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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透過兩個面向來切入探討霹靂布袋戲戲迷所建構的網路迷文化景

觀。其一是希望能了解「超連結」的功能帶給迷群於網路空間中實踐的各

種可能性；其二則是從戲迷的角度出發，探討網路論壇集體場域的互動與

部落格個人空間的展演，分別提供戲迷何種互動型態與愉悅經驗，而迷區

辨的過程、認同的建構，以及創意的實踐又如何於網路空間之中呈現。 本

研究以霹靂布袋戲戲迷作為觀察對象，並以＜巴哈姆特霹靂布袋戲哈拉區

＞作為網路論壇的主要觀察場域。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採用網路民族誌

與深入訪談法。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的資料蒐集方式，將網路論壇、部落

格，以及官方網站之間的連結描繪出來，同時並針對網路論壇與部落格的

使用者進行深入訪談，分析此戲迷於此兩種網路場域中的互動型態及其所

獲得的愉悅。 透過網絡架構圖的描繪，研究發現「天空部落格」為最多霹

靂布袋戲戲迷所使用的部落格平台，而透過訪談發現，戲迷之間的彼此影

響是主要的關鍵。在戲迷於網路論壇的互動當中，資訊的提供、情感的共

鳴、筆戰的發生，與集體賦權的可能皆在研究的分析中呈現出來。在戲迷

於部落格的互動連結上，多元的創作展示與分享是促成戲迷透過部落格相

互交流的主要原因，其中文字、圖像、木偶外拍、Cosplay 照片，與 MV 剪

輯等創作類型更加豐富了戲迷所串連的部落格空間。除了上述的創作類型

之外，KUSO 文化是近年來霹靂布袋戲戲迷於網路空間上逐漸盛行的創作

分享，而藉由訪談得知，「有所共鳴」與「簡單明白」是 KUSO 創作之所

以能引人入勝的關鍵所在。 在網路論壇與部落格之間的串連上，最主要的

原因在於戲迷於創作分享上的需要。因此，論壇不僅成為戲迷推廣個人部

落格的重要場域，同時也是戲迷建構認同的主要空間。立基於網路空間與

創意實踐此兩大主題之下，三種雙向回饋模式的實踐(生產者與迷、創作者

與讀者、網路論壇與部落格)亦是本研究的重要發現之一。此外，如今戲迷

的互動已不再限於網路論壇此種集體場域，藉由部落格的串連，戲迷與戲

迷之間宛如在無邊際的網路空間中，創造出一處專屬於其迷文化的「網路

主題樂園」，而此種主題樂園所勾勒出的空間地景，更是霹靂布袋戲戲迷

於網路空間中的「網絡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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