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文化的十字路口上。 

 

四月，人聲鼎沸的中正機場入境大廳，成了在地文化混成最好的見證。阿湯

哥剛走，陰陽師伊藤英明入境作法，七天後，號稱「韓流皇帝」的裴勇俊，「出

巡」他的領土，同一個空間，同一位 bodyguard，同樣的記者，說著以相同主角

為主的故事。 

 

「迷」的傳說，不是阿湯哥，不是陰陽師，也不是裴勇俊的，文化消費的主角，

一直是日常生活的實踐者。 

 

一波波外來文化的衝擊，許多文化評論者憂心於在地文化的脆弱，卻也難以

明確地指出，在地文化的現貌與未來安在，相似的心情不斷盤旋在人們心中： 

 

你說台灣可不可悲？想要穿什麼，你看像人家日本韓國現在韓服都還會穿

出來一看就知道，阿，你是哪裡人，台灣你要穿啥米（台語），不知道，所

以我說我寧願被殖民，搞不好我們現在還不錯呢 

【受訪者 H，32 歲】 

 

一段悲涼的自省與棄絕，卻銘刻了在地面臨文化認同危機的現況。面臨日韓流行

文化交相進入在地引發消費的盛況，受訪者 H 的言談中反應出在地文化消費者

對在地文化的焦慮與不安。在地社會殘存的移民性格，使得「認同」成為備受關

注的議題，在全球架構下，跨國文化的消費成為無可迴避的重心。 

 

全球/在地(global/local)的兩難爭執，一直是全球化議題的重心，無論是文化

帝國主義者侵略性意圖的解釋，或是樂觀主義者對文化自主性的倡導，無可避免

地是在地人們日常生活所消費的，是多元異質的文化，已非單一純種的無垢狀態。 

許多全球化學者傾向以去領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念說明當前全球世代中，

各地文化交流頻繁且時距縮短的現狀，因此，跨越國家邊界，搭乘現代科技凌空

而來的外來文化，確實已為在地所吸納接收，呈現出不同的面貌。 

 
相對於國族論述者所強調的種族文化，全球化面向中的文化消費，具備更為

複雜難解的面貌，在面對資本主義侵略的抨擊與批評時，更值得關注的是，在行

動者(Agent)日常生活實踐中，外來文化的影響為何？外來文化的盛行，除了代表

他國文化產業的精心製作在個人消費層次上，確實具備一定程度的吸引力外，更

值得關切的背後意義是，「閱聽人如何選擇？」「如何實踐？」「如何進行自我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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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與掙扎？」 

 

行動者不是無意義的行為者，深植於日常生活中的抉擇與反動，是文化商品

越界流動，卻深層未見的具體實踐意義。因此本文將以時間為縱軸，空間分佈為

橫軸，勾勒出在地閱聽人收視外來戲劇的反動，除了早期霍爾所言源自文本解讀

的自主性之外，在文化消費的馴化與自主上，閱聽人/行動者仍具備雙元矛盾的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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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定義『韓流』(Hallyu)1愉快/消沈的二元意義 

