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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韓國與台灣電視劇產銷體系之比較與分析 

學者劉新圓（2004）認為在推動文化產業時，應對產業本身的特質有正確

的認識，尤其應徹底釐清國內文化產業的特色，了解其問題及發展潛力何在，才

能擬定有效的推行方案。否則，強以過去傳統產業的模式來硬套，將徒勞無功。  

基於這樣的理念，本研究第三章將對台灣電視產業作檢視，了解電視劇產製

之環境與問題所在、優劣勢為何、機會點在哪，亦即分析台灣電視劇之環境因素

與條件因素，以在可行的前提下，提出具體之改革建議。 

 

此外，為求能從韓劇發展的案例中得到啟發，因此在台灣及韓國兩部分的探

討將以相應的討論層面作比較分析，分析層面包含電視產業結構、電視節目製播

相關法規、文化產業政策、相關配套措施、節目特色、經濟效益等加以比較，從

而分析韓國與台灣電視劇之產製環境與條件，找出我國電視劇面臨的困境與難

題，並從韓劇發展案例找尋可供我國學習參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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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韓國與台灣電視生態比較 

 

壹、台灣當前電視結構與節目來源 

 

一、台灣電視結構與戲劇節目面臨之環境 

 

民國五十年代，是我國電視發展史的開端，台視率先成立後，後續有中視、

華視的加入，截至八十年代，無線三台一直壟斷著台灣的電視市場，直到民國八

十二年有線電視合法化並普及後（陳炳宏，2002），無線電視因諸多因素開始走

下坡，營收大幅減少，在此期間，又有兩家新的無線電視台開播，分別為民間全

民電視台以及公共電視台，這五家無線電視台，除了公視為公共電視的體制外，

其餘四台均為以商業模式來經營。 

 

如今無線電視台的優勢不再（趙怡，陳嘉彰，2004），廣告商將 30-35%的廣

告費用投資於無線電視，而將 65-70%的費用投資於有線電視（趙嘉文，2004）。

以往無線電視台中，相當具指標性的晚間八點檔黃金時段，除民視以鄉土劇獲得

高收視率外，其餘三台收視率表現欠佳（汪誼萱，2004）。 

 

繼無線電視台之後，又陸續興起有線電視頻道、衛星有線電視頻道、直播衛

星電視頻道、數位電視頻道及各種新興媒介，形成了多頻道多服務的新型態，並

使的傳播媒介市場競爭愈趨激烈。然而如此多的媒介出現，相對的也需要更多的

節目內容供應，但頻道需求與內容供應這兩者間，並沒有產生供需平衡的情形，

造成電視台業者對節目內容提供產生迫切的需要，此外，在節目自製壓力、節目

播出時間增長、時效性、風險評估、降低成本、確實掌握片源等因素下，紛紛尋

求購片方式以規避風險、保障基本利益，終造成了外劇大舉侵台的局面。 

 

然而外劇襲台終究與我國傳播產業結構深關，切割過於零碎的電視媒介市

場，使電視節目同質性過高，頻道間也難以達到差異化，由於經營規模過於瑣碎，

在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效益下，只能以較低成本買片放片，來取代成本較高的拍

片（李天鐸，2002），在本土業者不願投資拍片，反以購買外國節目播放的惡性

循環下，極有可能抑制本土節目內容產製的創意活力，長期來說，將耗弱我國節

目製作的核心能力及競爭優勢，而一旦失去這樣的創意產製能力，台灣的戲劇節

目也就失去國際市場上展現我國文化內容創意的機會，更遑論能創造文化經濟，

提升我國競爭力。 

 

引進外國戲劇雖然可以增加閱聽眾的選擇，享受跨國文本及異國風味，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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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眾感官的多元想像，然而國內業者多半僅以消極的方式大量進口這些節目，

卻不思如何從這些節目身上學習節目產製的技巧，及分析文本受歡迎的因素，一

味消極地買片放片，更不可能花大錢投資自製戲劇節目；然而，播放過多外來戲

劇不僅會導致本土演員失去工作機會，更使原有導播組、搭景組、工程班荒廢，

造成資源擱置與浪費（黃婉琦，2004）。 

 

綜合以上所述，國內電視劇的發展問題可見於節目本身、產製環境、媒介組

織機構、電視工業、節目發行、觀眾品味、社會風氣等整體相互扣連而成（蔡琰，

2002），輔以國內政策不明，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對外市場大開，但卻沒有規

劃出保障國內傳播產業發展的輔助發展條例、缺乏專業領導、製作資金普遍短

少、傳播工作人員專業素養有待提升等因素，使的國內電視節目在產製上遭遇重

重困境。再者，台灣的電視產業重映演，輕製作，製片環節不是移往大陸，就是

製作一些不具外銷市場價值的鄉土劇，減低節目再次使用率及產品生命週期（袁

櫻珊，2002a），為了開創我國電視劇的出路，有必要針對電視劇產銷環節進行革

新。 

 

除了對我國當前電視結構作一檢視外，以下將剖析我國電視節目主要提供方

式，探討我國電視劇供需情形。 

 

二、頻道節目來源 

 

  有線電視的出現，改變了台灣電視產業的結構面，外國戲劇大量引進對我國

自製戲劇節目生存空間蠶食鯨吞，也使自製戲劇面臨更嚴峻的挑戰（葉文忠，

2001）。目前，我國電視頻道業者播出之節目來源，可分為以下三種（周岳曇，

2001）。 

 

（一）購買現成節目 

   

頻道經營業者以向國內或國外節目製作單位，購買節目播映權的方式，取代

自製節目，此即為購片。目前國內購片節目類型包含電影、戲劇、綜藝、卡通、

旅遊、資訊、音樂等。這種外購的風氣早在民國七十年代就延燒到戲劇節目，就

台灣電視劇史而論，民國七十一年所引進的「楚留香」一劇，為我國向亞洲相近

地區買片播放的始祖（蔡琰，2002），此一港劇的引進，不僅在當時造成相當大

的轟動，更在台灣電視劇發展歷史上，埋下如地雷般的根基，震撼電視界（吳東

權，1986：23-24）。 

 

  自從有線電視於民國八十二年就地合法化且日益普及後，我國電視頻道數量

產生爆炸性的成長，不僅頻道數量居亞洲之冠，整個產業的生命週期也隨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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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市場上並形成有線電視大戰（周岳曇，2001）。但除了無線電視台發展歷史

較久，且有自製節目的能力與設備外，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由於並未擁有足夠的

製播能力及成本考量，因此部分頻道以購片作為主要的節目提供方式。 

 

尤其在電視市場上超過上百個頻道出現後，廣告市場被嚴重瓜分，造成許多

電視台營收有限，遂更以購片的方式節省成本與風險；再者，在製作費、演員費

相對提高，廣告收益沒有相對成長反而減少的窘境下，業者只得尋求他法提供節

目（葉文忠，2001），購片，儼然成為不得不為之的選擇。 

 

台灣特殊的電視結構是造成大量外購的原因之一，以國內上百個頻道的情況

而論，一天所需播出節目的供給量高達數千小時，就人力、成本、時間控管、創

意發想等的考量，自製節目的供給量遠遠不及需求量的要求。再者，就成本效益

方面的考量，以購買外來戲劇的方式提供節目，比自行出資拍攝更能降低風險，

與保障基本利潤，遂造成、日劇、大陸歷史劇、韓劇等的收視熱潮，業者眼見這

樣的趨勢，於是產生一窩蜂的購片風潮，一開始，韓劇是在部分有線電視頻道零

星播出，從專門播出韓劇的八大及緯來電視台，到後來許多頻道也紛紛加入播出

韓劇的行列，無線電視台也不例外。 

 

（二）自製節目 

   

由於各頻道屬性不同，自製節目的能力與經驗也不同，因此每家電視台自製

節目的方式也有所差異。依據節目製作與廣告提供方式，可將自製節目類型分為

外製外包、外製內包、內製外包、內製內包四種（劉幼琍，1994）。 

 

