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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COSPLAY 活動新聞在新聞媒體中的再現之初探 

指導教授：政大新聞系翁秀琪老師 
社會所碩二 
馬士傑 
94254013  
 

COSPLAY 活動新聞在新聞媒體中的再現之初探 

 

壹、研究動機  

隨著日本的動漫畫產業蓬勃發展，日本逐漸出現許多附屬於動漫畫而出現的

社會現象，其中一個知名的社會現象就是御宅族（OTAKU，原始的定義指的是

家中收藏有大量的動漫畫相關商品而足不出戶的人）的興起，並導致了許多的學

者專家討論。而另一個漸漸引人矚目卻較少引起大眾討論的，則是 COSPLAY 的

現象。    COSPLAY 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是：「指愛好 ACG、電影、影集或

偶像團體的人，刻意穿著類似的服飾，加上道具的配搭，化妝造型、身體語言等

等來模仿角色的外觀與演出，以扮演成一個自己喜愛的角色。通常多出現在同人

誌即賣會，同好會等場合。」COSPLAY 的現象在 1970 年代後半開始在日本出

現後，在日本逐漸增加 COSPLAY 的愛好者，並以青少年居多，成為一種青少年

的次文化。隨著日本動漫畫的廣泛行銷全世界，連帶地使得 COSPLAY 也傳到台

灣來，但是 COSPLAY 在台灣不僅僅是完全複製了在日本的風貌而已，更出現了

專屬於台灣社會脈絡之下的 COSPLAY 現象。例如，在台灣 COSPLAY 的「主

題」其實並不必然是只限於日本動漫畫的角色而已，在 COSPLAY 界其實有另一

大派的 COSER 們，是擁護所謂的「霹靂布袋戲」，將霹靂布袋戲中的角色作為

COSPLAY 的主題，而霹靂布袋戲正是台灣社會脈絡下所獨有的文化產物（產

業）。日前在台灣大學體育館盛大舉辦的「開拓動漫祭」，正是目前台灣 COSPLAY
日漸發展的現象的最佳證明。 
    研究者本人身為一位動漫畫的愛好者，長期受到日本動漫畫的影響，可說對

於日本動漫畫有相當濃厚的興趣。研究者同時具備了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的身

分，對於日本動漫畫在台灣的社會，發生了何種的影響非常有興趣。  

貳、問題意識：  

因此，研究者希望了解 COSPLAY 活動在台灣呈現的風貌，其發展的過程，

就需要一種從歷史性的脈絡加以分析。而大眾媒體的報導，就成為本研究想要關

心的焦點。由於大眾媒體做為做為社會真實的建構者之一，在 COSPLAY 傳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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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之後，必然會對此一社會現象做出報導，先不論其報導內容是好是壞，在「社

會現實的反映」此一功能上，媒體還是能得到一定程度的肯定。 

 因此，研究者希望更深一步的去討論，台灣的 COSPLAY 活動是如何受到

媒體報導的形塑與建構，而漸漸轉變其風貌，或是以什麼樣的角度呈現在社會大

眾面前，本研究希望能從一個宏觀的角度加以分析，COSPLAY 相關報導的歷史

脈絡，以及新聞工作者如何以報導內容建構了此一社會真實。  

參、研究問題：  

1. 從歷史的脈絡去瞭解 COSPLAY 活動在台灣的媒體報導。  

2. COSPLAY 活動新聞報導的特色為何？  

3. COSPLAY 報導的內容，建構了何種的社會真實？  

4. 未來的相關報導應該如何發展？  

 肆、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以電子資料庫中的「聯合知識庫」裡面的新聞資料為主。研究者

將以”COSPLAY”、”同人誌”等關鍵字加以搜尋，過濾出符合研究主題的報導。

研究樣本選取的時間：從 2000 年 1 月 1 日到 2007 年 7 月 31 日。經過研究者的

過濾與篩選過後，從 259 則新聞中選出與 COSPLAY 有關的 210 則新聞報導。 

    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首先研究者先觀察搜尋出來的 210 則研究樣本，之

後，根據樣本的特性加以分類。經過觀察之後，研究者歸納出了 COSPLAY 新聞

的四大框架：活動資訊介紹、負面新聞報導、特殊事件、COSPLAY 介紹。之後

的研究分析，將針對這四大框架的定義、新聞框架的報導方式、各個框架新聞的

數量、框架所代表的背後意義等等作進一步的討論與分析。 

伍、研究分析 

一、活動資訊類新聞（171）。 

    根據研究者的計算之後，發現「活動資訊」類型的新聞，共有 171 則，佔了

全部 COSPLAY 新聞中的 81.4%，也就是超過八成以上的 COSPLAY 新聞，都是

屬於活動資訊類的新聞。那麼，究竟何謂「活動資訊」類新聞呢？根據研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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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就是：『此類新聞報導的目的在於資訊的提供，也就是”介紹”某活動，只要

此活動與 COSPLAY 有直接或者間接的相關，都算是活動資訊新聞。』，由於重

點是資訊的提供，因此報導的重點會特別強調此一活動的人、事、時、地、物等

特色。 

當然活動資訊類新聞中有 171 則，不可能每一則都是一樣的。而最典型，同

時也是活動資訊類新聞中數量最多的新聞，就是以『COSPLAY 活動只是附加在

某一特定大型活動中的附屬，因此 COSPLAY 並不重要，報導的篇幅很短或者幾

乎只有一句話簡單帶過。』作為報導方式的新聞。像是以下這一則報導，就是最

典型的活動資訊類新聞的例子： 

為 8 月漫畫博覽會暖身 

開拓動漫祭 今登場 記者黃玉芳/台北報導 

暑假中接連兩場的動漫嘉年華，這個周末假日先登場的是「開拓動漫祭」，緊接著在 8 月初

又有第八屆漫畫博覽會，讓動漫迷們的心跟著發燙! 

今明兩天在台大巨蛋體育館舉行的開拓動漫祭，以同人社團為主體，提供同人誌創作以及

COSPLAY 勁裝打扮的嘉年華。而第八屆漫畫博覽會，則是 8 月 9 日到 14 日在台北世貿二

館舉行。今年將推出台灣目前最 HOT 的「櫻蘭高校男公關部」、「結界師」、「航海王」

及「我們這一家」的首賣商品。 

另 外，每年來訪的聲優以及日本漫畫家的簽名會，也是動漫迷們大排長龍，最期待的活動

之一，今年漫博會將來台的包括重量級的日本當紅藝人常盤貴子，及帥哥聲優 吉野裕行、

還有替「NANA」中大崎娜娜配音的朴璐美，而「驅魔少年」則是邀請到替亞連．沃克配音

的小林沙苗等。去年爆紅的死亡筆記本作者也將來台，還有 偶像劇「蜜桃女孩」的原作者

上田美和，也將把首次海外簽名的機會獻給台灣漫迷。 

【2007-07-28/聯合晚報/10 版/藝文放輕鬆】 

    從這則典型的 COSPLAY 新聞可以看出研究者上述所言的報導方式與報導

特色，根據傳統新聞報導「倒三角形」的方式，此新聞在第一段首先點出活動最

重要的「活動時間」（這個週末假日）、「活動名稱」（開拓動漫祭），緊接著在第

二段說明「活動地點」（台大巨蛋體育館），「活動參與者」（同人社團），然後才

提到了本研究所感興趣的「COSPLAY」（勁裝打扮的嘉年華）。但是 COSPLAY
的活動只提了一句話之後就消失了，接下來新聞的重點轉向活動的「內容」，包

括販賣的商品內容（結界師、航海王等商品）、以及邀請來的貴賓（漫畫家、聲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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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則新聞可以看出，近幾年來大多數 COSPLAY 新聞的重點，都只是記者

