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閱聽人研究之主動與被動論爭 

閱聽人研究在大眾傳播研究領域裡占有一席之地，早期傳播研究偏重媒體效

果，例如媒介萬能論與效果有限論，六０年代之後研究走向媒體使用角度，如使

用與滿足時期，八０年代結合媒體批評與媒體使用的質量並進方式，探討閱聽人

與媒體訊息的互動（黃葳威，1999：10）。隨著時代變遷，以及因應不同需求而

日新月異的新媒介，閱聽人研究的脈絡也有所變異。參照大眾傳播學者 Jensen

與 Rosengren 於《歐洲傳播學季刊》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發表的

〈尋找閱聽人的五個傳統〉 ”Five Traditions in Search of the Audience” 文中的區

分方法，則是將閱聽人研究區分為五個研究途徑，分別為：1 效果研究（effects 

research）；2 使用與滿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research）；3 文學批評（literature 

criticism）；4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5 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

該文將這五個傳統規劃為社會科學典範及人文典範，前兩者屬於社會科學典範，

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屬於人文典範，接收分析則是兼有兩者的特色。社會科學典

範主要強調客觀的原則，屬於「量」的分析，研究者遵照一定程序，依循理論、

假設、觀察、分析、解釋以呈現其研究結果。人文典範注重「質」的分析，強調

研究者不應該置身其外，應以行動者的觀點來瞭解現象之全貌（引自翁秀琪，1993

：214~216）。 

另外，美國學者 T.R. Lindlof 在《廣播與電子媒體季刊》所發表的文章〈媒

介閱聽人質的研究〉文章裡，將閱聽人質的研究區分為五大類，分別為：1 社會

現象學派（Social-phenomenological style）；2 傳播規則理論（communication rules

）；3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4 收訊分析（reception analysis）；5 女性主

義研究（Feminist Research）（引自翁秀琪，1993：216~220）。 

一般而言，現今發展成熟的閱聽人研究典範，可區分為兩大主流，分別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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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典範（the behavioral paradigm）與接收分析典範（the reception analysis paradigm

），而量化和質化兩大方法論則是 常見的區別方式。行為典範源於美國實證主

義風潮，舉凡效果研究、涵化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都屬於此範圍內。其中「使

用與滿足理論」指出「主動閱聽人」（the active audience）此一重要概念，有別

於效果研究以媒介為起點，探討媒介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使用與滿足研究則是

將焦點放置在個別閱聽人。 

第二個主流接收分析典範，緣起於製碼/解碼模式（encoding/ decoding model

），該模式 早見於 Stuart Hall（1973）〈電視論述中的製碼與編碼〉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一文。Hall 發展出來的製碼/解碼模式，

對閱聽人研究帶來重大影響，該模式引進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的概念，指出文本意

義不再穩定單一，媒介訊息也不一定以直線方式由傳送者單傳給接收者。相反，

閱聽人本身具有的知識背景也會加入訊息的解讀，即便主流意識型態會在傳播過

程當中發揮影響，大眾傳播媒體中流動的文本隱藏著主流意識型態所支配的優勢

意義（the preferred meaning），然而閱聽人本身具有主動性與對抗性，他們在解

讀過程中尋求另一種解釋文本意涵的方式，而接收分析典範就是在尋找閱聽人的

抗拒性（resistance）。 

第二節  迷文化 

一、 迷之謎 

「迷」經常被解釋成為「過度的閱聽人」，而閱聽人的主動與被動性辯證由

來已久：從文化工業的角度來看，閱聽人、消費者只是被宰制的一環，或從閱聽

人的能動性與多義性來看，閱聽人、消費者又能在消費場域中找尋抗爭的機會。

Henry Jenkins（1992：pp.12~15）對「迷」（fan）的文化意涵作了耙梳：「迷」

也被稱為崇拜者，傳統中該詞總帶有負面印象。若不是被嘲弄，則是被描述為他

者、病態、盲目的、狂熱的、幻想的。「迷」（fan）是從 fanatic 一字衍生而來

，該字源於拉丁字 fanaticus，原始意義為「屬於宗廟，宗廟的服務者、奉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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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字的意義在往後挾帶宗教信仰意涵，逐漸轉向為較為負面之意。在牛津

拉丁文辭典中，將該字解釋為「of persons inspired by orgiastic rites and enthusiastic 

frenzy」，由此可見，fanatic 一詞從宗教的奉獻者，轉化為過度的宗教信仰和崇

拜、錯誤的熱情挹注與投入。fan 一詞，首先在 19 世紀末出現於報紙的版面上，

用來形容職業運動隊伍的追隨者，尤指棒球迷。「迷」（fan）從來沒有完全脫

離它早期的宗教意涵，如錯誤的信仰、過度的佔有、瘋狂、激情、崇拜者、心理

變態等，而這些意義仍然在當代論述中成為迷文化的再現方式。迷本身及其所表

現出來的行為，難以脫離這些負面定義與眼光，他們的喜好從所謂「正常」的文

化經驗中被分離出來，而他們的心志就現實來說也是危險的。 

迷文化在通俗文化文本和實踐中，是能見度高且十分有趣的議題。Henry 

Jenkins（1992）《文本剽竊者》（Textual Poachers）一書，是一本專門研究美國

影集《星艦迷航記》（Star Trek）星艦迷（Trekkies）的專書。該書首先提到發

生在 1960 年代的著名例子：當某電視節目邀請飾演艦長的影星 William Shatner

（Captain Games T. Kirk）與星艦迷相見歡時，該影星對於迷們對於他私生活以

及劇情的瞭解更甚於他自己，且對影集中的次要角色、第幾集等枝微末節的資訊

都瞭若指掌，Shatner 忽然對著抱著期待興奮的心情的星艦迷們說：「拜託你們

回到現實吧！說穿了，它只是個電視影集！」（Get a life, will you people? I mean, 

I mean, for crying out loud, it’s just a TV show!）（Jenkins, 1992：10）。迷，真是

脫離現實而找尋他們的夢想與期待嗎？迷的行為活動因其表面現象的熱情不

減、活力充沛而使得他們易落入刻板印象，如無大腦的消費者、脫離現實的偶像

崇拜……等負面印象。然而，論者認為在 容易得到、看到的表面現象背後，才

是值得去探討、深究迷的文化現象之社會情境脈絡。舉凡對迷的刻板印象，Jenkins

歸納出 7 種（Jenkins, 1992：10）： 

1. 一群不用腦筋、會花錢購買任何與該影集、電視節目、或演員的週邊產

品； 

2. 將他們的人生奉獻在計算無用的知識上，如某角色於第幾集登場、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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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居住地等； 

3. 將沒有價值的文化素材看得比什麼都重要（這只是個電視影集罷了）； 

4. 沈浸在劇情內容中，漸漸的遠離其他社會經驗（回到現實吧！）； 

5. 與大眾文化過於親密的接觸，使得影迷被女性化和/或去性別化； 

6. 幼稚的、情緒化且智能上的不成熟； 

7. 虛幻、真實不分； 

 