 
在韓國政府的大力扶持下，韓國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於一九九八年

起以全新面貌喚醒全亞洲的注意，帶來一股熱潮。而在深入瞭解韓國流行文化消

費現象之前，必須先針對「韓流」(Korea wave/Hallyu/korea current)做一定義，瞭

解在社會認知層面上，所謂韓流，應該具備何種意義，概括何種現象。 
 

依據韓國官方機構「韓國觀光公社」(KNTO)對於「韓流」一詞的解釋，韓

流(korea wave)肇始於二十世紀晚期兩岸引入韓劇所帶起的收視風潮，進而帶動

音樂、電影、電動遊戲流行時尚等韓國流行事物在本當地廣泛受到歡迎，包括香

港、越南、新加坡及泰國如今都在此範圍之中。（KNTO，2002）換言之，除卻

在地對韓國流行文化之認識外，亞洲各地也開始對韓國再造有了新的認識。「韓

國」在此所代表的，僅是一種商品製造來源地，並泛指所有與其相關的消費活動。

而參與追求或是消費近用該事物的行動者，一般社會輿論以「哈韓族」(Hot in 
Korea)稱之。 
 

但令人訝異的事，「韓流」一詞最早用以形容韓國相關事務，出現在 1997 年

亞洲金融風暴後。當時全亞洲面臨泡沫經濟危機衝擊，在韓元走貶的情形下，韓

國製品大量出口傾銷，對同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而言，無斥是一大衝擊與競爭，

首當其衝的是台灣的二級製造產業。 
 
韓流來襲 國內產業冷暖不一: 石化原料、鋼板、電腦原材料等產品價

格走跌 聚酯絲、長纖布、半導體封裝等訂單 已從韓國流向台灣。 

【中國時報，1997/12/12：18 版】 

 石化韓流過後，春暖花開：繼東南亞國家發生貨幣風暴後，韓元亦貶

破歷史新低，導致亞洲地區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韓國等石化大廠紛紛

減產、殺低倒貨求現，市場正面臨貨源流血傾銷亂象，但國內專家認為，

在東南亞、韓貨傾銷亂象過後，市場銷售秩序重整，有利於明年農曆年前

後石化原料價格回穩。              

【聯合晚報，1997/12/25：18 版】 

　 　當時媒體論述多以「韓流」形容韓國出口品對國內產業的衝擊，因此，韓

流初始在台灣媒體論述中所指涉呈現，蘊含著「大量傾銷衝擊」後「蕭條淒涼」

的景象。肇因於國內泡沫經濟的頹敗，韓國製品在國際市場上大量湧現，相對壓

迫同為出口導向的台灣製品，因此在媒體論述中的「韓流」，除了是產品出口國

                                                 
1 此拼音援引自韓國官方機構Korean National Touristism Organization(KNTO)的說法。 

 3



的註解外，更深層地具備了同音詞「寒流」這層轉化義。 
 

相似的情形出現在文化商品的引入上，價廉的韓國文化商品，適時填補日本

商品漲價致使業者卻步的縫隙，成為國內代理商的主要目標，韓國流行歌曲的盛

行便是最佳例證。 
 

九○年代末期，國語歌壇興起一陣翻唱風潮，除卻娛樂帝國美國外，鄰近的

日本、韓國、泰國無疑成為最佳來源，而此舉也成為韓國流行文化商品進入台灣

市場的敲門磚。一九九七年，國語歌手蘇慧倫「鴨子」2一曲大賣，促使發行公

司滾石唱片引入韓國原曲原唱的行銷策略，一九九八年，徐懷鈺翻唱韓國二人組

「酷龍」(Clon)歌曲廣受歡迎，促成滾石唱片以國內歌手方式引入韓國「酷龍」

二人組，也正是這波流行文化上「韓流」的開端。(梁鴻斌，2001；Kim Mi Hui，
2001)。 
 

在「酷龍」專輯創下二十多萬的銷售佳績後，許多韓國歌手都對台灣

蠢蠢欲動，在滾石唱片有計畫的引進下，包括 DIVA、JU JU CLUB 和 H.T.O.

三組團體，都將陸續來台發展，唱片圈內已預測，繼「哈日族」後，國內將

興起一股「韓流」。滾石唱片是這股「韓流」的帶領風騷者，先以國語歌手

「翻唱」為手段，逐步引薦韓國歌手進入台灣歌壇。 

【聯合晚報，1998/12/17：10 版】 

 

一九九八起，國內主要唱片公司滾石先後有蘇惠倫、杜德偉、徐懷鈺等歌手

翻唱韓文歌曲，使得國內樂壇對韓國流行音樂得以重新認識，一九九九年起，在

唱片公司計畫性的引入下，先後有 H.O.T 五人組，水晶男孩，S.E.S，DIVA、JUN
等團體來台獻唱，「一度成為台灣都會區青少年的模仿對象，影響台灣演藝界的

韓流從一九九九年後，便由歌壇被一齣齣灑狗血的韓國連續劇逐漸取代，哈日與

韓流風潮所衍生的，是追星現象多過融入音樂體質的現象」。(梁鴻斌，2001)滾
石唱片吳政忠也接受訪問時也表示，「韓國音樂出現後，抑制日本產品成長，並

搶走不少西洋專輯的市場」。（聯合晚報，1999） 
 

在此，「韓流」一詞，跳脫原本之蕭條、侵襲、競爭的意義，在與流行文化

扣連後轉換成為消費享樂的愉悅，在報導視角上由原本產製，參與這波韓國流行

文化的主要行動者，也因此被稱為「哈韓族」。 
 

綜觀媒體報導中所呈現的「哈韓族」一詞，其定位延續「哈日」一詞而來。

「哈」所指的是行動者對該流行事物的追求、認同與崇拜。所謂「哈日族」一詞，

                                                 
2 蘇慧倫『鴨子』一曲原唱為韓國團體「Ju Ju Club」，酷龍「逃離城市」一曲則由同為滾石唱片

旗下的歌手徐懷玉翻唱為「妙妙妙」一曲，因此打開在台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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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是社會群體的行動(林逸叡，2003)，「哈日」意指對日本產品價值觀及生

