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 

 

韓流的在地成形，同時兼具著積極享樂與負面壓迫的二元性質，此對立論述

所支撐建立的在地韓流也因此呈現更為複雜多變的況味。 

 

本文藉由深度訪談方式，試圖勾勒出在地「韓流」成形與「哈韓族」圖像，

在本文所蒐集的資料分析中可知，有別於一般流行文化的消費風潮，在韓流的形

成過程與哈韓族的身上，看見在地對自身文化的恐慌，這份憂慮以兩股能量在本

地宣洩而出：拒韓與哈韓。本文以為，韓流實包含兩股力量並陳，消費與拒斥，

有別於過往對於文化消費行動者的預設，在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身上有著更多矛

盾情緒，這股情緒來自對自身文化的不滿與對他國文化的凝視，在所謂哈韓族身

上形成「消費越深，恐懼越深」的情形，而置身於外的在地觀者，則對於消費韓

國文化的行動者產生拒斥其不忠，而招致罔顧歷史情感的批評。 

 

無可諱言的是，在地看待韓國的視角，確實因韓流的盛行有了轉變，本文藉

由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的訪談中得以窺見哈韓族的消費行為，並藉由與行動者對

話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地見證了韓流的成形。首先，本文將由訪談結果的整理著

手，對在地韓國流行文化消費進行整理，其次，將描繪勾勒在地韓國流行文化消

費者圖像，並進而最末，本文將對自身提出研究檢討與限制，以期後續研究能在

此議題上有更為卓越的發揮。 

 

第一節　 韓流：韓國的恐慌與驕傲 

 

韓國人歷來富於創造性，善於把引進的文化改造成自己的文化，他們的佛

教學派與儒教學說就是例子。基於這種傳統，我們正齊心協力地發展我們

的人力資源，以便在知識和資訊時代領先一步。 

【金大中（2001），《2001 年人類發展報告》32】 

金大中於 2001 年在聯合國大會上所言的韓國文化，將韓國文化的創造性定位在

佛教與儒教的融合，他認為外來文化在地化是韓國民族創意的展現。就其言論，

可看出韓國文化長期以亞洲文化資產作為基礎，其驕傲與焦慮皆由此而生：驕傲

於自身文化的包容與多元性，焦慮於近鄰文化強國的霸權。對於韓國當地而言，

韓流除了是一種影視產業所興起的文化商品經濟奇蹟外，更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現

象。 

 

韓流：亞洲新價值的建立 

                                                 
32 引自王泠一（2003），《文化金礦》：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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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文化觀光部長李滄東在「亞細亞文化產業交流財團」的創立大會上，做了如

下宣示： 

最近在大中華圈與東南亞狂飆的韓流，並不是因為西方文化碰到界限而產

生的一時短暫反作用，而是亞洲人對亞洲文化與價值所產生了新的關懷與

憧憬。韓流的真正價值在於：對於過去西歐文化為中心單調畫一的價值觀

與世界觀，逐漸轉換為亞洲各國人民獨自的觀點，形成了亞洲文化的共感

帶大串連，進而有產生亞洲同文化共同體的可能。 

【中央社，2004/01/19】 

對於韓國官方而言，尋求韓流真正的定位是與價值，是避免韓流迅速消失的主要

關鍵。韓國將韓流定位為「亞洲共同文化體」，作為亞洲共同價值的形塑的風潮，

所反映出的正是韓國人對自身文化正當性的焦慮。 

 

　 　在歷史過程中，韓國長期作為亞洲強權國家的的殖民附屬地，對於文化的

保存卻是不遺餘力，所謂文化共同圈的理念，實是另一種霸權心態的展現，更將

面臨亞洲各國殊異國家的挑戰。立足於東方文化與西方價值做出區隔，對於文化

上向來屬於弱勢的韓國而言，是較為安全的立場。立基於文化資本的概念，韓國

傾向將儒教與佛教文化視為是亞洲共同價值，此兩種非源出於韓國的文化資產，

在韓國交會萌芽生成有了今日的韓國文化風貌，但對於文化源出國：中國而言，

其長期以來的霸權心態恐難以矯正，也成韓流文化形塑過程的隱憂。 

 

近鄰中國文化霸權主義的隱憂 

 

