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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起其他領域的偶像，日本傑尼斯事務所雖然在世界各地都擁有眾

多粉絲1，但他們長久以來總是與網路社群保持著距離。因這樣的公司政

策而被戲稱「網路鎖國」的傑尼斯事務所從 2018年左右開始逐漸解禁進
入網路世界，這也連帶改變了傑尼斯迷們的粉絲活動內容。本研究以日

本傑尼斯偶像的台灣及日本迷群為對象，針對在傑尼斯網路時代之下，

台、日兩國粉絲的「迷」活動變化，以及她們如何建構身為粉絲的自我

價值，這兩個部分進行比較。 
本研究在比較台日傑尼斯粉絲的活動之後發現，在傑尼斯進軍網路

之後，日本傑尼斯粉絲花費了更多時間在網路上為自己的偶像助長聲勢

以及宣傳，並因此強化了粉絲認同感與自我價值的肯定；另一方面，台

灣粉絲長久以來藉由付出時間、勞力與金錢成本獲得接近身處日本的偶

像們的機會，對於消弭了物理距離的數位技術並不特別感到受惠，反而

更加強化了台灣粉絲對於實際情境消費的執著與渴望，並以此鞏固自己

身為傑尼斯迷的認同感，並將其視為自我價值的展現。 
 
關鍵字：傑尼斯、迷認同、迷研究、粉絲研究、比較文化 
 

                                         
*〔謝辭〕感謝台日兩國協助受訪的傑尼斯迷，並謝謝協助中文校稿的林婉郁老師。此外

本篇論文是受到日本学術振興会 JSPS 科研費 (18K12941)(20K13706)補助的部分成果，
謹在此致謝。 
1 在本論文中，因顧及文章閱讀流暢度將會混用「粉絲」與「迷」，相同指涉「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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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從 2021年開始暫停團體活動的日本傑尼斯偶像團體「嵐」，在 2019

年 11月 11日以專機巡迴的方式造訪睽違 11年的台灣。此臨時宣布的快
閃活動讓上千名傑尼斯歌迷為見偶像一面守候在機場外多時，引起了相

當大的話題。 
「嵐」的這趟三天兩夜巡迴四城市2的宣傳之旅，目的除了感謝長久

以來支持他們的外國歌迷，另一個目的是為了宣傳他們在各大 SNS開設
官方帳號，以及即將開始的數位音樂下載及串流服務。或許很多人會驚

訝於為何「嵐」連開設 SNS帳號都如此大張旗鼓，其實是因為傑尼斯偶
像們長久以來與網路以及 SNS社群都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次以「嵐」為
首，傑尼斯事務所終於跨出網路時代的一大步，對於全世界的傑尼斯迷

來說，的確是個大消息。這個消息受矚目程度之高，也可以從「嵐」一

開設 SNS帳號，追蹤人數就突破百萬的速度上看出端倪3。另外，擁有千

萬用戶的台灣數位音樂平台－KKBOX 上，「嵐」的首張數位專輯4在上

架首週即進入日韓音樂排行榜第四名，從這些數字就可以窺知「嵐」進

軍數位市場不只在日本，在台灣也相當受到矚目。 
其實包含台灣，現今世界各國的名人們紛紛活用 YouTube 等影音分

享網站，或是 Instagram跟 Twitter等 SNS去擴大表演舞台的同時，也拉
近與粉絲之間的距離，這似乎已經是個擋不住的潮流。然而就如前文所

述，日本最大的男偶像事務所－傑尼斯事務所並不加入這彷彿被視為理

所當然的潮流之中，長久以來都跟網路保持著遙遠的距離。因此在其他

偶像們紛紛看準網路商機之際，傑尼斯事務所既不讓旗下的偶像開設

SNS帳號，也不讓旗下藝人的相關影音及肖像在網路上流通。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 2017 年底至 2018 年初之間，被外界稱為「網路

鎖國」的傑尼斯事務所才開始改變作法；進入 2020年之後，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更加速了傑尼斯在網路上嘗試各種與粉絲交流的新作法，比如當

疫情導致世界各地的歌手藝人們的演唱會被迫中止或是延期，傑尼斯偶

                                         
2 雅加達、新加坡、曼谷、台北。 
3 『嵐開設 SNS帳號後的 24小時之內，Instagram追蹤人數達到 172萬人，Twitter的追
蹤人數超過 145萬人（嵐 SNS開設 24時間 フォロワーはインスタ 172万人、ツイッタ
ー145万人超え）』（『ORICON NEWS』 2019/11/4） 
4 此張專輯『This is 嵐』的實體專輯於 2020年 11月 3日發行，12月 4日在台灣發行台
壓版，並於 12月 11日全球各大串流音樂平台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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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們的演唱會以及舞台劇等各種活動也不例外。因此傑尼斯事務所利用