想要告知讀者有某些特定活動，像是資訊展、動漫展、開拓動漫祭等等的重要資

訊（5W1H），讓新聞文本成為活動的宣傳，而 COSPLAY 活動雖然也是整個大

型活動的內容之一，但是根據研究者的歸納，COSPLAY 所佔的篇幅都極短，若

非簡單帶過，就是如上一則新聞一樣只以一句話提到。上則新聞是最單純的活動

介紹，只是把 COSPLAY 當作眾多活動之一來看待，但是也有一些新聞，是把

「COSPLAY」當作是一種比較重要的活動內容來介紹，而且 COSPLAY 活動的

重要性在於吸引人潮的宣傳效果。像是以下這則新聞： 

林志玲 變身妖精 撈錢 黃盈瑜  

第一名模林志玲完美形象，就連網路玩家也都喜歡，日前票選「心目中最完美情人」，林志玲穩

居冠軍，為她帶進大筆鈔票，成為線上遊戲的代言人，為此，林志玲更首次打扮成 cosplay，變

身為妖精。 

林 志玲忙著當空中飛人，為電影上課，最近還有亞太影展主持工作，即使忙個不停，林志玲還

是很懂得開拓自己的新商機。知道線上遊戲玩家們對她很喜愛，日前返台 時，林志玲便拍攝電

玩宣傳照，其中一套「妖精」造型，讓林志玲特別喜愛，一穿上身，她立刻擺出許多妖精特有的

表情，敬業表現讓現場人稱讚。 

請到志玲姐姐代言，酬勞代價不小，起碼也是百萬以上，被問及此，廠商很低調，表示酬勞在簽

約時就註明了保密條款，不能透露，僅說：「整個活動的行銷預算為八位數字。」林志玲即使沒

有千萬酬勞，也相差不遠。 

【2006-11-11/民生報/C3 版/明星真面目】 

其他還有許多類似的新聞，最典型的報導方式就是『A 廠商舉辦了 B 活動，

特別邀請了 COSPLAY 來宣傳造勢』。這類活動資訊新聞在提供活動相關資訊的

同時，也會強調 COSPLAY 的宣傳效果，像是上則新聞就以林志玲 COSPLAY 的

話題，實際上是宣傳遊戲，或者像是以下這則新聞片段： 

動漫祭登場 朝聖長龍圍了好幾圈 昨天傍晚開始排隊等候 有人拿著 180 公分長大刀道具 有人

身穿鮮紅宮廷服…2 天可望突破 5 萬人次 記者韓青秀/台北報導  

趕上開學前的最後一個寒假周末，動漫祭今天上午熱鬧登場，儘管 10 時 30 分才開放進場，不

過一大早在會場外，許多年輕學生競相模仿喜愛的動漫人物。有人手拿 180 公分長的大刀道具，

有人穿著誇張的鮮紅色宮廷服，還有男生扮成日本高校女生，爭奇鬥艷，吸引眾人眼光，甚至有

不少動漫迷從昨天傍晚開始排隊等候，排 隊長龍將會場外團團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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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24/聯合晚報/4 版/焦點】 

上面這則新聞以「昨天傍晚開始排隊」、「吸引眾人眼光」來說明 COSPLAY
的宣傳效果，是很能夠吸引廣大人群的。因此在這種新聞中，COSPLAY 所佔的

地位，就比在傳統的活動資訊型新聞中所佔的地位要來得高，不僅表現在介紹篇

幅的長度上，也表現在形容的詞句上。 

從「活動資訊」這類 COSPLAY 新聞的氾濫，可以看出目前新聞媒體產製的

背後邏輯。首先，由於新聞市場化、商業化的趨勢日漸強大，記者根據活動主辦

單位所提供的「公關稿」來寫稿的狀況越來越多，導致記者所寫出來的報導缺乏

廣度與深度，而淪為商業活動宣傳的狀況，已經有許多媒體學者提出批判。

COSPLAY 新聞也是如此，即使 COSPLAY 在每個大型活動都會舉辦，但是在記

者的「活動宣傳」類型新聞報導中，幾乎都是千篇一律提供活動資訊，COSPLAY
僅僅簡單提到一段或者一句話，很少出現描寫 COSPLAY 活動的內容，研究者認

為大多數的記者在報導此類新聞時並未親自前往現場，才會對 COSPLAY 實際進

行的狀況很少描述。就算是有描述當時 COSPLAY 進行的狀況，有時候更因為記

者的事先準備不足，出現報導錯誤的狀況： 

漫畫人手一冊 人氣超旺 林麗雪 

霹靂布袋戲人物常見於國內 COSPLAY 活動中，昨天就有不少裝扮成郝生童子，有的同好手持

著郝生童子戲偶，與裝扮者合影留念。台中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系二年陳同學，已經有六年角

色扮演的資歷，往年都是以霹靂布袋戲人物為主，今年在同好的支援下，首次扮成日本漫畫人物

犬夜叉，紅瞳、銀色長指甲，引人注目。 

【2006-02-05/民生報/A6 版/現代生活圈】 

    此段新聞中的底線和字型放大為研究者所加，此記者將霹靂布袋戲中的一位

人物「赦生童子」，誤寫為「郝生童子」，不禁令人發笑。不管此記者是否因為

對布袋戲不熟而犯錯，或是單純的打字錯誤，都讓人覺得記者、編輯的能力不足，

難以更「細緻」的處理 COSPLAY 的新聞，因為要深入報導 COSPLAY 活動，

非得對於動畫、漫畫、遊戲，甚至是霹靂布袋戲有深入的了解和知識才行。然而

現今的大多數報導就連普通的描述都缺乏，更遑論深度報導。 

其次，COSPLAY 新聞著重於 COSPLAY 的宣傳效果，背後的主因也是新聞

商業化、市場化的邏輯導致。大多數的 COSPLAY 報導中都表示，廠商或者主辦

單位為了炒熱氣氛、吸引觀眾而舉辦 COSPLAY 活動，而在新聞的文本中也一再

強調 COSPLAY「吸引目光」、「炒熱氣氛」的功能，也就是特別強調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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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於「商業邏輯」的那一個面向，能夠帶來商機，更直接的說，就是能夠帶來

「金錢」。但是，卻很少報導提到 COSPLAY「文化」的面向，在這些報導中似

乎暗示了 COSPLAY 只是一種吸引顧客上門的手段，而不是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