活方式有著強烈崇拜，行動者藉程由消費過想像日式生活，進而產生嚮往、追尋、

夢想與認同。（陳德愉，1997；林瑞端，2000）。而「哈日」與「哈韓」之區別，

似乎只是來源屬地之不同，在媒體論述與公眾輿論上，習於將收視韓劇的觀眾或

關切韓國流行事務，以「哈韓族」稱之3。 
 

在唱片公司的完全國語包裝守則下,聽韓文歌的歌迷和西洋歌曲消費群不同,

追星方式頗似哈曰族,「哈韓族」宣告正式識生,而且絕對會在明年大放異彩。 

【中國時報，1998/12/3：28 版】 

 
媒體所建構出的韓國流行文化消費空間自此建立，檢視九八年之後媒體論述

中所謂的「韓流」一詞有著兩層意義：代表愉快/消費與消沈/生產的矛盾意義。

羅蘭‧巴特（Ronald Barther）於《神話學》中指出，符號的組成通常有著三個

部分：能指（signifer）所指(signified)與符號(Sign)三個層次。在第一層次上，能

指與所指組合成為符號，此符號轉化為第二層次之能指並與具備文化意涵的所指

結合，在廣大社會中指涉，成為社會中盛行的迷思神話(myth)，以一種不被探究

思索的方式全盤接收。若藉此分析媒體中所呈現的「韓流」二字，可發現韓流

(Hallyu)這個符號所代表的是消費/生產，跨國/本地，愉悅/消沈的矛盾意義。 

 
就符號學分析而言，「Hal Lyu」一詞由兩個獨立的文字符號所組成。「Hal」

此一音符，於中文中可與多重能指（字）相對應：韓/寒/涵/含皆為同音異字，單

獨存在時不具特殊意涵，但一旦與 Lyu′此音符並列而置，將因其差異而產生不

同意涵，在第二層次字詞組成的符號上，Hal lyu 有兩種意旨： 
 
a. 「Hal lyu」：當 Hal 此一能指指涉為「寒」，與流（Lyu）此一能指並

用時，將形成「寒流」此一符號，並同時成為第二層次的能指。在神

話層次上，「寒流」之所指為「大陸冷氣團南移，寒冷的氣流使氣溫

急速下降，這種天氣現象稱為寒潮，俗稱寒流」。（中央氣象局，2004） 
b. 相同地，當 Hal 此一能指與「韓」，此所指對應時，將與流(lyu)並列組

成「韓流」此一符號，並同時成為神話層次之能指。在第二層次上，

其所指為所指涉的意義為「韓國製造商品在台蔚為風潮的情形」，僅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與經濟面向的形容，不帶價值判斷於其中。在第二

層次的符號上，「寒流」與「韓流」此兩組符號交互指涉，經由媒體

論述的引用與發揚，成為社會中廣泛的迷思（myth）：入侵在地的他

者。在顯而易見的層次上，「韓流」除了是製造物取向外，更是一種

「他者」(the other)指認的過程，「韓」所代表是非在地(local)，非原生

(origin)，非民族(ethentic)的，在這層意義上韓流同時具備著外來性，

                                                 
3 哈韓族一詞首見於國內媒體為 1998 年 12 月 3 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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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本地生產具備著侵略意圖與性格，在此，韓與寒交互為用，同

時指向外來文化進入在地的現狀。 
 

 

1.能指 
Hal  lyu 

Hallyu（寒/韓）流
　 3.符號 
　 Ⅰ能指 

 
Ⅱ所指（氣候寒冷/
貨物暢銷） 

Ⅲ符號 
韓國物品入侵在地，致使在地產業受創的情況 

2.所指 
寒/韓　流 第一層次 

　語言 

第二層次 
　神話 

圖 1 在地韓流神話示意圖，修改自 Barthes(1997)，《神話學》，p.175

無論是文化帝國主義者所言「運用政治與經濟權力，宣揚並普及外來文化的

種種價值與習慣，犧牲的將是本土文化」（Tomlinson，1994：8）或是文化混成

（cultural hybrid）理論者所言的「全球文化是一種彼此交融混成的現狀」

（Peterese，1995），在地文化因韓國流行文化的盛行，確實產生變動，而正如韓

流此一詞所隱含的雙重意義，在此波韓國流行文化的分析上，應當有更為細緻的

討論。換言之，除了流行文化行動者自身微觀的實踐政治外，在鉅觀社會層面，

與面對跨國資本機制的運作上，流行文化消費者作為行動主體，亦有其反動與多

元的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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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意識 

 
本文研究主要圍繞在「韓流」此一社會現象，而此一社會現象之探究，主要可區

分為內部與外部論述兩者： 
 
（一）外部論述中的韓國流行文化： 
　  依據廣電人(Broadcaster)市調公司所做的統計指出，截至 2002 年底，韓劇在

台播映總時數，已成為所有外來戲劇節目之冠，橫亙十年來引領風潮的日劇在此

間歇，由高麗民族接手帶起另一波流行與消費的高峰，成為另一波引領風騷的文

化。「英國《金融時報》指出，十年前，韓國被視為流行文化的落後地區，但如

今，南韓已逐漸成為亞洲娛樂工業的新動力來源」。（張玉文，2002）美國時代雜

誌4及英國國家廣播電視台BBC5（British Boradcasting Company）皆以專題報導方

式探究亞洲這波新興的南韓流行文化。國內眾多文化評論者對於外來文化一再

「入侵」攪亂本地文化顯得憂心重重，對於韓劇與韓國文化的盛行感到詫異與不

解，卻又同時充滿了對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期待，本文在此將國內相關論述作一

整理： 
 
一、.學術論述： 

 

韓國流行文化在本地日益盛行，但由於發展時程較短，所以相關研究上付之

闕如，多散見於媒體報導，相關學術論述上，約莫可區分為行銷管理與文化消費

兩方面，本文列表如下： 

 
表 1：在地韓國流行文化相關研究整理 
主題 篇名 研究發現 

文化消費 楊芳枝（2001）：「藍色生死戀：探討流行

文化裡的愛情政治」，文化月刊。 
以流行文化文類分析韓劇文

本，認為在韓劇中所呈現的愛

情政治依舊充滿階級與性別之

不平等。 

                                                 
4 該其主題為”Flying too high?Asia has gone K-pop crazy.”,TIME,Vol.160,No.3.2002.7.29 出刊，主

