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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真休閒觀點探討御宅族的消費行為與文化認同 

黃睿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林伯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摘要 

御宅族文化的興盛，是個人大量收發資訊而形成

「網路環境下的個人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本研究從

認真休閒觀點，探討日本御宅族流傳至臺灣後，臺灣御

宅族的生活風格與其所衍生出來的消費行為與文化認

同之關係。研究者以文獻和理論回顧的方式進行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一、御宅族所擁有的認知、行動力以及

求知慾具有認真休閒的六項特質，並從中獲得許多內外

在效益。二、御宅族在消費的過程中，會對商品的喜愛

轉化為愉悅，願意花費金錢與時間投入，維持高水準消

費。除了對商品的喜好之外，更變成一種認同，而認同

會塑造出風格，進行再生產，並提升消費者購買商品的

意願，御宅族的消費與認同有正向顯著影響，是不容忽

視的一群消費者。三、御宅族在社群中藉由媒體積極傳

布資訊，網路社群建構其消費文化身分，促進消費社會

群體的認同，既是大眾傳媒與消費文化的共謀，也是消

費意識滲透文化空間的必然結果。四、御宅族的消費與

認同符合認真休閒的特質，御宅族在消費的過程中會產

生心靈愉悅與自我認同，消費者透過想像將夢想依附在

商品上，讓想像在消費中實踐，由自我想像的經驗中得

到樂趣，並從中建構意義。 

關鍵詞：御宅族、認真休閒、消費行為、文化認同、 

網路社群 

通訊作者：黃睿宏，E-mail: s3929369.ok@yahoo.com.tw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五輯 

98 

壹、前言 

日本的「宅王之王」岡田斗司夫認為御宅族是普通迷（fan）與

狂熱者（mania）的進化版，對主流文化以外的次文化高度關心，

專精投入於某種事物且程度異於常人，擁有精密的情報蒐集與分析

能力，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其消費能力驚人，市場規模相當龐大。1在

岡田斗司夫「御宅族文化論」中的一個核心要點是，只有才能是成

不了御宅族的，要成為御宅族，在經濟、時間上都要有天文數字的

投資，努力、精進與自我表現是開啟御宅族之門的鑰匙。2傻呼嚕同

盟3長期研究臺灣御宅族的消費，認為御宅族的消費行為有許多部分

是出於長期接觸大眾媒體訊息刺激而養成對產品的喜愛，在行銷者

的努力和消費文化凝聚的社會環境交互作用下，御宅族進化成狂熱

分子，甚至主動發揮創作產品的影響力，此族群消費能力相當驚

人。由此可知，御宅族的消費行為及其影響程度的確值得加以探討。 

在 1989 年，日本出現「宮崎勤事件」，讓社會對於御宅族留

下負面的觀感，甚至是污名化，這是御宅族在日本首先被污名化的

情況。電影《電車男》於臺灣上映後，御宅族一詞在臺灣被廣泛流

傳，經過大眾媒體不停的挪用與再定義，御宅族一詞被改造為「宅

男」或是「阿宅」等，通常帶有嘲諷的意味。在媒體的影響下，「宅」

開始被賦予了負面甚至是病態的印象，例如整日窩在家裡不事生

產、沉迷於網路世界、只喜愛動漫畫以及不擅交際等刻板印象，尤

其是對於喜歡動漫畫的男性御宅族來說，吸引他們的動漫角色有些

是一種「萌」的特質，然而他們這樣的喜好卻被媒體拿來作為污名

化他們的工具，宅男成為媒體與社會憑藉自己想像所建構和操弄的

詞。宅男這個名詞源自於日本御宅族，但兩者意義已有出入，御宅

族在日本是動畫、漫畫、電玩（合稱 ACG）愛好者之間的互稱，後

                                                 
1 岡田斗司夫著，《OTAKU學入門（オタク学入門）》（陳柏誠譯）（臺北：天下，

2008），46。 
2 岡田斗司夫著，《OTAKU學入門（オタク学入門）》，38。 
3 傻呼嚕同盟，《御宅學》（臺北：皇冠，20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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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泛指熱愛並深入了解某種次文化的人，「御宅」是稱呼「貴府、

您」的用法，和關在家裡、足不出戶沒有關聯。然而，御宅族真如

媒體所定義的那樣？筆者希望藉由本研究去除社會大眾對御宅族

的污名。 

汪宏儒認為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符合Stebbins在1982 年

所提出的認真休閒理論，在御宅族所擁有的認知、行動力及求知欲

上都能加以解釋。4Stebbins 曾將認真休閒者定義為：「個人有系統

的從事一種業餘、嗜好、志工的活動。他們投入如事業般的專注，

藉此機會獲得及展現特殊的技巧、知識及經驗，這也使得參與者有

非常充實及有趣的感覺。」5而「御宅族」的行為模式和生活風格似

乎和 Stebbins 所研究的「認真休閒者」非常雷同，故本研究以認

真休閒的觀點，探討臺灣御宅族的消費行為與文化認同之關係，此

為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目的包括：一、探討御宅族與認真休閒的關係。二、從

管理學的觀點，分析御宅族的消費行為與認真休閒的關係。三、從

休閒社會學和認真休閒角度，分析御宅族的消費文化認同，探究臺

灣的流行文化現象。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途徑，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析。研究方

法以文獻和理論回顧的方式進行探討，文獻的來源包括：御宅族、

認真休閒、消費與認同相關之書籍、期刊、報章雜誌資料以及學者

專家文獻等。 

 

貳、認真休閒 

臺灣對於御宅族相關的研究，往往會用「迷文化」去進行解釋

                                                 
4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臺

東：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34。 
5 R. A. Stebbins, Amateurs, Professionals, and Serious Leisure (Quebec: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32.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五輯 

