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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之目的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研究者在此論文中，深刻討論了角色

扮演活動（cosplay）在台灣的現況與未來發展趨勢；第二，為進一步探究角色扮

演活動在台灣的本土性，本研究將台灣角色扮演活動與發源地日本的角色扮演活

動在活動特質上作出比較；第三，本研究以符號互動論與高夫曼的劇場論為主要

切入觀點，研究台灣角色扮演活動如何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被建構而成。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主要以參與觀察法與深度訪談法，並透過實地與

網路進行了約一年的田野研究。研究者根據田野資料，整理出以下的研究發現： 

    （一）在互動建構出角色扮演活動這方面，本研究分別從事前準備階段與實

際活動階段來考察。在事前準備階段，角色扮演者（coser）與製作服裝道具的

店家（或工作室），兩者之間在互動方式上出現了世代的差異；從早期的集體行

動轉變為現今之個人行動。此外，本研究討論了角色扮演服裝製作面臨的趨勢：

專業化、商品化與國際化。實際活動部份，研究者則區分了會場活動、私拍活動

與其他活動，三者各有其不同的互動模式。 

（二）與日本經驗相比，本研究發現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有兩個獨特之處。

第一是台灣缺乏嚴謹的規範，第二則是台灣在霹靂布袋戲的部分有著大型的商業

組織在幕後主導，甚至影響了角色扮演活動的實質內容，而在日本則無此現象。 

    （三）從符號互動論來觀察角色扮演活動時可發現，角色扮演活動中各個行

動者的互動，共同建構了角色扮演活動。它不像小時候的扮家家酒遊戲，將未經

世事的小孩進行社會化。而是角色扮演者脫離了日常生活的規範，去社會化之

後，重新於角色扮演的場域進行的「再社會化」。從高夫曼的劇場論來看，角色

扮演活動是一個劇班整體通力合作所建構出來的表演，在事前準備階段，劇班的

幕後人員與角色扮演者一起建構出適合角色扮演者扮演的前台區域。在實際活動

階段，則是由角色扮演者、馬內、攝影師與觀眾等人共同建構出前台的表演。 

 

關鍵字：cosplay、coser、角色扮演、互動、建構、行動者、劇班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reefold. First, it examines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cosplay activities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econd, the study 
compares the cosplay activities in Taiwan with those in Japan, where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was originated. Third, this thesis uses symbolic intercationism and 
Goffman’s theory of drama and theater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how cosplay activities in Taiwan are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agents’interaction. 
    The study utiliz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including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ing techniques）to conduct field study about a yea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eld data, some major findings are stated as follows: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splay activities and divides the process into 
two parts: the preparing stage and the real-show stage. In the preparing stage, the cosers 
interact with those costume makers, and such interactions differ among different 
grenerations.  While the early generation of cosers prefers to act in groups, the cosers 
from the new generation tends to act in solo.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 discusses three 
tendencies that costume making is facing: speci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real-show stage, the thesis finds three types of cosplay 
activities: the exhibition activity, the photography activity and the third which is 
categorized as “other”. These three activiti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interactions. 

The researcher finds two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in cosplay activities in 
Taiwan whild comparing with those in Japan. First, cosplay activities in Taiwan have 
loose regulations.  Second, there is a larg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I-LI Chinese puppet show cosplay activities in Taiwan. This 
organization not only affects the contents of cosplay activities but also controls the 
resources in PI-LI Chinese puppet show cosplay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 thesis claims that all agents 
involved in cosplay activites co-construct the cosplay activities. Unlike the playing house 
in childhood, cosplay activities are not a socialization activity which aims at teaching the 
rule of daily life. Instead, cosers escape from regulations of daily life and re-socialize in 
the cosplay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ffman’s theory, cosplay activity is a 
performance orchestrated by a team. In the preparing stage, all the backstage agents 
cooperate to set up a front stage area. In the real-show stage, there are managers, cosers, 
photographers and audiences co-construct the performance at the front stage. 
 