韓國企業約有二以上的資金挹注中國市場，至二○○一年，韓國對中國市場

投資額達八‧五億美金超越對美投資額，成為韓國企業境外投資的主要市場，因

此「提供鄉韻時尚成了有利可圖的主要產業。」（要英，2003：290）韓國官方

機構更將中國視為韓流政策推行的主要市場： 

首先要在中國營造韓國旅遊熱﹐將于 2月向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派宣傳

招游團﹐並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等中國主要媒體刊播宣傳廣告﹐大

力加強宣傳攻勢。同時﹐在海關設中國人專用入境檢查口﹐在旅遊區把漢

字並用招牌從現在的 2600 個增至 4300 個﹐漢語譯員在現有 270 名的基礎

上再培養 420 名。為中國遊客的餐館也將從 50 家增至 100 多家。  

【朝鮮日報，2002/1/7】 

立基於此龐大的利益，韓國當地掀起一股「漢潮」（李雙龍，2003），學習漢語

在韓國企業與當地蔚為風潮，就文化商品的流動而言，韓流確實成功將其商品引

入中國，但就文化的學習與影響而言，中國文化恐仍將是韓國文化的勁敵，要英

（2003）認為，韓流之所以能進入中國市場，主要透過幾種方式：將韓流明星包

裝化，與當地企業交互投資合作。換言之，韓流欲進入當地市場勢必經歷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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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包裝，強調其文化產品中的中國性，方可引起風潮。（要英，2003：292）

這樣的方式與跨國企業在地化有著相似與相異處，相似處在於全球化制式產品進

入各地市場，勢必經歷在地化的過程，此為全球化文化商品流通不可或缺的一部

份，但相異處在於，韓流之所以在中國文化為主的地區盛行，所依侍的是源出於

中國文化的儒家價值，（Leung，2003）對於中國文化盛行的地區而言，韓流的

成功是一種驕傲也同時是威脅。長期以來中韓間文化上的不對等關係，使得以宗

主國自居的中國，面對韓國時仍難脫其主宰心態，兩地間的文化紛爭，近日因高

句麗遺跡的主權爭議再次浮上檯面，韓國詩人金芝河（2004）在論及中韓對於高

句麗歷史與文化認定時，做了如下表述： 

現在非常明確的是，不知哪一方正在脫離自己的正常軌道。其中最爲突出

的國際性錯誤來自中國。民族霸權主義或中國第一主義正在千方百計破壞

著自己作爲文化大國應有的遠大的抱負和資質。中國的“東北工程”正在

自我毀滅中國自身的使命和資質，這就是所謂的“貪小失大”。 

 【朝鮮日報，2004/03/02】 

對於韓國而言，中國是文化的根源地也同時是韓國文化產品的廣大利基，但不可

否認的是，韓國流行文化試圖以「亞洲共同價值」為韓流延續的核心價值，勢必

將面臨亞洲國家的批評與挑戰。 

 

自身文化稀薄化焦慮 

 

韓流雖為韓國帶來經濟上的新契機，但韓國學者金信同（2003）認為，韓流

中過度商業化的行銷手法，將使韓國文化面臨稀薄化的危機： 

現在，所謂的傳統文化被尋求利潤的商業行為所利用，被淪落為簡單的裝

飾品和娛樂用具，或者已經變成商業化的觀光文化。⋯⋯韓國作為後發展

國家雖然取得了經濟方面的巨大成就，但是其社會意識與經濟發展並不協

調，韓流現象就是韓國人具有盲目民族自豪心理的一種表現。 

【金信同，2003：299-300】 

金信同的反應，所反應而出這是韓國人基於文化自尊心態，急於向外展現博取認

同的急切，在亞洲的長程歷史中，韓國處於較為劣勢的地位，先後遭中國與日本

殖民統治，因此其所表現而出的正是殖民地人民亟欲自我證明的熱切情緒，希望

能藉由韓流在亞洲取得優勢地位並建立嶄新的進步形象，韓流帶給韓國當地的這

是這一份契機，這一份希望或許也是在地所仰望與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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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哈韓族：在地的檢視 

 

