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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遊電音: 

第三空間與電音三太子的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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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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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為初稿，請勿引用) 

 
     翻滾、跳躍、騰空、喜悅，這是國片《翻滾吧阿信》片頭主角林育信小時

候藉由廟會文化連結至體操運動的情緒呈現。傳統戲曲歌仔戲的角色在阿信的想

像中與他同在空無一人的體育館中共舞、彈跳，彷彿在那一剎那原本連結神與

人、宗教與庶民的廟會文化成為開啟了阿信新主體的絕對性介入力量:在阿信的

跳躍中，我們見到的是純粹的狂喜，是一種將成未成的主體空缺狀態。在此時的

阿信並未是個正式的體操選手，然而在與歌仔戲角色的彈跳之間，在神與人的交

界之處，我們難道沒有看見一種未來將成、將至(will have been)的新主體呈現?
也因此，我們可以說，以後移式的觀點來看(retroactively)，這暫時脫離了現實

的神奇空間，其既非現實亦非虛幻的特性成就了該片所謂的「阿信主體」之可能。 
     上述的分析雖與本文所欲分析的電音三太子無直接關聯，卻也頗具一些雷

同之處值得我們細細推敲。首先，就全球化論述而言，輕盈與沉重已成為當代論

述全球化常見之概念與語言:全球化所帶來的，除了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
提及之時空壓縮之外，在文化的想像上，全球化已與輕盈、流動、與非固著等等

去物質化、去場域化的概念相連結；而在地化，相反地，則著重於物質性和場域

之特殊性，試圖強調在地、傳統、與紮根的重要。在阿信的跳躍中，首先我們看

見的是一種輕盈的想像(跳躍、翻滾、騰空)，然而弔詭的是，成就如此輕盈彈跳

的想像卻是仰賴於傳統在地的宗教文化(廟會迎神活動)，彷彿在地文化之加持非

但不是阻礙輕質化的絆腳石，反而是開拓另一種自由解放的可能。若放在上述全

球在地化的框架來觀察，相較於傳統將全球化與在地化一分為二的二元思考，阿

信的跳躍所呈 現的是傳 統現代、輕 盈 固著並存的全 球在地化 樣貌

(glocalization)，是一種將全球化與在地化納入辯證框架的文化呈現。 
      如果說阿信的例子尚不足已完全揭示上述全球在地化的樣貌，那麼時下流

行的電音三太子則在許多層面上補足、增添了阿信的跳躍。作為台灣當代全球在

化主要指標的電音三太子，其對於台灣當代文化與全球化關連性具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從 2005 年的鹽水蜂炮戰鬥舞被美國觀光客置入全球網路媒體 YOUTUBE
開始(另一說為台客搖滾嘉年華)，台灣的電音三太子逐漸攻占全台各式表演場

所、媒體、和文化場域，並在近年來逐漸成為台灣政府與全球接軌的文化利器。

從世運到世博，從台灣官員到中國領導，人人似乎都在擁抱電音三太子:政黨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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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國家外交、甚至是兩岸國族論述都能從電音三太子看見能夠保庇自身信念的