內製的節目除可讓電視台業者能對節目日後的播出、劇情更改有更大的掌控

能力外，相對來說，也較能掌控品質，更是電視台本身能累積的永久資產。而節

目外製外包的情形往往容易造成電視台以出租頻道時段的方式賺取利潤，而將節

目全權交由傳播公司製作，此容易造成因為製作經費有限的因素，致使節目品質

低落，使觀眾權益受損。 

 

目前國內稱電視台自製的戲劇節目，多由電視台負責出資、挑選劇本、選擇

製作的傳播公司、卡司等，但實際拍攝的部分則交給外製單位去執行，對電視台

而言，節目委製的好處在於可以節省一大筆經費，因為採用委製的方式，讓電視

台不需長期去養製作團隊，並可視合作經驗挑選適合的製作班底，因此，就目前

國內戲劇節目的製作而言，多數仍屬委製的型態。 

 

提升自製節目除了是我國電視劇未來的出路外，尚具有相當重要的貢獻，即

提供我國傳播從業人員工作機會。假使電視台以大量購片的方式提供節目，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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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幕前或幕後的工作人員工作機會都會短缺，一旦國內發展空間變窄，會致使從

業人員將重心移往他處，造成人才的流失，因此，提升自製戲劇的產量有助於人

才續留，也必須藉由這些人才深耕台灣的電視劇。 

 

（三）節目合製 

   

頻道業者為了獲得節目的播映權或是其他利益，會以合製的方式與國內或國

外的媒體業者合作。國內電視台合製案例，如三立電視台與台視合作開始製作偶

像劇（之前與華視合作），台視與三立雙方就頻道屬性、頻道的主體性與頻道雙

邊利益的分享作溝通，目前，主要是三立電視台負責製作。其實以三立在偶像劇

製作的成熟度而言，不需與無線台合作，即能創造不錯收視，但三立都會台的收

視族群仍以青少年為主，尚未吸引到青壯年族群，因此，才會與無線電視台合作，

尋求支援（粘嫦鈺，2005a）。 

 

  而國內電視台與國外合作案例，則有我國之八大電視台與韓國 KBS 電視台
合資之 FULL HOUSE（中譯：浪漫滿屋）。八大投資該片之拍攝資金，讓八大電

視台順利拿到該劇在台之播映權，且其播出之版權費低於其他國外電視台所付出

的價格（吳啟綜，2004）。這種跨國交流合作的方式，可讓過去習於買片放片的

電視台，能吸取韓劇製播之經驗，對未來自製節目也能有所幫助。 

 

國內學者李政忠曾提出混合型再地化的觀念（2003），亦即國外媒體業者藉 

由與當地媒體業者合作，以進入當地市場，這種跨國合作生產方式，主要是為了

有效整合雙方的資源以擴大生產規模並增加競爭能力，並藉著不同地區演藝明星

的共同參與，串聯起各地發行通道的結合以擴大產品市場規模，締造規模經濟。 

 

  以韓國為例，其陸續與日本、中國、香港合作拍攝電視劇。反觀台灣與韓國

的交流大多僅止於明星的跨國拍攝，此一合作方式並未能有效享有跨國合作生產

帶來的優勢，純粹想利用明星的知名度並非長久之計，也無法累積經驗，真正需

要學習的是合作對象產製電視劇的經驗與 know-how（專業技術），透過觀察學習
合作對象的製作手法，來檢視我國電視劇產製之弊病。這種區域化的合作，不僅

有助於抵抗西方媒介帝國主義的侵略，更積極的來說，亞洲的影視文化產業發展

也必須能創造出獨特的風格，而不是向商業利益靠攏，並要能有所創新，而不只

是單純地將成功元素加以複製罷了（Chadha and Kavoori，2000）。 
 
三、小結 

 

我國電視生態近年來的遽變，讓更多的外片進入頻道，無形中使我國本土戲

劇作品生存空間面臨威脅，所幸有部分電視台意識到購片並非經營電視台長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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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遂有提升自製節目數量，並促進產品外銷海外市場的規劃。因此，雖然我國

電視劇目前面臨的處境艱難，但只要能有效控制節目品質，及製作符合海外市場

需求的節目，利用電視劇創造文化經濟並非難事。再者，未來全面進入數位電視

時代後，頻譜切割更為細緻，也將釋放出更多頻道，相對的，對於節目來源的提

供也將產生更迫切的需求，有鑑於此，提升節目自製產量，不啻為防止我國被外

來文化充斥的因應措施。 

  

壹、 韓國電視結構 

 

一、 無線電視 

 
  韓國全國性的無線電視台主要有三家，分別為 KBS(韓國放送公社)、MBC(文
化廣播公司)、SBS(漢城廣播公司)，其中 KBS為公共電視，MBC為準公共電視，
SBS則為商業電視。 
 
  KBS 電視台有兩個全國性頻道，分別為 KBS1、KBS2，前者以播出新聞、
文化及時事節目為主，後者則以娛樂性節目為主，韓劇也多在此一頻道中播放。

KBS(韓國廣播公司)一年的經費台幣約 362.4 億元(會計年度：2003 年)，是我國
公共電視台的三十倍（以會計年度 2003 年的年度總收入 12.98億元計算）、無線
電視台每年預算的八倍（林亞偉，2004）。其經費預算，主要來自向家戶徵收電

視執照費及廣告營收兩種，電視執照收費為每個月 2美金左右，KBS1採徵收執
照費維持營運，KBS2 則兩者兼收。總體而言，徵收電視執照費約佔 KBS 電視
台 39.3%的經費，廣告及其他收入則約佔了 61.7%，KBS穩健的經費預算使其成
為韓國境內規模最大的無線電視台（韓國廣播協會；宋元根，2004b）。 
 

MBC一年的總預算約高達台幣約 153 億元，將近是我國公共電視的 12 倍。

MBC的收入來源以廣告收入為主，佔了 95%，其他收入佔 5%，性質雖為準公共

電視，其經費來源不靠政府補助 1也不徵收電視執照費，而是靠廣告營收及營業

活動來支持，因此其性質上仍是偏向商業化的經營模式。該電視台以開發屬於大

眾且具公益性的電視節目製作為目標，其在韓國有「戲劇王國」之稱，在台灣及

韓國收視率相當高的「大長今」一劇即由 MBC 電視台製作。 

MBC電視台的節目多為自製，其自製比率佔 59.6%，外製為 35.3%，購買外

片則有 5.1%，節目類型則以娛樂性節目居多，佔 42.6%，文化性節目佔 33.6%，

其餘為新聞及體育節目。每年產製 3000 小時以上的戲劇節目(資料來源：MBC
電視台網站)。另一家無線電視台為 SBS 漢城廣播電視公司，該公司為無線電視

頻道中唯一採純商業化經營的電視台，其經費來源為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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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公共電視制度發展十分快速與穩健，韓國國民平均所得雖低於台灣，但

韓國的無線電視台預算卻高出台灣好幾倍，相較之下，我國電視劇節目製作經費

普遍短少，節目品質差異立見。韓國不僅節目自製比率高，政府並對電視台外購

之影片播放有嚴格限制，韓國規定外購影片不得在黃金時段播出（吳光中，

2004），加上政策方面對國內電視業者市場結構有適當的維護，使其不會流於惡

性競爭。因此，韓國電視產業是在以 MBC、KBS、SBS 三家電視台為主的市場
結構下相互競爭，為阻止過度惡性競爭，並防範獨占與惡性圍標，政府保障現有

業者的經濟規模，允許他們對電視劇作鉅額投資，並對其製作高品質的戲劇給予

協助（粱岱琦，2004）。 

亞洲金融風暴後，南韓全力發展影視工業，而政府對電視台開始採取積極管

理的方式，讓南韓電視市場以MBC、KBS與 SBS三家電視台共同主導了將近七

十％的收視市場（林亞偉，2004），與台灣無線電視台表現日漸走下坡的情形大

相逕庭。 

二、有線電視   
 
  韓國當地電視生態中，無線電視台的主要競爭對手為有線電視，1993 年韓

國開放有線電視市場使其合法化，截至 2003 年底，韓國有線電視市場中約有 118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system operator），及約 400 家的有線電視播送業者
(relay –cable operators)遍佈全國各地，頻道數目則約在 70個左右。而韓國有線電
視的市場也頗大，有線電視的訂戶達到 1100 萬家戶，有將近七成的家戶訂購有
線電視系統服務。至於數位有線電視方面，目前仍處於試驗階段，尚未達到普及