對於非韓國流行文化者而言，「哈韓族」成了相異的他者，那群偏好他國文

化的人，對行動者自身而言，哈韓族在本地論述中看見自己，與其對自身行為的

解釋有著巧妙的異同，哈韓族藉此互動過程使得哈韓族在地形象得以成形。在地

論述中的哈韓族主要泛指參與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此文化消費行為概括涵蓋了

日常生活中的消費行為。一如對流行文化消費者的定見，在地論述中的哈韓族仍

不脫失序與瘋狂的行為，其對於所有韓國製品熱切消費著，無論是物或人，都能

廣泛地勾引出哈韓族的狂熱購買慾，這樣的說法是站在行銷與廣告宣傳的角度，

將閱聽人進行區分，至於其對自身的解釋與選擇仍缺乏更細緻的描繪。如同本文

一開始的問題意識，在地哈韓族的面貌，實是在地論述與韓國流行文化參與者自

身回應所融合而成，對於在地而言，哈韓族的誕生，除了代表另一種類型流行文

化品味為在地所接受外，哈韓族的成形對於在地流行文化有著更為深遠的意義。 

 

一、哈韓族在地形象 

 

（一）誰在哈韓 

 

在本文所接觸的受訪者中，願意承認自己為哈韓族者僅有一人，其餘九位未

曾自稱或是承認自己是哈韓族，依此脈絡而言，在地論述所指稱之「哈韓」此一

族群是被在地所想像而出，在媒體論述中其行為模式等同於「哈日族」，僅是對

他國流行文化的追崇，至於其後所消費的韓國意象與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費行

為，多等同於對該國所有製品的追尋。在地所描繪出的哈韓族，有幾項意涵： 

 

與哈日族相同，源於對於明星與戲劇的高度崇拜。  

 

在此意涵下，哈韓族的行為模式難以逃脫瘋狂失序的宿命，仍被貼上迷戀追

星與韓國明星事物的標籤。在地論述中的哈韓族，主要是以韓劇與韓國明星為核

心所建立的流行文化，此類文化消費者傾心於韓國影視產業，對韓國明星與戲劇

有著難以棄絕的偏好，因此在地論述中的「哈韓族」，多是用以指稱追星族。所

謂哈韓族族出現後，在地業者試圖將此擴及對韓國製造物的消費，因此不斷形塑

在地韓國流行文化消費空間， 

 

新類屬次團體文化的誕生：「哈韓族」喚起在地對中年婦女偏好的重視。 

 

有的人有自己的工作，有家庭或者你經過一些事情你熱情會削減的，而且

基本上如果以中年人來說的話，大家這一輩子都沒有這麼投入過，難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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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次對不對，就其實投入了這一次驚天動地之後，能投入這一兩年也已

經不錯了，因為每個人都還有每個工作在做啦，而且韓星畢竟還是說，畢

竟他離台灣還是太遠。 

【受訪者 J，35 歲】 

過往流行文化消費者多被定位為青少年次團體文化，但在哈韓族中，中年已

婚婦女所佔比例甚鉅，自「藍色生死戀」雙宋風潮至「冬季戀歌」的裴勇俊旋風，

媒體論述皆以中年女性閱聽人為主要報導對象，對於中年婦女追星行為以另類有

別常理的角度看待之。「哈韓族」的出現終於使本地流行文化開始重視中年婦女

此一類屬的存在，落實於日常生活中則是家內政治與微觀權力的轉變，過往婦女

的收視喜好往往為家庭收視行為中最易被犧牲者，在日常生活中韓劇收視行為

上，婦女雖仍遭受男性工作伙伴與家內男性成員或多或少的反對，正如同受訪者

J 所言，韓國流行文化消費行為，仍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多方競逐的過程，家庭

與工作對於中年婦女而言，仍是生活重心所在，而「哈韓族」與韓星間因距離所

產生的美感，也將成為一種阻力非助力。「哈韓族」的出現使得在地開始重視中

年已婚者對於自身享樂歡愉的追求，而不再將流行文化視為是年輕者所專屬，對

於微觀權力的解放有著一定效用。 

 

哈韓族：建構與想像的族群。 

 

