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韓流文化資本及其文化民族主義之形成 

 

    韓流的在地化造就了所謂的「日式韓流」、「中式韓流」、「台式」及「港

式」韓流的特異性。例如，中國年輕人熱愛韓國偶像團體「東方神奇」，而

「寶兒 BOA」就不夠吸引他們。此現象剛好跟在日本進行的韓流作對比。

雖然在各國韓流消費者呈現了接收差異性，實際上韓國政府及民眾容易把韓

流視為一種文化實體的錯誤。無論韓流在哪一國有不同反應，韓國民眾和政

府將韓流視為提高國家形象、讓國民知覺文化優越感及助張東亞區域均衡發

展的「佐證」。也就是說，韓流文化資本的形成超過文化產業層次上的交換

及支配，而意味著情緒上、論述上的優越感。這種情形似乎看來是在亞洲地

區生產「新種文化民族主義」。因此，探究韓流現象或者韓流文化資本的亞

洲化現象可提供理解亞洲國家之間同時發生的民族主義的線索。 

    首先，本研究建議釐清，以韓國電影產業為例，韓國政府扮演何種角色。

再來作為文化民族主義的韓流在韓國國內民族主義論述上的地位及重要性

何在。藉此，當今想像「東亞文化共同體」的時候，國家機器扮演何種角色。 

 

 

第一節、 文化與 韓國家：以 國電影產業運作模式為例 

韓國在文化產業上，長久以來扮演文化輸入國的角色。而在經歷 1997

年金融危機而轉型過程中，政府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韓國的文化發展策略



上，改變對文化的觀念及相關產業策略，不再把文化當成是消遣娛樂，而是

將文化視為 21 世紀最重要的產業之一。1對文化的態度，如同對資訊、電子、

汽車工業等產業的支持，採行一連串有效的實際做法，積極推動文化產業，

儘管許多部會都在裁減人員，只有文化部門不減反增。韓國政府從文化製作

尚未開始的前端－人才培育、研發，到完成生產後的後端－國際行銷等，積

極發揮協助的角色，使文化產業逐步建立起優勢。因此，韓國才能有機會搖

身一變，成為亞洲的「文化輸出國」。 

 

一、 韓國電 配

                                                

影銀幕 額制度 

    1980 年代韓國政治動盪不安，朴正熙總統被暗殺之後，掌握政權的軍

事政府仍與過去相同，掌握著電影的發展。而在 1988 年首爾奧運以後，韓

國社會逐漸無法抵抗民主進程和市場開放的風潮，韓國電影直接受到好萊塢

的強勢衝擊，以致在 1993 年滑落到谷底，但是韓國政府採取了一系列的政

策促進國內電影發展。 

 

    前總統金大中 1998 年競選總統時，在「文化政策白皮書」明確指出：「我

們會通過強制手段來保證韓國國產電影在上影檔期的配額，並給予專門發行

韓國電影的發行公司，以及專門放映韓國電影的電影院在稅收上的優惠。這

 
1韓國前總統金大中也在給聯合國《2001 年人類發展報告》所提供的專稿中指出： 

「在廿世紀，如資本、勞動力和自然資源這樣的有形因素推動著經濟的發展。但是在新世紀，資

訊和創造力這樣的無形因素將為各國提供一個競爭優勢。因此，若我們促進創造性的冒險精神成

功地發揮我們公民的潛力，儘管他們沒有那麼多資本、勞力或資源，個人和國家也會強。」 
 



些政策將持續到韓國電影在國內市場佔有率達到 40%。」2這段時間，韓國

政府與美國持續進行貿易協商，兩國協議韓國國片的市佔率達到 40%時，才

能完全開放市場。 

在發行映演方面，韓國政府又制定了極為嚴格的振興韓國國產電影措

施，規定了本國電影和國外電影放映天數比例的配額政策。 

 