表演活動。（PS:這個關於文化的面向在「COSPLAY 介紹」這類新聞中得到了

提出的機會） 

二、負面新聞（1）。 

在 2000 年到 2007 年的所有 COSPLAY 新聞中，研究者所找出的負面新聞只

有一則。在這裡，研究者對於「負面新聞」的定義是：「出現任何負面評語的新

聞報導。」對於負面新聞的報導方式，則是記者透過訪問社會大眾之意見，讓社

會大眾表達她們的負面評價。在下面這則新聞中，記者記錄到了路人吳太太的

話：『這群少年仔是在鬧什麼？』很明顯地，這位吳太太對於 COSPLAY 的評價

是相當負面的，「鬧什麼」的詮釋就是認為這些 COSER 們的做法，跟她本身的

期待，與她個人的價值觀有所落差，吳太太才會出現「是在鬧什麼?」的評語。 

【記者顏甫←／台北報導】  昨天台大綜合體育館旁上演一齣「動漫群俠傳」，從超人、孫悟空

到驅魔少年、死亡筆記本，再到素還真、葉小釵等，一群群角色扮演者走在路上，剛好路過的吳

太太說「這群少年仔是在鬧什麼？」 

北一女的張同學指出，漫畫滿足了我們現實中達不到的夢想，角色扮演也讓自己做出平常做不出

的事情。 

今年廿五歲，從事角色扮演已經四年的 APPLE，白天是個媒體工作者，到了假日搖身變成珍珠

美人魚中的一員。提到 COSPLAY，APPLE 表示，對她來說，這是另一種嗜好與興趣，讓生活

圈中有了一群共同嗜好的朋友，讓自己平常的工作壓力，因轉換角色及心情而得到釋放。 

【2006-10-22/聯合報/A5 版/話題】 

這則新聞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一點，就是它不僅僅是 210 則 COSPLAY 新聞中

唯一一則負面評價的新聞，也是研究者在這 210 則新聞中，所觀察到唯一一則記

者有訪問到「路人意見」的新聞。在以往針對弱勢族群的媒體再現研究中，許多

研究者都指出對於弱勢族群的報導不只是誤解或者抹黑而已，媒體另一個對於弱

勢族群不利的地方就是「不現」，也就是不讓弱勢族群有發聲的機會和管道，只

依靠權威者或專家的意見來完成報導。在 COSPLAY 新聞中，也出現了媒體「不

現」特定族群的狀況。但是這裡的「不現」並不是 COSER 意見的消失，而是路

人意見，或者更精確的說，其他「社會大眾」的意見的消失。事實上，在一些

COSPLAY 的報導中，例如之前提到的「活動資訊」類報導中，有極少數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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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訪問到 COSER，而在「COSPLAY 介紹」類的新聞中，也有一些訪問 COSER，

讓 COSER 簡短的說出自己對於 COSPLAY 的看法，像是： 

虛擬眾神 在非常廟邂逅 記者周美惠／台北報導   

藝術家楊茂林、許智瑋將小飛俠、無敵鐵金剛打造成新神祇，31 位七年級 coser（角色扮演者）

把自己打扮成漫畫裡的偶像；眾「神」昨天在「非常廟」邂逅，一場虛擬造神盛會熱鬧上場！ 

Coser 全心投入角色扮演，為求形似，從頭到腳打理下來所費不貲，已培養出 cosplay 文化產業。

幾乎所有的 coser 都戴假髮，一頂假髮動輒上千，以往只能訂製或是網購，如今西門町已出現專

做 coser 生意的批發商，假髮的價格因而降下來。 

為了自製服裝，璇叡從小學會縫紉，現在還接 case 幫人代工。她說，有的 coser 甚至和媽媽、奶

奶一起開設服裝工作室專做同好生意。以她身上穿的服飾而言，如果在外面買一套要四五千元，

自己做只需布料錢。才 20 歲的璇叡已立志要做 cosplay 相關產業，如，開設複合式漫畫餐飲店，

或是開工作室為同好打理假髮、服飾的整體造型。 

cosplay 周邊產業有可能成為文創產業的明日之星。 

【2006-08-26/聯合報/C3 版/文化／大台北綜合】 

    這是一則主要被研究者分類為「COSPLAY」介紹的新聞，其中 COSER「璇

叡」就現身說法，說出自己的衣服如何製作和她未來的計畫。不過，在所有

COSPLAY 新聞之中，卻只有一則是記者訪問到路人的看法，剛好此一新聞所得

到的評價，也是唯一一個負面的評價。當然一位路人的看法，不能代表整體「社

會大眾」的看法（輿論），但是不可否認的，輿論的「缺席」卻是在所有 COSPLAY
報導中不爭的事實。這種「輿論的缺席」代表了什麼意義呢？研究者認為，有其

重要的涵義：記者刻意將輿論中對於 COSPLAY「負面評價」的聲音過濾掉，使

其消失，這並不是為了讓 COSPLAY 這個活動「本身」能夠更順利的推廣到台灣

社會上，而是代表了商業邏輯的全面勝利。目的是為了讓 COSPLAY 活動「背後」

的龐大商業利益、各式活動能夠順利推行。事實上，根據哈伯瑪斯對於公共空間

的理論，要讓 COSPLAY 真正能夠為大眾所理解的話，記者應該廣納各方的看

法，讓媒體作為一個能夠讓各種意見互相溝通、互相交流、互相辯論的公共平台，

而成為一種真正的理想的公共空間。然而現在的 COSPLAY 新聞的媒體再現，卻

是「依附」在大型商業活動像是資訊展、電玩展、漫畫展、動漫祭等這類活動之

下，成為了幫助這些商業活動吸引人氣、吸引顧客的手段，因此，記者群們不再

訪問社會大眾，不再提起關於 COSPLAY 的負面評價，直接結果是導致負面報導

消失，特定立場的輿論意見的消失，間接的結果卻是推進了商業活動的進展，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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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LAY 包裹成推動商機的利器，卻使得社會大眾「誤解」了 COSPLAY 真正

的本質。 

三、COSPLAY 介紹（25）。 

    根據研究者的分類，在選取的樣本中「COSPLAY 介紹」的新聞共有 25 則。

COSPLAY 介 紹 新 聞 ， 研 究 者 將 其 定 義 為 ：「 此 類 新 聞 不 介 紹 活 動 或 者

COSPLAY，而是在於使社會大眾得到更多關於 COSPLAY 的資訊，因此新聞內

容關注於 COSPLAY 相關的各種資訊像是書籍介紹、角色類型介紹、文化現象解

釋、特殊術語解釋、如何 COSPLAY 的細節、有名的 COSER 介紹等等。」根據

此一定義，像是這則新聞，解釋了 COSPLAY 世界中『萌』這個術語代表的意義，

以及國內相關的書籍： 

粉口愛 日本萌文化正熱 從動漫萌芽 滿是護士服、巨乳、臉紅… 傻呼嚕同盟出書探討 記者黃

俊銘／台北報導   

「真是粉口愛」、「Kawai…」。最近幾年，台灣充斥各種可愛、逗趣，卻又有點促狹、搞怪的

流行語，這波「可愛風格」，日本動漫文化界統稱為「萌」文化的興起，代表男人對理想女人「烏

托邦式的精神寄託」。 

「ACG 啟萌書」作者 Jo-Jo 指出，以前形容一個人「可愛」，是純真的意思，但現在的所謂「可

愛」，再加點偏執、調皮、甚至性感的成分，網路上流傳的「OS 娘」，將 WINDOW 作業系統

全畫成女性角色，也被動漫迷列為很「萌」的例子。由 Jo-Jo 所屬的動漫研究團體「傻呼嚕同盟」

最近發表的「ACG 啟萌 書」，研究的即是這兩、三年風行日本、台灣的「萌」。 

該書把過去 20 年間日本漫畫書裡伴隨「萌」心理狀態的各種產物，諸如「護士服」、「女僕」、

「巨乳」、及「淚汪汪」、「臉紅」等萌系動作，做大規模的探討，等於是「萌」的考掘學。 

它 舉的例子，遍布「電車男」、「魔法少女」、「銀河天使」、「新世紀福音戰士」、「純情

房東俏房客」、「涼宮春日的憂鬱」等叫好的動漫畫，也提供了不少「翻 案」角度。例如「新

世紀福音戰士」的主角明日香，過去被視為頗強勢的「兇巴巴」角色，但現在多數人認定她有幾

分「嬌羞」，即是「萌」的心理投射。 

日本橫濱銀行總合研究所曾在 2005 年 4 月發表「2003 年與『萌』相關的產值報告」，其中專屬

「萌」系的動漫產值約 428 億日圓，遊戲產值達 460 億日圓，大約一百五十億台幣，這還不包括

「女僕咖啡館」、「同人誌販售會」、「Cosplay 服裝店」等萌系的新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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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Jo 解釋，「萌」並非這二、三年才發生，在日本、台灣的動漫文本裡，「萌」的成分早已醞

