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帝國之眼：韓劇收視的在地意義 

 

　以全球與在地為軸，閱聽人研究主要圍繞在兩個核心議題上：權力流動與符號

解讀。八○年代後，由於傳播科技與跨國流動間文本互動的頻繁，過往侷限於國

境或是以國族為架構的閱聽人研究脈絡已不足解釋當前樣貌（魏玓，1999：94），
應當尋求並正視在地閱聽人如何對跨國文本做出解讀與詮釋。在鉅觀層次的權力

流動上，傳播研究重視跨國電視流動在核心與接收國家間權力爭奪的過程，早期

鉅視論者（grand theory）偏好以「單行道」（one-way street）作為譬喻，但晚近

電視文本的流通對於在地電視類型與風格確實也形成混雜作用，反有助於在地電

視產業的發展，形成同語區電視文本間的流通。(Sinclair et al.，1996：13) 
 

　 在本章中，主要探討的是媒介文本(media)與閱聽人（agency）之間的互動。

無可諱言的，韓國流行文化行動者主要依循的媒體符號作為其行動的意義依歸，

但跨國媒介文本的在地流通，在收視解讀與情境有著因地制宜的差異。本章首由

全球化時代中閱聽人研究理論整理著手，探析當代閱聽人研究的轉變；次對韓國

電視劇在地消費做一簡述與類型分析；第三節將藉由訪談資料分析，瞭解在地閱

聽人如何解讀韓劇文本；第四節，將由韓國電視劇收視情境著手，在宏觀層面上，

由閱聽人收視來源瞭解韓國電視劇的在地流通為何，在微觀層面則藉由閱聽人收

視情境瞭解跨國電視與閱聽人日常生活如何接合產生意義。 
 

第一節　 全球化時代下的閱聽人樣貌 

 
（一）閱聽人研究歷程：消極到主動 
 

誠如莫利所言，歷來的閱聽人研究一直在兩個向度間徘徊：閱聽人受文

本影響及閱聽人避免受文本影響。（Morley，1992；Abercrombie，1999）依

照傳播研究中閱聽人收視研究主題區分為三個階段：（Abercrombie，2000；
Halloran，1970；Morley，1992；Livingstone，1997；翁秀琪，1993；McQuail，
2001） 

表10：閱聽人研究分期整理 
 效果研究 

1940-1960 
使用與滿足1960-1980 解碼研究 

1980- 
研究主題 電視對觀眾有直接影

響 
關注閱聽人收視的長

期變化；人如何看待媒

體 

重視收視過程的動態

解碼 

閱聽人角色 消極被動，易受文本影 主動積極，隸屬於不同 優勢/協商/對立三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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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次團體非均質 讀方式 
研究方法 實驗法、問卷調查 

 
質量方法兼具 選擇立意樣本進行訪

談，言說分析 
理論缺失 對閱聽人角色的侷限 僅止於個體心理層次

的探討，缺乏社會文化

觀點 

過份仰賴觀眾論述；混

淆脈絡與觀眾主觀意

識；閱聽人與批評者對

內容瞭解不盡相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 影響效果階段(1940-1960)：艾倫（Robert C.Allen，1998）指出，自三○年代

傳播研究開始後，「媒體與觀眾關係研究偏向自然和物理科學模式」（Allen，
1998：22）在此階段中，偏向以量化數據說明閱聽人與媒介收視之間的關係，

主要重視的是媒介文本如何影響閱聽人，傾向於將閱聽人視為均質一致的個

體忽視其對文本解讀上的差異。因此閱聽人往往被視為是「眼神呆滯的呆頭

鵝」，而電視則必須承擔麻痺心靈的負面控訴。（Morley，1989：16）由於忽

視閱聽人的分殊性，效果研究於六○年代末開始進入無效果階段，因此傳播

研究始轉由閱聽人主動性進行分析，也在凱茲（Katz）等人的主導下進入閱

聽人研究的第二階段，中度效果階段。（McQuail，2001） 
2. 使用與滿足階段（1960-1980）：有別於前述的效果研究，使用與滿足研究重

視閱聽人主動性及內在心靈需求與動機的滿足，在閱聽人隸屬於不同次團體

的情況下，媒介文本效果往往並非如早期研究者所擔憂者巨大難檔。此階段

對於閱聽人研究最大貢獻在於，使原本偏重於傳播者角色的研究方向翻轉過

來，賦予閱聽人主動性及核心角色。但使用與滿足研究過於重視閱聽人內在

心理層面，對於其外在社會文化意義的解釋有限。因此，在八○年代末期，

以英國文化研究中心(CCCS)為首所進行的一連串閱聽人質化分析，即逐漸受

到重視。 
3. 解碼分析（1980-）：參考自葛蘭西(Gramsci)的文化霸權概念，霍爾傾向將電

視收視視為動態過程，而跳脫結構決定論的僵化論定，霍爾認為意義並非僅

根植於文本中，而是在收視過程中由產製者與接收者所得共識交會處才是電

視收視的真正意義。(Hall，1980；Morley，1989；魏玓，1999)此外，莫利

（Morley，1989）針對「全國」觀眾所進行的家庭收視情境研究，也可視為

是閱聽人研究一大進展。（David Gauntlett　 　 &Annette Hill，1999：3）莫

利的研究深入日常生活的微觀權力層面，將客廳收視情境視為家庭權力分佈

的來源，同時關注社會階層對收視情形的影響，不再僅止於特定文本對閱聽

人效果的研究。 
 
綜觀大半世紀的閱聽人研究，閱聽人角色由被動到主動，研究主題與方法由

單向到多面向，在在顯示出傳播過程並非僅一文本效果，而是受制於閱聽人身處

情境的影響。（Ang，1996）閱聽人研究光譜朝主動性移動，連帶使結構與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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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間的衝突矛盾被突顯出來，不容忽視的事實是，全球化過程是在世界體系

（world-system）下進行（Hall，1997；Robert，1997；King，1997）因此，主體

在全球化處境與社會位置，斷不能無視權力的在地作用及世界體系中政經勢力結

構的影響。 
 
（二）跨文化收視分析：詮釋社群的權力爭奪 

如同霍爾（Hall，1997）所指出，全球文化由現代化文化產製工具所主宰，

其中又以影像（image）穿透力最盛，能輕易穿越不同語言邊界。（Hall，1997：

27）同時，安德森（Anderson）也指出，文化認同正是依靠媒介為中心，進行國

族想像的建構。（Tomlinsion，1994：158）另外一方面，全球性文化解領域化的

過程日盛，跨國文本的流動與文化交流都可被視為是文化權力的爭奪的動態過

程，在閱聽人研究中，關於權力議題的論點，又以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

與文化鄰近性（cultural proximity）的觀點討論最盛。 

 

佛格森（Ferguson，1989）指明，全球文化應當重視的是，是哪些文化得以

「全球化」而哪些文化面臨「被全球化」的危機。因此，在跨文化收視分析中，

權力的流動及文化產品的流通方向是跨文化傳播中最應當重視之處；另一方面，

再探討全球化過程中的世界體系時，金（A.King，1997）也提醒我們全球化過程

中的文化往往與世界的經濟政治體系相關，（King，1997：6）在此脈絡下，不容

忽視的即是文化帝國主義論述觀點。 

 

學者坦斯拖（Jeremy Tunstall，1994）認為所謂的文化帝國主義核心議題主

要與美國文化商品大量產製相關，這些文化商品的流通「如此肆無忌憚，使得許

多國家正宗傳統的地方文化色彩，為之淪喪。」（引自Tomlinsion，1994：18）文

化帝國主義者(cultural imperialism)認為，面對外來文化的侵襲，在地文化將面臨

文化同質性的危機。而學者湯姆森(Tomlinion，1994)也曾引用傅柯（Foucault）
對論述的討論，認為文化帝國主義論述是一種斷裂矛盾的過程，由立場各異的論

述所組成但彼此間卻又有互通處：皆以文化殖民的概念為核心。 
 
無論是以媒介文本意識型態分析核心的「媒介帝國主義論述」，或強調各地

文化應當自主有別，但因強勢文化入侵陷入同質化危機的「國族論述」；亦或是

強調世界體系發展性國家論調與：本主義商業利益相結合的「現代性」與「資本

主義」論調，看似立場互異的論述，卻都同時以以鉅觀架構檢視跨國文化間的流

動，同時皆以世界體系中權力的分佈為主要分析架構，文化帝國主義者看待文化

的方式是固定具疆域性，非動態可互通流動的。 
 

知名的文化帝國主義論者席勒（Herbert I. Schiller，1991）在「後-文化帝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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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尚未到來」一文中指明，有些學者認為隨著帝國主義時代的結束，強調侵略的

文化帝國主義論調已不合時宜，但席勒認為，文化帝國主義從未結束，而是一種

正在「持續發生中」的過程。他認為研究跨國文化傳播不能僅作單一文本的影響

效果分析，而應視將跨國文化商品的流通視為是一種整體的「文化包裹」（cultural 

package）的形式，文化商品作為跨國資本主義的先鋒，引入在地的是一連串相關

的企業利益與文化價值。（Schiller，1991；魏玓，1999）席勒的觀點遭受諸多學

者的反彈與批評，執主動閱聽人概念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的說法過於僵化單

向，忽視閱聽人主動性的可能，而此爭執核心也一直是傳播研究中難以規避的課

題。 

 

除卻文化帝國主義的論述外，跨文化分析另一關注焦點則在於不同文化價值

間的融合與競奪。凱茲與利柏茲（Katz & Liebz）針對美國「達拉斯」（Dallas）一

劇進行不同文化種族閱聽人收視分析，包含阿拉伯、以色列、美、俄等不同國家

的閱聽人，面對相同文本卻會做出不同解讀，以符合自己文化詮釋社群的價值觀

作為判讀標準。（Katz & Liebes，1986；Livingstone，1997：404）霍布森（Hobson）

針對婦女收聽廣播劇的相關研究也得到類似的結果，她指出亞裔受訪者對於劇中

的情節解釋，往往與其餘文化者相異，具有「亞洲價值」（Asia Value）。（Hobson，

1989：165），執此觀點來看，跨國文本的收視仍與閱聽人所源出(origin)的文化詮

釋社群相關，涉及不同文化價值的判斷。 

 

學者Straubhaar提出文化鄰近性（cultural proximity）概念說明跨國文本流動面

對不同地區相異的文化價值時，閱聽人會選擇與自身文化價值較為接近的文本。

（Straubhaar，1992：178；John Sinclair et.al，1996：14）而此種說法常見於世界體

系中邊陲國家對抗主流國家時所用。Straubhaar以文化鄰近性概念說明，面對內容

相近的產品，拉丁美洲國家會傾向選擇同語系商品或是在地所產者，但仍忽略在

其「選擇」的形式上，早以受制於特定國家所提供，在形式與內容上影響著在地

產品的生產。但誠如霍爾（Hall，1997）所提醒我們的，當前所謂的全球化過程

往往以英國語文文核心價值，帶著「英國之眼」（english eye）為主要視角，（Hall，

1997：20）因此，在論及全球化過程中的主流文化價值的取決時，不能忽視世界

體系中核心與邊陲的位置對何謂「主流價值」所帶來的影響。 

 

（三）符號消費：閱聽人主權與文本 

 

學者凱瑞（Carey）認為將傳播過程視為一種儀式性行為，是傳播者與接受

者間符號交換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真實得以被產製、維繫、修補與傳遞。

（Newcomb，1983；McQuail，2001：74）因此，與閱聽人研究相關的第二個核心

議題主圍繞在媒介文本「符號」（symbol）的解讀與意義的產製上，即文本消費

中閱聽人角色的主動性（active）及微觀(micro)權力的施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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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聽人主動性研究，首推，安（Ang）所進行的「朱門恩怨」（Dallas）研究

最具代表性，該研究採用閱聽人回信作為文本分析，為閱聽人研究開啟了新的起

點。(Ang，1985；Morley，1989；Allen，1989：49)安的研究開啟了閱聽人研究的

另一項新起點，她採用閱聽人回信作為主要分析，透過閱聽人論述與次級文本資

料分析瞭解閱聽人收視肥皂劇（soap opera）的愉悅與大眾文化意識型態批評間的

關係，安認為由於通俗劇集的產製過程，使其很難擺脫大眾文化意識型態的批

評，閱聽人在意識型態批判的陰影下，將採取四種姿態進行解讀：批判型，嘲諷

型，迷（fan）及民粹主義四種類型，閱聽人身處不同意識型態立場，與文本所

保持的距離也有所不同。安的研究最大貢獻在於其對於「真實主義」（realism）

的分析，她認為「朱門恩怨」一劇之所所以能廣受歡迎，主要在於其內容屬於「情

感真實」的呼應，能確切地呼應一般人內心的「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具有人類普同性，因此能在世界各地受到廣泛閱聽人喜愛。（Abercrombie，1999：

193；Gauntlett&Hill，1999：10）） 

 

　 另一名學者霍布森（Dorothy Hobson）曾以英國勞工婦女為例，探究肥皂劇如

何進入工作場所的人際關係與文化中，她的研究發現肥皂劇所提供的知識與話

題，往往成為婦女每日交談的主題，人際互動的依據。她發現婦女是以兩種不同

的方式在討論肥皂劇：客觀討論與參考型（referential），閱聽人可輕易在兩者間

穿梭。所謂客觀討論者，能將文本與日常生活區分，而參考型的觀眾，則將文本

視為其日常生活實踐的主要參考依據，（Hobson，1982；Abercrombie，1999；Story，

2001：149；Liesbet van Zoonen，2001：165）她認為肥皂劇是「一種理解和處理問

題的方法，這些問題被認為是其他女性也有的，無論是在節目或是現實生活中。」

（引自Story，2001：149）在此，文本消費不再僅止於收視的解讀，更以實踐的

方式與閱聽人的日常生活結合，因此庶民文化的力量也因此受到重視。 

 

費斯克（Fiske）語意民主(semotic democracy)概念即可視為是文本消費過程中

閱聽人主權，為跨國文本收視過程中為閱聽人主動性提出另一個理論觀點，費司

克（Fiske，1985）強調「觀眾有權將節目論述與其自身的生活經驗連結起來」，

因此在文本符號解讀的意義上，所謂「真實」的意義備受重視。費司克認為即使

受制於經濟結構之下，閱聽人仍具備生產能力，能善加運用媒介所提供的媒體符

號與資源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庶民文化並進而產生創造與閃躲二種愉悅。（Fiske，

1993：54）依照費司克的思考脈絡而言，文本符號的解讀意義端視閱聽人反應而

定，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utiality)與多義性（polymetic）將使符號解讀呈現無所限

制的極樂狀態，換言之，只有文化消費者的實踐能使文本符號產生意義，「此權

力毫無疑問是屬於人們」的。（C.Lee Harrington &Denise D.Bielby，2001：9 ） 

 

　 相似的樂觀論調出現在學者狄賽托（de Certeau）「戰略」(tactics)與「策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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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喻分析中。狄賽托（de Certeau）認為，面對龐大的資本結構，日常生活的實踐

者可以透度奇襲方式在資本機構與限制中以不著痕跡的方式獲取所需，實踐者在

此過程中擁有自主性不受到結構的限制與管控，因為「文化消費展現自我的方式

不是透過自身的產物，而是出於其使用主流經濟強制推銷產物的方式。」（de 

Certeau，1984：；Story，2001：66）狄賽托的論點再次重申閱聽人的主動性概念，

並強調閱聽人創新的可能。Jenkins認為在狄賽托的脈絡中，閱聽人並非被引入一

個「預先創造好的虛構世界裡」，而是進入一個由閱聽人所「自行創造的文本世

界中」（Jenkins，1992：63），閱聽人自行運用文化工業所提供的素材，創造出屬

於自己的文化，在此部分並非文化工業所能控制的。 

 

延續晚近傳播研究向閱聽人主權轉向的影響，執此觀點的研究者，力求將閱

聽人/行動者置於文本消費的核心，並倡議閱聽人主動性的概念，但誠如安（Ang）

所提醒的，閱聽人在媒體使用與解釋上或許具備多元面向，「但我們卻不能樂觀

地在『主動性』與『有權力』間劃上等號。」（Ang，1990：247）因此當前閱聽

人文本消費的的分析與研究，仍需置於全球化架構中一併檢視。 

 

（四）全球與在地之爭：閱聽人研究新面貌 

 