元素，或將其視為突破兩岸僵局、加強兩岸交流的民間文化，或將之視為叛逆少

年，具備剔肉還母、析骨還父之分離意識。總而言之，在此脈絡下電音三太子成

為了形構「台灣」此一國族論述中的「真正」台灣文化，其目的在於彰顯台灣此

一國家的身分認同。而另一方面，從文化摻搭(hybridity)和資本主義的角度來

看，電音三太子也雜燴了全球各式的流行音樂元素:從 SORRY SORRY 到嘻哈街

舞以至台客電音搖滾，電音三太子以與全球流行音樂文化接軌的方式翻滾跳躍於

全球資本主義邏輯之中，開始大量地出現於商演、代言、綜藝節目等等場域，形

成一股商業化的趨勢。1從這兩個主要層面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當代電音三

太子論述似乎被規範在兩股相異的論述邏輯中:即，以文化本質主義為主的台灣

國族主義論述(「真正」的台灣/文化)，和以文化多元主義為表相的資本主義邏

輯。就前者而言，電音三太子成為保庇「台灣」此一國家獨立完整特殊性的文化

符號，而如此的國族文化想像又因為電音三太子所代表的神聖性而得到進一步加

持。這也就是說，電音三太子之所以如此適合打造台灣國族論述不僅僅是因為其

具備傳統台灣文化的特性(具備傳統台灣文化特質的在地文化符碼比比皆是)，而

是因為其具備的神聖性使得建國必需之神話在國族主義推崇電音三太子的論述

中得到了合法性。就後者而言，電音三太子因配備、摻搭了多元文化符碼使得其

在商品文化的層次上具備了後資本主義所仰賴的去本質化特質(經歷使用價值—
交換價值—剩餘價值的符號化)。換句話說，就後資本主義所仰賴的多元文化主

義而言，電音三太子因具備了多樣流行文化的符碼使得其能安穩融入後資本主義

以多元市場和符號消費為主的市場邏輯。就這點而言，電音三太子成為了去本質

化的想像，時而化身公仔商品，時而成為商演代言符號或奇觀(spectacle)，恣意

徜徉於由後資本主義勾勒出的自由多元市場之中。 
       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若電音三太子在台灣是以如此精神分裂式的樣

貌在文化想像的場域呈現為台灣文化的代表(既去本質又本質化)，那麼其所揭示

的是在文化層次台灣文化受到雙重力量的吸納和挪用:在國族主義和(後)資本主

義的雙重羈絆下，電音三太子的文化性成為了這兩種論述的附庸，不僅無法如阿

信般的恣意彈跳，更缺乏介入此兩種論述的空間。然而，文化想像是否必須與資

本主義與國族論述掛勾才能具備存有的價值?是否電音三太子只能以捍衛「真正」

的台灣國族和發展成「多元」的文化創意產業才得以生存?在電音三太子踏著七

星步或方塊步隨著台客電音搖擺跳躍的同時，我們是否能想像一種和阿信翻滾一

樣的出神體驗，一種提供「台灣」暫時去主體化並與神祇共時狂喜的第三空間

(thirdspace)?而如此的第三空間又在打造所謂的新台灣意識上具備何種的開放

性?本文擬從上述脈絡分析電音三太子對於台灣當代文化所帶來的啟示。論文分

為三部分:第一部份探討台灣國族主義論述如何挪用電音三太子建立國族意識，

                                                        
1 誠然，電音三太子的影響層面並不只於這兩個層次，其對於社區意識凝固、傳統產業翻新、流

行次文化、以及傳統宗教文化再造等等也極具影響力。然囿於本文分析框架限制，電音三太子的

其他層面仍待未來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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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試圖指出其侷限；第二部分則探討電音三太子與後資本主義邏輯的掛連；第三