YouTube 官方頻道或是官方網站等平台播放旗下藝人特製影片，也在官
方網站開始線上付費演唱會的串流服務，讓無法實際見到偶像本人的傑

尼斯迷們，也能夠在網路空間上與偶像相會。這也讓一直以來相當執著

於能夠在演唱會或舞台劇見到本人的傑尼斯迷，不得不開始學習適應身

為傑尼斯迷的「新生活樣式5」。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傑尼斯迷們的「迷」活動（Fan Activity）

出現了怎樣的變化？而她們又是如何建構自己身為「迷」的「迷」認同

（Fan Identity）？本研究將以比較文化的觀點去分析日本與台灣的傑尼
斯迷。 

我們會在梳理關於「傑尼斯迷」研究的文獻之後，說明本研究的著

眼點與研究目的；接著，在具體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對

象之後，我們將各別分析討論日本與台灣的傑尼斯迷是如何順應傑尼斯

偶像的網路發展從事「迷」活動，並探討台日兩國傑尼斯迷的異同。 
 

一、傑尼斯迷研究文獻探討 
於 1962 年創立的日本男性偶像經紀公司「傑尼斯事務所」在 1980

年代開始站穩腳步，並以獨特的偶像培育系統引領東亞男性偶像風潮，

在東亞諸國之間頻繁的資訊流通及跨國文化流動的背景之下，關於傑尼

斯偶像與其粉絲的研究，不管是日本還是其他跨國粉絲文化的研究都累

積了一定成果。 
提到日本傑尼斯迷研究，其先驅者就是辻泉，他專精於研究傑尼斯

迷如何透過人際關係的選擇去構築「迷」群（Fan Community）（2007，
2012，2018 等）。在辻泉早期的研究中，他指出 1990 年代的傑尼斯迷
以「減法、加法」的方式去排除（＝減法）會干擾到「迷」自身與偶像

之間關係的「同擔（＝與自己喜歡同一偶像的人）」，並結交（＝加法）

其他傑尼斯迷友人以建構「迷」群。這是因為對於 1990年代的傑尼斯迷

                                         
5 日本政府在新冠肺炎發生大流行之後，公佈了「新生活樣式（新しい生活様式）」的
生活指導方針，教導國民該以何種生活態度來面對與防止肺炎的感染擴大。本文也特地

沿用此一名詞描述傑尼斯歌迷不只是日常生活上需要過著新生活樣式，連「迷」活動都

必須學習改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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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他們對「偶像」的消費是以「疑似戀愛」的方式進行（辻泉，

2007，田島悠來，2013 等），因此會特別排斥「情敵」6。 
另一方面，以台灣的傑尼斯迷為研究對象的龐惠潔（2010）與陳怡

禎（2014）則發現，台灣傑尼斯迷中有「主迷群」（總稱傑尼斯迷）與
「副迷群」（比如喜歡特定團體的迷群）這樣的兩層構造。龐惠潔運用

布爾迪厄的社會資本論及階級區分論去分析「迷」群之間會因「粉絲資

源」（比如會日文可以即時解讀偶像訪談內容，或是有時間、金錢從事

偶像消費）的多寡造成粉絲之間的階級分化。陳怡禎則指出台灣傑尼斯

迷一方面鞏固喜歡相同偶像團體的「迷」群以建立「小且深」的「迷」

群親密關係，另一方面會與其他偶像團體的「迷」群互相協助、共同參

與「迷」活動，並以此建立「廣且淺」的互惠關係。 
另外，也有許多研究者（小倉千加子，2007；Kazumi Nagaike，

2012； 関修，2014；陳怡禎，2014等）指出傑尼斯迷不只是把偶像當成
娛樂消費的對象，更是透過偶像去投射自身理想與慾望。綜觀以上對傑

尼斯迷的研究，我們大致可以把傑尼斯偶像及粉絲研究者關心的主題分

為兩類：（1）「迷」在「迷」群之中的活動與同好之間的關係性、（2）
粉絲透過偶像投射自身慾望。 

 
二、研究目的 

在上一章中我們整理出關於「傑尼斯迷」研究的主要潮流，這些研

究的主題從「集團中的粉絲」（「迷」群研究）到「身為個人的粉絲」

（粉絲的慾望），承襲以上文獻，本研究以傑尼斯偶像的日本、台灣歌

迷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日本與台灣的傑尼斯迷如何透過「迷」活動去

建構自己身為粉絲的自我價值。 
至今的傑尼斯迷相關研究雖然也會著眼於粉絲在網路上的「迷」活

動，但是在傑尼斯偶像進軍網路世界之後，讓粉絲們在實踐「迷」活動

時產生了何種變化這一點上，除了大尾侑子（2021）的研究之外尚未有
太多相關探討。因此本研究會特別著墨於 2018年之後，傑尼斯事務所進
軍網路市場的決策，使歌迷的「迷」活動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文中我

