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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目前在市面上出現了兩本介紹角色扮演的書籍，一本是《同人誌之秘密花

園》，由傻呼嚕同盟共同企劃、寫作，另一本是由多人合著的《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這兩本書都有共同的特色，就是都包含了精美而且數量頗多的彩色

角色扮演者照片。在內容與主題方面，這兩本書也都相當類似，主要是角色扮演

活動的介紹，包括角色扮演相關名詞的解釋、角色扮演在台灣的歷史、以及台灣

目前知名的幾位角色扮演者等。以下研究者分別就這幾點略為簡介。 

壹、名詞解釋 

研究者首先對角色扮演相關名詞的解釋進行解釋。在《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此書中，特別開闢了一個單元，稱作「腐宅萌小辭典」，針對一些特

殊、難以理解或者令人混淆的專業術語，作出簡單的解釋。由於這些辭語並非全

部都與角色扮演有直接的相關，而是廣泛地包括了現在的網路流行語（例如『Orz』

或者是『囧』）以及 ACG 界的流行用語（例如腐、宅與萌等等），因此研究者僅

挑選與 COSPLAY 有直接相關的辭語，從此書中的解釋，進行簡短的摘錄。首先

是對於同人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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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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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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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上的解釋大致上無誤，只是在「目前台灣 COSPLAY 場所皆依附於同

人誌販售會周邊活動」這句話上面，研究者認為事實上還有討論的空間。根據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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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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的觀察與資料蒐集，發現目前大部分的角色扮演活動的確仍依附於同人誌販

售會，所以這個解釋大致上來說是正確的，但是仍然有不少的角色扮演活動，不

再是單純地依附於同人誌販售會活動出現的，而是結合了更多商業與行銷手法。

例如，有些大型的商業展覽，例如台北國際書展，漫畫展，電玩展等等，這些大

型的展覽活動會邀請一些角色扮演者前來，以角色扮演活動來作為吸引人氣的商

業手法。此外一些廠商推出新的產品時，也會以明星代言並且請明星從事角色扮

演，來炒熱話題與人氣，對於這些展覽、廠商與活動主辦單位而言，角色扮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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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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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11/民生報/C3 版/明星真面目】記者黃盈瑜報導 

    此外，目前台灣也有舉辦一些角色扮演的比賽，這些角色扮演比賽也不是依

附於同人誌活動之下。例如，一個網路上很有名的電玩資訊站—巴哈姆特資訊

站。每當巴哈姆特資訊站舉辦週年站慶的時候，網站官方就會舉辦角色扮演比賽

作為慶祝。或者是霹靂布袋戲的各個角色後援會，當舉辦活動的時候也會邀請許

多角色扮演者前來。因此，台灣的角色扮演並不只是單純依附於同人誌販售會之

下的活動，而是有著不同面貌的複雜活動。另外，對於主辦單位及活動，該書提

出的解釋如下： 

    CWT：由台灣同人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籌辦的同人誌販售會，其後加上的數字是指第幾

屆的意思。 

    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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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 不同處在於活動企劃多元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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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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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三個解釋是《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為目前在台灣規模比較盛

大的 COSPLAY 活動場次，兩大不同主辦單位所作出的解釋。接下來是（腐宅萌

小辭典）這一章對於角色扮演活動進行時的一些辭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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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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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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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屍團：意指其扮相連屍體都會被驚醒的一團人。 

    這些解釋主要是跟角色扮演活動有主要關係的辭語；出角、徵團等等都是角

色扮演者口語上常常使用的術語（行話）。第三部分是霹靂布袋戲角色扮演之間

使用的專業術語： 

   布布：布袋戲的簡稱，也有人以英文 BUBU 代替。 

    PP：同好間對霹靂布袋戲公司的簡稱。 

    原版布：布袋戲木偶偶衣製作時所用的布料。 

    原版師：木偶偶衣及造型設計製作者。多半指的是霹靂的兩位製作師。 

    代替布：原版布沒了或是無法買到時所用的布。 

    後援會：布袋戲官方通過成立的角色之 FAN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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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尊：出現於劇集中的木偶，若是主要要角會分文戲偶和武戲偶，一般精品店販售的是分身。 

    從這些獨特的術語可以看出，台灣的布袋戲迷們自成一個文化圈的現象，也

因此創立出屬於他們專用，用來辨識何謂「內行人」的獨特術語。 

 

貳、角色扮演活動在台灣的歷史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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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研究者就現有文獻中理出台灣角色扮演的歷史樣貌。《同人誌之秘

密花園》的作者之一小海負責歷史的部分，他以三個世代的角色扮演者，座為主

籌來敘述並且定義角色扮演活動在台灣的歷史。 

 （一）第一世代：為 1992~1995。《同人誌之秘密花園》提到，這個世代的

角色扮演者都擁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主要都是以玩電玩為主的人，並且都有一定

程度的日文能力，所以能夠了解電玩遊戲以及日本動漫的劇情和角色故事。《同

人誌之秘密花園》推論，這個特色也跟日本的角色扮演活動源起有關，小海認為

日本最初的角色扮演活動就是發起自電玩遊戲，熱情的遊戲玩家對於遊戲中的角

色進行扮演。因此當時 90 年代初期，這些會玩電玩遊戲，並且懂得日文，能夠

得到日本角色扮演活動相關訊息進而理解的人們之中，就出現了角色扮演者。小

海提出第一世代的環境，在環境上處於相當艱困的狀況，因此相當需要「自立自

強」，例如自己動手作衣服等等，並且有機會的話會彼此密切地合作，很多人因

此培養出一種「革命情感」。 

（二）第二世代則是 1995~1998，作者小海個人認為就是此一世代的角色扮

演玩家把這項活動「介紹給大眾認識」，也就是正式向社會大眾提出角色扮演活

動資訊的人。這一世代的人，是看到第一世代的例子之後，產生模仿心態而去進

行角色扮演活動的人們。作者小海認為，第二世代的人普遍心態較為積極，並且

不再像第一世代，樣樣都得自己來，第二世代的人比較傾向分工合作或者向外面

的店家購買。同時作者提出，在這一世代的人比較會向外界宣傳角色扮演以及相

關的卡通漫畫，而媒體也因應了這一世代的狀況，而有越來越多的角色扮演活動

相關報導出現（儘管正面負面的報導都有）。 

（三）第三世代為 1998 到現在，作者小海認為現在的台灣角色扮演界是「成

熟穩定，並且趨於飽和」。他並提出第三世代的特色是「一開始是經由大眾媒體

得知 COSPLAY」的人們，此時這些人們的狀況不見得對於「作品」有這麼大的

喜愛，而是比較依照角色的人氣度或可愛度去扮演，並且另一個特色是「接收了

第一、第二世代玩家們建立起的資源」，擁有較為充足的各種資源是她們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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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最後一項特徵是網路的大量運用，網路討論區、網路拍賣、網路相簿等等

