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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著重在檢視中國粉絲針對日本女子偶像團體AKB48，由官方每
年舉行一次的總選舉，所進行的集資投票活動。本研究認為，集資
是某種藉由多元的數位科技與數位平台中介，包含情感訴求的在地
化精密計畫。集資也是客製化的、有策略的，具有社群媒體操作素
養，並熟悉粉絲心理，符合粉絲消費需求的動員。集資主要由為各
個偶像迷而成立的百度貼吧主導，並聯合微博的推廣、QQ群的親密
社交，與眾籌（群眾募資）平台的公開金額數據展示，共同流通集
資訊息與實踐。集資也充分利用了中國行動支付的普及，例如：支
付寶與微信支付，外加微打賞（小額付費）。集資付費的App化與QR
Code化，源自於日常生活中可於幾秒中內完成消費的科技便利性與
快速。粉絲們被鼓勵照相並展演自己付費成功的螢幕畫面，讓「已
付錢」不只是支付平台回覆顧客的功能，而是金錢被社交化成為某
種促進對偶像的情感表達，與跟其他粉絲集體串聯，大家一起努力
的金融-情感景觀。此外，由於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總是習慣於集權主
義式的監控人民與社會，消費與數位空間成為粉絲有機會實驗「政
治」與「民主」的場所。粉絲集資作為流行文化消費的民主與政治
化，在於年輕人發展了草根性的參與，實現了「勝任」的能力。粉
絲集資整合數位平台、科技、金融、社交媒體，進行宣傳與行銷粉
絲情感論述，達到最大化與效率化買票的結果。日本AKB48總選舉
，雖然跟真正的政府政治的選舉有所差異，但都跟錢、人、宣傳
，以及選票有關。中國粉絲在新媒體與科技等領域，開發了中國式
粉絲集體性的情感經濟，自我建構了某種消費邏輯下的自由主體與
賦權主體。這種不容小覷的消費與科技使用能力，也新穎地影響與
形塑了中日跨國粉絲網絡連結互動。

中文關鍵詞： 粉絲 集資 數位平台 情感經濟 金融-情感景觀 流行文化消費的民
主與政治化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xamining activities initiated by
Chinese fans’ crowdfunding and online voting for the
official annual general election of AKB48 group idols.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crowdfunding is a localized project
which is mediat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platforms, involving emotional appeals. Crowdfunding is
also a kind of mobilization which is customized, strategic,
equipped with social media literacy and the well
understandings of fans’ consumption needs.  Crowdfunding
is mainly led by Baidu online fan forums based on different
idols, cooperating with Weibo’s widespread promotion and
QQ instant messenger as the tool for intimate socializing,
and crowdfunding platforms for public displaying data of
collected money. All of those contribute to the circulation
of messag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crowdfunding.
Crowdfunding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pularity of China’s
mobile payment including Alipay and Wechat Pay, as well as
small amount of money reward. Crowdfunding is “app”ized
and “QR code”izd, which derives from the technological
convenience and quickness allowing consumption to be



completed in few seconds.

Fans are encouraged to capture and display the picture of
“making deals”. “Having successfully paid and “amount
of money” is not only the function of replying customers,
but is the finance-emotion spectacle in which money is
socialized into affective expression for idols and enables
fans’ collective networking and comradeship. Besides,
because of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long-term exerted
authoritative surveillance over people, the space of
consump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sites for
people to experiment with politics and democracy. Fans’
crowdfunding as the politicization of popular cultural
consumption lies in that young people have developed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and achieved competency. Fans’
crowdfunding integrates digital platforms, technologies,
finance and social media, which facilitates the campaigning
and marketing of discourses related to fandom affection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ffects of voting. Although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AKB48 groups is different from state
politics, they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concerning money,
people, campaign and votes. In the realm of new media and
technology, Chinese fans carve out Chinese style of
collective affective economies of fandom and construct free
and empowered subjects in terms of the consumption logic.
Their abilities of consumption and technological use have
newly influenced and shaped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national fandom networks.

英文關鍵詞： fans crowdfunding, digital platform, affective economies,
finance-emotion spectacle, the democracy and politicization
of popular cultura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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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起的情感經濟： 

⽇本 AKB48 總選舉、網絡科技，與中國粉絲的集資策略戰 

 

⽇本 AKB48 在⽇本的崛起 

 

 AKB48 成⽴於 2005 年，發跡於⽇本以電器動漫聞名的秋葉原的⼩劇場，⼀開

始由被選上的 20 幾位 10 幾⾄ 20 幾歲年輕⼥性擠在⼩劇場表演，然⽽⾄今 2016 年

已經進化成擁有 3 百多⼈的⼤型⼥⼦偶像團體。製作⼈秋元康定位 AKB48 爲「可

以⾯對⾯的偶像」，注重偶像與粉絲的互動，定期的劇場表演與握⼿會成為主要傳

達此意念的重要活動。AKB 的商業模式之⼀，主要在於定期推出流⾏單曲，並與

⾳樂 CD 販賣結合，並在 CD 中附上可參加握⼿會的⼊場卷，進⾏銷售捆綁。也就

是，若買越多 CD，就能參加更多次握⼿會。此種商業策略使得 AKB48 在⼀個流

⾏⾳樂數位化時代，還能在⽇本獲取成功的市場銷售量（Xie, 2014: 81）。 

 

 AKB48 從東京開始，逐漸向⽇本其他地⽅擴散，陸續成⽴了名古屋 SKE48 

(2008 年)、NMB48 ⼤阪難波 （2010 年）、福岡 HKT48 （2011 年），新瀉

NGT48 （2015 年）等⼦團體。此外，AKB48 集團也將 AKB48 公式海外亞洲販

賣，實現在地經營。這其中包含：印尼雅加達 JKT48（2011 年）與中國上海

SNH48（2012 年），⽬前已破局解除合約；以及台灣台北原名 TPE48 (2018 年)，

但後來改成 AKB48 Team TP。根據⽥中秀⾂，AKB48 是符合⽇本的通縮經濟（商

品持續跌價，導致消費者遲延消費的惡性循環）⽽出現的娛樂產物（⽥中秀⾂，

2010／江裕真譯，2013）。在⾳樂 CD 產業已經瀕臨崩壞的時代，利⽤低票價與親

民的態度，吸引年輕網路的消費族群 （⽥中秀⾂，2010／江裕真譯，2013）。⽥

中認爲 AKB48 ⼦團的在地化經營策略呼應了⽇本⽇益嚴重的經濟衰退；東京消費

⾼，⼯作多派遣，已經不是實現夢想的理想地⽅。不同於戰後 50-80 年代時外地年

輕⼈湧⼊東京⼤都會打拚，現今許多⽇本年輕⼈返鄉就業，⽣活環境以⾃⾝在地的

鄰近圈⼦為主。對於住在東京以外的⼈，他們可以不需要特地花錢與時間⾄東京看

偶像，⽽是可以就近跟⾃⼰地區的偶像互動，這也的確貫徹了讓⽇本全國民眾可以

便利的接觸 AKB48 體系「可以⾯對⾯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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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B48 從最初發展被認定為僅僅訴諸⽇本的特定御宅族觀眾（Otaku），到