們會比較台日兩國的傑尼斯迷所實踐的「迷」文化之不同處，同時探討

                                         
6 在辻泉 2010年之後的研究中，指出傑尼斯迷已經不再特別排斥「同擔」，反而會因顧
及到自身所屬的傑尼斯迷群中其他成員的想法，進而避開與自己朋友喜歡相同偶像的其

他歌迷。但我們仍需注意「排斥同擔」的現象其實並不是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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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尼斯偶像進軍網路市場帶給兩國的傑尼斯迷什麼樣的具體影響，並從

中觀察傑尼斯迷在傑尼斯網路時代之中是如何透過不斷反思自身的「迷」

活動，並從中尋求及建構「迷」認同。 
 

三、研究對象與研究手法 
本文以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訪問手法，針對

日本與台灣兩國的傑尼斯迷進行深度訪談7。 
首先說明日本部分的調查。我們在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12月之間，

針對 22名受訪者進行半結構性訪談。除了部分受訪者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改為線上訪談之外，基本上是以面對面的形式進行訪談調查；不

過台灣部分的調查實施期間在 2020年 6月 22日至 7月 3日，這時已經
因為疫情而無法在台灣當地進行訪談，因此 12名受訪者的訪談全數使用
線上訪談進行8。（受訪者詳細資料參照圖 1） 

在進入正式分析之前，我們需要特別說明受訪者的年齡差異問題。

如同圖 1 所示，受訪的日本傑尼斯迷的年齡層分佈從 10 幾歲至 40 幾歲
皆有，其中 20歲出頭的大學生更是佔了絕大多數；台灣的受訪者則主要
是以 30幾歲的社會人士居多。這樣的年齡差異主要來自以下原因：首先，
台灣的第一波傑尼斯偶像熱潮，可以回溯至傑尼斯偶像正式進軍台灣市

場的 2000年左右，當時年齡層分佈在 10幾歲至 20幾歲的哈日族們，現
在已是具有經濟能力與知識教養的 30 幾歲以上的年齡層（陳怡禎，
2014）。而另一方面，誠如文獻探討中也提及的日本傑尼斯迷相關研究
當中，他們將傑尼斯迷文化界定在「以 10 幾歲至 20 幾歲的年輕人為中
心擴散開的次文化」（辻泉，2007）；也就是說日本與台灣兩地的「傑
尼斯迷」主要分佈層原本就略有不同。 

另外，本研究主要以「傑尼斯網路時代」下的粉絲行為做為主要研

究主題，如果光看年齡層分佈，似乎會有日本受訪者較為年輕，所以應

當比台灣受訪者更接近「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世代的想法，但除

                                         
7 為了降低訪談者誤差，不管是日本或是台灣的深度訪談中，皆在受訪前與訪談過程中
讓受訪者了解，研究者亦身為傑尼斯「迷」生態圈中的一員，以求讓受訪者能夠卸下心

防。 
8 我們主要以滾雪球調査法（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展開訪問。在這樣的採樣方式
之下，本次研究收集到的受訪者均為（性別認同自認）女性。職業與喜歡的傑尼斯偶像

則完全沿用受訪者本人說法。針對日本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為一人一小時半至四小時。

而針對台灣受訪者則是一人約為一小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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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台灣網路環境的普及9較日本快速之外，在多位研究者（龐惠潔，2010；
陳怡禎，2014；張瑋容，2020等） 的文獻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台灣的
傑尼斯迷早在 2000年代時就已能夠善用網路跨海追星。因之，單從「年
齡」來看，會認為台、日受訪者之間有所差異，但就網路使用的熟悉度

來看，我們可以判斷其實差距並不大。 
 

 
圖 1.受訪者基本資料 

 

                                         
9 根據本川奈美的研究，在 2002年底的台灣寬頻人口普及率在亞洲諸國之中僅次於韓國
跟香港（本川奈美，2004：56）。因此在傑尼斯偶像旋風襲台初始的 2000年代時，台
灣的年輕族群對於網路使用的習慣在亞洲諸國之中算是較早起步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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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傑尼斯迷的「自發性無償宣傳活動」與「數位親密性」 
 

（一）以數字測量粉絲熱情──Hashtag與觀看次數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在傑尼斯網路時代下，日本傑尼斯迷在網路

空間中的粉絲活動。在資訊無限的網路空間中，要讓特定的偶像獲得最

多的矚目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在日本演藝界中擁有極大勢力的傑尼

斯事務所也無法輕易辦到。在大尾侑子（2021）的研究之中發現：不只
傑尼斯事務所跟偶像本人，其實粉絲也總是站在宣傳的觀點上思考「要

怎麼做才能讓支持的偶像（日文中稱為『推し(Oshi)』或是『自担
(Jitan)』）受到最多的關注」。此一小節會以此研究發現作為重要參
考，進一步分析以下二點：①粉絲以數位媒體為媒介，把他們對偶像的
愛情轉換成顯而易見的數據（本研究稱之為「愛情的可測量化」）；②
此種可測量化的愛情表現建構了在網路空間中傑尼斯偶像與粉絲之間的

