性結構的反抗者。再者，正如 Zoonen 所說，政治

迷社群具有跨越階級、性別、種族與年齡等社會類目的異質性，若僅援引 Bourdieu

的階級差異理論進行研究，亦有過度強調階級意識、經濟性因素等弊病。究其根

底，雖然政治商品化與政治消費已然成為當代消費社會政治領域中新興的特殊現

象，但是，直接套用「為探討以平面、影視媒介為中心文本，並以其衍生商品消

費作為文化實踐的迷所發展的文化消費理論」，對於其所迷之對象物並非媒介產

品、亦不以商品消費作為最主要文化實踐與社會及社群認同建構模式的政治迷而

言，並不是最貼切的研究取向。因此，重新自其他學科理論找尋更適當的論述基

礎，以補充傳統迷文化理論援引之不足，便是進行扁迷研究前首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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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另類的研究取徑之一：新宗教性研究 

Hills 在其 Fan Cultures 著作中，提供了我們另一種迷研究方向。對 Hills 而

言，重新檢視迷的狂熱、信仰等類宗教特質、並建構一個新的理論取徑，是「相

當地緊急迫切」，原因在於： 

「狂熱」一詞常常是許多迷所共有的特徵，「狂熱」一詞好像就可以讓我

們理解迷廣泛多元的著迷對象。但當「狂熱」對迷而言變得益加重要時，

也就是在消費者文化中的重要性日趨增加時，它與宗教信仰論述之間的關

聯性，卻為學者所忽略。因為對於具有「好的」理性的學術主題而言，「偶

像」媒體往往令人覺得「羞於啟齒」，或者是一個不具有任何宗教內涵的

詞語（Hills, 2002；朱華瑄譯）。 

即使 Hills 認為「迷經驗保留了『宗教性』（religiosity）的一些要素」，他

卻反對將固有的傳統宗教研究套用於上，或是將迷文化允為有如宗教一般的事物

，而是主張迷（fandom）特有的「既像也不像宗教，存在於『狂熱』與『文化』

之間」的性質，應以「新宗教性」（neoreligiosity）區分之。這樣的區分的用意

，無疑是為了在迷文化研究中將宗教去本體化。換句話說，Hills 所欲強調的是

，迷的新宗教性不能解釋為「宗教在世俗化文化中的回返」，也不能解讀為「宗

教在社會位置的變換」，因為此兩者皆預設了宗教本質上的穩定性；相反地，迷

文化研究者所應該著重的，是細膩地爬梳迷狂熱裡的規律性、情感依附、奉獻投

入等，與宗教行為類似的特質，以及迷如何／為何運用一個「已被汙名化」的宗

教論述，在新的脈絡中生產狂熱論述並加以運用。 

然而，Hills 雖然提出新宗教性作為建立一個新的、一般性的理論取徑的基

礎，但是在更細緻的理論建構與研究操作上，也有部分缺陷。例如，Hills 批評

以往的宗教社會學式的迷文化研究（如 Jindra, 1994, 1999; Frow, 1998; Doss, 1999

）忽略了「狂熱」一詞在相關的迷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而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

答案是，「藉由試圖使迷愉悅所帶有的不可判定性處於開放狀態，並且同時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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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理性的汙名，它使用了本身仍在文化上帶有貶意的宗教術語」；更確切地說，