逐漸打開知命度，AKB48 甚⾄躍升⾄⽇本的「國民偶像」，則是由於 AKB 營運⽅

從 2009 年起，舉辨⼀年⼀度的 AKB48，包含其他⽇本地⽅⼦團體的總選舉（百度

百科，2016）。本研究計畫所指稱的 AKB48 通稱包含所有 AKB48 ⽇本本地與海外

所有團體，⽽⾮只限於東京的 AKB48。總選舉的緣起在於，2009 年之前，由於⼈

數眾多，AKB48 由製作⼈選出幾位主要站在前台重要位置的偶像，這讓⼀些粉絲

⼼⽣不滿。設⽴了總選舉，讓粉絲投票決定，是個滿⾜期待參與感與掌控權的粉絲

經濟。總選舉規則是，消費者／迷藉由投票，選舉結果將影響那些成員可以在總選

後出單曲時站在中⼼位置與舞台／出鏡可⾒度，以及甚⾄接下來⼀年內可以接到的

媒體活動或舞台表演機會。藉由以下⽅式：1. 購買附有投票卷的 AKB48 ⾳樂

CD。 2. 註冊成為需繳年費或⽉費的會員，如：AKB48 粉絲俱樂部⼆本柱、

DMM LIVE!! ON DEMAND 會員，與 AKB48 官⽅網站會員。3.  利⽤⼿機與⼿機

電郵註冊成為 AKB48 各團體的會員即可投票 。以上每項⽬均可各投⼀票（milch

君，2016）。 

 

 以上不論⽤何種⽅式都需要花錢，才能投票，可說是 AKB48 每年讓迷群熱烈

燒錢的重要商業化經營策略。總選舉以全體總動員的⽅式來選出偶像，成為⼀年⼀

次的盛事與儀式，使得 AKB48 的媒體與宣傳有擴⼤、與穩定化的市場效應。⽽

總選舉也更加促成了 AKB48 迷對於偶像的黏著度，強化迷的⽀持感與對於偶像的

認同感 。根據報導，「以第 4 屆 AKB48 總選舉為例，附送投票券的第 26 張單曲

在⼗三天內銷量就達 174 萬多張，創造了 30 億⽇元以上的經濟效益。這場總選舉

的最⾼收視率達 28%。加上廣告收益和周邊產品銷售，AKB48 從這場選舉裡⾯獲

得的經濟效益⾼達 200 億⽇元」（陳⾔，2016）。可⾒總選舉號召粉絲動員集體為

⼼愛的偶像燒錢的⼒量龐⼤。 

 

 中國粉絲最早引起⽇本媒體的注意開始於 2013 年。當時⽇⽅報導了 AKB48 

第五屆總選舉投票截⽌之後，⽇本網友間瘋傳⼀張成堆成疊投給 AKB48 其中⼀位

成員指原莉乃投票券的相⽚，其中註明了來⾃中國的粉絲集資投了 9108 張票，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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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恭喜指原莉乃肯定奪冠 （布布，2013）。此訊息先在中國的微博流傳，之後

才轉往⽇本，⽽最先引起關注的是⽇本媒體報導，中國⽅⾯才轉載。這次選舉備受

爭議，是因為普遍預測將會是由 AKB48 系中備受關注的優等⽣⼤島優⼦獲得第

⼀，沒想到確是由曾經鬧過性緋聞，⽽⾧相並⾮傳統標準中被認為夠出⾊的指原莉

乃拔得頭籌。根據作證的相⽚，指原莉乃贏了⼤島優⼦ 14000 多票中，來⾃中國⽅

⾯的迷群就有 9108 票。此新聞報導指出，有些⽇本網友對於中國此⼀參與投票⾏

動感到不滿，認為中國粉絲的⾏為是「錢權選舉」。有⼈留⾔：「選舉券在富⼈⼿

裡，真像舊時代⼀樣。」也有⼈說：「這哪裡是⼈氣投票啊，明擺著是炫富總選

舉。」 

 

       以上 2013 年 AKB48 的中國粉絲微博秀票並在⽇本網路⼤肆流傳事件，顯⽰

出中國粉絲們透過社交媒體，意欲展演⾃⼰社群的凝聚⼒與實⼒，不管是關於粉絲

的強⼤情感能動性，或是堆疊成⼭投票卷的驚⼈數量。此外，這位發訊息的中國粉

絲與⽇本⽅⾯的粉絲、網路論壇或社交媒體有接觸，所以也有意無意製造焦點話

題，讓中國粉絲與海外票在⽇本粉絲的眼中具有存在感。值得注意的是，⽇本的網

友的評論將中國粉絲此種⾏為跟「炫富」與 「錢」 的形象接合；這符合了⽇本對

中國的單⼀⼤眾想像，中國意味著⼀個經濟崛起的⼤國，⼈民品味較差，愛炫燿⾃

⼰的富裕。從此之後⾄今，⽇本媒體與⽇本 AKB48 粉絲圈在總選之際的報導總會

提到中國票是否，或如何影響了總選的第⼀名票數。 

 

 中國 AKB48 的粉絲也似乎被激發了⾾志⼒，2014 年中⽇媒體均指稱，另⼀位

AKB48 偶像渡邊⿇友於第六屆 AKB48 總選舉打敗指原莉乃成為冠軍，其中有⼤約

35000 多票來⾃中國粉絲集資，估計若以平均值 50 元⼈民幣⼀張票計算，共花費

了 180 萬⼈民幣，是讓渡邊⿇友獲勝的關鍵。⽇本媒體則以「中華砲」來形容中國

粉絲在 AKB48 總選舉發揮的強⼤集資戰⾾實⼒。渡邊⿇友的百度粉絲貼吧 2016 年

也曾在總選宣傳時⾃稱為「中華砲」，⿎勵⼤家再次發揮⼤砲實⼒。此種中國

AKB48 粉絲反過頭來挪⽤⽇本賦予他們的標籤，指涉了某種複雜的跨國互⽂性。

中國粉絲感到⾃⼰在 AKB48 總選時，成為部分⽇本媒體與網路關注的敘事中⼼與

主⾓，也因此將⽇本對他們作為「強⼤的他者想像」，轉化成在地的「強⼤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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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每年為了偶像集資，逐漸成為相互競爭前幾名的熱⾨偶像的百度粉絲貼吧