「親密性」（本研究稱之為「數位親密性」）。 
傑尼斯事務所最早開設的 YouTube 官方帳號－Johnny’s Jr.（尚未發

行 CD 正式出道的傑尼斯偶像之總稱），可說是傑尼斯事務所進軍網路
的先驅，他們雖然尚未出道，但是仍舊擁有大批粉絲。本研究訪談的受

訪者們也有許多是 Johnny’s Jr.迷，我們將在本小節中去探討這些粉絲如
何在 SNS上實踐「迷」活動，並把自己的「迷」活動轉化成支持偶像的
動力。 

這次接受訪談的 22名日本傑尼斯迷皆使用Twitter從事「迷」活動。
她們在 Twitter上為了要讓自己喜歡的偶像的名字被廣泛注意到，他們會
透過「統一設定 Hashtag」讓偶像的名字「進趨勢」；比如受訪者 J11喜
歡 Johnny’s Jr.中的子團體「なにわ男子（Naniwa Danshi)」，她們在偶像
上節目之際，會努力在 Twitter 上大量的發送含有偶像名字的訊息
（Tweet），藉此讓偶像的名字「進趨勢」，而這些訊息的內容則會遵
循粉絲之間的不成文規則：（以下關於日本受訪者的訪談發言內容，皆

由本論文筆者翻譯） 
 

~� 4©��Naniwa Chan(¹º¼¸»½)®f���´�}

�6 �
�%��}�´V*���EP´�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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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受訪者的發言之中，我們可以得知「迷」們為了讓喜歡的團

體能夠進入 Twitter的趨勢排行榜中，會刻意避免使用平常對偶像的暱稱，
而是使用正式團名。 

關於像這樣「迷」所擁有的文化權力，Henry Jenkins 等人（2013）
曾經提出一個論點，指出在網路普及之後，粉絲們憑藉「Share」的行動
獲得「擴散能力(spreadaility)」此一文化權力。從受訪者 J11 的發言，也
可以得知「迷」們對於「擴散」的重要性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並且為了

傳遞「正確」情報，在迷群之間也會互相呼籲提醒要「統一設定

Hashtag」。「迷」們這樣辛苦努力，其實都是為了要幫助偶像進入趨勢，
使偶像更廣為人知，諸如這類運用 SNS獲得粉絲文化權力的特質，也越
來越讓粉絲擔起偶像宣傳的重責大任。 

而類似於 Twitter上的「擴散」這種「迷」活動讓粉絲扛起了部分的
「宣傳責任」，日本傑尼斯迷也會在 YouTube 官方頻道10進行「迷」活

動。粉絲觀看偶像影片本屬天經地義，但在訪談中我們發現，當受訪者

提到 YouTube 時，除了談論影片內容的魅力之外，更常出現在受訪者談
話中的是「觀看次數」、「急上昇」等關鍵字。日本的傑尼斯迷們認為，

YouTube 影片觀看次數的多寡，等於直接反應出偶像受矚目程度的高低，
因此粉絲們會為了增加「數字」而努力的去看影片，提高點閱數。例如

從以下受訪者 J19 的兩段發言，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傑尼斯迷努力增加偶
像影片的觀看次數，都是為了「幫助」支持的偶像獲得工作機會與來自

傑尼斯事務所的重視： 
 

King & Prince®	� Yahoo!���iSªYahoo!	� YouTube�

s�
qQ���rUª�,��J�&O[�� (Jitan)®�rU

��Cx¶V*rU���Cx���`��O[ª�� �r�J

�'��±2�±Yahoo!��	FH9�
����a�'�§k

                                         
10 在 2021年 1月筆者撰寫本論文時，傑尼斯事務所中目前擁有專屬官方頻道的藝人有
Johnny’s Jr.、Snow Man、SixTONES、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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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發言中，我們要特別注意「粉絲們的影響力是很大的！真的！

Yahoo!也會有如果讓這人來廣告就會獲得很多曝光機會的心情吧」這一
段話。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受訪者 J19 不只是以粉絲的角度單純
因為想看廣告影片而看，而是把重點放在以廣告主－「Yahoo!」的角度
去思考：「我，身為一個粉絲，該怎麼做才會讓偶像被廣告主認為是有

廣告效益的」。而在【Data2-2】的發言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她在 2018
年傑尼斯進入網路時代之後，就認為自己不再只是處於單方面支持偶像