部分則試圖以電音三太子作為全球在地介面(現代/傳統)以及神祇與民眾(出世/
入世)連結的特殊性開展其作為文化翻譯與第三空間的可能性。 
 
 
I. 剔肉還母、析骨還父:電音三太子的國族論述 
 
     在電音三太子的發展史中，2009 年於高雄舉辦的世運似乎扮演著分水嶺的

角色:在此之前，電音三太子雖已引領風騷，然其與「台灣國族主體」的結合似

乎尚未緊密；在此之後，隨著世運的成功以及其隱隱與台北市舉辦的聽奧分庭抗

禮的態勢，電音三太子成了與「台北國」切割、彰顯台灣真正文化的最佳範例。

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不論是舉辦世運或是聽奧都是當代都市與國際接軌、尋求

能見度的行銷策略，本身不見得與國族論述掛連。然而有趣的是，就當代台灣國

族情境而言，高雄與台北、世運與聽奧反而弔詭地成為台灣國族論述內在衝突的

外部彰顯，其蘊含的國族意識形態張力不言可喻。就拿聯合報於 2009 年 9 月 7
日的報導〈聽奧比世運  網路掀舌戰〉一文來看，我們便可以略為窺視這兩場體

育活動如何挑動台灣南北國族論述的敏感神經。2就該報導而言，網友針對了兩

場賽事的「開幕、賽程、經費、煙火、參與人物、及媒體報導」作了鉅細靡遺的

論戰。在這篇報導中，記者曾懿晴提及藍綠陣營政治人物的出席也成為論戰的焦

點(如聽奧出席的藍營官員許多並未出席或全程參與世運)，使得北聽奧、南世運

的分野沾染上台灣政黨(及其分別代表的國族意識)對立的色彩。而其中有趣的

是，網友的論戰除了上述明顯的藍綠對立之外，也針對了兩賽事的文化符碼作了

論戰:南世運之電音三太子 vs.北聽奧之千手觀音。該報導指出，有網友認為聽奧

節目較具國際性，並反批世運電音三太子較為低俗。而相對於上述說法，另有網

友則怒斥「無法接受電音三太子的網友『自以為高尚』，歧視台灣本土文化。」

筆者在此無意延續此一論戰，然而我們可以觀察到，上述「歧視台灣本土文化」

已隱隱將電音三太子作為有別於聽奧—台北—藍營國族論述的在地台灣文化代

表，而如此的文化切割也將「台灣本土文化」自立於由台北市所代表的國際文化

之外，忽略了電音三太子本身所隱含的文化摻搭和異質性。3再者，從全球化的

角度來看，網友提及聽奧節目較具「國際性」並將電音三太子貶抑為「低俗」之

說法也陷入了將全球與在地截然二分的論理缺失，而忽略了電音三太子之組成早

已是結合全球與在地、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實作:在全球化論述之「高」尚與在的

論述之「低」俗之間，電音三太子的空間想像成為了台灣內部國族論述互相拉鋸、

抗衡的對立空間(藍綠、統獨、全球在地等等)。 
     若上述的網友論戰只輕微點出電音三太子與台灣國族論述之糾葛的話，那

                                                        
2 曾懿晴。〈聽奧比世運 網路掀舌戰〉。《聯合報》2009 年 9 月 7 日。A2 版。 
3 在此筆者並非以先驗的角度將台北市與國際文化構連，而是以台北市長期作為台灣首都所具備

的(不正當)優勢所形成的文化經驗來認定其作為台灣國際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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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隨後於 2009 年 12 月 6 日在《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所發表的一篇短文，〈一