重頭戲，⼤約總選舉前幾個⽉就開始吵熱氣氛，開始招攬粉絲出錢出⼒ 。中國甚

⾄有篇詳細內幕報導 2014 年渡邊⿇友的百度粉絲貼吧如何組織合作來集資的網路

新聞如下（⿇樂、⾼程程，2014）。 

 

       麻友貼吧集資投票團隊有⼀個超過 80 ⼈的陣容，其中包括管賬 2 ⼈、淘寶店 

     主 1 ⼈、⽇本負責⼈ 3 ⼈(負責收票、給票拍照)、投票團隊 4 隊 21 ⼈(負責將 

     驗證碼填入 AKB 48 官網麻友⾴⾯投票欄投票)、驗票負責⼈ 1 ⼈、驗票團隊 

     9 隊約 40 ⼈(將 3 萬多張票的驗證碼錄入 Excel 表格，防⽌漏投，確保每⼀票 

     投給了渡邊麻友，其中⼀位成員在投票最后⼀天通宵驗了超過 2 千張票)，海 

     外集資負責⼈在⾹港、⾺來西亞、台灣各 1 ⼈、活動⽂案 4 ⼈、宣傳組 6 ⼈ 

     (負責調動活動氣氛)。 

 

以上資訊顯⽰ AKB48 粉絲的集體作戰的網絡運作，也讓⼈想起中國的網路影⾳字

幕組從 2005 年⾄今也⼤多藉由集體合作的⽅式發佈（胡綺珍，2009）。2015 年

初，中國的帝吧，⼀個有 78 個共同管理者的⼤型百度貼吧，發動網軍⼤批翻牆襲

擊當時台灣總統侯選⼈蔡英⽂的臉書⾏為，也⾃我宣稱是⼤規模集體網絡連結各路

⼈⾺的所產⽣的⽕⼒。有評論指出， 帝吧出征事件是⼀種中國網路普遍存在的

「粉絲化」現象的後果之⼀ 。將帝吧愛好者形容成粉絲如下： 「恰如『絲』

（s）這個複數後綴所提⽰的，『粉絲』（fans）作為特定的狂熱愛好者，始終是

以複合形式存在的，其⽣存姿態可謂『每個⽑孔都充滿著群體認同』。」（陳⼦

豐、林品，2016）「他們所依憑的其實是⼀種共同的組織動員與群體表意⽅式，⽽

這正是在各⾊粉絲社群普遍共享的媒介機制內交流、碰撞形成的」（陳⼦豐、林

品，2016）。 

 

中國粉絲的在地化實踐：集資作為⽬的的組織與動員 

 

  中國 AKB48 的粉絲的出現，得利於全球化下網路的娛樂與資訊流通。根據報

導，「貼吧和淘寶，這是⾝處 48G 從未踏上過的中國⼤陸的粉絲們，應援偶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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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陣地」（新芽，2015）。較早期的 AKB48 粉絲從 CN 論壇開始，之後到「醬

壇（前⽥敦⼦應援論壇，後來發展為 48G 資源集中地）與果壇（⾼橋南應援論

壇）」（新芽，2015）。前⽥敦⼦為 AKB48 早期的頂尖偶像但已經於 2012 年畢

業；⽽⾼橋南也是 AKB48 初期的元⽼，2012 年開始擔認 AKB48 的總監督，於

2016 年畢業。資深 AKB48 論壇「果壇」的創始⼈⾼橋才加分享了其追星歷程。從

2007 年開始注意 AKB48，成為最早的迷之⼀，當時⼟⾖網只有 4 個視頻。2009 年

⾼橋設⽴了網路論壇並花了 8 個⽉的時間成為當時第⼀⼤的迷群論壇 （⾦錯⼑，

2014）。⾼橋提到如何拉攏迷的幾個重點，包含：故意到對⼿的論壇去鬧鬧以增加

知名度， 強調⾃⼰可以提供快速的中⽂字幕視頻的優勢；讓迷們形成粘著性，以

及⽤ QQ 跟迷們熱絡交流，建構某種迷群的歸屬感；販賣 AKB48 偶像周邊商品等

等 。由此可⾒，中國的 AKB48 迷論壇在早期已經具有某種「策略家」

（strategist）的⾓⾊，想盡辦法來推廣⾃⼰論壇與偶像的名聲。由此可⾒，從早期

開始，迷論壇的主導者們就不是單純的喜愛⽽以，⽽是主動的發動攻勢，尋求更多

的迷同好⼀起加⼊，形成社群網絡與提升參與感。 

 

  2010 年之後，百度貼吧成為中國 AKB 粉絲最強集資應援的基地。百度貼吧

成⽴於 2003 年，2005 年歷經當時歌唱競賽實境秀「超級⼥聲」的投票旋⾵，逐漸

成為⼤多數外國電視節⽬或外國偶像，粉絲線上相聚的所在地。由於其背後有強⼤

主導地位的百度搜尋引擎當後盾，當偶像或名⼈的論壇名稱⼀經查詢，很容易地⾺

上可聯結到貼吧 （Zhang, 2016）。不容⼩覷的是，近幾年來，由於微博興盛流

⾏，加上許多 90 後 00 年代出⽣的年輕⼈習慣使⽤微博，且由於微博介⾯具有活化

圖像與影像，並迅速讓資訊流通等吸引⼒，許多粉絲已經慢慢轉移到微博上互動。

⽽ QQ 社群則是除了微博之外，讓核⼼粉絲們可以更緊密聯結與聊天的園地。微

博與 QQ 社群已經成為補充貼吧功能⽽新興崛起的兩⼤資訊傳播與社交的平台

（Zhang, 2016）。本研究也發現 2018 年 AKB48 總選舉前在中國粉絲圈中較為有名

的第⼀名松井珠理奈與第三名宮脇咲良的粉絲們已經將集資的中⼼，不僅只以貼吧

為主，⽽在某種程度上移轉與分散⾄微博與 QQ 群，以合作串聯的形式強化宣

傳。這部分將在本報告稍後呈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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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B48 作為外來⽇本流⾏⽂化，⼀⽅⾯⽋缺⽇本經營⽅的⽀持，⼀⽅⾯則

