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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問題 

一、 前言 

陳水扁總統去年雖受國務機要費和百萬人紅衫軍打擊，但現在民進黨四大

天王變成他權力平衡的槓桿，國民黨面臨分崩離析，紅衫軍形同鬧劇，陳

水扁早已鹹魚翻身，重新站上權力孤峰（節錄自第 307 期《壹週刊》之「壹

觀點」）。 

這是 2007 年四月中，距民進黨四大天王1第一次總統初選電視辯論會2不久

，台灣壹週刊所作的政治觀察評論。雖然該篇社論遣詞用字多帶譏諷，然而，這

樣的譏諷其實來自於一個深刻的焦慮，而此一焦慮又來自一個最深層的疑問。這

疑問不只是週刊編輯或評論者的疑問，它也是參加百萬人民倒扁圍城之夜數十萬

遊行群眾3的疑問，更或許是全台灣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民4共有的疑問：在歷經

諸多弊案疑雲、甚至是數十萬、百萬人民要求下台的遊行示威之後，為什麼陳水

扁仍然握有如此龐大的政治權力？為什麼在民進黨黨內、甚至是台灣政治圈中，

他仍然可以穩坐於權力的顛峰位置？ 

                                                 
1 台灣媒體所稱之民進黨四大天王者，為副總統呂秀蓮、行政院長蘇貞昌、民進黨主席游錫堃與

謝長廷，四位有意角逐 2008 總統大選的政治人物。 
2 民間社團台灣社於 2007 年 3 月 24 日在自由時報廣場會議中心演藝廳舉辦「向台灣人民報告─

2008 民進黨總統參選人電視辯論會」，為民進黨黨內 2008 年總統初選候選人第一次公開且共同

辯論。爾後民進黨中央分別於 4 月 14 日、4 月 28 日兩天舉辦兩場「向頭家報告─民主進步黨總

統初選電視辯論會」。 
3 2007 年 9 月 15 日由施明德倒扁總部發起的「螢光圍城」遊行，該總部估計有百萬人參加。台

北市警局則估計遊行人數為三十六萬，為台灣史上排名第三（東森新聞，2006/9/16。參考網址：

http://www.ettoday.com/2006/09/16/138-1991738.htm）。 
4 根據中國時報民意調查報導，自 2006 年 2 月至同年 12 月，陳水扁的施政滿意度始終低壓徘徊

在兩成上下未滿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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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疑問看似合情合理，但它卻是一個假問題。原因在於，事實上，陳水

扁從未離開民進黨權力核心；從泛綠民眾對他的支持度來看，陳水扁一直都是民

進黨黨內，泛綠民眾寄託理想、信任、希望的主要對象。這一點從 2006 年四月

以後中國時報所作的各項民意調查中，即可窺得一二。例如，該月廿二日因應第

一夫人吳淑珍爆發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禮券弊案，中時針對第一家庭形象所作民

調指出：「多數的藍軍支持者與立場中立民眾，對第一家庭並無好感。綠營支持

者則多數仍抱持正面印象」；5同年五月廿八日總統女婿趙建銘涉案收押禁見後

，中時民調「進一步分析，當初挺陳呂連任的選民，有七成認為扁應做到任期結

束，但也有二成的人希望他下台」；6六月廿八日罷免案未過，中時民調報導：

「中立民眾有四成七覺得阿扁不再適任，深綠支持者則有七成挺扁，泛藍民眾九

成覺得陳總統應知所進退」；7七月十八日，親綠學者發表聲明8呼籲陳總統慎重

考慮請辭之後，中時民調「統計分析發現，泛藍民眾八成二希望扁下台，中立民

眾也有五成認同親綠學者的呼籲。深綠民眾八成五挺扁，盼他繼續做下去」；9九

月十八日因應 915 倒扁圍城遊行與 916 泛綠陣營於凱達格蘭大道上集會遊行10，

中時對陳水扁所作民調亦指出：「由黨派屬性看，泛藍固然絕大多數希望陳總統

下台，立場中立的民眾也有近五成覺得阿扁已經不適任。綠營死忠支持者一成贊

                                                 
5 《中國時報》（2006 年四月廿二日）＜太百、禮券案爭議 最新民調 第一家庭形象 四成四民

眾搖頭＞，A4 焦點新聞版。 
6 《中國時報》（2006 年五月廿八日）＜本報民調 滿意度二成一 扁聲望跌谷底＞，A3 焦點新

聞版。 
7 《中國時報》（2006 年六月廿八日）＜罷免案未過 本報民調 扁不適任升至五成六 馬聲望首

度跌破五成＞，A1 要聞版。 
8 吳乃德等 15 位學者於 2006 年 7 月 15 日共同發表「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我們對