「宗教論述明顯地奠基於共同信念之表達，而此共同信念是不允許考證、實證等

觀念進來作用」；簡言之，宗教論述得以使迷「對於『為什麼』問題的反應，轉

化為信念與情感依附的正面表達，而非直稱迷缺乏理性」（Hills, 2002；朱華瑄

譯）。問題是，既然迷欲擺脫「非理性」的汙名化標籤，卻又為什麼選擇了另一

個在現代性社會裡業已被汙名化的宗教式標籤呢？另一個問題則發生在 Hills 對

狂熱偶像的討論上。Hills 在書中區分了「偶像」與「狂熱偶像」兩個概念：「偶

像」是被製造出來的，以相當有限的一組意涵拼貼而成、是以消費為基礎之身分

認同的分層與組織焦點；而「狂熱偶像」藉由其謎一般死亡的昇華，已脫離了商

業操作下所囿限的單一歷史社會符號，不斷地跨越了社會歷史框架，並且在這個

過程中可以一再地進行再拼貼與修訂；它是一種重述，是一種閱聽眾版圖所內含

之原初元素，不斷增長的一套重述。簡言之，Hills 認為「死亡以及神秘」是「偶

像」與「狂熱偶像」最大的不同之處。然而問題是，這樣嚴厲的區分，不僅忽略

了迷對其當今流行偶像的著迷狂熱程度，也忽略了其所謂的「狂熱偶像」的人為

製造特性。 

(五) 另類的研究取徑之二：偶像崇拜研究 

偶像崇拜亦可視為為傳統迷文化研究另一個另類的研究取徑。Melanie Klein

（1946/2000）的「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與「偏執分裂形勢」

（paranoid-schizoid）等概念，提供了迷文化研究中的偶像崇拜論述一個重要的

理論基礎。Klein 認為，個體對自身周遭環境客體（例如其他人）的情感投入，

是自身內在焦慮的反映；換句話說，為了要處理自己內在的焦慮與恐懼，個體會

企圖將自我中的不安以及遭到否決的面向，投射在他人身上，但是在同時，我們

也會需要他人的肯定與認同。於是，環境客體便同時帶有好的意義與壞的意義，

這樣的雙元性，便是 Klein 所說的「偏執分裂形勢」。在實證方面的應用上，Stacey

（1994）在其對四○年代英國女性追星族的研究當中，即引用 Klein 的論點說明

，迷會依其對自己的情感與認同，選擇不同的偶像，或是選擇強調在某特定偶像

身上的不同面向；而這種選擇性強調或放大某偶像的符號意義，便是一種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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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投射在迷對象物身上的「投射性認同」。除了將好的個人特質投射在偶像上

之外，這些偶像們彼此之間會被嚴厲的對立區分，藉此迷即可將自己認為的壞的

特質，投射在與其偶像對立的目標身上。此外，Stacey 亦補充說明，並不是只有

迷會形塑其偶像，偶像也會反過來對迷造成影響；也就是說，當個體在驅逐或向

外「投射」內在自我元素時，個體亦會將對象物身上好的面向，「內射」（introject

）至自我當中。此外，Elliott（1999）以謀害 John Lennon 的兇手、同時也是 Lennon

歌迷的 Mark Chapman 為研究對象，將 Klein 的投射性認同理論作了一個典範式

的應用。開始時，Chapman 投入至一種具侵略性的內射認同過程當中，以其迷對

象為樣板，激進地仿傚 John Lennon 的一切：例如相同的髮型與裝扮、學習彈奏

吉他，甚至是娶也同樣娶了一位日裔美國人為妻。然而，就在 Lennon 開始尋求

其公眾形象的轉型、發表一些與 Chapman 認同相衝突的一連串關於音樂、宗教

與政治方面的言論之後，Chapman 再也無法維持其對 Lennon 的投射性幻想，導

致控制感的喪失與自我崩潰，最終釀成殺機。Elliott 以此為例，清楚地闡明「投

射性認同」與迷對象物雙元性的「偏執分裂形勢」，在偶像崇拜行為中的作用： 

在認同一位名人的過程中，往往流露出一連串的幻想與渴望，並且透過投

射性認同，將個人的希望與夢想轉移至該名人。在此作為中，迷確實地感

受到其自我所渴望之特質，由他人所保有，即該名人。以精神分析術語來

說，此乃一種分裂機轉（splitting）：將自我中所渴望或者好的部分，放置

於他人身上以保護此想像的優良部分，避免受到來自自我中具破壞性或壞

的部分之侵擾。因此，迷本質上便存在著一種特異的暴力形態－一種強制

他者在符號意義上滿足（符合）迷自身幻想與慾望的暴力機制。迷與名人

之間的關係，因內含暴力而顯得混亂且棘手（Elliott, 1999；朱華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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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符號意義的改變 

