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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族主義不但要發明自身傳統以凝聚共同體想像，也須建

構「共同敵人」以區辨我群與他者。本研究以量化內容分析與

質化論述分析，檢驗自 1980 年代以來的運動衝突事件中，台

灣媒體對主要競爭對象韓國與中國的國族主義報導。相較 1980

與 1990 年代，在全球化下台灣經濟競爭落居劣勢的 2000 年代，

國族仇恨言論數量顯著增加；而長期以來對經濟對手韓國的仇

恨言論數量較政治對手中國多，直到 2000 年代中國經濟崛起

後，仇中言論數量才上揚。相較傳統國族主義，全球化下國族

主義論述朝向「去政治化」與「娛樂化」，主題與消息來源從

政治轉向娛樂，內容也從官方主控的政治言論轉為一般民眾與

藝人的情緒展演。此種娛樂化的國族主義表現集中在仇韓言論，

應是受區域經濟與娛樂產業競爭關係的影響。本研究說明了經

濟因素長期以來影響運動國族主義建構，而全球化下的文化經

濟力量更重塑了媒體國族論述的再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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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無論是在各種國際賽事中台灣運動員的場上表現，還是跨國職業運

動的旅外球員動向，近年來都引發台灣社會程度不一的國族認同情緒。

運動中的國族認同，除了表現在對台灣運動員與代表隊的支持，也更進

一步展現在敵視「對手」、也就是仇恨「他者」的言論與行為上，成為

當代台灣國族主義最主要的展現方式。 

在不同的競爭對手當中，韓國 1 是多年來台灣運動國族主義最主要

的「他者」之一。當運動場上出現與韓國相關的爭端時，台灣社會的仇

韓情緒就會隨之爆發。例如 2013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s）第一回合的亞洲區賽事在台灣舉辦時，許多場內觀眾手持的

海報中，出現辱罵韓國與韓國人的圖案與字眼，因而引發兩國民眾的關

注（ETtoday, 2013.3.6; Nownews, 2013.3.6）。2010 年廣州亞運楊淑君

「黑襪事件」後，台灣社會出現許多仇韓言論與行為，包括餐廳貼出不

歡迎韓國人海報、零售商砸毀韓國 LG 顯示器等（蘋果日報，

2010.11.20: 頭條要聞版）。2009 年香港東亞運曾敬翔事件，藝人在電

視綜藝節目改編韓國流行歌曲、怒罵韓籍裁判，網路上更出現許多網友

辱罵（聯合報， 2009.12.8: A7；自由時報， 2009.12.10；Nownews, 

2009.11.10）。仇韓言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運動衝突中於台灣社會瞬

間爆發，且往往演變成一種帶有娛樂表演性質的集體狂熱（林宗偉，

2012；洪敬仁，2012；劉昌德，2011）。 

不過另一方面，雖然台灣與政治主要「敵國」中國同樣在運動場內

外有許多衝突與角力，但對中國的運動國族主義情緒，卻有著不同表

現。以 2008 年北京奧運中的棒球比賽為例，台灣代表隊在輸給一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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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認為實力較差的中國隊之後，台灣社會與媒體卻較少直接辱罵對手及

其人民整體，國族主義的言論反而多半集中在台灣代表隊的問題上，例

如「國恥」的字眼（蘋果日報，2008.8.16: 體育新聞版），而與「仇

韓」的方式出現差異。 

過去國族主義的經典研究指出，作為一種建構的集體認同，國族認

同受到政治力量極大程度的型塑（Hobsbawm, 1983／徐文路譯，

2002）。但上述台灣運動國族主義的展現，特別是針對韓國的仇恨言

論，並不以「政治敵對」為主要方向，更有表現方式上的差異。本研究

從「仇韓」與「仇中」的國族情緒出發，分析台灣媒體再現運動國族主

義自 1980 年代以來約 30 年間的演變，以探討全球化時代中國族主義的

轉變，包括影響因素與表達形式的特徵等。首先，透過對於 1980 年代

以來台灣媒體在相關運動衝突事件報導的量化內容分析，說明台灣社會

在「仇韓」與「仇中」的國族仇恨對象差異。再者，經由不同時期的媒

體再現的量化內容分析與質化論述分析，探討國族情緒表現方式的轉

變；更進一步結合各時期政治經濟脈絡的說明，分析政治、經濟與文化

等不同因素對台灣運動國族主義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運動與國族主義的「自我／他者」建構 

作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國族的產生與維繫，有賴於人民

持續的集體認同。因為是一種集體心理投射，所以特定的國族不必然要

基於像是血緣或種族等某種「現實」而產生，而是被「創造」出來。不

過，創造並不是純然的虛構，往往是透過對共同傳統、語言文字、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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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甚至是神話等載體，加以積極地建構（Anderson, 1991／吳叡人

譯，1999；Gellner, 1983／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歷史學家

Hobsbawm（1983／徐文路譯，2002；1990／李金梅譯，1997）進一步

指出，國族主義是因應著資本主義發展下各種共同體的集體認同遭到破

壞後，所創制的一種新的政治單位與認同，新興的統治階級用各種政治

語彙，特別是創造各種國族｢神話｣與發明各種共同傳統，透過教育與傳

播體系來凝聚人民的支持與情感。 

國族主義所賴以維繫的神話與各種共同記憶中，運動是一種特別具

有情緒感染力的建構載體（Bairner, 2001; Giulianotti & Robertson, 2007; 

Hargreaves, 2002）。當權者為了政治目的，透過塑造「國家運動」或積

極介入奧運等國際賽事的舉辦與宣傳，讓運動員及運動場上的競爭，轉

化為國族認同的代表及國族之間的廝殺。特別是足球等團隊運動（team 

sports），更因為球迷的參與度及情感認同較高，而成為官方建構國族

認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Bairner, 2001; Hobsbawm, 1983／徐文路譯，

2002）。再進一步觀察，最初主要由政治需求所創制的國族傳統，也因

此進入與鑲嵌至運動文化之中，成為人民彰顯本身國族與文化認同的方

式。例如北愛爾蘭的族群衝突中，不同族群的人們主動以參與不同運動

的作法，來表達其認同方向；而支持或反對卡斯楚政權的古巴人民，同

時參與及支持古巴棒球，卻對官方建構的棒球國族主義擁有分歧的詮釋

（Bairner, 2001; Carter, 2008; 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 Bradley, 2002

／黃東治、邱金松等譯，2008，頁 152-154）。因此，雖然特定的運動

文化難免成為當權者所「發明的傳統」，但是人民也透過運動文化實踐

的過程，反身性地在這當中一同建構了「共同體」的集體記憶。 

對於自我的建構，必須有「他者」作為參照對象才能更順利地進

行。所以國族認同並不僅止對「共同體」本身的傳統或神話的選取與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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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更在於「區分自我與他人」。以韓國與台灣為例，在 1990 年代的

新聞媒體報導的論述中，分別以朝鮮與中國作為主要的「他者」，一方

面是來自於兩國的政治軍事「敵國」的淵源，另一方面也是來自於韓國

與台灣的內部與外部的政治合法性壓力，透過與跟敵人的區別來團結內

部，因此國族建構的開展與穩定，都以他者的朝鮮與中國作為妖魔化對

象（Chung, 2000）。 

在運動場上，特別是國際賽事中國家代表隊的對抗，「我們／他

者」特別易於出現。而運動場上的「他者」，並不必然是必須被摧毀的

「敵人」，而往往是作為參照對象的「對手」（an “adversary”）而存

在，人民透過觀賞運動，而得以持續建構自身及他者的形象

（Butterworth, 2010, p. 138; Hobsbawm, 1990／李金梅譯，1997，頁 122-

123; Rowe, McKay & Miller, 1998, p.124）。以英國為例，對於共同體的

想像，是「充滿鬥牛犬的堅持與鬥志、樂意為女王與國家犧牲、熱愛傳

統價值、為國家光榮而戰，以及對堅持公平競爭的運動家精神」。在此

同時，對於他者的形象，則多半是負面形象，像是法國與拉丁美洲球員

總是「過於情緒化」、加勒比海國家球員「具有天賦但態度散漫」，或

者美國運動員「太計較勝負、不懂運動家精神」等刻板印象的再現。同

時，這些運動中對「他者」形象的再現，充斥着各種戰爭意象與用語，

藉以區分敵我（Horne, Tomlinson & Whannel, 1999, pp. 177-181）。 

不過，運動國族主義對於「他者」或「敵人」的選取，並非完全隨

著賽事發展或隨機而來，而是受到各種歷史與社會條件的左右，特別是

政治因素的影響。舉例來說，過去作為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運動

賽場上也往往以殖民帝國為主要敵手，將擊敗原來的殖民者作為獨立自

主與國家榮光的重要象徵。例如拉丁美洲國家在足球賽場上對歐洲許多

原殖民國家代表隊的敵視，或者韓國在奧運等國際賽事中對前殖民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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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特殊對抗關係等（Arbena, 1996; Lee, 2012; Lee & Maguire, 2009）。