在地中介代理者邀訪韓星來台宣傳吸引閱聽眾的方式，試圖培養「哈韓族」

的存在，因此所謂「哈韓族」此一名詞的存在，說是為媒體與中介代理者所建構

而出實不為過，也因此使得「哈韓族」的在地存在顯得有些名不符實，被召喚至

位的韓國流行文化參與者有限，一方面源自對在地與該國間長期所處的緊張關

係，另一方面源自在地對自身文化認同的混亂所造成的影響。本文所接觸的受訪

者 I，對於哈韓族一詞有著厭惡與自我澄清： 

訪者：那您對於現在社會上所謂的「哈韓族」，您覺得所謂的哈韓族是怎樣

一個狀況呢？ 

受訪者 I：那些我不喜歡耶，我就覺得我喜歡他們的劇情，然後我現在到精

明一街去逛街的時候我會喜歡他們的衣服就這樣而已。 

【受訪者 I，53 歲】 

受訪者 I 認為所謂哈韓族不等同於日常生活中收視韓劇者或消費韓物者，但對在

地而言，「哈韓族」一詞所隱含的負面意涵使受訪者不願意承認自己的消費行為，

「哈韓族」被想像與建構而出的瘋狂意涵，對韓國的高度認同與傾慕，都使對於

在地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難以認同，因此在「哈韓族」此一名詞意涵下，被召喚

至此意義的，是「非哈韓族」是非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對「哈韓族」所下之詮釋，

而非與實際行動者相對應而得。 

 

 

 164



（二）哈什麼韓？ 

 

韓國流行文化引入在地是以音樂作為前鋒，至韓劇收視熱潮到達顛峰，韓國

戲劇中的引人之處，對於在地行動者而言有著難以根除的迷戀。以韓劇為本所衍

生而出的周邊文化消費行為為韓國帶來龐大利益，也使韓國影視產業成為亞洲流

行文化的引領者，在地韓國流行文化消費行為，約末可歸納出以下諸項： 

 

韓劇文本消費 

 

在地所播映的韓劇文本以愛情故事為要，在本文所接觸的受訪者中也確實發

現，「愛情神話」對於「哈韓族」有著一定程度的重要性，在十名受訪者中，日

常生活中閱讀羅曼史者有七名，多數受訪者更有長久日劇收視經驗，韓劇文本對

於在地閱聽人而言，最大的引人之處主要包含兩部分： 

　 1.影像符號的呈現 

韓劇中善用自然景物與街景融合，提供閱聽人如臨親見的真實感受，搭配特

殊的拍攝手法，使得閱聽人在收視過程中遊任於虛擬與實境之間；韓劇中善用音

樂敘事輔佐劇情鋪陳，音樂無國界的特質也使得閱聽人更能為之吸引而投入其

中，多數閱聽人皆對韓劇中除了外在可見的影像符號的運用吸引在地閱聽人外，

韓劇文本的內容與其所呈現的價值觀也成為受訪者所偏好處。 

　 2.愛情神話 

相較於其他劇集，韓劇善於處理「情感」關係，由親情友情愛情所組成的敘

事三元素，架構其韓劇文本特有的敘事，文本中所一再複製與凸顯的愛情神話，

成為在地閱聽人不斷企求的目標。愛情神話過於美好的虛幻，提供閱聽人想像的

歡愉，而故事中似曾相識的場景與對白，使在地收視者有了與回憶共鳴的基礎，

在韓劇文本的消費中，閱聽人同時是文本意義的消費者與產出者：消費韓劇文

本，同時也在收視過程中，提供自身的回憶與感知經驗作為收視歡愉的來源，換

言之，在韓劇收視的過程中，閱聽人同時成為消費者與產出者，此雙重位置為收

視者帶來收視時的獨特感受，也提供韓劇文本形塑愛情神話的主要利基。 

 

二、在地消費韓國意象：次級到主流 

 

「韓流」一詞近日所指為韓國製品引入在地消費的盛況，但在地與韓國間有

著長久的貿易關係，早期韓國物品仍落得劣質量產的印象，晚近則因韓國電視劇

與流行文化的風行，而有了形象轉變的可能： 

我早期就會這樣想，我覺得韓國比我們落後蠻多的，我的感覺（訪者：是，

哪一些部分）像生活用的東西會比較落後一點點，比我們落後一點點，因

為我們買韓國的東西都知道阿，他們的東西品質有在提高，那價錢都很貴。 

【受訪者 I，5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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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物品的消費的在地意象，也隨著其流通的空間而有所不同，早期韓貨主要於

韓國街與地攤販售，九八年後進駐青少年流行聖地西門町，兩千年之後，由於韓

劇收視熱潮的推波助瀾終能進駐時尚核心購物商城。在地韓貨的消費方式的轉

變，同時也象徵了在地所消費的韓國意象，是由次級而主流，韓國流行文化因而

得以進入在地流行文化的品味競逐場域，成為在地行動者的選擇之一。 

 

三、在地「韓式美學」：華而不實 

 