這 7 種現象，在大眾媒體上所呈現出迷的現象處處可見，迷的舉止行為總是

被認為是幼稚的、瘋狂的、不經大腦思考的。Jenkins（1992：11）引用 Roland Barthes

的說法，指出「大眾媒體對於迷現象的報導大多取材片面，有時並非完全正確，

反而容易造成誤導。這些報導是經過題材的選擇、改寫，容易造成扭曲迷社群真

實面的危機。這些大眾媒體報導的層面，經由照片與文字，試圖呈現出一種『自

然』的真實現象，然而這些所謂的『真實現象』，僅只是構成有關迷現象的『迷

思』而已」。 

二、 游牧之迷 

從日常生活的消費實踐來看迷文化，de Certeau（1984）在《日常生活實踐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書中，開宗明義說到本書宗旨在於探討：一

般被認為是被動且為信條所支配的「使用者」（users），是如何進行操弄、翻轉

的方式，亦即消費者在日常生活實踐展現了使用者的積極能動性。De Certeau 指

出不能再把日常生活實踐僅當作是社會活動模糊的背景，要去穿透這層模糊，方

能瞭解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以無數方式盜獵（poaching）而再造新機。 

De Crteau 指出，以 Foucault 的「權力的微物理學」（microphysics of power

）來說，若規訓如鐵絲網無所不在，那人們應該加緊腳步發現整個社會是如何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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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這些勢力，從消費者這邊瞭解可以操作哪些方式來形成反制的效力。換言之，

身陷規訓網絡中的個人、團體，可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戰術」形成反規訓網絡。

De Certeau 的「戰略」、「戰術」觀念，前者意指有權有勢的主體，例如所有人、

企業、城市、科學機構等，佔據一個被標示為所謂「正統」（proper）的位置，

作為與外來者（競爭者、對手、顧客、目標或研究對象）產生關係的基礎。而政

治、經濟與科學理性都是從這戰略模型建構而來。與「戰略」相對應則是「戰術

」，該位置屬於他者，沒有根據地，也沒有固定位置。這「他者」沒有地盤，而

是等待時機，伺機而動，如同打游擊戰一般，打贏後並未留下戰果，藉由不斷操

弄事件將事件轉為「機會」，尋求改變之機。De Certeau 從日常生活舉例如閱讀、

交談、居住、烹飪等例證解釋戰略、戰術的角力場域。以閱讀來說，該活動一向

被視為被動、個人的行為活動，但以 de Certeau 的「戰略」、「戰術」論點解釋

，閱讀是一種默默的生產，讀者滲入另一個人的文本中，從中盜獵、轉運、剽竊、

繁殖、轉化等，閱讀者溜進作者的地盤，意味著文本變成可棲之地（habitable）

，讀者在別人的地盤上找尋自己的空間。 

John Fiske（1989/1993）在《瞭解庶民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書中大量提到 de Certeau 的戰略、戰術、游擊戰的觀點，強調人們不是被動無

知的大眾，各種論及人們只能淪為工業大亨的經濟、文化、政治傀儡都是 Fiske

反對的觀點。Fiske 說明庶民文化是個鬥爭的場域，宰制與收編不代表全部的力

量，他特別強調庶民的生命力與創造力，認為庶民文化深具進步潛能。文化工業

僅只是製造文本庫藏或文化資源，供人民在形成庶民文化時所採用。庶民文化是

對宰制力的反應，而庶民文本是生產性的，該生產性是一種反彈撞擊、拼裝

（bricolage），不斷結合與再使用資本主義文化產物的過程。Fiske 使用 de Certeau

之「利用」（making-do）觀念來解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消費者利用這種

行為在「異己」的資源中製造出他們自己的文化。另外，文本也不再具有決定性

，庶民的生產性、創造力使得他們能在文本中悠游自在（Fiske,1989／陳正國譯

，1993：178）。 

Fiske 指出研究庶民文化的消費模式必須與日常生活接軌，而要成為庶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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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則需要經由媒體散佈，而媒體被消費的模式也是開放且彈性的。電視、書

本、報紙、電影等由於它們身為媒體的性質容許它們被人們所任意使用，因此是

屬於庶民的。Fiske 舉出許多研究肥皂劇、電視劇、影集的例子，來說明其觀點

，比如劇迷如何從劇中取得權力挹注感（sense of empowerment），改變他們的

日常生活。Fiske 對於庶民文化的觀點正面且樂觀，人並不是在極端的主體性理

論消極地被全盤否定，人們可取用自生活、社會關係等文化資源，建造自己的空

間。 

De Certeau 與 Fiske 皆強調日常生活的實踐，論者認為「迷文化」（fan cultures

）可用來說明消費者的 making-do 行為。除了 de Certeau 及 Fiske 的觀點，論者

認為在此須提及 Dick Hebdige 對於青少年次文化議題的說法。Fiske 無疑對庶民

文化十分樂觀，但筆者認為資方與消費者之間的鬥爭場域，日日都在上演創新、

利用、收編的戲碼，並不全然樂觀、也不全然悲觀，雙方各自較勁，各有贏輸。

Hebdige（1979）提到青少年次文化根據自己的目的和意義，挪用商業所提供的

產品。他們用各種方法結合或改造製造者的產品，不照製造的意圖來使用消費。

然而，青少年文化總是從原創性和對立出發，卻漸漸為商業所收編，或在意識型

態上進行消解，文化工業為了其利益，成功推銷青少年次文化的抗拒色彩。 

 

三、Henry Jenkins 之迷研究 

有關迷研究的論著，著名例子如 Ien Ang（1985）對收看電視影集 Dallas 的

觀眾來信所做的研究。Ang 發現，Dallas 的迷試圖為他們身為迷的嗜好與品味找

尋辯護，但卻難以完全脫離大眾文化的批判論述為他們所建立的評比類目。Ang

指出 Dallas 迷難以有任何可能性來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社會與文化位置，或者

反擊（hit back）具有權威性及強勢地位的論述。另一有關迷研究的專書，必定

要提到 Henry Jenkins（1992）所著《文本剽竊者》（Textual Poachers）一作，他

以民族誌方法對迷社群做了深入研究，迷們不只會閱讀文本，還會不斷地進行「重

讀」的動作。Jenkins 研究《星艦迷航記》（Star Trek）的星艦迷，又稱 Trek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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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劇集具有和不同文本結合，且充滿歷史情境文本（historical contexts）的特