都是第三世代最常使用的網路資源。作者小海最後提到，這三個階段的劃分有其

限制存在，因為這個標準，「是根據筆者自身的體驗彙整而成的主觀分類」，而研

究者也認為，要依照他的分類去劃分玩家實際上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同一個人可

能跨越了這三個階段，因此這三階段只是粗淺的分類。 

    至於另一本《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對於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歷史

並沒有採取分出歷史階段的敘述方式，而是以簡單的敘述，以時間順序簡單介紹

了一下發展的過程，並且以「重點式介紹」的方式，分別介紹了「舉辦 COSPLAY

活動的團體之歷史（例如 CWT 以及 FF）」、「重要商業團體之歷史（例如巴哈姆

特資訊站）」、「主要書籍的歷史（例如 Cosmania），以及最後另闢一章專門介紹

台灣角色扮演界的大事紀。由於這些大事紀過於繁瑣，而且數量眾多，因此研究

者無法一一詳述，僅列出研究者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幾個事件，並且由研究者以

時間順序加上數字編號，簡單敘述如下： 

（一）最早的狀況。《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作者提到台灣據信最早

的角色扮演活動，是 1994 年，在台北市松山外貿一場的活動中，有一群愛好《機

動戰士鋼彈》的人穿著聯邦軍服出現。 

（二）1995 年第一場正式性質的角色扮演活動出現，稱為 95 變裝天王，並

且有正式的公告以及文宣。 

（三）大星界山事件，布袋戲界有一位角色扮演者參加了「大星界山社團」，

卻傳出捲款潛逃的事件，書中作者認為這是第一起角色扮演者造成的負面事件。 

（四）第一場「商業活動」在 1997 年由捷比公司與日本的艾斯泰諾公司（SE

株式會社）合作，在建國中學附近的民眾活動中心，舉辦商業化同人誌活動。 

（五）布袋戲迷與霹靂公司的衝突，1998 年出現霹靂公司公開聲明不得有

販賣未經霹靂公司授權的任何相關產品，並保留法律追訴權。研究者認為這無疑

影響到了台灣當地布袋戲迷的「同人誌創作」，是一個非常值得關切的事件。《變

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的作者提到，角色扮演的同好擴大解釋此一聲明，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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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角色扮演者扮裝成霹靂人物也會觸法，但是至今霹靂公司並沒有宣稱角色扮演

違法。 

（六）2000 年在師大舉辦的 CWT 活動中，展場出現不明的紅色液體，一度

讓校方十分緊張，但是後來證實是角色扮演者化妝時候使用的假血。這個事件導

致師大校方之後拒絕提供場地給角色扮演活動，《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

的作者認為這起事件，是角色扮演者需要自律並且警惕的重點事件。 

（七）2000 年角色扮演界的一大盛事是台灣的星光大道相簿開張，並且舉

辦了盛大的角色扮演比賽，星光大道是第一個提供給角色扮演者的專業網路相

簿，因此風靡了角色扮演界，成為角色扮演同好之間，以及攝影師之間交流的平

台。作者說，『你的星光在哪』一時之間變成角色扮演者彼此最流行的招呼語。

但是在 2005 年星光採取了收費機制，導致角色扮演者的大量遷移，目前最多角

色扮演者使用的相簿為天空相簿。 

（八）2001 年《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的作者說台灣的角色扮演界「又

邁向新的里程碑」，因為 CWT 確立在台大巨蛋體育館舉辦的慣例，之後 FF 也跟

進在台大巨蛋舉辦，奠定了台大巨蛋是角色扮演活動中，是北部最重要的舉辦場

地的傳統。 

（九）2005 年霹靂布袋戲首度入圍金鐘獎，並且獲獎，其中布袋戲角色扮

演者步上金鐘獎的星光大道紅地毯，《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作者認為，

此一事件的重要性在於，首次有霹靂布袋戲的角色扮演者在大型頒獎典禮上登台

亮相。 

（十）2006 年尖端出版社出版了號稱第一本專業的角色扮演雜誌：

CosMania，第一期的創刊號更邀請到三大國內知名的角色扮演者：席珍、萱子

與染井洍現身說法。 

（十一）黃光國事件，台灣大學教授黃光國公開批評在台大舉辦的動漫祭以

及漫畫博覽會，黃教授在媒體上發言，認為學生花時間沉迷在漫畫以及相關事物

上，就像是吸大麻一樣浪費時間又有害。這起發言引起許多動漫迷的抗議，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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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帶頭向台大抗議。 

研究者認為《變身天使寇詩兒 COSPLAY》的歷史敘述方式，比起《同人誌

之秘密花園》而言較為客觀且詳細，也比較能夠理解台灣角色扮演活動發展的分

別狀況。但是缺點就是過於強調個別的敘述，顯得有點零散，缺乏角色扮演活動

整體發展的脈絡以及系統性，並且太零碎的事實陳述，也缺乏了身為一位觀察者

所應該提出的分析和評論。 

參、國內相關的論文 

儘管缺乏學術性的專書討論，不過研究者發現，在新聞學界已經有人注意到

角色扮演活動這個新興的社會現象，並且對它作出了研究和討論，在研究者所找

到的幾篇碩士論文中，像是宋丁儀（2002）對於霹靂布袋戲的戲迷們（其中包含

了布袋戲的角色扮演者們）的研究，以戲迷的角度出發，試圖找出現代消費社會

中閱聽人新的定位。宋丁儀（2002）認為消費社會中雖然消費文本高度地被商業

化，但是閱聽人仍然具備了她們主動詮釋的能動性。從宋丁儀對於霹靂布袋戲戲

迷的研究，就可以知道戲迷具有相當程度的能動性，並且能透過加入一些組織（如

後援會），來增加自己的創造力與能動性。 

李姿瑤（2003）則從訪問角色扮演者與同人誌創作者開始，試圖從角色扮演

者與同人誌創作者的經驗，去了解她們如何透過固定的創作主題與特色，以建構

出一個同人誌創演活動專屬的幻想世界。李宜蓁（2006）的研究相對於前兩者，

更貼近於角色扮演者與角色扮演活動本身，她訪問了許多角色扮演者，試圖找出

角色扮演者們是如何反抗消費社會與性別的傳統束縛。其結論是角色扮演者一方

面反抗了消費社會與性別疆界的束縛，但另一方面也受到這兩者不可避免的制

約。 

另外在新聞學界，有郭書吟（2007）從霹靂布袋戲方面切入，以討論戲偶、

戲迷與霹靂官方三角關係之研究。他認為戲偶作為戲迷與官方連結的橋樑，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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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連結形成密切的網絡。而戲迷與官方之間的關係也是相當複雜多變的，郭書吟