化的服務，因此未能提供市場普及率及佔有率的數據。衛星直播電視服務也在

2002 年開播，到了 2004 年約有 120萬訂戶（資料來源：韓國有線電視協會；韓

國廣播協會；宋元根，2004b）。 
 
三、小結 
 
  基本上，韓國的電視主要是在以 KBS、MBC、SBS 三家電視台為主要的競
爭結構，如果有太多電視頻道出現，有可能造成電視節目製作品質低劣，反之若

電視頻道數目過少，又可能會造成競爭不足而不肯提升節目品質，韓國電視台受

政府保障享有經濟規模，韓劇得以在適切的競爭結構下產製（宋元根，2004a）；
再者，由於只有三家主要電視台，因此能擠進這三家電視台播出的韓劇、擔綱演

出的演員，均已是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精銳之選。反觀台灣，上百家頻道

瓜分市場後的結果，形成每一台都在拍片，演藝資源諸如劇本、演員、劇組等都

被分散，難以在戲中獲得首選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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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視率而言，韓國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的市場佔有率約為七比三，與台灣

有線電視佔市場優勢，無線電視居於劣勢的情況相異，在政府保障廣電結構免於

惡性競爭的環境下，韓國當地的無線電視台又具有穩健充足的經費預算，使其可

以大膽投入大筆資金製作高品質的節目，因為具水準的節目不僅可以在國內播

放，更可以外銷到海外，表現好的韓劇僅靠海外版權的銷售就可以回收成本，不

若我國限於狹小市場結構限制難以展現大規格的產製格局。 

韓國有線電視普及率雖達到七成，與台灣相去不遠，但其電視競爭結構卻迥

然不同，由此可見，傳播生態之健全、製作經費充足、及政府廣電政策的保障，

為韓國無線電視台在節目產製上帶來相當大的優勢，而無線電視台又是韓劇製播

主要來源，因此不難想見，韓劇是在縝密策略規劃下的產業結構中所產製出來的

產品。 

  外劇侵台情形嚴重，除了因產業結構方面導致的問題之外，我國電視節目製

播相關法規的不足，也是造成電視台業者鑽法規漏洞的原因，下節將探討我國與

韓國在電視節目製播法規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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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節目製播相關法規 

 

壹、 台灣電視節目製播相關法規 

 
我國廣電節目製播相關規定與管理由新聞局掌轄，並制定媒體產業之相關法 

規定，其中針對無線廣電與有線廣播電視節目製播相關法規規定如下。 
 
無線廣電法中第十九條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不得少於百分

之七十（新聞局）。 
 
此一法條未對電視台節目自製比率有所明言規定，因此許多電視台以本台已

播之節目或購買其他電視台的節目重播，此雖不違法，卻違背了該法條原本鼓勵

本土節目發聲的精神。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有線廣播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不得

少於百分之二十（新聞局）。 
 
有線廣播電視法則對電視台播放本國節目比率更為鬆綁。由於戲劇節目較其

他如新聞節目、談話性節目所需投資成本較高、風險也較高，因此電視台多半捨

棄自製戲劇節目轉而生產成本較低的節目，如新聞及談話性節目，但這類型的節

目不僅具時效性，再次利用價值也較低，相對來說，經濟效益也較低。由此可見

整體傳播生態的改變、政府對廣電政策法規的立場不明，再加上業者迴避風險的

心態，致使我國戲劇節目面臨到諸多困境。 
 
更嚴重的是，電視台業者以買片放片，或製播低成本節目的方式，鑽廣電

法規漏洞的後果，是導致電視台本身無法累積製播節目的經驗，長此以降，更

將耗弱提升節目品質與促進節目出口的能力。 

我國廣電法規中對電視台節目自製率要求的缺乏，在韓國方面卻得到落實。

以下探討韓國電視節目製播的相關規範，俾求從其立法精神中獲得啟發。 
 

貳、韓國電視節目播出及電台節目自製相關法規 

  韓國方面執掌電視媒體產業的官方組織為韓國廣播協會（Kore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該協會監督及規範廣播電視業者表現，電視台表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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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攸關其執照核發與否。以下為韓國針對電視台節目播出及電台自製節目制定之

相關法規。 

一、國內自製節目的播出（Programming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Contents）： 

  針對無線廣播電視方面，本土節目的製播訂有嚴格規範，其規定無線廣電業

者每個月至少必須播出 80%國內製作的節目(其中教育電台則為 70%)，但其中有
幾種節目類型有特別限制： 

電影：每年播出的總時數最少要有 25%以上是國內製作。                   
動畫：每年播出的總時數至少要有 45%以上是國內製作。                   
流行音樂：每年播出的總時數至少要有 60%以上是國內產製。 

  其他廣電業者（有線、衛星廣電業者）每個月最少亦必須播出 50%以上國內
自製的節目。但有以下幾種節目類型有特別限制： 

  電影：每年播出的總時數最少要有 30%以上是國內製作（宗教電視 4%）。     
動畫：每年播出的總時數最少要有 40%以上是國內製作（宗教電視 4％）。   
流行音樂：每年播出的總時數最少要有 60%以上是國內製作。 

以上資料來源：韓國廣播協會。 

二、國際多元文化的維護（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s）： 

  為了避免境內的廣電事業充斥單一國家的節目，因此特別規定任一廣電事業

單位每個月所播出單一國家的電影、動畫、流行音樂節目總時數，不得超過該單

位所播出之電影、動畫、流行音樂節目總時數的 60%。 

此乃為了避免單一國家對韓國產生節目來源供應的壟斷，降低韓國對其節目

產品產生依賴的可能，並可以保障國際多元文化的交流（韓國廣播協會）。 

三、無線廣電業者獨立產製內容的播出（Programming of Independently Produced 
Contents）： 

   無線廣電業者每個月至少應播出佔總時數 4-33%的獨立產製節目，地方無

線電台除 SBS 外需播出最低達總時數 4%小時的節目，其中有相關子公司的業
者，每個月必須播出佔總時數 35%以上的自製節目；沒有相關子公司的業者則每
個月必須播出佔總時數 30%以上的自製節目。而三家主要無線電視台在黃金時段

（台灣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六點至十點；週六、日晚上五點至十點）播放電視台

獨立產製的節目時數，至少必須達到總黃金時段總時數的 10%以上（韓國廣播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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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見，韓國廣電法規的制定，不僅適當保護了當地電視節目播出的時段

與比例，其規定之比例均高於我國對無、有線電視制定之比例。而為了避免單一

國家輸入過多節目，也有相關法規以維護國際文化的多元。更重要的是，為了防

範業者購買外片或是以舊片重播的方式，以達到播出當地作製節目的規定，韓國

廣播協會更制定了廣電業者播出其自製節目比例的規範，藉此達到提升節目產量

的目的，也由於這樣的規定，使韓劇有足夠的產量銷售到海外。反觀我國卻以製

作新聞、評論性等成本較低的節目來達到播出國內自製節目的要求，如此短視近

利的作方式成為我國節目製作隱憂之一。 

    除了廣電法規的規範外，國家的文化產業策略，也會影響到影視文化產業的

發展，正確的產業發展策略，及完備的配套措施，有助於產業發展，以下即探討

我國與韓國之文化產業策略與相關配套措施。 

 

 

 

 

 

 

 

 

 



 

 38

第三節 文化產業發展政策與配套措施 

壹、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相關配套措施 

隨著我國政府提出「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後，進一步提出「文
化創意產業」的概念，其以產業價值鏈的型態，重新定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文

建會、文化創意產業計畫專屬網站），此一概念跳脫以往著重在傳統文化藝術產

業的領域，加強文化與創意的結合，創造文化經濟，並藉此強化我國文化產業的

競爭力，使其有自我創造經濟之能力。政府也極力希望藉由文化創意產業的培

植，為國家經濟轉型為以發展軟體內容為主的產業結構。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中，電視產業為其中之一領域，為了振興電視產業，設有