色。隨著不同播出的時期，美國社會當時的歷史情境、文化民風之不同，在該劇

集的文本當中也能找到呼應的內容或暗示。 

對於 Ang 所提出迷對於建立其論述的困境，Jenkins 提到星艦迷也有同樣的

困擾。他們發現自己經常處於弱勢，唯一較為有用的解決方式，則是努力去聲名

他們的日常生活風格也同樣具有「正常」的型態。Jenkins 同時指出他的研究與

Ang 研究 Dallas 迷的相異之處：Dalls 的觀賞者的來信是單獨的行為，並且在他

們自己的家中觀看該節目，較少有機會與其他同好分享他們的熱情。因此，Dallas

迷缺少了迷之間的網絡及社會聯繫。相對而言，星艦迷將他們自己視為一群已經

參與在一個較為龐大的社會與文化社群中，並不只為個人發聲，而是為整體的星

艦迷說話。這些星艦迷從廣大的迷社群中找尋支持與認同，他們以作為迷社群的

一份子為力量，並共享相同的嗜好。Jenkins 指出，從一個「迷」的位置發聲，

意指接受了一個就文化階級（cultural hierarchy）而言較為從屬的地位，同時接受

了一個容易成為權威詮釋社群的批判對象。然而，從迷的位置出發，同時顯示出

他從一個集合的認同位置（collective identity）出發，並建立一個由共享品味構

成的聯盟。Jenkins 指出：「迷並不孤獨，他們常驚訝的發現原來他們不是單獨

一個人，而是『一大群』」（Jenkins, 1992：22、23）。 

De Certeau 的「盜獵」（poaching）、「游牧者」（nomads）等概念在 Jenknis

研究星艦迷的著作中佔有重要部分。Jenkins 重述 de Certeau 的看法，指出 de 

Certeau 將「盜獵」視為讀者的積極行為。與作者不同的是，讀者被比喻成旅遊

者，他們以遊歷的方式經過屬於他人的土地，正如同游牧者（nomads）逐水草而

居，以一種不甚禮貌的侵入性行為進入某塊土地，拿走對自己有用的和使自己快

樂的部分。游牧者以不停移動的方式存在，沒有永遠固定的地方，而是不停地尋

找新的文本、挪用新的素材，製造新的意義。Jenkins 指出 de Certeau 的「盜獵」

比喻，正說明了讀者與寫作者之間的關係及特徵，兩者永遠處於一種進行式的鬥

爭，而這鬥爭發生於文本和意義的生產上。然而，Jenkins 更進一步指出依照 de 

Certeau 解釋「盜獵」、「游牧者」的觀念，用來解釋迷文化，仍有兩個不足之



 
 

19

處（p. 45）： 

1. De Certeau 解釋讀者進行盜獵的行為，是針對他們個人的興趣及喜好，

單獨的個人行為而已； 

2. 迷文化現象並不如 de Certeau 所解釋的：寫作者與讀者之間有明顯的界

線。 

 

迷文化之所以成為迷文化，在於他們進行挪用的行為不只牽涉個人，而是「一

群」。藉由與他人的討論，擴大挪用的可能性。又在迷文化當中，生產者與消費

者、旁觀者與參與的界線不再明顯，迷文化成了一種參與性的文化，而這充滿參

與性的文化將媒介消費的行為轉入新文本、新意義的生產（Jenkins, 1992：46）

。因此，在迷文化當中所呈現出優勢者與迷的鬥爭場域，可說明兩件事：第一，

掌有土地所有權的優勢者，使用各種「戰略」在他們的土地上生產各種產品吸引

迷的興趣；第二，迷身為游牧者或盜獵者，身份如小佃農、牧者一般，無法擁有

自己的土地，他們無法安穩的定居下來，正如他們無法完全掌握優勢者的「戰略

」。然而，迷身為游牧者、盜獵者仍保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迷取走他們要的，

重製、再生產，從中獲得愉悅。生產者與消費者、寫作者與讀者中間絕對有衝突

的存在。因此，在這永不休止的爭戰中，沒有哪一方是容易得到勝利的，他們的

關係千變萬化，此消彼長，生產者在他們的產品中附上意義，而迷必須積極地與

這些被強制加上的意義對抗。新意義產生的方式及其可貴之處，並不是承襲原有

生產者的意義，而是經由「挪用」、「盜獵」的行為而產生，經過迷的再造過程

而有新的呈現及引用，在對抗優勢者的實踐下產生。 

Jenkins（1992, ed. by Lewis, p. 208）指出，「迷是一群會生產的消費者

（consumers），會寫作的讀者（readers），會進行參與動作的觀看者（spectators

）」。他說明一般人容易將「迷」視為僅只是過度的、消費行為大於生產行為的

，而在大眾文化裡，迷從來就被認為是文化消費中 容易被附體、過於著迷，而

該種消費則被暗喻成上癮、宗教性的狂熱行為、脫序行為或者心理上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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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空虛等等。大眾媒體再現有關迷現象的報導時，大部分將重點放置在經濟層

面上，消費價格過於高漲的商品等現象上面。他認為對於討論迷現象的文化生產

（fannish cultural production），應該從給予一個清楚的定義開始，這定義的目的

在於能將這些迷從情境上的消費者區別出來，而迷們本身在權勢與文化活動上就

能看出這些區別性。 

Jenkins 提出「迷」的型構，至少有四個層面（Jenkins, 1992, ed. By Lewis, pp. 

209~214）：「1. 迷們採取一種特殊接納的模式；2. 迷現象會構成特殊的詮釋

社群；3. 迷現象會構成一個特殊的藝術世界（Art World）；4. 迷現象會構成

一個替代的社會群體。」第一個特性，首先，從「觀看」的行為來說，迷會選

擇特定的節目，可能是每週一集的節目，並會透過各種方式，如錄製該節目重

複播放來做重複觀賞的動作。另外，迷所觀賞的文本（text），並不是只有單向

的吸收，他們會將這些文本翻譯、轉化為種類的文化、社會活動。迷們加入一

些迷組織，一些能夠提供他們討論的園地。迷們交換信件、線上聊天、在討論

版留下意見、貼文。他們交換影片、剪接重製以便同好之間可以看到各種精華

片段。如同我們常看到的，迷運用他們觀賞節目的經驗，以之作為創造其他種

類藝術創作的基礎—撰寫新的故事、編寫歌曲、製作影片、繪畫作圖等。而正

是這樣的社會、文化面向能將迷與其他只是以平常心態觀賞節目的社群加以區

分。迷們並不會單獨存在，總是因為其他迷的加入而改變。 

第二個面向，迷現象會構成一特殊詮釋社群。要對迷的詮釋現象有全盤瞭解

，必須從組織結構的層面來看，而不是單從個別的迷來觀察。Jenkins 舉出許多

常見的例子，比如迷的俱樂部、小報、刊物上的討論原地，是可以提供辯論、解

釋的區塊。而從這些過程來看，可以看出迷的個人興趣和經驗特質。第三個面向

，迷現象會組織成一個特殊的藝術世界。Jenkins 所提的「藝術世界」（Art World

）一詞意指「由合作的連結所產生的網絡構成」，這個藝術世界不但會生產作品

，也會提供美學價值觀。在該個網絡中，存在藝術生產、散佈、消費、權勢和評

價。有關迷的作品發行，是一個有志成為專業寫手的迷一展長才的區域；迷們將

原始的文本當作創作的基底，而迷所組織的販賣特區，包含繪畫創作、塗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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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表演、影片、禮品製作、文具等，可能會為這些創作編制獎項，讓迷的創作