出現了粉絲建⽴數位平台，⾃發性的傳播分享 AKB48 資訊的在地化實踐。⽇本

AKB48 總選舉主要以⽇本偶像的選拔為主，海外粉絲不被列⼊市場⾏銷的範圍。

由於中國迷群們⾧期普遍處於在缺乏⽇本官⽅授權的影⾳產品的情境下，必需主動

出⼿的⼀⽅，⽽且還得克服跨國語⾔翻譯的障礙，這時網路迷社群論壇的在地化動

員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趣的是，也因為⽇本流⾏⽂化⼯業鮮少有對於中國市場進

⾏宣傳⾏銷，所以就出現了⼀群活躍於網路上的具有迷⾝份的組織管理者，作為⽂

化中介者與策略宣傳者，主導了⽇本流⾏⽂化在中國的中⽂版本的發佈流通與迷群

的虛擬聚集場所。例如：中國字幕組如何號召⼈才，操作有效率有⽣產⼒的組織管

理（胡綺珍，2009；Hu, 2012; Hu, 2016）。 

 

 對於 AKB48 偶像總選舉的集資投票是⼀項中國粉絲在地化的計劃與實踐，藉

由數位科技的中介與集資組織發起的粉絲動員的精密策略。⾸先，AKB48 偶像作

為⽇本當地「可以⾯對⾯的偶像」並無法在中國實⾏。因此，如何讓 AKB48 偶像

可以在中國粉絲的⽇常⽣活中變得處處可⾒，需要靠粉絲的字幕組翻譯與社群媒體

的發佈。此外，也有⼀些有消費能⼒的粉絲⾄⽇本跨國旅遊，或在⽇本留學⼯作的

中國留學⽣會去參加偶像握⼿會或演場會。他們有的會將拍攝現場的相⽚發佈在貼

吧，標題是「Repo」（也就是 report 的簡寫），甚⾄有的是資深的粉絲，跟偶像

已經熟識，還能帶回偶像給中華粉絲的訊息。例如：AKB48 中獲得三次冠軍，有

⾼情商的指原莉乃，在總選前是懂得如何對海外中華粉絲喊話，激勵⼤家繼續加油

將票投給她。這是在地化的⽂化翻譯與⽂化再包裝的操作，縮短跨國距離，讓中國

粉絲們能也能感到跟⽇本偶像之間的親密連結。這部分並⾮在總選前才進⾏，⽽是

平常也會有，但總選舉前會變得更頻繁熱烈。 

              

     AKB48 的總選舉投票系統主要以⽇本在地為主，對於中國粉絲有⼀些⾨檻與

挑戰。⾸先，是語⾔問題，投票系統以⽇語書寫，對於⼀般不懂⽇語的迷，制造了

障礙。再者，最只要擁有當地⽇本⼿機，成為 AKB48 各式各樣的⼿機會員，或繳

低廉的會費即可投最便宜的票。所以對於中國粉絲⽽⾔，除⾮求在⽇本有當地⼿機

的親友幫忙，不然是⾏不通的。除了中國沒有官⽅販賣 CD 的經銷通路之外，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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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對 AKB48 的迷們吸引⼒不⼤，因為普遍中國⼈對於 CD 消費與收藏並不感到

興趣。有了總選舉，集資理所當然的成為⼀個可參與的消費活動，⽽其訴諸的是本

⼟化的過程與反映年輕⼈位於現今中國的社會⽂化結構。  

 

    集資說簡單⼀點就是我想投票，但是錢不夠或者單買票價太⾼。那麼⼤家聚到 

    ⼀起，投票快捷⼀點，票價低⼀點，票數多⼀點。這麼看來，AKB 的集資就 

    是⼀種消費⾏為。就想出⾨買個西瓜⼀樣，⾃⼰⾼興，與⼈無害。況且我花⾃ 

    ⼰的錢，給⾃⼰真正喜歡的⼈投票。——這恐怕是⽗輩⼀輩⼦都做不了的事 

    情 。 
 
                                              （⽥野，2014 年 6 ⽉ 21 ⽇） 
 
 
 以上來⾃知乎⽤⼾（看來也是 AKB48 粉絲的⾝份）對於粉絲集資的評論，集

資是⼀種積少成多的概念，⽽⾮⽇本新聞報導對於在 AKB48 總選中國粉絲集資投

票⾏為的刻板印象，將粉絲們命名為「中華砲」，想像他們都是財⼤氣粗的「⼟

豪」。許多年輕⼈愛偶像，包含⾼中⽣，想對偶像盡點⼼⼒，但不⾒得很富裕，⼿

邊有點閒錢時就給⼀點，更有彈性。如果只是⼀個⼈投⼀兩票，不管是科技或語⾔

屏障可能還可以克服。但近幾年來貼吧⿎吹⼤家努⼒集資集體投票，並提議藉由貼

吧的幫忙，可以購買到更便宜的票。這是⼀種集氣與網路展演，並⾮以個⼈單獨的

⽅式⾏動，⽽是形成⼀股強⼤的粉絲團結⿑⼼的⼒量。 

 

以上描述的知乎⽤⼾提及，年輕⼈「花⾃⼰的錢，給⾃⼰真正喜歡的⼈投票」

此種消費⾏為，跟⽗親年⾧⼀輩的很不⼀樣，也直指中國消費現狀下的世代差異。

拿了雙學位，作為 AKB48 粉絲的⼩⽔也認為如果總選集資投票的錢可以讓「成熟

的⼤⼈」買棟房⼦，年輕⼈漂亮的打贏勝仗有何不可？（⼩⽔，2015）。由此可

⾒，不同於傳統價值觀念下成⼈必需著重實⽤性與獲得社會認可的物質性消費，

AKB48 粉絲通過集資投票的過程，建構「⾃由」的主體性。此種⾃由⾸先需被放

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脈絡下被理解，是⼀種相較於過去世代壓抑⾃我感官感受，為

了家庭存活⽽努⼒節儉的⽣活態度，年輕⼈則認為⾃⼰有⾃由，藉由消費，選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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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刻的享樂。為了⼼愛的⼈花錢並投資，內⼼可獲得某種情感上的滿⾜感。這並

⾮是為了正統的⽬的，對於⾃⾝利益累積與滿⾜物質需求的考量。其基本邏輯，反

⽽是著重於「我花錢付出，現在就是感到開⼼，這是我的⾃由」的消費。	

 

 根據以上集資年輕⼈的消費傾向，本研究結果強調對於 AKB48 總選舉，貼吧

的帶領者，以集資為⽬的與重⼼；在論壇⾧期接觸粉絲，瞭解粉絲消費⼼態的狀況

下，製定了具在地性的活動。集資的核⼼操作在於增進粉絲們的網絡社交與黏著

性，以及吸引新的粉絲的加⼊（@爆菊菊 X.J.J，2018）。舉例⽽⾔，指原莉乃的貼

吧組織也常⾃⾏「剪輯應援 OPV、制作⾮⾮官⽅⽅應援 T 恤、以及廚藝⼤賽、線

下聚會等豐富多彩的活動」（@爆菊菊 X.J.J，2018）；這些均具有讓粉絲對⽇本偶

像的愛，不會產⽣距離感，⽽被轉化成在地就可以體驗其他粉絲相互線上線下交

流，並感受到群體互動中集體形成對粉絲的愛。 

 