根據韓國銀幕配額制度，每家放映廳，每年必須有 40%的放映天數，也

就是 146 天只放映韓片。對於多廳院則每個銀幕放映韓國電影的天數不得少

於 146 天，以確保國內電影擁有發展生存的空間。銀幕配額制度其實不能算

是一項保護主義措施，韓國電影振興院委員金弘準表示，「因為好萊塢是個

大巨人，韓國電影只是個小嬰兒。」銀幕配額制度至少能給韓片一個在觀眾

前曝光的機會。但它無法保證電影賣座，它只是提供一個在戲院上映的公平

機會，也是維護國家電影經濟的方法。 

 

 以韓國的眼光來看，好萊塢電影幾乎掌握了全世界的電影市場，韓國國

片在國內的佔有率比率偏高的幻象是個爭議性的事實。以下三點可以說明韓

國電影產業的強勢： 

1.〈實尾島〉和〈揮舞太旗〉等電影有超過一千萬人次的觀眾，超過好萊塢

電影一百倍以上。 

2.〈我的野蠻女友〉、〈鬼妹〉、〈The old boy〉等電影現在成為好萊塢電影競

                                                 
2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2001.3，〈韓國電影產業結構分析－以好萊塢電影直接發行為例〉p.33。 



相模仿的對象。 

3.在韓國，部份明星已經製造了一股韓流風。 

 

美國《Newsweek》2004 年 5 月 3 日的國際版新聞以「Blockbuster movie

的國家-漢城如何超越好萊塢使韓國成為亞洲之星？」3為標題受到各大媒體

的矚目。 

當然《Newsweek》的報導提到韓國電影產業內部構造脆弱這方面非常

的受人矚目。《Newsweek》還指出韓國電影十部當中有七部還是並未能達

到收支平衡點，行銷費用平均超過十二億韓幣。電影院上映的比率太低；也

就是說上映之後如果賣座比較不好的作品馬上就會下檔。《Newsweek》報

導後面提到韓國電影的國內市場佔有率已超過 53%。然而，十部國片中有三

部無法達到收支平衡點。另外，國片放映場次雖然超過 50％，但值得注意

的是營收卻沒有辦法超過 30％而形成政策制度下的「漏洞」。 

 

而韓國各大新聞的文化版根據韓國電影配額制度聯盟（Coalition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n Moving Images)所發表的資料，報導了「Screen quota（電

影銀幕配額制度）如果減少十天的話，韓國電影市場將會減少三千八十四億

韓幣」。 

 

                                                 
3 引自http://www.pressian.com/Scripts/section/menu/print.asp?article_num=30040501082411。 
 

http://www.pressian.com/Scripts/section/menu/print.asp?article_num=30040501082411


《Newsweek》的報導，是希望韓國國片配額制度可以廢止或是縮減美國

政府所製造出的高度侵略。CDMI 的立場，則認為如果沒有了電影銀幕配額

制度，韓國國片的電影市將會萎縮。 

 

實際上韓國國內電影產業內部和國內經濟的其他部門一樣，已經開始擔

心電影業者之間的貧富差距。〈實尾島〉和〈揮舞太極旗〉創下 2500 萬觀賞

者的票房佳績。但同時出現〈孤獨的翻滾時〉､〈九歲人生〉、〈無論什麼事發

生都會出現的洪班長〉、〈最後的野狼〉等不賣座的電影。為了要讓兩片電影

成功，事實上犧牲掉另外部電影，最後這不只是造成產業發展的不平均，對

文化的多樣性層面來說，也招來了很多的危機。4因此可以說吸引一千萬觀

眾的〈實尾島〉給韓國電影帶來了機會，但同時對不賣座的其他電影來講是

個危機。 

 