在鉅視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取徑與接收分析的閱聽人研究之間，許多影響閱聽

人收視情形的中介因素應當置於全球化架構下探討。（Sinclair，1996：19）莫利

（Morley，1992）指出，跳脫出八○年代末期閱聽人民主慶賀式的研究，當前閱

聽人研究所面臨真正困難的是，研究者如何將權力與意識型態的垂直面向與日常

生活脈絡的水平面向相結合。（Morley，1992）Mattelart夫婦，也認為當前閱聽人

研究不應該過份重視閱聽人與文本互動的細節，而應當考慮到大環境中權力結構

不平等的問題。（魏玓，1999）因此，以權力面向為主軸，在鉅觀層次上應當重

視跨國文化財貨產製的所有者與國與國間不平等狀態，將對在地產業文化經濟或

是勞動力帶來何種影響；但羅賓森（Roland Robertson，1997）也提醒我們，個體

的位置處境也應被視為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部份，（Robertson，1997：79）因此

在微觀層次的權力分析上，則應當重視閱聽人日常生活收視情境的影響。在權力

與符號此兩核心議題下，全球化脈絡中的閱聽人研究約莫可區分為幾個取徑： 

 

權力/意識型態  

鉅觀/（垂直） 微觀/日常情境（水平） 

研究面

向 

多元面向 生活風格研究 

 

 

文本消費研究

收
視

情
境

階
層 

符號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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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面向  

 

文化帝國主義 收視效果研究

文本產製 

圖5：全球化脈絡下閱聽人研究途徑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承自文化研究多學門整合的傳統，晚近閱聽人研究也採多重途徑分析。

（Harrington&Bielby，2001）以權力分佈為橫軸，閱聽人符碼解讀角色為縱軸，

區分出當前全球化情境下閱聽人研究的四種途徑： 

 

1. 生活風格研究（Life style）：羅伯森（Robertson，199724）認為全球過程中的文化

樣貌，主要與兩個文化形式有關：一致性的分殊化（particularization of 

universalism），與當前一般大眾「全球人」（global-human）此一生存方式成形有

關；另一文化形式則為獨特性的一致化（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指的

而是當前廣泛流通對於他者，獨特性與差異等概念毫無所異的現況；而差異與

一致性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用以區分在地與他者之間的判決依准。（Robertson，

1997：76）尋求一致性與力求差異，成為全球化過程中文化議題的兩難過程。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所提出的生活風格研究，適時地補足了此部

分的不足。布迪厄認為文化品味與階層間具有強烈相關性：一方面，文化資本

越多（往往與教育程度相關），行動者的品味與美學鑑賞力與之相稱，但他同

時認為（往往涉及品味高低的討論）品味是人們用以維繫差異的方式，「品味

會分類，也會分類分類者」（Bourdieu，1984：6），透過教育體系不斷再製的階

層，將使閱聽人產生不同的生活風格（life style），而在鉅觀層次的文化消費分

析中，閱聽人同時是主動選擇其所欲，扮演主動選擇的角色，但同時也受限於

文化生產財貨提供的影響。（Bourdieu，1984；Cheryl Harris，1998：42；

Harrington&Bielby，2001：7；Bocock，1995：100；Story，2001：61） 

 

2. 文本消費：此脈絡下的分析途徑主要圍繞在文本與閱聽人之間的解讀。跨國文

本所涉及的文本解讀，首當其衝應當瞭解的是「誰的文本」以及「誰在收視」

的問題。晚近閱聽人分析所面臨的最大問題在於落入流行工業共謀的批評。

（Morley，1989；魏玓，1999；）但在微觀的閱聽人分析上，閱聽人收視情形

的量化數據，仍具備一定程度的參考價值。過往量化為主的閱聽人研究，多專

注於「什麼」在流行而未加以探究後續之因。當前全球化脈絡下的閱聽人研究，

應該質疑的是該類文本「如何」流行，「為何」流行，而與閱聽人生活位階之

串連意義為何。（Ang，1996）全球化過程中的文本消費研究，在微觀層次上，

                                                 
24 Ronald Robertson(1997)”Social Theory,Cultural Relativity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ity”in 
A.D.King(ed) Cultural,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p.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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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重視閱聽人文本分析與日常生活之別外，文本符號意義如何為真，影像與真

實之間的區別，亦是當代研究的核心之一。 

 

3. 文化帝國主義分析路徑：以文化帝國主義為分析主軸的閱聽人研究，著重於跨

國文化消費對於行動者在文化認同層面與價值體系的影響。在意識型態的分析

上，文化帝國主義分析路徑特別重視跨國企業以國家為後盾，進行企業剝削與

文化殖民的意圖，(Schiller，1991；Tomlinsion，1994；Roach，1997)而閱聽人在

此過程中，往往是回到早期法蘭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對文化工業的批評，

將閱聽人視被動被操弄而不自知。此論點往往落入經濟決定論盲點中，忽視文

化所具備的相對自主性與活力，八○年代後文化帝國主義的論調，受到新馬克

思主義動態霸權論的挑戰而有所鬆動，（Sinclair，1996：7）因此，全球化過程

中的帝國主義觀點，應當修正為更為動態多元的文化霸權分析，方能捕捉當前

複雜且動態的閱聽人面貌。 

 

4. 收視效果研究： 關切於跨國文化商品對在地閱聽人的影響，量化調查與收視

率研究仍為當前閱聽人研究途徑之一，許多研究者透過量化調查方式，瞭解閱

聽人收視跨國文本的動機，並藉此說明跨國文本在地消費的狀況。

（Livingstone，1988；蘇蘅、陳雪雲，2000；Georette Wang,Lin-lin Ku,Chun-chou Liu，

2000：52；）但誠如狄賽托（de Certeau，1984），除了指出電視播映與閱聽人花

費在電視上的時間外，「閱聽人如何運用該影像，以及收視時間的真正作為」

或許才是研究收視行為的焦點所在。（de Certeau，1984：31 ） 

 

5. 各分析途徑間的整合與相關概念：未來研究核心議題 

由以上四種分析途徑的交互影響與相關議題，全球化脈絡中的閱聽人研究或

許可以其為核心議題進行分析： 

 

（1）符號消費：法國學者布希亞（Baurdillard）擬真的概念，恰可作為當代閱聽

人研究的核心概念之一，隨著影像流通滲透到日常生活空間之間，影像中所代表

的儼然是真實的缺席，閱聽人在符號所建構的世界中游牧，尋求難以瞭解的「真

實」意義。符號消費的概念恰可以作為生活風格研究與文本符號間的連結，費斯

克（Fiske，1987）以互文性概念說明文本符號消費交互指涉的過程，面對符號意

義的流動與不確定性，閱聽人生活風格的成形，除仰賴文本外符號為意義外，周

邊所有相關的報導與生活實踐上的模擬，也可視為是次級與第三級文本消費。在

此，生活風格與文本消費藉由符號消費之概念有所接合，意義憑藉閱聽人/行動

者日常生活實踐而生，而其所消費的物，到底是出自其真正所欲，或是為他人（for 

others），以消費物作為區隔的強化，值得更進一步分析。 

 

（2）情境分析：文本消費與傳統效果研究間的相關性交會在收視情境的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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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量化調查僅重視文本產製的地域性（重視文本產地），而忽視在地情境對消

費行為的影響。在微觀權力脈絡下的閱聽人消費，應當以情境作為閱聽人主動性

與被動性間的連結，在文本消費的主動閱聽人概念中加入收視情境的分析，以瞭

解其在媒介使用情形中的微觀政治情形，及其所處的權力分佈概況。（Morley，

1989）；在量化研究中，收視情境的歸類，也將有助研究者更進一步瞭解閱聽人

所處社會環境的影響，而非僅將影響效果侷限於文本和閱聽人之間的解讀。 

 

（3）媒體產製：連結文化帝國主義與效果研究的概念，是媒介文本產製的研究。

此兩者研究皆重視跨國媒體對閱聽人的影響，此兩種分析途徑認為文化是具有地

域性質的，忽略了文化的動態面向，但卻是點明了全球化過程中的閱聽人研究應

當重視「產製」層面，學者沃爾夫（Janet Wolff）認為，在討論當前全球化過程

中的文化時，有兩項重點應當關切：首先，應當試圖尋出國際（international）體

系層級上的「文化理論」；其次，應該重視在全球文化體系中文化產製與消費的

問題。（A.D.King，1997）全球化脈絡下的閱聽人研究，在文本與閱聽人之外，應

當重視跨國媒介文本流通與在地結構（媒體資源掌控/行動者社會階層）間的關

連。因此，欲探討全球化脈絡下的閱聽人收視面貌，則應採多元分析的方式，不

應有所偏廢，方可對此變動未休且正在進行的過程做分析與瞭解，因此本文在此

提出全球化脈絡中四種途徑交互相關的幾項研究重心： 

 

（4）階層：在生活風格研究與文化帝國主義的分析途徑間，連者重疊的核心理

論概念在於「階層」分析的運用。生活風格分析重視的是行動者在整體社會位階

中所處的位置，對其文化消費品味的影響；文化帝國主義則是以全球體系作為基

調，認為世界體系的政經勢力分佈，將影響其文化傳布的範圍。階層的概念有助

於研究者將閱聽人置於鉅觀脈絡下檢視權力與意識型態的影響，但應避免陷入經

濟決定論的危機中，誠如布迪厄（Bourdieu）所提醒的，品味階層不是一種僵化

不變的，美學品味所呈現出的是社會關係的再製與爭奪過程，這才應是當代文化

消費研究的核心。因此，在全球化過程中閱聽人消費情形所應當重視的階層概

念，不再應該只是指明「階層」的存在，而應當去質疑，這樣的階層「為何」存

在，以什麼樣的方式存在，在跨國文化品味階層的分析中，該種文化品味如何位

居上階，或是依著什麼樣的力量傳散各地，都是應當重視之處。 

 

　 本節藉由閱聽人研究進程探究歷來傳播研究中閱聽人角色的轉變，由被動到

主動，由消極到積極，全球化脈絡下的閱聽人研究，可藉由階層，收視情境，符

號消費及媒體產製等四個層面著手。霍爾(Hall，1997)在論及當前全球化過程時

曾指明，全球化時代下的新型態文化受到文化產製的現代化工具主宰，影像快速

地且輕易穿越語言界限在世界流通。（Hall，1997：27）因此當前全球化情境下的

閱聽人研究，不能僅止於文本的分析，與閱聽人收視的解讀，來自文本產製面與

跨國動態的權力鉅視分析，都應有所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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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韓劇在台灣 

 

在全球化的形式下，電視劇（soap opera）具備兩項特質：首先，全球各地

的電視劇具備相似的敘事模式；其次，電視劇為全球化世代中出口最盛的電視形

式。（Barker，1999：54）因此，在跨國文化的流通上，往往以電視劇作為先鋒，

韓國流行文化即是以電視劇為中心進行，韓國電視劇的在地消費情況，與其播映

策略與內容相關，由於在地頻道中充斥著多種戲劇類型，韓國電視劇欲在本地眾

多節目中突圍，一開始即必須與其餘類型節目區隔。 
 

　 在本節中，一開始藉由韓國電視劇在收視與消費情況著手，藉由數據的呈現

瞭解近四年來韓國電視劇在本地收視的概況；其次，本文藉由閱聽人認定所區分

出的韓劇類型，進行敘事特色分析，將能對韓劇文本之特色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一）韓劇在台消費概況 

 

依據東方消費者資料庫資料顯示，在地閱聽人最常收看的五個戲劇類型節目

統計中，以國語、台語連續劇為主，日韓語、大陸劇居次，在2001年前，日本電

視劇向來為在地調查中最受歡迎的外語劇，但自2002年開始，韓國電視劇首度以

13.8%超越日本電視劇的7.8%，成為閱聽人最常收視的外來電視戲劇節目。下表

為二○○○至二○○三年間在台播映較受注目的韓國電視劇收視率走勢圖，由於

在台播映韓劇數量總數約達二百部，因此，在數據分析與戲劇節目收視率的分析

上，主要透過幾個途徑篩選： 
1重播次數較多：如蕃茄，藍色生死戀，情定大飯店，火花，冬季戀歌等。 
2.登上無線電視頻道：商道，玻璃鞋，紅豆女之戀，開朗少女成功記等。 

3.在收視上引發討論，受到注目：明成皇后，背叛愛情，順風婦產科等。 

 

　 與日本電視劇相似，韓國電視劇的引入，仍是始於有線電視台的經營，自一

九九九年起陸續有中視衛星，八大，東森等電視台進行播映，在二千年之前，受

到注目的韓劇僅「火花」一部引發相關討論，這部以探討婚姻外遇為問題的連續

劇，成功打入婦女市場，但也因此使韓劇被扣連上「婆媽劇」的印象，火花同時

也是此波風潮中，第一部置於黃金時段（Prime time）播映的韓國電視劇，播出

當時收視達到4.34%，居當時無線電台收視之冠，也開啟無線電視台爭相播映韓

劇的風潮。就韓國電視劇近四年的整體走勢而言，二○○一至二○○二年是韓國

電視劇收視高峰期，數部韓劇同時登上無線頻譜，但僅少數幾部能受到回響，在

無線電視播出中，收視較好的有：情定大飯店（4.53），青春陷阱，商道(1.71)，
玻璃鞋（5.4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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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可諱言的，韓國電視劇在地播映的數量上確實驚人，但就收視數據的呈現情

況上來看，除卻特定熱門劇種外，一般而言韓國電視劇的收視差異甚大，平均收

視率維持在1.0左右。在收視情況的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整體收視情況自2002

年後有逐漸下滑的趨勢。 

 

韓國國家影視產業振興學院，針對台灣六所大所419名學生所進行的調查發

現，38.2%的學生認為「韓國電視劇不如台灣電視劇」，僅24.6%的人認為「韓國

電視劇比台灣好」；在後續韓國電視劇的在地發展上，有59.1%的人認為沒有變

化，28.3%認為「影響力會下降」。影視產業振興院研究員鄭潤慶認為，韓國電視

劇熱潮在台灣逐漸降溫是來因為「台灣的電視台迅速增加了韓國節目，從而導致

了負面影響。」（朝鮮日報，2004/2/25）真實原因是否如此尚待進一步證明，但

韓國電視劇的在地收視情況近年有逐漸減緩的趨勢卻是不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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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韓劇收視走勢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費斯克（Fiske，1993）將互文性庶民文本分為三類：初級文本（primary text）

次級文本（secondary text）及第三級文本（thrid text）三類。所謂初級文本是以該

明星與劇為中心，次級文本則以與初級文本有直接相關的評論廣告，刊物，故事

等相關；第三級文本則是指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模擬方式，無論是哪一個等級的

文本，費斯克認為「庶民文本是不完整」且必須藉由「文本與日常生活相關性的

建構」產生意義。（Fiske，199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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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收視數呈現，即為第一級文本消費概況，下表為與韓國電視劇相關的

次級文本在地消費概況：由下表可知，在所有韓國電視劇相關初級文本中，以原

聲帶的出版數量及所獲得的迴響最大，在未經龐大預算的促銷下，韓國電視原聲

帶的熱賣成為唱片界仰賴的主要財源之一，加上一曲兩賣（中文翻唱）的策略，

韓國電視劇的次級文本被發揮的淋漓盡致。（聯合報，2001/12/31）韓國電視劇初

級文本的商品化，以冬季戀歌所達效益最高也是國內引進最多周邊商品的電視

劇，除電視劇本身初級文本的重複播出為廣大閱聽人消費外，其相關周邊產品包

括原聲帶（14萬張），旅遊書（4萬本），北極星項鍊（八萬條），裴勇俊圍巾，冬

季戀歌旅行團（估計約三萬人次）等，所達經濟效益驚人。 
 

表11：韓劇周邊商品販售整理 

 原著小說 原聲帶銷售量 中文翻唱 備註 

火花  5萬 辛曉琪「愛的謳

歌」 

 

星星在我心  2萬   

再見我的愛  1萬   

藍色生死戀 十萬本 8萬 辛曉琪「童話」  

愛上女主播 五萬 8萬   

情定大飯店 五萬 4萬 姜喆「邂逅的那

天」 

 

原著小說  14萬 張信哲「開始現

在」 

原聲帶蟬聯大眾音樂

外國歌曲四周冠軍 

冬

季

戀

歌 

全記錄 四萬本 3萬（古典情境

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次級文本的消費上，在地論述與迷群力量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肇因於在地

與韓國間的長期競爭心態，論及韓國電視劇時，在地論述總不免長吁短嘆臥薪嘗

膽一番： 

 

南韓電影之所以出類拔萃，裴勇俊、金喜善、全智賢等偶像明星，之

所以能令台灣追星族抓狂，南韓政府應居首功，若不是當年南韓政府大刀

闊斧，透過各式政策手段，傾全力振興電影產業，今日的韓片和韓劇，又

怎麼可能如此火紅呢？師法南韓，已叫了那麼多年，或許，該是付諸行動

的時候了。 

【中國時報，2004/4/20】 

這樣的論調不斷在與韓國流行文化相關的評論中出現，在在顯示出在地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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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者對於韓國後來居上的焦慮與恐慌。另一方面，由於在地韓國娛樂消息的缺