能得到肯定，讓迷的創意有發揮之處。第四個面向，迷現象會構成一個社會群體

。即使迷與迷之間並沒有互相照面，他們是透過共通的喜好而得到認同。迷所形

成的群體，不同於一般以種族、宗教、性別、政治、專業等所類具的群體，而是

靠著一種共享同一文本的消費者概念來建構此群體，該文本即是迷群體共通的語

言符碼，迷會在這個群體尋求接受、肯定與認同。在這個群體當中，維持、建立

團結的情感大於對原始文本的解釋，迷們在群體當中透過共同喜好的文本，而得

到趣味與認同感。 

因此，Jenkins 再次強調迷是生產的消費者，同時也會寫作的讀者，亦是參

與其中的旁觀者。迷除了透過闡釋、解釋而生產意義，他們也生產藝術方面的創

作，並組織社群。觀察迷的各種面向，是一個瞭解如何運用「戰術」（tactics）

的方式，讓藝術作品不再只是單向的文本，也不存在一個單一權威、沒有經過調

和變化的個人解讀方式，它透過各種不同的喜好、方式被重塑、重寫、解讀。迷

的創作，依照 de Certeau 的方式來說，無疑是一種文本「盜獵」（poaching），

是次文化社群從從宰制性文化工業的戰略生產中改寫、重製文本，以滿足他們的

興趣和喜好。 

Jenkins 指出，迷文化生產的重要性，需要在迷社群之社會與文化脈絡下被

探究，並且從該文化的美學形式與文類傳統瞭解其內容。從媒介題材裡選材是這

些社群重要的來源之一，從該處他們能建立闡釋場域的基礎，並且建立一個讓旁

觀者瞭解他們的可能性橋樑。然而，在探討迷社群的活動時，必須要注意到的是

：他們並不是由單一的媒介文本所構成，而是從許多種類、多元的媒介素材取材、

借用，意指迷在著迷於某一文類時，同時帶進其他文本。迷現象就像是一種「資

源回收」式的（scavenger）型態，從各種媒介產品中巧取各種元素，編織成新的

意義、找尋新的用法（Jenkins,1992, ed. by Lewis, p. 232）。 

Fiske 指出所有流行文化的閱聽人都與各式各樣的符號生產性有關連，從接

收的媒介訊息裡生產意義與愉悅。迷們是經常將這些符號生產性轉化成文本性的

生產，在迷社群中循環、傳閱。迷們創造一種迷文化，其生產與傳佈的系統，Fi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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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文化經濟的陰影」（shadow cultural economy），不同於一般文化工業

與通俗文化，迷社群在其中享有其語言、系統等特徵。Fiske 對於迷的特有行為

尚有一種解釋：迷通常缺少對於原作家的敬重，他們總覺得劇情故事若由自己來

編寫，絕對會比原作者編得好上百倍。從精緻文化角度而言，創作者與閱讀者的

區分，是將文本或產品視為特定個人、藝術家的創作與威望，因此，該文本勢必

將其讀者置於較為從屬的位置。對於流行文化而言，清楚地瞭解其產品是工業化

地被製造，因此並不需要將其藝術產品束之高閣。因此這些產品對於生產性地重

製、重寫是採用開放的態度，即是流行文化產品具有重複生產的特質，且會更加

刺激流行文化的生產力。流行文化的文本並不是一個被保護完善的藝術產品，其

短暫存有的特質並不會構成議題，相反的，其用後即丟的特質和便利、焦慮地找

尋新題材則是刺激該文化生產的重要因素（Fiske, 1992, ed. by Liews, p. 47）。 

另外，迷的閱讀除了在私下進行，也會透過身為社群一份子的方式來消費文

本。迷們在生產意義的過程中，也與其他迷們溝通、聯繫、交流，而這過程是公

共展現的，其中意義的流通對迷文化的在生產十分重要。根據 Jenkins 的說法，

迷文化不只是熱情讀者、戲迷、影迷、書迷的集合體而已，它也是積極的文化生

產者。Jenkins 提出迷們書寫他們的文化方式有許多種，比如重新脈絡化，以製

作小插圖、短篇故事及小說，試圖補足劇情沒有交代的部分。又或者擴大劇集的

時間發展、將文類更動，把科幻小說的人物搬演到浪漫愛情小說的場景；又或者

探索劇中人物情慾方面的故事， 明顯的就是男同志、女同志小說，稱之為情慾

化的表現。 

四、跳脫二元論窠臼 

 

Matt Hills（2002/2005）在其書《迷文化》（Fan Cultures）提到同時身為迷

與研究者的難題，以及如何解決迷與學者之間的對話。他提到「研究者」的主體

位置問題，指出學者與迷之間的道德二元論應該被質疑， 常見的狀況便是「我

們」很「好」，「他們」當然很「壞」壁壘分明之見。學者利用理性與著迷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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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劃分，區辨我群與他群，我們與他們；迷群也用直率個性和虛假、矯枉過正

的理性，防衛學者對他們的批評和曲解。然而，Hills 指出學者並非全然理性，

而迷也未必全然沈迷而失去理智。 

研究者與迷各有所謂「想像的主體性」，Hills 指出該種「想像的」主體性

，並不符合迷或學者所真正具體展現的主體性。而研究者與迷在其各自的學術領

域與迷團體中，也會因為身份的尷尬而遭遇到問題。例如，Hills 指出 academic-fan

易受到學術圈的輕視，認為他並不是「正派」學者；又如迷之間也存在 scholar-fan

，該類的迷在迷群體中則經常被視為自大狂等輩，不是「真正的」迷。迷與學者

各自在其領域中邊緣化對方，替各自的領域防衛、說話，而上述兩種兼具

academic-fan 與 scholar-fan 的迷，正處於一種「過渡」型態，他們踰越了迷與學

者各自的想像主體性與圈子，具有一種 between-ness。Hills 指出，除非他們能夠

暫且放下對峙、接受對方的著作或行為實踐，否則都不可能「適當地」成為其從

屬的次要團體。然而，迷與學者之間的距離仍然存在，此距離並不容易被消弭，

學者對於迷，總想辦法保留適當距離，以維持學術的正統性與至高無上的地位。

而迷對於學者，在基於防護著迷之物及群體文化現象，勢必做出防衛及辯護之言

詞。 

Hills 對迷與學者之間的對話與主體位置提出看法，而這樣的思考讓論者聯

想迷與官方—霹靂國際多媒體作為生產者，兩者之間也存在各自的「想像的主體

性」，他們想像自己，也想像對方，而這種對自己、對彼此的「想像」，不全然

代表迷與官方真正具體展現的主體性與事實，互有錯落。迷與官方兩者之間的關

係是既有合作、又有角力競賽的場域。「迷」到底是文化工業的共犯結構、被宰

制的消費者，或是具有能動性的閱聽人，各派學者皆各持一方說詞。然而在 Hills

的觀點當中，此等「二分法」、「二元論」卻是研究迷文化的不足之處。 

Hills 在其書引述眾多研究迷文化的理論著述與派別，他檢視了 Adorno 文化

工業理論、Bourdieu 有關消費差異之理論途徑、Jenkins 的迷文化著作等，並一

一指出各家研究迷文化的缺失，許多都陷入了「道德二元論」的陷阱。那麼對於

迷與學者之間的對峙、「道德二元論」的缺失有何改善方法？Hills 認為這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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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置」的課題。迷與學者之間的藩籬難以被打破，距離仍然存在，而 Hills 明