中不合作，三太子搖滾台灣〉，更進一步深化了電音三太子在文化想像上與台灣

統派國族主義的差異與不相容性。該文作者高志仁以民進黨在該年縣市長選舉獲

勝為開端，將電音三太子與民進黨作了直接了當的連結。4有趣的是，高志仁在

此引用了三太子哪吒的文化想像，將台灣/中國的關係置入傳統國族主義論述所

常見的父子關係，並別出心裁地將哪吒的「剔肉還母、析骨還父」之典故嫁接至

台灣/中國之關係上。該文認為，三太子本身的反骨個性以及其在神話中以自殘

的方式了結親子關係的模式恰恰可以被用來想像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台灣作為中

國眼中桀驁不馴的逆子在民進黨上台且台商大量投資中國之後似乎已經具備了

與中國完全切割的條件。在此，姑且不論資金上的「失血」是否能等同於文化想

像上的奉還血肉，此論述較具爭議之處是其在試圖與中國切割的同時仍將電音三

太子置入父子的國族論述想像，即便其目的是要否認(disavowal)此一父子關係

之延續。如此將台灣與中國納入伊底帕斯腳本的談法，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

事實上仍無法如該作者所言斷絕兩者的競合關係與欲望模式的連結。尤有甚者，

在此國族論述的框架下，作為新台客音樂文化代表的電音三太子，在其定義下，

也只能具備在高雄世運此一「擁有國家民族情懷的場合」彰顯台灣國族意識的功

能而已(黑體為筆者所加)。 
     如果說上述的網路論戰和媒體論述只是某種程度的台灣內部政治對立的呈

現的話，那麼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當面對中國此一外於台灣的(敵對)國家時，電

音三太子更進一步扮演了台灣國族主體性代表的角色，本身與聽奧的衝突反而隱

而未現。就如同上述以運動賽事偷渡國族主義的模式，在此對於中國所產生的台

灣國族主義論述也以聽奧/世運與北京奧運的比較呈現其檯面下的暗潮洶湧。一

篇 2009 年 10 月 2 日於聯合報的社論便將京奧與聽奧/世運的不同呈現直接等同

於兩國不同的政治體制，並試圖凸顯台灣政體民主自由和中國政權極權主義之間

的差異。5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前述的網路論戰，此篇社論顯然是以維持「一

中各表」的模式向中國召喚民主的重要性，並將電音三太子比擬成台灣民主自由

的文化符碼。該社論強調，相較於中國的極權強勢，「台灣的節目，比較強調自

由與個性；不論是高雄世運的電音三太子，或台北聽奧的『大辦桌』，皆是自由

奔放，皆在釋放性情與禮讚民生。」如此的論述試圖以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為基

調定義台灣國族性，而電音三太子，相較於前述作為與中國區隔的「真正」在地

台灣文化樣態以及台灣內部國族論述的衝突場域，在此反而成為了與中國相構連

                                                        

4 該文開頭之全文如下:「今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收復宜蘭縣，也在各縣市創下史

上 和對 手最 大或 最接 近差距 ，總 得票 率達 四成 五， 在中 國國 民黨 全面執 政 且

傾 中暴 衝之 際， 彷彿奔 波全 台替 民進 黨候選人 助選 的電 音三 太子 一樣 活蹦 亂

跳活力四射。」(黑體為筆者所加)。 

5 參見 2009 年 10 月 2 日《聯合報》A2 版之社論〈中國何時走出巨像標語紅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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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族文化符碼，其力量不僅跨越地域，更具備形成跨國族文化符碼的態勢。該

文一廂情願的認為，「兩岸民間社會，對於民主、自由及人生或民生的美學或哲

學，卻幾乎已經全無差異」，此說法不僅忽略了中國與台灣在歷史、文化、和地

理政治上的殊異性，也將電音三太子去特殊性成為所謂「中華文化」此一大論述

下的空泛符碼，任由國族論述恣意擺弄。在此，電音三太子在台灣本地論述中所

具備的社會對抗性(social antagonism)在跨國族論述中被完全消除而成為與聽奧

齊頭式的台灣民主政治代表:電音三太子在此成為了與中國共產政權對立的西方

式自由民主政體所披掛之文化符碼，在台灣—中國的地理政治上被吸納、併入冷

戰以來的全球戰略結構及文化想像之中。 
     從上述的兩種論述看來，電音三太子在台灣國族論述之中似乎具備了兩種

完全悖反的特性:祂既可被援引用來支撐台灣內部某種本土性想像的合法地位，

亦可被挪用成為代表全台灣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架構。然而無論何種論述，從

文化的角度來看，都難以逃脫將電音三太子收服至國族主義這一尊寶塔之內。國

族之為父，文化之為子，在上述的框架之下，無論電音三太子如何腳踩七星步恣

意舞蹈，也總是在父的關注下行動、在國的框架中遊走，其自身的反叛不羈也似

乎削弱了些力量，失了些基進性。 
 
II. 有買有保庇:資本主義邏輯下的電音三太子 
 
     在近年來電音三太子的各種精彩表演中，一幕深深印烙在我心中的影像莫

過是電音三太子與統一超商公仔 OPEN 將一起於 2009 年在高雄夢時代的跨年共

舞:在這段令人莞爾、甚至噴飯的表演中，我們看見了 OPEN 小將們與電音三太

子一左一右，伴隨著台客電音的韻律群起舞蹈，而一旁圍觀的群眾也瘋狂投入，

讚嘆連連，其歡愉慶典之氣氛不言可喻。6誠然，就娛樂的效果而言，此段表演

絕無可挑剔之處:OPEN 將的可愛與電音三太子的瀟灑在現場發揮了一加一大於

二的效果。然而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在 OPEN 將與電音三太子幾乎完全同步的