乏，在次級文本的消息來源與蒐集上，迷群力量與管道往往比媒體更為靈通，呈

現資訊權力翻轉的現象，本文將在後續閱聽人分析中進行相關探討。 

 

在電視劇的初級文本與次級文本消費間，閱聽人具有主動構連（articulation）

與選擇的可能，但在第三級文本的消費上，韓國國家機制與跨國企業的推動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 

裴勇俊訪台旋風，激發旅行業者將「裴勇俊 」的影片拍攝地和購買「代

言的服飾」，做為旅遊的主要目的，擺明就是要吸引裴勇俊的影迷，蜂擁

赴韓。⋯⋯另外，遊客還可搭地鐵到漢城的明洞，購買裴勇俊代言的「OLD 

＆ NEW」韓國品牌服飾，跟偶像穿同樣款式的衣服，收集印有裴勇俊照片

的提貨袋、海報等；甚至，遊客所搭乘的韓亞航空，也是裴勇俊首次到台

灣時，所乘坐的航班。  

【中國時報，2004/4/13】 

陳寧寧（1999）也指出，中韓斷交之後在地與韓國間的文化呈現交流中斷的

現象。這道過往緊密的門，隨著韓國電視劇的盛行有了逐步開啟的現象，圍繞在

韓國電視劇文本為中心的文化消費概況，主要呈現在電視劇與迷群消費上，韓式

生活風格是否得以在本地成形則尚待進一步檢視。 
 

（二）韓劇在台播映類型 

「肥皂劇或許是最國際化的視覺形式⋯⋯」 

【Nicholas Mirzoeff，2004：24】 

 

學者Lazano（1992）指出，電視連續劇所帶給閱聽人的文化感動（motive）
與流行美學是其餘媒介類型所無法提供的，因此提倡電視連續劇單一類型研究，

他認為電視劇具有幾項特徵：具有史實性，重視家庭生活面向，引發觀眾投入，

且是一種永無止盡的敘事方式。（Lazano，1992：208）另一方面，艾倫（Allen，
1989）則認為類型的認定與產製應當是「影片製作者影片本身及閱聽人共同認定」

而得，（Allen，1989：47；Jane Feuer，1993：139），因此本文依據受訪者及研究

者自身認定區分出以下四種韓劇類型： 
表12：在台播映韓劇主要類型 

 都會偶像劇 家庭倫理劇 輕鬆喜劇 宮廷歷史劇 

主要角色 兩男兩女 扁平式家族角

色延伸 

親友 以歷史人物為

核心 

集數 20-30 40以上 百集以上 長篇敘事 

敘事方式 單一敘事（愛情

為主） 

平行共時敘事 

（家庭價值） 

零散敘事 

（人物性格） 

線性敘事 

（歷史事件/人

 64



物） 

時間描述 因果性 零碎 零碎 依時序排列 

空間陳設 藉由空間轉換

進行敘事轉變 

侷限在家庭內 家庭場景為主 以事件發生地

為主 

聲音敘事 為敘事的一部

份 

緩和氣氛 緩和氣氛 為敘事的一部

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都會偶像劇： 　 　  

　 　都會偶像劇發生場景主要以都市生活為背景，劇中所呈現出的漢城街

景對於在地閱聽人既陌生又熟悉，亞洲街景與人流的相似，與遠距城國的感受，

都將帶給閱聽人不同的視覺感受。而隨著主角人物的更迭，場景亦有所變動，都

會偶像劇多採實景取鏡，因此空間的轉換同時也是敘事的一部份。每個場景代表

不同的敘事背景，以「藍色生死戀」為例，兒時的鄉村，回憶的海邊，私奔的牧

場，泰錫的飯店，俊熙的畫室等，空間同時成為敘事的一部份與故事密不可分。 

 

另一方面，此類故事主要建立在周邊人際關係的「立」與「破」上。孔茲洛

夫（Sara Ruth Kozloff）在論及電視劇中的敘事理論時即曾指出，「電視劇主要呈

現的就是劇中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Kozloff，1998：71）而韓國偶像劇

的敘事主要便是圍繞在核心主要角色周邊的人際交往處理上，受訪者H認為，「韓

劇與一般劇種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其在情感處理上的細膩」，而依據韓國電

視劇的敘事類型，主要可依角色與主角間的關係區分為第一級關係與第二級關係

兩類，第一級關係主要圍繞在主要角色間（通常是兩男兩女）的情感（以愛情為

主）糾葛上，次級關係則主要以親情與友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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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藍色生死戀」人物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在地收視最受歡迎的「藍色生死戀」一劇為例，故事敘事的發展的起點，

來自恩熙與俊熙血緣關係的「破」，造就其愛情關係的「立」，以此為主軸發展出

各是各樣的人際關係以此相抗衡，維持兩人的愛情關係是整部故事敘事主軸，在

第一級關係中，敘事主要圍繞在核心主角四人的愛情糾葛上。都會偶像劇多數以

「愛情」作為所有人際關係的最上層，以此為縱軸，所有相對而生的人際關係，

多以負面對抗性的角色存在，每一種人際關係都可視為是一種「規範」（norm）。 

 

都會偶像劇的敘事類型，主要以「愛情」「家庭」與「名利」為構成敘事的

主要元素，其所引發的相關敘事手法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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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都會偶像劇主要敘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愛情」此一敘事元素下，韓劇文本側重於「初次」與「異性戀」的描繪，

韓劇中所呈現出的愛情神話，多以異性戀情為主軸相對排斥了同性之愛的可能，

另一方面，文本也將「初次」與「無暇」連結，並以此作為愛情神話的基模形塑

「貞潔」的形象。在「家庭」的敘事概念中，「血緣」為多數文本中常見的懸疑

迷團。無論是身世之謎或是因血緣關係而必須謹守的亂倫禁忌，都是韓劇文本中

常見的衝突引爆處。最後，在名利敘事下，韓劇文本常見的商業競爭場面，多與

「惡」此一人性特質構連，頌揚人性本善的背後事實上正是遮蔽社會階級顯明此

一事實。 

 

每個敘事元素間的互動，交織出不同的情節安排，故事一開始總以「家庭」

為出發點，劇中主角的家庭多有缺陷，因而有所缺憾，隨著男女主角的相遇，愛

情成為敘事主軸，兩人的愛情發展往往遭遇競爭與家庭價值的阻礙。在家庭與愛

情的衝突上，敘事主要突顯出的是主角個體自由選擇的權利，形塑出「自由」神

話的存在，敘事藉由主角徘徊在家庭束縛與愛情自主之間的兩難，在愛情敘事的

主軸下，競爭對手（男女配角）的出現往往伴隨著利益的爭奪與糾葛。敘事過程

中，名利與愛情的抉擇與衝突，突顯出「真愛」的價值所在。而在家庭與名利兩

個敘事元素交錯下階級流動的迷思在此一再被稱頌複製。反派角色總是出身貧寒

但汲汲營營於財富追求，被冠上「惡」的本質將困境輕易歸因至個體所為，忽略

社會階層顯明抑制的不公現象。 

 

國內論者林芳玫（1994）認為瓊瑤小說中的愛情敘事，往往不脫愛情與親情

的糾葛與交融，在主題的處理上多是「愛情與親情的兩難衝突」(林芳玫，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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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而此類主題也確實是韓國偶像劇的一大特色，受訪者J同時也指出，  

 

你可以感覺的出來他們（韓）在走日劇的風格，他們加了一點家庭劇，

他們有點介乎啦，介乎偶像劇跟家庭劇中間，那應該跟韓國劇有關係啦，

因為韓國劇可能設定上都在二十幾集左右有沒有，因為日劇太短了，所以

他們一定要加一些，所以每一齣韓劇都有加一些家庭因素在裡面，阿，人

家講過一件事情，日劇沒有父母。 

【受訪者J，35歲】 

所謂日劇沒有父母的意思，是說明在日劇中強調的是主角個體對生活的自主

性與獨立性，而在韓劇中（即使是偶像劇），個體都難脫家庭與父母對主角生活

的影響。都會愛情故事的敘事，可視為是「愛情」與各種人生價值不斷衝突的競

技場，當愛情所戰勝的規範價值或是關係愈多，其存在也愈發可貴更顯其彌足珍

貴與「夢幻」。受訪者G認為，韓國偶像劇是一種很「瓊瑤式」的愛情故事， 

 

譬如說他們有有太完美性的想法了，也是有存在的，他夢幻式的就像我們當

年的瓊瑤。 

【受訪者G，45歲】 

而受訪者J也同意這樣的說法，她認為所謂的「瓊瑤式」就是很「不可思議」： 

 

我們說瓊瑤他在小說上面有他自己的區塊，他屬於愛情小說，它就是

愛情，男女主角都是愛，什麼樣的愛，頭是什麼尾是什麼，起點句點怎麼

演，有很多啦是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瓊瑤就是不可思議好了，太多啦！ 

【受訪者J，35歲】 

 

2.家庭倫理劇： 

　 

除卻偶像劇類型的電視之外，韓國電視劇在地收視情況中受到歡迎的第二種

類型主要為「家庭倫理劇」，此也是一般人心目中對韓國電視劇的主要印象，在

地收視中受到歡迎的包括「背叛愛情」「好想好想談戀愛」「我們真的愛過嗎」此

類劇情主要圍繞在家庭價值與生活細節的處理上，在人物設定上為樹狀發展，以

主角家庭為核心。敘事以「家庭」整體為主軸，劇中角色所遭遇的問題與尋求解

決的核心都與家庭有關，在敘事類型上屬於平行共時性的敘事方式，同一時間內

不同故事支線面臨不同的情境，而家庭與親情最終成為解決的主要依歸，因此主

要攝影場景也以家庭為主，此類型中的主要家庭多以三代同堂為基調，特別側重

於倫理價值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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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倫理家庭敘事類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相較於都會偶像劇，家庭倫理劇集較長，因此一個情節往往延續多集，往往

招致節奏緩慢的批評。家庭倫理劇的敘事特色，主要以「倫理價值」為其敘事神

話（myth）所在，故事主要發生場景在主角核心家庭內，以「經濟」「婚姻」「教

育」為主要敘事元素，皆為一般日常家庭生活中最常遭遇的議題。在婚姻此一敘

事主題下，韓劇文本最常處理的是婚姻忠實與姻親相處的難題；在教育此一敘事

主題下，主要著墨於親子互動與人生哲理教導的描繪；而經濟困境與職場問題則

亦多見於韓劇敘事中。 

 

在婚姻與經濟兩個敘事主題下，韓劇文本主要依循著「心靈重於物質追求」

的敘事主軸處理劇中衝突，無論劇中角色在職場面臨失意或是家庭陷入困境，家

庭倫理劇集總以「家庭」為最終的解決依歸，強調精神支持重於物質享有，適時

地填補了工業社會中人與人疏離空洞的關係。另一方面，在角色的經濟目標與人

生價值的確立上，相關敘事主要依循「勵志」為主軸，營造出「付出就有收穫」

的價值觀，強調行動主體掌握世界的能力與其自主性。在教育與婚姻互動之中，

家庭倫理劇主要依循「倫理」為規範，整體家庭成員的互動皆以所謂的「倫理」

價值為依歸，而此處的「倫理」規範以「長幼有序」為準則，家庭中長輩的訓示

即為箴言，家內的權力階層穩固且難以撼動，成為韓劇文本的一大特色。 

 

Lazano（1992）指出，電視劇作為一種文化形式，藉由外在世界與客廳場景

的交互對照使用，使得收視者得以將之與外在世界連結，而此類型的電視劇提供

給閱聽人的經驗（experience）不是虛構或是史實，而是一種可行性（actua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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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樣本（a pedagogy of daily life）。（Lazano，1992：212）而以家庭為主軸的類型

劇，往往被閱聽人視為是日常生活中行事的參考： 

 

會一起聊，或者說我遇到一件事情的時候，我會想到那部戲給我的一

些東西，我會把他引述在裡面，事實上我在引述的過程當中，就已經告訴

我自己說我認同他的說法是我所沒有想過的，就這樣子而已 

【受訪者G，45歲】 

 

3.輕鬆喜劇： 

 

在地播映韓劇的第三種類型是以情境喜劇(situation comedy)為主，學者紐康

（Horace Newcomb，1974）認為情境喜劇並無所謂的情節可言，故事不具備延續

性，而唯一的進展便是解決衝突，「觀眾可以不必花腦筋去思考判斷，劇情的發

展也不會提供寓意或省思。」（引自Jane Feuer，1993）由於劇集內容回應至「人」

（角色）本身對生活的反應，因此也可視之為「家庭喜劇」的一類。（Newcomb，

1974） 

 

韓式情境喜劇以特定場景為核心，每集分述不同角色的生活遭遇，儼然成為

另一個與閱聽人並行存在的世界，相較於以上兩種類型劇，情境喜劇的敘事方式

較為零散不連貫，每集與每集之間故事不具因果相關性。敘事的開端總以角色遭

遇生活上的難題為始，每個角色面對困境的處置態度雖有不同，但劇情敘事總不

脫事態的解決或是擴大兩種結果，故事總是在其他人同心協力的幫助下得到完美

的結果，而角色也因此體悟到原本未知的道理。 

 表 8 輕鬆喜劇敘事結構 

隱瞞 

誠實 

事態

擴大

曝光 
其他角

色協助

下解決 

體悟

人生

哲理 

角色

遇難 

圖 10：輕鬆喜劇敘事類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在台播映最久的「順風婦產科」為例，平均一集三十分鐘的劇情中，同時

存在三條敘事發展，每條敘事由該劇中的某一角色為核心，其餘角色則扮演過場

角色，主要在突顯出角色對事件的反應，通常較為幽默戲謔，充滿生活化，此類

敘事雖以詼諧逗趣作為鋪陳方式，但其主要闡揚的價值仍是以「遵守既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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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此類劇情重視的是「當下」生活的現況，處理的是日常生活中較為細微

的事，除了提供閱聽人收視過程抒解逃避的一個想像過程外，文本意義較為消極

逃頓。受訪者E認為韓式情境喜劇的成功在於其「意想不到」： 

還有「歡樂跳跳跳」也很好看，我覺得每一集都很有創意，還有「搞

怪高校生」也不錯，他每一集的故事都是有點讓你想不到 

【受訪者E，20歲】 

受訪者E認為韓式幽默來自其出乎意料異於「常規」的行為，而「常規」的

界定往往因地制宜，在地所認定與韓式喜劇中所呈現的文化與生活情境差異，或

許正是受訪者E所感受到的笑點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情境喜劇的「幽默」是建

築在不同文化的價值判斷上，因此閱聽人的反應也有兩極化的現象，受訪者即直

接表明對於韓式情境喜劇的難以理解： 

我不知道他的笑點在哪，可是很多人覺得很好笑，很多不看韓劇的人

會看「順風婦產科」。 

【受訪者A，30歲】 

跨國電視文本中所含有的文化意義愈重，閱聽人在收視解讀上的門檻愈高，

分屬不同文化符碼的收視者對於文本的涉入程度越低，但另一方面，如同凱茲與

立伯茲在進行「朝代」一劇的跨國研究所得指出，閱聽人會在文本中尋求與自己

生活經驗相關的部分，下面的宮廷歷史劇也出現類似的解讀門檻。 

 

4.宮廷歷史劇： 

 

此類戲劇以特定政治事件或歷史人物為主軸，主要目的在反應該時代背景。

包括早期播出的「漢江兵變」、「慰安婦」、「張禧嬪」、「女人天下」、「明成皇后」、

「商道」、「醫道」等皆為此類。此類戲劇以特定史實或歷史人為重心，因此在敘

事上主要依照時序安排，前後事件具有因果相關性，而劇情主發景也較少變動。

相較於前述三種類型，宮廷歷史劇集除了角色本身成長描述外，較重視整體歷史

背景的描繪，因此劇集中的角色龐雜，劇集也較為冗長。 此類劇集採取層層向

外擴散的方式進行，依循個人家庭與時代背景三個層次，由微觀到鉅觀依次推

進，同時與權力、名利與情感等敘事因素交錯，在不同層級中有著不同的敘事安

排。 

 

　 在個人層次上，情感因素著重在主角與周邊人士的互動，情感的互動主要圍

繞在「忠實」與否此一主題上，由於敘事是站在主角的立場，因此與主角將悖者

往往被指認為反派角色，是背叛者再次確立善/惡此一二元價值在韓劇文本中的

地位。除了情感議題之外，權力此一議題亦是歷史劇集中相當重視的敘事元素，

在個人層次上，劇中角色主要爭取的是生存權。韓劇中的主人翁多出身貧困階

級，因此在個人層次上，角色著重的是自己生命延續的權力，與環境的抗爭與競

爭者的對抗，都藉此反襯出主角的「強人意志」與自主進取的生存心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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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條件上，主角雖出身貧困但總有璞玉特質，能高人一等。此種安排將人的