要探討韓國流行樂界所爆發的賄賂醜聞。 
5 2002.1.14 ，BBC晚間新聞曾以 ”Taiwan：Sold on Seoul”為題報導台灣街頭韓國流行文化盛行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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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金鍊、曾湘雲（2002）：「從韓劇的風行

看台灣閱聽眾的文化認同-以新竹市為

例」，中華傳播學會 2002 年發表論文。 

以深度訪談與電話調查方

式進行韓劇收視與文化認同相

關研究。研究者將文化認同區

分為涉入程度，深層與淺層認

同三部分，該研究指出，收看

韓劇的部數及時數多寡並不會

影響淺度認同和深度認同。換

句話說，收看韓劇的部數與時

數多寡並不會造成閱聽眾對於

韓國的正面印象，或進一步地

產生國族認同。 

文化消費 江佳霖、郭家平、楊淑慧（2003）：「韓劇

收視動機、喜愛程度與價值觀關聯性研究

--以台北、新竹觀眾為例」，中華傳播學會

2003 年發表論文6。 

 

葉安國（2002）：《台灣引進外來戲劇節目

之研究-以緯來戲劇台為例》，台北：銘傳

大學傳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作者以緯來戲劇台為例，說明

韓劇引入國內市場以婦女觀眾

為主要訴求，因此在播映策略

上進行相關措施。 

行銷管理 

李廷妍(2002)：《探討產品置入對消費者態

度與購買意願之影響─以韓國手機置入韓

劇為例》，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貿易

研究所碩士論文。 

本文採置入性行銷觀點，並以

韓劇「愛上女主播」為例，探

討消費者購買意願與劇情認同

間的關係。研究發現，消費者

對劇情、角色、演員正面評價

越高，購買動機越強；但對劇

情的認同度則未見顯著效果。 
 

由上表可知，與韓國流行文化相關之學術論述多出於二千年之後，其中與文

化消費相關的兩篇文章中，主要多以量化數值方式呈現，其更深層的文化意義，

未能更為深入探究著實可惜。 
 

二、.媒體產製的韓國消費文化： 

 

除了學術論述之外，在媒體中所呈現的韓國流行文化資訊，亦成為觀測此韓

流現象的重要指標。下表為自一九九九年韓流初始，到二○○三年五年間，國內

媒體所產製的韓國流行文化資訊。此處所依據的數據主要是經由媒體報導與在地

                                                 
6 該次研討會因遇SARS延期，且該文作者未授權上網，因此難以取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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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機制所公開發佈的數據進行統計7，主要整理目的在呈現量的變化，更為細

緻的探討將在第二章中有詳盡分析。 

 

表 2：在地韓國流行文化商品統計 

　 　 　 年代 

類型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總計 

戲劇（部） 44 25 78 93 ﹡(49+)  電視 

播映台數 3 5 10 15 14  

報紙（韓流/韓劇） 12/5 10/15 55/221 65/319 48/163 723 

電影（部） 1 0 3 4 13 21 

音樂（原聲帶、

流行音樂） 

﹡ ﹡ 13 38 24 75 

書籍（原著小

說、旅遊） 

0 0 13 17 2 3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2001.1.1-2003.12.31）8

 

由上表所整理的數據可知，自一九九八年韓國流行音樂開啟國內韓風之後，

韓國流行文化資訊在本地確實有日益增加的趨勢，在所有文化資訊產品中，又以

韓劇成長數量最為驚人。韓國流行文化的在地盛行，雖是以流行音樂為前鋒，但

真正達到顛峰卻是由於電視劇的計畫性輸入。在八大電視台兩千年成功引入「藍

色生死戀」後，國內多家電視台爭相引入，致使韓國電視劇在本地頻道上所展現

的不只是播映時數的成長，更是頻譜的橫向擴張。 

 

韓劇的大量播映，一度引發國內演藝工業的集結與反彈，並於二○○一五月

一日走上街頭參與工運抗議，二○○二年七月更發動更大規模的抗議遊行，也因

此韓國流行文化的在地推行受到一股反動力。 

 「面對失業率破四，民間上下一陣反「外勞」聲浪，昨天參加遊行的演藝工

 會也針對這點提出看法。楊光友說：「大環境不好沒錯，但演藝人員的工作

 權受到嚴重侵犯也是不爭的事實，面對近來韓劇、大陸劇、日劇、港劇的大

 舉入侵，剝奪了許多台灣劇、本土藝人的生存空間，政府應該制定出相關法

 令，如對其播出時數有所限制，以保障台灣藝人的工作權。」 

【2002/05/02，星報：2 版】 

                                                 
7 本文所引用數據主要依據報紙所刊載的電視表，新聞，與中介機制所公開的數據為主要依據，

書籍方面經由國家圖書館全館出版品資料庫查詢所得，由本研究進行統整計算。 
8 本表所採用數字統計為發行機構所公開之官方數據，依據研究者實地接觸韓國流行文化行動者

的經驗，韓國流行文化資訊有絕大多數是由非官方管道所得，包括網路跨國購買，親臨韓國，以

及盜版影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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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市場中勞動力的跨域流動，雖能促成人才與技術之間的交流互惠，卻