（2007）認為霹靂布袋戲戲迷透過各種迷的活動，將無生命的木偶賦予其生命

力。郭書吟（2007）的論文中也有一個章節專門提到角色扮演，她提到角色扮演

活動是霹靂許多迷活動的其中之一，並且近年來在所有活動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

位：「論者於 2006 年至 2007 年之間所參加之 11 個布袋戲活動...有布袋戲 cosplay

出現的活動共計 9 個，佔有 80%的比重，可見 cosplay 於近年布袋戲迷活動中佔

有重要位置。論者認為原因在於 cosplay 本身是表演性極強的活動，戲迷穿著布

袋戲角色的服飾，搭配假髮、配件、兵器等，本身就是一項表演，容易吸引眾人

目光。」（郭書吟，2007: 73） 

郭書吟並且進一步地去探討霹靂布袋戲的角色扮演活動，她簡述了她個人對

於目前台灣同人誌與角色扮演活動的觀察，並且深度訪談了角色扮演玩家，而歸

納出了兩點她認為霹靂布袋戲角色扮演活動的重點：「1.投入 cosplay 不只是金

錢；2.cosplay 的衍伸現象。」（郭書吟，2007: 81）首先就投入層面來說，她認為

角色扮演者投入了很大的時間與金錢，特別是投入「愛」，她認為愛是角色扮演

的首要條件。並且，玩家從角色扮演中獲得「成就感」：「Coser 在表演當中，掩

蓋自己的原本個性，植入劇中角色個性，藉以擴張另一面的自我。從自我擴張的

過程，透過拍照、注視、肯定，被稱讚出得很用心，獲得成就感，…獲得日常生

活中無法得到的滿足，在另一個領域表現自我。」（郭書吟，2007: 84） 

其次，就角色扮演衍伸現象來說，郭書吟提到角色扮演者的「偶像化」、匿

名版出現的攻擊言論以及社會評價的轉變，是最為特殊的現象。偶像化指的是有

一些知名的角色扮演者因為其扮演受到大家的肯定，而成為不少戲迷所崇拜的偶

像人物，甚至將這些知名的角色扮演者當作「偶像」來追星，可以說是從布袋戲

的戲迷，轉變成該角色扮演者專屬的「迷」。匿名版的攻擊言論，則是指在網路

上利用匿名的特性，有些戲迷公開地在網路上惡意批評某些角色扮演者的扮演形

象不好。社會評價的轉變，郭書吟（2007）則是指出由於角色扮演活動，提高了

角色扮演以及布袋戲的能見度，也使得社會上出現越來越多正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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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碩士論文之外，國內也有一些學者對於角色扮演活動作出了探討。例如

司黛蕊（2005）的論文，討論數位科技的影響之下，對於台灣年輕女性的角色扮

演活動造成了何種的影響。司黛蕊（2005）認為，角色扮演活動所具有的功能為：

「COS 與其他的角色扮演活動，給年輕人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學習、練習怎麼

表演不同的社會角色。」（司黛蕊，2005: 190）也就是說，司黛蕊同意心理學上

對於「角色扮演的遊戲」的正面功能討論。從柯寶絢（2008）的文章就可以知道

心理學家對於幼兒所採取的扮家家酒遊戲，有著高度的肯定，認為家家酒遊戲能

夠讓幼兒事先練習扮演社會上的角色：「另一個頗被接受的觀點，就是假扮遊戲

允許孩子盡情探索，但卻不會得到現實世界的「負向結果」，比方說，寶貝可以

藉著洋娃娃練習照顧別人，即使哪個步驟出了差錯，也不會有人真的受傷。」（柯

寶絢，2008: 2） 

司黛蕊不僅認為角色扮演活動有著心理學上的功能，同時她也認為女性會從

事角色扮演活動，跟台灣社會的變遷有著密切的關係。她說：「我認為，台灣年

輕女性卡在『現代女性』角色跟剛出爐的『後現代女性』角色中間。…『現代女

性』必須用她們的身體（包括姿態、衣服…等）來表現她們的性格。而二十一世

紀的年輕女人，一半的時間花在電腦的『虛擬世界』裡面，用不同的『非身體化』

（disembodied）辦法來表現自己。」（司黛蕊，2005: 190）她在這裡所說的「非

身體化」辦法，指的是習慣於電腦科技的年輕女性們，使用各種虛擬的文本、音

樂、影像、照片等等來展現自我的方法，司黛蕊的這一個觀察可說是相當的敏銳，

很大程度地說明了現今的台灣角色扮演者，大量利用網路（特別是網路相簿與部

落格）的背後因素。最後，司黛蕊討論角色扮演活動是將虛擬世界的「非身體化」

辦法，重新「再身體化」，也就是女性將從虛擬世界的展現自我方式，重新回到

以身體的姿態與扮相來展現自我的方式。總而言之，從司黛蕊敏銳地將科技與角

色扮演者兩者作結合的角度，讀者可以充分了解到，科技的發展對於角色扮演活

動者本身的重要性。而她對於科技的重視程度，也影響到了本研究對於科技的重

視程度。研究者也同樣認為，科技的進步的確在各種層面上，都會影響到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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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活動的發展與現況。因此在本研究未來的篇幅中，也會繼續地討論到科技對於