自主性拉高至所有層級之外，強調行動主體的意志將能無畏困境與挑戰，營造出

積極進取的人生價值。 

 

　  在家庭層次上，歷史劇集的敘事是垂直與水平互動並行的方式。在權力與經

濟的敘事中，主角設定多是身處權力或經濟階層的底層，但多能憑藉自己的努力

向上流動，形塑出「逆境向上」的正向價值觀，但所謂的階級流動多是在犧牲他

人的權力之下產生的結果，但由於敘事以主角為核心，因此所有負面角色的下放

與貶謫也因此被合理正當化，階級迷思由此而生。在維護家庭向心力與「奮發向

上」的「正向價值」下，家族之外或是社會整體利益往往遭致忽略。 

 

表13　 宮廷歷史劇敘事類型（以主角為核心） 

 情感 權力 經濟 主要敘事軸心 

（主要價值） 

個人 愛情友情 

（忠實） 

 

生存權 

（生命韌性） 

專屬長才 

（成功神話） 

積極進取 

隱惡揚善 

自主成功 

家庭 親屬關係 

（和諧） 

階層流動 

（階級迷思） 

出身環境 

（階級迷思） 

逆境向上 

愛護家庭 

時代背景 經世濟民 

（救世主） 

鬥爭混亂 

（時局的動盪）

貧困不安 

（時局的動盪） 

憂國憂民 

亂世清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除卻個人與家庭層次，歷史劇集最受重視莫過於其所講述的歷史背景與時代

意義。主角多被設定在混亂的局勢中，在一個政治權力鬥爭不歇，整體經濟貧困

不安的背景下，劇中主角多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現。如同卜羅普（Vladimir Propp，

1928）對蘇聯民俗故事所做的主題分析顯示，所有故事的角色皆是伴隨「英雄」

角色存在而確立25，英雄形象極易獲得閱聽人的認可，因此劇集中所闡揚的主流

價值也較易為閱聽人所接受。 

 

但由於對韓國歷史文化的陌生，在地閱聽人對韓國歷史劇集的收視，有著歷

史文化背景知識難以瞭解的問題。在解讀上，閱聽人主要採取兩種方式進行歷史

文本解讀，在鉅觀歷史脈絡上，閱聽人傾向於採取中華文化的霸權心態，將韓國

歷史視為中國歷史的一部份進行瞭解；在微觀個人生活層次上，則多與女性權力

鬥爭相關。受訪者F談到自己觀看「明成皇后」一劇時，有著難以瞭解的歷史知

識門檻，閱聽人在收視上，會傾向選擇與自己生活較為相關的部分進行解讀： 

                                                 
25 依據卜羅普的分析，故事主要包括七種角色：惡人（與英雄戰鬥）；協助者（協助英雄找到關

鍵）；貴人（解決難題）；公主與她的父親（交付任務）；使者（派遣英雄赴難）；英雄（追尋寶物

或抗惡）；假英雄。（引自Arthur Asa Berger，19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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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他跟清代的慈禧來比，你會發現她有共同處喔，有共同處，同樣

雖然是講身宮內院的事情，可是跟我們講婆媳間的事情有類似的地方。有

些小地方是一樣的。 

【受訪者G，45歲】 

那些韓國人真的都很小心眼，好像以為把自己圈起來關在裡面然後覺得自

己很好就可以，那時候明成皇后說要對外學習中國文化，學習一些好的方

面，可是那些大臣阿韓國人什麼的都反對，那時好像是採用什麼鎖國政策

吧，感覺上就是不願意跟外面學習，所以就反對明成皇后，所以我說韓國

人很小心眼。 

【受訪者C，25歲】 

就受訪者C觀賞「明成皇后」一劇的經驗而言，閱聽人首要重視的是「向中國文

化」學習的觀點，站在長久以來中韓互動的文化霸權心態上，受訪者C將中國文

化與「好的」連結，認為學習中國文化這才是幫助韓國「進步」的正道，而反對

接受中國文化者，則被受訪者C視為是不懂長進且「小心眼」的。這樣的解讀立

場忽視保守派強調國家主權與自主的解讀方式，對於在地閱聽人而言，仍難以擺

脫「中國文化」優於「韓國文化」的霸權心態，傾向以自我文化高於他國的立場

解讀之。 

 

另一名受訪者G在觀戲時，首要注意的便是與自己文化較為相關的景象。受

訪者G以「明成皇后」一劇中，皇宮布景陳設的屏風多為「漢字」為例，認定兩

地的文化本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根本是，你看「明成皇后」，那個屏風根本是中文。⋯⋯只要我們

的領土連在一起，你們的文化有交流過，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來講，你們就

是一個祖宗，這是我的想法，根源都一樣嘛。 

【受訪者G，45歲】 

對於在地閱聽人而言，明成皇后所處的歷史情境是較為陌生難以理解的，因此閱

聽人在解讀文本時會傾向尋求與己身較為相關的符號，漢字屏風作為劇中場景之

一，陳設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作用，但在地閱聽人解讀過程中賦予其文化象徵意

義：「韓文化承自漢文化」，可視為是在地閱聽人一符號政治解讀的過程。 

 

面對文化符碼承載較多的文本，閱聽人在解讀過程中會注意與自己日常生活

經驗較為相關的部分，因此在收視「明成皇后」一劇時，由於劇中所呈現出的朝

鮮王國對閱聽人而言是全然陌生的情境，因此閱聽人將注意力放在明成同為「女

性」的角色面臨后妃爭寵與婆媳相處的女性權力鬥爭上： 

訪談者：古裝劇比較喜歡大陸的？那像「明成皇后」、「商道」這些戲看過

嗎？ 

受訪者F：那個好像感覺挺陌生的你知道，一些，我們對韓國歷史好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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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裡面就是爭寵嘛，鬥來鬥去這樣。 

【受訪者F，52歲】 

 

（三）結語：韓國電視劇的下一步 

 

本節旨在呈現韓國電視劇在地消費的概況，自一九九九年播映以來，韓國電

視劇的收視在二○○○年藍色生死戀播出後達到高峰，二○○二年之後有收視逐

漸下滑的趨勢，這股風潮對於在地閱聽人所帶來的影響與效益為何，本文將在下

一節中進行探討與分析。 

 

在量的播映上，在地近幾年有過度消費的情形，韓國製作的內容實已不敷應

付，面對在地頻道一再重複播映類似內容，許多受訪者在近日都表達出不滿與反

彈，對於韓國電視劇也有收視暫緩的情形： 

 

訪談者：最後一個問題是，你覺得韓劇還可以在台灣紅多久？ 

受訪者B：大概不會很久，如果繼續重播下去的話。最多再一年多吧，而且

目前收視也不紅，大概一兩年吧 

【受訪者F，52歲】 

另一方面，在質的的內容呈現上，韓國電視劇逐漸呈現出「公式化」的現象，也

令受訪者喪失新鮮感： 

 

訪談者：是為什麼覺得不好看？ 

受訪者E：劇情，就可能韓劇看太多了，覺得劇情有點老套了吧，猜得到下

一個劇情是什麼。 

【受訪者E，20歲】 

由於在地影視機制本身產能不足以因應硬體的空間，價廉的外來戲劇往往成

為填補時段最佳的策略，過渡仰仗外來影視產品的結果，一方面加速在地影視產

業的萎縮，引發反彈；另一方面，也因在地頻道的重播播映，造成在地閱聽人收

視的疲乏。韓國電視劇的在地消費，在此兩種因素的加乘下面臨不同層次的在地

反動勢力，也使得韓國電視劇的收視呈現日漸下滑的趨勢。 

 

面臨上述情形，韓國影視業界與政府，除積極兩地促成跨國合作之外，也開

始部屬以「韓星」為主要核心的「韓流」文化觀光政策，並藉由兩地合作的方式

進行影視內容的「在地化」，在本地先後有「戀香」、「情定愛情海」、「四大名補

會京師」等戲，但在地收視情況都不盡理想，也引發在地影視業者對韓星的反彈，

因此這項在地化的策略是否成功仍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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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解讀韓劇中的符號政治：虛與實 

 

喜愛「圖象」（image）甚於「真實事物」（thing），喜愛「複製」甚於

「原創」，喜愛「再現」（representation）甚於「現實」，喜愛外貌

（appearance）甚於「存在」（being）----當我們意識到它，它所做的僅

此而已。 

【費爾巴哈（Feuerbach，1843）《基督教真髓‧序言》】 

 

在相機被發明後的幾年，費爾巴哈評論十九世紀末影像剛被大量重製的時代

時，提出了以上的論點。蘇珊‧宋塔(Susan Sontag，1997)認為費爾巴哈的說法正

足以說明當前社會中「妄想取代第一手經驗」，「影像奪篡現實」的情況。（Sontag，

1997：202）在影像環伺的生活空間中，閱聽人遊走其間對於影像所帶來的想像

與歡愉經驗，儼然成為當前消費社會的主要核心，Mirzoeff認為，影像所主導的

文化使得社會成為一種奇觀（spectacular），消費者所購買到的是影像（image）而

非物品（object）本身。而布希亞對「幻象」（simulacrum）的討論，也宣稱了影

像歷史時代終結的來臨，在沒有本體的幻象複製時代中，影像與真實之間毫無關

連也無所別。（Mirzoeff，2004：33） 

 

費爾史東曾經指陳這樣的狀態是「一種具體現實感的消失，消費型態的電視

文化以大量、流動的信號和圖像的形式源源不斷地產生出彼此不同的模擬，布希

亞稱之為『超現實』(hyper reality)。」(Featherstone，1991：99)隨著影像真實的

傳散與流通，人們將對現實產生不確定感，而藉由影像所傳遞之真實反較真實體

驗為真，而以影像傳播與圖像構成為主的電視，即在此其間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卡普蘭（E.Ann Kaplan，1993）以女性主義觀點進行電視劇研究，她認為電

視劇中隱含著一套既有的社會價值，並以此提供收視者作為日常生活的規範依

循。（Kaplan，1993：244）跨國電視文本的解讀，主要圍繞在「距離」的相關討

論上，面對外來文本，一方面閱聽人在收視行為上能清楚指認其為他國非在地，

但透過媒介播送，卻又輕簡易得，此為第一層矛盾；另一方面，閱聽人在文本解

讀上，面對不同文化價值的衝擊與對抗，會傾向於尋求與自己文化相近者。美國

學者Seiter等人（Ellen Seiter，1989），進行閱聽人收視分析後發現，閱聽人在收視

時會傾向將劇中內容與自身連結，因此能對劇中人「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他

們認為觀賞肥皂劇最大的歡愉來自於，閱聽人可以旁觀者之姿同入情感，在實際

物質上上保持距離，但在心靈層次上同時享有投入與疏離批判的權威感。（引自

van Zoonen，200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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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文本的收視，在符指層次的運作上，提供閱聽人實體上的的距離感與批

評的正當性，但在「人性」情感的處理上卻又同時提供了涉入的空間，外在符號

的審美經驗與內在情感描述的加乘，促成了閱聽人收視上的「真實」感受：  

 

他的音樂很好，演員演技很好，然後每個細微都拍的很真。 

【受訪者E，20歲】 

為什麼會一直這麼這麼喜歡這部戲，就是裡面很多東西我都會覺得他

們就是很真，就是很真情流露。 

【受訪者H，32歲】 

 
阿伯課羅比（Abercrombie）認為後現代世界中的電視，主要仰賴圖像的表

達，而我們越來越依賴圖像使之現實之間不再有隔閡，從圖像的另一層意義來

看，當今社會離不開圖像的設計風格與外觀，一方面將引發對聲色呈現的渲染，

另一方面將因此宣揚消費主義，促使人們意圖購買特定風格或圖像，打破傳高雅

與通俗文化之間的區隔，且無視於歷史的區別。（Abercrombie，2000：42）卡普

蘭（1987），曾以音樂電視（MTV）為例，說明後現代情境中之電視，取材於各

式歷史、文化素材，她認為「這類電視文本的立場是萬物皆處於時間的連續性之

間：過去、現在和將來並沒有呈現出巨大的時間障礙，反倒成了一個人們可以願

意光顧的時程。」（Kaplan E.A.，1987：144）韓劇中美麗場景及特殊的攝影視角，

使用商品，似乎也建構出唯美景觀（spectacular）供收視者徜徉其中，成為夢想

實現的泉源。 

 

過往閱聽人研究僅針對單一文本分析，往往忽視閱聽人媒體消費行為是一種

多元來源競爭的動態過程，因此在瞭解閱聽人收視韓劇的文本愉悅與如何解讀韓

劇文本之前，在多元媒介競逐閱聽人注意力的情形下，閱聽人如何定義「韓劇」

這個類別亦不容忽視，在訪談過程中，韓劇的定位往往來自其與「日劇」「台劇」

的差異： 

跟日劇相比，恩韓國偶像劇有點介乎在日劇跟台劇跟港劇中間……他

多延伸了很多東西，日劇太短了，日劇有的時候拍喔，太多那種太多東西

是讓你自己去意會的，⋯⋯不過港劇太容易跳到談情說愛沒有很長，然後

很快就跳到一些警匪類去了，有沒有，然後港劇所以不見得很多人喜歡看

港劇，然後這時候韓劇跑出來了，你要他有愛情有愛情有親情有親情，家

庭倫理有，有時候那些小孩子還挺搶戲的⋯⋯ 

【受訪者J，35歲】 

 

受訪者對於「韓劇」此一劇種的定義源自與日劇與台劇港劇等的區隔，與日

劇相較韓劇多了親情，與台港劇相較韓劇多了唯美述情。無論是日劇或台港劇，

在閱聽人視野中的對比者往往是「亞洲」劇種，受訪者E即指出在視覺感受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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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種的差異，會成為其選戲的標準： 

 

因為洋人長得很奇怪（訪談者：洋人長得很奇怪？）對阿，跟我們都

長不一樣，韓國日本台灣大陸人長不一樣，因為我們是東方人，而且洋人

劇情比較恐怖吧，有一些打打殺殺的，我不能認同不會很喜歡，除非是學

校播免費。 

【受訪者E，20歲】 

 

香港學者Lisa Y.M.Leung（2003）認為，日劇與韓劇在亞洲各地的風行，或

許可視為是一種「亞洲形式」（Asia formula）的成形，她認為日韓劇中所共有的

亞洲價值，是該劇能在亞洲各地廣受歡迎的主因。（Leung，200326）亞洲形式是

否成形尚待觀察，但無可諱言地，閱聽人在收視類型的比較基準上，或傾向選擇

與自己相近似的劇種作為標的。 

 

　 除了文化價值外，論及韓劇的特色，「俊男美女」與「愛情悲劇」幾乎成為所

有受訪者共同認定的主要元素： 

我覺得很美，畫面拍的很好，男主角很深情，風景也很漂亮，還有俊

男美女。大部分都是愛情故事，男主角通常很深情，有時後會出現一個非

常溫柔體貼的男配角在守候。  

【受訪者D，26歲】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愛那種悲傷的情節。像我們都喜歡Happy Ending，他

們好像都喜歡那種很悲傷的。 

【受訪者A，30歲】 

俊男美女演員的參與，讓韓劇被定位為「偶像劇」之列，但由於其敘事的緩慢與

多以愛情故事為主軸，也使韓劇的主要收視者被定位為是較為「年長」的「女性」： 

我覺得韓劇喔，是給我們女人家看的，像男生很少在看韓劇的吧。」 

【受訪者F，55歲】 

我覺得韓劇裡面很多都是講感覺，講心裡的，他的台詞跟場景音樂整

個結合起來在你心理起的化學變化，我覺得太年輕的人沒有感覺。」 

【受訪者A，30歲】 

受訪者A認為韓劇的拍攝手法與敘事特色，使其較能吸引年長者收視，但另一名

受訪者I的論點，則反映了韓劇文本中所表達的價值觀與年長女性較為相近，甚

而被視為較具有「教育」意義： 

我覺得韓劇給我我認為我看了日劇看了韓劇又看了我們現在一般的，

我成長過程看了台灣的連續劇，我覺得韓劇會給我很大的意義，我常跟小

孩子跟學生講，最大的意義就是她會教育觀眾。（訪者：教育觀眾？）對，

                                                 
26 Leung Y.M.(2004).”An Asia Formula?Comparative Reading of Japanese and Korean Tv Dramas”. In 
13th JAMCO Onlin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ttp://www.jamco.or.jp/2004_symposium/en/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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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很重要，我們看看連續劇，不單只是看他的劇情，我們各行各業

去瞭解，那它會教育觀眾， 

【受訪者I，53歲】 

受訪者I的論點，除顯示出媒介之社會教育功能之外，也反映出當前閱聽人視野

認知中戲劇與真實混雜的情形。受訪者I將媒介視為反映真實世界的窗口，因此

認為能呈現社會中各行業別工作情形的戲劇內容，提供了社會運行的準則較具

「教育」意義。 

 