政治因素影響「敵人」的塑造，並不以第三世界國家或人民為限，歐美

亦然。歐洲國家中許多追求獨立的地區，像是英國的蘇格蘭與北愛爾

蘭、西班牙的卡泰隆尼亞等地，無論在地區之間的賽事或者國際賽，往

往都是將「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區域視為敵人（Maguire, et al., 2002／

黃東治、邱金松等譯，2008）。另外，美國也以運動國族主義來召喚人

民對政府行動的支持。例如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好萊塢製作了多部

運動相關的電影與影集，將前蘇聯的運動員塑造為接受非人性訓練或施

打禁藥的「運動機器」，而美國的運動員則是在各種不利條件下，仍得

以逆轉戰局，取得勝利。這些對敵人的刻板呈現，滿足了美國政府在

「反恐政策」面對國內外質疑聲浪下，取得政權與政策合法性的需求

（Butterworth, 2010）。 

二、全球化下經濟力量對國族主義的再建構 

運動國族主義基於政治目標對自我及他者的建構在全球化衝擊下，

隨著國家角色的改變與再造也產生變化。但並不像許多以為國家即將消

亡、影響力日漸萎縮的全球化論者的主張（Ohmae, 1995），國家與國

族主義不但持續存在，而且在許多地區還可見到國族主義日趨受到重

視。國家與國族主義並未消亡，而是重新轉化，更全面、更國際化的資

本帝國運用各地混雜的民族國家與國族主義，來促成全球化的進一步深

化。因此全球化與國族事實上不但同時存在，甚至相互依存而生（陳光

興，2002；Laffey & Weldes, 2004）。Hardt & Negri（2000）便指出，

為了建立全球範圍的勞動力與消費市場，全球資本帝國不能再依靠傳統

帝國主義的殖民與併吞手段，相反地要透過不同地區人們與政府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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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達成。因此全球資本帝國並不摧毀各地的國族或文化認同，而是

基於資本目的加以調整、管理與轉化。 

同樣地，在運動場域中，國家、國族主義與在地文化認同也並未因

全球化而衰退，反而可以看到運動用來統合當地矛盾或衝突的政治認

同，更往往成為在地文化將全球化影響加以轉化的途徑之一（Bairner, 

2001; Jarvie, 2003）。全球資本帝國對運動國族主義的運用，一方面在

運動層面上是透過轉化運動國族主義，擴張跨國運動產業的勞動與消費

市場。例如英國與歐洲的職業足球及美國的職業棒球與籃球等運動產

業，不但球員來自全球各地，賽事轉播報導與周邊商品銷售也橫跨世界

各國。在這些運動產業擴張版圖的過程中，雇用來自不同國家的菁英運

動員，除了可以獲取較廉價的優異勞動力以降低成本之外，還藉著這些

移入運動員的母國人民對他們的支持，以拓展海外市場。透過這樣的

「新文化勞動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作

法，運動國族主義轉型為「資本國族主義」，為跨國運動產業的經濟利

益服務（劉昌德，2008；Miller, Rowe, McKay & Lawrencr, 2003）。 

另一方面，在運動與其他資本結合的層面上，則是透過運動國族主

義，將跨國品牌與消費文化進一步深化到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商

品化邏輯下，運動從文化活動與社區認同，逐漸成為文化產業與消費行

為，並與媒體、娛樂產業及其他企業整合，透過結合公民情感的訴求，

將運動與文化認同轉化為「促銷文化」（promotional culture; Whitson, 

1998）。在 1990 年代之後的奧運等國際賽中，商品化運動下的促銷文

化更與國族主義結合，將國族認同轉化為特定運動產業與運動品牌的消

費慾望與行為（Wenner, 2004）。全球化發展下，促銷文化也更進一步

滲透進入運動國族主義與認同，將各地不同的國族認同當作「商品區

隔」手段，將國族主義降為為一種跨國公司挪用的集體認同，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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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遭到全球經濟力量的再生產與再建構，而成為一種｢企業國族主義｣

（corporate nationalism; Silk, Andrews & Cole, 2005）。例如紐西蘭快艇

運動與在地及跨國公司結合，將愛國主義與國家代表隊及這些公司的品

牌結合，或者跨國運動產業耐吉公司（NIKE）在日本透過廣告策略將

其品牌與日本的傳統運動文化扣連，都是透過國族認同拓展全球資本的

作法（John & Jackson, 2010; Kobayashi, 2011）。 

因此，在全球化趨勢下，資本對運動國族主義的影響力愈來愈強。

而經濟因素型塑國族主義的面貌，並不僅限於前述品牌與特定國族自我

認同的構連，更及於對「他者」形象的再造。例如近年由美國職棒大聯

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簡稱 MLB）聯合各國職棒組織所舉辦的

「世界棒球經典賽」當中，因跨國運動產業拓展版圖的經濟利益考量，

將韓國對過去日本殖民的仇恨情緒轉為強調賽場上的對抗邏輯與仇恨，

導致韓國反殖民國族情緒再次淪於殖民歷史的反覆消費，無法「去殖

民」而成為一種「再殖民」的國族認同（Lee, 2012）。在台灣，經濟因

素對運動國族主義的型塑與影響，同樣可見於資本如何影響了運動場域

行動者對於「他者」的建構與理解。當 MLB 擴大其新文化國際勞動分

工、台灣菁英棒球員也被吸納入跨國棒球產業後，使得台灣棒球的論述

再現逐漸轉以美國為普世標準，以全球資本的「帝國之眼」作為瞭解他

者的依據，一方面是將 MLB 作為理所當然的核心與最高殿堂，另一方

面則是以 MLB 的生產與消費體系作為理解其他地區棒球的參照指標

（劉昌德，2008）。而台灣的國族仇恨情緒也見到經濟因素的影響力，

例如近年流行文化消費市場「韓流入侵」而出現的台灣各種「仇韓」論

述裡，最具宰制性的便是經濟「危機」的敘事型態，將韓國視為台灣經

濟競爭最主要的敵人，而與之對立或競爭（Yang, 2008）。 

除了型塑力量的影響因素由政治與軍事轉向資本與經濟力，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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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中運動國族主義的表現形式，也因應資本的商業需求，而有瑣碎化

與煽情化的傾向（Lee, 2012）。以日本與韓國之間的運動對抗為例，在

2002 年共同主辦世界盃足球賽（the World Cup），雖然官方與國際足球

總會（The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都希望透過

共同舉辦此一重要國際賽事來增進兩國邦誼，但賽事期間兩國球迷仍互

相將對方視為敵手，而有許多仇視言論。不過在日本，卻可發現年輕球

迷的國族仇恨言論，通常只是對戰爭型態的傳統國族主義的「諧擬」，

而非真正的種族仇恨。日本心理學家香山理香（Kayama Rika）指出，

這些球迷的國族仇恨行為與言論，包括在運動節慶（festival）中使用一

些舊的國族符號（如日本國旗）來展現文化同一感（ cultural 

solidarity），對他們來說並不具有嚴肅意義，而不過是在遊戲，因此是

一種「偽」國族主義（pseudo-nationalism），她稱之為「小國族主義」

（petite nationalism; Kayama, 2002：轉引自 Mori, 2004）。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時代看似娛樂性質的「小國族主義」，同樣

有其全球經濟競爭及文化霸權鬥爭的影響及意義。香山理香對日本「小

國族主義」的觀察指出，在日本這些狂熱國族主義的年輕球迷中，愈來

愈多人放棄進入資本社會的勞動力競爭（Kayama, 2002：轉引自 Mori, 

2004）。因此，當代的國族仇恨敘事也常見經濟不景氣、全球化競爭造

成的青年失業問題的相關經濟論述；這種經濟基礎上的國族競爭，結合

了娛樂產業競爭中的韓國流行文化入侵所帶來的文化及性別焦慮，形成

了以大量猥褻言詞及性別歧視構成的仇韓言論（Yang, 2008）。在 2002

年世足賽期間，韓國年輕球迷狂熱支持韓國代表隊，同樣也具有「運動

節慶期間」的娛樂化小國族主義特徵。此一「紅魔鬼現象」（the Red 

Devils phenomenon）因應著韓國消費社會的結構改變而興起，一方面被

國家、資本、媒體操控為進一步深化資本邏輯以提升韓國經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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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也因為民眾的自主參與而使得這樣的小國族主義具有文化抗