總統、執政黨和台灣公民的呼籲」之聲明，並舉辦連署呼籲陳水扁總統「慎重考慮辭去這項職務

」（發言稿全文請參考網址：http://www.twcivilsociety.org/?cat=2）。 
9 《中國時報》（2006 年七月十八日）＜本報最新民調 四成八要求民進黨開除扁或退黨＞，A2

焦點新聞版。 
10 該遊行集會為民間社團台灣社主辦，名為「我們在向陽的地方」，強調活動主旨並不是為反

制施明德或挺扁，而是為了台灣人、為了讓國際看到真正屬於台灣的顏色和聲音（自由時報，

2006/9/15：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15/today-p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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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義滅『扁』，八成四則表態力挺」；11九月廿三日中時追蹤民調「統計分析

顯示，泛綠支持者三成七表示不能忍受貪腐的總統，六成一贊成依憲法讓涉案總

統做滿任期，泛藍與中立民眾多數都反對此種看法」；12而在國務機要費案偵結

起訴、陳總統於電視向民眾辯白之後，十一月七日中時民調顯示：「七成六的泛

藍民眾要求阿扁立刻下台，綠營支持者當中，六成一認為應等一審之後再說，二

成五呼籲阿扁立刻辭職」。13從上述資料來看，泛綠民眾其實自一開始（2006 年

四月）便相當支持且相信陳總統，支持度甚至高達八成以上；即使後來檢方因國

務機要費案起訴吳淑珍、並將陳水扁列為貪瀆共犯，陳水扁仍獲六成以上綠營民

眾支持，而這些支持正是陳水扁穩固權力地位的紮實基礎之一。14 

然而，這樣的基礎往往被各主流媒體忽略。以當時中國時報的民意調查報導

為例，幾乎所有的報導均以整體的統計數據為主，因此便相對地容易忽視具明顯

黨派立場的民眾意見；例如就報導篇幅來看，著墨於泛藍與泛綠意見動向的，往

往就只有我們在上一段落所節錄的那幾句話。除此之外，可能是因為自身的政治

立場、或只是依附當時環境中的強勢主流民意等有待研究證實之因素，大多數中

時民調報導的標題，似乎皆有意無意地塑造全民倒扁的氛圍。15另外，報導內容

                                                 
11 《中國時報》（2006 年九月十八日）＜扁滿意度稍揚 五成民眾仍盼他早下台＞，A4 焦點新聞版。 
12 《中國時報》（2006 年九月廿三日）＜本報最新民調 珍涉案 六成認扁要負責＞，A1 要聞版。 
13 《中國時報》（2006 年十一月七日）＜本報最新民調 扁辯白 僅 13％相信＞，A1 要聞版。 
14 這裡要說明的是，泛綠選民對陳水扁的支持，只是陳水扁在履創新低的民眾支持度下得以繼

續戀棧的其中一個合法性因素。號稱民主體制的台灣社會，為什麼會出現一位整體支持度不到三

成的元首代表，我認為，無法即時、明確反映當下民意的政府制度與法規措施，才是真正的罪魁

禍首。 
15 如十二月十一日中國時報民調報導標題「本報最新民調 僅 2 成認選舉結果為扁平反」、十一

月七日「本報最新民調 扁辯白 僅 13％相信」、十一月四日「本報民調 54％要扁下台」、九月

廿三日「本報最新民調 珍涉案 六成認扁要負責」、九月十八日「扁滿意度稍揚 五成民眾仍盼

他早下台」、八月十八日「本報最新民調 5 成 4 要扁下台 創歷史新高」、七月十八日「本報最

新民調 四成八要求民進黨開除扁或退黨」、七月十日「本報最新民調 第一家庭即使間接收禮券 

6 成 5 也要扁下台」、六月十九日「本報最新民調 五成三認扁不適任」、六月二日「釋權後 本

報最新民調 四成三要扁下台」、四月廿二日「太百、禮券案爭議 最新民調 第一家庭形象 四成

四民眾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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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據的選擇與呈現上、以及報導用字遣詞上，亦多強調陳水扁「業已失去民心