在本節中，主要經由閱聽人的論述分析，由閱聽人的角度瞭解「韓劇」文本

及其收視的愉悅何在，閱聽人視野中的韓劇，與一般外在印象中「老套」「灑狗

血」「亂倫」的韓劇有著明顯上的差異。過往戲劇探討多就劇情內容的合理與否

作為批評的利基，但在地閱聽人收視解讀中的韓劇文本，更似是一個美學作品的

賞析。 

 

（一）韓劇文本的符號美學 

 

後現代情境中，電視的呈現往往帶有幾項特質：類型形式不清，敘事模稜兩

可，且善用蒙太奇等攝影技術，換言之，後現代社會電視影像具去歷史脈絡性，

採非線性敘事方式呈現，且其「畫面的唯美與否凌駕於故事敘事之上」。（Kellner，
1992） 

因此在文本符號的美學感受上，韓劇文本作為閱聽人消費物，主要提供言

詞，音樂與視覺三方面的審美感受： 

 

1 言詞美學： 

 

跨國影視文本收視所面臨的第一個難題即是語言與文字上的問題。在地韓劇

的主要藉由配音與字幕方式進行在地化，受訪者G，認為韓劇劇本本身確實寫的

好，但是文本的在地化也有助於閱聽人收視過程的便利與細緻感受： 

 

我後來喜歡看韓劇也是因為我覺得韓劇的那些寫劇本的人真是厲害，咱們台

灣翻譯的人也真是有夠細膩的！ 

【受訪者G，45歲】 

但由於在地長期以來對於韓國語文的陌生，使得在地化的文本有了竄奪原文

本「真實的」可能： 

 

講台詞習慣聽中文，比較有感情換了一種語言就覺得，埃，怎麼好像不太

一樣，尤其韓文喔，聽起來就好像是很粗獷，我是沒看過藍色生死戀的原

文怎樣，但是妳看那個劇情配上韓文不是變的很奇怪嘛？變沒了那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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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或者是音調也比較重阿，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受訪者B，37歲】 

因此在韓劇收視的言詞美學的分析上，閱聽人主要依憑的是在地的詮釋，消費的

對象屬於在地所產製的真實，已非原本韓製文本，因此本文在此所指的言詞分析

主要來自翻譯文本。 

 

　 對於韓劇言詞的欣賞，閱聽人主要審美經驗來自其對話與生活的關連性及其

啟示性，受訪者H與A以「我們真的愛過嗎」劇中人物的對話為例，說明韓劇對

白的引人之處即在於其「平常」卻一針見血具有箴言性： 

 

「結婚做什麼啊？像我這樣嗎？每天在家煮飯、洗衣服、生小孩，我不要

我女兒過這種日子，她唸了那麼多書又有能力，她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又不是喜歡吉真喜歡到死去活來，非跟他結婚不可，不需要勉強她結婚啊。」

金慧子，「我們真的愛過嗎」 

 

這麼平常的一句話，可是講的真的是讚，就是言之有物，雖然只是裡

面的一個甘草人物，可是她裡面的對白可能讓你瞭解韓國他的下層社會，

她的下層階級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需求他們的想法。 

【受訪者H，32歲】 

他都是那種比較一針見血的⋯⋯我覺得裡面的信子奶奶講話也是都

很..實際，一頭冷水潑在你頭上的那種，就是很實際但是很妙。 

【受訪者A，30歲】 

除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箴言性對白外，另一種令閱聽人難以忘懷的是如詩般的美

麗言詞： 

「我是真心的，我要保護你，現在就收起你那傷痕累累的翅膀，靠向我吧！

我會抱著你飛往天空的。」 

韓泰錫，「藍色生死戀」 

這種對話雖在日常生活中缺席，但其距離反增美感提供閱聽人想像的距離，這種

夢幻式非「凡夫俗子」的審美經驗： 

只是他們說的一些話，一般人可能不能說的，可是我真的相信比較文學派的

人是這樣說話喔，是這種方式喔，是你們這些凡夫俗子不會而已嗎對不對，

書看太少了嘛。 

【受訪者G，45歲】 

 

席特（Ellen Seiter，1998）認為過往研究多著重於影像，較少重視聲軌（包

括音樂、音效與言語）分析，他引用阿特曼（Rick Altman，1984）研究指出，「電

視的聲軌由於決定了我們如何注視螢幕，因此主導了電視的影像。」（Seiter，1998：

42）因此在影視文本的收視分析中，應當同時重視言詞與音樂等審美經驗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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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除卻言詞美學外，韓劇中的配樂也是眾多閱聽人所喜愛的。 

 

2音樂敘事： 

音樂與神話是由語言所孕育出的同胞姊妹。 

【李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神話與意義》，2001：89】 

 

結構主義者李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認為神話與意義間具有雙重關係：

相似性與延續性。音樂與神話相同，其意義並需藉由閱讀整體而彰顯，無法但就

片面的文字或音節便瞭解意義所在。其次，李維史陀強調音樂與神話結構對主題

（theme）的延續性使用，他認為透過跨文本的比對與整合主題方能浮現，進而

使聆聽者掌握文本所欲表達的意義。李維史陀的論點清楚揭示音樂結構的敘事

性，藉由音樂與神話結構相似的特性，或可進一步掌握音樂敘事的脈絡，瞭解其

意義所在。李維史陀認為「已經取代小說成為當令文藝作品的形式」（Claude 

Lévi-Strauss，2001：90），因此，除卻音樂所帶給閱聽人在感官聽覺上的享受，音

樂敘事在文本結構中所扮演的功能與意義或許也值得重視。 

 

愛利司（1982）在研究電視劇配樂時提出以下觀點：「當觀眾分心的時候，

聲音可以把他們再找回來。」（Ellis，1982：162）韓劇中的音樂與敘事交融，成

為一大特色，音樂敘事方式起自日本偶像劇，電視原聲配樂除了成為敘事過程的

一部份外，同時也成為文本經濟的附加價值之一，韓國電視劇中的音樂敘事，除

了成為敘事過程的一部份外，往往也扮演著吸引閱聽人注意的功用： 

 

有時候在轉台的時候，突然間音樂吸引我，我就會停下來看，因為你

在轉台的時候並不會知道劇情是什麼，可是如果音樂好聽，就會停下來看

劇情怎樣，如果覺得不錯就繼續看。 

【受訪者D，26歲】 

我是無意中在玩電腦遊戲的時候，就聽到那個音樂很好聽，那我叫我

阿弟（台語）我兒子說，ㄟ，等一下等一下暫停我要聽一下音樂，一看就是

那個「藍色生死戀」的主題曲。 

【受訪者I，53歲】 

除了吸引閱聽人注意外，韓劇的配樂同時也成為敘事主題的一部份，不但各個角

色有專屬的主題旋律（theme），特定的情節與境遇都由不同的配樂連結，除了視

覺符號的運用外，音符也同時成為敘事承載工具： 

他們的character很明顯，然後都有配音樂，像「情書」也是，配樂也

很讚，不過「情書」也是比較悲情的那種。像情書的原聲帶裡面也是有像安

得列的主題曲，誰的主題曲。 

【受訪者A，30歲】 

就是聽的時候會想到劇情，想到播這段音樂的時候，內容演什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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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麼話這樣。 

【受訪者 C，25 歲】 

受訪者C的論點，充分說明韓劇中音樂敘事的成功，音符的能指（signer）本身僅

是形式，不同的排列方式雖能呈現出不同音質，但其符號列本身是空洞無意義

的，其所指（significant）端視其與劇情的連結，受訪者E的論點正反應配樂是劇

情符號的延伸，讓聽者有所感應： 

這些音樂跟其他音樂不一樣，就是因為他是那種很悲情的，感覺整首

歌很有感覺，可是是一種悲的感覺。 

【受訪者E，20歲】 

音樂本身是中性無傷感與快樂的，是聽者予以解讀並賦予意義，受訪者E之所以

會認為韓劇中的音樂很悲傷，主要是來音符所承載的敘事意義，受訪者E的解讀

充分反映出韓劇中音符與敘事結合的成功，多數訪談者皆同意韓劇中「量身訂做」

的音樂，對於韓劇有加分的作用， 

 

3 鏡頭語言： 

 

『美』方式不是任何東西與生俱來的，我們必須透過另一種「看」去

找—同時擁有一種更寬廣的意義概念，而這種意義概念是由攝影的許多用

途加以說明並有力增強的。 

【「影像世界」，蘇珊‧宋塔（Susan Sontag），1997：222】 

 

除卻音樂與言詞上的瞭解外，要瞭解閱聽人視野中的韓劇文本審美經驗，視

覺要素絕對是不容忽視的一環。史班斯（Louise Spence）認為肥皂劇觀賞的真實

感受，來自於閱聽人自身與文本的交錯，他認為「觀眾總是將某些真實的觀念帶

進觀看過程中」，並藉己身所知的經驗作為解讀聲音影像的憑藉。（Spence，1995
27
：

183）因此閱聽人與日常生活相關解讀而生的影像意義，亦是閱聽人收視歡愉的

不可或缺的一部份。 

 

攝影手法：  

相較於過往寫實主義真實強調真實再現的手法，韓劇中的攝影手法跳脫寫實

主義的範疇，重視美感的呈現方式，以自然實景為拍攝物，但運用不同視角與攝

影技巧，讓閱聽人對景物有了不同的感受： 

 

覺得畫面拍的很美跟台灣的不一樣（訪者：有什麼不一樣？）就是感

覺畫面濛濛的，有特別處理過。⋯⋯對，感覺起來白白的，有點模糊，很

                                                 
27 Spence,Louice(1995),”They killed off Marlena,but she’s on other show now,”：Fantasy,reality,and 
pleasure in watching daytime soap operas.,in R.C. Allen(eds)To Be Continute：Soap operas around the 
world,London：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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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受訪者C，25歲】 

圖 11 韓劇「藍色生死戀」

韓劇拍攝善用柔焦畫面處理，在鏡頭語言的運用上，柔

焦取鏡通常具兩種意義：一是代表記憶，由於記憶僅存於行

動主體的內在非外人可觀，一方面屬於相當私我心理層次的

描繪，另一方面代表了時間的流逝的不確切，因此在戲劇拍

攝手法上善用柔焦鏡頭代表行動者的回想。另一方面，柔焦

取鏡除了是一種記憶模糊的符號外，也是促動情緒的符號—
柔焦=柔情。（Fiske，1990：117）除了柔焦光線的使用外，韓劇攝影上色片的運

用手法也博得閱聽人的青睞： 

 

我覺得韓國比較運用那個，攝影手法比較強，比如說鏡頭，他可運用

粉紅色的片放在鏡頭上方，感覺畫面很美，或者是找出很漂亮的地方然後

去拍，⋯⋯比如說天空應該不會像那樣上面有點橘色阿，就是很漂亮，可

是天空應該不會是那樣的顏色。 

【受訪者E，20歲】 

真實與否已經不再是閱聽人評斷美醜的唯一標準，閱聽人由己身的感官出

發，重視的是影像所帶來的視覺感受與整體構圖的美感，而此正是後現代電視製

成與呈現的一大特色。 

 

圖像視角： 
受訪者H以「情定大飯店」中男女主角兩人誤解後相遇的一幕為例，說明在

韓劇拍攝的視角上善於運用細部表全體的手法： 
 

 圖 12：情定大飯店第十三集分解圖（左→右）

 資料來源： Http://tel886.com電信王「情定裴勇俊」網站 
在此幕敘事中，取鏡視角以女性的手為核心，垂放空待的手，一方面反應女

主角沮喪低下的心情，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等待攜手」的內涵意義。男主角登上

旋轉梯由畫面右下方緩緩出現，藉由其由下而上的凝視，呈現出的是男主角屈服

與妥協的姿態。男主角有力的握住女方的手，表達出男主角解決衝突的決心，女

方的手由掙脫到放任，表現其內心的掙扎，最後兩人由對望到協定，短短數秒的

視覺敘事，卻讓閱聽人有了深刻的感受： 
 

你想台灣的人有這麼有深度去拍那種畫面？沒有，真的沒有，他只是手部

的接觸，他連你明星的背影什麼都沒有，就只是兩隻手這樣「啪！」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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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可是他表達的有太多太多情感太多愛恨交織通通在裡面了，我覺得這

是很讚的。（見上圖） 

【受訪者 H，32 歲】 

 
空間場景陳設：實景拍攝的真實感受 

 
除了傳統偶像劇善以城市背景作為舞台外，韓劇亦

善用特殊空間作為故事主要場景舞台，偶像劇中最常出

現的街景一隅，有助於城市生活的人們親臨其境地融

入，而以自然場景為主要景致，則有助於收視者憑藉真

實之物融入情境，換言之，實景取鏡的意義在於托實敘

虛，在美的如夢似幻的場景裡提供閱聽人想像： 
圖 13「冬季戀歌」：南怡島

 

事實上我告訴你人最自然是什麼，他要感受，什麼東西最能引起共鳴，

比較接近真實自然的，才能引起共鳴，你那個那不真實太不自然的很難引

起共鳴，你能引起共鳴嗎，看了你就忘了我告訴你。⋯⋯我所謂的美，那

必須在一些，像我喜歡怎樣的美，我喜歡真實的美，真實是一種感覺。 

【受訪者 G，45 歲】 

圖 14「美麗的日子」：漢城街景一隅 

「自然景致」與「街景」的運用同時代表不同的意

義。前者具有「去在地性」的特質，後者則為一地所獨

有的景致。自然地理風景的存在雖因人文國界疆域的區

分而有所歸屬，但在全球性的脈絡上實屬於人

類全體的公共財，人與自然地形間的互動經驗

普遍存在於閱聽人的收視感知中，因此容易帶來「真實」感受，另一方面，「街

景」則為城市生活的氛圍，為展現當地生活氛圍的主要窗口，受訪者 A 在談及

自己韓國旅遊經歷時，便對電視中所呈現出的相似的場景與觀賞經驗感到興奮： 

 

我看韓劇然後我去韓國，我住我朋友家的時候我就覺得，阿，真的耶，韓

劇都是演這樣，我就覺得很高興，真的耶就是這樣！我自己會覺得就是有

一種你看東西，你在台灣你看到的真的就是他們文化上的表現，你就會覺

得說，ㄟ，有映證，我認識這一國的人民，我認識他們文化的這種感覺阿。 

　  　 　 　 　 　 　 　 　 　 　 　 　 【受訪者 A，30 歲】 

  虛幻的真實：自我揭露製作過程 

 
韓國電視劇的製作，具備相當自我揭露的部分，除了一般劇集文本的製作

外，韓國電視劇善於以自我揭露的手段，讓觀眾進入以往電視拍攝的黑盒子，以

正文為本，幕後花絮的存在，所揭露的是「真實」背後所隱含部分，一方面賦予

閱聽人參與製作的權力感，一方面也藉由破除文本的「真實性」以拉近和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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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距離達到除魅化的效果： 

 

想看他們螢幕下到底是怎麼樣，因為你喜歡這個戲劇，可是他們在台前顯

現出來的給你看到的是這麼完美，可是不知道他們拍攝過程是怎麼樣，所

以你會想要去看他，對阿，而且那個是NG鏡頭，就比較好笑嘛，可能會看

到一些比較實在的東西，畢竟你呈現在螢光幕前都是很好很ok的嘛。 

【受訪者H，32歲】 

韓劇製作過程的部分揭露，藉由參與觀看韓劇文本的製作，提供閱聽人一個

進入文本的窗口。幕後花絮的拍攝視角，是採取一種非正式的側拍方式，閱聽人

藉著此視角取得窺秘的位置，提供其一種身歷其境的感覺，得以窺見攝影過程中

原本被遮蔽的部分，因此有了與演員更親近的感受。 

 

（二）韓劇文本的二元價值： 

 

學者Berger（1994）在媒介文本的分析研究中指出，探討媒介文本中二元對

立的價值是相當重要的且必須的，因為「意義是以建立的關係為基礎，而語言中

最重要的關係就是二元對立」，在此分析中重視的是角色出現的意義是「角色的

意思」。（Berger，1994：28）在閱聽人解讀中，韓劇文本主要由三組對立的二元

價值所架構而成： 

 

1 個人特質：善/惡；美/醜 

 

韓劇裡面永遠都是兩個女的在搶一個男的，女的永遠是一善一惡，一

個好的一個壞的。⋯⋯我覺得壞女人就是像徐迎美一樣，長得很漂亮，都光

鮮亮麗一樣，然後很會耍手段，還有那個眼神，我每次看了都覺得很讚。 

【受訪者D，25歲】 

韓劇的一個基本，他裡面一定有人一直使壞一直使壞，不過他比台灣

劇好一點就是，你看他戲有多長，大概就壞多長。 

【受訪者J，35歲】 

在角色的個人層次形塑上，善/惡、美/醜的對比最常被運用在韓劇文本中，人在

此被區分為兩類：非善即惡，敘事最終的結局總是以惡者改過向善或是遭到報應

最終。善惡與美醜的區分，同時都形塑了規範產生了警惕的作用，所謂善/惡，

美/醜都僅是相對而生的概念，但在戲劇之中這樣的價值觀是被隱藏而不證自

明，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迷思。 

 

2 家庭層次：家庭倫理/個體自由  

除了個人層次的二元價值外，在家庭層次韓劇形塑出的主流價值是以「家庭倫理」

凌駕於「個體自由」之上，許多敘事安排的主要衝突都來自家庭倫理與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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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相悖與衝撞，受訪者A即認為韓劇特別著重於家庭倫理的形塑： 

而且你知道他們很重視家庭倫理，就講出來的話，就是還蠻感動的（訪

談者：恩，這也算韓劇一個特色嗎？）算一個特色，然後他們就是會很闡

揚家庭倫理這樣子，就是家庭倫理重於一切，他們常常都給你個那個..很

多戲都這樣.. 