Keyword: cosplay, coser, costume play, interaction, construction, agent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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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一起扮演「他人」：角色扮演活動之建構 

第一章 緒論 

什麼是 COSPLAY 活動（又稱角色扮演活動）？第一次聽到這個特別的和製

英語1單字的人，想必對這個奇怪的單字感到一頭霧水。事實上，在台灣有許多

人對 COSPLAY 這個領域並不了解，或者是從媒體的報導中，得知一些相關的資

訊，然而也只是停留在一知半解的狀態下。本研究既然是一個 COSPLAY 的研

究，就必須先讓讀者「知道 COSPLAY 究竟在作什麼」。首先，本章將以研究者

親身前往台大巨蛋體育館，實際參與觀察 COSPLAY 會場活動的田野筆記開始，

簡單說明一個角色扮演活動的場域，同時以及給予讀者對於角色扮演活動一個最

基礎的認識。其次，研究者將介紹 COSPLAY 活動的起源，以及 COSPLAY 成為

台灣特殊文化現象的狀況。最後，本章將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

闡述本研究的問題意識。 

壹、COSPLAY 活動現場田野筆記 

成為他者之可能：角色扮演活動 

2007 年 7 月 29 日，第十屆 Fancy Frontier （開拓動漫祭，之後簡稱為 FF2）

正式在台北市舉行，是一個專門販售同人誌作品3與漫畫相關產品，並同時舉辦

                                                 
1 和製英語：日本人自行發明的英文單字。《大辭書》的解釋為：「在日本，以英語的單字為基礎，

作出類似於英語的辭彙。」 
2 根據開拓動漫祭的官方網站表示，FF 自 2002 年在台灣開始舉辦，前兩年是每年舉辦一次，之

後每年都舉辦兩次，每次舉辦的時間多半是一次在寒假而另一次則在暑假。FF 可說是台灣近年

來最有規模的同人誌展售活動。 
3倪逸蓁等〈2006〉在《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一書中對於同人誌的定義是：「同人誌：非

官方的衍生小說或漫畫紙本作品。日文原意為由一群同好合作創作出來的刊物」〈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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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LAY4活動的場合。 

    2007 年的 7 月 29 日中午 11 點半，研究者抵達了 FF10 的展售會場：台灣大

學的巨蛋體育館外圍，看到人潮不斷往巨蛋體育館方向移動。透過觀察，可將人

潮依其前來的目的粗略地分為三大類：前來參觀的動漫迷、專門拍攝 COSER 的

攝影者，以及 COSER 們（實際進行 COSPLAY 的人，也有人稱作 COSPLAYER）。

第一類的單純參觀者，多半是 15~30 歲左右的年輕人，男女都有，他們多半是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例如捷運或者公車）前來的。年輕的動漫迷們大部分都是三三

兩兩地成群結隊，最少也有兩個人，比例上來說很少是單獨前往的。但是，另一

種人多半是單獨前往的：那就是專門來拍攝 COSPLAY 活動的攝影者。這些攝影

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至少在研究者參加過三次的 COSPLAY 活動田野場域中，所

觀察到的人當中尚未發現女性的專業攝影者），往往身上揹著「專業」的單眼照

相機、鏡頭、三角架等等配備，更專業的攝影師還會攜帶打光用的板子。攝影者

們很少成群結隊地出現，就算有的話也是兩至三個人，並沒有發現大群的攝影者。 

此外，往這個巨蛋體育館移動的人群之中，除了一般的動漫迷與攝影者之

外，還有一類人也是很容易辨別出來的，那就是 COSER 們；從外型上看來，研

究者判定這些 COSER 都是以 15 到 25 歲之間年輕的女性為主。她們會攜帶著自

己的服裝、道具與假髮等等裝備，把東西都裝在行李箱之中然後拖到活動現場，

再進行換裝。研究者發現這些 COSER 採取兩種方式到達會場，第一種是 COSER

以集體行動的方式，先約在會場附近的公共場所，再一起抵達會場。例如，研究

者看到一大團準備要扮演著名少年漫畫《死神》（BLEACH）中角色的 COSER

們，大概約有七八位，聚集在公館捷運站的地下走廊的一塊空地附近，一邊進行

換裝、化妝，一邊聊天或者等待待會要來的同伴。等她們準備就緒，這些《死神》

的 COSER 們就「聲勢浩大」地從捷運站出發，前往會場巨蛋體育館。至於另一

                                                 
4 倪逸蓁等〈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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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逸蓁等，2006: 28〉為了使讀者更能清晰地了解本研究使用的各種相關名詞，