100 

與闡述。6但筆者認為Stebbins 在1982年提出「認真休閒」理論，相

較於「迷文化」的解釋，更能夠掌握御宅族此一族群的型態與行為。 

認真休閒（serious leisure）理論大約是在1980年代的美加地區

開始探討，Stebbins 指出，當時人們生活的重心仍在工作，普遍以

能賺取薪資的各式工作當做為最有價值的活動。7藉由工作來獲取個

人的滿足感，而不是藉由休閒生活來做為肯定個人存在的意義。

Stebbins 定義認真休閒為：「個人有系統的從事一種業餘、嗜好、志

工的活動。他們投入如事業般的專注，藉此機會獲得及展現特殊的

技巧、知識及經驗，這也使得參與者有非常充實及有趣的感覺。」
8認真休閒是目標導向的，在追求的過程中，休閒投入者會隨生涯階

段的發展有不同的目標，因而發展出不同的技能，成為終其一生的

興趣。 

Stebbins 從業餘者、嗜好者與志工，這三類認真休閒者歸納出

下列六項共同特質：一、堅持不懈（persevere）：雖然參與者一般

對活動都有好的回憶，但是在活動中也會遇到怯場、不好意思、寒

冷、焦慮、身體安全、疲倦，或受傷等的情況。活動產生的正向感

覺使他們能排除災禍，繼續堅持下去。二、發展志業的態度

（career）：將認真休閒視為生活中重要的活動，嚴格的要求自我，

態度如同是自己的職業一般。三、盡最大努力（effort）：盡最大的

努力追求活動所獨具的知識、訓練或技能。有時這些技能或知識是

在教育體系外自學來的。四、持久的利益（durable benefits）：參與

者能持續從認真休閒中獲得以下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包括自我實

現、自我充實、自我娛樂或恢復、成就感、提昇自我形象、社會互

動與歸屬感、活動的實體產品以及自我滿足或純粹的快樂。五、強

烈的認同感（identify）：認真休閒參與者有強烈的認同感，與同好

                                                 
6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9。 
7 R. A. Stebbins, “Serious Leisure: A conceptual statement,” Pacific Sociological Re-

view, 25 (N.Y., 1982): 251-272. 
8 R. A. Stebbins, Amateurs, Professionals, and Serious Leisur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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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成為最快樂的事。參與共同活動的同伴變成眼中的重要他

人，一些認真休閒參與者，甚至尋求一種在許多場合都適用的標

誌，以做為特別社會角色的分辨。六、獨特的精神（unique ethos）：

認真休閒參與者由於具有以上特質，使他們因為特別的信仰、規

範、情況、價值觀、傳統、道德標準、表現水準等，自然地形成一

種次文化，而認真休閒參與者在這獨特的環境中，持續從事所喜愛

的活動。9  

Stebbins 將認真休閒者分做以下三類：（一）業餘者：業餘者

通常在藝術、科學、競賽和演藝界等專業的領域。業餘者與以此為

業的職業者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參與活動或許有金錢收入，但對業

餘者來說，這些收入絕對不是生活主要收入的來源。（二）嗜好者：

嗜好者通常對喜好都很認真且投入，不覺得是為了社交需求或個人

義務而從事活動，而是在工作外特別從事的活動，從中獲得特別的

樂趣和喜悅，嗜好者與業餘者的分別在於社會中是否有人以此種活

動為業。（三）志工：認真休閒中的志工是具有某一程度的專業性

和持續性，長期而不是一般短暫性質的志工服務。10以上三類認真

休閒者皆在工作以外的休閒時間，自願參與某項活動，對參與的活

動都有高度認同及持續的投入，從參與的活動中，展現知識或技

能，獲得有形與無形的利益。Kelly認為認真休閒並不是為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而進行的放鬆，事實上，這種休閒可能就是「生活的中心

投入」，人們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並從中獲得極大的意義和滿

足。11共同體（community）是人生發展的社會環境，但建立共同體

也是一種存在主義的行動。12共同體是指一組正在發展之中的關

係，其中有相互的交流、分擔共同任務以及一段上述共同經歷的歷

                                                 
9 R. A. Stebbins, Amateurs, Professionals, and Serious Leisure, 63. 
10 R. A. Stebbins, Amateurs, Professionals, and Serious Leisure, 54. 
11 John Kelly著，《走向自由（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趙冉

譯）（昆明：雲南人民，2000），162。 
12 John Kelly著，《走向自由（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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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13從認真休閒觀點來看，御宅族從參與過程中所知覺的休閒精

神效益確實能正向影響個人的精神福利，這亦證實了 Ragheb 的研

究結果，人們的休閒可能與精神福利有關。14  

    本研究整理學者專家對認真休閒的文獻和理論後，發現認

真休閒的休閒特質在個人方面有：自我實現、成就感及衍生個人其

他興趣，在社會方面則是：社會吸引、集體創作以及對團體維持貢

獻。御宅族所進行的休閒活動，有些的確如同認真休閒者所產生的

休閒特質，值得加以探討。 

 

參、御宅族的消費與認同 

一、御宅族的污名 

御宅族（Otaku，日文為おたく）的概念來自於日本，日文中

的「御宅」一詞除了指稱動漫畫與遊戲的愛好者以外，也可用在其

他方面的狂熱者，只要對於某種領域有異於常人的熱衷及知識，就

可以稱作御宅族，但一般來說，還是以沉迷於動漫（animation）、

漫畫（comic）以及電腦遊戲（games）的人（這三者統稱為 ACG）

為主要的稱呼對象；御宅族是對於某些次文化非常專精的狂熱者，

也是類伴隨著資訊科技和流行文化而興起的人群。15 

Goffman 在1968年為污名化（stigma）提出了一個定義：「一

種身體或社會的屬性或標誌，如身體畸形或犯罪前科紀錄，使行為

者的社會身分降低到沒有資格得到社會充分容納的程度。」 16 

                                                 
13 John Kelly著，《走向自由（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

155。 
14 M. G. Ragheb,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eisure Domains and the Re-

ported Contribu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to Individuals’ Well-being: An Explora-

tory Study,” Society and Leisure, 12.2(State College, PA, 1989): 399-412. 
15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12。 
16 E.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London: Peli-

can, 196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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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fman 認為污名是與刻板印象有關的負面屬性，具有污名屬性的