    本研究報告主要以 2018 年 AKB 總選舉中的第⼀名松井珠理奈與第三名宮脇咲

良為例（⾒附錄），藉由網路觀察貼吧與微博等平台，在集資活動展開時，歸納分

析有那些集資運營的活動與策略。其他在中國有名的⽇本王牌 AKB48 成員如：指

原莉乃或渡邊⿇友的貼吧訊息，也會作為輔助參考，由於曾經拿下三屆冠軍的指原

莉乃 2018 年就不參加總選了，將於 2019 年從 AKB48 畢業，⽽渡邊⿇友則已於

2017 年畢業。本研究意欲跟上最新的總選舉情勢與粉絲科技使⽤狀態，所以將整

理松井珠理奈與宮脇咲良的集資資料於本研究報告的附錄中。	
	

其⼀，根據中國的在地節慶，如雙⼗⼀、聖誕節等，以其名義，舉辦各式各樣

主題式可以邀請對偶像集資的活動。以松井珠理奈為例，以她為主的推出相關⾃製

週邊商品，如桌曆、貼紙等；集資運營在發布消息時，宣佈⾃⾏吸收開發產品成

本，產品收益均投⼊總選投票⽤。⽽宮脇咲良⽅也有相關商品，如鑰匙圈、⾺克杯

等，不管是⾃製或是來⾃官⽅。其⼆，集資運營⽅⾃創以偶像為主的線上競賽，增

添趣味性，成為集資的動⼒。例如：提供松井珠理奈的不同造型相⽚，讓粉絲們連

結⾄集資網站，最終選出幾個最受歡迎的造型。宮脇咲良則是有⾧短髮 PK，讓喜

愛⾧髮與短髮的去集資競爭，看那邊集資⽐較多。其三，各種集資促銷活動。松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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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理奈營運⽅，以集資達某個數⽬為⿎勵⽬標，就讓運營團隊或資深有錢的粉絲，

加碼投票。宮脇咲良則是集資滿 100 元⼈民幣就可以進⼊總選應援群，在群內和粉

絲們互動。此外，集資越⾼的粉絲將會獲得限量版的獎品。其四，⽤情感⽂宣推銷

偶像，例如：苦情催悲訴諸粉絲，有關官⽅運營沒有⾜夠的資源⽀持松井珠理奈；

⽽對她不利的⿊粉⼜常發表對她不利的⾔論與消息。作為她的粉絲⽀持者，應該站

在正義的⼀⽅，藉由投票協助她。宮脇咲良宣佈最後⼀次參選，請粉絲們⼀定要努

⼒團結幫她園夢。通常，這時會強調「我們」，包含偶像與粉絲是站在⼀起的。偶

像是如何⾝陷困境，作為粉絲是偶像的⽀持者，要為偶像⽽「背⽔⼀戰」，引發⼠

氣（寒霜之境，2018 年）。其五，對於總選買票具有客製化與彈性化的策略運

⽤。宮脇咲良曾在 2017 年 6 ⽉直播時，提及握⼿會時，有粉絲說沒錢投票，所以

她⾃⼰每天將存 300 ⽇元放在存錢筒，直到總選時，給⾃⼰投票。⽽粉絲組織也在

當年底開始宣傳「存錢箱 2.0」，⿎勵粉絲們在眾籌網站每天存點⼩錢。宮脇的中

國粉絲們平均年齡有 80%學⽣，這種因應中國崛起的每單次⼩額打賞付費的眾籌

（群眾募資：台灣⽅⾯的說法）⽅式，讓粉絲們積少成多，不⽤單次付費的概念，

也符合中國近幾年熱⾨的微打賞的盛⾏。松井珠理奈的運營⽅，也會因為⽇本匯率

或票價波動，⽽不斷呼籲粉絲們要早早買票，才不會買到昂貴的票，形成資源浪

費。 

 

以上的集資策略，主打的是促成粉絲情感的在地化、激烈化、虛擬化與商品

化，並藉由中國本⼟在地社群媒體⾏銷、網絡科技與⽀付平台，最終將此情感轉化

成消費與⾦錢的流通。根據 Eva Illouz，「消費者⾏為」與「情緒⽣活」（emotional 

life）已經深刻地密不可分；「商品促進了情緒的表達與體驗，⽽情緒被轉變成商

品」(Illouz, 2007: 7)。如觀光或旅⾏，也是⼀種主打讓旅客體驗觀光旅⾏中可能會

發展的情緒，如放鬆、新奇、興奮等等。這也意味著，各種情緒被資本主義與市場

化。在中國粉絲集資投票的案例中，我們看到集資投票作為消費者⾏為跟粉絲想要

表達對偶像的愛交會。粉絲透過花錢，讓情緒有了出⼝，去體驗集體的團結⼀致、

興奮、感到不孤單、不是⾃⼰⼀⼈，相互⽀持，與被激勵的熱情等情緒，並感到可

以跟偶像產⽣親密的連結。集資投票的粉絲運營所操作的就是挑動粉絲對於偶像的

愛與以上提到的衍⽣的粉絲在地化「我們在⼀起」的集體情感，並讓此種情緒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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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變換現⾦，投票給偶像。 

 

數位科技的中介：平台連結、社交化與⾦融-情緒的奇觀 

	
	 AKB48 偶像中國粉絲集資的過程中⼤量運⽤數位科技，透過跟不同數位平

台，包含:百度貼吧、微博、電商淘寶、眾籌平台摩點等，連結電⼦化⽀付，如:普

遍流⾏的⽀付寶與微信⽀付，讓想參與集資的粉絲們，只要在電腦或⼿機螢幕按幾

下，就可快速及時的讓現⾦在虛擬的世界流通。⾸先，百度貼吧的功能是作為集資

發號施令的指揮中⼼，然⽽微博則因近幾年興起熱⾨被使⽤的社交平台。為了達到

成功地傳播流通 AKB48 偶像的最新訊息與擴展招攬有潛⼒參與的新粉絲群眾，集

資運營們也體會到百度貼吧作為過去平台的⿓頭⽼⼤，必須⾯對⾃⾝逐漸沒落、無

法如過去吸引新粉絲的命運；與時俱進，順應消⾧勢⼒，善⽤微博平台來散佈資

訊。淘寶與眾籌平台則是作為介⾯，⽅便集合眾熱眾⼈氣，讓粉絲們使⽤⽀付寶或

微信⽀付來付錢。 

 