研究者在附錄中增加了「常用名詞釋義」以供讀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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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的 COSER，不是集體事先約好在捷運站集合，而是自行前往會場。 

    抵達了體育館所在的位置，隨即發現 COSPLAY 的活動早就已經熱鬧地展開

了。COSPLAY 活動以場地來說，是散佈在這個巨蛋體育館周邊的活動。體育館

的階梯，周圍的空地，附近的裝置藝術，如石柱、石頭平台、石頭圓拱，體育館

附近的草地、醉月湖，醉月湖旁邊的涼亭等，都可以是 COSPLAY 的地方。當然，

嚴格說來 COSPLAY 還是有區域的限制，那就是 FF10 舉辦的場地，即台大巨蛋

體育館週邊。離開了體育館週邊、跑去大街上吃中餐或者進去漫畫展場逛的

COSER，或者是在台大校園中行走的 COSER 儘管仍然穿著 COSPLAY 的道具與

服裝，但是在 COSPLAY 活動的嚴格定義上，仍然不能說她們正在 COSPLAY。 

    研究者覺得整個 COSPLAY 活動的氣氛很輕鬆，有種隨性的感覺（或許也有

人會詮釋為凌亂）。大家基本上都隨意亂逛，沒有固定的動線，在外面逛膩了、

想要進去逛動漫商品的人，就買票進入體育館內部的展場。在外面的人，累了的

話就坐在體育館的樓梯上，或者坐在周圍的石頭上休息。大部分的 COSER 會佔

地盤，佔一個小空地作為坐下休息和放置東西的地方。會場上散佈著 COSER，

有些人坐著休息，跟朋友聊天或者幫彼此拍照（COSER 往往自己也會準備數位

相機），有些 COSER 正在擺姿勢給攝影師們照相。 

就研究者的觀察，COSER 的組合大致上可以分成單一的 COSER，兩人搭檔

的 COSER 與多人的 COSER 團。在這場 COSPLAY 活動中，研究者看到許多位

單一的 COSER，包括有兩位扮演《庫洛魔法使》中的主角：小櫻的 COSER。《飛

輪少年》裡面的希姆人氣也頗旺，《驅魔少年》的利娜莉，《FATE》裡面的角色

SABER，還有一些研究者不知道名稱的美少女角色。兩人搭檔的組合，比較熱

門的例如《海賊王》裡面的娜美與魯夫、魯夫與羅賓，《銀魂》裡面的阿銀與神

樂、神樂與定春（狗布偶），在當天的活動中都有看到。三人以上的像是當天有

老牌漫畫《七龍珠》的角色團，《死神》的角色團，《海賊王》團，《驅魔少年》

團，《家庭教師 REBORN》的團，還有一些穿著華麗的美少女，以及電玩遊戲中

『戰國無雙』和『真‧三國無雙』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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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針對單一特定 COSER 的單一 COSPLAY 攝影活動，研究者發現有其