釀多年，只是研究者還找不到一個字足以概括。 

【2007-02-08/聯合報/C6 版/文化】 

    這類型新聞出現的原因，就是將 COSPLAY 視為一種社會上新興的文化現

象，而記者認為有必要向社會大眾解釋 COSPLAY 其中的內涵。因此記者的報導

方式也會集中在如何使大眾更了解 COSPLAY 上面，因此透過訪問知名的

COSPLAY 研究者、訪問相關的學者、透過訪問有名的 COSER 本身，或者介紹

相關的書籍和有名的動漫作品，來達到使大眾更了解 COSPLAY 的目的。像是這

則新聞訪問了知名的 COSER「STAY」： 

《達人會客室》 部落格網址：http://blog.xuite.net/bcc_ccl/bccccl 

Stay 在同人誌天空 阿民嫂                          她，常常在現實中，扮演漫畫電影電玩

中的腳色（稱之為 COSPLAY），但是在部落格上，她只需要扮演自己。灰色眼神的 Stay，在國

內同人圈小有名氣，原本只是想把自己腳色扮演的照片擺上 blog 相本，後來，開始在 Blog 上寫

自己的生活和心情，意外認識更多喜歡同一部漫畫、電影腳色、喜愛 COSPLAY、志同道合的朋

友，纖瘦清秀的 Stay 說：「玩 COSPLAY 的朋友，其實很希望被人了解的....」 

從小喜歡看漫畫、沉浸在漫畫的故事和腳色裡，Stay 從高中開始接觸 COSPLAY，任何腳色，她

堅持一定要自己非常喜愛才有辦法扮演。男裝扮相俊美的她，選定腳色之後，從服裝化妝髮型，

全部自己搞定。她笑著說，為了 COSPLAY， 讀外文系的她，沒有任何服裝裁縫經驗，卻硬是

拆了自己好幾件衣服研究板型，拆開縫線琢磨，直到現在，終於有了心得，所有衣服道具，不假

手他人，全部自己搞 定。喜歡漫畫「頭文字 D」，Stay 甚至曾經直接衝到日本，走一趟故事中

描述的公路賽車地點，幻想和自己喜愛的腳色更貼近。 

第一次接受廣播訪問，Stay 坦言，會接受訪問是希望透過自己的描述，讓大眾更了解同人這個圈

子，而不是所謂八卦或是對地下文化的窺視。Stay 在同人誌的天空，有著她讓人著迷的腳色扮相，

還有，Stay，愛上 COSPLAY，始終無悔的心情。 

【2006-12-03/聯合晚報/11 版/部落格晚點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則比較深入訪問 COSER 的報導並不是只針對 COSPLAY
而專門製作，而是一個稱為「達人會客室」的系列，這個廣播節目專門訪問各個

有名的部落格作者，而這位 COSER 只是一系列的受訪者之一。另外還有一則新

聞，是專門介紹國內研究 ACG（動畫、漫畫、遊戲的簡稱）的資深團體：傻呼

嚕同盟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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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教授 為動漫隱姓埋名 傻呼嚕同盟成員多為公教人員 為動漫去汙名化努力 擔心社會眼光 

發表文章都用化名 記者黃俊銘／台北報導  

「我們的存在，是為打破動漫文化被說成是群魔亂舞。」由動漫迷組成的傻呼嚕同盟，明年要過

十歲生日，他們從看漫畫、研究漫畫，到出書、拍片參與動漫創作；從業餘變行家，核心成員以

大學教授居多，但因擔心社會眼光，必須隱姓埋名。 

大約在一九九四年前後，一群在交大資工ＢＢＳ結識的留學生，因為經常在網海裡分享看漫畫心

得，同盟元老 Alplus 於是把這些人帶到中山大學「山抹微雲」ＢＢＳ設立專板，取名「ACG 

REVIEW」（動漫、遊戲評論）。 

傻 呼嚕同盟召集人 JoJo 回憶，當時大家散居各地，全靠網路相連，他在美國費城讀 MBA 時，

在波士頓念物理博士的 Zero 為了「網聚」，開八小時的車到費城 找他；後來網友學成後陸續回

台灣，一九九七年某次網聚，JoJo 一句「我們應善用動漫知識，為台灣做點事，而不是浪費時間

在網路上」，同盟宣布成立。 

同盟當時用的板名「ＡＣＧ」（animation、comic、game）後來被日本人不斷引用，意外變成國

際動畫、漫畫及遊戲產業的專業稱呼；而現在大家把動畫、漫畫簡稱「動漫」，也是出自傻呼嚕

同盟出版的百科全書「動漫 2000」中創造的新名詞。 

傻呼嚕同盟（Shuffle Alliance）取自日本著名的機器人動畫「機動武鬥傳 G Gundam」（台灣翻

譯成機動戰士鋼彈）裡的五名機動戰士，Shuffle 日語念起來像「傻呼嚕」，因而得名，目前成

員有二十多位。 

同 盟的第一本書「動漫 2000」談動漫知識、趨勢及文化影響，其中並以尾瀨朗、浦澤直樹做重

點研究，內容並不輕鬆，但書一出版就賣了七千多本；他們陸續出版 同盟報、日本動畫五大天

王等十餘本書，二○○四年還為電影「神選者」寫腳本，今年初成為國際書展動漫館的主要策展

人，明年更有跨國製片計畫。 

不過，也許是因為社會大眾對動漫的成見太深了，同盟成員又多在大學擔任教職，或在政府單位

工作，JoJo 說，「就像小學生看漫畫，往往會被認為影響功課」，所以至今他們發表文章還是只

能用化名。 

【2006-12-31/聯合報/A10 版/綜合】 

    這則新聞深入地採訪了傻呼嚕同盟的成員，也介紹了它們的成績和努力。可

以說是對於傻呼嚕同盟有一個深入而且清楚的介紹。值得注意的是這則新聞放在

第一落的 A10 版，聯合報又是知名的大報，因此社會大眾對於這樣一個神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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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動漫界默默努力的團體能夠有更清楚的認識，也能把傻呼嚕同盟的理念傳播

給更多的社會大眾。另外也有透過訪問 COSER，把如何從事 COSPLAY 活動的

細節告知社會大眾的新聞： 

虎科大同人誌 姿色不輸日本 模擬動漫角色 裝扮、擺姿逼真 國際偶戲節出場 殺死一堆底片 記

者蔡維斌／虎尾報導               活動+介紹） 

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上官紫玉熱愛同人誌，並創設中部地區大學院校第一個 Cosplay 同人誌社團，