 以偶像為名義，在淘寶開的商店⼩舖，通常只是陳列粉絲們⾃⾏創意製作以偶

像為重點的相關虛擬商品，例如:偶像的虛擬貼圖等，但並不是物質化的物體；這

等於購買的粉絲們沒有獲得實質的回饋，也就是變相的籌錢（⿇樂、⾼程程，

2014）。如之前所述，粉絲們可以⼩額的⽅式，分次付費。眾籌平台近幾年也成為

粉絲貼吧的主要集資⽅式。以松井珠理奈與宮脇咲良的集資運營為例，⽐起淘寶⼩

舖，他們認為眾籌讓集資更加公開透明化，⼀⽅⾯眾籌平台可展⽰累積的明確⾦錢

數字，強化集資運營的公信⼒;另⼀⽅⾯粉絲們也較為能夠產⽣信任感，不如淘寶

⼩舖⼀般，無法得知集資的確切⾦額。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動⽀付 app 在⼤陸的普遍，也造成付費場景的 app 化

與 QR Code 化。無論何時，只要掃描，打開 app，幾秒之內就可付費，此種便利

讓隨時隨地，想付費就付費，變得⾮常容易與快速。Bauman 曾提及，信⽤卡提供

即時消費的滿⾜（Bauman, 2004）。時⾄今⽇，⾏動⽀付甚⾄⽐起固態化實物的信

⽤卡更加輕盈，連信⽤卡都不需要拿出來，⼿指按按，指紋辨識即可。此種科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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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快速資本主義使得⽣產鏈更加注重效率，⽽消費強調速度便利。此外，⾏動⽀

付被附予社交化的意義，如送紅包或微打賞，增進情感社交因素。在中國，「虛擬

商品的花費習慣養成及最重要的紅包送禮打賞思維」，例如：紅包或打賞的虛擬禮

物，作為社交與情感交換的背後形式，其實是錢的花費與流通（ALPHAcamp，

2017）。⽽此同時，⼩額打賞付費成為普遍化的消費⾏為，給喜愛的直播主或⾳答

等打賞，其中包含情感的讚賞與回饋，但⼜不造成⾃⼰⾦錢上的負擔

（ALPHAcamp，2017）。⾦錢消費成為情感表達重要的⼀部份。此種⽇常⽣活化

的⾏動⽀付化與微打賞化，作為在地化的實踐，也確切落實在對 AKB48 偶像的集

資投票上。對偶像情感與情緒的宣洩藉由動動⼿去聯結網路與⼿機，就⽴刻能夠達

到，此種秒殺的消費狂熱，正好符合中國數位消費市場的推廣狀態，最有名的如：

雙 11 的網路搶購熱潮。 

 

 集資運營們常⿎勵粉絲們在貼吧或眾籌平台直接複製上傳，集體展⽰⾃⼰⾏動

⽀付已付款（包含⾦額）的螢幕畫⾯。粉絲的⾦錢展⽰，突顯了⾃我的粉絲認同跟

參與偶像相關活動⾏動⼒的接合；是⼀種⾃我炫燿，表⽰⾃⼰對偶像的忠誠與投

⼊；⾦錢的多寡並⾮重點。此外，此種展演，讓「已付錢」與「⾦額」不只是⽀付

平台功能性的回覆顧客，⽽是被社交化成為某種促進情感表達，與跟其他粉絲集體

串聯，⼀起努⼒的⾦融-情感景觀(spectacle)。根據 Sara Armed, 「情感以資本的形

式運作，情感並⾮正⾯的存在於符號或商品，⽽僅是其流通的結果 」，此種流通

橫跨了社會層⾯與⼼理層⾯（Ahmed, 2004：120）。Ahmed 認為熱情並⾮是想要累

積的趨策⼒，⽽是經歷時間被累積⽽成的（Ahmed, 2004：120）。情感經濟的邏輯

在於情感能夠有越多流通，情感的效應越強⼤。對偶像的愛是⽬標，錢只是⼿段，

錢只是流通散佈擴⼤粉絲愛的⼯具。正如 Ahmed 所⾔，情感並⾮真實的存在於商

品，如投票券上或被⽤於購買的⾦錢上，⽽是在流通的過程與其產⽣的結果：粉絲

們在集資的過程享受著情感的付出或想像的交流的快感。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集

資的 AKB48 的中國粉絲們並不會如局外⼈般看到⽤錢選舉功利導向醜陋的⼀⾯並

跳出⽕圈，⽽是⾃願捲⼊被網絡科技所中介的快速流動與不斷累積的情感場域中。 

 

貼吧運營必需負責評估中⽇匯率漲跌幅度等⾵險；以期買到較便宜票與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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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票數為⽬標。作為負責集資的粉絲此時就不只是單純消費的粉絲；他們扮演起此

種屬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式的理性考量與算計的⾓⾊。此外，他們也有駐⽇粉絲

幫忙在雅虎⽇拍網等⽇本網站購得投票卷，並將集資的錢匯到⽇本。由於⼿機票只

能住在⽇本國內，有⽇本在地⼿機號碼的⼈投票；對於外國⼈⽽⾔，藉由⽇拍買票

是⼀個可近⽤的管道。⽇拍販售的投票卷來⾃粉絲們買了不只⼀個 AKB48 的 CD

專輯，通常 CD 裡附有投票卷，⽽轉賣給⽇拍商家。除了跨國買賣，需要有些⼈熟

悉⽇語網路操作；甚⾄要拍下投票卷驗證碼，讓其他負責網路輸⼊驗證碼的⼈投

票，這些都是數位勞動。由此可⾒，集資活動中，包含培養社交網絡資本，進⾏跨

國粉絲的友誼連結與團隊分⼯合作。Appadurai 指出⾦融地景(finance-scape) 是

「全球資本的配置」形成更神秘、快速與難以追隨的地景（Appadurai, 1996: 34）。

中國粉絲的集資⾦流形成了複雜的跨國⾦融地景，其中混雜著速度、科技、網絡、

組織化的操作、社交媒體化的景觀，與情感連結。 

 

結論：集資作為另類跨國流⾏⽂化消費的民主化與政治化 

 

 雖然 AKB48 總選舉，可以很輕易的被視為利⽤與剝削粉絲情感的邪惡商業

操作，從政治經濟學的⾓度⽽⾔，是確⽴無誤的事實。雖然 AKB48 運營確實商品

化了粉絲的情感，然⽽粉絲們⼤多數都⼼知肚明⽽⾮處於盲⽬被欺瞞的狀態，但他

們還是願意為了偶像⽢願掏錢。本研究意欲從另⼀個⾓度檢視 AKB48 中國粉絲集

資所創造出的情感經濟擴散流通的邏輯。 

 