爭、由下而上型塑新國家認同的契機（Hong, 2004）。 

總結來說，運動作為國族主義建構的重要載具，不但需要創制國族

「自身」傳統，同時也需要「發明敵人」，以共同仇視的「特定他者」

作為區分自我與他人的基礎。在全球化時代中，資本邏輯滲入過去以政

治為主要目標的國族主義，使之成為跨國公司藉以擴張市場與區隔品牌

的集體認同。當經濟論述成為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全球化時期的運動國

族主義展現形式開始出現變化，由過去政治主導期較為長期且嚴肅的表

現，轉而以一種短期情緒宣洩且帶有娛樂或表演性質的「小國族主義」

的商品化方式出現。台灣媒體再現中的運動國族主義，以哪種方式進行

「仇恨他者」的建構、如何隨著政治經濟脈絡的變化演變出節慶國族主

義的特徵、又如何在其中展現「下層基礎」的經濟論述，即為本研究分

析之焦點。 

參、研究問題與方法 

以上述文獻整理與探討出發，本研究分析台灣運動國族主義中對

「他者」建構與再現特徵的轉變，主要包括下述三個研究問題： 

一、 台灣媒體運動國族主義報導中，仇恨程度與對象在不同時期的變化

如何？仇韓與仇中的報導比例上，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如何？ 

二、 台灣媒體運動國族主義報導中，國族仇恨言論報導所屬版面與引用

的消息來源，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如何？仇韓與仇中報導的版面與消

息來源，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如何？ 

三、台灣媒體運動國族主義報導中，仇恨方式的論述特徵為何、在不同

時期的差異為何？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二期  2015年 1月 

‧90‧ 

本研究選取不同時期中的相關國際賽事衝突事件，以理解媒體台灣

運動國族主義的仇恨對象與方式。前兩個研究問題透過對媒體報導樣本

的量化內容分析回應，第三個研究問題則以質化論述分析、結合對各時

期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的耙梳來回應。在報導樣本選取的時間範圍

上，本研究根據不同年代台灣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特別是與中國及韓

國關係的轉變，大致劃分下列三個階段為：（一）1980 年代的「後冷

戰威權政治期」；（二）1990 年代的「政治本土化與經濟榮景期」；

及（三）2000 年代的「全球化競爭期」。本研究以此三時期當中運動

國際賽事中的衝突事件期間，作為仇韓與仇中論述的樣本蒐集時段，以

求找尋最可能出現相關言論的「關鍵論述時刻」（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s; Gamson, 1992, p. 26），其中包括賽事判決爭議、國家主權衝

突、選手肢體衝突、賽制疑義等較為引起國人注意的重大事件。考量媒

體的新聞事件報導週期，選取媒體報導以衝突事件發生後的 10 天內為

樣本蒐集範疇。 

在 1980 年代的「後冷戰威權政治期」，台灣當時仍實施戒嚴，對

中國採取「三不原則」的敵對態度，運動國族主義也為政治所主導，例

如政府仍舊大力運用各級棒球國家代表隊的戰績表現，作為凝聚台灣人

民認同的策略（陳子軒，2007；梁淑玲，1993；謝仕淵、謝佳芬，

2003）。在台韓關係方面，兩國外交從 1980 年代開始變化，1983 年發

生中共民航機遭劫至韓國、劫機者要求赴台的事件，使得台韓中之間緊

張關係逐漸白熱化，埋下之後韓國與台灣斷交的遠因（朱立熙，

1993）。在這個時期中，本研究選取了 1984 年 4 月 7 日的「亞青盃籃

球錦標賽旗歌事件」，當時台灣代表隊至漢城參加亞青盃籃球賽，因韓

國顧及中國壓力片面毀約，不准我國播放國旗歌，我國代表團因而退出

比賽。媒體報導時間的範疇則為 1984 年 4 月 8 日至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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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0 年代，解除戒嚴與蔣經國過世後，政治反對力量逐步發

展推動民主化，國民黨內本土派與資本家、新興中產階級、地方政治勢

力結合，展開本土化轉型。在與中國關係方面，國民黨本土派政權一方

面在外交上積極爭取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另一方面在文化政策上結

合文化與地區文化菁英，推動社區營造運動、建構本土論述，以本土認

同區隔舊國民黨時期的舊中國認同（王振寰，1996；盧建榮，2003）。

在與韓國的關係，1992 年台灣與韓國斷交斷航，兩國在外交上的衝突

加劇，也波及包括運動等文化場域的兩國關係（朱立熙，2013 年 7 月 6

日）。本研究於本時期選取 1997 年 5 月 10 日發生的「東亞運貴賓卡降

級事件」，當時在韓國釜山舉辦的東亞運在開幕前一天，率團的台灣教

育部長吳京等人的貴賓卡被韓國主辦單位收回並降級，也被質疑與中國

施壓有關。媒體報導樣本為 1997 年 5 月 11 日至 20 日。 

進入 2000 年代後，民主化持續發展、政權歷經兩次政黨輪替，經

濟則逐步陷入困境，1970 年代以來的高成長率不復見、產業外移中國

且出口衰退，而中國經濟則在 2000 年代崛起，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生

產基地與消費市場（鄧玉英，2012）。另一方面，韓國政府歷經 1997

年金融風暴後，大力改革經濟結構，強力發展電子、通訊等產業，對我

國相關產業影響甚大，2004 年後台韓雙邊的貿易開始產生逆差，也反

映出之間的競爭力消長，至此階段，雙方進入全球化的體系下競爭（邱

俊榮，2006：劉光鍾，2013 年 7 月 6 日）。其後韓國逐漸脫穎而出，

在 2005 年行政院主計處的經濟數據調查中，韓國 GDP 更首度超越台

灣，將台灣擠到亞洲四小龍末，顯示台灣較優於韓國的經濟優勢逐漸易

位，並且在產業上捉對廝殺。本研究於本時期選取兩次在中國舉辦的國

際賽事為例子，分別是 2009 年 12 月 7 日香港東亞運的「曾敬翔遭襲喉

事件」與 2010 年 11 月 17 日廣州亞運的「楊淑君黑襪事件」。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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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運跆拳道賽中，韓國選手宋智勳以拳頭攻擊台灣選手曾敬翔頸部致

當場倒地送醫，韓籍仲裁委員判決將金牌頒給有犯規爭議的韓國選手，

媒體報導的樣本範圍為 12 月 8 日至 17 日。2010 年亞運跆拳道賽中，

台灣選手楊淑君出戰越南選手獲得九比零領先優勢下，卻在終場前 12

秒遭韓裔菲律賓籍裁判以「電子襪不符大會規定」為由判定失格，引發

台灣代表團抗議，媒體報導樣本範圍為 11 月 18 日至 27 日。 

上述各時期代表案例的立意抽樣標準為「中國與韓國約為並列他

者」的事件，不過實際發生的歷史事件中，符合兩者皆涉入、且角色對

等的顯著運動賽事衝突並不多見，最後考量研究資源及篇幅限制，挑選

出此四事件為分析對象。從兩國與台灣的衝突關係來看，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兩次事件，賽事主辦國為韓國，中國為利益衝突對象；

2000 年代曾敬翔事件主辦國為中國，韓國為利益衝突對象；稍後楊淑

君事件主辦國仍為中國，但與台灣利益衝突較隱晦，而韓國更不直接有

賽事利益衝突。雖然衝突關係與程度不等，但四次事件中兩者都成為台

灣社會與媒體仇視的他者，因此正可作為運動國族主義建構他者的分析

案例。 

本研究以報紙報導作為分析對象，在不同時期依照當時發行量或廣

告量的一般市場估計，各選出三到四家報社。橫跨三個時期的對象有

《中國時報》與《聯合報》兩家報社，在 1980 年代分析中加入也是全

國性大量發行的報紙《自立晚報》，而有三家報紙；1990 年代以當時

發行量成長極快的《自由時報》作為分析對象，同樣為三家報紙；2000

年代則延續 1990 年代的三家報社之外，再加入閱報率與發行量都取得

市場成功的《蘋果日報》，共四家報紙。本研究以三個時期的案例時間

範圍內，以研究問題相關關鍵字檢索標題與內文，共選出 623 則報導樣

本，其中 1980 年代有 113 篇、1990 年代 61 篇、2000 年代 449 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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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即以此 623 則報導樣本，進行量化內容分析與質化論述分析。2
 