固定的「流程」。以初步觀察而言，是按照以下的流程進行：攝影者詢問 COSER：

「可以拍張照嗎？」==>COSER 答應==>COSER 整理一下衣服、髮型，或者找

同伴 COSER 一起來==>COSER 擺姿勢==>攝影者拍照（這時候可能會加入更多

的攝影者一起拍）==>COSER 變換姿勢==>攝影者繼續拍==>拍完攝影師向

COSER 點頭並且道謝==>COSER 繼續給其他人照相或者回去休息。 

研究者大致上逛完了一圈之後，便買票進入體育館內部參觀 FF10 的主要展

覽。裡面的攤位主要是販賣動漫畫的相關商品，包括同人誌漫畫，各種同人的飾

品、徽章、海報、筆記本、袋子等等，展場內部有個小舞台可以供舉辦活動之用。

由於 FF10 的內部主要是販賣商品的商業活動，跟 COSPLAY 活動比較無直接關

係，因此不再多作敘述。 

根據研究者的上述觀察，COSER 們換裝與移動的方式，可以分成兩種類型。

第一類的 COSER 大部分是成群結隊的，也就是事先約定好的、集體活動的

COSER 們，她們會事先約好於捷運站集合然後一同前往會場，因此就會在捷運

站看到一大群 COSER 們正在換裝、化妝、等待集合的場景，而當然也引起不少

路人的注目。第二類比較屬於「單打獨鬥」型的 COSER，這些 COSER 多半會

提著很大的包包或者是拖著裝著道具、衣物的行李箱前往會場。這些 COSER 可

能是一個人，或是兩到三人，大都等到抵達會場的廁所後，才會開始換衣服及化

妝。 

研究者在此作出一個假設：COSPLAY 活動在空間與時間上，具有相當程度

的任意性和自由性。在空間部分，只要是巨蛋體育館週邊的空間都是 COSPALY

可能的地點。時間也是，只要在 COSER 穿上衣服，開始擺姿勢的那時起，就是

COSPLAY 活動開始的時間，因此，每個 COSER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把化

妝和衣服都準備好了才開始 COSPLAY，（當然之前說過的團體 COSER，因為已

經事先約定好，必須跟團體共進退，所以比較沒那麼「高度」的自由性），但是

對於零星的 COSER 而言，想扮就扮，想休息的話就去休息，想去逛漫畫展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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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就去逛，想看看其他 COSER 的扮相就去看，這種高度的自由說不定也是

COSPLAY 的魅力所在。（除了團體之外，根據研究者以往的田野觀察，對於一

些很「熱門」的 COSER 而言，她們的自由程度相對而言就比較低了，因為很熱

門的 COSER 身邊，總是常常圍繞著一群想要拍攝她們的攝影者，一批走了又換

一批，而且每一批攝影者拍起照來，多者十幾台照相機起碼擺姿勢也要擺個五分

鐘，才能讓所有人都照完。所以這些熱門的 COSER「比較」不能任意休息和退

出。） 

此外，COSPLAY 的活動在身分的變換上，研究者也假設擁有一定程度的自

由性。根據觀察，雖然 COSPLAY 的活動中參與者大致上可以分為：觀眾、

COSER、攝影者三種，但是其實她/他們的身分是可以互相流動的，觀眾可以用

自己帶的照相機拍照（觀眾=>攝影者），COSER 可以隨時轉換為觀眾和攝影師

（COSER=>觀眾、COSER=>攝影者），攝影師也可以轉換為單純的觀眾（攝影

者=>觀眾）。研究者常常看到在一群攝影師正在拍攝某位 COSER 的時候，旁邊

的 COSER 也加入攝影師的行列一起拍照（只不過拿的不是專業照相機而通常是

一般常見的數位相機），也常常看到 COSER 彼此幫對方照相，或是看到 COSER

穿著道具服混雜在觀眾中，跟觀眾一起逛展場，跟觀眾一起購買動漫畫相關商

品，也跟觀眾一起參與會場單位所舉辦的活動（例如簽名會等）。 

從研究者的田野筆記中，可以看出 COSPLAY 活動有著十分特殊而且有趣的

特色，包括了不同 COSER 可以分類出不同的行動模式，（COSER 在換裝和前往

會場的方式的差異，不同人數組合上的 COSER 組合差異） COSPLAY 活動在時

間與空間上的自由性，以及不同參與者在身分上的互相轉換等等。研究者認為，

這些不同的行動模式並非出於偶然，而是需要進一步探討這些行動模式背後的原

因為何，是否與 COSER 個人的背景以及社會網絡有關係呢？還有，COSPLAY

活動的自由性與流動性，是由不同參與者所共同構成的，這些參與者之間呈現了

何種的互動關係，也是值得進一步去探討與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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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的娛樂產業發展與移植下的 COSPLAY 現象 

COSPLAY 與日本動漫文化的關係非常密切，除了 COSPLAY 的語源是來自

日文的「COSTUME PLAY」之外，COSPLAY 的主題中也有很多是以日本動漫

畫中的角色為主要的扮演對象。日本是亞洲最早成為已開發國家的經濟體。由於

戰後美國的大力資助，加上種種的原因（例如豐田汽車的組織和生產方式），創

造了日本戰後的高度經濟成長。在社會學界與經濟學界，已經有許多學者就日本

經濟發展模式及經驗進行了許多的學術討論。不過，除了學術界與社會大眾較為

關心的日本汽車業、鋼鐵業、金融業之外，日本的娛樂產業其實也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娛樂產業於二次大戰後開始蓬勃地發展，並逐漸形成一個產値和規模