」之面向；例如六月十日中時民調報導：「泛綠民眾當中，也有一成八贊成『大

義滅親』，二成一希望阿扁自動辭職」，卻吝於補充說明挺扁泛綠民眾所佔比例

。總而言之，主流媒體對去年倒扁風潮如火如荼地報導與再現，形成並強化出一

種「沉默螺旋效應」，16使得環境中支持陳水扁的意見愈來愈弱，甚至比實際情

形還要弱。在這個動力運作過程中，泛綠選民的聲音是被忽略、壓抑與低估的；

也因此當紅潮過後、倒扁聲浪不再，媒體失去了可進行處理與再現的新聞基礎，

加上適逢民進黨黨內立委與總統初選時機，以往被忽視與壓抑的泛綠基層聲音浮

上了檯面，造成陳水扁重新掌權的假象。 

因此，陳水扁從來就沒有「鹹魚翻身，重新站上權力孤峰」這回事，那只是

紅衫軍人去樓空、民進黨黨內初選熱鬧登場所揭露出來的真實／假象。也因此，

探問陳水扁究竟擁有何種神妙力量，讓他在掙扎過其政治生涯中最嚴重危機後的

短短幾個月中，重新握有原已逝去的政治權力、重新掌握泛綠支持者，根本就是

一個假問題。我們真正應該要探討的，是一個橫跨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複雜問題：

在這個以民主作為政治體制的台灣社會中，究竟是基於什麼樣的原因，出現一位

在整體民調支持度上僅止於三成的元首？更確切地說，在政治學層面上，台灣目

前的憲政體制（特殊的總統制）、兩黨抗衡式的政治體系，以及相關的律法規範

（如總統選舉罷免法），以什麼樣的方式、什麼樣的程度，讓民意無法即時、明

白且正確地體現出來；或是在社會學層面上，基於什麼樣的原因、什麼樣的情感

與認同，讓大多數的泛綠民眾如此不離不棄地支持陳水扁？對於他們，陳水扁究

竟代表了什麼？在面對如火如荼的倒扁運動時，他們對陳水扁的支持與認同會不

                                                 
16 「沉默螺旋」理論由德國學者 E. Noelle-Neumann 於 1972 年提出。該理論認為，當人們發現

自己的意見，與觀察得來的環境中的強勢意見相符合時，其公開表達自己意見的意願較高；反之

，則較低。故「社會中的強勢意見愈來愈強，甚至比實際情形還強，弱勢意見愈來愈弱，甚至比

「沉默螺旋」理論由德國學者 E. Noelle-Neumann 於 1972 年提出。該理論認為，當人們發現自己

的意見，與觀察得來的環境中的強勢意見相符合時，其公開表達自己意見的意願較高；反之，則

較低。故「社會中的強勢意見愈來愈強，甚至比實際情形還強，弱勢意見愈來愈弱，甚至比實際

情形弱」（翁秀琪，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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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什麼樣的改變？ 

本研究選擇聚焦於扁迷現象之社會學層面，以阿扁符號與扁迷為研究對象，

探討：（1）阿扁符號所負載之意義為何？其背後所代表的價值體系與意識型態

又為何？（2）陳水扁支持者們（扁迷們）對阿扁的情感與認同為何？他們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自己對陳水扁的支持？（3）陳水扁的支持者們為什麼如此支

持陳水扁？他們為什麼對阿扁擁有如此深厚的情感與認同？（4）這些情感、認

同與支持會不會改變？改變的原因、機制又為何？這四大問題意識，即為本研究

之基礎核心。本研究認為，這些原本被主流媒體長期忽略的陳水扁支持者，也就

是我們在日常生活裡或是新聞媒體常說的「扁迷」，可以說是台灣近代政治史上

最具影響力的群體之一。他們不僅間接促成七年前第一次政黨輪替，也是去年讓

綠營立委在短短五個月內連續三次罷免案中堅定挺扁立場的背後關鍵力量。這樣

的觀點絕對不是要其對去年罷免與倒閣的失敗負責，但是不可否認地，他們的存

在，對於台灣近代政治史發展，具有深遠且重大的影響。因此，欲充分了解台灣

陳水扁時代底下的社會與政治脈絡、欲深入探討近年來台灣國族主義之興起，我

們勢必先行了解陳水扁／民進黨支持者們的情感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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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架構 