白指出他拒絕的是一種「決定性」（decisionist）的敘事，因為「決定性」的理

論敘事皆試圖責難或抵禦「迷」這塊研究領域，而此種決定性的敘事，則是對迷

文化的「優」、「劣」性做出政治性決策，亦即我們應該將迷視為文化工業的共

犯結構，而加以貶謫，或將閱聽人視為「主動的」、具有能動性的創意表達，而

加以讚揚？Hills 指出這兩種取徑， 終都不免將文化看成善與惡的客體，終究

難逃二元論窠臼。而對於解決「決定性」敘事的方式，Hills 主張「懸置」立場

，拒絕將迷的現象一分為二—「好」與「壞」，並認為不可能透過特定的理論取

徑或單一的定義，將迷文化的意涵加以固定。 

論者認為，依照 Hills「道德二元論」與「二分法」的觀點，有其道理之處

，即使 終 Hills 沒有提出「什麼是 好、 終的解決方法」，但他指出了眾家

學說的通病，就是容易落入道德二元論之窠臼。這是否意味著在學術圈的研究者

們對答案、解決方式的亟欲渴求，因此很容易為答案做了預設，並期待結果正如

預設，此舉不免落入二分法之泥沼。迷是文化工業中被利用來增加銷售量的犧牲

品，抑或擁有主動選擇權的消費者，論者認為不能做出「主動」或「被動」的預

設答案，這種單一式的答案只看到結果，而忽略過程的多樣性，其中歷程或有主

動、或有被動、或有宰制、或被利用、或有抵禦性……，相對於迷群的消費者，

生產者並不全然佔有主動性的宰制與控管，迷與官方之間存在複雜多變的關係，

或有合作、利用、抵觸、矛盾、或互相挪用等，答案必定是懸置的，因此孰為「主

動」，孰為「被動」，在論者本篇研究當中不成為討論主題，消費者與生產者各

自的群體及兩者之間關係複雜，無法以單一正反說法釋讀。論者認為以霹靂布袋

戲的現象來看，迷與官方各自的想像共同體，以及對對方的想像造成彼此複雜多

變的關係，這些關係才是值得討論之處，而造成迷、官方的想像共同體、造成這

些關係的「關鍵」，同時也是造成霹靂布袋戲迷現象的本質，即是「戲偶」，討

論迷為何、如何成為迷的原因及過程，是本文欲探究之處。 

Hills 沒有提出何謂「 佳」的解決方式，此課題「懸而未決」，正如同迷

與官方之間也存在「懸而未決」，難以單純分類孰為主動、孰為被動的二元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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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特定理論或單一的定義闡釋迷文化，就是避免將迷文化簡化為「被動」、

與「主動」的窠臼當中。 

第三節  布袋戲相關文獻 

國內布袋戲相關博碩士論文，林林總總，論者取其中與霹靂布袋戲較為相關

的碩、博士論文約 25 篇，經整理分類後，將這 25 篇學術論文分為 5 大類研究取

向，分別為：商業行銷、歷史性研究、文本研究、性別研究、閱聽人研究共五類

，並製作成表格，以供參考。國內各學術論文、期刊文章與布袋戲相關如天上繁

星，散見於各雜誌、期刊、碩、博士論文等。而曾經針對國內布袋戲研究取向做

分類、統整的論文有 2 篇，一為 2003 年陳龍廷發表於《民俗曲藝》刊物之〈臺

灣布袋戲研究的方法論〉，作者回顧國內布袋戲的書寫及研究，從文人忽略的角

度至隨筆式書寫，發展至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現象，並分析 1998~2002 年的布袋戲

碩士論文共 11 篇，將之分門別類，指出當前布袋戲研究的缺失，提出方法論之

反省，以作為後人研究布袋戲之參考。另一篇為張育甄發表於《臺灣布袋戲與傳

統文化創意產業研討會》之論文，篇名〈臺灣當代布袋戲研究概述—以期刊論文

為例〉。該文作者將國內涉及布袋戲研究的期刊論文分期統計，並承續陳龍廷對

2002 年以前的碩士論文統整，對 2002 年至 2004 年的國內碩、博士論文進行統

整。 

論者整理出與霹靂布袋戲相關論文共計 25 篇，加以分類，其中「商業行銷

」取向一類有 8 篇，為 5 個類別中所佔比例 多。研究內容如針對霹靂國際多媒

體的整合行銷作個案分析，有廖文華（2000）《台灣布袋戲電影「聖石傳說」之

行銷傳播策略個案研究》、鄭雁文（2000）《肖像人格與產品代言力之研究—以

凱蒂貓和葉小釵為例》。又如針對布袋戲玩具、霹靂國際多媒體之創新專案、霹

靂布袋戲作為本土產業的全球化現象、霹靂布袋戲作為一文化創意產業等，皆從

商業行銷的角度，探討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如何將布袋戲透過商業行銷的方式，

推升至市場的過程及結果。 

第 2 類「歷史性研究」取向共計七篇，採用歷史性的資料蒐集、解釋，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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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布袋戲不同時期的發展做耙梳與整理。內容如陳龍廷（1991）《黃俊雄電視布