韓國電影配額政策起源於 1960 年代中期，長達 30 年的時間未能發揮功

能，卻從全球化論述與解除管制之說日漸興盛的 1990 年代起逐漸開始奏

效。韓國因此成為好萊塢壟斷世界電影市場八十餘年來的例外，雖然尚不穩

固，但應該已經具有相當的國際意義。 

雖然國片的放映比率增加，然而，據韓國產業研究院（KIET）的調查，

「1985 年代韓片配額比例從原先的 1／3 增加到 2／5，可是韓片在國內市場

佔有率卻不斷降低。」從這項調查來看，銀幕配額制度並不能完全維護韓國

                                                 
4韓國電影業者以及演員所死守的電影銀幕配額制度的弊病只不過是把韓國電影和外國電影圈在

共存、共生的合理性的威脅。歐洲影評家曾經這麼批判「電影配額制度至超過國家主義達到了盲

目的愛國心」。目前在韓國電影市場韓國電影和好萊塢電影占了市場的 99％，喪失了包含日本、

法國等歐洲電影、加拿大、澳洲、東南亞等電影，在國內完全沒有立足點。 



電影市場。在另一項調查報告「銀幕配額制度是否為韓國電影產業發展的關

鍵性角色」指出，韓國電影產業的成功原因，不單運用銀幕配額制度，而是

隨著對外開放，使電影產業轉向自由競爭模式。 

 

二、 韓國電 投影產業 資環境的演變 

全球電影產業逐漸進入仿效好萊塢的鉅片模式。韓國電影亦仿效美國的

褔斯、華納兄弟、新力哥倫比亞等電影公司，以企業的管理模式與行銷觀念

來經營電影產業。 

韓國有 4760 萬人口的市場。近十年來，輸入韓國的外國電影每年大概

有 300 多部，而韓國國產電影逐年增加至 16 部。1996 年電影配額制度未開

放前，南韓國片市場佔有率不到 15﹪，當配額限制逐年放寬後，至 2003 上

半年，國片在市場上的佔有率首次超越進口電影，達到 51﹪（參見表五）。 

表五：1999-2002 年  韓國首爾地區各國電影市場佔有率 

國家 總計 韓國 美國 日本 歐洲 中國 其他 

影片

數 
275 42 195 4 37 19 8 

觀眾

數 
24,083,750 8,610,437 13,552,528 751,873 478,562 539,611 150,775

1999 

市佔

率 
100﹪ 35.8﹪ 56.3﹪ 3.1﹪ 2.0﹪ 2.2﹪ 0.6﹪

影片

數 
330 58 167 25 36 33 11 

觀眾

數 
27,463,315 8,799,953 15,059,296 2,020,690 342,132 931,451 273,829

2000 

市佔

率 
100﹪ 32.0﹪ 55.0﹪ 7.4﹪ 1.2﹪ 3.4﹪ 1.0﹪



影片

數 
280 52 132 24 45 14 8 

觀眾

數 
34,928,217 16,131,877 16,233,078 489,759 1,824,380 276,307 27,806

2001 

市佔

率 
100﹪ 46.1﹪ 46.4﹪ 1.4﹪ 5.2﹪ 0.8﹪ 0.1﹪

影片

數 
281 95 128 10 36 5 9 

觀眾

數 
40,402,219 18,246,590 19,726,330 1,290,434 512,676 570,380 32,396

2002 

市佔

率 
100﹪ 45.2﹪ 49.8﹪ 3.2﹪ 1.27﹪ 1.41﹪ 0.08﹪

 

資料來源：Korean Film Observatory,Winter2002,No.7,p3 

根據韓國電影振興協會的調查，韓國民眾平均一年大概會看十三部左右

的電影，2002 年韓國的國片總票房，就突破一億美元大關，可見韓國內需

市場相當可觀。 

 

除了亮眼的票房表現外，韓國電影產業在利潤的相關表現上，亦引人矚

目。針對 2001 年發行的 30 部電影所做的抽樣調查顯示，其平均的總成本（包

括製作成本與行銷推廣成本）約為二十八億韓圜，而總利潤則約有 41 億韓

圜的金額，計算之後，平均每部電影的利潤約有二億韓圜左右，在此情況之

下，其相關業者也願意持續投入電影產業，同時也吸引了新的投資者。 

 