專屬計畫，其目的在於策進廣播電視產業發展，加強培育人才（文化創意產業專

屬網站）。而該計畫之具體發展策略為： 
 
一、培育影音人才：為使產業永續發展，藉由專業課程的規劃及長期性的人

才培育計畫，為影音市場再造生命力； 
 
二、促進國際合作與行銷：與國際知名頻道合作拍製節目，另鼓勵業者將自

製節目行銷海外及參與國際性展覽，並藉國際合作以提升廣電產業之技術與增進

產業產值。 
 
實施重點工作為獎勵培育人才及設立「創意影音臺灣行銷專案」。預期效益

為提升影視產業專業水準；發展國際合作，每年與國際知名頻道合作拍製；協助

業者進行國際行銷。預計從 2003 到 2007 年間投入 4.86 億元之預算（文化創意
產業專屬網站）。 

   為了因應未來媒介匯流之趨勢、整合媒體產業資源，避免重複投資之浪費，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特別規劃成立「國家影音事業發展中心」，其核心在於

建立「影音資料庫」，以匯集分散庋藏於各地的數位化影音資料，並蒐集影音產

業相關人才及資源資訊，作為全國性的影音資源管理中心，建立媒體產業影音內

容資訊流通管道。該影音資料庫主要目的為提供整合分散影音資訊、提供影音事

業諮詢服務、媒合人才與產品、促進流通、建立智庫等服務。該影音資料庫的推

出，將可望填補廣播電視、電影、有聲出版品等媒體文化資料的不足（文化創意

產業專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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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韓國發展文化產業相比，我國的經驗與資歷較不足，容易流於形式上的展

現，例如，台灣在振興電視產業方面較缺乏對文化內容層面的關注，文化經濟的

締造除了在產業政策、產銷體系、企業投入等硬體等基礎建設的擴充之外，文化

內容本身（軟體）的創意表現也不容忽視，兩者需相輔相成，不可偏廢，因此台

灣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時，除了拓展硬體設備及從事相關立法政策之外，仍要回

歸到文化內容創意本身的培養，如何找出戲劇節目普世共通的情感價值元素、運

用相近的表達模式傳達劇情、創作具海外市場價值的節目等，都需再深入探析，

否則，空有硬體而無相對的軟體內容，則文化經濟富有的文化價值將難以發揮。 

此外，我國針對文化創意產業所設置的相關配套措施略嫌不足（陳嘉彰，

2002；劉新圓，2004）。學校教育方面，電視戲劇節目產製行銷相關科系的設立、

師資設備的擴充等都有待加強。再者，只重視電視產品的行銷，卻忽視視產品整

個產業價值鏈中的其他環節，不注重頭端的產製，只關心後端的行銷，兩者無法

有效結合的情況下，節目恐難以符合市場需求，行銷手法再好，也彌補不了產製

內容的不足，缺乏有足夠競爭力的節目下，僅靠行銷手法也無法建立我國節目在

海外市場的口碑。 

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原因之一，是為了增加文化產品產值，並達到產業結

構之轉型，因此勢必要與業界合作共同推動，但政府對於吸引業界投資方面未見

有顯著成效，僅靠政府單方面推動，難以集結眾人之力，政府本身也不具備實質

的產業運作經驗，難以落實對影視產業的深耕，在韓國實施數年的鑑價制度，讓

創投或企業體參與影視產業投資，不僅讓生產者募得資金，也讓文化產業可以自

給自足，而不完全依靠政府補助，真正落實了文化產業的精神。除了政府引導企

業投資外，達到政府、產業、學界、民眾四者的整體搭配更是落實文化產業深耕

的要件。 

貳、 韓劇發展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 

一、協助韓劇產銷之相關文化產業政策 

下表為 2002 年韓國文化內容產業的市場規模。 

表 3-1：2002 年韓國文化內容產業主要市場規模 
（單位：億韓元） 

分類 市場規模 比例 
廣播電視 73000 38.8% 
卡通 52771 28% 
遊戲 3402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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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6237 3.3% 
漫畫 6033 3.2% 
動畫 3650 1.9% 
唱片 2861 1.5% 

VIDEO&DVD 7140 3.9% 
行動內容 2580 1.4% 
總計 188388 100% 

資料來源：文化金礦（花建，2003：287） 

 
由表 3-1 可以看出廣電產業在韓國文化內容產業市場規模中，佔有重要比

例，政府逐年建置協助文化產業發展之法規，使其產銷環境更為完備。1960 至
1970 年代是韓劇的起步期，而 1980至 1990 年代，韓劇邁入發展中興期的階段，

政府為了扶持韓國影視產業的發展，在政策立法方面逐年展開法規制定。 
 
1996 年金大中競選總統時，曾提出要將文化經費提升到國家總預算的 1%，

而該目標在後來達成；同年，韓國政府也通過「保護民族電視電影」的立法。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襲韓，政府設立了「文化產業基金」貸款給新創文化企業，基金

規模從 1999 年的 14億台幣，成長 4倍到 2002 年約有 62億台幣。1999 年，國

會通過「文化產業促進法」給予文化及娛樂等產業支持與協助，一如過去支持資

訊、電子、汽車工業一樣，例如為了促進文化商品出口到海外市場，由韓國政府

設立一影音分支公司，將韓語翻譯為外語，且幾乎全額補助翻譯與製作費用。 
 
1998 年時，韓國文化觀光部的經費，已佔國家總預算的 0.62％，總金額約

130多億台幣，2001 年韓國的文化預算超過 175億台幣，到了 2002 年總金額更

是成長二倍，約 324億台幣，比例提升至 1.09％，2004 年更高達 1.15%（整理自

操慧、劉亞峰，2004；楊瑪利，2002a；李雪莉，2004）。相較之下，我國文建會
2004 年預算僅 51 億，佔總預算不到 1%，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中，振興電視產業
計畫 2003-2007 年的預算僅 4.86億元（文化創意產業專屬網站）。 

以上所述各種針對扶植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立法，促使韓劇在韓國文化產業

中佔有一重要地位，且成為大宗文化出口產品。另，就韓劇出口而言，韓國政府

為鼓勵影視產品外銷，在韓劇尚未形成氣候前，即採取出口補貼政策以強化韓劇

的出口（東森新聞報，2004）。 

以上為韓國官方歷年來，為厚植國內文化內容產業的茁壯設立的相關法規，

除此之外，韓國另設立了若干與電視產業發展相關的機構，這些支持電視節目產

銷的機構，使韓劇在製作上具備優渥之條件，使其擁有堅強的產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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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韓劇產銷之相關機構 

  韓國政府設置了諸多機構，以協助韓劇產銷流程中的各個環節，從頭端的人

才培育、資金補助、節目研發、基礎設施建置，到後端的國際通路、銷售與發行

等環節均有所涉入，其整體性的規劃，使韓劇在產製環境及條件有相當大的優

勢，以下即討論與韓劇產銷相關之部門。 

   「文化觀光部」（Ministry of Culture & Tourism，簡稱MCT），為韓國中央行

政機構，其掌管監督文化、藝術、觀光、體育等領域的工作事務。該部門致力於

文化產業項目的招商引資，以提高韓國文化產業的經濟成長，並推動文化、觀光

產業的發展，協助其成為具有競爭能力的核心創意產業，並透過文化產業發展的

推動，帶領韓國文化走向國際市場。文化觀光部負責韓劇與地方觀光產業的結

合，藉由韓劇將韓國行銷到世界各地，強調韓劇的行銷、財務部分。 

MCT下設之「文化產業局」（Cultural Industry Bureau），其主要功能為執行

強化國家文化產業競爭力之工作，文化產業局拓展許多文化領域的基礎建設，例

如動畫、影音產品、電影、出版品等產業、協助這些文化產業進入海外市場、發

展加值性的文化產品以及培育文化產業所需的專業人力資源。該局下設之「廣播

廣告科」「（Broadcasting and Advertising Division）主要在支持廣播電視製作及其
相關團體之活動、發展廣播電視產業的調查研究工作、培養廣播電視產業的人