在地論述中韓國流行文化消費的「韓式美學」，多與日本流行文化相比較，

在地影視產品與流行文化歸類上，善以西洋/東洋進行區分，而所謂的東洋則多

以日韓流行文化產品為主，因此韓國流行文化的在地盛行所面臨最大的挑戰即是

來自日本，日式美學長期為在地所採納，在日本流行文化中，在地所仰望與消費

的，是「最接近東方的西方」，身為亞洲現代化最盛的的國家，日本流行文化屬

於東西合併下的產物。 

 

整型風潮所帶給韓國社會的是外表重於內涵的批評，一如在地對韓國物品的

印象「中看不中用」，也因此形成在地消費的「韓國意象」，往往帶有輕蔑的語氣，

在「真實」為美唯一定義與詮釋的桎梏下，力圖改變證實美可以由人創造的韓國

人，自是招致批評。而在地所謂「韓式美學」，則是一種建立在東方價值觀面臨

挑戰的產物，整型行為即是一種東方家庭價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面臨個體自

主性（自由意志）的挑戰，更是一種對「美」學定義的扭轉。 

 

在地認知中的「韓式美學」，是不斷建立與品味競逐的過程，對於韓式美學

的定義，韓國流行文化行動者仍無法明確指認，多藉由區隔的方式（非日）相似

（近台）的方式予以瞭解，這或許與韓國流行文化真正為在地接受時程不長有

關，使得所謂韓式美學的定義仍流於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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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韓流：在地的焦慮與想望 

 

一、在地「韓流」反應 

 

（一）韓物在地消費：風潮/時尚? 

 

我們當初投進去的這些老弱婦孺們喔，其實大家經過這一劫也累了，因為

追韓星很累耶⋯⋯人有喜新厭舊的時候嘛，你一直有新的東西出現對不

對，然後我們其實還沒有到那種忠貞不二的地步啦，你喜歡只是喜歡角色，

可是這樣的人如果他一直演下去，也有可能他就不演了怎麼辦，你會停頓

下來，⋯韓劇你還是會看，韓星你還是會看，你還會在這麼瘋狂迷戀的人

不多了，這種人一多，一這樣下來，韓流就不見了! 

【受訪者 J，35 歲】 

有別於過往流行文化趨勢，在地韓國流行文化行動者眼中的「韓流」，僅是一時

興起的風潮，至於該風潮是否能在本地扎根形成一種時尚風格，則是在地行動者

仍存疑的部分。「韓流」主要是圍繞在韓國明星為主的消費文化狀況，在地行動

者對於韓國文化中的特殊性，則囿於文化根源與在地的焦慮情結而產生了拒斥現

象，使得所謂哈韓族或是偏好韓式生活風格的方式較難在本地成形。 

 

（二）行動者眼中的「韓流」效應 

 

在地行動者眼中的韓國韓流，是以戲劇文本為核心所進行的文化消費行為，

而韓國影視產業的發展與國家整體競爭力提升間的關係，也成為在地行動者關切

的焦點之一： 

我覺得尹錫湖給我的感覺很商業，他是去做了一些，他是為了達到目的而

去做一些商業上面的手段，可是他又讓你很甘願，很甘願的去陷入他的情

境。 

【受訪者 H，32 歲】 

但是你不能否認，因為這個戲劇他們 Marketing 做的非常好，這個導演呢，

韓國政府應該給他頒個獎，就是尹錫湖他們政府應該給他頒個獎，他真的

拍得很好。你說像「夏日香氣」，在度假村很多人去過，結果我看都覺得他

拍的很美。 

【受訪者 A，30 歲】 
受訪者 A 認為，韓劇中所呈現的美景與其影視產品的行銷策略，都有效帶動韓

國整體形象，有助促成韓國觀光與影視產業的銷售。在此過程中，在地行動者所

贊同與認可的，除了是韓劇文本所展現出的符號意義外，在地行動者也在韓流中

看見影視產業提升與國力競爭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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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據韓國觀光公社（KNTO）針對兩岸三地所進行的韓流報告中指出，在