現今台灣角色扮演活動的衝擊與影響。 

    另外，陳箐繡分別在 2004 年與 2006 年各發表了一篇關於同人誌活動與角色

扮演的論文。在陳箐繡（2004）的研究中，她主要對於台灣與美國的同人誌活動

作出了比較。她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較，來理解迷文化現象之差異，進一步釐清文

化現象是如何地被「在地化」。根據陳箐繡（2004）的討論，美國的活動具有一

些與台灣活動不同的特點：攤位較少，創作者較少，會場規劃的商場區域非常廣

大，安排許多座談會或者電影放映等等多元化的活動，時間很長範圍廣大，看起

來像是「一個獨立的虛擬世界」等等。（陳箐繡，2004: 14） 陳箐繡（2004）在

此篇研究中，認為有三點是需要被重新檢視的：「（一）迷文化在全球化下之在地

化現象需被關注…（二）藝術創意與美感觀念需要被重構…（三）傳統文化概念

需要再定義。」（陳箐繡，2004: 15）從她這篇研究中，可以了解到台灣角色扮演

的會場活動，與美國的會場活動有著什麼樣的差異。對於本研究來說，該研究的

啟發性則為我們可以借用這類的比較方法，來比較台灣與日本在角色扮演活動上

有何差異，並且試圖對其差異進行解釋。 

    陳箐繡（2006）的研究則與本研究的主題更加相關，她將重點擺在角色扮演

活動和自我認同與集體認同的關聯，目標是要了解角色扮演者在扮裝行為背後的

意義與自我認同。陳箐繡（2006）指出，角色扮演者在製作服裝的過程中，能夠

達到一種成就感，以及體會到一種美感上的價值。在集體認同方面，陳箐繡（2006）

則認為從事漫畫同人誌的創作以及角色扮演活動，就是一種社會化過程：「看來

漫畫同人誌創作與角色扮演作為一種藝術創作行為，其本身就是一段社會化過

程，從互相認知、模仿、觀察、轉換的過程中，…參與者得以充分掌握與執行其

社會文化的互動模式、價值、語言系統和敘事方式，成為該文化的一份子（文化

人）。」（陳箐繡，2006: 14）從陳箐繡對於角色扮演者的討論，我們可以了解到

從事角色扮演活動對於角色扮演者的社會化是有所幫助的。 

從以上的文獻檢閱中，可以看出台灣目前對於角色扮演的研究還是處於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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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狀態。兩本專書主要偏重在介紹性的文字，缺乏分析性與理論性的角色扮

演專書。而且這些偏重介紹的書籍，並沒有相當嚴格的學術考證，也缺乏社會學

理論的建構。而學術界的的研究則主要還侷限在新聞學界（也有民族所與美術系

的研究），而且相當程度而言，侷限於對角色扮演者本身。這些研究著重在角色

扮演者關於特定議題上的想法、經驗、文化定位、創造主題、能動性等等的探討。

但是，這些研究似乎缺乏了一種社會學式的宏觀視野，也就是在這些新聞學與大

眾傳播學的研究中，似乎只看到了角色扮演活動的主角，也就是角色扮演者本

身。但是，實際上角色扮演活動，不論是在其原生地的日本，或者是移植日本同

人誌展售會型式的台灣，都絕對不可能是只有角色扮演者就能獨立完成的活動，

也絕對不是獨立於台灣社會脈絡下而存在的，一個有如「真空」般的文化現象、

文化產物。因此，這個原本是在日本流行的文化現象，是如何在台灣社會中呈現

出獨特的面貌？台灣的角色扮演有什麼樣的特色或特殊的模式嗎？是有不是有

什麼特別的參與者或者團體，協助了角色扮演者「完成」她們的角色扮演？這就

是研究者所關心的重點所在。 

肆、國外相關文獻 

考察完目前國內一些關於角色扮演活動的研究之後，研究者也彙整了國外對

於角色扮演活動的研究，以期能夠補充國內文獻的不足之處。 

大陸方面，謝莒莎（2005）的文章以一個宏觀的角度去討論角色扮演的文化。

她認為，角色扮演文化具有著下列的特質：「cosplay 文化集青少年自我展現的渴

望、理想狀態的追求及『離經叛道』的訴求等於一體。」（謝莒莎，2005: 1）從

她的觀點可以發現，她是將角色扮演活動與青少年的文化結合在一起。謝莒莎

（2005）更認為，角色扮演文化的本質在於“show”，也就是「秀」。她認為角色

扮演者不僅僅是透過角色扮演活動秀出自己的裝扮，更重要的是秀出抽象的「思

想觀念與價值觀」。謝莒莎（2005）更進一步地去討論角色扮演文化的特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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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角色扮演活動與其他的青少年次文化加以比較，發現具有一些共通的特點：「比