動作與韻律中，我似乎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而我心中的疑問是:難道電音三太

子也只是一種受制於資本主義邏輯的商品而已?難道電音三太子與OPEN將真是

系出同門，彼此的符號價值真能跨越界線、達成百分百的同步率?難道電音三太

子就只能是以「可愛」、「有趣」的方式被台灣民眾消費?而當代台灣對於電音三

太子的文化想像又是在何種程度上受制於資本主義邏輯所支撐的多元文化邏輯? 
     事實上，如此的擔憂在當代對於電音三太子的論述中其實早已有論者提出

批判和提醒。畢竟，就傳統民俗或宗教的角度來看，電音三太子的商品化和文創

化本身即有悖離宗教精神性、擁抱資本主義新神祇的擔憂。然而從重振、甚至是

革新傳統廟會文化的角度來看，電音三太子的出現也恰似一道即時雨滋潤了逐漸

式微、衰敗的傳統文化。從符號元素的角度來看，電音三太子的確與當代深受商

                                                        
6  關於 此段表 演可參 見 YOUTUBE 上 之錄像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 
O-uEVq2ZC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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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影響的流行文化十分相融:其可愛的面容身形與當代動漫產業的消費邏輯一

拍即合，而其所使用的電音元素更本早已是台灣流行音樂文化的一部分。誠如《我

愛三太子:眾神喧嘩太子幫》一書所言，在當代文創產業的推波助瀾下，台灣掀

起的「神明創意學」已儼然成形，「在超商行銷策略下，媽祖、觀音、福德正神、

文昌帝君等上位天尊，紛紛下凡、搖身變成可供收藏把玩的時尚玩具公仔」

(178)。如此的狀態，誠如林谷芳所言，電音三太子在商品化下雖走向了世俗，

成為庶民的娛樂之一，然而其卻也悖離了宗教的神聖性，失去了傳統宗教的功

能。7而另一方面，從傳統藝術保存的角度來看，電音三太子的乘著資本主義商

品邏輯的坐大也可能具備對於傳統較繁複、表演技術較困難的藝術形式有排它的

效應(見邱坤良)。也因此，從電音三太子所產生的各式商品效應看來，其與資本

主義的同質化所指向的不僅有西方現代性對於傳統價值的夷平搗毀(馬克思所謂

的「一切固著皆化為虛幻」)，更有將台灣傳統多元藝術文化同質化的擔憂。 
     然而要理解電音三太子的商品化，除了必須注意上述其與傳統價值和文化

的排擠效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爬梳出其遵循的資本主義邏輯:即，在資本主義

多元市場的邏輯底下，將電音三太子視為台灣所謂多元文化代表的本身即是一種

和當代資本運作邏輯相輔相成的意識形態。若本文第一部分的討論指出了電音三

太子在當代國族論述中的單一特性的話(對內代表某種本土國族意識或是對外代

表所謂的台灣)，那麼電音三太子在文創產業邏輯下的多元面向/商品化所呈現的

其實是資本主義邏輯試圖以多元文化為基礎開展多元市場之策略(即，文創事業

是台灣彰顯多元文化、民主價值之方式，而電音三太子的商品化正好能證明台灣

重視多元文化的企圖心……)。關於這點看法，當代文化批評家齊傑克(Slavoj 
Žižek)便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擅長以尊重、甚至是讚揚他者傳統文化的方式來掩

飾其剝削之實。齊傑克認為，當代自由人本主義定義下的多元文化事實上具備了

種族歧視之實，因其對於它者文化的尊重和認可事實上是站在一個超然的普同主

義位置來觀賞、分析該文化，本身並未與它者文化的真實層(the Real)交會。誠

如他所言: 
 
          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掏空自身實質內容的種族歧視形式(多元文化主 
          義者是個非直接的種族歧視者，因為他並非以自身特定之文化來與他 
          者文化抗衡)；它以佔據普同性優勢位置之掏空處來對於其他特定文 
          化進行賞析或詆毀—多元文化主義者對於它者文化特殊性尊敬的態 
          度正是其彰顯自身優越性的展現(44)。 
 
當然，放在當代台灣脈絡中解讀，齊傑克所謂的歐洲中心普同主義的種族歧視意

識形態似乎並不能完全被挪用來解讀電音三太子的文創現象。然而吊詭的是，在

                                                        
7 參見 2011 年 8 月 7 日於《中時電子報》刊登之〈誰人尬伊比 電音三太子崛起傳奇〉。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51303107/112011080700189.html。Accessed 2011/ 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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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以自由民主政治形式為傲並頌揚多元文化之際，齊傑克的分析卻詭異地說中