才、改善廣播電視產業的流通結構等。 
 
因此，文化產業局負責韓劇出口到海外的推廣業務，也就是國際通路與行

銷、人才培育部門；而廣播廣告科負責電視產業的研究工作，及專業人才之培育，

亦即研發與人力部門。 
 
此外，韓國亦設立「韓國放送影像產業振興院」 (Korean Broadcasting 

Institute，簡稱 KBI)，KBI負責研發、人力、資訊系統、財務規劃與融通、節目

規劃、設備設施部門。KBI的主要工作為：支援研發工作，除產業政策制度的研

究之外，針對節目內容進行研究分析以及舉辦研討會等；KBI另有專門開發培育
影視放送人才、支援設施、製作費用：諸如補助電視節目的製作費、提供投資組

合參考、提供相關輔助資源設備裝置，以及收集保存國內外廣播影像資料等。  
 
  「韓國觀光公社」（Korea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則主要規劃韓流在

海外市場之行銷活動，著重在娛樂事業及觀光產業的結合。韓國觀光公社為了發

揮韓流效應的最大效益，邀請韓流明星拍攝形象宣傳廣告促銷韓國旅遊，也針對

海外市場規劃韓劇、韓國電影的拍攝場景，利用這些文化內容產品將韓國的觀光

旅遊行銷到世界各地，以置入性行銷的手法結合國家利益及文化產業，合力創造

文化經濟。而為了延續及擴展文化產業發展及成長機會，該組織特別成立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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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流之行銷團隊，專門系統性的規劃由韓流帶動的觀光活動，負責關於發展韓流

的商業規劃、策略建置、業務諮詢、及預算編列等工作（韓國觀光公社）。 
 

  除了「韓國觀光公社」持續擴張韓流在世界各地的魅力之外，韓國政府根據

「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成立「亞洲文化交流財團」（Korea Foundation For Asian 
Culture Exchange，簡稱 KOFACE）。KOFACE負責文化產品在國際通路與行銷，

研發、資訊統系部門的業務。其將長期以來企業形成的個別文化產業對外窗口統

一化，以支持及協助對韓國文化產業出口海外輸出。 
 
  該機構主要支援文化產業人力網絡事務、調查研究亞洲各國文化產業動向以

及海外合作現狀通報、謀求亞洲文化交流及共享開展各種活動等。KOFACE 對
亞洲各國文化產業進行調查後，並據此資料，產製符合亞洲市場需求的文化產

品。韓劇在開拍前，無論是劇本方面、或是演員選角方面都先經過市場規劃再進

行拍攝，落實了產銷一體的製作理念。 
 
除了電視劇，這類的調查累積成果也應用在亞洲文化產業領域方面，並促成

韓國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流，該財團在台灣、新加坡、越南、北京、上海等地設

立分支機構，以構築整個亞洲文化產業的合作網絡。此外，政府及企業更合組長

期產業基金，支持電影、電視劇、音樂等出口產品業務（亞洲文化交流財團）。 
    
  從上述討論可見韓國文化產品從製作尚未開始的前端—人才、研發，到完成
生產後的後端—國際行銷等，都能有完整的發展規劃。除了政府專設的法規及相

關部會之外，其他從教育政策、觀光產業合作、企業投資等串聯形成產、官、學、

民，四者整體的配套措施，使韓劇從製作前的市場分析、節目研發、人才培育、

資訊系統提供，到經費補助、國際通路、海外行銷宣傳與交流、海外發行等環節，

均有完善的規劃，韓劇發展模式落實了以體系的觀點來作整體性的規劃，除了讓

產業價值鏈的運作貫徹之外，也能以產銷一體的方式達到符合市場需求的目的。

表 3-2將上述韓劇產銷相關單位及其負責業務整理如下。 
 

表 3-2：韓劇產銷發展相關之韓國官方機構及其主要功能 
單位名稱 主要功能 
文化觀光部 

（Ministry of Culture & Tourism） 
行銷與財務 

文化產業局 
（Culture Industry Bureau） 

推廣韓劇出口海外、國際通路與行銷、

人才培育 
廣播廣告科 

（Broadcasting and Advertising Division）
電視產業之研發工作、專業人才之培育

韓國放送影像產業振興院 研發、人力、資訊系統、財務規劃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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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Broadcasting Institute) 通、節目規劃 
韓國觀光公社 

（Korea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著重於娛樂業與觀光產業的結合 

「亞洲文化交流財團」 
（Korea Foundation For Asian Culture 

Exchange） 

文化產業人力網絡事務、調查研究亞洲

各國文化產業動向以及海外合作現狀通

報、謀求亞洲文化交流及共享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韓國影視業在產製、發行、行銷宣傳等環節上，落實了產銷一體的理念。部

分韓劇在製作前就先針對海外市場進行市場規劃，因此對於擔綱演員、對白設

計、場景影像等製作環節，都有一定的市場導向根據。韓劇不完全依賴製作導向

進行生產，而能在納入市場行銷分析下，針對市場需要進行產銷一體的整體規

劃，因而在產製前，即能修正劇情走向、表演風格等，以確保市場接受度及喜好

度，進而保障市場收益。 
 
而韓劇在海外市場建立一定口碑後，透過集資的活動投入更多海內外資金，

因此，韓劇得以在擁有高製作經費的優勢條件下，產製高水準的節目。透過專業

的產銷作業分工及合作，不僅延長影視商品的商業運作鏈條，並可為投資報酬回

收提供預測。 
 
三、相關配套措施 

韓國政府除了設立相關機構以協助影視文產業的發展，相關配套措施使的韓

劇的發展更具整體性與規劃性。 

除了行銷與產製部門有預先規劃之外，專業人才的培育，也是韓劇品質不凡

的原因，韓國政府在教育體系中，設有不少影視工業相關學校及科系，藉由專業

的師資培育學有專精的傳播從業人員，不僅有政府支援影視工業，企業力量也跨

入投資，南韓成均館大學影像學系，即由三星企業所贊助。由於運用專業人才、

完整的行銷宣傳與包裝、以商業手法撰寫新鮮、大眾化的劇本，打造具代表性的

韓星，隨著跨國宣傳的推波助瀾，韓劇逐漸走紅亞洲（林淑玲，2004）。 

韓國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對於影視文化產業的完善保護及積極推廣，造就

了韓國成為一文化出口大國，韓國在嗅覺到日本流行文化在亞洲市場的成功，及

文化商品帶來的經濟與文化收益後，開始補助影視產業的拍攝（王莉，2003）。
韓國政府體認到優先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性，使其對於韓國影視產業的發展及推

廣，有完善的規劃，並藉此逐步發展出具有經濟及文化價值的文化商品，創造一

股韓流，其對發展影視文化產業的長遠眼光，相當值得台灣好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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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政策的設立，與整體產業環境之打造，固然對影視文化產業發展

相當重要，但回歸到文化產業的核心，內容本身的特質也相當重要，韓劇走紅亞

洲市場，其受閱聽眾歡迎的原因為何，相當值得探討，而我國近年來主流的電視

劇類型又為何？創造的效益又如何？即為下節探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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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本特色與經濟效益                           

 