人主觀感受到污名的程度就是污名感，污名感來自三個部分：自我

對屬性的知覺、對他人態度的想像以及他人真正的態度。御宅族雖

然帶有負面形象，但這個詞卻愈來愈被廣泛使用，從動漫到電玩，

甚至用來指稱某人有強烈固定偏好，也愈來愈多人用御宅族一詞自

嘲，這時候意思就跟「狂熱者」、「蒐集者」和「怪胎」差不多了。
171990年代初期開始，日本媒體也開始報導御宅族在海外的高評

價，不管在歐美或亞洲，御宅族一詞皆以正面的意義被流通使用，

因此，日本對於御宅的評價也轉變為較為正面，宮崎勤時代留下來

的黑暗扭曲的形象逐漸在轉換，即使還是被當作怪胎，但是變成一

種很有個性、很有趣等正面意義的形容。18 

御宅族一詞已被改造為「宅男、宅女」或是「阿宅」，通常帶

有戲謔、嘲諷的意味。19對於動畫或漫畫等次文化有相當程度愛好

的人變成一些較為負面的詞彙，像是沉迷於網路世界、衣衫不整和

不擅於交際等，另外「宅」也可以當作動詞和形容詞使用，分別代

表宅在家或是有宅男、宅女的傾向。謝楚培認為近年來，臺灣不斷

出現新興的次文化，例如嘻哈、臺客、御宅等現象與議題，幾乎每

次皆會引發媒體一窩蜂的報導，但是，這些次文化並非只是媒體現

象，其興起皆與深層的社會結構因素相關，具有相對應的社會文化

脈絡。20 林文婷認為在媒體和社會的影響下，「宅」開始被賦予了

負面甚至是病態的印象。21對於喜歡動漫的男性御宅族來說，吸引

                                                 
17 野村總合研究所御宅族市場預測小組著，《瞄準御宅族オタク市場の研究》（江

裕真譯）（臺北：商周，2006），74。 
18 林文婷，〈追星族的新人：少女時代男性迷群的消費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8。 
19 黃瑋斌，〈男性御宅族的愛情／色情幻想與實踐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23；林昶宇、王敏東，〈中文詞「宅」

與日文詞「御宅」之比較〉，《語文建設通訊》，91（臺北，2009）：41-44。 
20 謝楚培，〈就是要「瘋潮」——次文化消費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1），6。 
21 林文婷，〈追星族的新人：少女時代男性迷群的消費與認同〉，9。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9SCU05208002%22.&searchmode=basic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五輯 

104 

他們的動漫角色有些是一種「萌」的特質，然而他們這樣的喜好卻

被媒體拿來作為污名化他們的工具，媒體書寫宅男的用語，似乎暗

示著癡迷於女色的男性就是宅男。媒體不斷將宅男、女星和情色做

扣連，宅男成為媒體與社會憑藉自己想像所建構和操弄的詞，許多

女明星也因為宅男而聲名大噪，甚至以宅男女神的身分做為他們演

藝事業的跳板。22當媒體社會以宅男或阿宅來稱呼他們的時候，並

不是稱讚他們對於某樣事物的專精，而是在暗示他們是癡迷於女色

的男性，是以霸權男子氣概的角度來評斷他們。23中國學者汪靖、

顧曉晨認為御宅族身上都有著明顯的「媒體依存症」特點：（一）

過度沉溺於媒介接觸而無法自拔。（二）對於本族群和自身興趣領

域之外的規則不信任，對他人缺乏信任感，只能在每日接觸的網路

媒介中尋找認同。（三）滿足於媒介中的虛擬社會互動而回避現實

社會互動。24在網路的虛擬世界裡，御宅族以匿名的身分找到獨特

的存在感。在御宅族社群中卻出現了一種如李衣雲所言的「繭居型

人類」：他們封閉在自我的空間、疏離了人際關係、對社會共同體

的規範漠不關心、迷失在動畫的亞世界（sub-world）之中。25御宅

族並不盡然是李衣雲等人所認為的自閉者，日本學者岡田斗司夫提

及大塚英志在1992年對日本御宅族所做的調查顯示御宅族在人際

交往的朋友人數多於一般人、他們善於社交活動，月收入也較高、

有許多人為工程師與醫師、看電視的時間也較一般人短，並有多項

興趣，並非孤僻自我封閉的社群。26 

御宅族得以形成的近因之一是由於資訊的流通及御宅族必須

時常與他人進行情報交流與意見交換。27御宅族是一群對於喜愛的

                                                 
22 林文婷，〈追星族的新人：少女時代男性迷群的消費與認同〉，10。 
23 林文婷，〈追星族的新人：少女時代男性迷群的消費與認同〉，69。 
24 汪靖、顧曉晨，〈御宅族現象——新一代媒介依存症〉，《新聞傳播研究》，5（臺

北，2008）：41-43。 
25 李衣雲，〈斷裂與再生——對臺灣漫畫生產的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65。 
26 岡田斗司夫著，《OTAKU學入門（オタク学入門）》，46。 
27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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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擁有「異常」的狂熱的人，他們願意在休閒事物上投入大量的

時間與金錢去進行知識的鑽研以及資訊的蒐集。28東浩紀則認為御

宅族文化是在過度龐大的資訊消費社會中，尋求自我存在意義的表

現，在不斷變化的環境中，御宅族不但能靈活運用新的技術，更能

不斷創造出新的價值觀，藉以確認自我的存在。29御宅族最大的活

躍空間是透過網路社群來建立自己的人脈關係與情報交流，御宅族

在投入的活動中，一旦進入屬於他們自己的「場域」時，將會毫不

吝嗇的與同好進行交流以及表現自我並獲得認同。30野村總合研究

所將過去被污名化的御宅族一詞轉化為中性名詞，對御宅族提出了

不一樣的定義，他們認為，御宅族應該泛指執著於某種人、事、物，

會以非常極端的方式，把時間和金錢集中消耗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

或對象上，而且對於該領域和對象擁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和創造力，

並且會從事傳播有關該領域對象之知識的創作活動，例如同人誌或

cosplay。 

綜合學者專家對於御宅族探討的內容，筆者認為御宅族是執著

於某種人事物並以極端的方式，將時間與金錢集中消耗在該對象上

以及御宅族對於該對象有豐富的知識與創造力，而且會從事散播資

訊與創作的活動。御宅族不僅表示對動畫或漫畫有強烈固定偏好

者，也包括這群人外觀的特徵、獨特的溝通型態。 

二、御宅族的消費行為 

現今全球跨文化消費產品流動的現象日益盛行，御宅族源自於

日本，而臺灣的社會成熟，地理位置鄰近日本，流行文化也深受日

本的影響，並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御宅族已延伸出特有的次文化

                                                                                                                     

