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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語藝分析的幻想主題與符號融合觀點，針對台灣地區從事動漫

畫創演的相關同人活動進行觀察與討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語藝觀

點的解讀，能夠進一步理解這群具有「御宅族」特性的動漫畫閱聽人，

他／她們從事創作扮演背後所呈現的種種意涵。 主要的研究問題包括：

第一，現今動漫畫流行文化的興起，造就了同人創作和扮演的風潮，這

些從事創演的成員們共同的參與意義為何？有怎樣的參與行為方式？第

二，這些同人創演者對於動漫畫的解讀接收，以及閱聽經驗的行為反

應，和以往傳播學界對閱聽人的討論有何不同？在創作扮演的內在反應

和外在行為的層次上，他／她們擁有怎樣的共通特質？第三，同人創演



社群的成員們在同人文化裡，追尋和認同怎樣的價值和共享著怎樣的世

界？透過不斷地分享和流傳，他／她們又是如何藉由共享的符號和意義

來觀看創演行為與同人活動的世界？ 研究結果發現，經由幻想主題與符

號融合觀點的分析後可知，以動漫畫為創演對象的創演者，他／她們不

僅具備行動、目的性和群體性的特質。同時也建構出以「同人」為中心

的精神依據、行為判準、價值觀與世界觀。並且透過對迷和御宅族、主

動閱聽人的特質去觀察創演者，了解到這群同人玩家們在接收動漫畫訊

息之後的行為反應。換言之，也就是為動漫閱聽人與動漫畫訊息之間的

變動關係提供一個延伸性的探討與解釋，延續了過去傳播學界對於閱聽

人研究的理解。 另一方面，研究結果亦顯示，研究者援引岡田斗司夫的

「御宅族」與「文化新人種」以及「閱聽人的主動性」概念，在協助進

行論述與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同時納入同人誌和角色扮演的討論出現了

幾個矛盾之處。但就整體共享的群體意識、價值規範、集體行為方式、

參與意義暨參與行為的解析仍呈現出相當顯著的研究成果。而後續的研

究建議，除注意到矛盾之處外，尚可針對不同文本類型的創演活動，或

是納入更多台灣同人創演活動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的討論，以期能為同

人創演的演進和活動軌跡留下更豐富的見證。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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