壹、台灣當前主流電視劇類型之特色 

 
好的劇本為成功戲劇的基本通則，也是一劇之「本」，好題材遇到好人才與

好器材，才能成就好看的戲劇（蔡秀玲，1999）。然而台灣電視劇今時今日面臨

到的瓶頸在於不了解閱聽眾的需求、劇本無法反應生活（蘇雍倫，1993）、電視
題材狹隘宰化（鍾起惠、彭芸，2002）、跟風拍攝同類型的戲劇、讓新的創意被

快速報廢，甚至流於抄襲改編，閱聽眾在有眾多替代性可供選擇的情況下，轉而

以觀看外來戲劇，作為無聲的抗議。 
 
在這樣的環境下，目前我國電視劇產生了兩種主流的類型，分別為鄉土劇及

偶像劇（李天鐸，2002），其中以鄉土劇收視表現尤其出色，見表 3-3。 
 

表 3-3：2004 年戲劇節目收視排名 
名次 節目／首播頻道 收視率 節目類型 

1 意難忘／民視 5.28 鄉土劇 

2 日正當中／民視 5.12 鄉土劇 

3 台灣龍捲風／三立 4.7 鄉土劇 

4 慾望人生／民視 4.62 鄉土劇 

5 天龍八部／中視 4.33 武俠劇 

6 天地有情／三立 4.02 鄉土劇 

7 親戚不計較／民視 3.89 鄉土劇 

8 我的秘密花園／中視 3.49 偶像劇 

9 天國的嫁衣／華視 3.32 偶像劇 

10 水月洞天／中視 3.21 武俠劇 

資料來源：趙大智（2004）。調查時間：2004/1/1~2004/12/26。聯合報 2004.12.30 

一、鄉土劇 

鄉土劇不僅成為我國近十年來最重要的電視劇類型之一，更在台灣追隨全球

化潮流下所盛行，成為抵制外劇最在地的聲音，並替台灣電視劇走出一條新路。

鄉土劇的熱潮可追溯至民國八十二年華視所播出的「愛」，也開啟了鄉土劇的拍

攝風潮，然電視台眼見「鄉土劇」走紅，因此群起跟風，落入忽略劇情架構的舊

習，在大量複製的情況下，閱聽眾也對這樣的類型疲乏，轉而觀看其他類型（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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琰，2002）。然而，現今的鄉土劇已有新的樣貌，也重新獲得收視率的肯定。 
 
鄉土劇或許並不存在一明確的定義，但確實具有某些特點，例如，以純台語

發音，或至少以台語為主要語言。早期新聞局對電視劇節目中播出的語言有所規

定限制。因此鄉土劇必需以國、台語交雜的方式呈現，然現今眾多有線電視台的

興起，發展純台語發音的鄉土劇，反為頻道建立明確的定位；此外，鄉土劇以本

土內需市場為主，難以顧及華語市場觀眾之需求；再者，鄉土劇往往視收視率表

現，延長集數，致使歹戲拖棚（袁櫻珊，2002b）。 
 
早期的鄉土劇反映出台灣在地歷史文化的展現，敘述市井小民、窮苦人家的

故事，或是半世紀前台灣家族鬥爭故事，愈往後期發展，鄉土劇的劇情逐漸加入

了省籍、族群等議題（蔡琰，2002；朱偉誠等，2004）。時至今日，鄉土劇開始
結合社會議題，商場上企業鬥爭的爾虞我詐也都融入劇情，因此，何謂鄉土劇，

其實很難賦予明確定義，但為了研究需要及語義上的清楚，本研究所提及的鄉土

劇，乃意指以台語發音、集數往往高達上百集、劇情以兩代家庭複雜關係、商場

鬥爭為主之戲劇，特別是以三立台灣台、民視無線台製作之晚間八點檔戲劇節目。 
 
由於台灣鄉土劇的主要市場侷限於國內閱聽眾，內容上未能謀求符合海外市

場消費者的喜好，題材可親性也較低，以滿足內需市場為主，因此鄉土劇在海外

市場銷售情況較偶像劇差。 
 
若僅就鄉土劇在國內市場的發展來說，其也未能完全發揮文化產品可延伸的

產品生命週期，創造多層次、多樣化的收益，反倒是呈現如新聞、體育節目般的

單次消費，今天播完，明天即作廢，而無再次利用價值的規劃，這或許與鄉土劇

現今的走向有關，由於其集數長、且劇情往往跟隨收視率表現作調整、邊拍邊播，

因此在劇集推出之際，未能完善搭配周邊商品的產銷、VCD、DVD、小說等商

品的發行。 
 
綜上所述，鄉土劇雖為電視台賺進大把鈔票，但電視台業者其實未充分發揮

戲劇節目本身具有的利用價值，僅在有利可期的情況下，延長劇集，造成了品質

的低落，更降低了戲劇節目產品的完整發行體系，可帶來的多重效益。 

二、偶像劇 

台灣另一主流電視劇為偶像劇。國內偶像劇這個名詞最早的來源是在民國

81 年時，衛視中文台引進以國語配音的日劇，並將之名為「日本青春偶像電視

劇」。近年來，許多日、韓偶像劇也大量進入台灣。而台灣自製拍攝偶像劇的風

潮則起源於 2001 年華視推出的「流星花園」一劇，該劇成功後，國內掀起了一

股名為「偶像劇」的熱潮，並成為一可與鄉土劇分庭抗禮的戲劇類型（李天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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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偶像劇的特色在於擁有年輕貌美的男女主角、唯美的愛情故事、華麗的場景

等，賦予觀眾廣大的想像空間，特別的是，我國的偶像劇大量起用年輕、具外型

但不一定具演技的演員、劇本來源大量改編自日本漫畫（黃俊苔等，2002）。 
 
雖然偶像劇至今仍陸續開拍，但仔細審視國內拍攝的偶像劇卻充滿諸多弊病

與缺失，標榜學習日本趨勢劇拍攝的偶像劇劇情，有許多來自日本漫畫改編，因

此劇本內容上徒求模仿，卻又吸收不到精髓，反倒失去原汁原味，而顯的不倫不

類，甚或根據某些劇情橋段毫不掩飾的挪用、改編。再者，擔綱演出的主要演員

多為強調外表的偶像，其演技生澀，未能充分表達情感，致使節目張力不足，加

上製作成本的低廉、時間的壓縮，更使的節目品質難以達到水準，十多個小時的

節目卻如同速食般的複製品，缺少真切心靈的觸動與貼近現實的寫照（李天鐸，

2002）。 
 
反觀日劇及韓劇，其高額製作成本的投入、節目品質的呈現，都反映在其出

口到海外市場的優異成績上。偶像劇是目前台灣能與外來節目對抗的重要文化產

品，僅就國內市場而言，本土偶像劇就需與日、韓偶像劇競爭，拓展到國際市場

格局時，又必須面臨更多挑戰。因此，本土偶像劇的產製思維如果仍停留在短線

操作的模式，而不肯投入資金創作優良劇本、結合優秀人力資源等去進行產製，

國內偶像劇的熱潮終有衰竭的一天，屆時，台灣又有什麼節目可以拿到國際市場

與他國競爭，缺乏對節目創意的累積、演員演技的培育、資金的融通，節目產製

能力也將逐漸減弱。 
 
  上述所提之兩種戲劇類型雖為當前台灣電視節目的主流，但國內諸多電視台

採取的購片策略，已壓縮不少本土節目的空間，因此為了強化台灣文化產品的競

爭力，勢必要提升節目自製率。過去由於許多電台以委製、外製、賣斷等方式播

映節目，卻造成節目品質低落、招致未能善盡媒介社會功能之批評，因而有學者

建議提高電視台節目自製率以提升節目品質，而電視台為了追求投資回收，勢必

要考慮節目的產品生命週期與海外市場，無形中可提高節目製作水準（蔡念中，

1995：27）。 
 
  然而時空轉換到今日，強調節目自製率的提升，不單單只為了提高節目品

質，更是為了要能將本國戲劇節目外銷到海外，而不再只是被動的進口他國戲

劇，因此戲劇節目產銷思維的變革、節目自製率的提升、及促進節目出口，成為

台灣戲劇節目創造文化經濟的關鍵。 
 

貳、韓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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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作品能在不同市場引起共鳴、獲得回響，必須提供閱聽人共同審美價值