16。 
28 余秀純，〈數位出版品行銷策略之實證研究——以御宅族消費意願為例〉（臺

北：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34。 
29 東浩紀著，《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29。 
30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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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費行為。31在一個成熟社會和網路普及的時代，御宅族已成立

相關網路社群，彼此互通有無，是一群新興的消費專家，此族群對

特定領域的商品具有高度的認同，願意花費時間與金錢投入，維持

高水準消費。32外界對於御宅族的認知，已經轉變為影響力大、扮

演領導市場的角色。御宅族對行銷市場而言，外界對此族群的認

知，已轉變為能傳播高水準資訊、具有超強購買力以及形成的社群

已發展成資訊傳播與市場領導者角色的機制。御宅族代表著既多元

又有許多共通點的特質，對其熱衷的領域出手大方，花錢毫不猶

豫，是企業進行市場行銷時，所不容忽視的一群消費者，尤其是運

動漫畫御宅族的消費行為和一般消費者截然不同，其對新商品的接

受度高，也有強大的消費意願與消費能力，形成一可觀的御宅市

場。33 

日本著名的社會經濟研究團野村總合研究所御宅族市場預測

小組的「オタク市場報告書」中指出，御宅族市場有著2兆3千億日

圓的規模，漫畫御宅族的消費市場更是全部類型中的第一名。34野

村總合研究所御宅族市場預測小組指出御宅族在消費時，追求理想

狀態的熱情會變成驅動力，為追求這樣的理想，迫使他們採取消費

行動，御宅族的這種行為，就像是掉到黑洞裡的星球，此為御宅族

的消費行為。  

在全球性的網路行為、消費文化意識進化的過程中，日本野村

總合研究所發現日本民眾的「御宅族化」行為有擴散的現象，不僅

是人數的擴散，廣義而言，御宅族化現象已從過去的漫畫、科幻小

說，擴散到生活嗜好領域，如手機、旅行及攝影等，不限制在特定

品牌與產品，而是融入在生活型態中，形成高度嗜好者群，他們擁

                                                 
31 陳仲偉，《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與迷的文化》（臺北：唐山，2004），56。 
32 李欣岳，〈崛起中的 Otaku（御宅族）經濟〉，《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72（臺

北，2011）：62-71。 
33 張詩芸，〈次文化經濟能量之展現：論臺灣同人誌的在地變遷〉（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126。 
34 野村總合研究所御宅族市場預測小組著，《瞄準御宅族オタク市場の研究》， 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5%9C%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5%9C%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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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乎專家的專業知識與獨特的價值觀，其口碑的影響力、催生新

商品的創造力，甚至哄抬收藏品的高消費能力，都已讓行銷人員不

容忽視。35御宅族是依據不同興趣與愛好所結合的次文化族群，不

受主流文化影響而擁有其消費風貌。御宅族是基於高度成熟的社會

下，消費者能夠大肆展現嗜好與價值觀，其自發的各種活動已扭轉

過去被動接受的狀態，主動影響產業、影響市場。36故御宅族的消

費行為其實受到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支持，彼此互通有無，相輔相

成，魚幫水、水幫魚，而促成了深度且專業的消費行為，即所謂的

「宅經濟」。 

汪宏儒認為御宅族的消費特徵：（一）維持高水準消費：在自

己偏愛的領域中，御宅族看到想要的商品，即使單價略高，他們還

是會買，只要繼續對某領域的商品有特別偏好，就會不斷持續消費

下去。（二）產生新的附加價值：御宅族不只會消費商品，對於特

別偏好的領域，也會展現出自己特有的想法，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

去理解偏好的事物，把這些解釋系統化及理論化，甚至還會出現創

作活動，使產品內容發展的更為豐富。（三）在社群中積極傳布資

訊：在網路上已形成社群的御宅族，會廣為蒐集與交換資訊；由御

宅族所催生出來的資訊，還可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到非御宅族

耳中，而對整體市場帶來影響。37御宅族的消費行為特徵包括：1.

對運動領域的商品具有高程度的認同，願意花費時間與金錢投入。

2.不只消費，也會創作，而創造出新價值，能夠促進運動與休閒產

業的發展。3.透過網路社群這項媒介互通有無。38 

國內現今的社會成熟再加上網路普及，網路行銷發達，藉由大

眾傳播的方式，不同領域的御宅族成立各種相關的網路社群，彼此

                                                 
35 余秀純，〈數位出版品行銷策略之實證研究——以御宅族消費意願為例〉，3；

李雪莉，〈封面故事：迎接宅世代〉，《天下雜誌》，379（臺北，2007）：112-143。 
36 余秀純，〈數位出版品行銷策略之實證研究——以御宅族消費意願為例〉，22。 
37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18。 
38 岡田斗司夫著，《OTAKU學入門（オタク学入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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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有無，促進資訊的交流，而企業端可將御宅族做為一個前測市