龐大、彼此互動綿密的產業網，其中包含了各種不同的產業，例如漫畫出版業、

音樂產業、電影產業、電視產業、錄影帶（日後的 VCD，DVD 等）、玩具製造

產業、電玩產業等等。其中，廣義的「動漫畫產業網絡」在今日已成為日本經濟

上、社會上和文化上一個不可或缺的重要產業。就數據上顯示，戰後日本的經濟

發展中，娛樂產業開始佔了很重要的地位，到目前估計約有五分之一的經濟是由

娛樂產業創造。根據陳仲偉（2004）的書中指出，2002 年 2 月舉辦的「新世紀

東京國際動畫博覽會 21」上，當時的執行委員會委員長，同時也是東京都知事

石原慎太郎向大會報告，指出日本的動畫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很好的評價，並且佔

有全世界動畫市場的 60%左右。從當時石原慎太郎先生的身分，同時身兼首都東

京的市長（都知事），也是動畫博覽會的執行委員會委員長，就不難看出日本對

於動漫畫產業的重視程度。根據王高山（2005）的文章指出，全球市場的動畫電

影票房和 DVD 等銷售量高達 52 億美元，而在日本的國內市場，各種動畫以及

週邊商品如動畫相關的遊戲、玩偶等等，銷售量總額更高達 185 億美元。陳仲偉

（2004）也指出，根據日本政府厚生省在 1999 年對於日本動畫產業的「對象人

口數」所作的調查顯示，動畫商品在日本的「對象人數」高達 7500 萬之多，對

照起當時日本的人口，就是平均 10 個人中有 6 個人會購買動畫相關商品，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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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風靡的程度有多高（陳仲偉，轉引自日經 BP 社，1999: 22-24、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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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類動漫畫有極高熱忱與專精知識的

人），這並導致了許多的學者專家討論。而另一個漸漸引人矚目，卻較少引起學

者專家討論的，則是 COSPLAY 的現象。COSPLAY 是一個外來語，一般認為是

從日文轉借過來，起源是把日文的 COSTUME 跟 PLAY 結合起來，而創造出來

的特殊新詞彙。根據三省堂出版的《大辭林》第二版，關於 COSPLAY 的解釋如

下：「（新語）［コスチューム-プレイから。英語圏では cosplay と表記されてい

る］。アニメーション・マンガ・ゲームなどのキャラクターやさまざまな職業

の扮装（ふんそう）をすること。」研究者將其簡單地翻譯成中文，意思就是：「（新

詞彙）[出自 Costume Play。英語的話則是寫成 cosplay。]扮裝成動畫‧漫畫‧遊

戲等等的角色---各式各樣的職業。」相對於日本方面的解釋，台灣人對於

COSPLAY 的解釋則為：倪逸蓁等（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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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天使寇詩兒 PLAY》，P.28）若是把《大辭林》的定義與之

前提到的倪逸蓁等（2006）的 COSPLAY 定義加以比較，便可以看出，日本字典

的解釋將「各種職業」的扮裝也納為 COSPLAY 活動的一種（例如扮成警察、護

士、女僕等等）。然而台灣的解釋則是除了動漫畫與電玩之外，還加上了小說、

電影、布袋戲這三類的扮裝，特別是加上了屬於台灣所獨特的主題：布袋戲的這

個類別。然而台灣的角色扮演解釋，卻不認為「職業」的裝扮是 COSPLAY 的一

種。從不同國家對於 COSPLAY 在解釋上有著這麼大的差異，就可以了解這是個

還在成形與發展之中的活動，因此導致一種眾說紛紜的現象，根據不同的國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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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狀況，而會出現不同的定義。根據倪逸蓁等（2006）的說法，COSPLAY 的