也相對擠壓在地勞動的生存空間。至此，韓流論述再次與生產/反制面扣連，也

在慶賀式的消費風潮中，夾雜著更為灰澀的生存掙扎的陰暗面。 
 
 

（二）內部思考：本文問題意識 

 
進行韓國流行文化相關研究之前，無法閃避地，必須先釐清何謂「流行文化」

(popular culture)。英國文化研究學者雷蒙‧威廉士(Ramond Willaims，1983)認為

所謂的流行文化，具備以下四種定義：「為多數人喜愛」，因此研究流行文化將有

助於擴大學術研究的疆界；「為次級(inferior)作品」，流行文化的物與實踐，皆置

外於受教者(educated)所尊崇的高雅文化：繪畫、雕刻等；「刻意為迎合多數人而

製造」，因此流行文化多被視為具商業性，專為消費生產者；「是人們為自己所創

造的文化」，因此並非僅出於資本家操作可得。(Williams，1983：237；Harrington 
and Bielby，2001：2；Storey，2003：9)在此四項定義中，皆與文化(culture)定義

相關，涉及行為主體(agent)本身對生存環境的詮釋與瞭解。 
 

而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各地間流行文化商品的流通日益興盛。社會學者柏克

（1999）認為全球化世代下的文化，早非固著於特定地區，將因著人的遷徙移動，

以及電子科技傳遞思想與影像而突破疆界，打破既有已然建立的邊界區，而人們

以往所認同（包括電視所產產製）的「我群」(we)也將有所改變。（Barker，1999：
33）換言之，全球化文化中的認同，將呈現跨地域的混成特質。英國文化研究學

者霍爾(Stawart Hall)曾提及，後現代認同是一種化成(becoming)而非來源地

（rooted）取向，換言之，在後現代社會中，行動者對認同的定義是流動且多元

的，面對不同情境將有不同的認同作為主導。過往對於跨國流行文化相關研究，

多將文本消費等同於該國文化消費，將文化消費與文化認同間劃上等號。 
 

但過往本地多數流行文化的研究上，研究者多毫無質疑地接受了「消費媒介

文本，即消費該國流行文化，崇尚該國製品，進而認同該國」的概念，在未確認

該認同是否成形之前，即接受該預設而未加質疑。或有研究者依認同階層作為解

釋，以國族認同為最高標準，一般日常消費次之，以認同階層作為閱聽人/行動

者收視意義與消費行為間斷裂的解釋，(吳金鍊，2002)，毫無質疑地將行動者之

消費行為共冶一爐，共括地以「認同」此概念予以解說，卻未曾深究流行文化之

行動者消費在地文化上，具備多重樣貌。而向來作為流行文化促成基本核心之媒

介文本消費，在流行文化消費的行動中，所扮演的除了作為消費行動文化意義的

核心之外，應當有更深刻的政治意涵。本文以為，跨國流行文化的在地實踐上，

認同的過程是緩慢而動態的，這樣的政治意涵並非如同文化帝國主義者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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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僅是來自不同國族間文化認同的衝擊，更是閱聽人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參與

社會互動而成。 

　 　 

與日美流行文化消費相較，韓國流行文化在地消費過程面臨更大的反彈聲浪，

來自在地影視業者與人際互動上的的反動，使得所謂「哈韓族」此一想像族群跳

脫過往尊崇他國文化的印象，有著更為複雜的面貌。參與裴勇俊迷群活動甚深的

受訪者 J，對「韓國」此一國家長期有著負面印象，言談中反應出在地閱聽人面

對「韓國」時又惡又愛的矛盾情結： 
 

受訪者J：我身邊的人都討厭韓國，大家都看韓劇，可是都討厭韓國，有時

候見面的時候還會罵一罵，我們看韓劇就只是劇，就只是劇嘛 

訪談者：那裴勇俊呢？ 

受訪者J：我們覺得他不是韓國人 

訪談者：他不是？ 

受訪者J：他不像韓國人 

訪談者：他不像？是長的不像嗎？ 

受訪者J：我們盡量不去想他是不是韓國人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談，不去想

這樣的問題。 

【受訪者 J，35 歲】 

 

在地對韓國由來已久的敵意，使得韓國流行文化消費行動者在參與過程中面臨或

多或少的反動勢力，受訪者 J 雖消費韓劇文本，喜愛韓星裴勇俊，但對於「韓國」

整體印象與韓民族仍處於負面拒斥的狀態。 

 

有別於過往對流行文化消費者的認知，這種看似相悖的矛盾情結可視為在地

韓國流行文化消費的一大特色。本文將以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為對象，藉由深度

訪談的方式，瞭解其自身的行為意義，希望由此行動者角度出發，由其視角瞭解

此波文化消費的真實意義。將對所欲探究的研究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項： 

 