的「粉絲」立場，更是相信自己「能夠幫助偶像獲得工作」。因之，我

們可以從受訪者 J19 的想法中得知，隨著傑尼斯事務所的進軍網路，日
本傑尼斯迷們不只是站在「迷」的立場，而是不斷的往返在「迷」、

「事務所」、「產業」等立場中去看待自己所從事的「迷」活動（比如

增加影片觀看次數），並從中尋求提高偶像價值的方法，同時也建構了

自己身為「迷」的自我價值。 
 

（二）偶像與粉絲之間的「數位親密性」 
接下來在此小節中，我們要探討的是在 2018年傑尼斯進入網路時代

之後，粉絲與偶像之間如何建構「親密性」。在前文所整理的傑尼斯迷

相關文獻探討中也指出，以往對傑尼斯迷的研究主要著眼於傑尼斯迷在

支持自己喜歡的偶像時，會排斥跟自己喜歡相同偶像的其他歌迷，這種

偶像消費方式被稱為「疑似戀愛」（辻泉，2007；田島悠來，2013 等）。
在這些文獻研究中較常被探討到的「親密性」是「『迷』－對象（偶



 
 

82 
 

像）」之間一對一的關係，比如粉絲在演唱會會場努力吸引偶像注意並

獲得來自偶像的回饋11，就是最常見的例子。 
但是在上一小節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專注在「與偶像之間

的一對一關係」，現在的傑尼斯迷更熱衷於將個人轉化為數字；也就是

說，比起希望偶像能夠注意到自己，粉絲們更心甘情願的讓自己成為上

一小節中所分析的—讓偶像名字「進趨勢」的無數 Tweet 中的數條訊息，
或是上百萬「觀看次數」中的數次觀看。 

而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這其實不是傑尼斯迷單方面表現愛情的行

為，傑尼斯偶像也會於廣播節目、雜誌、或是演唱會上利用各種媒體，

透過各種方式對歌迷「增加數字」的行動表示感謝。比如說受訪者 J19
的發言中曾經提及「粉絲之間會互相呼籲，大家都很努力要讓觀看次數

上升，偶像們也有在 Johnny’s web12上寫說很感謝粉絲」。從這段發言之

中，我們也可以確認到正因為粉絲接收到來自偶像的「視線」與「回

應」，使她們更願意為偶像做出努力。 
另外，受訪者 J17也以自身參加偶像演唱會的經驗，分享她如何感

受到偶像的回應： 
 
�µ3ª9&|`"����Ø'&|l³�R|9À(B

Â��t�3�l³k°�R|��¨Ú&|¡�Ï¤��µA9¸

�ª�¾P���Ú&|k`"�®Ì��:k�ÒmÂ��……�A
*¸�ªkS���9 Twitter�£¢YÚT:l³��~�ª8C
A6Ô¾�µ3��Ã¾��VR|�N��Ñ�(	Data 3
\�m
J17) 

 
受訪者 J17 的發言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當她提到演唱會時首先想

到的不是演唱會的內容，而是偶像在演唱會上關於「數字」的發言內容。

就像她在訪談中提及的「本人都這樣說了，那我們就努力一點」這句話，

我們也可以發現，對於日本傑尼斯迷而言，驅使他們致力於提升數字的

動能，就是來自偶像的視線與感謝的言語。大尾侑子(2021)把「粉絲透
過視而可見的數字表達愛情，另一方面偶像也會對來自粉絲的數字（＝

                                         
11 來自偶像的回饋在日文中被稱為「Fan Service（ファンサービス）」，回饋包含對歌
迷揮手、飛吻、給予歌迷特別的回應等針對單一歌迷所做出的回饋。 
12 傑尼斯事務所的官方手機付費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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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做出慰勞及犒賞」，這種從數位世界起頭，與實際面對面交流情

境有所不同的雙向溝通方式，大尾將其命名為「偶像－粉絲數位親密性

（Idol /celebrity- Fan digital intimacy）」。這個親密性的特徵在於，偶像
與粉絲不只是在數位空間中進行交流，他們還能觀測自己的行為所獲得

的效果（比如粉絲增加影片點閱數字時，不只能馬上看到點閱數字的上

升，還能獲得來自偶像的感謝與回饋）。這種發生在偶像與粉絲之間的

「數位親密性」會促使粉絲更願意投入他們所有的時間去從事幫偶像宣

傳的無償勞動，並從中尋求價值。 
本章節中，我們以日本的傑尼斯迷為對象，探討了日本傑尼斯迷在

傑尼斯的網路時代之下如何從事「迷」活動。從以上粉絲在 Twitter 跟
YouTube 上的「迷」活動實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傑尼斯網路時代之下，
日本傑尼斯迷們不單只是站在「偶像」這一文化商品的「消費者」或是

「受眾」這樣的立場，也會站在傑尼斯事務所或是廣告廠商的立場上去

思考如何提升自己所喜愛偶像的價值，而在他們努力從事「迷」活動去

「提升偶像價值」的同時，他們也反覆地確認自己身為粉絲的價值。 
 

五、台灣傑尼斯迷的「接近偶像」慾望 
接下來，我們要在本章節中來看看台灣傑尼斯迷在傑尼斯進入網路

時代後又是如何進行「迷」活動。這次接受訪談的 12位台灣傑尼斯迷，
分別擁有 7年至 25年不等的傑尼斯迷資歷；也就是說，這些傑尼斯迷們
是在傑尼斯正式進入網路時代前就支持著傑尼斯偶像至今的老傑尼斯迷；