【受訪者A，30歲】 

另一名受訪者B，認為韓劇中著重於家庭倫理價值的敘事結構，是一種比較「傳

統」的思想： 

我覺得說韓劇裡面是不是反映到韓國人其實某些思想比較古板？就是

說明明就不是親兄妹，那結婚又怎樣呢？後來陸陸續續接觸一些韓劇之

後，發現到說好像他們有些人阿，還會因為家庭環境我們台灣當然也是會

有我印象裡覺得說他門韓國好像保留了非常傳統的那種思想⋯⋯我是不曉

得韓國現在是不是還是這樣子，就是說他們戲裡面反映出來都是這樣。我

們台灣好像只有比較鄉土的有沒有－其他我看像時裝片好像都沒有這種問

題。 

【受訪者 B，37 歲】 

在受訪者 B 認定中的「傳統」，是與在地社會相較與己身生活情境相較所得，受

訪者 B 所認定的傳統是相對於現代/都市化社會所得，因此這樣著重於家庭倫理

的價值觀僅存在於本地的「鄉土」劇集中，在反應現世生活的「時裝」劇中儼然

缺席。 

 

3 社會階層：貧/富 

 

演得很好，細微地方拍的很好吧，比如說像藍色生死戀，恩西的媽媽

可以演的真的很悲苦，有錢人的話可以演的真的很有錢。 

【受訪者E，20歲】 

當然他裡面的人都有在工作，這就是說他裡面有很多主角的身世都是

太淒美可憐的，那男主角一定是有錢的，什麼的，那他一定不是兩個都沒

錢的，兩個都沒錢的一定不會愛對方，一定是一方有一些什麼，他的基本

上的架構，他的架構基本上是有一些懸殊的，這些架構就是我們以前說的

瓊瑤的東西對不對? 

【受訪者J，35歲】 

韓劇文本中所包含個人而社會的三組二元價值，閱聽人在收視中極易採取特

定角色進行解讀。韓劇文本中的女性角色多為「善/重倫理/貧」的設定，就符號

學的組合意義而言，韓劇文本即是以此為類屬，讓閱聽人在解讀上容易產生連

結，將「善」與「守倫理」安於「貧困」作為文本所傳達的主要意義，而善於爭

取自己權益與利益的「惡」則落在美麗的壞女人身上，林芳玫（1994）分析瓊瑤

戲劇發現，壞女人角色的存在往往成為代罪羔羊，是「父權文化中對於有行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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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與權力慾女人所做的抹黑」（林芳玫，1994：137）。 

 

面臨劇中負面角色的存在，受訪者G對於韓劇中運用二元對立的安排，提出

「隱匿」與「真實」的解讀： 

 

這邊他比較強化是真的，可是她演的不是那麼那個，應該這麼講，他只

是把現實面隱藏的東西把他呈現出來，你瞭解這個意思吧？現實裡面這個

人是存在的，只是在現實裡面他不會這麼明顯你知道嗎？人家可是因為我

們很少看到人家私人的一部份，所以他在呈現的時候別人所看不到的那一

面真實呈現出來而已。 

【受訪者G，45歲】 

就受訪者G的解讀，韓劇中善/惡二元價值元素的運用，正是韓劇解讀中更貼

近於日常生活的部分，劇中人的行為僅是日常生活中「隱匿真實」的呈現，是「真

正存在」的，因此儘管對於韓劇老套的批評不斷，閱聽人所感受到來自人性陰暗

面的描繪卻是相當貼近日常生活。 

 

（三）韓劇收視的愛情政治 

 

楊芳枝（2001）認為韓劇中的愛情是建立在「女性階級的不穩定上」，韓劇

中門當不戶對的愛情，隱含著女性階級流動依憑婚姻（愛情）的迷思。（楊芳枝，

2001）韓劇中所呈現出的「愛情」一方面提供閱聽人如夢似幻的完美形象，另一

方面，卻又與社會主流意識型態相悖，形塑出較為柔弱的男性角色。 

 

1 夢幻想像： 

韓劇善用言詞影像與音樂符號構築出如夢似幻的愛情想像，成為閱聽人收視

的主要愉悅所在： 

為什麼喜歡韓劇的愛情是因為你得不到而你豔羨你羨慕，而想要去看

他我覺得剛開始我看我會有這樣子的錯覺，但是就僅止於看看。 

【受訪者H，32歲】 

面對愛情生活的俗世化，韓劇內容的夢幻性恰巧提供閱聽人一個想像與投入的空

間，受訪者B對於韓劇中的愛情充滿期待，其可貴之處即在於「不可能」，其非

真性反倒成為其引人處： 

 

幻想我是女主角，我有時後會不會碰到這樣的男主角，（帥的？）不要說帥，

有錢很重要。其實明明知道不可能，等妳結過婚之後，當妳有了另一半，

妳對未來根本不會有妳知道那種愛情不可能，就想說我們這種變得很現實

了。 

【受訪者B，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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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實經驗的再現：閱聽人回憶成為意義的來源 

 

你看到戲裡面的，應該說是他們安排出來的，他安排出來的感情有沒

有，就像說冬季戀歌為什麼這麼紅，因為他一開始是從初戀帶出來的，很

多人就會想到自己初戀，我以前年輕的時候怎樣怎樣，其實很多人就會把

他帶進去，很多老奶奶會喜歡年紀大的人會喜歡，他們都有年輕的時候阿，

這就是把他們帶出來。 

【受訪者J，35歲】 

站在自身的回憶與想像之上，閱聽人有了完美愛情的形象。安（Ang，1984）

的「朱門恩怨」研究以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共通性作為閱聽人觀戲

歡愉的解釋，而韓劇中所出現的完美愛情，是出自閱聽人不斷與自身遭遇現實相

互比對而生。閱聽人明確地知道這些場景對話是「安排」虛構的，但帶給閱聽人

真實感受的卻是與其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愛情。如同Nicholas Mirzoeff探討視覺

文化時所揭櫫的，當代視覺文化應將日常視覺經驗置於其先，而研究當代視覺文

化者首先必須瞭解「視覺影像並非根深蒂固，而是隨著當下的特定時刻與外在真

實的關係不斷變動。」（Mirzoeff，2004：9）對於影像意義的解讀，閱聽人所想

像的「愛情」來自於其自身所處的生命歷程而有所差異。 

 

3 陽性崇拜的肢解 

對於韓劇文本與故事內容的老套批評不斷，但矛盾的是，在對於收視者而

言，如此陳腔濫調的文本，卻是其在閱讀解讀是凌駕於父權意識型態的愉悅所在。 

破解男性至上形象的，來自韓劇中最為人詬病處-哭泣的男性形象。社會建構中

所認知的陽剛性（masculinity），賦予男性有淚不輕彈的堅強形象，西部片中鋼鐵

男子的拓荒形象在此完全顛覆，成為能同理易感的男性形象，形成閱聽人認知上

的矛盾：  

 

我就說他們很矛盾，你看男人都是我們都說韓國大男人嘛，可是你看

戲劇表現出來的每一個男人都好柔情，那怕他是在商場上的悍將，但是他

面對他心愛的女人都是很柔情⋯⋯那個忠赫不是也是這樣？他兇不兇？他

對他的父母是這樣，他對他的老婆也是，那怕他老婆對他是這樣，有沒有

為她掉淚？有吧，有沒有為她作賤自己？有吧，可是我們印象中的韓國大

男人並不是這樣的對不對⋯⋯我想他們應該是想扭轉他們千年以來男尊女

卑的那個意識型態吧，我覺得是這樣 

【受訪者 H，32 歲】 

在受訪者 H 的看法中，「男性」的沙文主義與柔情是悖無法並存的，她認為

完美男性形象為女性落淚的情節安排，事實上是一種性別意識型態的翻轉，女性

將藉此得到愛情角色中的主導權力。另一名受訪者 G 則破除「社會建構」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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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概念回歸到「人」的本體上來看待韓劇中的男性角色，： 

男人跟女人都是人，都需要情緒的發洩，誰告訴你男人就應該承受很大很

大，女人就應該很嬌小很嬌小，那只是我們覺得說男人像山，女人像水而

已，我說過男人拿來用的，女人拿來疼的，這是基於什麼，基於體力，我

跟我同學說你有沒有發現我在講人的時候都是從最原始上來講的，我不說

社會地位這些，我從來沒有否定社會地位這東西。

【受訪者 G，45 歲】 

女性主義者批評肥皂劇中所出現的性別意識反成為男性沙文主義的附庸，令

女性收視者滿足於電視文本所提供的男性形象，而缺乏反思與批判的能力，成為

麻痺人心的工具。有別以往，韓劇中所呈現出的男性角色與地位，雖然仍是多金

深情，義無反顧的白馬王子姿態，但就閱聽人收視的解讀上，完美形象的示弱與

崩解，是女性閱聽人在收視解讀上與文本優勢意義相和，但與主流意識型態（男

性霸權）相抗衡之處卻是更深刻地深植在閱聽人收視過程中。 

 

(四) 消極的身體：韓劇中的身體意象 

 

在戲劇表演中演員的身體同時也成為敘事再現的一部份，藉著演員的肢體展

演，收視者得以將文本具象立體化，演者身體作為被凝視的對象，同時也承載著

文本所欲傳達的意義。 

 

1 .無性之愛：隱蔽的真實 

 

韓劇裡面就比較少有性愛場面，頂多接接吻，牽手，要不然就是很含蓄的關

燈，感覺比較純情。⋯⋯韓劇不像在日劇中沒兩三集就上床，感覺比較保

守，比較傳統。 

【受訪者C，25歲】 

 

韓劇中隱諱避談性愛場面的情形，往往被閱聽人解讀為是一種較為「保守」

的情形，所謂「保守」與「傳統」的界定，一方面是站在個體對身體自主的觀點

上；另一的定義，則是與「日劇」相較而得，日劇主要著重於主角間在情感上的

交流與個人生活，而如同前述閱聽人所感受到的，韓劇中「家庭倫理」的成分較

重，也使得其對性行為的限制較為嚴苛。此外，韓劇以「關燈」場景暗喻性愛的

發生，象徵著性行為的發生場景被限定於「私有」領域非可公開受檢視的行為。

傅柯（Michel Foucault，1998）在《性意識史：導論》中指明，當前對性的規範透

過婚姻的合法性取得正當性，將性行為漸漸禁錮於異性婚姻的結合中，「無論在

社會範圍或在家庭範圍內，只存在一個被認可之性的場所，但他卻是實用且多產

的：那便是父母的臥房」，（Foucault，1998：4）透過性知識與性意識機制的運作，

性以一種公開的方式被談論，但相對地也以各式知識限定出性行為的合法性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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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使個體喪失的對性行為主權的選擇。 

 

另一方面，演員作為閱聽人凝視的對象，感官的刺激帶給閱聽人直接毫無閃

躲的歡愉，但相對剝奪其想像的空間，受訪者 I 認為，韓劇中未出現赤裸的性愛

場面卻反倒能激發其對於劇中情感的投入，帶來視覺刺激所無法賦予的高潮： 

 

像藍色生死戀我很喜歡就是說，我覺得他沒有那種激情戲，但是她的

那種表現就讓你很感動，他們的對話啦，他們發生的事情，他們處理的過

程就會讓你重新的去感動，也沒有什麼床戲阿，也沒有什麼吻戲阿，可是

你就看他們劇情的表現，就真的，嘖，比床戲吻戲完全表露無遺。

【受訪者I，53歲】 

閱聽人H在參與台韓兩地的迷群活動後，提出其對韓國整體文化在「身體距

離」上的觀察作為韓劇中性愛場面較少的解釋： 

 

我就跟你講韓國人是很保守的，他們是很內斂的，他們甚至不是說有

一個人要親他的手，如果是我們就（作衝上前狀），哈哈，我兩邊的參加

過所以我深深體會過他的不同，他是國情民風完全不一樣⋯⋯.有人講說祥

赫跟有真未婚夫幾年了去旅館還要分房睡，我覺得槁不好他們真的是這

樣，像我參加影友會，我覺得他們可能真的是這樣。 

【受訪者H，32歲】 

受訪者H認為，韓劇中對於性愛場面的避諱來自其整體社會對看待身體距離較遠

與近身性的差異。因此與在地社會中閱聽人主動近距離接觸的情形相較之下，較

重視身體距離的韓國社會，顯得較為「保守」與「內斂」。 

 

2 病與痛：人對身體主權的喪失 

 

他們好像很容易得血癌這個病阿，我覺得每一部只要生老病死的都是血

癌，然後又很容易找到配對。 

【受訪者F，55歲】 

我們韓劇很多被人家詬病的地方當然是比方說，一定會有車禍啦，失憶啦，

喔，一定主角一方一定會有殘疾，什麼殘疾不知道，就算本來沒有後來也

會有，可能得癌症阿，或者怎樣怎樣，歷經千辛萬苦他有太多太多的這種

老舊的因子在裡面，就是你固定你不管每一齣戲都會這樣子，你不管在怎

和樂的，上次我忘記不知道是哪一部戲，播播播播就到最後男的一定要得

癌症。 

【受訪者 J，35 歲】 

 

韓劇中的身體意象是消極而缺乏自主性的，在性愛的選擇上受制於倫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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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從選擇，在對生命的掌握與取決上劇中人的身體往往面臨被肢解的狀況，並

因此作為其喪失對自己生活主權的開端。早期哲學中對於身軀的棄置與嫌惡在此

表露無遺，在完美身軀的遭受支解與破碎後，靈魂的美善方得以昇華淨化，使得

劇情得以強調所謂「內心」戲的部分： 

 

內心深處不是說你看到讓你的刺激到你的某種器官不是那樣，我覺得是內

心深處的那種觸動。 

【受訪者I，53歲】 

主要角色的境遇，一方面顯示出人對自己身體自主權的無措，另一方面，提

供閱聽人一種「非我」的慶幸歡愉： 

 

有時候你看電視這麼可憐阿，就會覺得自己還是很幸福的。有時候難

免會這樣想。 

【受訪者B，37歲】 

（五） 結語：永恆追尋的愛情神話。 

 

國內論者楊芳枝（2001）以「藍色生死戀」為分析，指出韓劇文本藉由愛情

神話的形塑，規避了女性仍身處不平等階層的現況。劇中敘事的善（恩熙）惡（心

蕊）的對比是建立在社會階層的不平等上，並藉著純然愛情至上的論述消減社會

性的批判意識。但楊芳枝同時也指出，「情感」與日常生活經驗的連結，才是閱

聽人討論關心的議題，同時也是文化研究與女性主義批評者不能規避的研究重

心。 

 

因為其實他的內容，其實就是，比如說像藍色生死戀，他其實就是言

情而已。 

【受訪者A，30歲】 

我想可能是因為裡面談的愛情很像，其實小說裡面談的愛情就是這麼

回事，俊男美女加上白馬王子。 

【受訪者D，25歲】 

我自己歸納以後發現，我特別喜歡的故事，通常都是男主角很聰明，

但是可能因為生病或是什麼原因突然變弱，然後他跟女主角就能因此相愛

。……我就是比較喜歡那種男主角突然變弱，或者是本來就很弱的故事。 

【受訪者H，32歲】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一件相當有趣的情形，韓劇閱聽人在媒體消費情形上出

現文類互通與劇種相比對的情形。過往傳播研究中多針對特定文本，特定類型媒

體消費行為進行研究，但事實上在特定類型的閱聽人媒體消費過程中，閱聽人的

媒體消費仍出現文類交互消費的現象。羅蘭‧巴特在討論閱讀行為時曾經論及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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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經驗的互文性（intextuality）將有助於當下閱讀對文本的理解（Jenkins，1992：