肆、內容分析：運動國族主義的仇恨對象與方式的演變 

一、各時期國族仇恨言論比例及仇恨對象比較 

在三個時期的報導中，「不仇視」報導比例從前兩個時期都約佔四

成，到 2000 年代降至不及二成三，顯示國族仇恨情緒報導在 2000 年代

有顯著成長。而三個時期中單獨仇視韓國比例分別為 38.9%、50.8%、

及 47.9%，呈現出後兩時期上升的現象；單獨仇視中國比例則分別為

7.1%、8.2%、17.4%，顯示 2000 年代上升；同時仇視兩者比例則從

1980 年代的 16.8%，1990 年代下降為 3.2%，2000 年代回升至約一成。

三時期的國族仇恨報導比例差異達到顯著水準（χ
2
 = 25.189, df = 6, p 

= .000 < .001，見表 1-1）。 

將同時仇視韓國與中國的報導也分別併入「仇韓」與「仇中」中觀

察，發現「仇韓」報導比例在三時期都有超過五成，且差異不大，三時

期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水準（χ
2 

= .720, df = 2, p = .698 > .05）（見表 1-

2），顯示「仇韓」從 1980 年代開始便是媒體運動報導中的主要仇恨對

象。但另一方面，「仇中」比例則在 1980 年代約為二成四，1990 年代

約為一成，2000 年代則明顯升至高峰的近三成，差距達顯著水準（χ
2 

= 

8.192, df = 2, p = .017 < .05）（見表 1-3）。 

整體來看，三個時期報導中仇恨對象特點包括：第一，在仇恨言論

比例上，前兩個時期都約六成，2000 年代大幅提高至七成五。第二，

視韓國為「最主要敵人」的比例在 1980 年代較低，但後兩個時期提高

至約半數以上；而把韓國當作「敵人之一」，則在三個時期都維持著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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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上的高檔。第三，視中國為「最主要敵人」的比例，在前兩時期都

不及一成；當作「敵人之一」則在 1990 年代偏低，2000 年代最高。最

後，「仇韓」比例在三個時期都明顯高出「仇中」許多，顯示韓國為媒

體運動國族論述中的最主要敵人。 

二、各時期國族仇恨方式的比較 

（一）國族仇恨報導的版面主題比較 

本段分析將焦點集中在三個時期的「國族仇恨情緒」報導，也就是

將樣本縮小至「有國族仇恨言論的報導」（包括「仇韓」、「仇中」、

「仇視中韓」三種報導，而扣除「不仇視」的報導）。以此部分計算，

各時期的樣本數量分別為 1980 年代 71 篇、1990 年代 38 篇及 2000 年

代 342 篇，合計 450 篇報導。 

在版面上，1980 年代主要集中在體育版（40.8%）、政治版

（12.7%）及硬性新聞中較不重要的綜合版（12.7%）；到了 1990 年

代，體育版的比例更明顯升高（65.8%），其次為較重要的焦點板

（10.5%）與綜合版（10.5%）；到了 2000 年代，則有明顯的轉變，最

主要的版面為焦點版（26.9%），其次為一般投書版面（18.7%），第三

為體育版（16.1%）。三個時期的版面差異達到顯著水準（χ
2 

= 100.000, 

df = 16, p = .000 < .001，見表 2-1）。整體來看，國族仇恨報導所屬版面

最明顯的變化，第一是體育版比例在 2000 年代明顯降低，第二是政治

版比例在 1990 與 2000 年代都比 1980 年代降低許多，第三則是國族仇

恨在頭版與焦點版比例於 2000 年代明顯提升。另外則是娛樂版面報導

比例從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極稀少（2.8%與 0.0%），到 2000 年代

明顯提升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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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體育版面與硬性新聞版面合併，而與軟性版面相較，上述第四點

差異就更突顯。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國族仇恨報導幾乎都在體育版

與硬性新聞版面（95.8%、100%），2000 年代體育版與硬性新聞版面雖

仍佔多數（82.8%），但軟性新聞的比例則成長到佔有一席之地的近兩

成（17.2%）。版面別的時期差異達到統計顯著水準（χ
2 
= 15.027, df = 2, 

p = .001 < .01，見表 2-1）。 

進一步分析「仇韓」與「仇中」言論在版面分佈的比較，以軟性新

聞版面的比例來看，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都很少見到軟性的仇韓報導

（4.8%、0.0%），2000 年代就提升到 19.0%，差異程度達到顯著水準

（χ
2 
= 14.415, df = 2, p = .001 < .01，見表 2-2）。不過在仇中報導部分，

雖然 2000 年代軟性報導比例升高至 7.9%，較前二時期完全沒有的比例

高，但統計上未達顯著水準，且比同時期仇韓的軟性報導比例少了一半

（χ
2 
= 2.854, df = 2, p = .240 > .05，見表 2-3）。 

整體來看， 2000 年代國族仇恨報導攻佔「頭版」與「焦點版」的

比例大幅提高，顯示國族仇恨言論較受凸顯。再者，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國族仇恨報導集中在事件相關的「體育版」與「政治版」，而

2000 年代則雖仍以上述硬性新聞版面為多數，但軟性新聞版面比例則

提高到約兩成。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版面「軟性化」趨勢，在「仇

韓」與「仇中」言論上有所差異：仇韓報導在軟性新聞版面的比例於

2000 年代明顯提高，但仇中報導則相對較少，比例大約僅至仇韓的一

半。 

（二）國族仇恨報導的消息來源比較 

在消息來源的比例上，首先，1980 年代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事

件相關政治人物達 43.24%、非相關者也達到 16.22%，兩者合計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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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990 年代仍舊是相關政治人物的比例最高，達 56.86%，政治人物

合計同樣接近六成。政治掛帥的趨勢在 2000 年代出現改變，相關政治

人物雖仍佔多數，但比例已下降到 23.90%，加入非相關者後政治人物

合計比例約四成，較前兩時期為低；而一般民眾加上網路使用者的比例

提高到 25.31%，藝人則從過去付諸闕如增加到 7.91% 而有明顯提升。

三個時期的消息來源比例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χ
2 

= 83.2347, df = 14, p 

= .000 < .001，見表 3-1）。 

把選手教練與相關政治人物合併計為「當事人」，則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運動賽事國族仇恨言論以當事人為消息來源的比例，分別

高達 46.84% 與 66.66%，非當事人則分別為 32.44% 與 1.96%。這項比

例在 2000 年代翻轉為當事人僅有 34.62%，而非當事人的比例則高過當

事人，達到 50.44%。從來源別來看，三個時期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χ
2 
= 53.1842, df = 4, p = .000 < .001，見表 3-1）。 

在仇韓情緒部分，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相關政治人物」都達到

五成，且是最主要消來源；到 2000 年代雖然相關政治人物仍是最主要

消息來源，但比例已經降至約 25%，大概減少了一半。2000 年代的仇

韓情緒相當大程度由「藝人」、「民眾」與「網友」為主，非政治場域

的消息來源比例超過三成，若再加上非相關政治人物，則非當事人比例

達 47.57%；比起 1990 年代非政治場域的 0%、「非當事人」的 2.27%

及 1980 年代的 17.17% 與 32.32% 相比，明顯提高許多。在消息來源、

及較大範疇的來源別上，三時期的差異都達到顯著水準（來源別：χ
2 

= 

39.1829, df = 4, p = .000 < .001；來源：χ
2 

= 73.1180, df = 14, p = .000 

< .001。見表 3-2）。 

至於仇中情緒的消息來源，同樣可見在前兩個時期都由相關政治人

物為主，1980 年代約四成五左右，併計非相關政治人物超過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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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則分別超過六成與七成。2000 年代相關政治人物的比例降至

17.44%，非相關政治人物則提高到 23.59%，使得政治場域發言者仍有

四成，但整體來說較前兩個時期下降不少。取而代之的消息來源包括民

眾（23.08%）、網友（9.74），不過有趣的是並沒有藝人（0.0%）。若

從較大分類來看，2000 年代「非當事人」因為非相關政治人物的高比

例而達到六成，比起 1990 年代約一成、1980 年代約三成，有明顯上

揚。在消息來源與消息來源類別來看，三時期的差異都達到顯著水準

（來源別：χ
2 
= 25.5323, df = 4, p = .000 < .001；來源：χ

2 
= 38.3183, df = 

12, p = .000 < .001。見表 3-3）。 

整體來看，在消息來源部分，前二時期國族仇恨言論多集中在政治

人物，大約六成，2000 年代政治人物比例下降至約四成，一般民眾比

例上升至約二成五，藝人則近一成。若從較大類別的「當事人」與「非

當事人」來看，仇恨言論從過去以當事人為主要發言者，2000 年代翻

轉為非當事人比例高於當事人。進一步比較「仇韓」與「仇中」，2000

年代仇韓言論在消息來源較明顯偏向「去政治」、「非當事人」，但仇

中言論則在「藝人」部分付諸闕如，是兩者間消息來源的重要差異。 

表 1-1：各時期的仇恨對象（單位：則數、%） 

 仇韓 仇中 仇中韓 不仇恨 總和 

1980s 44(38.9) 8(7.1) 19(16.8) 42(37.2) 113 

1990s 31(50.8) 5(8.2) 2(3.2) 23(37.7) 61 

2000s 215(47.9) 78(17.4) 49(10.9) 107(23.8) 449 

總和     623 

χ
2 
= 25.189, df = 6, p = .000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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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各時期的仇韓傾向（單位：則數、%） 