如其階層的特點是『小眾化』、『新人類』圈子的亞文化；地理特點中仍然擺脫不

了『後殖民時代』的背景，cosplay 文化仍然是『東洋』流行文化對中國的一種

『文化輸出』；生產特點上，cosplay 文化確實具有流行文化的產業化和產業間相

互滲透此一明顯烙印，…在心理特點上同樣具有『時尚』的因子；在意識形態特

點上也明顯地體現了『思潮多元化』等特徵。」（謝莒莎，2005: 2）在這些共同

的特點中，研究者認為特別具有啟發性的是角色扮演文化的地理特點與生產特

點，地理特點說明了角色扮演文化的傳播現象，仍然是一種「文化輸出」的形式，

而生產特點則特別強調了角色扮演活動與產業之間的連結關係。有鑑於此，研究

者在本研究中也會討論到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是否真的都是完全仰賴日本的文

化輸出？還是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能夠發展出台灣獨特的活動特色，或者說是達

到一種理論層次上的「去殖民化」？同時，本研究也仔細研究角色扮演活動的產

業面，了解到台灣角色扮演活動是如何與產業作出連結的關係，以及推測角色扮

演活動未來的發展趨勢。 

    謝莒莎（2005）文中繼續提到，除了與青少年次文化共通的特點，角色扮演

活動還具有它獨一無二的特點：「1.它是一個群體行動的文化。…2.它是一種非專

業文化。…3.它是一種高消費的文化活動。」（謝莒莎，2005: 2）從他舉出的三

大獨特之處，可以作為本研究的啟發。這三大特點中，第一個特點是群體行動文

化，然而現今的台灣角色扮演活動，是否仍然遵循著她這樣的觀察，而有集體行

動的特點？本研究會就此點進行一定程度的討論。第二點是角色扮演活動為非專

業化，這裡她所指的是角色扮演者本身而言，並非專業的演員。然而，是否真的

如他所述，不管是角色扮演者，或者是服裝、道具、假髮等等的製作上，都沒有

辦法達到專業化呢？這也是本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地方。最後一點是角色扮演

是一種高消費的文化活動，不管是衣服、道具、假髮等等都相當昂貴。這一點相

信在以往的角色扮演狀況雖然已經是一個共識，然而在角色扮演活動發展得如此

迅速而且蓬勃的狀況下，這樣一種高消費文化的特色是否也正受到挑戰呢？這一



 25

點也是本研究想要回應的目標。本研究在第三章「事前準備」的最後一小節，特

別從角色扮演活動的生產面與產業結構面切入，加以討論角色扮演服裝製作的現

況與未來的趨勢。同時在第四章「角色扮演戲劇」這一個小節，也將討論到角色

扮演者的專業化。 

  中國大陸另一位學者劉勝枝，也在《中國青年研究》此一期刊發表關於角色扮

演的文章，與謝莒莎相似的是，劉勝枝（2006）也針對角色扮演活動的文化特性

作出探討。劉勝枝首先針對角色扮演活動的內容作出了討論，他將角色扮演活動

的內容分為三個步驟：角色選擇、服飾裝扮與形象展現。其中，劉勝枝認為形象

展現有兩種主要的方式，一種是靜態的，也就是以照片的方式呈現。另一種則是

動態的舞台表演。劉勝枝（2006）表示這類的舞台表演是屬於團體的行動，並且

又將這類的舞台表演細分為兩種類型，走秀形式與原創節目：「在進行舞台表演

時，一種方式是較簡單的『走秀』形式，一群人集體演出某一動漫、遊戲作品中

的主要角色。…另一種方式是表演原創節目，原創節目主要是以動漫遊戲作品中

的角色為原型，對其故事情節進行新的發揮創造。這種方式的難度相對較大…但

這無疑是 COSPLAY 真正具有文化內涵的一個發展方向。」（劉勝枝，2006: 17）

也就是說，劉勝枝認為具有創造力的舞台原創節目，才是真正角色扮演活動具有

文化內涵的形式，也是未來值得推動的發展方向。由劉勝枝的觀點，本研究也可

以利用此標準來檢視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在台灣各種不同的角色扮演活動中，

有哪一種活動內容上具有創造力以及文化上的內涵。 

    劉勝枝（2006）並且仔細討論了角色扮演活動在中國大陸發展的狀況。他認

為，中國大陸角色扮演發展的特色，就是希望以角色扮演活動所能造成的宣傳效

果，來推動中國大陸動漫畫與遊戲的產業發展，因此，「中國當前的 cosplay 商業

特徵極為明顯，即其主要是作為一種商業宣傳活動而被發展起來的。」（劉勝枝，

2006: 17）他認為，角色扮演活動有著兩種商業性質，一個是角色扮演具有消費

性的商業特徵，另一個是角色扮演具有產業性的商業特徵。所謂消費性，劉勝枝

（2006）指出不只有物質上的消費，更是附屬於動漫文化的符號性的文化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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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角色扮演者對於商品的符號意義追求，是消費社會的一大特徵。第二種

特性是產業性的商業活動，劉勝枝（2006）指出，動漫產業化的進程可以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動漫產品本身的發行所帶來的利潤。第二個階段是製造、

銷售衍伸商品所帶來的利潤。…動漫產業化的第三個階段則是對動畫品牌的進一

步延伸利用，如建立主題遊樂園，發展餐飲業等等進行多元化經營，依託自己的

品牌資源打造延伸的產業化鏈條。」（劉勝枝，2006: 19）劉勝枝（2006）認為，

角色扮演活動作為動漫文化的附屬文化之一，其活動本身可以促進各式各樣的商

品消費，進而推動整個動漫產業的發展。從劉勝枝（2006）以上的引言，可以用

來省思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現況，是否也像中國大陸一樣如此的濃厚商業氣息？

再者，角色扮演活動是否真的如劉勝枝（2006）所說的，具有如此龐大的推動力，

足以促進整個產業的興盛與發展？這些都是對本研究具有啟發性的論點。 

伍、理論性文獻 

    在眾多的社會學理論之中，研究者認為符號互動論的角度，最適合拿來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因為本研究試圖找出角色扮演者在進行她的扮演活動前後過

程中，是由誰參與了她的扮演活動，這些行動者又是如何與角色扮演者互動的？

其中在「彼此如何互動」這樣的研究問題，正是符號互動論的學者花費許多心力

並且試圖解釋的。除了符號互動論之外，研究者也檢閱了一些討論「遊戲」的理

論以及討論「文化」的理論文獻，作為本研究的輔助分析工具。 

  一、符號互動論 

根據 Herbert Blumer（1986）在《Symbolic Interactionism : Perspective And 

Method》一書中的說法，符號互動論的分析，立基於三個前提之上：「第一個

前提是，人們會在意義的基礎上，對事物作出行為。…第二個假設是，這些事物

的意義是起源於，或者是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中出現。第三個假設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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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是在一個人去對待他所遭遇的事物，所產生的詮釋的過程中被掌握，並且被

修改。」（Blumer，1986: 2）這些重要的前提，代表著符號互動論所重視的是人

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因為透過社會互動才會產生出對事物的意義。同時，從這

三者也可以看出符號互動論相當重視「詮釋的過程」，代表著事物的意義並非固

定且永遠不會改變，而是產生於人對待事物的詮釋過程及人際互動中。 

    Blumer 並進一步地去定義何謂「符號互動」。他指出這是發生於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中，並且有著奇特與鮮明的特色。符號互動的奇特性，Blumer 指出在

於「人們詮釋或者『定義』彼此行動的事實，而不是只有對彼此的行為作出回應。」

（Blumer，1993: 36）因此，Blumer 進一步指出，「人們的互動是透過對於所使

用的符號，詮釋或者確知他人行動的意義，三者加以思考過後所得出的結果。」

（Blumer，1993: 36）在這裡我們看到了使用的符號，以及詮釋在人類行動中所

代表的意義，因為人們是透過符號與詮釋來進行思考的，因此符號與詮釋直接影

響了人們思考的結果，當然也影響了之後所進行的互動。 

    Blumer 緊接著談到了米德的思想。米德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人類擁有

「自我」的概念。Blumer 說，因為米德宣稱人類擁有自我，所以可以把自己當

成是行動的對象物（object of his own actons） （Blumer，1993: 37）。換句話說，

人類可以用什麼樣的方式去對待他人，也能拿來這樣對待自己。米德說：「作為

可以成為自身客體的東西，自我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且它是在社會經驗

中產生的。」（米德，1995: 145）由此可見，米德認為自我是在社會經驗中產生

的，自始至終，他人的存在對於米德在論述自我的形成過程中都是相當重要的。

也就是說，自我所具備的「社會性」，在米德的觀念中可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核

心。「因此，如同思維一樣，自我的起源和基礎也是社會的。」（米德，1995: 171） 

更重要的是，米德認為人類這樣對待自我的能力，就是她們用以面對世界的

主要機制。Blumer 說：「人類所能意識到的任何事，都是指向他的自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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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他所無法意識到的事情，就是那些不指向他自我的事情」（Blumer，1993: 