最初，電影產業多為大型企業財團，如三星、大宇等大型財團所投資。

一直以來被視為電影投資重鎮的忠武路，逐步有其他資金的流入。首先是來



自錄影帶工業。原本小規模公司經營的錄影帶市場，由於大企業的加入，整

個市場漸漸走向大型化，造就了以錄影帶版稅，做為先行支持部分電影製作

費的運作模式，而錄影帶的銷售金額往往可佔總電影製片費的 30%以上。大

企業選擇直接投資電影的方式，導致早期進入忠武路的資本開始沒落，原來

零散的電影製作方式則得以系統化。 

 

一九九七年的亞洲金融風暴也間接助長了韓國電影產業發展。金融風暴

爆發後，雖然導致大型企業在電影業的投資額萎縮，但是手上仍有資金的韓

國企業家，發現電影是一個較有保障的資金避難所，他們從調查中發現股票

市場不穩定、銀行利息又低，不如投資拍電影，於是逐漸發展成專門經營電

影產業的公司。（參見圖三） 

 

60’s~80’s 

政 府 文 化

主 管 部 門

的 行 政 性

投入，文化

公 共 機 構

的籌措，以

及 影 片 發

行 後 收 入

的再投入 

 

90’s 早期

私人財團

介入電影

的投資和

發行 

 

1996~ 

以 導 演

為 中 心

的 製 作

和 社 會

籌資 

 

1999~ 

創 業 型

的 風 險

資 公 司

投 資 電

影 

圖三：韓國電影投資主體的演變與更替-歷史上主要階段

 

 

 

 

 

 

 

 

    因為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具有多種衍生功能，不僅僅是市場效益，而且

◎資料來源：花建主編，2003 12年 月，《文化金礦-全球文化投資贏的策略》P295。 



關係到文化傳統、意識形態、社會心理、教育模式等多面的作用，需要經過

一段時間才會逐漸顯示出多種效應，其間也必然受到多變的經濟社會等元素

所制約。歷史在演進，社會在發展，市場的變化、管制的放鬆和新生代電影

人的出現，使得投資電影逐步成為一種有利可圖的產業，韓國電影投資方式

也從 90 年代中期以後出現風險投資，成為一種創新的電影業運作方式。 

 

    創業型的風險投資公司完全替代了之前私人大型財團，成為投資韓國電

影展業的主力。風險投資公司為韓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帶來了全新理念，它完

全以營利為目標，在表現方式上追求多樣化的風格。它們對電影投資有很多

專業性的市場分工，除了宣傳、策劃、編務、籌資以外，還有市場調查、連

鎖銷售、專業發行、衍生專案等諸多內容，不僅延長了電影作品的商業運作

鏈條，而且為追求利潤回報的最大化提供了可能。 

 

泡沫經濟結束後，投機空間大大壓縮，電影業仍有 20%至 30%的投資

利潤，無疑令他們喜出望外。而韓國政府適時開闢了好幾個投資基金管理機

構，如中小型商業投資管理委員會（簡稱 SMBA）、韓國電影委員會（簡稱

KOFIC）等。2000 年，來自各種通道的組合基金投資電影業的總額達到 9200

萬美元。在 2001 年 4 月組成的新基金（總額為 3920 萬美元）由 SMBA 代

管，還有此後組成的新基金（總額為 2400 萬美元）由 KOFIC 管理。如果這

樣計算的話，將會有總額達 1 億 5520 萬美元的基金在等待投資電影業。充

沛的資金讓韓國電影有能力引進好萊塢的先進製作技術，同時也有能力大力

改善國內的電影院建設。 



第二節、 作為「 韓產業」的 流與作為「論述」的韓流 

美國的文化產業以娛樂產業（Entertainment Industry）為主，風靡世界

的好萊塢和百老匯是它們的典型代表，英國文化產業以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為主，富有創意的文化產品製造業是它們的典型代表。 

 