袋戲研究—民國五十九年~民國六十三年》論文，將電視布袋戲之分期、黃俊雄

早期對布袋戲的改革，及其布袋戲演出之內容作了精闢的分析。徐志成（1998

）《五洲派對台灣布袋戲的影響》一文，以「五洲派」從戲團發跡到近年霹靂現

象做陳述。吳明德（2003）《台灣布袋戲的表演藝術研究—以小西園掌中戲、霹

靂布袋戲為考察對象》花上諸多篇幅探討小西園與霹靂布袋戲兩者甚具代表性的

布袋戲團體，內容包括發展歷程、組織建構、劇本演出形式等，並探討兩者之表

演藝術風格特徵。其他如布袋戲偶生角的造型研究、閩南偶戲研究等皆著重在布

袋戲歷史的演變，包括木偶造型、舞台、演出形式、劇本結構等。 

第 3 類「文本研究」取向為 6 篇，大體是以霹靂布袋戲的文本內容作為探討

重點。如布袋戲劇本、武俠敘事風格、從幻想主題看霹靂布袋戲劇本結構、布袋

戲人物的上場詩號等。如賴宏林（2000）《霹靂布袋戲之幻想主題批評—以「霹

靂異數」為例》，作者使用語藝學觀點，對霹靂布袋戲早期極富代表性、至今仍

為戲迷津津樂道之劇集「霹靂異數」之劇本內容做探討，結果發現該劇本內容呈

現出「似邪又似正、似正又似邪，虛虛實實、隱隱現現」及「善用權謀才是生存

之道」兩種幻想類型，建構出「機裡藏機、變外生變」的武俠世界。洪盟凱（2001

）《從史豔文到素還真—霹靂布袋戲之文化變貌》一文，作者從後現代觀點探討

「霹靂布袋戲」之演出內容上的懷舊、拼貼、取用其他文本、一元敘事體瓦解等

後現代文化現象，指出霹靂布袋戲極富後現代文化現象之特徵。 

第 4 類「性別研究」有 2 篇，分別為丁士芳（1999）《「霹靂狂刀」之性別

論述分析》以及陳慧書（2004）《霹靂布袋戲中女性形象之演變（1986~2002）

》。「霹靂布袋戲」重要特徵之一為男女角色數量懸殊極大，且女角色多數設定

擁有沈魚落雁之姿，但幾乎不得善終，多數作為陪襯男角、主角的紅花，十分印

證「自古紅顏多薄命」一說。兩篇研究是從布袋戲文本討論男女性別角色性格、

性別認同、愛情主題等。 

第 5 類「閱聽人研究」有 2 篇，分別是簡嘉良（2002）《漫畫讀者對「霹靂

風暴」與《漫畫大霹靂》的基模研究》以及宋丁儀（2002）《消費社會的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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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霹靂布袋戲迷為例》。霹靂布袋戲既然要做為具有代表性的台灣本土文化，

除了演戲的會演戲，還得有一群看戲的戲迷當忠實觀眾。前者以 1997 年發行之

霹靂布袋戲劇集「霹靂風暴」和後來發行之布袋戲漫畫作對照，並訪談漫畫迷及

布袋戲迷對兩者之認知基模研究。後者以具有主動性的閱聽人來與文化工業宰制

消費者的論點做對話，認為作為霹靂布袋戲的迷們是具有生產性、能動性的群體

，而不再是被文化工業宰制的一方。 

論者在研讀、蒐集有關布袋戲相關研究之文章、期刊文章、論文時，發現大

部分文章皆採用歷史性研究方式書寫，推測原因在於布袋戲本身就與臺灣本土文

化環境、民俗背景有密不可分之關係，生長於斯，茁壯於斯，隨著文化環境變遷

，布袋戲之表演形式、內容結構等勢必會有所改變。而所有牽涉到布袋戲之研究

，必須兼顧歷史層面，因為布袋戲生長於民間，汲取庶民文化之生命力，討論布

袋戲之研究者必定對布袋戲歷史有所著墨。從論者所整理之有關霹靂布袋戲之碩

博士論文來看，相關研究琳瑯滿目，但有關「迷」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論者認

為，霹靂布袋戲在今日消費社會，精緻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藩籬漸趨消彌，霹

靂布袋戲相較以往被視為「傳統表演藝術」之傳統布袋戲，已有進一步發展，無

論是劇情結構、音樂、聲光、木偶造型等。霹靂布袋戲之初衷雖為「表演藝術」

，它利用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商品化的消費活動，號稱「台灣迪士尼」1，

而該消費活動在戲迷社群有跡可尋。雖然從戲迷消費布袋戲商品的角度來看，看

似臣服在文化工業者之麾下，卻又在充滿規訓、教條的網絡中找尋悠然自得之處

。消費者與文化工業者的鬥爭場域，角力賽一場又一場，此消彼長，今日的創新、

反叛，可能明日被收編，而從明日的收編，又有可能找出創新之機，消費者與文

化工業者之間的關係不能以主動、被動單純二元關係論斷，兩者之間存在諸多細

微活動，變化多端。 

 

                                                 
1 2007.5.14 於雲林虎尾「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訪談黃強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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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霹靂布袋戲相關碩博士論文一覽表 

 

類別 編號 論文題目 研究生 就讀系所 出版

年 

學位

商業行

銷取向

（8 篇） 

1 台灣布袋戲電影「聖石傳說」之

行銷傳播策略個案研究—屏東縣

布袋戲班之研究 

廖文華 文化大學新聞

研究所 

2000 碩士

2 全球化時代裡的本土文化工業—

以電視布袋戲為例 

黃能揚 中正大學電訊

傳播所 

2001 碩士

3 影響台灣肖像產品之消費者滿意

度及忠誠度之相關性研究—以霹

靂布袋戲會員為研究對象 

蘇鈴琇 輔仁大學應用

統計學研究所 

2002 碩士

4 肖像人格與產品代言力之研究—

以凱蒂貓和業小釵為例 

鄭雁文 輔仁大學應用

統計學研究所 

2002 碩士

5 文化變遷下的布袋戲玩具變貌 林盟傑 中原大學商業

設計研究所 

2004 碩士

6 霹靂國際多媒體創新專案與核心

能力累積之研究 

吳進榮 輔仁大學管理

研究所 

2005 碩士

7 本土文化產業的全球化—以霹靂

布袋戲為例 

張軒豪 交通大學傳播

研究所 

2005 碩士

8 文化創意產業之智慧財產權管理

與經營—以霹靂布袋戲為例 

游玉玲 世新大學傳播

管理所 

2005 碩士

歷史性

研究取

向（7 篇

） 

9 黃俊雄電視布袋戲研究 陳龍廷 文化大學藝術

研究所 

1991 碩士

10 當前台灣野台布袋戲之研究 傅建益 文化大學藝術

研究所 

1993 碩士

11 「五洲派」對台灣布袋戲的影響 徐志成 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 

1998 碩士

12 時空遞嬗中的布袋戲文化 林文懿 輔仁大學大眾

傳播學研究所 

2001 碩士

13 台灣布袋戲的表演藝術研究—以

小西園掌中戲、霹靂布袋戲為考

吳明德 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 

2004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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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對象         

