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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方法 

在釐清、確定問題意識，並援引適當且具詮釋潛力的背景理論之後，接下來

要處理的，便是引用這些背景理論所提供的研究類目、根據研究方向，將問題意

識化為具操作性的測量指標。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討論研究對象，扁迷，之操

作型定義。第二節討論上述迷文化研究架構的引用，包括直接套用時可能遭遇之

問題，以及解決方法。第三節則進一步說明研究方法的考量與設計，包括質化／

量化研究方法的適用性，以及樣本的選擇與抽樣方式等。 

一、 扁迷之操作型定義 

從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Zoonen、Gray 到 Bennett 與 Woollacott，從迷

文本、傳統迷的光譜式分析到閱讀形構裡的相互文本、情感結構等，我們看到政

治參與者此一概念和傳統迷文化理論進行對話的各種可能。簡言之，政治參與者

的行為活動、組織性、文本消費、以及參與時的情感投入，與傳統迷文化研究所

關注的群體擁有極高的相似性，而這些相似性正說明了政治參與者研究援引迷文

化理論的可行。在這些比較、分析、甚至是理論應用時遭遇到的共同缺陷之中，

我們已經看到以迷文化理論研究分析政治參與者的正當性，換句話說，我們已然

瞥見藏身於政治參與者裡政治迷的身影。很明顯地，扁迷作為一特定政治性文本

（阿扁符號）的狂熱支持者，便是最好的例子。 

然而，援引迷文化理論，仍然無法幫助我們釐清、甚至進一步定義，何謂扁

迷？在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迷定義當中，我們似乎只能在對象物的層面

上界定扁迷，因為扁迷所認同的對象物，必定是陳水扁。然而問題是，支持陳水

扁的民眾真的就可以算是扁迷嗎？投票給陳水扁的人能不能算是扁迷？考量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組織性」類目，一定要加入扁友會、參與競選團

隊等組織的選民們才算是扁迷嗎？而考量到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媒介

使用」時，是不是代表定時收看泛綠政論節目、參加陳水扁造勢晚會的選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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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是扁迷嗎？扣除這些勉強可以用參加次數與頻率加以界定的量化指標，扁迷

的情感投入程度，又該如何操作與定義呢？顯然，雖然我們得以引用迷文化理論

的分析角度，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參與者們當中找到政治迷／扁迷的身影，但是

，迷文化理論仍然無法給予我們一個在研究上，扁迷的操作型定義；它無法告訴

我們，要符合什麼樣的條件、或是達到什麼樣的程度與標準，才是我們在傳媒報

導當中、日常生活的言談裡所指稱的扁迷。 

這些似乎都是相當精準且確實的指控與質疑。但是，如果這種無法被明確指

涉的特性，正好就是扁迷（與傳統迷）的本質呢？事實很可能與上述的批評相反

：不能給予政治迷一個穩固的操作型定義，並不是迷文化理論的理論缺陷，而是

扁迷在本質上原本就不是一個能被量化式描述的社群，而質化取徑的迷文化理論

無法提出清楚迷定義的限制，正好揭露了這個支持陳水扁的群體，其廣大、異質、

無法僅用數個類目進行區分、測量與定義的特性。如同 Hills 一直強調的：「『迷

』（fandom）不是一個可以條理分明、符合邏輯地予以檢查挑選的『事物』（things

）…『迷』從來就不是一個中立的『表達』或單一的『指涉』，它的處境和表現

隨著文化場域的不同而有所轉變」（Hills, 2002；朱華瑄譯）。我們所要探討的

政治迷／扁迷，亦擁有這樣的特質，唯一不同之處，在於政治迷／扁迷所消費的

文本（阿扁符號）、所參加的團體與參與的活動，皆與政治有關，如此而已。 

是故，這裡將研究對象，扁迷，僅訂為「認同並支持陳水扁、擁有狂熱情感

投入的群眾」，以維持扁迷定義的開放性。這並不會造成分析研究在效度上的問

題，因為在樣本選擇上，本研究將以其外顯的支持行為作為衡量情感投入程度的

標準，使得研究樣本必然符合一定的母體特徵。這一部分將於本章第三節中說明

之。 

二、 資料收集架構 

第二章中，在檢視政治迷／扁迷與傳統迷文化理論中迷概念的相似性、說明

迷文化理論所提供的、對於政治迷／扁迷現象的可能詮釋方向，並介紹適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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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變遷問題的 Laclau 論述理論之後，接下來必須處理的，便是統合、整理這