了台灣當代文化政策與思維之缺失:即，以歐美自由民主政經架構作為體制的台

灣，其對於自身的文化樣態也是以頌揚多元文化之名行資本剝削之實，本身某種

程度內化了西方對於它者文化的凝視(the Western gaze)。這其中必須問的問題

是:到底哪些文化才能被置入所謂的多元文化之中?而這些多元文化的樣態是不

是經由資本主義邏輯所篩選而出?而更弔詭的是，台灣當代急於對於自身傳統文

化商業化的動作是不是如齊傑克所言，是以一種以擁抱傳統為表相而實際上占據

了多元文化主義者優勢位置的自我貶抑/剝削狀態，是一種以商業化傳統文化的

方式擁抱西方定義下的資本主義邏輯 ? 8  當我們回顧電音三太子的代現

(representation)時往往會發現，我們對於電音三太子的觀感以及利用方式在某些

程度上的確是內化了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視。我們必須深思，以電音

三太子作為吸引本國/外國觀光客的舉動、或將之作為增加台灣在世界能見度之

策略、或將之視為台灣民主化成功之指標等等的行為到底迎合了誰、排拒了誰。

這其中的權力關係或許不應該因著電音三太子的可愛無邪而避而不談。 
 
III. 入神、恍神、出神、回神:電音三太子與第三空間的神聖性 
 
     在前兩部分的探討中，筆者已初步點出電音三太子現象在當代台灣論述中

的兩難: 拉鋸在國族主義論述和資本主義邏輯這兩大力量之間，電音三太子的輕

盈、愉悅、和開放性似乎遭到某種程度的限制。然而，若國族與商品拜物都是這

時代所謂的新神祇的話，那麼作為全球在地文化摻搭形式和連接神與人之中介的

電音三太子卻也具備了暫時讓國族主義和資本主義雙方力量恍神的可能性。在此

極具重要啟發的概念為「第三空間」 (thirdspace)，而在這部分的論述中，筆者

擬以此概念為出發，搭以電音三太子實作的文本分析進一步深化電音三太子作為

另一種神聖性開展的可能性。 
     「第三空間」的概念，根據地理學家艾德華索雅(Edward Soja)的說法，來

自於空間理論家亨力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三重辯證(“a trialectics of 
spatiality”)發展而來。9相較於傳統地理學只強調第一空間(Firstspace)和第二空

間(Secondspace)的辯證，索雅則由列斐伏爾之處另闢蹊徑，開啟所謂第三空間

(Thirdspace)的可能性。在索雅的挪用之下，列斐伏爾的三重空間辯證(perceived 

                                                        
8 齊傑克將此現象稱為「靈魂中的機械」(“Machine in the Ghost”)(45)，意思指的是相較於傳統

將文化視為靈魂、資本主義視為機械的看法(如文創所常說的「傳統創新」，意指以商品化作為手

段/「機械」實際上卻保留了傳統文化/「靈魂」)，當代資本主義邏輯往往以保留傳統文化為說

詞而行剝削之實。也因此，在多元文化的「靈魂」下其實運作的是資本邏輯此一機械。 
9 「第三空間」此一概念之另一出處來自於後殖民理論家荷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化轉譯

(cultural translation)。從班雅民(Walter Benjamin)的翻譯理論出發，巴巴強調任何文化在符號

化的過程都具備自我分裂的特質，也因此所有的文化形式的是摻搭、不純的。文化轉譯對於巴巴

而言不僅是符號的轉換，更是極限空間(liminal space)或中介空間(in-between space)的開展可

能。關於巴巴對於文化轉譯的探討請參見其著作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一書。關於索雅對於巴

巴第三空間的討論，請見其 Thirdspace 一書，頁 1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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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conceived space/lived space)成為他提出對於當代地理學只著重歷史性

與社會性的批判。10他認為，空間的介入不僅具備凸顯空間長久在地理學分析框

架中被忽略狀態，更重要的是，其作為第三者/它者化(“thirding-as-Othering”)
的角色更能開放出黑格爾辯證法中二元規律所不足之處與封閉性。對於索雅來