地對韓國的態度往往居於三地之末，在地民眾傾向於將韓流貶抑為一時風潮將在

三至五年內消失（KNTO，2004），而未能在本地成為慣常風尚；另一方面，在地

對韓國評價與整體印象，多居於兩岸三地中最低，在此研究報告中，韓劇收視是

影響在地民眾赴韓旅遊的最大因素，但在本文所接觸的韓劇收視或韓國文化消費

者中，曾赴韓國旅遊者有四名，但願意再次造訪韓國者僅一名（受訪者 A），其

餘受訪者在提及韓國整體環境時所表現而出的皆是負面反應，這樣的斷裂情形與

使文化消費中所認知的認同一致性出現矛盾，而此一矛盾情形也成為在地韓流現

象的一大特色：反對韓流者不僅是反韓者，在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身上，這種又

愛又恨的情結持續發酵，形成一股濃烈的在地焦慮。 

 

表 21 兩岸三地民眾對韓流態度 

整體韓國印象 生動 48.9% 有趣 46% 滿意的 42.9% 快樂 41,5%
.對韓國的評價 購物 58% 環境佳 56.5% 自然景致美

54.3% 
友善 54.4%

對韓觀光業評價 良好 32.9% 普通 40.2% 不佳 26.9% 為兩岸三地

中最低 
未來訪韓意圖 有意願 41.7% 普通 20.6% 無意願 37.7% 為兩岸三地

中最低 
未來訪韓動機 受電視劇影響

47.6% 
親友建議 23.4% 受韓國電影影響

16.7% 
受韓國音樂

影響 15.3%
不願訪韓因素 對韓國無興趣

44.4% 
想去他國 29.5% 訪韓無好評價

11.2% 
 

資料來源：韓國觀光公社（2004）。「Survey Report of  Hallyu」 

 

二、韓流中的在地焦慮 

 

在本文所接觸的受訪者中，其所呈現出消費韓國卻又同時對韓國與韓國文化

產生不認同甚或是厭惡的反應。一方面，這當然與後現代情境中認同處於不斷流

動與形構的狀態中相關，但另一方面，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與認同間的斷裂關係，

所反襯出的更是在地自身文化與認同的焦慮感所致：對文化傳統的難以定位，與

對自身文化認同的混淆。 

 

（一）難解的中/台韓情結 

 

在歷史承軸中，在地與韓國的關係由於執政當權對歷史的詮釋而有了模糊與

想像的空間，總體而言，在地對韓在中/韓與台/韓之間躍動。早期在地慣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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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作為兩者互動的起點，在想像的國界中「中韓」有著相連與唇齒相依的關係，

但在實際的疆界中，兩地同時面臨國土喪失與政權對立的局面，在中韓立足點下

的兩地互動，難以跳脫中國文化道統性的思考模式，使得在地慣於以「中華帝國」

主義的視角看待韓國，因而對於韓流現象中文化反向流動的情況有著難以釋懷的

焦慮。 

 

（二）文化根源與延續性的擔憂 

 

另一方面，文化正統性的難題，正突顯出在地自身在文化認同議題上的缺乏

方向性。韓國流行文化中所蘊含的豐沛中國文化元素，成為其在「中華圈」廣受

歡迎的利基，但對於長期以中國文化承繼者自居的在地，韓國的所強調以儒家禮

教為主的文化精神，都使在地不得不去正視自身文化正統性的問題： 

你要不當初有五千年文化，我們現在在吃根基你知道，他們（韓）不是喔，

他們文化歷史背景很淺短喔，可是他們歷史文化背景還在不斷扎根，所以

你要搞清楚，成長而扎根，而且走向正面的居多，他們已經回到我們以前

歷史的這一段，所以他們在進步我們在退化，這是台灣跟韓國最大的差異

性，我可以從他們演戲到他們的政治到整個世界的接觸面，很明顯的很清

楚的。 

【受訪者 G，45 歲】 

在受訪者眼中，由於對在地文化根源的瞭解與認同，使得韓國文化有了不斷延續

與進展的可能性，相較之下，在地對於自身文化的根源與正統性一直有著幽微難

解的中國情結，文化的傳承與積累由於其發源的地域性有了根源的差異，而此差

異正是在地文化認同中最難以解釋與處理的議題。在地行動者在韓流中看見與自

己相似甚或是相屬的文化如此盛行，相較於在地混亂的情勢不免興起羨慕之心，

一方面欣羨韓國厚實的文化根基與認同，另一方面也開始反身自省在地的文化現

況。 

 

三、 韓流/留的下一步 

 