  中國粉絲的集資是⼀種客製化的、有策略的，具有社群媒體操作素養，並熟悉

粉絲⼼理，符合在地化粉絲消費需求的動員。舉例⽽⾔，顯然的透過模倣⽇本通稱

AKB48官⽅「運營」，松井珠理奈的粉絲貼吧也在公開的訊息發布中，稱⾃⼰為

「運營」。這表⽰它們對集資團隊的認知⾓⾊是策略家，承擔起宣傳與⾏銷⾃⼰⼼

愛的偶像，並⽤各式各樣的策略，讓粉絲出錢出⼒，達成眾籌的⽬標。他們還必需

掌握⾦融與社群媒體運作的⾯向，例如：注意匯率波動，如何省錢；讓眾籌的利益

最⼤化，如何⽤怎樣的情感與論述，讓粉絲願意掏錢。在跨國連結的部份，

AKB48運營們，包含指原莉乃的貼吧與宮脇咲良貼吧，都有跟⽇本⽅⾯的粉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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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連結與合作。根據指原莉乃貼吧內部運營⼈員對於貼吧從2011年到2017年集資歷

程的描繪（@爆菊菊_XJJ，2018）： 

    除了固定的集資投票⼯作以外，與⽇本本⼟飯的互動，以及宣傳等，相關⼈員 

    都付出了⼤量⾦錢與精⼒，在這六年當中，互相之間累積了⼤量的信賴。正是 

    互相之間的信賴與責任感，才能使貼吧的集資投票⼯作順利地進⾏下去。  

 

幾乎很少看到不同國的粉絲之間互動，或是網絡連結合作的相關案例，⽽由於

AKB48 總選舉，中⽇雙⽅的粉絲可以⼀起為了把⼼愛的偶像送到前幾名為⽬標⽽

合作，的確是不容易。有⼀個名為「flight」，⾃⼰成⽴了⼀個以指原為主的⽇⽂

網站，被中⽅粉絲稱為軍師的⽇本粉絲，跟貼吧交流頻繁，也常提供⽇本在地觀察

等策略分析，對海外的粉絲情感喊話，也帶回中華⽅的相關情報回饋到⽇本。這⼀

切跟中華票成為影響⽇本總選舉部份原因的氣勢有關，⽇本⽅的粉絲也開始關注中

國粉絲⽅的催票與⾦錢⼒，也就是中華⽅的集資⼒無法被忽視。⽽貼吧集資運營的

組織，也發展出信賴感與責任感，這也是貼吧持續下去的原因。	

 

此外，如何管理與評估跨國中⽇⾦錢票務買賣的⾵險，還有如何讓粉絲感到這

個運作集資的團隊值得信賴。最後投票前的驗票也逐漸演化成更為民主化與資訊透

明化。舉例⽽⾔，由於過去曾發⽣過集資粉絲運營的⾦錢糾紛，包含：2011 年

AKB48 的松井玲奈貼吧被發現從 2011 年⾄ 2013 年集資的錢並未被使⽤於集資，

最後被粉絲報案退錢處理。⽽ 2016 年渡邊⿇友貼吧被爆料集資的錢似乎被其中的

主要發動者中飽私囊。以上的集資案例也使得集資運營朝向越來越進化與民主參與

的路線。2018 年松井珠理奈貼吧提議，只要投⼊集資的⾦錢 100 元⼈民幣，就可

加⼊ QQ 群驗票的⾏列。他們試圖建⽴機制，讓投票群與驗票群由不同⼈組成，

並允諾會將投票驗証碼在投票截⽌⽇前公佈，並在總選過後，公開中華應援帳⽬

（寒霜之境，2018）。⽽宮脇咲良貼吧也是提出在投票⽇期截⾄前，將驗票過程，

全程錄影，並將視頻放在百度的雲端，期限內供⼤家下載確認。這些⾃我管理與⾃

我規劃的反思性的在地草根性參與，多少也証明了對於集資，如何利⽤現有科技與

社交媒體網絡，達成粉絲⾃助、有效率與資訊公開的驗票結果（仰望琥珀川，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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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些⾏為與活動都已經超過去研究強調的迷的⽂本的⽣產，⽽跨領域⾄

進⼊市場機制，進⾏政治化的消費動員。在此粉絲的集資，讓消費成為「某種政治

性的⾏為」，雖然不像西⽅⽂獻中跟消費者有意識地想要運⽤他們的市民

(citizenship)⼒量，去影響政治、社會、⽂化與環境（Fontenelle, 2013）。中國騰訊

的娛樂的特約評論員狠狠紅論道：藉由幫 AKB48 偶像集資，中國⼈民感受到「改

變世界」的快感；強調中國⼈在全球市場下龐⼤消費實⼒（狠狠紅，2016）。中國

粉絲的集資也被認為是「感受到⾃⼰的『責任』與『能⼒』，並⾮『正確』與『向

上』」（狠狠紅，2016）。⽽拿了雙學位，作為 AKB48 粉絲的⼩⽔，分析粉絲的

總選集資⾏為，是某種「民主政治的訓練場」，中國「年輕⼈的戰爭」，與「粉絲

民主」的⼒量 （⼩⽔，2015）。各式各樣的集資組織動員，展⽰了年輕⼈可「勝

任」的能⼒。也就是說，粉絲集資作為流⾏⽂化消費的民主化與政治化，在於其發

展草根性的參與，以及整合在地與跨國的平台、科技、⾦融、社交媒體的宣傳⾏銷

與情感論述等，以期達到最⼤化與效率化買票的結果。此外，有研究指出，中國網

路⼩說的流⾏跟熱烈付費的能動性讀者的⽀持有關，因為兩者都可能是存活在集權

式政府的結構性控制下⽽產⽣的後果（Tian and Adorjan, 2016）。由於⾧期以來中

國政府總是習慣於集權主義式的監控⼈民與社會，消費與數位空間成為粉絲有機會

實驗「政治」與「民主」的場所。⽇本 AKB48 的粉絲集資，也印証了此種粉絲想

要被賦權，甚⾄集體性的集結與實踐。⽇本 AKB48 總選舉，雖然跟真正的政府政

治的選舉有⼤差異，但都跟錢、⼈與選票有關，這也讓中國的集資運營跟粉絲們有

機會練習⾃主性的發起數位網絡化的集體動員與數位媒體的⾃我展演，實踐粉絲的

民主，訓練⾃我實⼒，並影響偶像經濟下的總選舉結果。這也暗⽰著中國粉絲在科

技/新媒體等領域，中國粉絲在科技/新媒體等領域，接合上中國集體性的粉絲情感

經濟，建構了某種消費邏輯下的⾃由主體與賦權主體。這種不容⼩覷的經濟與科技

使⽤能⼒，也新穎地影響與形塑了中⽇跨國粉絲網絡連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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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AKB48 中華粉絲應援團隊催票策略— 