迷文化理論雖然提供我們一個初步的架構，探究陳水扁支持者們對阿扁真切

的認同與情感，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仍然留下諸多問題有待解答，例如，符號意

義變遷的問題。原因在於，多數的迷文化理論均以文本作為研究主體、以主體作

為界定研究對象的指標；也就是說，當研究者欲探討某一個迷群體時，往往是以

該群體所投入的迷文本作為區分標準［例如，雖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扁迷，但

我們是以「陳水扁」（也就是文本）作為扁迷的定義標準］。在這樣的情形下，

研究者為了研究的定義問題與操作的方便，容易將文本假定為單一的、固定不變

的結構，進而忽略了符號的易變與流動特性。 

部分迷文化理論學者，雖然不是直接投入符號文本變遷機制的研究、探討符

號多義性的途徑，而是間接地觸及符號的易變與流動問題。例如前面所述 Bennett

與 Woollacott 的「閱讀形構」，便打破傳統迷文化理論的單一文本（甚至是單一

媒介型態）的研究視野，強調文本與文本之間的相互影響、交織成一套多義的「交

互文本」龐大體系。此外，Michel de Certeau（1984）的「次級生產」概念，亦

可以作為迷文化理論如何處理此一符號多義性問題的代表。如前所述，de Certeau

認為消費者在閱讀文本時，並不會完全依照官方文本的設定，而是在「別人的文

本中偷渡歡愉與挪用」、在文本上「盜獵」，從以生產、創造屬於自己的意義，

這暗示了閱聽人的立場將影響、型塑各種文本的詮釋意義。然而可惜的是，de 

Certeau 仍然預設了讀者與文本之間的二元對立立場、仍然預設了一個固定不變

的單一文本，這不僅讓理論無法確切地反應現實，也無法解釋符號多義的形成機

制。而同樣強調消費者能動性的 Bourdieu（1984）雖然強調消費得以界定（再現、

反映）消費者的社會關係，卻也只說明了不同文化、不同階級的消費者會依其立

場擁有不同的消費行為、選擇不同的消費文本，而並未著墨不同消費者在面對同

一個文本時的不同解讀，更不用說其中的機制了。因此，援引迷文化理論、應用

閱讀形構概念，我們得以將陳水扁視為一套巨大的符號體系、揭露陳水扁支持者

們所詮釋的各種阿扁符號意義，但是我們仍然無法了解這些意義是經由什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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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而產生。 

是故，我們勢必要借助其他學科領域，尋求分析研究符號意義變遷機制的理

論基礎。就基本的符號多義性面向來說，符號學似乎是最直接相關的理論。雖然

Saussure（1964）一開始所提出的符徵（signifier）與符指（signified）的二元理

論假設，雖然打破符號文本的單一結構，卻仍然將符號視為封閉的系統。後續的

理論發展學者，如 Hjelmslev 與 Martiner 等人，均嘗試提出得以處理符號多義的

理論詮釋方式，一方面將符指切割成更小的意素（seme）與詞素（morphsems）

，另一方面將符徵切成更小的音素（phoeme）（林淑芬，2003）。然而問題是

，Hjelmslev 與 Martiner 所提出的符號架構，卻也只能解決符徵與符指之間的「任

意性」問題，卻「無法使結構主義語言學不去預設或依賴某種封閉結構」（林淑

芬，2003），因為這兩個途徑仍繼承 Saussure 的封閉符號架構概念，只是將架構

裡的兩大因子加以切割細分。換句話說，Hjelmslev 與 Martiner 的理論就如同 de 

Certeau 的論點，只能對現象進行確切地描述，卻無法作進一步的分析解釋。 

除了詮釋上的不足之外，Saussure 傳統下的符號概念，更面臨「結構本質主

義」困境： 

結構主義雖然避免了傳統關於社會的本質主義、實證主義及自然主義的研

究取向，但是它卻形成了一種新的結構本質主義。結構主義過份強調結構

的穩定性及完整性，而疏忽了社會結構的歷史性（historicity），也無法對

於結構變遷提出具說服力的解釋。（林淑芬，2003） 

簡言之，符號學傳統（與其發展脈絡下的結構主義）雖然啟發了一種自啟蒙

時期以來、哲學本體論式的、新的分析角度，也激進地動搖了理性主義與唯心主

義立以為基的各種形而上假設，並側重社會中語言結構之重要性、強調「論述之

外，別無對象」，但是符號學所預設的「符徵－符指」二元封閉架構，其實是封

閉了符號系統與外界事物相互交流影響的可能性、進而否定了符號系統改變的可

能，讓符號系統成了另一種先驗的、形而上的完整實體，造就另一種以符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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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本質主義。簡言之，符號的封閉架構與完整實體性的假設，不僅在實證