他們在傑尼斯事務所仍然對網路敬而遠之的時代起，就已經把網路當成

重要的「傑尼斯消費」工具，並在網路上從事各式各樣的粉絲交流（龐

惠潔，2010；陳怡禎，2014 等）。就如同前文列舉的文獻中所分析的台
灣傑尼斯迷的特徵，本研究也從訪談中再度確認現在的台灣傑尼斯迷在

從事迷活動時相當依賴網路，而我們更發現，她們透過網路進行「迷」

活動的主因之一是出自於「接近偶像」的慾望－即時獲取傑尼斯偶像們

的第一手情報。接下來我們將會以訪談資料加以說明，台灣傑尼斯迷如

何從事她們最重視的「即時獲得與偶像關聯的資訊」與「去日本看演唱

會」這二項「迷」活動。 
 

（一）對「獲得偶像第一手情報」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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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段對日本粉絲活動的分析之中，我們確認了日本傑尼斯迷只

要有時間，就會不分日夜為了偶像們去「增加數字（觀看次數，Twitter
的擴散數等）」。而我們也從訪談中得知臺灣的傑尼斯迷跟日本歌迷一

樣，幾乎是無時無刻都透過網路盯著偶像會登場的日本節目，或是獲取

傑尼斯偶像的新聞消息、影像、音樂等相關資訊，他們就算是在工作的

空檔，只要一有時間，就會透過網路進行傑尼斯消費。 
但是，與日本傑尼斯迷不同的是，日本的粉絲跟偶像之間構築了

「數位親密性」，而台灣傑尼斯迷在網路上的「迷」活動，並不是因為

感受到來自偶像的視線才去行動，只是為了拉近他們跟偶像之間的距離。

例如受訪者 T8總是以日本時間為準則過生活（縱使台灣與日本之間有一
小時的時差），她為了使用網路準時收看在日本播放的電視節目而趕著

下班回家不在外多做停留，這樣的生活節奏對她而言已經是常態；而另

一位受訪者 T2已婚，她也總是為了要如何在「（身處在台灣的）家庭時
間」與「即時獲取（身處在日本的）傑尼斯偶像資訊」這兩者的時間中

取得平衡而感到煩惱：（以下 T2 的發言之中、〔 〕內的發言是補充說
明。――是本論文筆者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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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訪者 T2的發言中，我們可以得知她無法在家庭內活動與「迷」

活動的時間中取得平衡的原因在於她對於「零時差獲得傑尼斯偶像資訊」

的強烈渴求。現今資訊發達，其實在網路上，粉絲之間都會積極地互相

提供偶像相關影片檔案，受訪者 T2 如果想要迴避她的「家庭時間」與
「『迷』時間」的衝突，大可以在日本節目播放結束之後再從網路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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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檔案收看，但她仍舊執著於以日本時間為準則的即時收視行為，只因

她認為「即時收看偶像」是可以用來確認自己身為粉絲的存在價值。 
關於如此熱衷於時時刻刻都要接觸到傑尼斯相關訊息，其他的受訪

者們也提出了以下幾點理由：「不想透過其他的迷獲得情報」（受訪者

T8）、「想從自己的角度去解讀偶像的消息」（受訪者 T9）。從這些回
答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傑尼斯迷在消費「外國文化商品＝傑尼斯偶

像」時，不能容忍任何一點資訊傳達的時間落差，而從前述受訪者 T8跟
T9 的回答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台灣傑尼斯迷們努力克服時間與語言隔
閡、甚至是其他粉絲的介入的動機之一，就是為了縮短自己跟偶像之間

的距離。 
 

（二）加強對實際情境的渴求 
從前一小節的訪談資料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傑尼斯迷非常渴求

偶像第一手資訊的即時性，對他們而言，從事「迷」活動時，網路是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更是進行「迷」群交流與實踐偶像消費的重

要據點。因此對於台灣傑尼斯迷而言，在傑尼斯偶像的相關訊息比以前

更流通的傑尼斯網路時代，應該更為如魚得水；實際上，擁有 20年以上
傑尼斯迷資歷的受訪者 T6也提及，比起以前，現今的傑尼斯偶像的相關
資訊「不需要特地去找也會出現在眼前」，可看出台灣傑尼斯迷也實際

感受到傑尼斯網路時代讓她們更易於實踐傑尼斯消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如此依賴網路的台灣傑尼斯迷來說，傑尼

斯的網路時代雖然讓她們的傑尼斯消費趨於容易，但訪談結果顯示，台

灣傑尼斯迷對於看似消弭了物理距離與資訊接收落差的數位技術並不特

別感覺受惠，反而更加強化了她們對於「實際情境」消費的執著與渴望。

關於這一點，幾乎每一位台灣受訪者在被問到對於「迷」活動的堅持時

都會提出的答案－去日本看演唱會，以下我們將據此進行說明。 
傑尼斯偶像各團體的演唱會每年大致都在相同時期舉行；比如「嵐」

固定會在冬天舉辦巨蛋巡迴演唱會。喜歡「嵐」的受訪者 T1、T4 和 T8
不管是否抽中演唱會門票，一到冬天必定會飛往日本參加演唱會。換言

之，其實她們已經把在日本舉行的傑尼斯偶像活動當成他們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但是日本畢竟是外國，想當然爾配合日本的休假日所舉辦的演