 仇韓 不仇韓 總和 

1980s 63(55.8) 50(44.2) 113 

1990s 33(54.1) 28(45.9) 61 

2000s 264(57.8) 185(41.2) 449 

總和   623 

χ
2 
= .720, df = 2, p = .698 > .05 

表 1-3：各時期的仇中傾向（單位：則數、%） 

 仇中 不仇中 總和 

1980s 27(23.9) 86(76.1) 113 

1990s 7(11.5) 54(88.5) 61 

2000s 127(28.3) 322(71.7) 449 

總和   623 

χ
2 
= 8.192, df = 2, p = .017 < .05 

表 2-1：國族仇恨報導的版面分佈（單位：則數、%） 

版面別 體育版與硬性新聞 軟性新聞 總和 

版面 體育 頭版 焦點 政治 綜合 評論 投書 娛樂 
社會 

地方 
450 

1980s 
29(40.8) 3(4.2) 8(11.3) 9(12.7) 9(12.7) 7(9.9) 3(4.2) 2(2.8) 1(1.4) 71 

68(95.8) 3(4.2)  

1990s 
25(65.8) 3(7.9) 4(10.5) 2(5.3) 4(10.5) 0(0.0) 0(0.0) 0(0.0) 0(0.0) 38 

38(100.0) 0(0.0)  

2000s 
55(16.1) 20(5.8) 92(26.9) 17(5.0) 14(4.1) 21(6.1) 64(18.7) 35(10.2) 24(7.0) 342 

283(82.8) 59(17.2)  

版面別：χ2 = 15.027, df = 2, p = .001 < .01；版面：χ2 = 100.000, df = 16, p = .000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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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仇韓報導的版面分佈（單位：則數、%） 

版面別 體育版與硬性新聞 軟性新聞 總和 

版面 體育 頭版 焦點 政治 綜合 評論 投書 娛樂 
社會 

地方 
360 

1980s 
26(41.3) 1(1.6) 7(11.1) 8(12.7) 9(14.3) 7(11.1) 2(3.2) 2(3.2) 1(1.6) 63 

60(95.2) 3(4.8)  

1990s 
22(66.7) 3(9.1) 2(6.1) 2(6.1) 4(12.1) 0(0.0) 0(0.0) 0(0.0) 0(0.0) 33 

33(100.0) 0(0.0)  

2000s 
47(17.8) 18(6.8) 74(28.0) 12(4.5) 13(4.9) 14(5.3) 36(13.6) 35(13.3) 15(5.7) 264 

214(81.0) 50(19.0)  

版面別：χ2 = 14.415, df = 2, p = .001 < .01；版面：χ2 = 86.000, df = 16, p = .000 < .001 

表 2-3：仇中報導的版面分佈（單位：則數、%） 

版面別 體育版與硬性新聞 軟性新聞 總和 

版面 體育 頭版 焦點 政治 綜合 評論 投書 娛樂 
社會 

地方 
161 

1980s 
11(40.7) 3(11.1) 5(18.5) 2(7.4) 2(7.4) 2(7.4) 2(7.4) 0(0.0) 0(0.0) 27 

27(100.0) 0(0.0)  

1990s 
3(42.9) 0(0.0) 3(42.9) 1(14.3) 0(0.0) 0(0.0) 0(0.0) 0(0.0) 0(0.0) 7 

7(100.0) 0(0.0)  

2000s 
12 (9.4) 6(4.7) 35(27.6) 9(7.1) 3(2.4) 11(8.7) 41(13.6) 1(0.8) 9(7.1) 127 

117(92.1) 10(7.9)  

版面別：χ2 = 2.854, df = 2, p = .240 > .05；版面：χ2 = 33.102, df = 16, p = .007 < .01 

表 3-1：國族仇恨報導的消息來源分佈（單位：次數、%） 

來源別 當事人 非當事人 非特定 總和 

來源 
選手 

教練 

相關政 

治人物 

非相關 

政治人物 
藝人 民眾 網友 無指明 外電  

1980s 
4(3.60) 48(43.24) 18(16.22) 0(0.0) 18(16.22) 0(0.0) 15(13.51) 8(7.21) 111 

52 (46.84) 36(32.44) 23(20.72)  

1990s 
5(9.80) 29(56.86) 1(1.96) 0(0.0) 0(0.0) 0(0.0) 12(23.53) 4(7.84) 51 

34 (66.66) 1 (1.96) 16 (31.37)  

2000s 
61(10.72) 136(23.90) 98(17.22) 45(7.91) 92(16.17) 52(9.14) 61(10.72) 24(4.22) 569 

197 (34.62) 287 (50.44) 85 (14.94)  

來源別：χ
2 
= 52.1842, df = 4, p = .000 < .001；來源：χ

2 
= 83.2347, df = 14, p = .000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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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仇韓報導的消息來源分佈（單位：次數、%） 

來源別 當事人 非當事人 非特定 總和 

來源 
選手 

教練 

相關政 

治人物 

非相關 

政治人物 
藝人 民眾 網友 無指明 外電  

1980s 
3(3.03) 43(43.43) 15(15.15) 0 17(17.17) 0 14(14.14) 7(7.07) 99 

46(46.47) 32(32.32) 21(21.21)  

1990s 
3(6.82) 25(56.82) 1(2.27) 0 0 0 11(25.00) 4(9.09) 44 

28(63.64) 1(2.27) 15(34.09)  

2000s 
52(11.50) 117(25.89) 68(15.04) 45(9.96) 61(13.50) 41(9.07) 48(10.62) 20(4.43) 452 

169(37.39) 215(47.57) 68(15.04)  

來源別：χ
2 
= 39.1829, df = 4, p = .000 < .001；來源：χ

2 
= 73.1180, df = 14, p = .000 < .001 

表 3-3：仇中報導的消息來源分佈（單位：次數、%） 

來源別 當事人 非當事人 非特定 總和 

來源 
選手 

教練 

相關政 

治人物 

非相關 

政治人物 
藝人 民眾 網友 無指明 外電  

1980s 
1(2.22) 20(44.44) 5(11.11) 0 8(17.78) 0 8(17.78) 3(6.67) 45 

21(46.67) 13(28.89) 11(24.44)  

1990s 
2(14.29) 9(64.29) 1(7.14) 0 0 0 1(7.14) 1(7.14) 14 

11(78.57) 1(7.14) 2(14.29)  

2000s 
19(9.74) 34(17.44) 46(23.59) 0 45(23.08) 19(9.74) 24(12.31) 8(4.10) 195 

53(27.18) 110(56.41) 32(16.41)  

來源別：χ
2 
= 25.5323, df = 4, p = .000 < .001；來源：χ

2 
= 38.3183, df = 12, p = .000 < .001 

伍、論述分析：全球化下運動國族主義的「去政治化

／娛樂化」與經濟邏輯 

一、去政治化：從「官方主控」到「網民幹譙」 

在仇韓與仇中報導樣本中，過去「傳統國族主義」主要循著政治

「國仇家恨」角度來再現「敵我關係」。1980 年代報導中多強調政治

敵對關係，例如「愛國僑胞」對官方反共意識型態的支持，以此進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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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韓國的「敵國形象」建構： 

旅居韓國的華僑為抗議中共青年男女籃球隊到韓國參加第八屆

亞青杯籃球錦標賽，各僑團連日來已發起簽名運動及召開聲討

大會，反對中共暴政及統戰。……中共雖然派出代表隊，參加

往漢城舉行的第八屆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偏偏多方掩飾其行

徑，一副見不得人的樣子……真正原因是中共向韓方要求，對

於他們派隊參加亞青杯，切勿大肆報導（聯合報，1984.4.7: 