場，在推展商品之前，觀察此族群所創造出的新消費方式及附加價

值，再向一般消費者推出改良的新商品。 

三、符號消費 

 法國的社會學家Jean Baudrillard提出「象徵性符號消費」

（symbolic consumption），Baudrillard認為在文化逐漸片段化的後

現代當中，消費已經不是為了實用取向，愈來愈多的消費者所從事

的不是物質的消費，而是象徵符號的消費，商品沒有透過消費就沒

有任何意義，只有透過消費才能顯現其社會意涵。Baudrillard 強調

消費不是物品功能的使用與擁有，而是作為不斷發出、接收而再生

的符碼，而物品必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物。39物品在符

號化之後具有象徵意義，不再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而變成是以如

何具有差異性的符號價值為目的。40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的現代消

費社會，是一個充滿「符號消費」的社會，商品存在的價值為其所

代表的符號所取代，要成為被消費的對象之前，商品必須要先成為

符號。41 

Kellner 認為在眾多主流商品、次文化商品叢生的消費社會

中，在業者不斷賦予其產品象徵意義下，多元認同的觀點讓我們理

解到不同的消費者會透過消費的過程主動創造並維持自身的認同

感。42近年臺灣消費社會的新奢侈品消費型態與商品符號化情形日

益顯著，廠商方面透過創造品牌符號、賦予品牌符號意涵以提升商

品的附加價值；而消費者方面則是在購買時除了重視商品的實際功

能效用，同時也會關注於品牌符號附加意義帶來的心理層面的感受

                                                 
39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23. 
40 陳坤宏，《消費文化理論》（臺北：揚智，1995），2。 
41 葉士豪，〈文化認同、符號消費、消費價值與享樂性消費行為關係之研究〉（彰

化：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8），33。 
42 D. Kellner,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Identit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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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足。43御宅族的消費動機主要來自「表現自我消費主義」，是自

我身分的認同，也是吸收符號和被符號吸收的過程。44御宅族藉由

文化消費的過程建構其自身的認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套生活風

格，包括行為、語言、書籍、服飾等生活表現，而消費不再像過去

的階級模仿，自上而下滲透，而是同時具有由下而上的互動過程。
45 

筆者發現御宅族的消費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產品的流行

趨勢，並對尚未成為御宅族的人有極大的消費取向影響，例如在臺

北舉辦的同人誌的活動中，一般愛好者跟隨「意見領袖」蜂擁入場，

儘管展品價格高的離譜，御宅族的號召力為展覽發揮了極大的作

用。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文化消費的過程，選擇自己所希望成為的樣

子，御宅族彼此間逐漸的凝聚、加強連結性，自行對文本進行再詮

釋，並以動漫祭、同人誌、粉絲團定期聚會以及Cosplay等現場接觸

的場所為實際聚集的場域，甚至是御宅族的產品實體店面，販賣御

宅族喜歡的書籍、公仔、布偶以及3C產品等，這些內容無形中皆形

成了御宅族的「想像的共同體」。當代的次文化已不再只是由社經

地位低的年輕工人階級所組成，其成員可能還包含學生、中產階級

等，同時也不再只由符號來表達出自己的次文化身分，而是具高度

使用新媒體的能力，並展開實質的行動。 

四、網路社群 

岡田斗司夫認為因寬頻環境的發展與網路使用者社群化，活絡

了御宅族的相關活動，網路讓他們更容易發現彼此、更容易取得溝

通，加上能夠匿名的特點，也促進了御宅族之間的交流。46另外，

御宅族運用網路可以更容易蒐集到特定領域的資訊，在網路上可以

輕易找到同好，溝通也變方便了。 

                                                 
43 葉依林，〈文化認同、符號消費與新奢侈品購買行為關係之研究——以日系品

牌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41。 
44 余秀純，〈數位出版品行銷策略之實證研究——以御宅族消費意願為例〉，48。 
45 謝楚培，〈就是要「瘋潮」——次文化消費研究〉，17。 
46 岡田斗司夫著，《OTAKU學入門（オタク学入門）》，46。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五輯 

110 

隨著全球上網人口的急速增加，網路空間已逐漸被建構為僅次

於實體社會之另一龐大虛擬世界，也開始出現諸如虛擬社群等名異

實同的「網路社群」，而臺灣動漫畫御宅族最大的交流互動場域即

為網路社群。47虛擬社群是種憑藉網際網路所存在的一種社會群

體，因成員將可依靠網路，在網路空間中跨時空的以線上形式交流

各種資訊和情感，從而形成「社群」關係的組織形式，而虛擬社群

的出現，也成為當代次文化群體交流的平臺，除了在其中分享、交

流該社會群體的相關資訊外，也因而產生特定的群體價值和認同。

因此，網路的進入和虛擬社群的出現，可說改變當今次文化群體的

面貌。48網路平臺的出現，使得不同的網路社群得以將不同的文化

和文本相互交融，形成文化上的匯流，在這種情況下，網路社群的

影響力也愈來愈大，甚至大到能影響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因其很

大部分的消費必須依靠網路社群來進行宣傳和行銷，甚至得去主動

的開發網路粉絲社團的市場，其影響力可見一斑。49 Baym 認為御

宅族掌握國內未來的生活消費與流行走向，許多國際大型企業也紛

紛瞄準御宅族擬定行銷策略，這群默默主導虛擬世界的族群，造就

臺灣御宅族時代的來臨。另外，網路社群的興盛也是御宅族背後的

推手，使得御宅族可以超越時空限制，與其他族群溝通，而網路購

物的普及度，促進了御宅族的蒐集興趣。50 

網路社群是一種社會群聚，一群擁有共同興趣的人或專業人

士，透過有足夠的群體在網路上長期進行共同議題的討論，成員間

共享共同的語言、價值與興趣，並透過電子媒介進行溝通與合作。
51御宅族藉由網路來凝聚、鞏固自身的認同，使其以想像的共同體

                                                 
47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23。 
48 陳之昊，〈社群網站時代的次文化社群：臺灣獨立音樂圈的社會與文化資本〉

（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14。 
49 N. Baym, “The New Shape of Online Community: The Example of Swedish Inde-

pendent Music Fandom,” First Monday, 12.8 (N.Y., 2007): 134-146. 
50 傻呼嚕同盟，《御宅學》，7。 
51 陳之昊，〈社群網站時代的次文化社群：臺灣獨立音樂圈的社會與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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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形成一個族群。網路無形之中成為次文化的重要媒介，它讓這