唱會行程，不一定跟台灣的休假日一致。不過，就算是這樣，台灣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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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迷們會以取得年假或是在工作空檔快閃日本等各種辦法前往日本參加

演唱會。比如受訪者 T3就有以下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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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訪者 T3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發現，他重複了兩次「搞死自己」

這句話，表現出她就算是在台灣的工作再忙、再沒有閒暇時間，還是會

把去日本看演唱會這件事當成最重要的事，因此總是會只為了前往日本

而努力把自己逼到極限。更進一步的說，包含受訪者 T3，台灣的傑尼斯
迷其實是以「搞死自己＝把自己逼到極限」去彰顯他們身為傑尼斯迷的

驕傲，與建構自己身為「迷」的自我價值。 
 

（三）無償網路宣傳活動的日本迷與實際消費的台灣迷 
我們在前一章探討了在傑尼斯網路時代，日本的傑尼斯迷們在網路

上會使用自己所有可用的時間去實踐「進趨勢」或是「觀看次數」這樣

的「迷」活動。透過主動去「參加」偶像本身的宣傳活動與工作，來彰

顯她們身為「迷」的存在價值，同時能反覆確認來自偶像的視線與回應，

並從中建構與偶像之間的「數位親密性」。 
但是台灣的傑尼斯迷因為遠在海外，時間跟空間的物理距離使得他

們無法跟日本傑尼斯迷一樣容易地感受到來自偶像的「視線」。縱使傑

尼斯事務所在 2000年代之後，正式把台灣視為進軍海外市場的重要跳板，
而定期派出偶像訪台參加活動或是舉辦演唱會，但是傑尼斯偶像的活動

重心仍然放在他們的本國－日本。所以台灣的傑尼斯迷們，透過在本章

中分析的「即時獲得與偶像相關的資訊內容」與「去日本看演唱會」這

二項「迷」活動的實踐，反覆確認自己是個傑尼斯「迷」。 
更甚者，如前述引用的【Data 4】中受訪者 T3的發言中重複強調的

「搞死自己」這一句話，我們可以得知對於台灣的傑尼斯迷而言，「接

近傑尼斯偶像」這件事從來不應該是簡單達成的事情，而是必須伴隨著

付出時間、勞力、金錢等成本。更進一步地說，對於台灣傑尼斯迷來說，

越是能夠在時間（比如即時收看日本的電視節目）或是空間（比如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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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到日本看演唱會）中感受到困難與障礙，她們越能因此強化自己身為

傑尼斯迷的「迷」認同並建構自己身為「迷」的存在價值。 
此外我們更進一步的發現，在傑尼斯進入網路時代之後，對日本傑

尼斯迷帶來的影響就是讓她們更積極地去參與並再生產傑尼斯偶像相關

的文本；但相對於日本粉絲，台灣傑尼斯迷早已習慣運用網路進行迷群

間的交流與活動，但他們對於日本粉絲熱衷的「無償宣傳活動」並不特

別感到興趣。比如說，在傑尼斯進軍網路之後，台灣粉絲當然也不免俗

的開始追蹤偶像的官方 SNS帳號以求快速獲得偶像相關資訊。但是從我
們的訪談資料之中，可以發現她們並不會想要進一步去進行如同日本傑

尼斯迷們所熱衷的「擴散」這項「迷」活動。比如說受訪者 T4跟 T6表
示雖然會對偶像在官方帳號的發文按讚，但其實這個「按讚」行動只是

她們看到發文當下的情緒表現，並沒有進一步考慮到要把自己支持的心

情反映到「按讚數」或是「觀看次數」的數值上面。 
而更讓人感到有趣的是，台灣傑尼斯迷其實對於日本粉絲在網路上

的「無償宣傳活動」是有相當程度的理解與掌握，但她們對於這樣的

「迷」活動卻是抱持觀望態度；例如受訪者 T3就認為比起前一章所提及
的日本傑尼斯迷所重視的在網路上造成話題與受矚目程度，更重要的是

偶像周邊商品的實際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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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T3認為雖然網路話題熱門程度也會是指標之一，但是讓傑尼

斯事務所「看到偶像的商機」才是非證明不可的事情。她所指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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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偶像必須帶來實質經濟效益才能被事務所器重，所以她也提到只要