67）安在研究《朱門恩怨》（Dallas）閱聽人後，也提出「通俗劇的想像」（melodramatic 

imagination）的概念，說明閱聽人必須具備足夠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才

能對通俗劇擁有想像的能力。而在十名受訪者中，有八名之前曾經為大量收視日

劇的閱聽人，有九名過往曾經閱讀羅曼史，而這些文本的共通處，即在於「愛情」

的描述。 

表14 受訪者媒體消費概況 

媒體消費情況  年齡 婚姻狀況 

日劇 羅曼史 本土偶像劇 
受訪者A 30 未 否 是 是 

受訪者B 37 未 是 是 否 

受訪者C 26 未 是 是 是 

受訪者D 26 未 是 是 是 

受訪者E 20 已 是 是 是 

受訪者F 52 未 是 是 否 

受訪者G 45 已 是 是 是 

受訪者H 32 已 是 是 否 

受訪者I 55 單 否 否 是 

受訪者J 35 未 是 是 是 

 

韓劇中所呈現的「愛情」主題與一般言情文本相比並無特殊之處，閱聽人基

於過往文本消費經驗，對於「愛情/言情」主題具備一定的想像能力，但在電視

劇身為影視文本，其所建構出的圖像與呈現出的影像符號與敘事結構，或許才是

真正吸引閱聽人之處： 

 

反正戲都是一樣，台灣連續劇也是這樣，這沒有什麼公式，跟言情小

說也是一樣阿，就是基本上的概念，可是中間怎麼拍阿，怎麼寫阿就是要

看個人功力阿，也不是說都是公式有什麼好看的，你要看他中間的過程阿

對不對？ 

【受訪者A，30歲】 

閱聽人在虛構的文本之間追尋想像的真實，在符號的產製與製作上，閱聽人

居於觀者姿態，能清楚指認其「非真」處，但在「愛情」此一主題的追尋上，卻

是多項文本得以呈現： 

 

韓劇不真，韓劇一點都不真（訪者：怎麼說？）它還是因為要營造那個氣

氛，所以他有很多，對阿，風景很浪漫，音樂很浪漫，故事很浪漫，甚至

有很多故事是不合情理的，對不對，其實人一生中你不可能什麼事都發生，

沒那麼糟糕也沒那麼幸運，永遠都有一個有錢的人這都是電視裡面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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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怎麼會說他真呢，這只是一般的劇，一般的電視劇會的，瓊瑤小說裡

面已經寫過太多了。 

【受訪者J，35歲】 

愛情的主題不斷在各種流行文本中被產製被消費，但不可諱言地卻在閱聽人

文化消費過程中扮演著即為重要的角色，面對韓劇公式化與劇情老套的批評，受

訪者G的回答正突顯出「愛情」這個主題值得一再重製的原因，在於愛情是人類

亙古未來都將關注的議題，最「真」的東西： 

 

譬如他講的一些真的東西，尤其講情的部分，情的東西不是從亞當夏

娃就存在了嘛？他是很原始的東西不是嗎？對阿，是永遠。就算你到了月

球他也是存在的吧我覺得。 

【受訪者G，45歲】 

本節藉由閱聽人視野瞭解閱聽人如何定義韓劇並進而解讀取得在地意義，在

文本的符號消費上，韓劇文本中所運用的美學符號帶給閱聽人全新的視覺享受，

超脫一般文本經驗所帶來的解讀意義與劇情公式化的批評，或許應當作為未來閱

聽人研究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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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收視情境與日常生活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莫利(David Morley)曾針對政論性節目「全國」進行研究，

發現閱聽人收視脈絡與情境，往往與其解讀相關，過往閱聽人研究僅著重於文本

與閱聽人之互動相關性，是將閱聽人置於真空狀態中，缺乏觀賞的脈絡性

（contextualized），誠如安所言：「電視使用無法自其周邊相關事物中抽離」（Ang，

1996：68），且閱聽人研究應該重視的是「身處不同位置的觀眾，如何與電視論

述中不同部分產生連結。」（Ang，1986，引自Morely，1989：27）因此針對閱聽

人所進行的收視分析，斷不能忽略行動者接近該文本，使用該文本的動機與情

況。本節將著重於閱聽人收是韓劇文本的脈絡，近用情形，並以此分析作為瞭解

行動者本身收視的情境與日常生活實踐的情形。 

 

在本節中，依照閱聽人收視情境主要可由內而外區分為三個階層：第一，是

閱聽人自身與文本接觸的情境與動機分析；其次，是閱聽人在日常生活中收視情

境的分析；最後，則是閱聽人在本土情境中，收視韓劇文本的四種不同類型，本

文將在此一一說明。 

 

(一) 個人層次： 

 

在閱聽人收視過程分析的個人層次而言，應當著重於閱聽人收視管道與收視

的情境脈絡，前者涉及韓劇此一劇種在地可接近的情形，後者則涉及閱聽人日常

行動的微觀政治。相較於其他劇種，韓國電視劇的在地收視與推行所遭遇的阻力

較大，許多受訪者均表示，一開始對於韓國電視劇所抱持的是一種拒斥的態度： 

 

我之前對於韓劇抱持一種不屑的態度，覺得韓劇為什麼好看？ 

【受訪者 A，30 歲】 

它（情定大飯店）在首播的時候，我的同事男的一直叫我看他說要

跟我討論，我還說拜託看什麼韓劇，受不了，（訪者：哈哈，為什麼？）

那時候對，其實一般普遍來講台灣人對韓國人是很排斥的吧 

【受訪者H，32歲】 

在地對韓劇與韓國文化整體的陌生情境下，閱聽人對於韓劇的接觸一開始是

處於反抗與排斥的狀態，台韓兩地的競爭型態，使這股反抗力量反成為閱聽人接

觸韓劇後的助力，讓閱聽人在實際接觸後有「驚為天人」的感覺： 

第一次看藍色生死戀，坦白說我有點嚇到，想說原來韓國也可以拍出

這樣的戲！他的配色他的畫面，都跟以前的韓劇不一樣。 

【受訪者J，35歲】 

我覺得他的劇情很新，感覺跟台灣都不一樣，然後，很有吸引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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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物也很帥，（訪者：你是說長相？）對，跟台灣比起來有一種驚為天人

的感覺！ 

【受訪者E，20歲】 

閱聽人接觸韓劇的動機主要透過媒體曝光與人際傳播兩種管道，人際傳播的

方式，周邊人際網絡的資訊交換往往有著強化閱聽人收視投入程度的效應，對於

閱聽人收視投入程度有著不容小覷的影響。如同霍布森（D.Hobson）所進行女性

媒體使用與職場互動所指出，人際互動往往是女性使用媒介收視肥皂劇的主要動

機。(Hobson，1989：61)本文所進行的訪談也發現相似的結果，受訪者最常見接

觸韓劇的契機多與周邊人際互動相關： 

 

什麼時候我真的有點忘記，因為我阿姨喜歡看這部戲，所以我是跟著

她，真正看是假日播的時候，一次播兩個鐘頭，是禮拜六禮拜天重播啦。 

【受訪者B，37歲】 

是因為朋友說很好看，我聽別人講才開始看的，而且那時候看電視廣

告打的很大，所以就開始看藍色生死戀。 

【受訪者D，25歲】 

除卻人際互動的影響外，在地播映頻道系統性的宣傳策略也有效地吸

引閱聽人注意進而培養其收視習慣： 

 

好像是因為那時候看到廣告，廣告出來，我覺得劇情然後演技好像也

不錯，所以就記住那個時段，所以就開始看。 

【受訪者E，20歲】 

是藍色生死戀。因為那時候電視廣告打的很兇，在家裡轉電視轉來轉

去看到，就開始看了。 

【受訪者C，25歲】 

閱聽人接觸韓劇的契機，一方面與其所處的媒體曝光程度相關，另一方面則

與其身處的人際網絡相關，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游移於不同媒體間無目的收視的

閱聽人而言，韓劇文本引其注目的原因在於音樂敘事與影像符號的運用，如同受

訪者I所指出： 

我就說我很喜歡他們的音樂，我就是從音樂開始認識韓劇，所以我會

覺得特別喜歡，⋯⋯我覺得一部好的電影，好的連續劇，好的主題曲，你

會覺得說把整個劇情，然後音樂，畫面真的是一種享受，不管是喜怒哀樂，

我覺得都是一種享受。 

【受訪者I，53歲】 

承上所述，在地閱聽人接觸外來劇集多與其日常生活中人際互動與媒體消費相

關，電視對話（television talk）儼然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其內容經由日常對

話深深地融入在地閱聽人生活中，因此營造出似真似幻的想像，閱聽人接觸契機

與其個人日常生活相關，但取得韓劇文本的方式卻與跨國資本與在地機制有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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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分的關係。 

 

在全球資本體系下，跨國文本的購買與消費多涉及跨國資本權力運作的相

關討論，跨國文本的產製層面來自該所屬國，但在地播映卻是在地資本與媒介

大力促成之效。因此閱聽人消費與使用跨國文本，是在跨國媒介與在地資本的

架構下進行，此一看似微觀的媒介使用卻與跨國資本體系的作用與在地中介者

的互動相關。 

 

接觸韓劇管道 

 

學者Jenkins（1992）在研究當代閱聽人時特別指明，由於媒體產製與科技

發展等因素，使得閱聽人文本解讀不再受限於媒介當下的播送，但同時閱聽人

也為媒介組織做嫁，被販售給廣告主，播映者並藉此擴展其經濟利潤。（Jenkins，

1992：68）藉由一再地播送，文本的易得性越高，閱聽人與文本的距離越近，

但也同時讓閱聽人掌握了部分的權力：消費與否的決定權。就媒體產製的企業

觀點而言，閱聽人在購買消費的當下，即以達到其促成消費的目的，但就閱聽

人微觀消費的層次而言，消費物與如何取得物則是閱聽人微觀主權得以施展的

部分，在地閱聽人消費媒介文本的途徑主要透過以下幾種途徑，本文在此以「正

式」與「非正式」進行區分： 

 

（1）正式（formal）： 

 

所謂正式管道是指閱聽人透過在地中介機制的管道進行消費，閱聽人的消

費情形是可藉由數據統計觀察而得，在一般社會論述中的「韓流」現象，主要

所指涉的便是透過正式管道所進行的消費行為。如同受訪者J認為，韓劇的在

地盛行因素是一種偶然的結果，而在地中介媒體為其中的主要推力： 

他沒有經營台灣市場我覺得，我覺得韓國沒有經營台灣市場，我覺得

今天，應該這麼講，韓劇在台灣會紅我覺得韓國應該都嚇一跳吧。我覺得

是阿，我覺得一開始韓劇會在台灣還是因為cable的關係，因為我們cable

多，需要大量大量的戲，那以霹靂在經營韓國劇來說，他買不到劇阿，他

也拍不起本土劇阿，然後呢韓劇便宜阿，韓劇多便宜早期在還沒有紅的時

候真的很便宜，所以便宜買很多，反正他已經有這個衛星了就放了播，⋯⋯

這樣子來的並不是韓國到處去推銷，是我們自己到處去找劇，找來的。 

【受訪者 J，35 歲】 

經由在地機制的大量曝光，韓國電視劇得以在地盛行，在正式管道的層次上，閱

聽人受到在地代理機制的控管，消費行為被量化等同為收視數據呈現在社會論述

中，在「正式」管道中所進行的文本消費行為主要經由電視播映，正版影片購買

與網路隨選視迅等三種方式，此三種方式而得的文本皆是先經過在地機制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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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的選擇主動權相對較低。 

我到不會去租回來看，我就是按照他的進度，嘿嘿。 

【受訪者F，55歲】 

受訪者F僅將韓劇視為日常收視電視流程之一，因此在戲劇的類別選擇上完全任

由在地頻道安排，此類收視情況最為被動，閱聽人對於戲劇文本的投入程度也較

弱。相較之下，會收藏VCD的受訪者E，則對戲劇類別的選擇較為主動，除會蒐

集戲劇相關資訊外，對於在地韓國流行文化的盛行也有較為深入的瞭解，並積極

參與迷群活動： 

 

每一部我都想收藏阿，應該是說我不想收藏的原因是什麼，像「情傷最是

重逢時」，「火花」那種，應該是說感覺上是婦人在看的那種比較不會想收

藏，其他都蠻想收藏的。⋯⋯想要看有什麼新的劇情新的演員出現，也是

因為有太多韓劇給我好印象，所以會想看，除非他太難看的話我才會選日

劇。像我有在拍賣上買東西的話，我會先看韓劇，先買韓劇，然後才會去

看日劇，看看有什麼戲在台灣會紅⋯⋯然後我覺得這個人會紅這個戲會紅

，然後就很期待，然後台灣應該會進來這樣，然後就真的受歡迎，我覺得

我是第一個喜歡羅曼史，第一個喜歡金載沅的人耶。然後，因為看到他的

人覺得驚為天人，然後我是第一個架站了他家族的人。 

【受訪者E，20】 

 

除了以上兩種類型外，目前在地中介代理機制「昇龍」「因思銳」等皆在網路上

進行隨選視迅（VOD）的經營，平均一集20元的方式進行銷售，主要透過網路影

視平台「Hi channel」「GotowatchTv」「gigigaga」等播映網站進行銷售。在此次所

進行的訪談中尚未有閱聽人透過此管道進行消費，故在此僅作一補充性介紹。 

 

（2）.非正式（informal）： 

 

 除卻在地中介機制引入所經營得以控管的「正式」管道之外，韓劇文本的

在地消費過程中，另一方在地機制未見且難以管控的的「非正式」管道正如火如

荼地展開。如同Jenkins（1992）進行迷研究時發現，文本影片的交換往往是迷群

的主要活動之一，韓劇的在地消費過程中，迷群間的交流與網路的影像即時播映

越過了在地機制的控管，直接進行消費。與接觸韓劇的契機相同，閱聽人取得文

本最常見的方式是經由人際傳散： 

我只會買少部分，大部分是人家給我的。 

【受訪者J，35歲】 

我有個空姐朋友，我都請她幫我從新加坡帶回來，在那邊買比台灣便宜

，不過畫質就沒有台灣正版這邊好。 

【受訪者D，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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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最基礎的傳播管道人際互動外，網路科技的運用也成為在地閱聽人擺脫在地

機制的方式之一，由於韓國電視台網站架設資訊的完善，在地閱聽人便能利用網

路享有與當地同步收視的便利： 

因為像之前你連上去嘛，冬季戀歌的話韓國馬上上映，你就可以馬上同

時線上下載收看，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實你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可是

你已經看到畫面了。 

【受訪者J，35歲】 

在韓國政府政策的大力扶植下，韓國網路基礎建設的完備，使其影音資訊傳

散滲透力驚人，透過網路的延伸直接對閱聽人進行瞭解與控管，韓國官方網站的

網路身份確認依憑韓國ID認可，對於閱聽人也並非全然開放，而身為「外國人」

所遇到的阻攔似乎就多了一些： 

 

因為我跟我朋友都會先上韓國的網站收看，我會寫信給網路管理員，

像三大電視台，跟他說我是外國人，請他讓我申請。 

【受訪者A，30歲】 

在網路的虛擬空間中，身份的認同是流動且複雜的，閱聽人雖越過在地機制的

控管，卻又在網路的空間中遭遇他國的阻攔，面對這樣的柵欄，受訪者E便採

取一種「詐術」的方式，編織虛擬身份： 

我比較聰明一點，我就是有辦法得到那個密碼，不然就是自己編一個，

如果我想的話，我就是會進去。 

【受訪者E，20歲】 

狄賽托（de Certeau，1984）強調閱聽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下透過微觀戰略與游

擊戰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挪用既有文化商品產製自身意義的文化消費狀態。受

訪者E的文本消費行為，就在地的意義上，是在地機制無法計算量化賦予解讀的；

而其自行編制他國身份的行為，一方面挑戰了韓國政府透過數字編碼控管人民的

ID制度，另一方面也顛覆其運用數碼監視其網路活動的限制，就閱聽人的主動權

而言無啻是一項成功之舉，其歡欣之情溢於言表。 

 

在地機制與閱聽人 

 

（1）跨國文本在地化的問題 

 

面對窄播與分眾化時代的來臨，電視節目為留住觀眾目光避免觀眾逃避轉

台，採取一小時連續播映無間斷的方式，最早見於一九九七年美國影集「急診室

的春天」。（Mirzoeff，2004：116）相同的方式出現在韓國電視劇的播映上，在韓

國平均每一劇集播映五十分鐘，形成完整敘事，但在地播映上由於插入廣告的影

響將敘事切割為四個部分，原本二十集的內容在地播映時延伸為二十五集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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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招致閱聽人的怨懟與批評： 