說，它者總是存在(“Il y a toujours L’Autre “)，而二元辯證則永遠不足(52)。而它

者的存在，從倫理性的角度來看，具備了開啟封閉迴路的功能。這也就是說，第

三空間的空間性在於銜接、中介、甚或是開啟原本二元對立看似完整無缺的連接

細縫，並以此介入性(intervention)鬆動、顛覆、甚至是重組原本由二元對立所

制定的結構框架。在面對突如其來、隨機而現的第三空間介入時，受制於二元架

構的主體具備了空身的可能性。而如此的空身性來自於主體的出其不備:在這一

瞬間，彷彿一種極大、極強、或甚至是極度無法被原本分析框架含納之神聖空間

力量倏地而出，暫時停滯、拖延、架空了原先主體所依賴的小小宇宙。在這一特

定瞬間(包含時間與空間)，在仰望、經驗、感知一種由它者降臨所帶來的另類體

驗時，一種既非 A 亦非 B 的開放性於焉開展，成為制衡二元邏輯思維的倫理性

存在。雖然，在論者討論第三空間的政治性時並未直接納入此一神聖性的可能；

然而，就全球文化的角度而言，此第三空間所帶來的空身性事實上來自於文化轉

譯本身符號的開放性。誠如後殖民學者荷米巴巴(Homi Bhabha)所言，對他來

說，第三空間無法與文化轉譯的地方性(“locality”)切割(Bhabha 2009; ix)，而巴

巴將第三空間藉由後殖民論述開放至全球在地文化領域的作法則為我們帶來了

思索當代摻搭文化形式對於主流文化價值和霸權的介入性可能。而遊走在不同地

理政治、文化樣態、以及跨國資本邏輯間的第三空間及其摻搭文化形式，對於全

球在地的文化霸權的封閉性迴路又能如何另闢蹊徑、以其隱含的神聖性開放空身

的可能? 
     從上述的思考中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在地文化形式的可貴之處便在於其以

佔據縫隙、介面的方式擾亂僵化二元思維的可能，而如此的介入，所仰賴的是第

三空間的「聖靈降身」，是一種具備神聖性的開放空間降臨。而電音三太子，其

具備雙重中介/轉譯的身分(作為廟會文化的代表，電音三太子中介了人與神；作

為當代摻搭文化形式，電音三太子中介了全球化與在地性)恰能彰顯此一第三空

間的神聖性層面:若電音三太子在國族論述和資本主義邏輯上都已被某種程度的

吸納收編，那麼當我們回歸電音三太子的中介性時(非客體性)能不能開展出如同

翻滾吧！阿信一般的騰空喜悅和一種歷經入神—恍神—出神的去主體化經驗? 
     在論文的結尾，筆者擬以一電音三太子文化實踐作為分析文本進一步闡述

                                                        
10 「知覺空間」 (perceived space)指的是日常生活慣性感受的空間模式，是一種維持社會規律

性的空間形式；「構思空間」 (conceived space)指的是抽象的空間想像，如建築藍圖或地圖上的

空間；「生活空間」(lived space)則是動態、隨機性、處於夾縫中的空間形態，是一種擺脫主流

規馴機制的空間樣態。而相對應於這三種空間則是列斐伏爾所提出的三種空間形式:「知覺空間」

對應於「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構思空間」對應於「空間代現」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而「生活空間」則對應於「代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關於這三種空間模式

的定義，請參見列斐伏赫的 The Production of Space,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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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觀點。如此的分析模式並非是要達成一種普同主義式的宣稱(即，所有的電