1. 閱聽人消費韓劇文本的情形為何？在收視率量化指標意義之外，韓劇收視者

日常生活的收視情況，如何與閱聽人自身意義連結，產生個人的文化政治意

義？閱聽人對韓劇文本的接收與解讀又是如何透過文化差異的藩籬，成為其

日常生活實踐的指引？ 
2. 韓國流行文化消費的在地意義為何？媒體論述所指稱的「哈韓族」是以何種

面貌在本地社會呈現，其對自身的認定與社會認定是一致或是斷裂？而其對

韓國流行文化消費是以何種方式實踐？在消費韓國流行文化時，其實踐行為

是否呈現出不同以往的流行文化消費路徑，或者仍只是資本主義消費邏輯下

的馴化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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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如何與相對論述進行反抗？在此問題意識下，可區分為

微觀與宏觀層面進行探討。在鉅視層面的社會意義上，韓國流行文化在地盛

行所呈現出的意義，除了是對他國文化的接受外，尚有另一股反動勢力與之

相抗，身為他國流行文化的消費者，行動者如何面對這股反抗論述，如何自

我集結形成群體意識，而在微觀的自我認知上，消費他國文化對行動者自身

行動之意義，將面臨文化認同之間的碰撞其意義值得深入探究。 
 
（三）本文分析途徑與章節分配 
　 　 

在本文中，將對這波韓國文化的盛行進行瞭解與探討，更將破除韓劇收視與

消費單向相關的僵直印象，在結構與時間交錯影響下的閱聽人，將有其自主/馴
化的矛盾，同時是以殖民/被殖民的身份在發言。本文以為，欲探求本地所謂韓

流的情形，可將此一現象置於兩地互動的動態架構下檢視。因此，本地的韓國流

行文化消費現象，是在兩地脈絡下進行：同時受到台/韓兩地的影響。全球化脈

絡下的跨國文化消費行為將因著各地脈絡不同而產生不同的影響，本文以在地

（local）一詞代指面臨外來文化影響的本地社會，因此在地一詞將跳脫原有地理

疆界的限制，成為具有能動性的主體，成為本地社會的指稱，在皆下來的文章中，

「在地」一詞將以此複雜的面貌交錯使用。 

 

a. 在地相關議題：韓國流行文化的在地討論，多與文化認同危機，在地勞

動力擠壓及整型論述等議題相關。 
b. 韓國相關議題：圍繞在「韓國」此國家相關的議題上，與其文化產業政

策（由文化觀光部執行），文化帝國主義及亞洲新經濟模式相關。 
c. media 相關議題：在此媒介除指映演的媒介機構外，尚包括作為韓國流

行文化引入者的中介代理商。主要相關議題包括文本內容及代理行銷模

式的分析。 
d. Agent 行動者相關議題：環繞在韓國流行文化行動者相關的論述，主要

環繞在「消費」這個概念上。 
e. 歷史脈絡：全球化世代中的文化流動不可忽視歷史層面的影響，因此，

與歷史脈絡相關討論，主要聚焦在兩地相似的殖民史背景及中韓關係長

達數千年之久的互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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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韓國： 
文化產業政策 
文化帝國 
亞洲新經濟模

式 

a.在地： 
文化認同危機 
勞動力 
整型論述 

c.Media 
文本 

d.Agent
消費 

e.歷史

脈絡：

殖民史

中韓關

係 

圖 2：本文研究途徑：與韓國流行文化相關議題圖示 

 
本文第二章，為韓國流行文化在台灣，首先由歷史脈絡著眼，探究長久以來

中韓關係的互動，對於此波韓國流行文化的影響是助力還是阻力。次將介紹在地

代理理機制及韓國流行文化的消費現狀及美學品味，旨在勾勒出為此波韓國流行

文化風潮勾勒概要架構與輪廓。 

 

　 本文第三章，將處理流行文化行動者文本消費的議題。近似於日本流行文化

的在地盛行，韓國流行文化為在地接受，亦是以韓國電視劇收視為主要核心，但

在閱聽人的解讀與接收方式上，確有著相異的實踐方式。 

 

　 本文第四章，主要處理行動者消費與在地論述之間的互動。在地議題的討論，

主要環繞在認同危機與勞動力等議題。在消費者日常生活的脈絡中，亦將面臨周

遭社會論述的反動勢力，本章主要試圖瞭解行動者如何面對反論述，並將藉由閱

聽人論述瞭解其消費背後所隱含的限制與禁錮。 

 

　 本文第五章為結論，將對本研究所取得之資料進行整理，並提出未來相關研

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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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一種現象學的觀察 

 

「韓流」作為一種社會現象(social phenomenon)，除了行動外圍之現象觀察外，

行動者之生活經驗更具意義。因此，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法，試圖結合研究者觀察

經驗與行動者論述之意義，由行動主體的內部瞭解有別於實證研究法所重視的客

觀效用，質化研究方法重視的是一種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過程，重視的

是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兩者間的對話，由被觀者視野出發，以行動者體之經驗作

為實證資訊，並以此作為理論建構的基礎，即為現象學研究法的途徑。 

 