就是看戲的感覺一直被打斷，他就是那種唯美的畫面，然後那種看戲

的情緒一直被打斷，所以就去買了VCD，那時候VCD很貴，大概兩千多⋯⋯

因為韓國一集一個小時五十幾分鐘沒有廣告，那我們這每十分鐘就插一段

廣告，剪下來的話當然有差，我們看VCD一集大概四十幾分鐘，剪一集台灣

這邊就多十分鐘，就多很多多好幾集。（訪者：變很長對不對？）越多張VCD

他就可以賣越貴。 

【受訪者A，30歲】 

除了台韓兩地在影視製作層面播映時數的不同之外，韓國電視劇的在台播映

面臨另一個在地化的問題在於語言的隔閡，戲劇配音是外來戲劇引入最常見的在

地化策略之一，受訪者J認為，韓劇配音時所選用的語言，對於其收視有著一定

程度的影響： 

然後它（「青出於籃」）還配了韓劇配國語，我那時候還不曉得它是韓

劇，我一直以為是日劇。⋯⋯不習慣那些戲然後講台語，因為台語劇如果

視台與劇的話我寧願看台灣的本土台語劇，因為他那個台語劇是為了要配

給婆婆媽媽看的台語劇，可是我覺得不習慣所以就沒有看。 

【受訪者J，35歲】 

由於過往在地推行「國語政策」的影響，外來影集的必須以「國語」配音方

得播出，也因此養成閱聽人收視上的語言習慣。另一方面，韓劇的在地收視與消

費行為不斷地與日劇文本及日本流行文化相較，在語言上也出現競逐的局面： 

我比較氣的是日劇，他都是原音然後韓劇的話為什麼要播國語的，然

後我聽說是因為之前如果是播原音的話他的收視率會比較爛一點，所以他

現在都播國語的。他講韓語是聽不懂，可是比較能夠聽到他那個演員真正

的聲音阿，如果國語的話，就算沒有在看電視也會知道她在演什麼，兩個

有差。 

【受訪者E，20歲】 

相較於日本文化，韓國流行文化的在地發展所受到的排拒力較甚，無論是語言或

是戲劇資訊上都處於「非主流」的地位，受訪者A以自己學習日韓文的經驗，提

出這樣的觀察： 

學了一陣子，因為這種（韓文）不是很主流的語言，然後一上，你們

班人就越來越少了。⋯⋯因為哈日迷勢力太大，而且資訊什麼都比韓國多。」 

【受訪者A，30歲】 

就語言部分觀之，韓國流行文化的在地推動，第一層面臨地是在地語言習慣的問

題，進一步而言，面對在地強勢的日本流行文化動能，發展中的韓國流行文化是

否得以發展出與之相抗的能量，由「非主流」晉升主流值得繼續觀察。 

 

（2）科技資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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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製技術的更新使得閱聽人在收視時得以跳脫媒介時間的安排，自行運用文

本以契合其生活時間不再受限於媒體，科技複製技術一方面促成有版權 VCD 的

販售，但另一方面也相對擠壓在地代理者的空間，無版權 VCD 的販售與閱聽人

間私相授受的情形相當廣泛，對於在地代理機制而言是一種經濟利潤上的威脅。 

 

平常我沒辦法看的時候，我就會把他錄下來，等以後有時間慢慢看，

看到現在都看不完。（訪者：通常禮拜六下午會重播）對，可是我不想整個

下午被關在家裡看電視，所以我後把他錄下來以後再看。 

【受訪者 C，25 歲】 

因為電視播阿，你每天都要被制約在電視前面。如果是電視劇的話，

我prefer去租VCD回來一次看完。 

【受訪者 A，30 歲】 

 

在地機制所面臨另一項來自閱聽人的挑戰，是相關資訊不足與權力翻轉的問

題。相較於日本影音產品與娛樂資訊在本地所受到的重視較甚，韓國電視劇的相

關討論與娛樂資訊較少，端賴閱聽人自行挖掘，在資訊的流通上已非在地機制由

上而下傳散，而是由閱聽人主動搜尋取得，有時更成為在地媒體的主要「消息來

源」： 

因為台灣的網站比較少，大陸那很多，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人很多，東

西比較豐富一點，現在電視上面都沒有這類，只有娛樂百分百偶爾有一些，

所以沒辦法要看只能上網去看。

【受訪者E，20歲】 

電視資訊比網路慢很多，到處都是，報紙資訊比網路還慢，很多報紙還是

抄網路的資訊，抄還抄錯⋯⋯因為名字翻譯不一樣，某些記者常被點名，

要抄就抄好一點，還抄錯，亂寫。 

【受訪者A，30歲】 

(二) 微觀政治層次：收視情境與日常生活 

 

「規訓首先要先從對人的空間分配入手。」 

【傅柯（Foucault，1995），《規訓與懲戒—監獄的誕生》，p.141】 

 

傅柯（Foucault）由空間分配的概念說明權力施展的過程，他認為藉由空間

靈活細緻的切割，將可使每個人擁有自己的位置，進而使權力行使者得以控管人

員的在場與否，是一種「瞭解、駕馭與使用的程序」。（Foucault，1995：143）在

微觀的政治層次上，閱聽人收視的情境與自主權，多與其享有得以運用的空間相

關，而個體所享有的空間多涉及其經濟與在家中的倫理階層。承自莫利（Morley，

1985）「家庭電視」的相關研究，閱聽人在客廳政治中的收視情境往往與其位居

家中的權力與經濟位置相關，而遙控器的控管往往成為家庭收視中權力象徵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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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Morley，1985）受訪者F的生活經驗，再次證實了這點： 

受訪者 F：沒有耶，他們就是都上去看自己的，自己看自己的。 

訪者：那你們家裡有幾台電視 

受訪者 F：三台，哈哈，客廳一台我房間也有。 

訪者：哈哈，所以就是一人看一台囉？那你們家裡客廳電視主要是誰在管？ 

受訪者F：我，哈哈，遙控器是我在掌控的。 

【受訪者F，55歲】 

一般而言，家中人口越多，閱聽人可運用的自我空間越少，在收視行為上的

自主性也越低。羅耳（1989）認為家中物理空間的大小，收視行為具有不同的文

化意義，家內收視的物理空間與電視機所有數將影響家中成員在收視行為上的自

主性，「每個人想做的事，每個人的電視偏好，也就可以得到照顧」。（Lull，1989：

9，引自Morley，1995：256）閱聽人的收視情境隨著經濟情況的好轉，在物質空

間的分佈上有了看似平權的基礎，但深入分析之後，卻不得不忽視「性別」此議

題在家內收視情境上的影響。相較於男性威權式的控管，女性在家中所扮演的多

為「分享」與「犧牲」的角色。 

因為我跟公公婆婆住，我公公他們都要看電視阿，像我公公看電視的

時間，之前小孩子在看卡通，所以就沒辦法⋯⋯ 

【受訪者B，37歲】 

媽媽這個角色基本上很可憐，因為你也不能講這麼好聽說為了兒子為了老

公，但是我這個人我就會說那你要不要看，不管你今天是我兒子是我老公

是我妹妹是我誰，我都會先問你要不要看，你有沒有要先做什麼，我會先

把我自己的事情放在後面，我會先看別人有沒有要做什麼。  

【受訪者H，32歲】 

一般來講如果我爸要看新聞的話，就是他先看，其他的話就是遙控器

在誰手上誰就有主權，誰先搶到遙控器的話就是誰看，一般來講都是我先

開始看電視，所以大多是我看。 

【受訪者E，20歲】 

 

同樣身為家中的主要資產擁有者，訪者E的父親則是在家中居於威權的地

位，但身為女性的受訪者F與I，多會為了家中其他份子添購電視，分享其財富；

而與公婆同住的受訪者H和B，則在家中缺乏自主地位，將自己的選擇權排序於

「公婆」「兒女」之後。縱使身為職業婦女擁有自主的經濟收入，但由於其寄人

籬下缺乏物質空間的實質掌控權，女性收視者在家內政治上仍處於相對弱勢的一

群。 

 

 (三) 鉅觀生活情境：真實與生活的交融 

 

除了閱聽人自身收視情況與家內收視分析之外，韓劇閱聽人收視情境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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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應轉至更為宏觀的社會情境層面。閱聽人的在地收視意義，由微觀而鉅觀層

層交疊受到不同層次的情境因素，影響其收視的意義與解讀，閱聽人看待韓劇的

視角姿態，與其對在地媒體的態度具有相關性。換言之，在地閱聽人收視韓劇文

本的態度，將影響其看待在地媒介的意義，約莫可區分為四個類型： 

表15 在地閱聽人韓劇解讀類型 

對在地媒體的態度  
正 反 

正 參考性 反思性解讀 對韓劇 

的態度 反 民族主義解讀 批判性解讀 
 

第一種類型的閱聽人，對於在地媒體與韓劇都採取較為正面的態度，其將收視其

餘外來文本的審美經驗充分運用在地文本的收視過程中，在此稱其為「參考性」

解讀受訪者A即為此類型： 

因為它（「流星花園」）是話題阿，所以想看，但是他拍的不錯，雖然

他們四個人演技不好，但是你看的時候不會注意到他的演技，因為導演整

個戲的步調掌握得很好，他在韓國也很紅。 

【受訪者 A，30 歲】 

閱聽人消費韓劇文本，多少與其日常生活中之媒體消費習慣相關，身處在地

媒介情境下，閱聽人收視韓劇除卻文本符號的解讀外，整體社會的媒介消費情況

也對其解讀有著影響，參考性位置的閱聽人，由於收視經驗較豐富，在消費不同

文本時會不斷進行比對，以其在韓劇觀賞所得經驗欣賞在地戲劇，在觀賞的角度

上能更深一層地注意到拍攝的手法與導戲等較為專業的製作過程，此類型的收視

解讀駁斥了在地產業者所認為的收視排擠效應，反向證實了閱聽人收視的多元

性。 

 

另一種收視姿態來自反思性收視者，此類型者對於在地媒介的現狀多持負面

評價，由於兩地長期以來的競爭關係，閱聽人看到韓劇近幾年的轉變，因此對在

地影視產業有了擔憂與反思： 

主要是因為我這個人比較有憂患意識，我比較會去考慮到說，為什麼

奇怪韓國能我們台灣不能，後來我發現，那個我們台灣的「流星花園」蠻

有名的，有點類似那個什麼「藍色生死戀」一樣，同一個時期（訪者：是，

是同一個時間）奇怪他們都覺得很好看，我看了兩遍，我覺得還好耶，我

覺得沒有像藍色生死戀那麼感人，可能他的故事會比較，因為他就是日本

的漫畫改編的阿，所以我就覺得不是屬於台灣的東西，只是台灣把他變的

說那種拍成偶像劇而已阿，其實也不是真正台灣的東西，真正台灣的東西

是什麼？ 

【受訪者I，5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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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於近年在地媒體產製業的整體萎縮，閱聽人對於在地媒體產製的內容有

了相當大的反彈；另一方面，如同本文第二章所論，肇因於歷史因素，台韓兩地

的競爭心態由來已久，以往位居亞洲娛樂產業之首的日本及台灣，近日紛紛轉向

接收韓國流行文化，致使在地業者與閱聽人萌生危機意識，若能重視這份反思的

草根性力量，或許正是在地產業再生的契機。 

 

相較於反思性的閱聽人，採取「民族主義」立場的閱聽人在收視韓劇之外，

也同時收視在地戲劇，在受訪者 J 的認知中當前的情勢是『韓劇優於台劇』，因

此台劇才有「迎頭趕上」韓劇的空間，但她同時也對台灣影視充滿了樂觀的期待：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偶像劇喔，有一點迎頭趕上韓國的偶像劇⋯⋯台灣偶像

劇從 2001 年到現在，短短幾年當中我們拍了多少偶像劇，有電視台拍的，

有cable拍的，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要俊男美女我們有，要風景漂亮我們

有，要劇情浪漫我們有，要吻來吻去我們有，要緋聞車禍我們通通有，各

式各樣我們太多偶像劇了，而且我們不像他們我們是一個禮拜播個兩集對

不對，我們一到五全部都給你⋯⋯台灣的偶像劇太多了，當然有些就很糟

糕有些就還不錯，我覺得我都給予機會啦，我不會當然偶像劇演員都演的

不好，可是我都一直相信一點，給他們機會給他們機會。 

【受訪者 J，35 歲】 

 

此類型的閱聽人對在地媒體的評價高於外來文本，因此在承認當前在地收視外來

文本的盛況之外，也期許在地媒介能因此奮發改進，對在地的媒體也較為支持。 

 

以上三種收視解讀，雖對在地媒體多少有些不滿，但都較為溫和，僅有採取

批判性解讀性閱聽人立場較為激烈，對於在地與韓劇皆有所不滿。此類型的解讀

者不盲從於「韓劇」此類型，對於兩者皆採取對立立場，僅將戲劇視為文本，對

於其日常生活並無影響： 

受訪者C：因為戲劇本身就是這樣，不是真的，不只是韓劇這樣，大部分的

戲劇都是這樣。

訪談者：：你覺得有那裡不合理 

受訪者C：比如說我一直覺得藍色生死戀小孩怎麼會抱錯？我之前沒有看前

面，後來看了才知道，可是那種地方根本小孩子進不去不嗎？所以我覺得

不合理。不過戲劇都是這樣，沒有合理不合理，戲是戲，看完之後就是這

樣⋯⋯我很少看台灣劇，我大部分看港劇，台灣劇都是殺人、罵來罵去什

麼的，感覺就是看了很不舒服。 

【受訪者 C，25 歲】 

 

對於在地媒體與韓劇文本，受訪者 C 雖皆採批判態度，但有其心理層面上

的相異。由於戲劇文本近身性的關係，受訪者 C 對於在地戲劇中所出現的暴力

 102



（言語或肢體）場面較具易具有感同身受的移情能力，相較之下，韓劇身為外來

文本在整體社會情境上與閱聽人生活情景有所差異，閱聽人僅能停留在「想像真

實」的層面，因此閱聽人可以僅將之視為文本解讀，而無視其對日常生活的威脅

與影響。 

 

無論是參考型、反思型或是民族主義立場解讀者，在訪談過程中，此三者同

時面臨的都是對在地媒體與整體環境的焦慮與關切，複雜的情緒交錯在對韓的反

應上，受訪者 J 的一段話，非常值得玩味： 

以前你在報導韓國的時候因為對她門比較沒有什麼印象，甚至不會去喜歡

，其實，喜歡看韓劇的人不見得會喜歡韓國人

【受訪者 J，35 歲】 

受訪者 J 在消費韓劇的同時，對於韓國與韓民族所抱持的仍是較為負面的印象，

與在地認定的「哈韓族」有所出入，這樣矛盾複雜的情結（complex）反覆出現

在閱聽人論述中，深刻地反映出文化消費絕非單純文本與行動者間的解讀，而是

更具有深刻地歷史與社會意義。 

 

五、代結語：符號與權力。 

 

本章節中主要探討全球化脈絡下閱聽人研究中權力階層與文本符號消費的

議題。在韓劇的收視文本上，閱聽人欣然消費韓劇文本符號中所呈現出的美感經

驗與感官享受，但對於其中所隱含的二元價值體系，則有所批判與差異性解讀。

換言之，在文本意義解讀過程中，在地與韓國文化價值體系即有所碰撞，閱聽人

並非全然接受其價值。 

 

跳脫出文本解讀的範圍，在閱聽人收視的情境上，權力的運作是一種由上而

下，由輸出國到閱聽人，籠罩在閱聽人日常生活情境中的過程。在地機制的引入

固然左右閱聽人看待韓劇文本的選擇，但在解讀的主要意義上，仍是與閱聽人自

身所處的情境脈絡相關。 

 

藉由閱聽人接觸韓劇的契機至其對在地整體媒介態度的影響，比次節麟地分

析其所身處的收視情境對其收視行為與日常生活的意義，在接觸韓劇的契機上，

閱聽人面對在地代理機制的控管，有其因應策略，並非如同文化帝國主義者所擔

心般放任機制宰割， 其在接觸外來戲劇文本後對在地媒體的反思與批判更值得

重視： 

那韓劇基本上不會絕對的壞也不會那麼激烈，比起台灣一般鄉土劇來說比

較溫馨也比較容易被接受，加上他的愛情真的都還蠻甜蜜還蠻浪漫，所以這

是我覺得為什麼在台灣會一直有所謂的韓流進來，我覺得這是主要原因

吧，所以我覺得台灣媒體要自省，不要一直批評別人，想想你們做了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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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等的來殘害大家，

【受訪者 H，32 歲】 

 

在韓劇整體的收視分析中，最值得在地重視的，應當是韓劇收視者在此消費經驗

之後，如何看待在地，對在地的意義是什麼？韓劇消費作為一種在地社會現象，

其所反映出的意義是什麼？本文將在下一章，在地與韓劇閱聽人的互動之中，做

一較為完整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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