37）從 Blumer 的論述，我們可以看到「自我的指向」是米德的符號互動論中的

中心思想。同時，自我的指向也是詮釋他人行動的機制，因為詮釋他人的行動，

意思即為透過指向自我的方式，告知自我這項行動有何意義或特色。 

    Blumer 接著指出，自我的指向有著兩大重要性。「第一，指出某件事情，

意指將他從他的背景中萃取出來，將他分離，給他一個意義，或者用米德的話，

就是使他成為一個客體（object，或翻譯為他者）。」（Blumer，1993: 37）在

Blumer 的討論中，「客體」（object）並非是具有一個真正的本質，作用在個人

之上或者可以被識別出來。相反地，客體的特色或意義是個人所賦予的（conferred 

on it by individual）。由此可見，客體的形成是一個透過指向自我，個人將某件

事物賦予意義的過程。人類指向自我的事實第二個重要性，則是它代表了「他的

行動是被建構（constructed）或者構築出來的，而非只是釋放出來（release）。」

（Blumer，1993: 37）Blumer 認為人的行動是一步接著一步，慢慢地經過指向自

我的過程中被逐漸建構出來的。從這裡，便可以看到符號互動論與本研究的關聯

性：角色扮演者的行動，也是一種指向自我的過程，她們一步一步地考量到各種

狀況、經驗、威脅、需求、條件等等，透過不斷地與他人進行互動，確認了客體

的存在並且建構出自我。 

    以上所提對於符號互動論的相關論點，都可以作為本研究的輔助理論工具。

若採取符號互動論的觀點出發，角色扮演者的行動，也可視為一種「指向自我」

的行動。他所有與外界的互動行為，包括與朋友的互動、與店家的互動、與攝影

師的互動，甚至是與路人的互動等等，都可以視作角色扮演者指向自我的展現。

換言之，為了自身的角色扮演只是最初的目的，在準備與實行角色扮演的過程

中，角色扮演者建立了自我與區辨出客體。角色扮演者不但透過穿上扮演服裝扮

演其他角色這個方式來展現自我/區辨客體，也透過了與在扮演過程前後所有會

發生關係的人（朋友、店家、攝影師、路人等）進行互動而達到此一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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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夫曼與《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 

    高夫曼從戲劇表演理論出發，所寫的《日常生活與自我表演》成為一部社會

學討論互動的經典之作。高夫曼在序文就開宗明義的說：「這個報告採用的觀點

是戲劇表演，由此推衍出來的理論原則是舞台表演原則。我將仔細考察個人在日

常工作環境中如何表現自我，他對他人會採取什麼行動，他怎樣引導和控制他人

對他的印象，以及他在別人面前，進行自我表演時將會作些什麼，又會避免作些

什麼。」（高夫曼，1992: 1）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日常生活與自我表演》一書

主要在探討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維持與控制自我的形象。其中，高夫曼巧妙地

運用了劇場的比喻，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類比為劇場上各個角色之間的關係。在

該書第一章的「表演」中，高夫曼就提出「前台（front）」的概念。前台的定義

為：「指個體表演中能夠以一種普遍、固定的方式來對觀察者進行情境定義的部

分。從這種意義上說，台前則是個體在其表演中有意或無意使用的標準的表演裝

置。」（高夫曼，1992: 24）高夫曼進一步區分前台的兩個設備：外部裝置與個

人門面。外部裝置指的是一種較為固定的空間與背景、道具等等，它為個人的表

演提供了適度的輔助。個人門面則指的是一個人所擁有的符號特徵，如高夫曼所

說的「能直接與表演者產生認同的其他成份。」（高夫曼，1992: 26）緊接著，

高夫曼談論個體希望從事的行為具有何種特色，包括了戲劇化的實現（將行為徹

底表演在他人面前），理想化（表演者希望提供一個理想的表演印象）以及神秘

化（與觀眾保持距離而產生神秘感）。 

    在第二章中高夫曼進一步地引入了「劇班」的概念，從個體的表演走向集體

的表演，讓他的分析顯得更為深入。劇班根據高夫曼自己的定義是：「指在表演

同一常規程序時相互合作的任何一班人。」（高夫曼，1992: 87）因為有了劇班

的概念，高夫曼就把「互動」當作是劇班與劇班之間的對話（或交流），也就是

一個劇班為了另一個劇班作出的表演。並且，高夫曼把觀眾與表演劇班區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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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劇班是控制著外部裝置的表演者，而觀眾是受到支配的劇班。最後，高夫曼

指出劇班中通常有一位指揮表演者，稱為導演，並且有一位中心人物稱之為主角。 

    之後高夫曼區分了前台與另一個區域：「後台（back stage）」。後台的定

義為：「與某種特定的表演相關聯，同時表演所促成的印象又必然受到人們的故

意歪曲的地方。（高夫曼，1992: 121）之所以要區分出後台區域，是因為後台具

有著許多特殊功能：在後台構思設計、暫時收藏有關表演行為的物品、表演者可

以在此調整個人的門面、排練待會要表演的節目、訓練劇班成員，以及暫時放鬆，

走出角色等等的功能。也因為後台具有這些隱密的功能，因此劇班成員會積極地

區隔前台與後台，不讓觀眾有機會能看到後台的狀況，以免被觀眾發現劇班的秘

密。高夫曼認為，對於後台的控制，就跟對於前台的控制一樣重要，有助於讓表

演者順利完成她/他們的演出。 

    最後高夫曼提出了「架構」（framework）此一概念作為分析的結論。高夫

曼說，「由這些特徵和要素組成的架構，體現了英美社會中，人們在自然背景中

所進行的大部分社會交往的特徵。」（高夫曼，1992: 256）也就是說，高夫曼希

望把上述所有關於劇班、觀眾、台前、台後以及書中其他的討論，都往上提高一

個層次到所謂「架構」的層次上。提出此一架構的概念後，高夫曼對於「人格─

互動─社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表演性的分裂會有三種狀況。第一種狀況

為「社會互動中…可能出現一種窘迫和混亂的暫停。」（高夫曼，1992: 259），

在此狀況下個人會感到無所適從，驚慌失措，因為失去了確定的方向可以依靠。

第二種狀況是觀眾把正在表演中的表演者的自我，視為他背後的那些人（包括劇

班、同事、社會機構等）的代表。第三種狀況則為「個體可能會把他的自我深深

地捲入同一個特定角色、機構、群體的認同中。」（高夫曼，1992: 260）由此可

見第一種狀況是互動影響了人格，第二種狀況是從互動中認識了他人的自我，最

後一種狀況則是人格進入社會結構而產生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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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夫曼的《日常生活與自我表演》作為一本經典的著作，有助於本研究討論