依據韓國文化觀光部的統計顯示，南韓電視節目的出口金額，自 1999

年的 761 萬美元，提高至 2001 年的 1235 萬美元，成長率約 31％。其文化內

容產業的產值觀察，也自 1997 年的 71 億 6 千萬美元，大幅升至 2001 年的

108 億 8 千萬美元，平均年增率達 26％，其中發展最快的是電視產業，平均

年增率更高達 46.2％。（中央社，2004/7/16）在韓國流行文化的消費風潮後，

韓國流行文化對於在地而言帶來何種影響？對於在地來說，韓流僅是一種收

視熱潮，或是能形成長久的時尚風格，仍待繼續觀察，但在地韓流所面臨來

自在地一般民眾，產業甚或是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的批評，都相對地削減了

在地韓國流行文化消費的動力。身為被消費者，韓國自身也開始正式韓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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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持續的問題： 

 因“韓流”旋風曾在臺灣熱播的韓國電視劇，近來受到當地年輕觀衆的冷

落，因此，有人指出，韓國電視劇的出口戰略需要改革。鄭潤慶指出，雖

然目前“韓流”仍在持續，但臺灣觀衆與其他節目相比，對韓國的節目的

評價不是很好，而且他們還認爲，韓國節目的收視率不會提升。從中可以

看出，曾在臺灣主導韓流的韓國電視劇熱潮已經開始降溫。”他強調，對

出口已達到頂點的市場，應更積極採取直接投資、共同製作等戰略，這樣

才能確保市場。 

【朝鮮日報，2004/2/25】 
韓國論述認為由於在地中介者的大量播映，使在地韓劇播映品質良莠不齊而

使收視情形有逐步削弱的趨勢。由文化輸出者的觀點來看，如何確保韓流在

地優勢是其當務之急；但對於在地而言，韓流現象所提供給在地的，除了是

文化產業經濟的可能外，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議題與在地對自身文化認同所產

生的混亂與焦慮都更值得正視。 

 

韓流：在地文化產業的借鏡？ 

 

在韓流中，在地行動者看見自身的恐懼，看見自身的匱乏，看見在地所企求

的願景。因此對於韓國文化產業成功經驗的移植不絕於耳，希望能以韓流振興韓

國經濟的經驗，作為在地產業轉型與提升的借鏡： 

 

短短五年內，韓國經歷了怎樣的改過程才能東山再起？從經濟陰霾中復甦

過來的同時，為什麼還能搖身一變，成為文化輸出國？是什麼樣的精神願

景與策略，使一個製造代工國，擁有創造流行的能力？團結、強悍、充滿

朝氣的韓國，又可以給企圖轉型的台灣什麼新啟示？ 

【楊瑪利，2002：137】 

韓劇潮席捲全台，連政府的產業諮詢單位都不例外。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

委員會上午提案，建請政府效法南韓發展屬於知識經濟型的影視產業，以

獎勵與優惠措施，創造媒體、文化出口的有利政經環境，讓台灣保有永續

的核心競爭力。 這份提案表示，韓國文化創意產業成功，已成為亞洲各國

仿效的對象，我國政府雖也在前年提出「挑戰 2008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將數位內容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納入其中，但相關配套措施仍未加以建

立，造成推動產生諸多困難。 

【時報，2004/7/17】 

起自民間業界的訴求力量，在地政府也將納入韓流政策作為未來在地文化產業

施政的參考。這種力求改革的心態固然令人期許，但曾受韓國官方肯定，並視

為在地韓流推手的的因思銳董事長李志建的一番話也值得警惕： 

當我們在哈韓風潮中，感受到韓國在智慧產業表現得很亮麗時，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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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自菲薄，覺得韓國是強大的競爭敵手。有競爭意識是對的，但當我們知