14 閩南偶戲研究 邱一峰 政治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 

2004 博士

15 木頭有靈能做我，空心無奈寄人

行—台灣布袋戲偶中生角的造型

研究 

王怡文 彰師大藝術教

育研究所 

2005 碩士

文本分

析取向

（6 篇） 

16 霹靂布袋戲之幻想主題批評—以

「霹靂異數」為例 

賴宏林 輔仁大學大眾

傳播學研究所 

2001 碩士

17 從史豔文到素還真：霹靂布袋戲

之文化變貌 

洪盟凱 輔仁大學大眾

傳播學研究所 

2002 碩士

18 黃海岱及其布袋戲劇本研究 張溪南 中正大學中國

文學所 

2002 碩士

19 「聖石傳說」現象的後現代文化

邏輯 

陳怡樺 南華大學傳播

管理學研究所 

2003 碩士

20 布袋戲人物上場詩研究 林美慧 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教學所 

2004 碩士

21 臺灣布袋戲之武俠敘事風格研究

—以洲派媒體布袋戲為例 

謝佩瑩 暨南大學中文

所 

2004 碩士

性別研

究取向

（2 篇） 

22 電視布袋戲《霹靂狂刀》之性別

論述分析 

丁士芳 淡江大學大眾

傳播所 

2000 碩士

23 霹靂布袋戲中女性形象之演變

（1986~2002） 

陳慧書 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 

2004 碩士

迷研究

取向 

（2 篇） 

24 消費社會的閱聽人—以霹靂布袋

戲迷為例 

宋丁儀 政治大學新聞

研究所 

2002 碩士

25 漫畫讀者對「霹靂風暴」與《漫

畫大霹靂》的基模研究 

簡嘉良 文化大學新聞

研究所 

2003 碩士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 

同前所述，有關文化工業者及消費者、閱聽人之主動與被動性在論者看來並

不適合以二元論分析之，其中關係隨時變化，力量此消彼長，論者認為關鍵在於

深入觀察其中正在進行的活動，而非僅只著墨討論已是事實的層面上。以霹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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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戲而言，偶、迷、官方三者關係牽連複雜，互有挪用；論者以「霹靂布袋戲迷

」為主，並著重於戲迷著迷的本質物—「戲偶」，「偶」作為布袋戲的主體，偶

的身上牽連與布迷、與生產者的複雜關係。由霹靂國際多媒體所生產的「偶」，

經過「迷」與「官方」對它的塑造及想像，讓「它」成為「他」。以往文化工業

者與閱聽人、消費者孰為主動、孰為被動之二元論斷之說已不適用，在爭鬥角逐

的場域裡本就存在聲勢消長、你來我往、層層疊疊的現象發生。然而以霹靂國際

多媒體和其戲迷來說，他們不只有角逐的關係，他們之間存在著合作、使用、依

賴、信任、反駁、爭鬥等愛恨情仇、糾葛不斷的複雜關係，而「戲偶」在如此多

樣變化的關係當中，扮演關鍵角色。 

論者本身為戲齡 13 年之霹靂布袋戲迷，長年觀賞霹靂布袋戲，對戲迷的活

動、網路的活動十分熟悉，而布袋戲「迷」在布袋戲相關研究上所佔篇幅甚少，

論者認為由於網路工具之運用，布袋戲迷於近年網路活動十分活躍，雖然霹靂布

袋戲沒有當年黃俊雄之《雲州大儒俠》史豔文造成七０年代學生逃學、農人廢耕、

工人不上工之全國瘋布袋戲狂潮，霹靂布袋戲迷的活動卻因為新科技之運用、連

結，使得戲迷活動能跨越山川溪流，集結各地戲迷之情感於網路。論者期待本篇

論文能為我們這個世代的布袋戲迷留下紀錄。 

本研究採用理論閱讀、資料整理、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四部分。理論閱讀從

通俗文化、迷文化方面著手，包括閱聽人、觀眾等閱聽人相關研究，以及迷文化、

庶民文化、通俗文化等書籍、文章。資料整理首先包括布袋戲源流追溯，論者閱

讀諸多國內有關布袋戲之專書、期刊及碩、博士論文。另論者於 2007 年 1 月因

工作赴大陸廣州，於廣州具有百年歷史，建築、藏書、查閱、取書皆充滿古老氣

息之廣州中山圖書館舊館「孫中山文獻館」及其新館，參閱當地有關偶戲、儺舞

等文獻，獲益頗多。至於《霹靂布袋戲》的前世今生，論者參考多方文獻有關「通

天教主」黃海岱以及「雲州大儒俠—史豔文」 大推手黃俊雄整理出雲林黃家布

袋戲系譜。另黃俊雄兩子黃強華、黃文擇創立「霹靂國際多媒體」，建立霹靂布

袋戲王國，為霹靂布袋戲生產者，該部分資料整理除蒐集媒體報章雜誌、期刊論

文、書籍等資料外，固定收看霹靂布袋戲，閱讀「霹靂會」月刊，閱讀有關霹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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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戲書籍如攻略本、寫真集、漫畫集等，並佐以霹靂國際多媒體黃強華董事長、

黃文擇總經理、傅琛壹副總經理、「霹靂會」主編邱繼漢、霹靂布袋戲戲偶首席

造型師樊仕清等五位官方人士的深度訪談做詳細整理。 

另外，網路電子媒體也是本篇論文著重之處，網路工具對促成迷群的集結佔

有重要角色。其中三項筆者關心的網路平台，分別為「EPILI 霹靂網」，「批踢

踢（PTT）布袋戲連線版」（Palmar_Drama）」，以及「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

布迷族群的天空部落格。論者固定瀏覽霹靂國際多媒體官方網站「EPILI 霹靂網

」內容，訂閱 EPILI 電子報，隨時注意「霹靂布袋戲」 新動向。該網站是官方

與戲迷重要聯絡網絡，分為劇集、頻道、電影、文化、會員、下載、社群、購物

等方面。另外，網路平台 BBS 站如「貓空行館」、「清大楓橋驛站」的布袋戲

連線版，尤以「批踢踢（PTT）」的布袋戲連線版篇數 足，討論串 多也 完

整，是筆者密切注意的討論版。版面上每日都有大批文章，討論方向琳瑯滿目，

在長時間觀察、記錄、收集資料的結果，可對戲迷的動態與網路活動有深入瞭解

。第三個網路平台，則是「yam 天空部落格系統」，該部落格系統是國內 cosplay

玩家、布袋戲迷、SD 娃迷、小步娃娃迷 大集中地，該系統為布袋戲迷與 cosplay

玩家在相簿與網誌、部落格類別中設下分類，是其他部落格網域所缺少的項目。

論者 2006 年 8 月於該系統申請部落格 http://blog.yam.com/user/shuyinkuo.html，

並藉由部落格與其他布迷認識、交流等，藉由與布迷的互動瞭解布迷族群的活動

與現象。 

為瞭解布袋戲迷的實體聚會活動，論者從 2006 年 7 月底開始至 2007 年 5 月

參與 11 場布袋戲迷的聚會和官方主辦的活動，到現場感受氣氛、觀察、收集資

料。布迷的活動多樣，舉凡戲偶外拍、cosplay 活動、茶會、編劇座談會、年度

大會、官方舉辦之原聲帶簽唱會、布袋戲歌謠音樂會等，琳瑯滿目。論者除親身

參與戲迷聚會及官方活動外，將每次參與活動的經驗寫成田野筆記，並拍攝照片

加以記錄。論者自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5 月所參與布袋戲相關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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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論者參與之布袋戲相關活動（2006-2007 年） 