因為沒有老師，社員只能透過網路吸取國外經驗，不過社員的裝扮、擺姿不亞於發源地日本的專

業水準，如此道地的同人誌，在每次雲林縣的大形活動中，總是搶盡鋒頭。 

虎科大的 Cosplay 研 究社，在多媒體設計系學生上官紫玉的推動下，去年 12 月才成立，目前有

約 40 名社員。上官紫玉說，同人誌在日本最風行，目前國內大專院校中，成立類似社團 的學校

少之又少，主要是裝扮成本太高，非一般學生所能負荷。其實有很多人喜愛同人誌，有了同人誌

社團，可讓同好在最節省的情況下，共同築夢，完成角色扮演 的夢想。 

上官紫玉說，同人誌不僅服裝很貴，身上的配件特別多，一身行頭打扮下來，都得上萬元，她曾

為了買一件 6000 元的二手衣服，足足吃了一個月的泡麵，還拚命打工，才能完成自己夢想，把

自己裝扮成想要的角色呈現在民眾面前。 

她說，除了外表裝扮，動作、表情的肢體揣摹和化妝，更是一大學問，如何讓自己所扮的角色更

傳神，就看個人所下的功夫。同人誌結合了舞台、戲劇人物，既是模特兒也是劇中人，不是光會

走台步或會化妝就可以，這也是同人誌吸引人之處。 

【2006-11-28/聯合報/C4 版/雲嘉南綜合新聞】 

    這則新聞訪問了 COSPLAY 研究社的創社 COSER 上官紫玉，並從她口中說

出 COSPLAY 必須注意的事項：衣服、動作、表情、化妝、如何融入角色等等。

並且也就虎尾科大的 COSPLAY 研究社作出了介紹，對她們表達正面肯定的態

度。 

    整體而言，這些「COSPLAY 介紹」的新聞在研究者看來，都能達到一定程

度的提供正面資訊的功能，不管是學者、專家或是 COSER 的訪問都對 COSPLAY
呈現正面的看法與意見，提供了解 COSPLAY 所需要的相關知識，並提供一種多

元開放的價值觀給社會大眾。像是一篇朱學恆先生寫的對於 COSPLAY 與同人誌

的介紹，除了說明這兩者的實際內容，與為何會如此受到大眾的歡迎之外，還解

釋了一般人對 COSPLAY 可能的誤解，例如可能會覺得 COSPLAY 其實是小孩子

玩的簡單玩意，但是朱學恆就針對 COSPLAY 的複雜困難之處論述，打破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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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同時朱學恆的文章最後也鼓吹一種尊重他人興趣嗜好的多元價值觀，對社

會大眾有種宣導的作用。只可惜這類的 COSPLAY 介紹新聞，在研究者的統計中

只有 25 篇，佔了總樣本 210 則新聞的約 12%而已，就數量上來說實在是很少。

因此，在「質」上面雖然能夠有積極正面的效果，但是在「量」上面因為太少了，

所以實際上所能發揮的影響力，還有待進一步的評估。 

四、特殊事件（13）。 

    特殊事件的定義是無法從以上三種定義中篩選出來的特殊新聞，也就是不符

合「活動資訊」、「負面新聞」與「COSPLAY 介紹」這三種定義的新聞，研究者

就將他稱為特殊事件，在所有樣本中只有 13 則。因為是難以定義的「特殊事件」，

所以內容也是千奇百怪。像是這則新聞： 

角色扮演 女學生廢墟拍照 記者游振昇／豐原報導       

年輕學生流行玩 Cosplay「角色扮演」遊戲，豐原市一處燒毀的眷村廢墟，昨天出現高中女生扮

演日本漫畫「地獄少女」的角色，化濃妝、站在廢墟內請同學幫她拍照，有些路人看到嚇一跳。 

但是燒毀嚴重的眷村，昨天卻出現女學生穿著日本女高校生制服並化濃妝，站在廢墟內擺出各種

姿勢，請另 1 名女同學幫她拍照；女學生說，她無意間經過這座燒毀的眷村，覺得很適合她扮演

的「地獄少女」背景。 

許多「同人誌」角色扮演者常在校園、公園、田野或寺廟拍照，再把照片上網與同好分享，扮演

對象包括漫畫、電玩人物與布袋戲角色。 

【2007-06-19/聯合報/C2 版/中部雲嘉新聞】 

    少女 COSER 前往廢墟拍照，就被記者當作一個「奇觀」來報導。因為這些

特殊事件的獨特性，因此普遍的報導方式是將此事件奇觀化，以較為誇大、驚奇

的筆法來呈現，以吸引讀者的目光。像是這則新聞就以「有些路人看到嚇一跳」

作為讓人驚奇的描述，但是實際上本篇報導中並沒有訪問到路人，因此也無從得

知到底是真的路人嚇一跳或者是記者個人的猜測。此外像是這則新聞： 

 

看我 Cosplay… 抗議啦！ 文／吳貞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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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NEXON 推出的神之領域線上遊戲，前年因數碼戲胞停止代理，近百位玩家昨天趁電玩展，

現身以 Cosplay 角色扮演遊行來柔性抗議，其中還有來自香港的玩家。召集人粉圓說，並不是想

把損失的儲值點數要回來，而是希望能有遊戲廠商接手。 

【2007-02-11/聯合報/C2 版/北市要聞】 

    記者在標題上用「抗議啦！」的語氣表達激烈的感覺，實際上新聞的內容極

短，只有短短一段而已。這則新聞實際上，牽涉到遊戲代理公司倒閉而停止代理，

牽涉到網路遊戲玩家自發性的組織自救會來抗議，甚至有許多玩家專程從南部北

上。對照其他網路新聞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事實上這位聯合報的記者沒有認真的

作足功課，而只是輕描淡寫的將此一抗議事件簡單帶過： 

【98play 記者 Johnson/ 台北報導】  

 還記得一年多前的《神之領域》嗎，這款由當時的數碼戲胞公司代理的線上遊戲，今（10）日

重出江湖，喚起不少玩家舊日回憶。原來這是一群不甘心的年輕玩家們組成的自救會，大家相約

到台北國際電玩展，以行動劇的方式，溫和表達他們對遊戲公司突然結束代理這款遊戲的不滿。  

 這群約有 200 人的玩家，屬於自發性行為。他們一早 9 點就已在世貿一館前集合，還有模有樣

的帶來了各式抗議招牌，並取名為神之領域自救會。  

 雖然是抗議，但他們一點也不悲情，從他們準備的道具中，還可以看出他們此行是多認真地在

表達他們的意見。  

 3 位帶頭的玩家，本身就是各大知名討論版的版主，其中一位暱稱粉圓的即為這次行動的總策畫。  

粉圓表示，《神之領域》突然結束代理，公司也倒閉後，玩家們開始串連，大家都很愛這款遊戲，

也因此彼此互相聯絡，後來大家感情愈來愈好，在北中南各地經常都有網聚。為了這次抗議，很

多人都是遠從高雄，台南北上，甚至還有一位玩家是遠從香港而來。  

 在現場的溫和舉牌抗議中，玩家還精心秀出了他們的 COSPLAY 裝扮，都是仿效《神之領域》

遊戲角色和造型，並且自己設計剪裁衣服。由此也可見他們對這款遊戲的投 

入。  

這群玩家帶著聯署書進入展場內，還引來一陣小小騷動，不少參觀民眾也因此被喚起了對這款遊

戲的回憶，紛紛為他們加油打氣，並且簽下聯署書。 

抗議的玩家之一傅薇表示，這期間大家也都分別試玩過其他遊戲，可是一直沒有發現那一款遊戲

能像《神之領域》那麼吸引她們，雖然大家也跳到日版去玩，但他們最希望的還是能夠有台灣的

廠商願意繼續代理，讓他們能夠繼續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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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見，那則簡短的報導仍然不脫「奇觀式」的報導方式，記者只點出了