道光鮮外表後的實際情況時，或許我們可以知道，別國和尚念的經，不一

定比較好。 

【蔡明憲，2003：40】 

韓流政策對於在地而言，或可是適度地作為產業轉型輔導政策制訂時的參

考，但並非全然可抹去其歷史與文化因素而片面移植模仿的。在地行動者所建構

的韓國流行文化空間，並非全然歡欣與享樂的，韓流風潮中包含了長期以來在地

對韓國的偏執與對其文化的輕蔑，對韓流的反動情緒中參雜了在地文化的自尊與

自卑：兩者皆源於對現狀的不安與難以規避的中國文化情結。對於在地行動者而

言，韓流現象所帶給在地文化的影響，應當學習如何去處理文化根源性的難題： 

歷史他有他的歷史背景，我們當下有我們應該要有的面對的事情，難道我

們要因為歷史就拒絕跟韓國人往來嗎？那你不前進我告訴你，此時她是優

勢，此時他真的比我們行，此時我趕快跟他巴結在一起學習，因為學習你，

你要怎麼學習，伸出我的友善，我們不評論過去的歷史，我說過不要把事

情都混在一起，一對一兩碼事，不然我們中國人講的冤冤相報何時了？ 

【受訪者 G，45 歲】 

跳脫歷史背景的包袱，韓國政府於 1998 年對日本流行文化解禁，同意日本文化

產品進入韓國市場，金大中此舉所代表的是「韓國已有足以產製自身節目的能力」

(Lisa Hanson，The Korea Times，2004/2/12)，是對自身文化產業產製能力的信心，

韓國學者金信同（2003）認為韓流是一種有助各國文化交流的社會現象，是一種

「超越國家範圍被接收的各地文化，使得各國得以相互認識取得調整的過程」（金

信同，2003：296），此一寬闊的視野與看待文化混成的態度，或許方是在地文化

中所匱乏，所應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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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建議 

由於韓國流行文化在地消費的議題，在本地學術研究中仍屬於較新的議題，

因此本文在資料的蒐集與整體上都屬於初始階段，許多初級資料的取得與整理或

多有缺漏宜誤，仍待後續研究指正與補足。本文嘗試由閱聽人訪談資料著手，瞭

解韓流在地消費的現況及其意義，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諸多議題頗有新趣，可供後

續研究持續探討： 

一　 韓劇文本 

1. 愛情元素在地頗受歡迎的韓國劇集，以愛情故事為大宗，縱使女性主義研究

者對於韓劇中老套的劇情多所批評，但不可諱言地，韓劇中對於情感描寫的

細膩卻成為其吸引女性閱聽人的最大主因。韓劇中對於愛情議題的處理是隱

諱保守與激進並行的，其對於性議題的壓抑，不斷重製強調的的道德規範，

都成為形塑神聖愛情的主要利基，後續研究或可針對此部分進行分析。 

2. 戲劇收視與歷史詮釋：本文完成期適逢古裝韓劇「大長今」在台熱播，本文

未能即時將之納入研究範圍實是遺憾，後續研究或可由韓國歷史劇集著手，

探究閱聽人所解讀的歷史文本與韓國劇集中所詮釋的有何相異，其中所隱含

的文化歷史意義，與在地文化傳承的焦慮都將是相當有趣的議題 

 

二　影視製作 

1. 韓國影視結構：有別於過往對於公共電視媒體與商業媒體的預設，在地頗受

歡迎的劇集「冬季戀歌」「藍色生死戀」等皆出自韓國公媒體 KBS(Korea 

Boradcas)集團，顛覆在地對於公媒體集團影片乏味的刻板印象。韓劇在地收

視的成功，除卻文本的分析外，當地整體影視產業結構的健全與演藝制度的

完整都引發在地行動者的注意。 

2. 戲劇製作與符號運用：韓劇製作善用特殊的影視手法，在場景陳設與音樂敘

事上有著特殊的韻味，其影像符號與音樂元素的巧妙安排，一致獲得本文所

接觸到受訪者的好評，韓劇文本符號的運用或可成為未來研究議題。 

 

三　文化消費與認同議題 

 

1. 消費與認同的斷裂：過往對於流行文化消費認同研究的議題，多由消費者景

仰追隨該文化與認同該文化的必然性著手，但在韓國流行文化者身上，在地

消費者確有著更為矛盾與複雜的情形：在地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愛之卻又惡

之。後續研究可由反韓者著手，瞭解在地反韓情緒的凝聚，與其正當化的理

由，是否源自於在地自身文化焦慮的現象；而在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的身上，

這股厭惡的情緒是否為一常態，與「哈韓族」在地形象間的差異與矛盾又該

如何解釋，或可成為有趣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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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國流行文化使用研究：本文所探討的韓國流行文化消費行為主要以韓劇收

視者為主要採訪對象因此年紀稍長，在韓國流行文化消費者中青少年亦為主

要族群，其所消費的文化商品包括韓國流行音樂與線上遊戲等，本文並未對

此進行深入探討，所接觸的訪談者亦多為年長者，後續研究或可由此著手，

重視青少年科技消費與韓國文化想像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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