相對的，韓國亦形成自己獨特的理念，以 Creative＋Technology = CT 為

主要內容的產業。它的特點是將「文化要素」聚集成為創意力和技術，並且

能夠創造附有經濟價值的文化商品，並且以文化內容的開發、製造、生產、

流通、消費等形成一個產業鏈條。它是與音樂、動畫、遊戲、電影、卡通、

漫畫、廣播有關的產業，它以「三 C 技術」和成果為基礎，即電腦(Computer)、

通訊(Communication)，內容(Contents)的新融合。 

 

關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界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說明文化創意產業的

概念，通常包括印刷、出版、多媒體產品、電影、工藝與設計，並由文化與

貿易的概念，進行全球文化貿易統計的觀察。而聯合國對於所統計的文化產

品，包含六大類，分別為音樂、視藝術、電影與攝影、廣播與電視、遊戲與

運動產品等六項。 

 

韓國將文化創意產業規劃出電影產業、音樂產業、電玩產業、動畫及漫

畫產業，以及電信產業和人物產業等六種類型，分別由不同的機構來推廣發

展。（參見表六）  



表六：文化創意產業範疇各國分類比較表 

國別 

產業別 

聯合國教 

科文組織 

韓國 英國 香港 台灣 

總 數 約 12 類 6 類 13 類 13 類 13 類 

視 覺 藝 術 視覺藝術  藝術及 

古董市場 

藝術及 

古董市場 

視覺藝術 

表 演 藝 術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工 藝 工藝  工藝  工藝 

設 計 設計  設計 設計 設計 

時 尚 設 計   時尚設計 時尚設計 時尚設計 

建 築 建築  建築 建築 建築 

電 影 電影、 

視聽產品 

電影產業 電影與 

錄影帶 

電影 電影 

電 視 廣 播 視聽產品  電視與 

廣播 

電視 電影 

廣 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廣告 

出 版 印刷出版  出版 出版 出版 

音 樂 產 業 歌舞劇與 

音樂製造 

音樂 音樂 音樂 音樂 

電玩產業 互 動 休 閒 

軟 體 

多媒體 

動畫、漫畫

互動休閒 

軟體 

遊戲軟體 互動休閒 

軟體 

軟 體 與 電 腦

服 務 業 

多媒體 電信產業 軟體與電

腦服務業 

軟體與資

訊服務 

軟體與資

訊服務 

文化觀光 其 他 產 業 

運動 

人物產業  漫畫  



    從上述的文化創意產業範疇看出，現在韓流文化資本包括流行音樂、連

續劇、電影、虛擬人偶及電玩遊戲產業等，遍佈在整個文化領域中。在形成

「stardom」和「fandom」等文化現象的同時，也擴展到飲食、觀光及日常

生活風格。如同 1980 年代日本在整個亞洲地區生產強而有力的文化支配效

果，在亞洲各地也正在形成消費韓流的「mania」。隨著流行文化象徵性支配

效果的有目共睹，一些低開發國家開始將韓國視為文化經濟上可效法的國

家。 

 

    韓流文化資本不只意味著貨幣資本（實物經濟），更是在資本、國家政

策、文化論述混而為一的過程中形成。例如，將 BOA 視為代表「亞洲的全

球歌后」的韓國 SM 娛樂公司的商業性策略、視為象徵韓日兩國友誼之「文

化大使」的韓國政府文化官僚們以及期待 BOA 能一路長紅的 fans 共同形成

上述的「BOA 文化資本」。為了將 BOA 視為一位「韓流明星」最重要的是，

不把她看成「個人」而看成文化資本、制度、論述一同形成而成的文化融合

體。 

 

二、作為「論述」的韓流 

    首先，探索韓流文化資本之前，必須先釐清文化資本的定義，本研究所

提及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5意味著不只是可換成貨幣資本，而是可

轉成資本的潛在價值。例如，主要的文化資本類型可分為特定文化商品的品

                                                 
5 本研究所獎的文化資本概念來自Bourdieu（1995）將資本的領域分成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及文