　國內學者林芳玫（1993）認為，「訪談所得的結果可作為是一種交談與對話，

由受訪者說與不說之間，來瞭解表層的觀眾意見下面所隱藏的深層意義」。英國

學者莫利（David Morley，1989）也提出相似的看法：「我認為訪談的方法是值得

推崇的，不只是因為他提供了研究者探究受試者之意識與陳述方法，更因為它提

供了一種探究語言和範疇（用維根斯坦的話說就是『邏輯的舞台』）的方法，從

中可以看見受試者建構自身之世界和理解自身之行為的方式。」（Morley，1989）

因此，本文主要採取兩種研究方法： 

 

1. 參與觀察法： 

社會學者 Blumer(1969)指出，人類社會是行動者（人）積極參與過程的結合，而

人的行為是互動過程的結果，意義的產生鑲嵌在互動的過程和情境脈絡中。（胡

幼慧，1996：201）人類面向的許多問題，需要由情境脈絡(context)瞭解其意義的

產生，因此，參與觀察法正適用於此。 圖 4：參與觀察法類型 
依照研究者參與程度，參與觀察法可區分為幾

種類型：（Gold，1969；Friedriches 和 Ludtke，

1974；胡幼慧，1996；Earl Babbie，1998） 

公開（積極）

D隱匿參與

B 主動參與

參與者 

a 主動觀察 

C 消極觀察 

觀察者 

a. 主動觀察者：與研究對象保持距離，所

得資訊易流於空泛。 

b. 主動參與者：參與程度最高，易有與研

究對象過從甚密 Going Native 的危險。 

c. 消極觀察者：僅在不打擾研究團體的情

況下涉入，有時能取得有效消息。 

d. 隱匿參與者：採取這種角度進入田野，

將能有助於研究者資訊的採集，但有研

究倫理上的疑慮。 

 

隱匿（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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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研究者在研究初期，主要採取隱匿參與的方式與迷群互動，

在研究中期後才進行身份的揭露，在與研究對象建立互信基礎後，因此得到

更多內部資訊與相關資料。 

 

2. 深度訪談法： 

依據巴比（Babbie，1998）指出，所謂質化訪談，是在訪問者和受訪者之間針

對研究的概略計畫互動，而不是一組特定的問題，必須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順

序來回答。質化的訪談就是在本質上由訪問者建立對話的方向，在經由受訪

者所回答之若干特殊主題加以追問，較為理想的情境是由受訪者負責多數對

話。（Babbie，1998：455） 

　 訪談法（Interview）可區分為三種： 

a. 深度訪談法（Deep-interview）：Marshall 指出，深度訪談法為一種近似於日常

會話的方式進行，非正式的訪談形式，訪者在訪問前僅具有大致的訪談方向，

不具特別結構性問題，在訪談過程中應當是參與者的反應不斷調整。 

b. 民族誌觀察法：主要目的在發覺行動者意義並加以描述，在問卷設計上與調

查法相似，但題目較具彈性，採取非限制性方式讓回答者有較大自由。民族

誌研究重視研究對象自身的文化意義，研究者應當放棄天真的現時主義，不

斷進行自省與比對。 

c. 生活史/口述歷史：主要詳載個人進入生活中如何適應社會期望，並自文化中

擷取經驗的過程，可區分為理論性與具體性兩類。 

 

本文所進行之研究，主要採取深度訪談法進行資料蒐集，並於訪談完成後請

受訪者填答基本資料及制式問卷，以避免訪談者在進行資料分析時有過度詮釋的

危險。 

 

（二）研究進程 

 

一、資料蒐集階段： 

本文自二○○三年七月開始進行韓國流行文化商品數據統計。由於過往對於韓國

流行文化相關商品的官方統計數據較少，所以研究者只能由原始資料著手進行建

制。 

1.韓劇統計：1999 之前的韓劇主要藉由聯合知識庫查詢，1999 年之後韓劇播映較

頻繁，因此改採報紙刊登的節目表為主要資料來源，韓劇依年播映詳目見附件一。 

2.唱片、電影統計：本文以在地中介機制所公布的資訊為主，詳細列表見附件二

至四。 

3 書籍統計：本文以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目錄資料庫為主要查詢工具，輸入關鍵

字「韓國」「韓劇」「韓星」「韓國流行文化」後進行篩選，以主題與韓國流行文

化較為相關者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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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度訪談階段： 

　 慮及本文所欲回答的研究問題主要圍繞在流行文化行動者之抗拒與主動性，

因此尋求主動性參與意願高的流行文化實踐者即為本文之主要行動對象。因此在

研究初始，所設定的研究對象，主要有兩個範圍： 

 

1. 主動消費韓國流行文化，並參與迷群消費活動者。此類行動者主要透過網路

社群互動，因此在研究初始，即以「徵求韓劇愛好者」為題，在韓劇收視的

網站上9，刊登徵求研究對象的留言： 

 