的滿足，由於韓劇掌握了共通的情感張力、文化認同，並在系統性的行銷規劃下，

成功開拓了許多市場。以下為本研究歸納出韓劇受閱聽眾歡迎的原因。 
 

一、劇情內容貼近一般人生活、文化相近 
 
韓劇的內容題材如家庭倫理、男女愛情、婆媳問題等，大多不離愛情、親情、

友情的渲染（葉嫦芬，2001），這些文本類型大致上符合台灣閱聽眾的收視習慣，

因此可降低文化折價的問題，加上韓劇題材門檻低、掌握度高，對閱聽眾而言更

親切感。 
 
以韓國的家庭倫理戲劇而言，其介於台灣鄉土劇和日本偶像劇之間，閱聽眾

看得懂容易產生共鳴，是韓劇賣座的重要因素之一（魏永齡，2004）。再者，韓
劇內容較貼近生活，收看韓劇的閱聽眾，認為韓劇比日劇更戲劇化的劇情、更生

活化的對白，是吸引他們成為忠實觀眾的原因（陳芝宇，2004）。 
 

      Kalyani&Anandam（2000）在一篇討論媒介帝國主義在亞洲發展的文章中提 
   出，當地或區域性國家的節目，較受亞洲閱聽眾歡迎的原因在於語言、亞洲文 
   化情境、社會經驗等造成的低文化折扣，當閱聽眾在有所選擇下，會傾向於偏 
   好本地或是區域性國家的節目，因為閱聽眾自然地會被與他們文化情境最相似 
   或接近的節目所吸引，除了獲得熟悉感外，並提供閱聽眾對他們固有文化認同 
   的愉悅（Straubhaar，1991;Sinclair et al.，1996）。 

 
  韓劇在亞洲市場受歡迎的原因之一，與其對亞洲閱聽眾的文化接近性息息 
相關，不僅在地理距離上較歐美國家相近，韓劇文本中所蘊藏的韓國社會文化， 
包括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源的東方文化，及儒家思想的家庭與愛情觀，對亞洲 
地區觀眾而言接受度高，具親和力，輔以韓國的文化思想、歷史有很多和東方 
文化相近之處，觀眾覺得平易近人（操慧、劉亞峰，2004；陳芝宇，2004；宋 
元根，2004a）。 
 
二、投資成本高，作品細膩精緻唯美 
 
韓劇的製作多半由 KBS、MBC、SBS 此三家無線電視台拍攝，此三家電視

台的總部都設立在漢江汝矣島（韓國政治經濟集中地區）的規劃媒體園區內，也

是韓國電視產業的重鎮，其規劃完整的製作體系使的韓劇在融資方面更加合理且

有力量，讓韓劇得以高成本製作高品質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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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電視劇品質較為精緻，或許反映出其高額成本的投入，韓劇每集製作費

約台幣三百萬以上，與台灣八點檔戲劇節目相比更是相差三倍以上（魏永齡，

2004）。此外，韓劇的製作體系是在政府保障下的競爭結構中產製，因此製作經
費來源不成問題，韓劇在海外市場上擁有優異口碑後，更大膽的投入資金籌拍高

品質的節目，因其不僅有內需市場的廣告收益，且有眾多的海外市場版權收益，

及週邊商品的額外收入，在這樣的良性循環下，使韓劇的產銷體系更生生不息。 
 
相較之下，我國由於電視頻道生存空間被嚴重壓縮，收視率也被瓜分的四分

五裂，在電視台獲利情況愈形見絀的劣勢下，節目產製成本也更被壓縮，電視台

業者在不肯花大錢的情況下，也難以產製出優秀品質的節目。 
 
國內目前戲劇產製類型多集中在鄉土劇及偶像劇，鄉土劇因節目品質粗糙，

且集數過長等因素，未能符合海外市場需求，也由於其目標市場鎖定在國內觀眾

而非國際市場，未能考慮外銷海外市場可帶來的多重版權收益及文化說服效益。

而本土偶像劇在經費短少、時間緊迫等因素下，劇本多半以改編的方式呈現、聘

用演技生澀演員，卻致使演戲劇張力不足，因此致使節目品質與日劇、韓劇的差

異立見，效益也大為不同。 
 
戲劇必須應觀眾的審美心理及欣賞需要而存在並發展（傅普青，2004），韓

劇中優美的景色及扮相討好的演員，不僅成功的擄獲閱聽眾，滿足了閱聽眾對審

美心理的需求及其欣賞習慣，也可作為情感的發洩。韓劇文本透過單純、善惡對

立的敘事結構，讓觀眾的感情得以痛快抒發（宋元根，2004a），因此當韓劇在
節目中呈現優美的景色、演技突出的演員、大快人心的敘事情節，或許就不難理

解其為何能在台灣以及亞洲各地造成收視熱潮。 
 

三、節目細節上的注意 

 

韓劇在製作上較為精緻，連小細節也會注意到，以減少不合理狀況的產生，

例如在「All IN」一劇中，女主角每在駕車時接手機，必定會取出耳機聽電話，

反觀台灣的節目卻常常出現瑕疵，民視連續劇「日正當中」，就曾出現女主角邊

開車邊男主角通電話，但在畫面中女主角從頭到尾都未使用耳機，三立偶像劇「海

豚灣戀人」，也曾出現男主角駕車時，未繫上安全帶的畫面，這對口味愈來愈挑

剔的觀眾而言，將會造成觀眾外流到其他戲劇的情形（江聰明，2003）。 

 

此外，由於韓劇本身就是電視劇現實生存殘酷競爭下的產物，激烈的競爭也

促使各電視台製作高質量的韓劇（操慧、劉亞峰，2004）。韓國三大電視台 KBS，

SBS ，MBC 製作之韓劇多為一周播兩集，因此有較充裕的前製、拍攝、後製作業

時間，品質也較為精緻，此外韓國電視演員較少同一時間接拍其他戲劇，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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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心投入戲劇製作，與我國演員常軋戲情形不同。 

 

再就劇本而言，韓國的編劇善於表達愛情故事裡的波折激盪，細膩描繪出內

心的轉折與情緒，相較之下，台灣的編劇不太會抓感情細膩之處，角色設計過於

平面，顯得不痛不癢（張慧英，2005）。 

 

四、演員演技精湛 

 

韓劇演員演技精湛，常能以細膩的情感表現吸引觀眾（林淑玲，2002）。再

者，韓國在教育政策方面，亦有相關扶植影視工業之配套措施，其設立演藝工業

相關大學及系所，以培育專業的傳播演藝工作者，在接受科班教育的洗禮後，其

在校所學能有效的銜接到電視工業上。反觀國內偶像劇，多半是由身高外型決定

擔綱演出，其戲劇詮釋專業能力卻不甚重要，缺乏專業訓練養成的結果，將容易

造成優秀演員斷層的危機。 

 

五、媒體大肆報導韓劇消息 

 

由於韓劇在許多國家播出之時段與數量日益增加，其受歡迎的程度使媒體不

得不去注視，許多報紙雜誌紛紛另闢韓國演藝明星動態及韓劇消息的報導，讓韓

國演藝訊息快速流通，韓劇的話題及明星也讓觀眾持續注意，因此在節目播出及

媒體記者的兩相加乘效果下，韓劇的聲勢愈來愈高漲。我國之緯來電視台便曾為

了推廣韓劇在台之風氣，廣邀國內影劇線記者前往韓國採訪韓劇明星（葉文忠，

2001），拉抬韓劇在國內的人氣。韓國之亞洲文化交流財團也利用此一方式，邀

請台灣記者前往韓國參訪，藉以達成海外地區對韓劇熱潮的了解，保持海外閱聽

眾的注意。 

 

參、台劇與韓劇之經濟效益 

 

一、台灣電視劇 

 

台灣鄉土劇由於劇情走向較針對本土閱聽眾，集數過長，較不具經濟效益，

在海外市場一集單價約三千至四千美金。以鄉土劇之產品生命週期來看，一般而

言，先在台灣播畢後再出售的方式，不若集資方式能先售出海外版權以提高投入

資金、進而提升節目品質。再者，鄉土劇集數多，動輒上百集以上，買方通常不

願一次購買全部集數，而會視收視情況再決定是否要買後續的集數，由於對鄉土

劇節目產品不具信心，僅以嘗試、試驗的心態購買劇集，造成鄉土劇容易被國外

買方壓低價格（褚姵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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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就台灣購外片成本來看，日劇平均一集二萬五千美元以上為最昂