化資本。經濟資本可轉成實質貨幣量，社會資本指得是學歷、血統及個人來歷所產生的資本，文

化資本來自於文化的創造能力、文化品味及文化主體的社會影響力。 



牌價值、明星的個人形象以及在特定文化場合上實行文化權力的影像力。因

此，文化資本皆包含由文化產業所生產的貨幣價值以及將文化產業擴大而再

生產的象徵價值。 

 

    因此，韓流文化資本不限於流行音樂、電影、連續劇的銷售規模，而以

韓流文化商品或明星施予亞洲文化消費者的潛在性、象徵性影響力為前提。

同時，韓流文化資本也不限於「其文化內容」，而可以擴大到「文化硬體」

以及運用韓流文化現象所生產的經濟效果。 

 

    藉此，韓流可分成如下三種論述而進行討論： 

    第一，從大眾流行文化產業的論述看，「韓流助於韓國文化產業的先進

化」。第二，從國家主義的論述來看，「韓流提高國家形象而引起對亞洲地區

消費群有利的廣告效果，加上助於東亞國家和平共存」。第三，從文化消費

者消費型態來看，韓流不僅是文化產業界或韓國政府所努力的成果，而是可

擴大亞洲地區流行文化消費者的選擇範圍的機會。進而透過形成特定迷文化

共同體而作為亞洲國家間雙方「文化交流站」的角色。 

 

    迄今，韓流文化產業不再是特定少數文化創意產業組織所企劃的產物，

而是韓國大部分文化產業相關單位所關心的市場。以正在主導韓流文化產業

的連續劇和電影為例，從 2000 年以來持續成長到了 2003 年分別呈現 4200

萬美金和 3100 萬美金的規模，在 2004 年快速成長到 7500 萬美金和 6000



萬美金的規模。6自從 1999 年韓流在中國流行文化市場開始受歡迎至 2004

年的短短五年之內，韓國電影產業呈現 10 倍以上的成長率，連續劇產業也

呈現 6 倍以上的成長率。 

 

    從上述看出，韓流文化產業是沉滯已久的韓國文化產業振作的動因。但

是韓流遠遠超越作為文化產業的實體而想像為像「神話一般的（絕對性）論

述」。依據事實統計數字，韓流影響不少韓國國內文化產業，卻不代表絕對

性的地位。以 2003 年為準，出版、漫畫、音樂、電玩遊戲及電影在國內文

化產業做出 44 兆 2000 億韓幣規模，但輸出規模只佔其中七分之一（6 兆 3000

億韓幣）。7主導韓流的流行音樂輸出規模也不到 10％、電影 15％、連續劇

10％以內。總之，韓流擁有比其經濟效果強而有力的意義。 

 

    被誇張的「韓流意義」來自於「作為產業的韓流」和「作為論述的韓流」

之間的隔閡（間隙）。在此情況下，國家主義論述和文化民族主義論述便作

為運作其意義的動因。對韓國政府而言，韓流不再是單純的流行文化內容或

娛樂產業，而是主導國家未來認同的新成長動力。韓國從「金大中政府」時

期，為了有效支援韓流文化產業提出全方位的提案及政策。到了「盧武鉉政

府」時期，隨著韓流被視為亞洲具有國家競爭力的象徵性指標，文化、演藝、

觀光及外交相關的事務則逐漸成為國家主要的議題。 

                                                 
6 依據韓國文化觀光部的『文化產業白皮書 2004』，2003 年韓國產業總輸出額計為 6 億 3,065 美

金，其中電玩遊戲輸出金額佔 1 億 8,154 萬美金、虛擬人偶產業輸出金額佔 1 億 1,631 美金、動

畫產業輸出金額佔 7,617 萬美金、電影產業輸出金額佔 3,097 萬美金、傳播產業（其包括電視娛

樂節目和連續劇）輸出金額佔 4,123 萬美金、電信產業（其包括網路和mobile contents）輸出金

額佔為 1,689 萬美金、飲食產業輸出金額為 1,331 萬美金、及漫畫產業輸出金額為 429 萬美金。 
 
7 參見『文化產業白皮書 2004』。 



    關於韓流，韓國政府的具體支援政策可分成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1 年韓國政府發表全方位支持韓流文化的政策。此時期