「各位好，我是一名研究生，目前正進行韓劇在台灣相關研究。 

本身也是一名韓劇愛好者，，和我一起聊聊韓劇收視心得及想法。 

我向您保證您所提供的資訊只會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絕不會向外透露，在任何文

章中也不會提及您的真實姓名，請您放心。 

如果您願意的話，請回信給我，有任何打擾或不便之處，請見諒。謝謝。」 
 

刊登徵求訊息的一週後，取得訪談者 C 的回信，並於十二月中完成訪談。二個

月後，我再次到各大入口網站刊登同樣訊息，但卻未取得任何回應。 

 

　 除消極等待回應外，另一方面，我透過網路以「韓流」「韓劇」「哈韓」為關

鍵字，搜尋相關社群與個人新聞台，並試圖發信給家長/台長以取得回應，但發

出的二十餘封信件，僅得到一名回應。 

我所撰寫的訊息如下： 

 

「﹡﹡您好： 

我是一名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韓國流行文化的相關研究。 

我在﹡﹡網站上看見您的網站，知道您也是韓國流行文化的愛好者，所以想知道

您是否願意接受我的訪談。 

我向您保證你所提供的資料，僅會作為學術交流之用，絕對不會對外洩漏，我也

不會在任何文章中洩漏您的真實姓名，請您放心。 

如果您願意的話，請回信給我，有任何打擾或不便之處，請見諒。謝謝。」 

自十一月之後，至二月為止都沒得到其餘回應，因此我轉將重心放在周邊友人的

尋訪上。 

 

2. 其行為模式為周遭人所認定為喜愛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 

在這個層次上，我首先由周邊親友介紹，次由訪談者介紹著手，以滾雪球的方式

取得訪談樣本。以這樣的方式取得訪談對象有兩個因素：1.以此接近未使用網路

                                                 
9 我所刊登的網站，首先以國內主要播映韓劇的電視台「八大」、「緯來」電視台為主。其次，以

明日報個人新聞台(pchome)及雅虎奇摩(yahoo)之成員，台長、家長為主 

 16



社群，但在生活脈絡上確實沈迷於韓劇之收視者；2.藉由周遭人士的描繪，勾勒

出所謂「哈韓族」的圖像。 

 

本文雖是以深度訪談法為基礎，但在進行訪談前，研究者本身對於研究資訊

的蒐集，確是不可獲缺者。研究者本身自 1999 年開始收視中視衛星電視台所播

映的韓劇，至 2004 年觀賞年限達五年以上。而在選擇此題目作為研究問題前，

曾參與網路社群互動與迷群聚會。 

 

2002 年 4 月，決定以此為研究問題後，共參與迷群聚會與活動 6 次，每次聚會

3-7 人不等，因此與韓劇收視迷群有基礎互動與認識，而在研究者所熟識之迷群

中，尋得二位受訪者。另由網路中取得兩位受訪者，並試圖透過兩者介紹取得其

他樣本，但都無疾而終。或許是因為我與受訪者第一層基礎認識關係已不夠深

厚，致使滾雪球的起點有所困難，其餘六位，皆經由周邊親友推薦取得。 

 

（三）研究對象 

 

表 3：本文受訪者資料一覽表 

取得

途徑 

 性

別 

年

齡 

職

業 

婚姻 收視狀況 備註 

受訪

者 A 

女 28 貿

易 

未 學韓文，與韓國網友熟

識，為受訪者中接觸韓國

文化最深者。 

迷群互動

深 

類型

Ⅰ 

受訪

者 E 

女 20 學

生 

未 日文系學生，承認自己是

哈韓族，設有網站。 

迷群互動

深 

受訪

者 B 

女 37 業

務 

已 韓劇收視成為逃避壓力的

方式，首部韓劇為親友引

薦。 

 

受訪

者 C 

女 25 老

師 

未 英語教師，觀賞韓劇時段

主要在假日，出奇理性的

閱聽人。 

 

受訪

者 D 

女 25 助

教 

未 偏好愛情故事，同時閱讀

羅曼史，受友人影響收

視。 

 

受訪

者 F 

女 55 退

休 

未 韓劇收視為日常例行公

事，對所看內容無深刻記

憶。 

 

類型

Ⅱ 

受訪

者 G 

女 45 金

融 

已 學習韓文，為受訪者中較

具世界觀者。 

曾參與迷

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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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者 H 

女 32 會

計 

已 曾參與追星活動，至韓國

旅行，偏好羅曼史閱讀。 

迷群互動

深 

受訪

者 I 

女 55 老

師 

單 以前曾至韓國旅行，認為

韓劇具有教育性。 

 

 

受訪

者 J 

女 35

歲 

廣

告 

單 具豐富戲劇收視經驗，在

電視台上班 

迷群互動

深 

 

在此次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主要以韓劇收視者為主，原因有二：韓劇收視為此波

韓國流行文化之主要促動，因此在研究對象選取上，自當不可偏廢；其次，社會

中一般認可的哈韓族為 25 歲以上女性，蓋洛普的收視調查也指出，韓劇收視群

主要集中在 25 歲到五十以上的女性，年齡較哈日族高，與本文所訪談之研究對

象類屬相似。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