些不同領域的御宅族找到了一個共同聚集的空間。52本文認為御宅

族以臉書 Facebook、微博、BBS 以及部落格粉絲團等具社交功能的

網路平臺，讓御宅族可在其中發表個人觀點並彼此分享，而社群網

站的興起，使得口碑訊息的傳播更加迅速，網路口碑成了企業推出

產品所不可忽視的溝通管道。 

五、網路社群與認同消費的關係 

Kelly 提及社會與個人認同，是分析「我們在人生的發展中會

成為什麼樣」的一種方式。53消費被視為是一種與外在溝通的方式，

也就是透過我們消費的方式，說明了我們是誰，我們要成為怎樣的

人，以及別人怎麼看待我們。每一種風格都代表著一種次文化，而

次文化的認同成為消費者的動機，他們希望透過消費，展現屬於自

己的次文化主張。54文化消費可視為是主要的實踐途徑之一，人們

把身分認同帶入商業與文化商品的消費中，也在其中形成認同。55 

紀大偉指出，同性戀社區和同性戀者之間互惠、交流，同性戀

者的消費幫助了同性戀社區，而同性戀社區有益於同性戀者的身分

認同。56紀大偉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同性戀的消費與認同，發

現現今同性戀次文化的消費形態包含健身、服飾、美容保養等，此

類外貌消費反映出該次文化「重視外貌」的集群意識。同性戀長期

受到歧視與汙名，產生對「尊重」的需求，另外，在與社會、家庭

的疏離下，造成個體對於同性戀社群「歸屬感」的強烈需求，以此

驅動消費行為上身分認同的展現。紀大偉認為同性戀被歸化為優勢

文化下的次文化，同性戀仍存在著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等不同的消費

                                                                                                                     

本〉，27。 
52 東浩紀著，《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19。 
53 John Kelly著，《走向自由 (Freedom to Be: A New Sociology of Leisure)》，67。 
54 謝楚培，〈就是要「瘋潮」——次文化消費研究〉，5。  
55 江佩蓉，〈想像的文化圖景：韓流與哈韓族在臺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62。 
56 紀大偉，〈同性戀政治經濟學——認同與消費〉，《中外文學》，31.4（臺北，

2002）：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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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 

筆者認為御宅族就像同性戀族群般是依據不同興趣與愛好所

結合的次文化族群，不受主流文化影響而擁有其消費風貌，差異性

則是御宅族主要藉由網路去進行分享、號召和生產等，對於他們來

說，這樣可以讓他們對自己的興趣和喜愛的領域付出貢獻，一旦付

出的貢獻得到正面回應或回饋，都會使他們投入更多的心力和情

感，是一種正向循環。當認同的因子與消費有了連結，御宅族文化

透過商品化以及貨幣流動將自己給推銷了出去，同時也更加鞏固御

宅族文化的實體存在。網路社群不僅只是方便御宅族在其中交換訊

息而已，更重要的是可在其中尋求到同好，得到友誼和社會支持，

網路社群建構起御宅族的消費文化身分，促進消費社會群體的文化

認同，是大眾傳媒與消費文化的共謀，是消費意識滲透文化空間的

必然結果。御宅族的操演，藉由觀察御宅族的事實，在消費的過程

中，瞭解其行為、語言、文字以及消費活動等，御宅族會將對商品

的喜愛轉化為單純的愉悅，除了對商品的喜好，更變成一種文化認

同，而認同會塑造出風格，進行再生產，並提升消費者購買商品的

意願，御宅族的消費與認同有正向顯著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一群消

費者。  

 

肆、以認真休閒觀點看御宅族的消費與認同 

一、認真休閒與御宅族消費行為的關係 

汪宏儒認為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符合 Stebbins 在 1982 年

所提出的認真休閒理論，在御宅族所擁有的認知、行動力及求知欲

上都能加以解釋。57認真休閒除了有休閒當中所具備自由時間與心

理狀態外，個人情感投入，毅力的堅持，不斷努力，使其參與過程

中獲得持續利益，展現其獨特的精神，並帶有強烈的認同感，這些

                                                 
57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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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認真休閒中所擁有的特質。御宅族願意投入時間與心力去從事

的休閒活動，不僅是動漫畫團體，舉凡手機、鐵道以及旅行等，在

並非以興趣嗜好為本業而從事的許多休閒活動，相較於一般休閒參

與者投入大量的時間、金錢與心力去充實知識的休閒者，都能夠以

認真休閒理論加以解釋與分析。 

李姿瑤認為御宅族為了提升自己在這個領域內的專業技能，會

投入大量的時間與金錢，認真努力獲得知識技能。58御宅族願意不

計代價地投入其中，並從參與活動以及投入網路社群的經營中得到

回饋與滿足，亦即這樣的服務具有內在報酬，而成就感與充實感就

是這樣的內在報酬。59Ragheb 的研究結果指出個人透過參與自己喜

好的休閒活動，在過程中所獲得之體驗與目標的達成，可促使個體

產生幸福感，以志工為例，他們認為服務他人是一項有樂趣的休閒

活動，可以產生幸福感和自我滿足，進而獲得身心的愉悅。60 

Ragheb  從認真休閒觀點來看，御宅族從參與過程中所知覺的休閒

精神效益，包含成就感與充實感等，確實能正向的影響個人的精神

福利，人們的休閒可能與精神福利有關。61顏伽如曾言認真休閒者

一旦對其偏愛的休閒活動表現出專注與依附，則可以體驗到特殊而

充實的休閒感受。62此外，休閒的參與類型與頻率對於幸福感是具

有重要意義，而休閒體驗的意義與品質等休閒效益則是比休閒本身

或休閒參與更能促進個人的精神福祉。 

                                                 
58 李姿瑤，〈「動漫」御宅族的幻想世界——以臺灣的同人創演活動為研究對象〉

（臺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27。 
59 江明修，《志工管理》（臺北：智勝文化，2003），32。 
60 M. G. Ragheb,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eisure Domains and the Re-

ported Contribu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to Individuals’ Well-being: An Explora-

tory Study,” 399-412. 
61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67。 
62 顏伽如，〈認真休閒之參與歷程與相關因素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林