包括建立「韓流文化體驗館」及創辦「亞洲文化交流協議會」的計畫，但尚

未考慮到文化產業之間的關連性。 

    第二階段，2003 年 12 月青瓦台所發表的「世界五大文化產業強國實現

－參參與政府的政策遠見」（參見圖三）。從此，在整個文化產業結構中，韓

流作為搖身一變「文化強國」的「戰略性橋頭堡」。 

   第三階段，2005 年初，在韓國國務總理室召開的「持續擴展韓流的對策

會」，韓流已經超越文化觀光部8主導的文化產業政策的範圍，而被納入為所

有政府單位所關心的議題。 

 

 

 

 

 

 

 

                                                 

8
作為中央行政機構，文化觀光部(MCT)的主要職責是監管文化、藝術、宗教、觀光、體育、青少

年事業等方面的工作。文化觀光部以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為發展目標，為提高旅遊收入，致力於

文化產業項目的招商引資。 



圖四：2003 年未來韓國國家遠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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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把韓流看作具有國家競爭力的「明星商品」，韓流同時作為產業界

產出經濟效果的「催化劑」。例如，2002 年，韓國三星電子公司讓韓流明星

安在旭當代言人之後，能超越NEC和PILIPS而在中國內地MONIROR市場達

到佔有率第一名。LG電子公司也採取利用韓流明星的行銷策略打下中國內

                                                 
9 參見『韓國文化產業白皮書 2004』。 



地的CD-ROM市場而拿下市場佔有率冠軍10。從此看出，國家主義的介入，

「藉著文化」呈現在東亞地區行使某種程度上的政治、外交霸權，而呈現文

化民族主義的傾向。 

 

    另外，從大眾流行文化層次看，文化民族主義藉著對韓流的愛國情緒的

高漲，起過去殖民支配所產生的文化 complex 的對抗作用。因此，韓國歌手

BOA 拿下 Oricon 排行棒冠軍、「冬季戀歌」轟動日本熱島的韓國文化熱現

象一直在韓國國內大眾媒體所關注的議題。在這樣情況之下，韓流不再是文

化自卑感所帶來的過度反應，而是積極撥散「次文化帝國主義」的支配論述

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另一種表現更有說服力。此現在特別在韓流文化資本匯流

到越南、蒙古與菲力賓等亞洲低開發國家的時候更加明顯。 

 

    過去五年，為了貫徹（落實）「文化與資本的亞洲化企劃」韓國文化官

僚們堅持進行以韓流為牽引國家文化政策的努力11。在此，文化民族主義的

目的不只在宣傳韓國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而在藉由歐美引進的消費資本主義

的pop culture的在地形式與尖端文化商品同時展現的方式宣傳「次文化資本

主義」的威力。因此，韓流文化民族主義可說是美式pop culture早期支配韓

國流行文化市場方式的再現（重演）。 

                                                 
10 參見韓國國家情報院「韓流的經濟實用現況及補充方案」，2004 年 5 月報告。 
 
11 依據 2003 年 12 月為擴散韓流的青瓦台報告文獻，「韓流文化政策」必須往強化製作、投資及

人才等infrastructure的方向推廣。地方政府也在企圖開發韓流觀光資源而推動綜合韓流文化觀光

地區「Hanliu Wood」建設企劃（可參見韓國新聞網『Go News』2005 年 4 月 20 日的報導）。另

外，舉辦韓流文化內容展覽會（可參見韓國新聞網『Star Daily』2005 年 3 月 21 日的報導）。從

上述看出，韓國政府把所有韓流相關的文化政策關注在文化產業及文化經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