 

編

號 

日期 / 地點 活動名稱 

1 2006.7.22（六）下午 

台北美麗華摩天輪音樂廣場 

霹靂英雄音樂精選九「亮出名浩簽唱會暨 COSPLY 嘉年華」

2 2006.7.30（日）下午  

板橋逸馨園 

劍子仙跡茶會【神乎其跡‧再造傳奇】 

3 2006.8.12 / 13（六、日） 

台灣大學巨蛋體育館 

CWT13 台灣同人誌販售會 

4 2006.8.27（六）下午 

台北縣政府大樓 3F 

多功能集會堂 

【武‧聯合大會】 

主辦：四無君後援會、洛子商後援會 

協辦：北區素還真後援會、蝴蝶君後援會、慕少艾後援會、

疏樓龍宿後援會、佛劍分說後援會、劍子仙跡後援會

5 2006.8.5（六）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展覽館參觀 

群英會—布袋戲主題曲演唱會 

6 2006.12.23（六）晚間 

新莊體育館 

2006 台北縣宗教藝術節—布袋戲嘉年華會 

7 2007.2.24、25（六、日） 

台灣大學巨蛋體育館 

開拓動漫祭 IX 

CWT15 台灣同人誌販售會 

8 2007.4.21（六） 

台北縣中和四號公園 

佛劍分說後援會外拍【暖春白宴】 

9 2007.4.22（日） 

華山藝文中心 

百年榮耀—黃海岱紀念展 

青春「偶」像—布袋戲歌謠音樂會 

10 2007.5.12（六）下午 

集思會議中心台大館—柏拉圖廳 

霹靂編劇—「三弦」座談會 

北區莫召奴後援會主辦 

11 2007.5.22（二）下午 

霹靂衛星電視台攝影棚內 

與布迷 G、I、魔焰雪、赦展錄製「超級霹靂會」後援會節目

宣傳 

 

本篇論文所進行的深度訪談工作，在布迷深度訪談部分，主要藉由參與布迷

後援會活動，藉由其中一位布迷的介紹認識其他布迷，並在布迷天空部落格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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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訪談意願。深度訪談工作從 2007 年 4 月進行至 6 月，共計訪談 12 位布袋

戲迷，單一受訪者受訪時間為 1 時半~2 時之間；二位與四位受訪時間為 2 時~3

時。其中布迷 F、G、H、I 於 2007 年 5 月 3 日同時間接受訪談，訪談時間為 3

小時，該訪談為一「美麗的意外」。原先預計採用個別訪談布迷 F，並另單獨訪

談雙胞胎姊妹布迷 G、H。論者先以天空部落格留言方式表達訪談意願，而後在

一次機會中經由布迷 E 的介紹，與三位布迷及其他布迷共進晚餐，因而結識。原

先預計個別訪談的 F、G、H，提到他們時常聚在一起討論後援會活動事宜，且

居住在附近，可以一起接受訪談，並強力推薦布迷 I 後援會活動經驗豐富、同為

資深布袋戲迷，也應受訪。因此在 2007 年 5 月 3 日共有四位受訪者一起接受論

者訪談，相較其他單一受訪者而言，整整 3 小時訪談時間氣氛熱鬧，談笑風生，

意見源源不絕，或互有贊同、互有矛盾、辯解，這次「美麗的意外」同時讓論者

感受到這才是「迷與迷」之間的互動，充分展現布迷社群的特質。之後於 2007

年 6 月 6 日論者赴台南訪問同是資深布袋戲迷，並為布迷族群公認之布袋戲

cosplay 達人的布迷 K、L，訪談時間計 2 時半，過程也展現出迷與迷之間的互

動、討論共同著迷事物的氣氛。論者在訪談當中除錄音、謄寫逐字稿記錄之外，

若至受訪者家中，則拍攝該布迷之布袋戲相關收藏品，包括週邊商品、戲偶、

cosplay 服裝、道具等行頭。若於其他地方訪談，則相請受訪者攜帶自己 喜愛

之布袋戲收藏品提供論者拍照記錄，從布迷的收藏品當中，瞭解布迷對布袋戲的

喜好不一。論者進行本研究期間訪問之 12 位布袋戲迷，5 位官方人士相關資料

置於附錄。 

本篇論文的研究問題有兩方向：一為探討「偶」與「迷」的關係，「偶」如

何成為布迷所著迷的對象與過程；二為探討「迷」與「官方」的關係，迷與官方

兩者之間存在著「偶」的連結，「偶」從一項物品如何被賦予能力，迷與官方之

間此消彼長的關係，皆來自「偶」的產生與作用。這三者彼此有牽扯不斷的連帶

關係，「偶」首先由「官方」生產與塑造，然而「偶」能在「迷」的心中從「它

」→「他」，包含「迷」與「官方」對「偶」的塑造與想像。而「官方」與「迷

」的連結，「偶」則是關鍵點。誠如之前所述，論者認為官方作為生產者，迷作

為消費者，兩方之間存在對自己、對對方的想像，各自成為「想像共同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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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對彼此的想像，難以代表全然的想像主體性與真實，兩者之間也不能以

主、被動單純二元論斷解釋之。論者認為探討迷與偶的關係，迷與官方的關係，

討論著迷的過程、原因以及互動、實踐過程比起看到結果更有研究價值。 

論者於第參章第一部份首先探討「偶」的本質，從探源偶戲的方式找出偶戲

吸引人之處。而後簡述台灣布袋戲發展史，布袋戲在台灣隨著社會環境、文化變

遷，在文本內容、後場音樂、戲偶造型等皆有變化，隨時代而變、隨空間而轉化

即是布袋戲的重要特質，布袋戲因汲取民間色彩，勇於改變，勇於就地謀生，而

能歷久不衰，於新時代發展新方向。第參章第三節將講述雲林「黃家」布袋戲，

自「通天教主」黃海岱，「雲州大儒俠史豔文」推手黃俊雄，至黃強華、黃文擇

建立之「霹靂布袋戲王國」做資料耙梳，目的在於講述霹靂布袋戲能吸引為數百

萬之布迷，有其源遠流長之因素。第肆章以論者田野觀察為主，探討霹靂布袋戲

迷實體活動及網路活動，並加入布迷訪談。在討論霹靂布袋戲迷活動之後，論者

回歸引領布迷活動之 原初關鍵—「戲偶」，探討布迷著迷戲偶的原因及過程，

戲偶如何從無生命的「它」轉化為「他」；另討論迷與官方之間複雜多變的關係

，以及戲偶於兩者之間所扮演之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