角色扮演的行為與場域。高夫曼對於前台與後台的討論，有助於理解在會場活動

時，角色扮演者所面臨到的種種處境。高夫曼對於劇班的討論，也有助於讓我們

理解角色扮演者之間的關係，不管是單一個角色扮演者（單人表演者之劇班）或

者是多人的角色扮演者組成的出團（多人表演者之劇班）。最後，高夫曼對於人

格、社會互動與社會結構的探討，則可以印證角色扮演者在互動時遇到的狀況與

實際上的感受。例如角色扮演者在出團的時候，對於成員的篩選以及對於場次的

篩選，就是為了避免產生表演的分裂，而採取的控制劇班成員以及控制觀眾的措

施。 

三、其他理論 

    翟本瑞（2001）的文章以遊戲作為主題，討論了「遊戲」對於兒童的意義。

事實上，角色扮演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極像一個在早在兒童成長時期就已經出現

的遊戲雛型：扮家家酒。因此，討論遊戲這件事情的本質，有助於我們了解角色

扮演活動的本身，以及角色扮演活動作為一種遊戲，它對於角色扮演者的意

義。 翟本瑞的文章提到了遊戲理論的大師 Gadamer，因此研究者就對 Gadamer

的遊戲理論進行探討。 

     Gadamer 在,Truth and Method 一書中，試圖去說明遊戲（play）的概念：「對

玩家來說，遊戲是不嚴肅的：那就是他之所以去玩的理由。」（Gadamer，2004: 

102） Gadamer 認為遊戲本身並沒有太多嚴肅的目的，對於玩家而言，最重要的

是遊玩本身，而其他透過遊玩所帶來的附加價值都是次要。這一論點也可以拿來

作為本研究討論角色扮演者參與角色扮演活動時的實際心理狀態。 

    除了遊戲本身的目的之外，從 Gadamer 對於遊戲的討論，還可以看出遊戲

理論足以適用於本研究的幾個重點。首先，對於遊戲的本質部分，Gadam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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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不應該從「玩家主觀的反應」去尋找。相對地，Gadamer（2004）認為應該

透過「尋找『遊戲的存有』模式（mode of being of play）」，來尋找遊戲的本質

（Gadamer，2004: 103）。因此，Gadamar 進一步地推論，「對於遊戲來說，它

有一種本質，獨立於玩家的意識之外。」（Gadamer，2004: 103） Gadamer 對於

遊戲本質的論述，同樣也對本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發性。若將角色扮演活動視為一

種「遊戲」來探討，那麼角色扮演活動作為一種遊戲的本質，並非去討論角色扮

演者本身的主觀經驗或者反應就可以理解，而是要研究者實際去理解她們是如何

操作、如何執行這一項遊戲的過程，才能了解角色扮演遊戲實際的存在模式。 

再者，Gadamer 認為：「觀眾就是在我們稱作美學的遊戲中，最重要的元素。」

（Gadamer，2004: 125）。翟本瑞（2001）也轉引 Gadamer 並且呼應他的看法，

他於文章中表示「玩家遊玩時預設了觀眾的存在，觀眾讓遊戲被客觀化」。不論

是 Gadamer 或者翟本瑞，他們的看法都適合用來作為研究當角色扮演者穿上服

裝之後，面對觀眾的心態。角色扮演者必然會考量到觀眾的存在，當她們穿上服

裝之後，一位角色扮演者表示：「表現出不同以往的自己，穿平時不敢穿的衣服跟

打扮。好的方面，建立起自己的自信心。壞的方面，有時會患得患失。」（網路問卷

No.9）不論是提高自信心或者是感到患得患失，都是預設了有觀眾的目光注視，

才會得到的感覺（若有很多觀眾欣賞，則能夠得到自信心；害怕扮得不好看而被

觀眾批評，導致心態患得患失）。也因此，觀眾的目光變成是角色扮演者非常重

視的一點，甚至於需要使用各種方式來吸引觀眾的目光。 

    社會心理學家米德則區分了遊戲與玩耍。他認為，遊戲（game）跟玩耍（play）

有著不同之處，例如遊戲是「有組織的」，玩耍是先於遊戲產生的等等（米德，

1995）。而這兩者之間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參與遊戲者所具備的態度較為複雜，

參與玩耍者則是較為單純的接受了某一角色並且進行扮演。米德說，「遊戲與玩

耍的根本區別在於：在遊戲中兒童必須具有所有在遊戲裡涉及的他人的態度。…

他自己的每一行動都被他對參與遊戲的其他人的行動的假定所決定。他的所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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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到他扮演球隊中每一個人的角色的制約。」（米德，1995: 156）米德在這裡

說的涉及他人的態度，以及參考到他人行為，受他人制約之後的行動，就是他之

後在《心靈、自我與社會》中更進一步所提出的「概化他人」的概念。（米德，

1995: 156） 

翟本瑞（2001）的文章中不只提到了 Gadamer 討論的遊戲特色，也處理了

遊戲對於兒童的意義。他表示，角色扮演遊戲是兒童用來學習（特別是認知的建

立與規則的習得）的重要方式： 

「遊戲正就代表了兒童經由自我意識而扮演特定角色，並學習到生活樣式的客觀呈

顯。兒童在遊戲客觀的規則中，逐漸發覺玩家和自己都必須客觀遵循既定規則，否則遊

戲不成其為遊戲，於是「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成為玩家在遊戲中互動的對

象，藉此，角色扮演成為兒童在參與遊戲過程中，最重要的社會功能。」（翟本瑞，2001） 

也就是說，在兒童的成長階段，角色扮演遊戲的參與者從扮演遊戲的過程中

學習到各種的規則，並培養「概化他人」的觀念，以便於在他成長之後能夠順利

地適應社會。所謂的概化他人（或者在一些翻譯中稱為「類化他人」），在米德

關於自我的理論中就已經出現，米德說： 

「賦予個體其自我統一性的有組織的共同體或社會群體可以被稱作『類化他人』。

類化他人的態度是整個共同體的態度。因此，在諸如一個球隊這樣一個社會群體中…該

球隊是類化他人。」（米德，1995: 156） 

概化他人作為個體的參考對象，具體地呈現在扮家家酒遊戲中。個體考量到

家家酒遊戲中所有參與者的角色立場與想法，並針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作出適合

自己的行為。例如扮演著媽媽的小孩子，就可能跟扮演爸爸的小孩子說，爸爸你

先去看電視，我來煮晚餐（並且拿出假的鍋鏟進行炒菜的動作）。這樣的一個遊

戲透過概化他人的手段，模仿並且複製了成人世界的規則與行為，遊戲者考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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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的立場而作出最適宜的行為。同樣地，這樣的研究取徑也適合用於本研