些理論架構，並設計一個適切、整合的資料收集架構。 

就迷文化研究層面而言，一個最直接的研究架構，便是引用簡妙如（1995

）所提出的三個研究面向：迷什麼（what）、為何迷（why）、如何迷（how）

，對迷的認同、情感與行為，進行詳細的剖析與描述。以扁迷研究來說，探究「迷

什麼」便是以陳水扁文本、阿扁符號為主，探討扁迷如何詮釋阿扁符號意義體系

；「如何迷」則是探討扁迷的迷行為與日常生活實踐；而探究「為何迷」便是研

究扁迷支持、著迷於陳水扁的原因與驅力。挪用此一架構的好處是，它不僅簡單

明瞭、容易發展為可操作性的提問，更直接對應上述所整理的四大研究方向中之

三者：符號文本、迷行為與迷驅力。 

然而，這樣的研究架構仍然存在幾點問題而需要細部上的調整。第一個問題

是，除了「迷文本」項目可以直接對應上述「迷什麼」的問題面向之外，第二章

介紹的其他迷文化理論所重視的各層面焦點，諸如組織性、情感愉悅、認同建構、

新宗教性等，很難明確清楚地劃分至「如何迷」（迷行為）與「為何迷」（迷驅

力）之面向。舉例來說，當我們在探究迷個體「為什麼迷」，而詢問迷們著迷某

特定文本與對象物的原因時，卻是矛盾地從「因為我們感到愉悅」、「因為我們

感到認同」等對於自身現象的描述性回答中，尋找「為什麼迷」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到底（為了）「感到愉悅」與（為了）「獲得認同」，是迷行為的結果

，還是迷行為的原因（驅力）呢？究竟「認識同好、結交朋友」（組織性），或

是新宗教性的狂熱情感投入，是迷個體投入迷文本的原因還是結果？我們根本無

從分辨。 

因此，為了避免上述的矛盾邏輯，我們必須將在田野中收集資料裡的迷驅力

與迷行為，自上述「原因－結果」式的線性關係當中解放出來。也就是說，我們

必須將田野報告裡「扁迷們自述」的驅力，視為另一種內隱的、透過個體自述所

能發現的迷現象，一種相對於研究者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外顯迷現象，而不是真正

的驅力與原因。扁迷所自行解釋（或察覺）的原因（需求），與研究者觀察到的

結果（滿足），其實就好比一枚硬幣的兩面，無法確切區分，更不用說以先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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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進行切割。依據這些觀察與自我描述所建立的線性因果關係，也因此是恣意與