3）。 

而且運動衝突中的民眾敵對情緒，仍須受官方節制，因此官方對「敵

情」及相關策略的判斷，仍是報導重點。當時報導中引述台灣駐韓大使

薛毓麒的說法： 

韓國違反當初對我國籃協的承諾……「是對友邦中華民國極不

友好的舉動。」……但是，薛大使強調，我們不會因此事放棄

加強中韓友誼的希望……薛毓麒大使了解國內民眾對這一事件

的失望與憤怒，但他指出，拉攏中共，已被列為韓國的外交政

策，亞青杯事件只不過是韓國實現此一政策的步驟之一，國人

憤怒之餘，還應保持冷靜（聯合報，1984.4.8: 3）。 

1990 年代東亞運貴賓卡降級事件的報導中，仍以官方回應作為

「主調」的論述方向，例如記者評論強調台灣官員的「忍辱負重」、對

比「敵人」韓國官員不得體的形象： 

一位韓國資深記者，看到吳京部長滿場飛、面帶微笑地到處對

我國選手打氣的情況，不由得搖頭讚嘆說：「這真是一位理性

而又開明的部長呀！如果，韓國的某位部長遭遇同樣被換卡的

不敬事件，那他一定憤怒拂袖而去，絕不會再有第二天到處去

看比賽的情況」（中國時報，19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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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因為男子籃球代表隊戲劇性的發展，取得二十餘年未曾見的國際賽

事冠軍，更使得衝突初期官方代表的忍辱負重，在運動乃至於外交領域

都獲得「一吐怨氣」的機會，而可在相關報導中見到長期累積的「國仇

家恨」獲得伸張： 

中華男籃國手們此一歷史性冠軍，不僅完成了幾十年前，他們

祖父或父親輩所未能達成的籃球稱霸任務。甚至，也彌補了近

二十多年以來，這些籃球國手的前輩教練們所未能贏球奪標的

遺憾。譬如，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東京第六屆亞洲男籃錦標賽，

中華男籃隊曾飲恨於韓國隊，當時為之落淚的國手主將錢一

飛，他所傳授的裕隆球員林建平，昨天兩罰定江山，是擊敗韓

國為師父報仇的恩怨故事。其他，稍晚一代的林正明教練，還

有更晚的朱志清、鄭志龍等，也多少於近期的亞洲籃賽中，有

見負韓國的恨事。而昨天，這一切都已贏回來了。甚至，五年

前被韓國片面斷交而憤怒的中華民國外交部，也於昨日由台北

特致賀電給釜山東亞運的中華男籃隊，認為這也是為他們出了

一口氣（中國時報，1997.5.20）。 

前述量化分析也發現，2000 年代報導中官方消息來源及硬性新聞

比例降低，顯示政治主導的方向出現改變。從媒體論述中也可看到，隨

著全球化時代下國家政治主權的衰退，媒體的運動國族論述逃逸出官方

主控與政治對立，轉而以民眾短期的國族情緒發抒為基調。例如 2009

年曾敬翔事件報導中，大量出現的民眾情緒性反韓作法： 

「就是不爽啊！」苗栗市一家火鍋店貼出「本店禁止韓國人進

入」的告示……老闆涂勝雄說，看到我國跆拳選手曾敬翔在東

亞運因南韓選手犯規動作而失金，實在很不平，貼出告示抒發

心情……喜愛運動的涂勝雄說……韓國隊就愛用小動作攻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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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亞運、東亞運等賽事，台灣選手也常吃韓國選手的虧，這

次東亞運跆拳賽後，「新仇舊恨一起來」，他才會生出這念

頭。……本月八日東亞運跆拳道比賽爭議發生隔天，店內就貼

上紅紙，生意並不受影響，反而更好了（聯合報，2009.12.18: 

A7）。 

2010 年底楊淑君事件報導中，有關民眾情緒化國族主義的表現更為放

大，像是「……通訊行和電腦行老闆拒賣韓貨、還砸爛韓貨；台南市中

華西路一家台式泡菜店昨發起萬人連署力挺淑君，免費請吃泡菜，要讓

韓國泡菜「失格」；台北巿五分埔攤商也說，最近不少顧客一看商品是

韓貨，就轉頭離開」（蘋果日報，2010.11.20: 頭條要聞版）。 

二、娛樂化：從長期「國仇家恨」到短期「情緒表演」 

當然，上述民眾的國族情緒行為，在 2000 年代之前也有類似的報

導，像是 1980 年代亞青盃事件中，「……台北市博愛路一家眼鏡公

司……從三樓掛下一幅兩層樓高的巨幅標語，上面有『本公司拒絕為韓

國人服務』……林森北路東光百貨公司下午也在大門口掛出一幅『本公

司拒售韓國貨』的標語」（聯合報，1984.4.10: 3）。但是這類論述不但

數量較少，且往往仍以「政治」為主軸，並沒有全球化時代的「去政治

化」傾向。例如 1980 年代僅有少數的讀者來信，其中又多論及政治的

相關歷史及國家處境為主： 

韓國媚共，而不准我國亞青籃球隊持國旗出場……實為侮辱我

國格……至少目前中韓尚有邦交，而韓國竟然讓當年侵略韓

國，幾乎使韓國亡國的中共在韓國境內持中共的破旗，而竟不

准與他有正式邦交的中華民國球隊持國旗，實令人可恨！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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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1984.4.9: 3）！ 

亞青杯全體隊職員在駐韓大使的請宴中合唱「梅花」等三首愛

國歌曲時，聲淚俱下。——未經一番「韓」徹骨，那來「梅

花」撲鼻香（聯合報，1984.4.14: 8）。 

相對於傳統運動國族主義的政治言論，2000 年代媒體的國族仇恨

言論，不但來源不再以政治人物為主，報導中的民眾也多半不再抱持過

去的政治思考，而以負面情緒抒發為主，例如轉述網友辱罵中國與韓國

的大量種族仇恨字句： 

aizawafff：2 隻腳踢贏 4 條腿的畜牲，還叫中國豬來聯合欺負

台灣人？ 

cryoliteli：沒品的裁判！沒種的台灣政府！（蘋果日報，

2010.11.19: 頭條要聞版）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情緒化宣洩一方面充斥著種族仇恨，但另一方面又

以較輕佻的態度為之，像是轉載網友惡搞影片： 

網友在李春姬播新聞的片段加惡搞字幕，推出《李春姬大嬸播

報楊淑君跆拳道被黑掉一事》影片，片中李春姬指，北韓領導

金正日對中韓聯手「黑」掉楊淑君一事早知情，但礙於需要中

國金援而隱忍，但私下非常不滿，還批中韓（指南韓）做法卑

鄙，只能用「幹恁娘」形容（蘋果日報，2010.11.20: A1）。 

此篇報導也刊出另一網友回應為「yes2009：以後韓國人來台入境通

關，一律檢查電子內褲是否新款，電子內褲如果是舊款，撤銷簽證、當

天遣返韓國」，放在上述這些文字前的副標題即說明為「KUSO」（惡

搞）（蘋果日報，2010.11.19: 頭條要聞版）。這種清楚的「輕佻的仇

恨」表現，尤其以影劇娛樂報導最徹底，許多藝人在運動衝突期間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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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宣傳，積極參與國族仇恨的「表演」，成為當代媒體運動國族主義

的娛樂論述主調： 

在台灣和韓國有關的藝人和活動莫不低調，其中李玖哲 3 最

慘，老闆黃立成昨一進公司就說：「我很生氣！半年內不會幫

李玖哲發新專輯。」……Bii 的父親是台灣人、母親是韓國

人，在韓國長大……主持人吳建恆問他「你愛不愛台灣」，他

宣告：「我很愛歹完 4」（中國時報，2010.11.19: D1）。 

黃鐙輝 5 反韓挺楊淑君，沒想到遭尾牙廠商在簽約當天「退

貨」，老婆李偵萁說：「問了半天，才知道那公司副總是韓國

人，這麼小鼻子小眼睛，我們這筆錢不賺也罷！」（聯合報，

2010.11.24: C3） 

這類娛樂形式的運動國族主義表現，呼應了前述的「去政治化」，

進一步透過無節制的網友惡搞言論或影片，以及許多藝人搭配時事的宣

傳手法，將運動衝突帶起的國族仇恨演繹成一場秀。除了前述分析的文

字報導，在報導樣本期間報端出現的兩幅漫畫，也圖像式地說明了政治

主導的傳統運動國族主義與當代去政治化的國族情緒展演間的差異。在

1984 年亞青盃事件的政治漫畫中，描繪韓國砍斷了「中韓友誼」緊握

雙手，放在盤子上作為禮物，去敲「中共」的大門。內容意味著韓國不

惜傷害與台灣的長久友誼，以求跟台灣敵人的中國示好，呼應了當時官

方主控的政治敘事，也對戰後台、韓、中三方的國際關係有所著墨（見

圖一）。2010 年亞運楊淑君事件的報導配圖中，當事人楊淑君則憤怒

地踢向被台灣媒體指為罪魁禍首的世跆盟祕書長梁振錫，口中罵出韓文

「가죽어」，並以內文解釋為「音同卡朱狗，意即去死吧」，後方有搖

旗吶喊的支持群眾。遭攻擊的梁振錫被化為跆拳道練習器，頭綁韓國國

旗頭帶，身體中央有一個中文「韓」與「幹」的合成字（見圖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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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漫畫充滿情緒性的國族仇恨宣洩，傳神地反映了全球化下媒體論述中