依據上述社會學層面的問題意識，本研究之研究基本面向，得以約略粗分為

以下四大層面：第一、符號文本方面，探討阿扁形象對陳水扁支持者們之意義。

第二、迷行為（結果）方面，探討陳水扁支持者們對阿扁的情感、認同與日常生

活實踐。第三、驅力（原因）方面，探究扁迷們擁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如此死忠

支持陳水扁的原因。第四、符號變遷部分：分析自 2000 陳水扁當選總統至今，

阿扁符號意義的變遷機制，以及陳水扁支持者們對阿扁的認同、情感與支持的改

變。 

在理論應用上，本研究將援引迷文化理論（fan cultures theory）作為陳水扁

的支持者們研究的概念與論述基礎，原因為：第一、傳統迷文化理論中所定義的

迷的概念，與陳水扁支持者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們都指涉「個體在情感上與

認同上狂熱地投入某一對象物」。這一部分在第二章將有更深入的比較分析。第

二、相較於其他關注於個（群）體與其所涉入之結構性對象物的理論，傳統迷文

化理論同時強調「結構」（structure）與「主動性」（agency）面向，更能面面

俱到地、統合性地對阿扁符號與支持者們進行分析。第三、迷文化理論發展長達

近一個世紀之久，除了能提供扁迷研究豐沃的論述土壤之外，其橫跨傳播學、社

會學、人類學、馬克斯主義、精神分析等學科的多樣性，亦給予扁迷論述發展更

多的契機。 

然而，我們亦將發現，強調結構與主體面向的迷文化理論，只能提供我們關

於符號文本（結構）、迷行為（迷主體行動）與驅力（也就是結構與主體之間的

互動關係）三個層面的研究途徑；但是對於我們欲探討的第四個層面：符號變遷

部分，迷文化理論卻未能涵蓋。因此，本研究將另外引用 Laclau 與 Mouffe 的論

述理論，進一步探討阿扁符號的改變機制。最後，本研究將嘗試分析比較迷文化

理論與 Laclau 論述理論之間的異同，並探討整合此二理論典範之可能性、提出

一個更完善的研究與理論架構。 



 
 

7

因此總體而言，本研究的章節架構設計如下：第一章分為兩節，第一節為社

會現象的觀察，並依此提出可研究操作的問題意識；第二節根據問題意識，進一

步釐清研究方向與架構。第二章則針對問題意識，援引初具適當的研究架構與潛

在解釋能力的兩大理論：迷文化理論，以及 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章節

內容的安排上，則對照四大研究方向，區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迷文化理論在符

號文本層面上的應用；第二節探討迷文化理論對迷（文本消費者、支持者）的研

究與分析。第三節說明迷文化理論如何認識迷現象，也就是如何解釋迷。第四節

則介紹 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闡述符號變遷的可能機制。然而，雖然在

理論說明過程中我們看到了以迷文化理論為基礎、探討扁迷現象的合法性，但是

迷文化理論只提供一個初步的、以文化消費為主的研究架構；因此，在應用此架

構進行扁迷現象研究之前，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該架構在實證操作上的適切性。 

是故，在第三章為研究方法的三節中，第一節將介紹本研究對於扁迷的操作

型定義。第二節則重新檢討迷文化理論應用在資料收集上可能遭遇到的問題，並

整理上述背景理論所提供我們的各種研究類目與測量指標、提出一個專門的資料

收集架構，使其更有助於本研究資料的採集。最後一節為研究設計，說明本研究

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樣本選擇的考量、抽樣方式，和訪談大綱的設計。 

在冗長的資料收集與整理後，第四章進入「資料分析」部分。這裡的問題是

，如果我們直接套用背景理論所提供的研究類目（或是第三章的資料收集架構）

作為研究的資料分析架構，將造成「按圖索驥」（為了某個特定的概念或現象，

而找尋該概念或現象）的研究缺陷；這樣不但陷入套套邏輯式（tautological）的

矛盾，亦嚴重窄化了研究可探討的各種面向。因此，本章重新以研究對象作為分

類範疇，第一節針對符號文本，探討本研究受訪者們所詮釋的阿扁符號意義；第

二節、第三節則以迷個體、迷社群作為分析對象，一方面說明扁迷的日常生活情

感實踐，另一方面探究扁迷行動驅力之核心；第四節便針對阿扁符號意義的變遷

進行清楚、完整的描述分析。 

第五章為理論辯證，主要目的在依據第四章所作的現象描述與實證分析，重

新檢視迷文化理論、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應用於本研究的適切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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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指出這些理論在與田野資料進行對話時，所被揭露的邏輯問題與矛盾性。