武斷的。唯有將傳統迷文化研究架構收集並分析出來的迷驅力與迷行為兩者，共

同畫為單一的「迷現象」研究範疇（也就是說，將迷個體對自身情感與認同的描

述，同樣視為研究觀察到的迷現象之一，而不是輕易地將其視為迷的行動原因）

，才能解決上述因為過於依賴迷個體自我報告尋求驅力造成的矛盾邏輯。 

第二個問題是，這樣的架構僅聚焦於迷個體、迷文本與其之間的互動，暗示

了一個迷個體與迷文本的二元封閉結構系統，而上一章討論的 Laclau 論述理論

，便已經清楚說明此一封閉系統的預先假設，將無法處理符號意義變遷的問題。

換句話說，單單「迷什麼」、「為何迷」、「如何迷」三個問題研究面向，忽略

了形成迷文本的各種歷史、社會與文化脈絡，也忽略了迷個體的生長背景與相關

的親身經歷。簡言之，該架構忽略文本結構與主體的外部性因子，對文本與主體

的影響效力。解決此一問題，最簡單的方法便是在「迷什麼」、「為何迷」、「如

何迷」三個面向架構下，另外加入「外部性」研究面向，詳細描述、探討外在於

「文本－迷」關係，卻又對其影響甚鉅的各種外部因子。 

綜合以上，這裡嘗試提出的，是一個調整後的迷文化研究架構，一方面拒絕

經由簡單觀察與迷個體自我報告而獲得的套套邏輯式因果關係、將傳統迷文化研

究預設的迷行為與迷驅力共同劃入為迷現象的範疇；另一方面，則將 Laclau 在

闡述符號整體化時強調的外部性因子考慮進來，強調社會、文化、歷史脈絡與個

體的親身體驗與經歷。 

這些調整與考量，不僅得以解決傳統迷文化研究原因與結果（需求與滿足）

的內在矛盾邏輯，也成功地以一個單一模型，將傳統迷文化理論所分散在各研究

當中的關注焦點，與強調結構外部性並因而得以分析符號變遷機制的論述理論，

以系統性方式、有組織地進行整合。此一研究架構的詳細探討面向、測量指標與

對象，得以以下表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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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資料收集架構 

問題 
迷什麼 

（what） 
為何迷 
（why）

如何迷 
（how）

外部性 
（externality） 

測量範疇 
（研究方向） 

對象物 
符號文本 

迷驅力 迷行為 
符號改變 

內隱 ←現象→ 外顯

測量指標 
（研究項目） 

阿扁符號

意義 

情感愉悅 
認同建構 
組織性 
媒介使用 
新宗教性 
偶像崇拜 

內在因子 
（個體經驗） 

外在因子 
（互文系統）

 

首先，我們援引迷文化研究當中的三個基本問題，迷什麼、為何迷、如何迷

，分別處理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符號文本」、「迷驅力」與「迷行為」三個層面

。雖然傳統文化研究架構裡針對迷對象物（阿扁符號）的「迷什麼」問題，得以

讓我們直接探究符號文本議題，但是在「為何迷」與「如何迷」問題上的測量項

目，例如情感愉悅、認同建構、組織性、媒介使用（迷的行為實踐）、新宗教性

與偶像崇拜等，只能讓我們獲得各種內隱與外顯的迷現象觀察報告；真正的迷驅

力，則有賴資料收集後進一步地研究分析。最後，為了涵蓋「符號改變」的研究

方向，我們必須考慮外在於「文本－迷」的各種外部影響因子。這些因子如果以

迷個體的角度視之，可概略區分於內在因子與外在因子。前者包含迷個體的內在

特質，如性別、年齡、種族（省籍）等人口統計類目，與教育背景、社會階層等

，簡言之便是 Bourdieu 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等，也是迷個體的生

活經歷（歷史）與親身體驗；後者則是各種歷史、社會文化脈絡，代表各種符號

系統的鬥爭場域，也是眾多相互文本交互匯集之處。 

此架構的優點在於，除了以單一一個研究模型，將散落於目前眾多迷研究所

關注的議題與焦點，納入一整體體系之外，在此架構下，研究問題均有清楚的測



 
 