上無法說明現實生活裡各種的符號改變，亦造成理論上的矛盾與缺陷。 

Laclau 與 Mouffe（1985）所發展出來的論述理論，17為結構主義視符號為多

元決定、卻假定其本質上為封閉系統的邏輯矛盾，提供了一個突破性的解釋架構

。為了解決結構本質主義問題，Laclau 與 Mouffe 不再將思考囿限於系統內部架

構的細微調整，而是強調系統「外在性」（exteriority）的重要性。他們認為，

分散的各種差異元素（element）如果要成為一個得以被指涉的整體（也就是系

統），就必須依靠一個外在的他者（Other）作用。換句話說，形成整體的可能

性條件，並不存在於系統之內，而是存在於系統之外在，以及結構系統之間的界

線（limit）。對 Laclau 與 Mouffe 而言，辨認出某一個符號系統，就是辨認該符

號系統的界限；而對界限的思考，則必須從思考系統外部的他者開始（Laclau, 

1996b: 37）。當界限轉化成明確的疆界（frontier）、將各個差異元素之間建立關

係並轉化成要素（moment）18，系統才完成自我指涉、將自己建構成一個整體化

的範圍（Laclau & Mouffe, 1985）。這也就是 Laclau 與 Mouffe 所說的「論述形

構」（discursive formation）機制，也是「接合實踐」（articulation practice）19。

林淑芬（2003）在＜政治行動的可能性條件＞一文當中，以圖例清楚地說明此一

系統（符號）模型： 

 

                                                 
17 林淑芬（2003）指出，Laclau 與 Mouffe 並沒有對「論述」（discourse）、「結構」（structure

）、「系統」（system）三個概念作區分，故這裡亦交替使用此三個概念，不對三者作區別。 
18 關於「元素」與「要素」的區分，Laclau 與 Mouffe 解釋：「在不同的立場看起來是在一種言

說中被接合起來的這個範圍內，我們會把這些不同的立場稱之為要素。相反地，我們把不是經過

言說接合起來的任何差異稱之為元素。」（Laclau & Mouffe, 1985: 142）。林淑芬（2003）將「元

素」理解為「流動符徵」，也就是一個「可以被不同論述接合的符徵」，也是「尚未被特定論述

所吸收接合的符徵」；因此，元素與要素之間的分別，取決於其是否經過「特定的接合實踐」。 
19 「我們想把在元素內部建立一種關係的任何實踐稱之為接合」（Laclau & Mouffe, 1985: 142）

。John Storey（1999）在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s: theories and methods 一

書中亦曾使用 articulation 的概念，該書譯者張君玟將其譯為「闡連」（闡述與扣連），意思是「在

闡釋與表達中，扣連到一些脈絡與意義環節，藉此創造出文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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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Laclau 符號模型之一 

 
圖中 O 代表系統外部，也就是外在的他者（outside, Other），M 代表的是系

統內部的各種要素（moment）。此時，在差異邏輯與等同邏輯的雙重作用下，

每一個要素（M1……M4）之間的差異被取消而形成等值的θ；而同時間裡，界

限轉化成明確的、區分系統內外的疆界（也就是圖中橫亙的黑色實線），並將外

部的他者建構成對系統的「敵對」（antagonism），進而完成系統的整體化。 

Laclau 與 Mouffe 進一步說明，這種達成系統整體化的對立（更確切地說，

「敵對」關係），並不是康德的「真實對立」（real opposition，也就是 A 與 B

的對立關係），亦不是「邏輯矛盾」［logical contradiction，也就是 A 與－A（非

A）的矛盾關係］（Laclau & Mouffe, 1985）。原因在於，當我們要辨認出某個

符號系統（假設為 A）時，並不是以現實中的完整客體（B、C、D），指出該符

號為 B、為 C、為 D…或不為 B、不為 C、不為 D…等。因為這樣的邏輯不僅預

設了對象的完整性（因而無法解決結構本質主義問題），更造成我們在解釋符號

整體化機制時，落於套套邏輯（tautology）的困難：若我們使用其他的實存符號

系統（B、C、D）解釋某符號（A）的形成（整體化）機制，我們勢必也要解釋

其他的符號系統（B、C、D）的形成機制。同樣地，當我們要辨認出某個符號系

統（假設為 A）時，也不是以概念上的完整個體，指出該符號為「－A」，因為

當我們說出「－A」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先擁有了一個完整的「A」概念。Laclau

與 Mouffe 用「敵對關係」之概念表示這個既非「真實對立」亦非「邏輯矛盾」

的特殊對立關係，而在其模型中，疆界形成時所「敵對」的系統外之他者，並不

是現實中的完整客體，也不是邏輯上的完整概念，而是一個無法指涉、無以名狀

的對象物。 

那麼，在符號系統整體化的過程中，這個無以名狀、無法指涉、卻又是形成

θ＝θ＝θ＝θ 

M1 M2 M3 M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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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之要件的對象物，是如何被指涉出來呢？界限究竟是如何轉化成疆界？