COSPLAY 與抗議這兩者之間看似矛盾的衝突點、奇特點，卻不對抗議者作出更

深入的了解，讓她們說出更多心理的看法與訴求，也不見記者對於 COSPLAY 活

動的描述。因此也不能讓社會大眾對於 COSPLAY 有更正面更深入的認識。此

外，像是以下這則報導，記者更對於 COSPLAY 完全不了解，而犯下一個明顯的

錯誤，將「同人誌」等同於 COSPLAY： 

假面騎士熱場 病童 High 翻天 別出心裁耶誕禮 滿足小朋友幻想 痛 忘了 只想追著超人跑 記

者楊清雄／報導          

「ho！ho！ho！」聽到這個聲音，大夥兒馬上會聯想到耶誕老人，但昨天在台北耕莘醫院發送糖

果、慰問病童的，卻是蝗蟲變身、配有高科技武器的正義鬥士—假面騎士，大小朋友都被逗得笑

呵呵，度過一個溫馨的另類耶誕。 

兩名假面騎士先在耕莘醫院的兒童遊戲區出現，引起大小病友們的注意，有眼尖的病童發現，這

是享有盛名的東瀛超人，立即要求合照，一時間，遊戲區歡笑聲不斷。 

之後，騎士們又到各樓層的病房發送糖果、禮物，為病友們加油打氣，也期許病友們趕快打敗病

魔，健康出院；許多家長們還刻意帶著病童去找騎士，希望藉由滿足小朋友們的幻想，可以忘卻

病痛，重拾天真笑容。 

這麼別出心裁的「耶誕好人」慰問戲碼，全出自於 27 歲的周韋仁。原來，他的父親三年前腿部

受傷，在耕莘醫院骨科醫師吳暉傑的照顧下痊癒，之後又陸續因為意外事故而進出醫院，也都在

醫護人員悉心照料下健康出院，讓周韋仁相當感激。 

由於周韋仁恰好是同人志（Cosplay）的愛好者，他尤其喜歡扮演日本特效電影中，蝗蟲變身、

剷奸除惡的假面騎士，日前在一場同人志聚會中，當他提出這項陪伴病童歡度耶誕的構想時，不

但受到同好的熱烈回響，也獲得耕莘醫院的同意，因此昨天近 10 名同好趕赴院區，帶給了大小

病友們不一樣的耶誕節。 

【2005-12-25/民生報/A7 版/醫藥最前線】 

   那位記者把同人誌的「誌」打錯打成「志」，也把同人誌等同與 COSPLAY，

都是十分不專業的表現，當然由於他是醫藥線記者，對於這類知識不能苛求他要

了解得十分深入，但對於 COSPLAY 與同人誌不同，這樣基本的知識都犯錯，那

實在令研究者感到遺憾。而且，整篇報導的重點也放在如何帶給醫院小病友「不

一樣的聖誕節」，也就是持續將重點放在這個事件奇觀化的過程，對於 COSPLAY
的介紹卻少得可憐。不過，這位楊記者又寫了一篇對於此新聞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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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志扮演 費心思 還要花大錢 記者楊清雄／報導    （特殊） 

白雪公主、科學小飛俠、無敵鐵金剛……等卡通人物，陪伴許多人度過童年時光，有人則進一步

化幻想為實際，利用道具、衣飾，樂在其中地扮演這些角色，滿足心中那份當上偶像的欲望。 

不過，想要搞定這些道具、衣飾可不容易，三年前投入同人志（Cosplay）的周韋仁以他的 2003

年假面騎士造型為例，連身衣是找專業工作室打造，花了 1 萬 3000 元，騎士用來變身用的高科

技「腰帶」，則要 1 萬 1000 元。 

至於那頂酷到不行的假面頭盔，則是透過管道從日本購回，要價一萬元，整套裝備合計 3 萬 4000

元，不僅價格不斐，過程也不容易；不過，角色的選擇也是花費高低的關鍵，「若是扮演小叮噹

裡頭的葉大雄，只要一套小學制服與眼鏡就夠了！」 

【2005-12-25/民生報/A7 版/醫藥最前線】 

    在這一篇補充的報導中，楊記者強調 COSPLAY 除了費心思，金錢上的花費

也不少，在最後一段的倒數兩句話，又補充說：也要看選擇角色的不同。整篇報

導除了讓讀者覺得 COSPLAY 花費很兇之外，似乎沒有更多的資訊。而這個「花

費很多」的資訊又在最後一段的倒數兩句話，被記者先生自己的論述給反擊，呈

現一種自打嘴巴的狀況。因此，綜合前一篇報導與這一篇補充的報導，可以看到

絕大多數特殊事件的 COSPLAY 新聞，並沒有辦法幫助社會大眾更深入的了解

COSPLAY 活動的本質和內涵，反而會因為記者過度的強調奇觀、強調差異性，

而模糊了焦點，有可能將讀者對於 COSPLAY 的印象導向其他負面的地方。 

例如上上一篇以 COSPLAY 抗議的新聞，記者沒有深入去論述 COSER 們辛

苦作出 COSPLAY 的道具跟服裝，從南部北上的經過，只是短短幾句話說以

COSPLAY 來抗議，那麼 COSPLAY 作為一種抗議手段，跟普通的丟雞蛋、上街

遊行又有什麼不同？COSER 們花費的心力，以及不暴力抗爭的創意，都被記者

簡短的報導給忽略了，即使有說出她們的訴求，那也沒辦法讓讀者對於 COSPLAY
有深刻而且正面的印象。又像是上一篇假面騎士慰勞病童的新聞，不管是強調「特

別的聖誕節」或是強調「COSPLAY 花費不少」，都只能讓讀者看到一個很片面

的印象，記者甚至連新聞主角所扮演的「假面騎士」是什麼角色都沒有多作介紹，

也就是說，這兩則新聞雖然與 COSPLAY 相關，卻無法讓社會大眾對於 COSPLAY
有更多的了解，這跟傳統的「活動資訊」型新聞類似，都是缺乏適當且正確的資

訊量。 

陸、結論與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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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這些 COSPLAY 相關新聞的框架之後，研究者可以得出幾項結論。