去政治化與娛樂化的國族主義。 

 

圖一：魚夫（1984 年 4 月 10 日），漫畫。《中國時報》，3 版 

 

圖二：〈韓籍世跆祕書長 胡扯硬拗〉（2010 年 11 月 19 日）， 

《蘋果日報》，頭條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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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與娛樂產業競爭：運動場域外的隱性對立 

然而全球化時代中「去政治化」與「娛樂化」的運動國族主義，並

非僅是隨意引爆、無關痛癢的短暫集體情緒宣洩，而是在全球經濟流動

下的國族焦慮展現。台灣運動國族主義之所以將仇恨對象集中在「仇

韓」與「仇中」及對於兩者之間的差異表現，經濟競爭關係是重要的因

素。台灣與韓國的經濟競爭從 1970 年代「亞洲四小龍」時期便已開

始。因此 1980 年代亞青盃衝突的媒體報導中，便可看到經濟競爭論

述，例如出現以經濟手段「懲罰」背叛台灣的韓國，同時也看到當時媒

體論述對於本身經濟力量的自信： 

由於韓國小馬汽車的價格昂貴，而品質及售後服務卻又遜於國

產轎車，在我國市場的銷售景況已大不如前，逐步走下坡。小

馬汽車上次獲我國承諾進口，是於前年核准兩千四百輛，這項

配額，到去年六月底止，代理商只實際進口兩百輛，並只賣出

六十輛，顯然國人對小馬汽車的胃口缺缺（聯合報，

1984.4.11: 3）。 

除了整體經濟的對立之外，也出現影視產業競爭的相關論述： 

台北市片商公會十五日醞釀準備提出要求，請行政院新聞局考

慮准許以韓國片配額換成其他外國影片配額，已表示電影界對

南韓主辦亞青杯籃賽辱及中華隊的抗議。片商公會不惜杜絕與

韓國電影界交流的管道，除認為已進口的韓國片由發行公司決

定是否上演外，主張尚未進片的韓片配額不再進片，原配額改

為進口其他外國影片，以補償片商。……據稱：這一措施的最

終目的，即是南韓影片從此停止進口（中國時報，198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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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相對於「政治因素」因為全球化趨勢及國際政治演變而相對減弱，

經濟因素卻始終「隱性」貫穿於前後兩個時期。至於台韓之間的經濟與

娛樂產業對抗在 1990 年代報導樣本中並未出現，一方面或許與該年代

報導樣本數較少有關，另一方面也由於 1990 年代台灣經濟相對穩定發

展，而與 1980 年代初「四小龍之爭」及 2000 年代台灣經濟成長逐漸落

後的焦慮不同，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2000 年代全球化時代中，韓國電子及娛樂產業崛起、衝擊亞洲各

國的消費市場，台灣娛樂界同樣也受到「韓流」的威脅，使韓國成為藝

人「感同身受」的仇恨對象。如前一小節所引報導例子中藝人妻子的媒

體發言，除了表現出對表演機會因仇韓而喪失的憤慨，更將話題一轉：

「這幾年家裡從電視到其他電器，都被韓貨攻占……直說：『以後不想

買韓貨了』」（聯合報，2010.11.24: C3）。顯現娛樂化的國族仇恨，並

非只是在運動場域一時的「感情摩擦」，而是有兩國經濟競爭的實際利

益衝突。因此，台灣民眾與藝人的「娛樂經濟報復」論也隨之出現： 

今韓國天團 SUPER JUNIOR 的子團 K.R.Y. 抵台開唱，首當其

衝，主辦單位超級圓頂趕緊說，早就預定的演出行程，希望別

混為一談。網友則成立網頁、剪輯影片力挺楊淑君，有人說

「就算少女時代 6 道歉也不原諒」，大喊「解放少女時代」，

並要求集體抵制韓國藝人來台。氣到把韓劇名改成「母狗時

代、汪的 girls 和藍色生屎戀」7，大肆洩憤（中國時報，

2010.11.19: D1）。 

藝人樂意在媒體上展現「挺台灣運動員」、寧願放棄跟韓國相關市場機

會的作法，例如唱片製作公司表示暫時不替韓籍藝人發片、原有計畫赴

韓的藝人改為「堅守本土市場」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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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8 前進韓國……預定 12 月底或明年 1 月將安排赴韓會見媒

體，並成立韓國粉絲後援會。不過，因跆拳道楊淑君亞運賽被

判失格……力挺楊淑君，計劃赴韓採購跨年晚會舞台裝，現在

改為尋找台灣設計師訂製或在台灣採購（聯合報，2010.11.20: 

C2）。 

但是強勢的韓國娛樂商品，並未因運動國族仇恨情緒而喪失在台灣市場

的競爭力。即使是楊淑君事件的運動國族主義高峰期，當時許多播映中

的韓劇收視率都未降低、韓國歌手來台也還是受到大規模歡迎（中國時

報，2010.11.19；蘋果日報，2010.11.19）。與 1980 年代較自信的經濟

論述有所差異，像是上述反韓藝人的經紀人在報導中指出：「韓國裁判

『鴨霸』欺侮我們的國手，我們幹嘛還要赴韓取經呢？」（聯合報，

2010.11.20: C2），顯示出台灣娛樂產業落居劣勢的現況與困境。 

不過，運動衝突事件的「娛樂經濟」論述，卻在仇中報導裡「缺

席」。前一小節量化分析發現，娛樂的主題及消息來源，未見於「仇

中」的報導樣本中。在運動國族仇恨的相關報導中，藝人樂於以娛樂經

濟競爭表達仇韓，但面對中國則轉而強調「娛樂歸娛樂、政治歸政

治」，或者資金與市場「不涉政治」： 

金馬獎有多位大陸電影代表將出席，可能引起民眾反彈或遷

怒，金馬執委會說：「金馬獎沒有政治問題，執委會尊重所有

電影創作的價值，秉持公平公正原則，不受外在因素干擾，也

不會介入評審過程」（中國時報，2010.11.19: D1）。 

《當愛》導演張作驥……相較於許多導演都往大陸發展，他說

「不差我一個，作自己熟悉的比較重要。」不過《當愛》將可

望賣到大陸，若大陸方面願意投資他也 OK，因為「錢是不分

國界的啊」（中國時報，2010.11.20: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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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灣影視產業因為合製與中國市場而出現重大轉變，愈來愈仰賴中

國的資金及市場（簡旭伶，2011），而與台韓地娛樂產業競爭關係有所

不同。有關中國的娛樂經濟競爭論述，因此與仇韓論述大相逕庭，例如

報紙刊登的評論便表示： 

國共簽署 ECFA 以來，中國除了在政治、經濟領域對台灣更加

盛氣凌人，即連電影、體育方面也開始對台灣下馬威了。不久

前的東京影展，中國官員蠻橫要求主辦單位更改台灣的名稱，

還 以 商 業利 益 威脅參 展 的 台灣 藝 人 （自 由 時 報，

2010.11.19）。 

在中國影視工作機會及市場誘因下，台灣藝人並不標榜仇中言論，可能

是為了避免影響既有或潛在的收入來源。相對於韓國娛樂產業「入侵」

本地市場的直接競爭關係，使得當代運動國族主義的娛樂化傾向，特別

是藝人的仇恨展演，主要集中在仇韓言論。 

陸、結論：從「政治」轉向「文化經濟」的節慶國族

主義 

歸納上述量化內容分析與質化論述分析的結果發現，首先，國族主

義不必然受到政治發展制約，也受經濟場域影響。第一，運動國族仇恨

言論於全球化時期有明顯增加。雖然官方在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分別

有維護威權政治合法性及建立本土政治認同的政治需求，但國族仇恨言

論數量反倒不如經濟競爭掛帥的 2000 年代。第二，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三個時期的運動衝突事件中，媒體再現中的主要仇恨對象一直都是