中文翻譯可以翻譯成「角色扮演」，因此本研究為了之後閱讀上的方便，將

COSPLAY 這個英文字詞，改以「角色扮演」（或角色扮演活動）來陳述，而 COSER

則以「角色扮演者」來替代。 

角色扮演的現象在 1970 年代後半開始在日本出現後，角色扮演活動的愛好

者在日本逐漸增加，並以青少年居多，成為一種青少年的次文化。隨著日本動漫

畫的廣泛地行銷到全世界，連帶地使得角色扮演活動也傳到台灣來，但是許多人

認為角色扮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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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社會脈絡之下的角色扮演現象。例如，在台灣角色扮演的「主題」其實並不必

然是只限於日本動漫畫的角色而已，在台灣的角色扮演界其實有另一大派的角色

扮演者們，是擁護所謂的「霹靂布袋戲」角色作為角色扮演的主題，而這個霹靂

布袋戲正是台灣社會脈絡下所獨有的文化產物（產業）。5 然而，究竟這樣的觀

念是否正確呢？日本角色扮演活動究竟是完全複製到台灣來，還是會在台灣的社

會脈絡下出現新的演變？也將是本研究所要關心的主題之一。 

參、研究動機與問題意識 

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主要有三個：個人興趣、關懷台灣的新興社會現象以及學

術上的考量。研究者本人身為一位動漫畫的愛好者，從小就是看漫畫長大的，對

於日本動漫畫有相當濃厚的興趣。可以說研究者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長期受到

日本動漫畫的影響。因此在碩士論文上也希望研究一些與自己興趣有關係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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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希望能從較少人關注的社會學角度出

                                                 
5 倪逸蓁等〈2006〉：「〈布袋戲〉台灣特有的一類 COSPLAY，與其他類型的 COSPLAY 可說平行

發展毫不相關，擁有獨立的文化圈，直到近年活動場次頻繁，才漸有交集。在日本、大陸也有少

數 COSER，且日漸增加中。」〈《變身天使寇詩兒 PLAY》，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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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去解釋目前發生在台灣社會上的新興社會現象。角色扮演活動，正是從日本

動漫畫傳播到台灣之後，所引發的一個新興社會現象，這個現象在台灣近幾年來

是如此的流行而且蓬勃發展，並且受到青少年的喜愛，使得研究者從原本對於動

漫畫的關注，轉移到了角色扮演活動這裡。何以說是流行呢？以研究者搜尋到的

一則新聞而言，為期兩天，在台北市台大巨蛋所舉辦的動漫祭，包含了動漫畫相

關商品的販賣以及角色扮演活動，可以吸引到共約五萬人次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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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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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2-24/聯合晚報/4 版/焦點】記者韓青秀/台北報導 

而且，不僅是人數上的龐大，從這則新聞中還可以看到「有不少動漫迷從昨

天傍晚開始排隊等候」、角色扮演活動能夠「吸引眾人目光」等等的敘述，可見

得在心理層面來說，動漫祭對於年輕人的吸引力可說是非常大的。角色扮演這項

在台灣如此受到青少年熱愛的特殊活動，究竟在台灣是如何被落地生根的？這的

確值得受到研究者的關注。 

    第三，經過研究者的初步搜尋，發現目前台灣的學術界（特別是社會學界）

對於角色扮演活動，還是相當忽視，並且缺乏各種質化與量化的實證研究與討

論。研究者基於學術上的考量，認為有必要從目前台灣學術界缺乏的社會學角

度，深入地觀察與分析角色扮演活動的各種特性、實際進行的狀況與角色扮演者

與其他參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希望以社會學角度對於角色扮演活動作出全面性

的剖析，並利用社會學理論作出解釋，讓台灣的社會學界對於角色扮演活動有更

深入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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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的研究動機之下，發展出了本研究的問題意識。首先，台灣的角色扮