46

量範疇（研究方向）與測量指標（研究項目），以及相對應的支持理論。例如，

在情感愉悅類目的研究上，可以參考 Ang（1985）、Baym（2000）、Frith（1978

）、Fiske（1989）以及 Brown（1998）等人的著作；新宗教性則有 Hills 等人的

理論應用；套用文化消費理論的結構（structure）取徑，研究者得以探討外在因

子（文本符號）與迷對象物特徵；其主動（agency）取徑與 Bourdieu 學派的理論

知識，則可以幫助我們分析迷個體的認同建構，以及其內在因子對迷對象的選擇

與迷行為等的影響。必須注意的是，屬於相同範疇的測量指標們，在現實生活中

，並無法作最細膩與準確的切割。例如，討論新宗教性，必然會觸及同是行為範

疇的情緒與認同議題；而在「影響因子」的測量範疇底下，內在因子雖然包括個

人先天性無法變更的人口特徵，但是這些特徵的文化意義，卻是社會脈絡中的文

本符號所影響建構的。即使如此，這些明確的架構與對應關係，不僅能讓我們有

條理、有系統地逐一探討現實生活中複雜的迷現象，更讓我們得以清楚地將實證

結果與學術理論進行對照比較，並有助於理論的辯證、研究與建構發展。 

三、 研究設計 

在量性研究與質性研究的區別上，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原因是，第

一，本研究主要採取的背景理論，迷文化理論，其傳統上的研究取徑，便是以質

性研究為主。第二，本研究目的為描述並探究扁迷們支持陳水扁的原因，以及其

對陳水扁的情感與認同，換句話說，研究目標在於「掌握並設法理解當事者主觀

的意義及建構」（劉仲冬，1996；引自 Thomas, 1931: 41），故使用在認識論上

認為「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無法獨立存在，而「必需基於生活其間的人

們之主觀經驗」的質性研究方法。雖然本研究對象限定於扁迷，但這並不是預設

支持陳水扁的民眾擁有一致的整體共同特性；相反地，「扁迷」作為特定對象只

是作為一特定社會現象與事件的代名詞。換句話說，本研究所重視的是扁迷／迷

扁文化的整體社會過程，以及該過程期間參與者的個人主觀詮釋與經驗。因此，

相較於強調人類行為的一般性規律、重視邏輯實證與概括化的客觀真實的量性研

究方法，善於探究行為的細微差異與深度檢視長時間社會過程的質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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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n, 1993），更適合於本研究的進行。 

而在眾多質性研究方法中，本研究將採用深度訪談法（intensive interview or 

in-depth interview）。理由如下： 

1.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瞭解並探討研究對象對事件、人物或團體的個人

意見、情感、認同，與行為動機，相當程度依賴研究對象自我闡述、報

告自己的經驗、意見與看法。故比較起來，強調研究對象之文化與生活

方式的民族誌研究法（ethnography）、重視特定場域發生的事件、關係、

社會環境背景脈絡的參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以及為促

進問題的解決與改善溝通系統，使組織更適應環境並產生相關新知識的

行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在主要研究目的上均不是那麼直接地適

用。 

2. 扁迷對陳水扁的情感與認同，保守地自陳水扁當選台北市市長（1994

）估計，至今至少擁有十餘年的歲月，更不用說其背後支撐的意識型態

所必須回溯的歷史性。故研究背景、主題不受時空限制的深度訪談，比

強調當下、現在進行式的文化生活與場域事件的民族誌與參與觀察，更

加適合本研究。 

3. 本研究亦不選用焦點團體法，一是因為研究注重的是個人情感、意見與

經歷，較不需觀察與瞭解團體成員之間的互動和討論；二是考量團體中

的意見領袖的聲音壓制其他團體成員內心想法與感受的可能性。相較之

下，深度訪談得以讓受訪者毫無團體壓力的情形下自由、盡情地發表意

見。 

4. 一對一的深度訪問有較多的機會進行互動，在會話互動中不僅得以全面

地觀察研究對象的用語、表情、行為與聲調，並從中察覺受訪者的情感、

態度，以內心矛盾時的防衛策略，高機動性的一對一訪談更可以在意識

到對方的防衛後，隨即進一步追問問題，以探求研究對象的情感與思想



 
 

48

核心。 

5. 在訪談過程中得以適時調整問題順序、用詞與語氣，使受訪者願意對較

尖銳與敏感的問題提出回答。另外深度訪談也可以重複性地對某一問題

作多次詢問，增加研究的效度與信度。 

6. 深度訪談後的對話紀錄為具體的、可明確分析的文本資料，減少全部依

賴研究者主觀觀察而造成的偏見、忽略與誤差。 

7. 深度訪談得以直接、快速地針對研究問題進行詢問，在時間、金錢的花

費上相對較少，是極具經濟效應的質性研究方法。 

在樣本的收集上，如同本章第一節所說明的，由於陳水扁支持者們的情感與

認同並不是可量化衡鑑的類目，因此在樣本的選擇上（何者為符合研究資格的扁

迷？），我們無法直接地以情感與認同作為選取標準。是故，本研究以支持者們

的支持行動，作為樣本收集的參考條件。換句話說，本研究將採「立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方式，依研究需要，主觀且有意地設定條件、選擇研究所