一、活動資訊型新聞佔了所有 COSPLAY 新聞的絕大多數，由於重點在報導商業

活動的相關資訊，因此對於 COSPLAY 的介紹不足。此外，由於活動資訊型新聞

受到商業邏輯的龐大影響，另一種的 COSPLAY 新聞會大力強調 COSPLAY 吸引

人潮的宣傳效果，過於重視其商業上的附加價值而忽略了文化上藝術上的面向。

二，負面新聞只有一則，可說是極端缺乏。對此研究者的解釋是為了符合新聞商

業化、市場化的潮流，記者將 COSPLAY 活動視為各大型商業活動招攬人氣的重

要手段，因此選擇讓可能出現負面評價的「輿論」缺席、消音，故意不訪問廣大

社會大眾對於 COSPLAY 的看法，因此也無法讓媒體形成一個廣大足以讓社會大

眾討論的公共空間，而只是宣傳的一言堂。三、「COSPLAY 介紹」類的新聞可

以說是扮演了正面功能的新聞類型，這類新聞對於 COSPLAY 相關資訊的介紹，

可以讓社會大眾對 COSPLAY 有更深入的了解，雖然資訊的質量足夠，但是缺點

是數量太少，所能造成的影響還是難以評估。四，特殊事件的新聞由於過於重視

新聞事件的奇觀化新聞價值，而忽略了對於 COSPLAY 活動的介紹，容易讓社會

大眾忽略了行動者（新聞主角們）採用 COSPLAY 的原因以及她們 COSPLAY 的

價值。更有的記者因為對 COSPLAY 相關知識的缺乏，導致新聞中出現不少錯誤。 

    因此，研究者希望提出幾點建議，作為未來媒體報導 COSPLAY 新聞時的努

力方向：一、記者在報導活動資訊型新聞時，除了應該多作功課，避免犯錯之外，

還應該少用公關稿，應該盡量親自前去活動現場採訪，這樣才能貼近現場的氣氛

而不是只流於一兩句話的介紹。同時報導時應該加入 COSPLAY 的文化、藝術價

值，而不僅是強調其吸引人氣的商業價值。二、記者應該多多採訪社會各個階層

對於 COSPLAY 的看法，促進 COSPLAY 活動在公共平台上的意見交流與溝通。

三、應該多多增加「COSPLAY 介紹」這類新聞的數量，多報導有名 COSER、

相關書籍、專家評論、知名團體、COSPLAY 執行細節等等。四、針對特殊事件

的報導，應該對於 COSPLAY 這個活動如何被採用，採用後所造成的影響、採用

COSPLAY 的價值所在等等再多著墨，而不是簡短的報導或者只突顯事件的特殊

性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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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大綱 

1. 角色扮演者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料 

‧ 請問你是在什麼狀況下，接觸到 COSPLAY 這項活動？ 

‧ 請問你從事 COSPLAY 大約有多久時間了？（大概是從國中/高中/大學開始的

呢？） 

‧ 請問你每年大約會參加幾場 COSPLAY 的活動？ 

‧ 參加 COSPLAY 活動給你的感覺是什麼？ 

 

二、事前準備 

‧ 請問你是如何決定要 COS 什麼角色？有什麼特別的考量嗎？ 

‧ 請問你 COS 過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誰？為什麼？最常 COS 的角色又是誰？

為什麼？ 

‧ 請問你對於 COSPLAY 的相關資訊是如何取得的？ 

‧ 請問你決定了要 COS 的角色之後，是如何準備的？要多久之前開始準備？ 

‧ 1.道具：請問你是如何準備要 COS 的角色的道具？ 

‧ 自己作，跟朋友一起作或者是訂製？要花多久時間？其他？這些方法之間的

差別在哪裡？ 

‧ 作過最特殊的道具是什麼？ 

‧ 2.服裝：請問你是如何準備要 COS 的角色的道具？自己製作，跟朋友一起製

作作或者是訂製？要花多久時間？要花多少金錢？ 

‧ 穿過最特殊或者印象最深刻的衣服？為什麼？ 

‧ 請問你有固定會去的商家嗎？為什麼常去？ 

‧ 3.化妝：請問你都是如何決定 COS 一個角色的妝該怎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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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朋友討論？網路上查詢？自己想？其他？這些方法之間的差別在哪裡？ 

‧ 4.呈現：請問你是如何呈現該角色？包括行為、表情和神韻？ 

‧ 跟朋友討論？上網查？反覆看漫畫？自己想？其他？這些方法的差別在哪？ 

‧ 請問你如何和朋友分享 COSPLAY 相關的事情？透過網路？或者是平常有固

定的聚會？ 

‧ 請問您有跟過大團的 COSPLAY 嗎？是什麼作品的什麼角色？事先是在什麼

狀況下跟到團的？ 

 

三、COSPLAY 活動 

A.行動模式 

‧ 請問你大概都是怎麼去會場的？（自己去？跟朋友？家人載？） 

‧ 請問你平常參加活動時，都是一個人比較多，還是跟朋友一起？ 

‧ 請問你習慣在哪裡換裝？不同的換裝地點對你來說有什麼不同嗎？ 

‧ 可以請你敘述一下你抵達會場之後，進行 COSPLAY 的過程嗎？ 

 

B.互動 

‧ 請問你對攝影師有什麼看法？可以請你講一下你與攝影師的互動嗎？（可以

上一次參加的 COSPLAY 活動為例） 

‧ 有遇過什麼特殊的攝影師嗎？令你印象深刻的？ 

‧ 請問你對在場的動漫迷有什麼看法？可以請你講一下你與在場的動漫迷之間

的互動嗎？ 

‧ 請問你跟其他 COSER 之間是怎麼相處的？ 

‧ 一般來說會場都會有幾個超熱門的 COSER，從頭到尾都吸引了一大群人潮，

你對這樣的 COSER 有何看法？ 

‧ 你覺得 COSER 之間會有所謂的「默契」嗎？像是好幾個 COSER 一起來，有

人要求拍照的話，會等所有人都把服裝儀容都整理好，再一起拍照這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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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遇到跟你一樣扮演一樣角色的 COSER 要怎麼辦？ 

‧ 你對於媒體對於 COSER 的相關報導有何看法嗎？ 

‧ 在你參加過的 COSPLAY 活動中，對主辦單位的印象是什麼？哪些主辦單位

辦得不錯？為什麼？哪些主辦單位辦得不好？為什麼？ 

 

C. Social network 

‧ 請問你有多少個朋友跟你一起玩 COSPLAY？參與 COSPLAY 活動可以讓你

認識很多朋友嗎？ 

‧ 如果你有跟過團，是整場 COSPLAY 都會跟團一起行動嗎？還是會脫隊自己

行動？為什麼？ 

‧ 請問團體的 COSPLAY 活動跟自己一個人，或者兩個人一起 COS，這三種方

式你比較喜歡哪一種？為什麼？ 

‧ 請問你在 COSPLAY 活動結束後，會跟其他人討論當天的 COSPLAY 嗎？ 

‧ 會有跟朋友或社團一起”檢討”當天扮相、化妝或姿勢的狀況嗎？ 

‧ 請問你在 COSPLAY 活動結束後，你也會在網路上上傳自己的相片嗎？通常

都是用哪一家的網路相簿？為什麼？ 

‧ 請問你會上網路討論區，去觀看當天的其他 COSER 照片或者網友對於當天

COSPLAY 活動的心得評論嗎？為什麼？ 

‧ 你有覺得哪個網路討論區比較好嗎？為什麼？ 

 

四、COSPLAY 活動之後 

‧ 請問你在 COSPLAY 活動結束後，有跟當天拍攝你的攝影師聯絡，取得你的

相片嗎？是如何聯絡的？ 

‧ 請問你通常是根據什麼，去決定是否參加下一次的 COSPLAY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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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攝影師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基本資料 

‧ 請問你是在什麼狀況下，接觸到 COSPLAY 攝影這項活動？ 

‧ 請問你從事 COSPLAY 攝影大約有多久時間了？（大概是從國中/高中/大學開

始的呢？） 

‧ 請問你每年大約會參加幾場 COSPLAY 的活動？ 

‧ 參加 COSPLAY 活動給你的感覺是什麼？ 

‧ 請問你自己也會 COSPLAY 嗎？COS 與攝影這兩者之間的差別是什麼？ 

 

事前準備 

‧ 請問你前往參加 COSPLAY 攝影之前，要作什麼準備工作？在角色上的準

備？在設備器材上的準備？ 

‧ 會先跟同好或者朋友相約一同前往嗎？會請求朋友的協助嗎？ 

COSPLAY 活動 

A.行動模式 

‧ 請問你大概都是怎麼去會場的？（自己去？跟朋友？家人載？） 

‧ 請問你平常參加活動時，都是一個人比較多，還是跟朋友一起？ 

‧ 請問你習慣在哪裡攝影？不同的攝影地點對你來說有什麼不同嗎？ 

‧ 可以請你敘述一下你抵達會場之後，進行攝影的過程嗎？ 

‧ 請問外拍的攝影過程？ 

‧ 請問你還去拍過其他活動嗎？例如 COS 比賽，或者有 COSPLAY 的演唱會、

電玩展等等？ 

‧請問外拍、會場與其他活動，這三種對於攝影師之間的差別？ 

‧ 在會場你是如何挑選拍攝對象的？有什麼特殊的偏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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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互動 