演活動作為一個從日本移植過來的文化現象，是如何進行？角色扮演活動中，以

角色扮演者本人為中心，她們是如何準備、實際操作乃至於事後的各種檢討活動

呢？ 

第二，在角色扮演者執行角色扮演活動的過程中，她們必然會與其他同樣參

與者產生互動。像是在研究者的田野筆記中，就可以看到角色扮演者不但與角色

扮演者之間彼此有互動（例如一起出團），也跟攝影師有所互動（例如角色扮演

者站著讓攝影師拍照）。因此，研究者希望深入地去探討在角色扮演活動執行的

過程中，從頭到尾角色扮演者與哪些參與者（例如店家、攝影師、其他角色扮演

者等等）產生了互動，不同參與者之間又是以何種的關係，共同建構出台灣角色

扮演活動的現況。 

第三，角色扮演活動作為一個從日本移植而來的文化現象，當其被引入台灣

之後，是否發生了變化，讓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產生與日本角色扮演活動不同

的地方？研究者希望透過徹底了解台灣角色扮演活動運作的現況，來與角色扮演

的起源地日本作比較。 

肆、研究目的、重要性與預期貢獻 

研究者希望本研究能夠達成以下之研究目的。首先，研究者希望了解在台灣

社會中，角色扮演者們如何執行角色扮演活動的詳細狀況，包括她們如何進入角

色扮演，如何選擇扮演的角色，各種角色扮演活動的相關資訊如何取得、分享，

如何實地執行角色扮演活動，如何加入或者構成角色扮演者之間的團體等等。 

其次，研究者希望去了解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中，是否存在著不同的活動內

容？各種不同的角色扮演活動，其主要特色為何？而其背後又有何社會機制，去

構成這些角色扮演活動的不同內容與特色？ 這些對於台灣角色扮演活動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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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有助於在未來，更進一步地去比較台灣與日本在角色扮演活動上的差異。

並且針對這些差異，研究者希望從社會學的角度作出討論與分析，以釐清一個文

化現象的傳播是否會受到該地不同社會脈絡之影響。 

第三，由於以往的研究專注於角色扮演者本身，忽略了其他共同參與角色扮

演活動的人。本研究希望能了解角色扮演者們參加角色扮演活動時與他人的互

動，包括了與攝影者的互動、與店家的互動、與一般動漫迷的互動、與其他角色

扮演者之間的互動等等。研究者這裡所定義的「互動」主要包括兩個方面，一方

面是人際互動時，彼此所採取的態度，以及對彼此的看法。另一方面，則是互動

時為了回應這些態度與看法，所採取的實際行動。透過了解這些行動者之間的互

動關係，研究者希望能了解決定一場角色扮演活動的真實狀況，進一步地建構出

台灣社會中較為完整的角色扮演圖像。 

本研究的重要性與貢獻，主要在於三個層次，分別是理解與應用層次、比較

層次與理論的層次。以下分別就三個層次來分別說明。 

首先，由於目前學術界缺乏對於台灣角色扮演活動作出全盤討論與綜觀的研

究，社會大眾多半是透過媒體的報導去理解角色扮演活動。因此本研究希望以社

會學的角度出發，透過深入描繪台灣角色扮演活動的現況，讓社會大眾與學術

界，能夠更清楚地去理解角色扮演活動的實際內涵。並且能夠讓之後有心想要研

究角色扮演的學術界人士，將本研究的已知成果作為基礎，加以更進一步地研

究。此外，若是產業界或者政府相關單位能夠從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中，獲得幫助

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資訊，直接或者間接地促進了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對

未來的角色扮演活動有所幫助，也可以說是本研究在應用上的貢獻。 

其次，在了解台灣的角色扮演現況之後，研究者進一步對目前台灣的角色扮

演活動與起源地日本的角色扮演活動加以比較，以了解到台灣與日本的角色扮演

存在著何種差異，並且進一步去分析造成此差異的社會因素為何。對於了解台灣

與日本社會的差異，以及對於了解一個文化現象的傳播，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

國家之後，是否會因為當地國情不同而發生變化，都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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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研究希望能跟一些相關的理論對話，並且對於相關的理論作出進一

步的應用與延伸。由於本研究對於角色扮演活動的探討，著重於角色扮演者與他

人的互動方面，因此對於符號互動論以及高夫曼的戲劇論，都具有相當程度的對

話空間。其次，由於角色扮演活動的特性，與「遊戲」有著相似的特性，因此研

究者也將檢閱社會學界對於遊戲的相關理論並與之對話，期望透過對角色扮演活

動的實證研究，與目前的遊戲理論作出對話與延伸。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在理

論層次的預期貢獻，也就在於本研究期望能更豐富以上提到的這些社會學理論，

對他們作出更進一步的應用與延伸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