韓國。台韓之間除了運動場上的長期對立外，經濟上從 1980 年代以來

的競爭關係，也反映在運動國族仇恨上。中國雖然在政治與運動場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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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直接衝突，但在 1980 與 1990 年代的報導樣本上被仇視的程度卻

遠低於韓國；直到 2000 年代中國經濟力量崛起對台灣造成巨大影響之

後，受台灣運動國族主義的仇恨程度也才跟著上揚。 

其次，以媒體呈現方式來看，運動國族仇恨情緒在近年的全球化時

期，出現「去政治化」與「娛樂化」的趨勢。在報導樣本中，一方面軟

性新聞版面比例在 2000 年代有明顯增加，又以娛樂版仇恨言論的上升

最顯著；另一方面在消息來源中，藝人與民眾的比例也明顯增加，相對

於政治人物的發言比例降低，都可看到去政治化與娛樂化的特徵。質化

論述分析也觀察到國族仇恨言論從過去「官方主控」的政治論述，演變

為強調民眾與藝人的仇恨展演，內容也從過去長期積累的「國仇家恨」

式言論，演變為短期爆發的「情緒表演」式的國族認同。如同日本球迷

在世界杯足球賽中的「小國族主義」（Kayama, 2002：轉引自 Mori, 

2004），這種在全球化時代的運動衝突中所展現的集體認同形式，具有

短期內爆發、情緒化抒發及娛樂展演等特徵，正是當代台灣運動國族仇

恨情緒的表現架構。 

第三，本研究在量化內容分析中發現，2000 年代「仇中」報導在

娛樂版上的比例，遠較「仇韓」報導的娛樂版比例為低，而且藝人也在

仇中報導上「缺席」。比較起一般民眾與網友作為仇中消息來源比例達

三成、甚至比仇韓消息來源當中的兩成還高的狀況來看，藝人的「失

衡」表現並不能以「反映台灣社會普遍情緒」來理解。更進一步在論述

分析中發現，經濟及娛樂產業競爭相關論述，在 1980 年代與 2000 年代

的報導樣本都有所呈現。不過，1980 年代亞洲四小龍時期雙方互有所

長，反觀到了 2000 年代的全球化時代，台灣經濟競爭則落居劣勢，這

樣的差距反映在國族仇恨報導中的經濟論述態度，從過去的相對自信，

轉為當代的相對焦慮。因此，「仇韓」與「仇中」的娛樂經濟論述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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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同時期仇韓經濟論述的基調不同，應是受到台灣、韓國、中國之

間整體經濟與娛樂產業的不同競爭關係所影響。近年來韓國娛樂產業

「入侵」台灣、衝擊本地藝人的工作機會，而中國則是許多台灣藝人的

資金來源及表演市場，利益兩相權衡之下，使得「仇韓」成為娛樂化的

國族主義展現舞台。 

整體來看，當代台灣的運動國族主義，特別是仇韓情結，一方面與

日本學者所稱的「小國族主義」類似，同樣具有「去政治化／娛樂化」

的展演傾向。但另一方面，不同於「小國族主義」概念強調對傳統國族

主義的「諧擬」，本研究觀察台灣媒體再現中「仇韓」與「仇中」的表

現方式之間的差異，更進一步發現新時代的運動國族主義展演，並不重

複傳統國族主義的政治主導邏輯，9 而是因應著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競爭

關係，特別是包括娛樂產業等領域在內的文化經濟競爭關係。 

此種由文化經濟邏輯主導的娛樂化國族主義，本研究最後將之稱為

運動領域中的「節慶國族主義」，是因為短暫的運動賽事與衝突，如同

社會約定俗成的節慶一般，必須有一定資源挹注而受到經濟因素影響。

運動場域「節慶國族主義」的表現，不僅僅是一種模仿傳統國族主義的

群眾情緒抒發，而受到全球資本主義下經濟競爭關係的型塑。如同 Lee

（2012）發現，韓國媒體將國族仇恨瑣碎化的再現方式，符合跨國產業

MLB 的經濟利益，在本研究所分析的台灣媒體的節慶式運動國族主義

的仇恨情緒，所出現的去政治化與娛樂化趨勢，則符合了本地媒體與娛

樂產業的特定利益。因此，運動衝突事件裡國族仇恨情緒的媒體論述，

在表現形式上的去政治化與娛樂化趨勢之下，流動著的是區域經濟到娛

樂產業競爭的文化經濟邏輯，形成了全球化時代運動國族主義的重要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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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在南北韓的稱呼上，除了對媒體報導的直接引用之外，本研究內文以「韓國」

指稱「大韓民國」（대한민국，Daehanminguk），也就是南韓；而以「朝鮮」

指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Chosŏn 

Minjujuŭi Inmin Konghwaguk），也就是北韓。 

2 量化分析的「國族論點」框架論點分別為：(1)仇韓：具體行動或言語呈現仇視

韓國的民族認同；(2)仇中：具體行動或言語呈現仇視中國的民族認同；(3)仇中

韓：表示韓國與中國同時對台灣有所不利；(4)不仇恨：在報導中提到事件人物，

但並無仇視中國或韓國的言語出現。報導版面類型部分，依照台灣報紙一般分

版類別區分為：(1)頭版、(2)焦點、(3)政治、(4)綜合、(5)評論、(6)投書、(7)體

育、(8)社會地方、(9)娛樂等九類；其中，前六類以及與運動衝突事件直接相關

的體育版，歸納為「硬性新聞版面」，最後二類則為「軟性新聞版面」。在消

息來源次數部分，每則報導內容歸類最少一次、最多三次消息來源，類別則包

括(1)運動選手與教練、(2)事件相關政治人物、(3)非事件相關政治人物、(4)藝

人、(5)民眾、(6)網友、(7)外電、(8)無消息來源等八類；其中，前兩類被歸納

為「當事人」，第三到第六項為「非當事人」，而最後兩類則為「非特定」等

三種類型。在信度檢定上，本研究隨機抽取超過 10% 的 64 則報導（符合樣本

數中抽取 10~25% 進行檢測的原則），由兩位編碼員同進行框架類目相互同意

度檢定，編碼相同者為 57 則，相互同意度信度係數達到 0.89（超越信度係數

0.80 的門檻）。 

3 韓國籍台灣藝人。 

4 「台灣」的河洛語發音。 

5 台灣藝人。 

6 韓國流行音樂女子團體。 

7 分別為韓國流行音樂團體「少女時代」、「Wonder Girls」及韓國電視劇「藍色

生死戀」的諧擬。 

8 台灣流行音樂團體。 

9 當然，即使受到經濟邏輯的影響，但並不意味全球化時代的運動國族主義已經

完全脫離政治場域。舉例來說，近年來台灣主要報紙在政黨傾向上明顯不同，

進而導致中國相關報導的極大差異。根據本研究所蒐集資料顯示，2000 年代

《自由時報》報導樣本中的仇中言論比例，高於其他三報（參見本文草稿，發

表於日本 Cultural Typhoon 2013 研討會）。不過，一方面因為此政治立場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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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差異，侷限在楊淑君事件裡的仇中言論，在其他年代之事件及仇韓情緒

中都不顯著，另一方面則因為期刊文章篇幅限制，所以本文未對媒體政治立場

的國族仇恨建構差異進一步分析，而有待後續研究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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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aking an “imagined community,” the nationalist not only invents 

the concepts of “us” or “our traditions” to maintain na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constructs the images of “others” or “our enemies” to differentiate them from 

us. In Taiwan, the major “enemies” are Korea and China, two neighbor 

countries having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fields. By both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media reports on related sport events since the 1980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ti-Korea” and 

“anti-China” discourse. First, the amounts of both anti-Korea and anti-China 

discourse have increased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of 2000s in which 

Taiwanese economy became in relative disadvantage to Korea and China. 

Moreover, the number of anti-Korea discourses is obviously more than that 

of anti-China through the 1980s to 2000s, while the later has increased in the 

2000s as the Chinese economy grew rapidly. Second, th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politic speech”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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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al control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o a “non-politic/entertaining 

sentimental performances” by ordinary people and celebrities or artists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the 2000s. Third, the so-called “festival 

nationalism” on Taiwanese media nationalism discourse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mainly concentrated on anti-Korea sentiment reports, which was resulted 

from the competition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mong the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paper, thus, illustrates 

how sporting nationalism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s, and also demonstra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m by the cultural economy, rather than built b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globalization age.  

Keywords: anti-China sentiments, anti-Korea sentiments, globalization, 

festival nationalism, sports, Yang Shu-Chun inci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