‧ 請問你對 COSER 有什麼看法？可以請你講一下你與 COSER 的互動嗎？（可

以上一次參加的 COSPLAY 活動為例） 

追問有無叫 COSER 擺姿勢，為什麼？ 

追問一般拍攝 COSER 的禮節是什麼？ 

追問拍不同的角色有什麼不同的地方？或者不同角色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嗎？例如拍布袋戲跟拍動漫角色的差別？ 

‧ 有拍過什麼特殊的 COSER 嗎？令你印象深刻的？ 

‧ 請問你對在場的動漫迷有什麼看法？可以請你講一下你與在場的動漫迷之間

的互動嗎？ 

‧ 請問你跟其他攝影師之間是怎麼相處的？ 

‧ 一般來說會場都會有幾個超熱門的 COSER，從頭到尾都吸引了一大群人潮，

你對這樣的 COSER 有何看法？ 

‧ 你覺得攝影師之間會有所謂的「默契」嗎？像是好幾個 COSER 一起來，有

人要求拍照的話，會等所有人都把服裝儀容都整理好，再一起拍照這種狀況？ 

‧ 你對於會場中出現相同角色的 COSPLAY 有何看法？ 

‧ 你認為 COSER 如何看待攝影師的？對於所謂的「色淫師」又有何看法？ 

‧ 你對於媒體對於 COSER 的相關報導有何看法嗎？ 

‧ 在你參加過的 COSPLAY 活動中，對主辦單位的印象是什麼？哪些主辦單位

辦得不錯？為什麼？哪些主辦單位辦得不好？為什麼？ 

 

C. Social network 

‧ 請問你有多少個朋友跟你一起玩攝影？參與 COSPLAY 活動可以讓你認識很

多朋友嗎？ 

‧ 如果你有跟過攝影師的團，是整場 COSPLAY 都會跟團一起行動嗎？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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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隊自己行動？為什麼？ 

‧ 請問團體的攝影活動跟自己一個人，或者兩個人一起，這三種方式你比較喜

歡哪一種？為什麼？ 

‧ 請問你在 COSPLAY 活動結束後，會跟其他人討論當天的 COSPLAY 嗎？ 

‧ 會有跟朋友或社團一起”檢討”當天的拍攝狀況嗎？ 

‧ 請問你在 COSPLAY 活動結束後，你也會在網路上上傳自己的相片嗎？通常

都是用哪一家的網路相簿？為什麼？ 

‧ 請問你會上網路討論區，去觀看當天的其他 COSER 照片或者網友對於當天

COSPLAY 活動的心得評論嗎？為什麼？ 

‧ 你有覺得哪個網路討論區比較好嗎？為什麼？ 

 

COSPLAY 活動之後 

‧ 請問你在 COSPLAY 活動結束後，有跟當天你拍攝的 COSER 聯絡，發送你

的相片嗎？是如何聯絡的？ 

‧ 請問你通常是根據什麼，去決定是否參加下一次的 COSPLAY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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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者訪談大綱 

製作者訪談大綱 

基本資料 

‧ 請問你是在什麼狀況下，接觸到 COSPLAY 製作這項活動？ 

‧ 請問你從事 COSPLAY 製作大約有多久時間了？（大概是從國中/高中/大學開

始的呢？） 

‧ 製作 COSPLAY（服裝假髮）給你的感覺是什麼？ 

‧ 請問你自己也會 COSPLAY 嗎？COS 與製作這兩者之間的差別是什麼？ 

 

事前準備 

‧ 請問你製作 COSPLAY 之前，要作什麼準備工作？在角色上的準備？在設備

器材上的準備？ 

‧ 請問角色扮演者是如何與你聯絡的？他會給你什麼樣的資訊？ 

‧ 請問你跟角色扮演者之間是如何溝通的？ 

‧ 請問在溝通的過程中，是否會出現衝突呢？你如何說服他，或者雙方是如何

達到共識的~? 

‧ 在溝通過程中，你會堅持你的專業嗎？ 

實際製作 

A.製作模式 

‧請問在製作時會遇到什麼樣的困難？ 

‧可以簡單敘述一下製作的流程嗎？ 

‧製作不同領域的有何差別？拍布袋戲跟拍動漫角色的差別？ 

 

B.互動 

‧ 請問你對 COSER 有什麼看法？可以請你講一下你與 COSER 的互動嗎？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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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特殊的 COSER 嗎？令你印象深刻的？ 

‧ 請問你對在場的動漫迷有什麼看法？可以請你講一下你與在場的動漫迷之間

的互動嗎？ 

‧ 請問你跟其他製作者之間是怎麼相處的？ 

‧ 你覺得製作者與角色扮演者之間會有所謂的「默契」嗎？  

 

C. Social network 

‧ 請問你有多少個認識的角色扮演者？參與 COSPLAY 活動有因此認識很多朋

友嗎？ 

‧ 請問你會利用網路嗎？如何利用的？ 

 

COSPLAY 活動之後 

‧ 請問你在 COSPLAY 活動結束後，還會跟你的 COSER 聯絡嗎？是如何聯絡

的？ 

‧ 請問你通常是否會進行製作好東西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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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常用名詞釋義 

以下研究者列出本研究常用的名詞，並採用《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一書

中的定義加以解釋。定義如下： 

‧COSPLAY：動漫畫、電玩、小說、電影、布袋戲等等的愛好者，以服裝、彩妝、道

具、髮型等外在的裝扮以及模仿人物言行，將其所喜愛的特定作品內之人物角色，予以

實體化的行為，中文翻譯為『角色扮演』，在台灣，一般口語化簡稱為”COS”，並將玩

COSPLAY 的人簡稱為”COSER”。 

‧Cos：Cosplay 的簡稱，作動詞用時，可狹義翻譯成「扮裝」，比如說「他 COS 得真好」，

意指「他扮得真好。」 

‧PF：由開拓動漫祭籌備會所舉辦的同人誌販售會，其後加上的數字是指第幾屆的意

思。與 FF 不同處在於偏重同人誌創作 

‧人形劇：後援會的表演項目之一，由眾多 COSER 演出短劇，通常是劇集裡的惡搞版。 

‧同人誌：非官方的衍生小說或者漫畫紙本作品，日文原意為由一群同好合作者創作

出來的刊物。 

‧出角：此處「出」意同「CO」，出角意指要扮裝某一角色。例如「你下次要出什麼角？」 

‧同人誌販售會：讓同人誌可以公開販售的平台，通常為期兩天21，創作者們以租攤位

的形式參加販售會，藉此展示並販賣自己的作品。Cosplay 原本是販售會參加者的私人

活動，後來卻廣泛成為另一種目的，目前台灣 Cosplay 場所皆依附於同人誌販售會周邊

活動。 

                                                 
21 這為期兩天的敘述，指的是在台灣的同人誌販售會的狀況。日本最大的同人誌販售會 comiket
為期則是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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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援會：布袋戲官方通過成立的角色之 FANS CLUB。 

‧徵團：召集人公開徵求某作品的同類型角色，一起參加活動、外拍或交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