老師說故事」之志工為例〉（臺北：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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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herstone 提出三種消費觀點：（一）消費的生產（ the 

production of consumption），生產可透過廣告和媒體，去控制消費。

（二）消費產品可用來創造區分，並加強社會關係。（三）消費夢

想、慾望以及愉悅，消費是尋求一種白日夢式（day-dreams）的滿

足。63 Storey 認為消費本身不是真的要去選擇、購買或使用商品，

而是要藉由對產品的影像得到想像的樂趣，尋求想像性的愉悅，並

滿足現實中無法遭遇的經驗，這是一種心靈的享樂主義。64 Capbell 

認為御宅族的消費活動會讓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強烈偏好，透過消費

得以更接近心目中的理想，追求理想狀態的熱情會變成消費的驅動

力，迫使他們採取消費行動，同時，當他們反覆透過增加手中的收

藏品而漸漸接近心中理想時，他們的熱忱會跟著增加，形成一個正

向的循環回饋結構，會不斷加速、誘發他們下一次消費的循環，這

樣的機制讓他們陷入御宅族消費行為中，幾乎把絕大部分可支配的

所得全都用在嗜好上。65消費文化會使用意象、符號及象徵性商品，

以引起夢想、慾望及幻想，進而達到浪漫的真實性與感情的實現，

在此消費空間中，連不可能的夢想都可表現出來。66 

根據文獻的整理發現，御宅族在消費時，會產生心靈的愉悅，

消費者透過想像將夢想依附在商品上，讓想像在消費中實踐，由自

我想像的經驗中得到樂趣，並從中建構意義。御宅族的消費心理及

行動特徵的確呈現出御宅族具有認真休閒的特質。表1是御宅族的

消費行為與認真休閒的關係： 

 

                                                 
63 M.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1991), 14;  

D. Storey,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r-

nold, 1999), 23. 
64 D.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41. 
65 余秀純，〈數位出版品行銷策略之實證研究——以御宅族消費意願為例〉，

39。 
66 陳坤宏，《消費文化理論》，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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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御宅族的消費行為與認真休閒的關係67 

認真休閒的特質 御宅族的消費行為 

堅持不懈 

在消費過程中除了產生美好的經驗外，也可能會遭遇挫折

和困難，皆能以正面心態去面對，以堅持不懈的毅力突破 

困境，並持續參與這項消費活動。 

發展志業的態度 

御宅族對於熱衷的活動能始終如一的參與，在消費過程中

願意投入時間、金錢以及自我認知等個人努力的成果，對 

於感興趣的領域產品，會如同創業般經營。 

盡最大努力 

御宅族在進行消費行為時，基於自身的興趣，會選擇學習

探索，獲取更多相關的知識技能，期盼自己能成為該領域 

產品的達人。 

持久的利益 

御宅族在消費過程中可獲得持續性利益，包括自我實現、

自我表現、成就感、社會互動、歸屬感以及持續的勞動產

出等。 

強烈的認同感 

御宅族在消費過程中，對於熱衷的領域，具有強烈的認同

感，他們會樂於與他人分享參與消費活動的過程及所見所

聞並積極參與。 

獨特的精神 

御宅族透過消費與展演，彼此能形成共同的價值觀、規範、

內部信念及行為表現而展現出不同於大眾的次文化，形成 

新的「共同體」，並以身為團體的一分子為榮。 

 

紀大偉認為以往同性戀者大致被視為社會上的邊緣人，但今日

同性戀者的消費力被強調渲染，同性戀者在社會中的位置就有所改

變，同性戀者似乎由社會邊緣朝向社會中心移動，由人渣變成值得

尊敬的社會參與者。68筆者認為以往御宅族被社會污名化，但今日

御宅族的消費力被注重，御宅族轉變成具有專業知識與高消費能力

的人，這是社會接受他們存在的契機，御宅族的產生代表次文化與

社會生活型態緊密結合，也改變了御宅族在社會中的位置。 

                                                 
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8 紀大偉，〈同性戀政治經濟學——認同與消費〉，《中外文學》，31.4：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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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真休閒與御宅族文化認同的關係 

御宅族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可以創造無限商機的次文化。69御

宅族認同原本的出發點是要凝聚內部的向心力，一方面試圖消弭主

流社會對御宅族的偏見，另一方面提供御宅族心理及生理上感到安

適的相處空間，讓那些原本被主流社會所排斥的御宅族，能夠在御

宅族文化裡覓得一塊能被認同的生活區域，御宅族消費的雛形也因

此從認同和文化的連結中誕生。70李姿瑤認為御宅族的消費者能夠

藉由消費的過程建構其自身的身分認同，以此彰顯其身分地位。71御

宅族的消費與認同是相互依存，御宅族消費其實是御宅族認同的進

階化，御宅族認同成為一種分類的標竿，標示著御宅族與非御宅族

之間有所差異的需要。72    

御宅族的消費行為在某些程度而言，具有認真休閒的特質，在

購買的過程中，會將對商品的喜愛轉化為單純的愉悅，除了對商品

的喜好，更變成一種文化認同，而認同會塑造出風格，進行再生產，

是不容忽視的一群消費者。在今日資本主義化的社會，生產、消費

以及商品的關連已經不若以往的單純，當文化認同的因子與消費有

了連結之後，御宅族文化透過商品化以及貨幣流動將自己給推銷了

出去，同時也更加鞏固御宅族文化的實體存在。筆者認為行銷市場

的目光不是只有放在某一特定族群和主流社會的差異性，而是試著

瞭解族群認同和族群特有文化的關連，才能以這個關連作為背景，

打造族群消費的特質。文化認同的產品化與消費化不見得是洪水猛

獸，消費的形式以及文化被理解的形態才是值得關注的部分，因為

御宅族文化希望被主流社會接受，但是在社會各種不同霸權和論述

的權力機制裡，御宅族文化依然是屬於弱勢的那一方，而御宅族文

化本身又是一個充滿了矛盾與衝突的地域，並不如有些人以為的團

結一致，不同領域的御宅族仍有不同的聲音存在。臺灣社會需要

的，是塑造一個屬於臺灣自己的御宅族文化，當然這個御宅族文化

裡面，無可厚非地會吸收了許多外來元素，我們需要反芻這些元

                                                 
69 傻呼嚕同盟，《御宅學》，16。 
70 東浩紀著，《動物化的後現代：御宅族如何影響日本社會》，46。 
71 李姿瑤，〈「動漫」御宅族的幻想世界——以臺灣的同人創演活動為研究對象〉。 
72 岡田斗司夫著，《OTAKU學入門（オタク学入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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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讓它們能夠應用且融入在我們自己的御宅族文化裡。 