究，分析角色扮演者是否也同樣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考量到其他在場者的角色立

場之後，作出最適宜於自身角色的作為。 

除了 Gadamer 之外，另外一位理論家 Huizinga 也對於遊戲提出了自己的看

法。Huizinga 在 Homo Ludens（以下稱為《遊戲人》）一書中，提出遊戲（play）

是早於文化的立場：「Play is older than culture, for culture, however inadequately 

defined, always presupposes society.」（Huizinga，1955: 1） 在 Huizinga 的立場中，

遊戲近似於一種本能，例如動物就會以遊戲來與同類互動。而且不只是動物，人

也跟動物類似，擁有遊戲這種「絕對原始的生命類屬」（absolutely primary category 

of life） 

在《遊戲人》一書中，Huizinga 討論遊戲與各種文化產物的關係，例如遊戲

與語言、遊戲與法律、遊戲與戰爭、遊戲與詩歌、遊戲與哲學、遊戲與藝術等等。

由此可見，Huizinga 認為遊戲與文化之間密不可分的關係，以致於在文化的各個

層面上都具備了遊戲的形式與內容。關於遊戲與文化的關係，Huizinga 進一步解

釋如下：「在文化中我們發現遊戲是一個作為前提的重要事物，遊戲先於文化本

身的存在而存在著，陪伴著文化而且遍佈於今天我們生活的文化各個面向之中。」

（Huizinga，1955: 4）也就因為遊戲與文化的關係如此重要，Huizinga 才會在此

書之後的篇幅中，探討各個文化的產物是如何具有遊戲的精神或者形式。 

Huzinga 認為遊戲是非理性的（irrational），也就因此遊戲的樂趣（fun）是

無法運用任何事情加以分析，也無法加以詮釋的。Huzinga 認為，遊戲的本質就

是樂趣：「Nevertheless it is presicely this fun-element that characterizes the essence of 

play.」（Huizinga，1955: 3）並且，他認為要考量到遊戲的「整體性」（totality），

以整體性去理解遊戲、去評估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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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遊戲人》的第十三頁，Huizinga 花了一整段來解釋遊戲的特徵： 

    「總結遊戲的正式特徵，我們會稱它是一種自由而且相當有意識地，處在“尋常”

（ordinary）生活之外而且『不嚴肅』（not serious）的活動；但是在此同時遊戲又徹底

且極度地吸引著玩家。遊戲是種跟物質利益無關的活動，而且無法從中獲得任何利潤。

遊戲在它自己的時空範圍下運作，而且以一種有秩序的方式遵循著它自己的既定規則。

遊戲促進了社會團體的組成，這些社會團體圍繞著秘密，而且透過偽裝或者其他的方式

來強調他們與尋常世界的區分。」7（Summing up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play we might 

call it a free activity standing quite consciously outside “ordinary”life as being “not serious”, 

but at the same time absorbing the player intensely and utterly. It is an activity connected with 

no material interest, and no profit can be gained by it. It proceeds within its own proper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according to fixed rules and in an orderly manner. I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groupings which tend to surround themselves with secrecy and to 

stress their difference from the common world by disguise or other means.）（Huizinga，

1955:13）  

這整段的論述都相當重要，因為他詳盡地解釋了遊戲的諸多特徵（包括了楚

於日常生活之外、與物質利益無關、遵循自己的規則、促進社會團體的組成與充

滿秘密和偽裝等等）。以他對於遊戲特徵的說明作為基礎，可以作為研究者在探

討角色扮演活動的特徵時候的出發點。研究者希望將台灣角色扮演活動的特徵與

Huizinga 所言的遊戲特徵加以比較，並且從中找出理論與實證狀況是否有差異之

處。 

    除了遊戲理論之外，Wendy Griswold 所著的《變動世界中的文化與社會》，

書中提到關於「文化菱形」（cultural diamond）的概念也值得本研究參考。Griswold

為了釐清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她運用了「文化物件」（cultural object）這個

                                                 
7 原文為英文，研究者認為此段特別重要，因此將其整段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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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工具來解釋。文化物件，根據 Griswold 的定義，就是「有具體形式的共同

意義」（Griswold 1986）。在《變動世界中的文化與社會》中，Griswold 更進一

步解釋，文化物件「乃是在社會上富有意義的種種表現，既聽得見、看得到也說

得出來。此外，每個文化物件都訴說著一個故事。」（Griswold，2008: 18）也

就是說，有別於文化給予一般人的抽象概念，Griswold 以文化物件這個較為具體

的概念來理解與分析文化。 

    Griswold 認為，文化物件有其創造者。Griswold 說：「這些創造者也許是最

先表述與傳遞某個理念的人。」（Griswold，2008: 23）除了創造者之外，Griswold

認為還有另一種人也同樣重要，那就是文化物件的接收者，或者稱為「閱聽者」

（audience）。而且，Griswold 認為文化物件的接收者，其「接收」的行為還包

含了：「也就是要有人來聆聽、閱讀、理解、思考、執行、參與並且牢記它們。」

（Griswold，2008: 23）透過這些行為，接收者不僅僅是接收了文化物件代表的

意義，還能夠積極地創造意義。最後，Griswold 提到「社會世界」，社會世界可

以說是文化物件、創造者與接收者這三者共同存在於其中的廣大脈絡。Griswold

說：「文化物件乃至於創造並接收它們的人，並無法自由地變換，而是被放置在

某個特定的脈絡之中。我們可以把這個脈絡稱為社會世界，指涉的是某一時間點

發生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模式與事件。」（Griswold，2008: 24）之後，

Griswold 將這四個重要的元素，文化物件、創造者、接收者與社會世界，彼此連

接起來，形成一個文化菱形，代表了這四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關聯」（Griswold，

2008: 25）。 

    Griswold 之後在《變動世界中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持續解釋這四者之間的

關聯，但她並未完全解釋所有四個點與六個線之間的關聯（Griswold 分別解釋了

社會世界與文化物件的關聯、創造者與接收者與文化物件的關聯、創造者這個點

以及接收者這個點）。也就是說，這些點與線的聯繫並未完全被解釋清楚，文化

菱形本身的架構也可說尚未被建立起一個完整的理論體系。雖然如此，文化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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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論還是對於本研究有著一定的啟發性，它有助於本研究思考角色扮演活動作

為一種文化物件，與它的創造者、接收者和社會世界之間的關係。 

    綜合以上理論性文獻的檢閱，研究者將以符號互動論以及高夫曼的劇場論，

作為主要的理論架構以及對話的對象，而以其他的理論為輔助工具。之所以會採

取符號互動論以及高夫曼，最重要的原因是符號互動論以及高夫曼的觀點，研究

者認為最能夠貼近角色扮演活動中，不同參與者之間所進行的互動狀況。這些互

動是如何建構出角色扮演活動的現況，正是本研究的主要關懷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