以松井珠理奈、宮脇咲良應援團隊為例 

類型 松井珠理奈 宮脇咲良 

各

式

活

動 

節

慶 

愚⼈節、兒童節、520（五⽉⼆

⼗⽇）、雙⼗⼀、雙⼗⼆、聖誕

節、春節均有活動 

 

雙⼗⼆活動：

https://weibo.com/5097560950/F

zddxEktA 

配合節慶進⾏主題式活動，如新春節

⽇、情⼈節、520 表⽩⼤作戰、雙⼗

⼀、聖誕⾳樂際等 

520 表⽩⼤作战：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hqY

01XN9 

 

⾃

創

競

賽 

模仿總選舉，⾃辦 PRODUCE 

JRN 選舉選出 18 位松井珠理奈

⾓⾊，接著舉辦 JRN48 總選舉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bvqTD4pv 

活動名稱：SKR48 UNIT FES 2018 

以 Team S、Team K、Team R 三組

進⾏競賽，活動分為搶歌、淘汰賽、

復活賽、選拔賽和冠軍賽五個環節，

最終選出 16 ⾸歌曲進⾏⽐拼，根據

票數選出神七歌曲和冠軍歌曲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aSf

OrAwV 

 

Jurina Request Hour 2018

（JRH2018），模仿⽇本

「Request Hour」選舉，票選珠

理奈最佳歌曲 

https://weibo.com/5097560950/F

rxOmdelR 

在摩點推出各式各樣的競賽計劃，包

括「宮脇咲良總選應援之⾧短髮

PK」、「宮脇咲良總選應援男⼥飯

PK」等 

宮脇咲良總選應援男⼥飯 PK：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mc

YVoC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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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銷 

經常有「⼀拍⼀」等促銷，單次

在各渠道（通常是淘寶、摩點）

參與集資達⼀定⾦額，應援團隊

或資⾦豐富者（粉絲稱之爸爸）

會加碼集資 

 

⼀拍⼀促銷：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gDTOsxMf 

集資滿 100 元⼈民幣就可以進⼊

2018 櫻花總選應援群，在群內和粉

絲們互動。此外，集資越⾼的粉絲將

會獲得限量版的獎品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kU3

j8gUr 

 

 

偶

像

動

態

相

關 

偶

像

⽣

⽇ 

松井珠理奈⽣⽇時，應援組藉此

舉辦集資活動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5yliFm4x 

宮脇咲良⽣⽇時，應援組親⾃製作應

援冊予偶像，⽽費⽤的多寡可佔有版

⾯⼤⼩的撰寫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k9D

JjlVw 

 

偶

像

⾝

體

狀

況

、

低

潮 

松井珠理奈⾝體不適時，應援組

呼籲⼤家集資，以免偶像不受官

⽅運營重視⽽吃苦 

https://weibo.com/5097560950/F

FSIFDjlw 

無 

偶

像

⼤

事

件 

松井珠理奈作為偶像的進步，應

援組呼籲集資，以繼續為偶像打

氣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h6sla3rx 

宮脇咲良最後⼀次參選，粉絲拼盡全

⼒呼籲集資，希望能讓偶像圓夢，不

留遺憾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kCn

kD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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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擬

商

品

誘

因 

粉

絲

⾃

創

的

虛

擬

商

品

／

獎

品 

 應援會舉⾏活動，讓粉絲透過⽂字表

達⾃⾝對偶像的情感，⽽前三名得獎

者將獲得粉絲⾃創商品（SKR48 正

式學員⾝份、⿊卡）為獎勵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cN

CUClaf 

實

體

商

品

誘

因 

官

⽅

週

邊 

參與集資就送⽇本運營官⽅⽂宣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fz3Be3Kp 

 

無 

粉

絲

⾃

製 

粉絲⾃製偶像商品販售，鑰匙

圈、桌曆、貼紙、明信⽚等 

https://weibo.com/5097560950/F

DjKqkQy2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fAdY0dXm 

 

粉絲⾃製亞克⼒掛件、明信⽚、應援

⼿環、應援包與浴⾐櫻透扇等，販售

印有宮脇咲良名字鑰匙圈、宮脇咲良

⽣⽇ T shirt、AKB48 成員設計環保

袋。製作 SKR48 學⽣證，並將此作

為粉絲識別證 

https://weibo.com/3226493844/GcN

CUClaf 

 

應

援

組

集

資

、

例如應援組經營時需時刻關注票

價波動，票價便宜時可能會多買

學⽣黨相關： 

1. https://weibo.com/6113097753

/Gmqu9yo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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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作

相

關 

買

票

運

作

時

的

困

難 

票，以此呼籲中華粉絲投⼊集

資，緩解應援組經濟狀況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eYldAUfu 

https://weibo.com/6113097753/

Gh4Xbbqws 

2. https://weibo.com/6113097753

/Gh4Xbbqws 

3. https://weibo.com/6113097753

/F0jIplqrm 

4. https://weibo.com/6113097753

/FySvMuv87 

5. https://weibo.com/6113097753

/FwLq6Bd79 

團

結

抗

敵 

偶

像

被

⿊ 

松井珠理奈被⿊，應援組呼籲中

華應援團結集資，對抗不利消息 

https://weibo.com/5097560950/

GdieHssey 

 

無 

表：中華應援團隊催票策略 

 

應援⼿法案例 

⼀、松井珠理奈中華應援於中國「雙⼗⼆」購物節推出⾃製桌曆、貼紙 

結合節慶、⾃製實體商品、應援團隊苦情牌等多種催票⼿法混合使⽤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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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松井珠理奈中華應援推出「 JRN48 ⾸款台曆」 

 

⼆、應援團隊的⾃創競賽以松井珠理奈中華應援為例，模仿 AKB 總選舉或

PRODUCE 101 等偶像參與過的競賽，推出「JRN 選拔」的集資投票，炒熱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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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松井珠理奈應援團隊所推出的「PRODUCE JRN」競賽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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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松井珠理奈中華應援團隊推出「JRN48」競賽活動連結的淘寶商品⾴⾯。 

 

三、應援團隊推出各式各樣的主題活動 

 
圖：應援團隊以宮脇咲良⾧髮與短髮為主題，號召粉絲集資哪個髮型最符合宮脇咲

良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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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援團隊推出粉絲⾃製商品，將販售商品的錢全部投⼊ 2018 總選中 

 

 
 

圖：應援團隊透過各種促銷⽅式吸引粉絲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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