Laclau 提出「空符徵」（empty signifier）概念以解決這個問題。「空符徵」，簡

單說來，是一個沒有符指的符徵，但是它並不是隨著脈絡不同而意義模稜兩可的

符徵，也不是意義流動不定、曖昧不明的符徵。因此，「空符徵」的重要性並不

在於其簡單的意義「未決定性」（indeterminacy），而是在解決「一個對象物，

在符號整體化過程中，指涉（point）論述自身呈現出來的界限」的理論可能性

（Laclau, 1996b: 36）。換句話說，空符徵的存在意義，便是系統為將自己指涉

為一個整體，而在其內部委託一個符徵（也就是空符徵），藉由其指涉系統的界

限之外而達成指涉系統的界限，最後並實現系統的自我指涉。循此邏輯，上圖的

符號模型則應修正為： 

圖三 Laclau 符號模型之二 

 
E 代表系統內的空符徵，指涉系統的界限之外，也因此是系統的「系統性」

與「整體性」的代表。問題是，既然空符徵來自於系統之內，但是系統內部所有

的符徵（差異要素）卻都已經與特定的符指相連結，那麼此一指涉系統整體性的

空符徵，又是如何出現？Laclau 的解釋是，當系統內某個特定的符徵（假設為

M1），因某種特定因素而被選為轉變成空符徵時，必須「經歷一個將原先自身

的差異漸漸取消的『漸空』（tendentialy emptying）過程」，換句話說「藉由鬆

動與符指的連結，以體現其代表等同鏈的功能」（林淑芬，2003）。經過漸空後

的 M1，填補原本的空位 E，成了 E(M1)，也成為系統的整體性、普遍性的最後

代表。 

然而，這個系統內部的符徵，不可能完全佔據這個空位。原因在於，該符徵

仍然是系統內部的，它只是在某個機緣下被選來指涉系統外部的那個無法指涉、

θ＝θ＝θ＝θ 

M1 M2 M3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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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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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以名狀的對象物；換句話說，任何系統內部之符徵，對系統整體性與普遍性之

指涉，永遠是有差距的、失敗的指涉。這註定的差距與失敗，Laclau 以系統的「錯

位」（dislocation）稱之，代表了所有完整系統的不可能性，也就是任何結構的

內在矛盾與根深柢固的不穩定性。以 Laclau 的論述模型來看，系統變遷指的便

是當界限轉化成新的「疆界」時，或是當系統本質性的「錯位」轉化成某個新的、

特定的「敵對」關係之際。也就是說，對 Laclau 與 Mouffe 而言，結構的變遷（論

述的改變）便是來自於「錯位」：來自於系統根本性的不穩定、來自於結構全然

完整的不可能性。 

Laclau 與 Mouffe 的理論提供我們幾個探討符號結構整體化與變遷的重要研

究觀察指標。首先，由於符號的成形必須依賴外部性他者的作用，欲探究阿扁符

號的形成與變遷，我們必須指認出對立於阿扁符號的他者、以及該符號變遷時所

對立的他者。然而，明確指認這些外部性他者的嘗試很可能將徒勞無功，因為正

如 Laclau 與 Mouffe 所闡述的，這些他者並不是現實生活中明確、完整的、單一

或少數實體（它既不是 B、C、D 等客體，亦不是－A 的概念）。換句話說，我

們必須巨觀地了解阿扁符號意義形成時的各種等同邏輯與差異邏輯（也就是系統

式的、各個論述要素的相互運作），才能儘可能地描述對立於阿扁符號的、無可

名狀的外部性他者。更明確地說，研究中除了符號文本與迷個體行為的分析討論

之外，我們更必須將阿扁符號所存在的各種歷史、社會、文化脈絡，以及迷個體

的成長背景與親身經歷，盡數納入考量。另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則為阿扁符號的

「錯位」。同樣地，我們沒辦法確切地一一指認出阿扁符號的空符徵與符號系統

整體擁有什麼樣的差異，亦沒辦法說明阿扁符號如何根本地錯位，然而，我們還

是可以觀察到迷個體在符號改變時感受到的矛盾與衝突，並對這些複雜的情緒緣

由進行詳盡的探究與分析。換句話說，扁迷在面對阿扁符號時、或是在社會脈絡

與符號體制當中所感受到的自我矛盾，絕對是進行實證研究操作時，必須特別注

意的指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