隨後本研究將嘗試提出一個整合性的、三重三元性（3 x 3）的理論架構，改善兩

者理論的詮釋困境，並彌補迷文化理論與 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在分析

扁迷現象時的不足。 

從以上架構安排可知，本研究之主要目標有二，一是針對扁迷的情感與認同

進行全面且透徹的分析與描述，二是進行理論上的討論與辯證，不僅將重新檢討

相關背景理論在詮釋上的適切性，更進一步提出一個新的整合性理論架構。是故

第六章作為結論，前兩節將先進行第四章資料分析與第五章理論辯證的回顧與整

理，第三節則整合在實證分析上與理論應用上的各個研究角度與論述，探討台灣

的扁迷現象之本質意義究竟為何？扁迷在本質上究竟是作為什麼而存在？最後

一節，則討論本研究之限制，與未來後續研究之建議與方向。 

本研究以「道德實踐」作為此提問之綜合結論，說明這裡所宣稱的「道德」

並不是傳統道德哲學預設的、具體的形而上概念（例如人權、自由與民主等「普

世價值」），而是作為一種「形式」存在；換句話說，本研究之目標並不在合理

化（justify）扁迷的投入，在概念上，是否符合某種特定之道德價值，或是否「有

資格」成為一個普遍性道德準則，而是強調扁迷對陳水扁的認同、情感與支持，

在形式上，即為一種道德實踐樣態。舉例來說，對扁迷而言，支持「陳水扁」是

道德的，也因此支持「國民黨」（可能）是不道德的；但是對本研究所側重之面

向而言，「支持」陳水扁是道德的，而同樣地，「支持」國民黨，也是一種道德

實踐樣態。簡言之，本研究並不在論證支持陳水扁（或是國民黨）能不能屬於某

種特定的道德「內容」，而是在探討個體與符號文本（社群結構）之間的互動關

係、說明對陳水扁（或是國民黨）的認同支持與情感投入，事實上就是一種道德

「形式」。另一方面，結論亦將說明以這樣的「道德實踐」概念取代傳統「主體

實踐」，才能真正地同時強調符號文本、個體與社群三大面向，也因此才能真正

跳脫出傳統迷文化理論的迷個體抵抗迷思，以及其預設的「結構－迷個體」的道

德二分架構。 

綜合以上，本研究之架構，是以一種三重否定式的辯證邏輯作為基礎。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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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作為理論正題，是在面對社會現象與問題意識時，相關背景理論的直接

援引與套用。而第一重反題為第三章「研究方法」；它不但否定第二章所提背景

理論的直接挪用、檢討這些背景理論實證上的應用問題，更提出一個相對完善的

「資料收集架構」。第二重反題為第四章「資料分析」，這一章再一次否定了上

一章所提出「資料收集架構」，重新以對象作為區分範疇，突破各背景理論原本

提供的類目與指標分類，逐一描述、分析我們所收集到的原始田野資料。第三重

反題為第五章「理論辨證」，是以前一章所作的資料分析為基礎，回過頭來否定

這些理論指標意義、檢討上述背景理論的理解與詮釋，並進一步提出一個新的、

整合性的理論架構。最後，第六章則為合題，作為本研究的綜合結論。各章節之

內容與相互關係，我們可以用下頁圖簡單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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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章節架構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二章：背景理論 

第一章：研究問題 

 
 
 
 
 
問題意識（§1-1） 
 
 
研究方向（§1-2） 

第五章：理論辯證 

第六章：結論 

第四章：資料分析 

社會現象（扁迷現象） 

阿扁符號

對支持者

們之意義

為何？ 

扁迷們如

此死忠支

持陳水扁

的原因是

什麼？ 

探討扁迷

對阿扁的

情感、認

同與支持

的改變。 

扁迷對阿

扁的情感

與認同為

何？如何

被實踐？ 

符號 
文本 

行為 
（結果） 

驅力 
（原因） 

符號 
變遷 

迷文化理論 Laclau 
論述理論 
（§2-4） 

資料收集方法架構（§3-2） 

關於阿扁 
（§4-1） 

關於扁迷 
（§4-2） 

關於社群 
（§4-3） 

阿扁符號

意義改變 
（§4-4） 

迷文本 
（§2-1） 

迷定義 
（§2-2） 

迷詮釋 
（§2-3） 

將第四章研究實證結果，對照第二章的背景理論進行

對話；不僅深化理論對社會現象的詮釋，更檢討其解

釋之不足，最後並提出一個相對完善的理論架構。 

以「扁迷作為一種道德實踐」作為本研究綜合結論； 
提出本研究理論與操作上的限制以及未來研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