需之樣本。本研究所參考的初始行動條件有：曾在農曆新年期間於官田徹夜排隊

領取阿扁紅包者、曾擔任地區／全國性扁友會重要幹部者、曾積極投入陳水扁競

選團隊助選者。本研究最後選定之訪談樣本如下： 

表三 研究訪談樣本簡表 

代

號 
性

別 
年齡 居住地 樣本事蹟 樣本來源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H 男 20-30 
台北 
萬華 

高中扁友會

暨全國扁友

聯誼會重要

幹部。 

友人介紹；於

網 路 上 以

email 方式取

得連繫。 

台北，連

鎖咖啡店 3:00 hr 

C 男 30-40 
台北 
新店 

農曆新年於

官田徹夜排

隊領取阿扁

紅包。 

小年夜當天於

官田鄉參訪時

取得連繫。 

新店，受

訪者自宅 2:45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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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女 30-40 台北市 
扁帽工廠大

隊長。 

網路論壇上以

email 方式取

得連繫。 

台北，立

院辦公室 1:40 hr 

B 女 30-40 
南投 
草屯 

阿扁網路後

援會成員。 

網路論壇上以

email 方式取

得連繫。 

台北，連

鎖速食店 2:30 hr 

P 男 40-50 彰化 

農曆新年於

官田徹夜排

隊領取阿扁

紅包。 

小年夜當天於

官田鄉參訪時

取得連繫。 

台北，連

鎖速食店 3:00 hr 

F 男 40-50 台中市 忠實扁迷 
友人介紹，並

透過該友人取

得連繫。 

台中，受

訪者自宅 2:00 hr 

 

最後，本研究的訪談問題，即以本章第二節所闡述的各個研究方向與測量指

標進行設計，以逐一分析陳水扁（阿扁符號）作為一迷文本對扁迷們的意義、探

討扁迷支持陳水扁的外顯實踐與內心的認同情感，以及影響其實踐與情感的各種

內／外在因子，並進一步探究扁迷支持的原因與驅力。本研究訪談大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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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研究訪談大綱 

 訪 談 大 綱 

迷 
文 
本 

1. 對你來說，阿扁代表了什麼？為什麼？ 
2. 阿扁具有什麼樣的人格特性？為什麼？ 

迷 
現 
象 

1. 為什麼支持陳水扁？為什麼？ 
2. 從什麼時候開始支持阿扁的？為什麼？ 
3. 自己如何（透過什麼樣的方式）表達對陳水扁的支持？ 
4. 在支持行動當中，自己獲得了什麼？為什麼？ 
5. 阿扁和自己有哪些共同的特性？為什麼？ 
6. 希望自己能擁有阿扁哪些特質？為什麼？ 
7. 是不是可以被稱為阿扁的支持者（扁友／扁迷）？為什麼？ 
8. 阿扁的支持者（扁友／扁迷）具有什麼樣的特性？為什麼？ 
9. 不支持阿扁的人又有什麼樣的特性？為什麼？ 

符 
號 
改 
變 

1. 阿扁代表的意義，在阿扁擔任立委、台北市長、第一任與第二任總統

期間之內，有沒有變化？為什麼？ 
2. 在這些不同時期裡，對阿扁的支持有沒有不同？為什麼？ 
3. 對倒扁運動有什麼看法？對倒扁群眾有什麼樣的看法？ 
4. 覺得阿扁作錯了嗎？為什麼／不？ 
5. 覺得阿扁讓你失望了嗎？為什麼？ 
6. 了解受訪者的人口統計特質。 
7. 了解受訪者的家庭背景、成長經歷與其社會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