音三太子實踐都必然具備此一開放性)，而是要從單一實作中逆向推論、爬梳出

電音三太子實作中的偶然性，並將此偶然性視為介入當代電音三太子論述的第三

空間。 
     在 2010 年 2 月 27、28 日在台南新營太子宮所舉辦的第一屆全國電音三太

子擂台競技邀請賽中，我們看見了電音三太子在台灣這幾年來初步的發展成果:
該競賽參加隊數為 14 組，而在會場上大家也是渾身解數、掌聲歡笑不斷。最後

比賽結果由「朴子電音三太子」、「高雄哪吒會館」、「布袋聖天家族」勝出，各自

分居一、二、三名。然而有趣的是，在整場表演的過程中，由大溪「哪德聖轎班

會」所表演的「天降神兵」卻極度吸睛，並在會後獲頒「最佳人氣獎」和「表演

創意獎」。11「哪德聖轎班會」表演引人之處，除了傳統電音三太子的可愛逗趣之

外，最重要的是他們運用了吊車將表演者吊掛至離地約七層樓的半空之中。根據

云游天工作室所著之《我愛三太子:眾神喧嘩太子幫》的訪談，「哪德聖轎班會」

的班主公關許黃海坦言，當他被吊掛在半空中時，首先逐漸上升時還能凝神自

持，不受到距離感對他心情的影響；然而隨著高度漸漸攀升至約二十公尺之處

時，他「就覺得很恐怖了，因為從垂直的角度往腳下一看，真的是很可怕!」(128)。

至此，我們已可初步發現班主的主體穩固性有漸漸鬆動的傾向(或許是因為害

怕)。然而當他被完全吊掛在半空時，一種特殊的去主體化空身經驗卻以絕對性

壓倒的方式中介了他原先的表演意圖和主體安適感:在他吊掛上天之後，他赫然

發現對面新營太子宮頂上的太子神像與他遙遙相望，而在這一瞬間，一種具備神

聖性的第三空間冷不防地翩然開展，使得原先應專注於電音三太子技術表演層次

的許黃海成為了出神、空身的軀殼。人稱「海哥」的許先生如此描述此段神奇經

驗: 

 

          我吊上去的時候，跟新營太子宮頂的太子神像對望，我被祂嚇到了， 

          因為祂實在太龐大了!我整個人「傻掉」，呈現一種「空洞」的狀態! 

          等到他們在底下射出彩帶，我才驚覺到，啊!早就開拉開彩花!(130， 

          黑體為筆者所加) 

 

在此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如此的空身狀態並非是來自於吊至高空的恐懼感(恐懼

仍來自於原先主體性的框架內)，而是太子神像的龐大神聖性所帶來的極限巔峰

經驗(the sublime)，使得海哥在半空中陷入另一個與現實物理時空完全無關、甚

至使得原先制約力量(電音三太子作為一種表演商品以及參與比賽的種種動機和

社會意義)暫時消失的第三空間。他在精神狀態上所經歷過的入神(專注)、恍神(驚
嚇)、出神(傻掉)、乃至最後的回神(拉彩花)即見證了第三空間的瞬間介入與離去:
在天與地之間，人與神交界，第三空間的神聖性之啟發恰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

                                                        
11  關 於 此 比 賽 的 詳 細 資 料 ， 請 參 見 新 營 太 子 宮 太 子 爺 廟 之 官 方 部 落 格 : 
http://tw.myblog.yahoo.com/taizi652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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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第三空間之虛幻不可捉摸；相反地，第三空間提供了改變的

可能和改變的空間，即便它對於改變的內容與方向，一如與電音三太子遙遙相望

的太子神像一般，仍是不發一語、以其略帶戲謔的態度嚴肅以對。 
     從文化政治的角度而言，第三空間的開啟對於周旋於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

中的台灣主體能提供另一種改變的可能性: 相較於國族主義的造神運動和資本

主義的商品迷魅，文化所能提供的神聖第三空間應如上述所分析的空身狀態般的

來的開放、開闊。而如何在台灣將文化想像與國族主義、資本主義切割，並將之

發展成索雅所謂的第三者/它者化政治策略，應是我們當今必須深思、面對的問

題。而如何發展一套能爬梳出台灣在全球在地化下有別於主流價值的生活空間經

驗和文化樣態更是當務之急。如果說，作為國族符碼和文創金雞母的電音三太子

在飛天之時能暫時抽身、徜徉於一種純粹空靈的另類時空的話，那麼身陷於台灣

國族論述與資本主義箝制的台灣意識又何嘗不能揚起腳步、與三太子共享齊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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