自己經濟上夠充裕，就會重複購買偶像周邊商品以提升所支持偶像的

「價值」。從她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發現她不斷的提到「公司」或是

「市調」，也就是說她跟我們前文所分析的日本傑尼斯迷一樣，其實總

是站在產業的角度，去思考該如何「提升自己喜愛偶像的價值」，並以

此為目標去從事她的「迷」活動（比如買周邊商品或是唱片）。如同 T3
以下的發言「這些人能不能夠就是帶來商機這件事情，應該是左右他們

接下來的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所示，台灣傑尼斯迷雖然遠

在台灣，但她們積極投入金錢購買傑尼斯偶像的關聯商品，並預測自己

的購買行為會影響產業動向；像這樣站在產業角度的「預測」行為，讓

她們對於自己長久以來以花費金錢及勞力從事「迷」活動的方式抱持更

加肯定的態度。 
 

六、結語 
本研究以比較文化的觀點，針對台日兩國的傑尼斯迷在傑尼斯偶像

的網路時代之下如何實踐「迷」活動做了比較分析並獲得以下的研究成

果： 
日本的傑尼斯迷為了幫助喜愛的偶像提高能見度與宣示傑尼斯迷群

的團結力量，在網路上利用自己所有的時間以「產製Hashtag」等行動來
幫自己喜歡的偶像宣傳，這使得本來應該是傑尼斯事務所或是企業們

（＝文本產製者）該做的宣傳工作，無形中轉嫁到傑尼斯迷身上；但對

日本傑尼斯迷來說，這樣的自發性無償宣傳活動也讓他們自覺提升了自

己身為「迷」的存在價值，並進一步構築了「粉絲之間」以及「粉絲與

偶像之間」的親密性。 
相較於日本的傑尼斯迷，台灣的傑尼斯迷長久以來抱持著「不經一

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的態度，努力克服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語

言的隔閡，甚至是金錢與勞力的付出等各種困難才得以順利消費傑尼斯

偶像，她們原本對網路的依賴程度就非常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對於

如此依賴網路的台灣傑尼斯迷來說，現今傑尼斯的網路時代雖然讓她們

的傑尼斯消費趨於容易，反而更加強化了台灣傑尼斯迷對於「見到偶像

本人」、「實際的金錢消費」等實際情境消費的執著與渴望。 
在本研究中，我們分析了台灣與日本的傑尼斯迷在針對同一消費對

象（＝傑尼斯偶像）進行「迷」活動時的各種差異。不管是傑尼斯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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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據點的本國（＝日本），亦或是海外市場的重要據點－台灣，

在消費如「偶像」這樣的文化商品時的習慣跟方式本就有所差異，就如

同在本論文最初提到的傑尼斯偶像團體「嵐」的亞洲各國快閃宣傳活動

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傑尼斯事務所已下足苦功研究各國的文化差異，試

圖為各國市場量身打造最適合的戰略，藉以擴張傑尼斯事務所的商業版

圖。 
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注意到的是，「迷」並不是單方面被傑尼斯事務

所或是企業們壓榨利益或是單純被操控的存在。Jenkins 在他的著作
『Convergence Culture』（2006=2021）中分析了許多網路上的粉絲文化；
根據 Jenkins的考察，粉絲不只是單純的接收者以及消費者，而是會在各
種媒介平台上自由穿梭，去主動尋求、創造「迷」活動。比如說粉絲會

在網路上猜測電視節目的內容走向並「暴雷」，或針對喜歡的對象做出

二次創作，或熱心參與選秀節目的投票活動，只為了讓自己喜愛的參賽

者勝出（亦或是故意投票給不符合製作單位期望的參賽者）。粉絲們其

實都能夠猜出製作單位或是贊助廠商希望達成的節目走向或是結果，但

他們仍然以自己的「快樂」為最優先，主動地創造出「迷」文化。 
從本研究論文中所分析的台日兩國傑尼斯迷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發

現，就如同 Jenkins 在他的著作『Convergence Culture』中所舉的例子一
樣，傑尼斯迷並不是只讓自己停留在「閱聽眾（audience）」或是「消
費者」這樣的立場上，她們其實不斷地以企業主、傑尼斯事務所的角度

去檢驗反思自己的「迷」活動，然後再去預測、揣想傑尼斯事務所或是

企業主認定的「有價值的行為」並加以實踐；比如受訪者 J19 認為網路
影片的觀看數能提升偶像價值；而受訪者 T3則認為使用金錢購入偶像週
邊可以帶來效益。傑尼斯迷們藉由這樣不斷的預測與實踐中，一方面強

化了自己身為「迷」的自我價值認同，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與其他粉絲及

偶像之間的連結。因此我們可以說，雖然在本研究論文之中，台日兩國

歌迷從事不同的「迷」活動去建立她們身為粉絲的自我價值，但共通之

處在於她們並不是純粹以「傑尼斯迷」的消費者欲望為出發點，而是反

覆地在「迷」、「事務所」、「企業」等不同立場，切換各種角度，去

不斷觀測（monitoring）並反思自己的「迷」活動，且從中尋覓身為傑
尼斯迷的自我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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