貴，韓劇與大陸劇的強檔新片高達二萬至二萬五千美元間，韓劇目前一般價格則

約在一至二萬美元左右（褚姵君 2004；楊起鳳，2005a），約為我國鄉土劇五倍
之多。而偶像劇雖為我國目前較能外銷到海外市場的節目，但對外必須面臨其他

國家戲劇節目的強勢競爭，對內又限縮於不健全的產製環境，產銷格局未能具國

際市場的宏觀，因此，未來電視戲劇節目欲創造文化經濟，勢必要從產銷思維上

有所革新。 

 

根據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營業稅徵收統計資料所估算之數值顯示，2002 年

台灣廣播電視產業營收總額為 884 億元台幣，主要來自於廣告收入，其中內銷收

入達 875 億元，佔 99%，而外銷收入僅 8.8 億元台幣，佔 1%（趙嘉文，2004），

可見我國節目出口海外市場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二、韓劇 

 

就韓劇出口成果而言，據韓國文化觀光部表示，韓國電視節目出口金額自 
1999 年的 761.5萬美元，提高至 2001 年的 1235.6萬美元，其中 2001 年韓劇出

口集數達 9515集，金額約達 790萬美元；2002 年韓劇外銷收入達到 1639萬美
元，出口集數為 12363 集;2003 年韓國電視台節目出口比 2002 年成長 46%，達
4300萬美元，進口則約 2800萬美元，在節目出口產品中，韓劇就佔了 86%（亦
即約 3698萬美元），韓劇成為韓國電視最大的輸出品；2004 年韓國總電視節目

出口額更向上攀升到 7146萬美元（林淑玲，2004；宋元根，2004a；操慧、劉亞

峰，2004；申東昕，2005a）。 
  

  韓劇一開始在台灣及中國市場後引發熱潮，而後逐漸向亞洲其他國家發展，

延燒到香港、越南、新加坡、泰國等亞洲地區。韓劇價碼也跟著水漲船高，從早

期的一集幾千美金，逐漸躍升為一、兩萬美金。特別的是，搶手的韓劇往往會被

多家電視台搶購，因此韓國電視台會以搭售的方式，要求買家必須同時購買多部

劇集，以增加戲劇收入。 

 

韓劇除了創造直接的經濟效益之外，其也扮演火車頭的角色，陸續帶動韓國

音樂、電影、動畫等相關產業進入海外市場，許多非相關產業也藉由這股韓流增

加海外市場的收益，因此，如何建立戲劇的品牌印象成為相當重要的工作，韓國

藉由韓劇打出名聲之後，再有計畫地陸續推動其他文化內容產品或民生消費商

品，韓國即是在一連串的整體市場規劃下，創造出文化經濟效益，我國在推動文

化內容產業時也需要有整體性的規劃，才能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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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在各種電視節目中，戲劇節目的製作難度最高，因其不若新聞節目或是座談

評論節目，需較少數人員即可完成，而在電視節目的成本與效益關係中，電視戲

劇是屬於投資成本高，價值效益也高的節目，並具有重複使用率高及多重銷售的

價值（洪懿妍，2002）。戲劇節目本身不若新聞、體育節目般相當強調時效性，

可作多次播出以利版權的銷售，戲劇節目也成為流通到海外市場的主要電視產

品，這也是我國戲劇節目革新的經濟動機所在。 

 

從以上討論中可發現，要革新我國電視劇節目的發展，首先，必須提升我國

電視劇的產量與品質，強化產銷一體的製作理念，產製符合市場需求的作品，並

促進節目出口，無疑是我國電視劇未來的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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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壹、韓劇產銷體系之優點 

透過上述章節的探討，本研究認為韓劇乃在一合理競爭的結構中進行產製，

政策上有政府扶植並規劃完整配套措施，從戲劇產業價值鏈頭端的融資、人才、

生產、市場分析、國際促銷、國際通路等環節，均有整套的具體發展規劃，因此

無論是在產業結構方面，或是政府政策方面，都讓韓劇之產銷體系更為堅實。韓

國在藉由文化內容產品帶動國家的觀光、流行、購物及其他民生消費商品的發

展，除了消費文本作品以外，也進行其他韓國商品的消費，造成一連動的消費循

環。 

更重要的是，韓國是以長期性的思維來經營文化內容產業，文化產業不僅報

酬率高，且商品可作多重利用，特別的是韓國的文化產業發展也結合國內傳統企

業，例如三星、LG等集團，因為這些企業也意識到文化產業的高報酬率，這種

結合大企業資金及文化創意所生產出來的作品，使韓國文化內容產業，展現源源

不絕的活力。台灣的影視文化產業也需吸引其他產業的投資及參與，才能活絡資

金、締造異業結合，政府應當扮演的，即是居中協調的角色。 

此外，韓劇在製作上落實了產銷一體的概念，這也是國內業者相當缺乏的

部分。韓劇針對目標海外市場作市場規劃及測試，在戲劇拍攝前就已有完整的行

銷規劃，而非產製完成後才交給行銷人員作後續的促銷動作，此產銷一體的做法

有助於節目的銷售，韓國 MBC 電視台部長宋元根（2004a）即指出韓劇在製作
前就鎖定海外銷售，對於演員的選定、對白的編寫、影像場景等，都事先做好企

劃，也因此韓劇在產製前就能擁有準確的市場預測與規劃，不必擔心高額成本的

投入無法回收。 

台灣與韓國一樣無法滿足於當地內需市場的市場規模，並依賴出口經濟，

因此，提高戲劇節目自製產量，擴大產銷格局，並促進出口以延長產品的生命週

期，是台灣電視劇未來的出路。 

貳、台灣電視劇發展面臨之關鍵問題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台灣電視劇的發展面臨以下關鍵問題： 

一、電視結構不健全：結構上的因素，導致電視台產銷行為的偏頗，進而影響績

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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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政策不夠周延：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發展概念與經驗不足，對電

視 

節目製播規定的鬆綁等，致使電視台無法享有完備的製作環境與條件。 

三、節目本身的缺陷：包含製作資金短少、劇本的來源與創意不足、演員演技待

加強、電視台炒短線的經營心態等。 

四、外來電視劇的威脅：從港劇、美國影集、日劇、大陸劇、韓劇等，各個時期   

  都有興盛的劇種，電視台在一窩蜂的心態下，往往抑制本土電視劇的發展空 

  間。 

 

 為使研究問題聚焦，本研究根據前述章節內容，綜合學者之意見（袁櫻珊，

2002；趙怡、陳嘉彰，2004），擬定我國電視劇改革目標，並以 SWOT 分析呈現我

國電視劇當前面臨之內外在環境與條件因素，整理如表 3-4 所示，表 3-4 所列即

為本研究討論重心，並將循此脈絡，設計訪談問題。 

表 3-4：我國電視劇製作層面之 SWOT 分析 

資料整理：整理自本研究；袁櫻珊（2002）；趙怡、陳嘉彰（2004） 

 

    比較分析台灣與韓國電視劇的產製環境與條件後，為求能更深入了解台灣電

視劇節目的產銷環節，本研究將以深度訪談的方式訪問電視台從業人員，因此，

下一章將介紹訪談的設計，詳述訪談目的、訪談問題與訪談方式等，並根據前述

章節之論述脈絡，選擇受訪樣本、擬定訪談問題方向。 

 

 

 

目標 

Goal 

優勢 

Strength 

劣勢 

Weakness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提升我國電視劇

自製率 

１數位電視推動 

２電視產業民營 

 化已上軌道 

１原創劇本短少 

２資金普遍短缺 

３產製條件較差 

４傳播政策不明 

1 數家電視台有

提升戲劇節目產

量及促進節目出

口之規劃 

１國際文化傾銷

２替代性產品選

擇多 

促進我國電視劇

出口、延長產品生

命週期 

與亞洲地區國家

具文化相近性 

 

１缺乏海外整合 

 銷售平台 

２電視台短線操 

 作經營心態 

政府正推動文  

化創意產業 

欠缺在國際市場

明確之品牌定位

產製兼顧海外市

場需求之節目 

台灣是全亞洲流

行音樂及影視產

業的風向球 

 

１創意執行不力 

２產銷一體觀念 

 未能落實 

亞洲替代文化日

益增強的需求 

全球化市場競爭

更趨激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