御宅族與網路的關係相當密切，最大的特色除了資訊的搜尋，

族群間彼此的交流互動更是透過網路連結，共同分享虛擬的世界，

他們有些人認為自己有嚴重的網路依存度，但也有不少人能夠在虛

幻與現實之間完美切換，這箇中行為端看御宅族自己如何去拿捏。
73筆者發現有些御宅族認為自己有「網路成癮」的狀況，但不至於

影響日常生活，他們也必須工作，並非不事生產，比較特別的是，

有些御宅族每天都會進行戶外運動，例如慢跑、游泳以及打籃球

等，這個結果顛覆了大眾對於御宅族整天窩在家裡、不願出門的刻

板印象。外界對御宅族的負面認知也轉趨於正向且積極的態度，加

上愈來愈多人承認自己就是御宅族，現在這股勢力正逐漸的壯大，

轉變為一塊影響力很大且深受相關領域同好所重視的市場。 

筆者認為御宅族在無報償的情況下，願意奉獻己力於網路社群

之中，也從事自己喜好的休閒活動，其扮演的角色為「業餘者」、「嗜

好者」以及「志工」，並藉由消費的過程，獲得認同感與幸福感。

御宅族的消費與認同皆符合認真休閒的意涵及其六項特質。在現今

的社會，御宅族希望被主流社會接受，雖然在社會各種不同霸權和

論述的權力機制裡，御宅族仍然是屬於弱勢的那一方，但御宅族以

族群的消費產值證明其存在的社會價值，亦逐漸擺脫大眾媒體加諸

在其身上的污名，御宅族已經找到其在社會中的位置。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御宅族具有認真休閒的特質 

御宅族符合認真休閒的六項特質。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

御宅族有資本面向的議題可繼續探討，未來將試圖瞭解御宅族是

否存有布迪厄（Bourdieu）所提的「文化資本」現象。 

                                                 
73 汪宏儒，〈臺灣動漫畫御宅族的社群活動與認同——一個認真休閒的觀點〉，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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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建構認同、認同驅動消費 

御宅族在消費的過程中，會對商品的喜愛轉化為愉悅，願意

花費金錢與時間投入，維持高水準消費，更變成一種認同，而認

同會塑造出風格，進行再生產， 並提升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意願，

御宅族的消費與認同有正向顯著影響。 

（三）網路社群建構御宅族的消費文化身分，促進消費社會群體

的認同 

御宅族在社群中藉由媒體積極傳布資訊，網路社群建構其消

費文化身分，促進消費社會群體的認同，是大眾傳媒與消費文化

的共謀，是消費意識滲透文化空間的必然結果。 

（四）御宅族的消費與認同亦符合認真休閒的特質 

御宅族在消費時，扮演的角色為「業餘者」、「嗜好者」以及

「志工」，在消費的過程中會產生心靈愉悅與自我認同，消費者透

過想像將夢想依附在商品上，讓想像在消費中實踐，由自我想像

的經驗中得到樂趣，並從中建構意義。 

二、研究建議 

「御宅族」一詞雖已廣為人知，但大多數的人對其所代表的意

涵及認知仍多為負面觀點，且目前在國內學術界也鮮少有針對御宅

族的相關研究。我以御宅族為研究對象，以認真休閒的觀點探討其

消費行為與文化認同，對御宅族的發展歷程及其意涵較以往的研究

做了更詳盡之說明，以期為御宅族引領出新的氣象。 

御宅族是一群新興的消費專家，比一般消費者有更高的消費參

與。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自己所偏好領域裡頭的御宅族，而外界對

御宅族的負面認知也轉趨向正面，加上愈來愈多人勇於承認自己就

是御宅族，現在這股勢力正逐漸的壯大，轉變為一塊影響力很大且

深受相關領域同好所重視的市場，這是臺灣社會接受他們存在的一

大契機，國內御宅族的產生代表次文化與社會生活型態緊密結合。

本研究以御宅族為研究對象，結合社會文化，提供大眾一個多元的

學習環境，發展獨立的自我和主體文化認同。國內目前的御宅族族

群仍以動畫、漫畫、手機以及線上遊戲為主，這些領域的御宅族，

其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室內，缺乏戶外性的運動與休閒活動，不僅無

法與他人面對面交流拓展人際關係，也欠缺運動健身，其健康狀態



以認真休閒觀點探討御宅族的消費行為與文化認同 

119 

令人堪慮，研究者希冀御宅族能將專注熱情的動力，投注於戶外性

的運動與休閒活動。本研究根據日本的野村總合研究所於2006年發

表的《御宅族市場報告書》，發現御宅族最樂於從事的戶外性的運

動與休閒活動為「旅行」，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探討旅行御宅族等

戶外性的運動與休閒活動。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4%E5%B9%B4&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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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Otaku by the Viewpoint of Serious Leisure 

Jui-Hung Huang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o-Hsiu Li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Sport,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the otaku culture is based on “the internet envi-
ronment of individual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formed through the 
large information sent and received among individuals. The outside 
world's awareness of the otaku has changed from the past "niche market 
segmentation, small size and low priority" to "a influential leading role 
of the marke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behavior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otaku in Taiwan 
from the viewpoint of serious leisure.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review. The results were follows: first, otaku have the 
cognition, action and curiosity correspond with the six characteristics of 
serious leisure, and get a lo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benefits. Secondly, 
otaku find great pleasure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so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spend money and time to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of 
consumption. Their preferences of the goods become a kind of 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shape the style; and reproduction, and the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buy goods. That otaku’s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is a group would not be ignored. Third, 
otaku disseminates actively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media,  constructs 
consumer culture through online community, and promotes the identity 
of the consumer social group.  This inevitable result came from the 
conspiracy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on-
sumer consciousness penetrating into cultural space. Fourth, otaku’s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nswer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rious leisure. 
Otaku develops spiritual pleasure and self-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Otaku attach their dream on the goods by th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their imagination in the consumption process. They enjoy 
the experience of self-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it. 

Keywords: Otaku, serious leisure, consumer behavior, culture identity, 

onlin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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