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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現代科技進步，時代改變，我們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電視平台及智慧

型手機，得知各國資訊。由於智慧型手機的便利性，我們不但可以立即的取得

資訊，還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下載 APP 看本土劇與異國戲劇。在日劇、大陸

劇、韓劇等異國戲劇比較起來，看「韓劇」的人相對比較多。好比上半年風靡

臺灣、香港、中國等的韓劇「太陽的後裔」，是在亞洲掀起新一股追劇風潮，

最高收視率為 31.1％(註一)，使大多數亞洲人對韓國的興趣大增，使到韓國旅

遊的人越來越多。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哈韓是否有年齡與性別之差異。 

  (二)了解台灣人是否因韓劇風潮欲實際到當地旅行。 

    (三)探討是否因韓劇而購買周邊商品。 

    (四)是否受韓劇影響而去學韓語。 

 

三、研究對象 

發放問卷對象為 15 歲到 45 歲台中人，數量為 200 份。 

 

四、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韓劇的崛起帶給臺灣的風潮 

 

「1998 年，韓國文化觀光部下設文化產業局，對韓國的電視電影文化產業

進行專項管理扶持，為韓劇產業化發展鋪路。」(註二) 

確認主題 研究目的

與動機 
收集資料 

發放問卷 統整分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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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劇「火花」是第一部在臺灣播出的韓劇，從那時就引起臺灣觀眾對韓劇的

注意，一直到 2001 年的「藍色生死戀」更是提高韓劇在臺灣的知名度。「韓劇魅

力大發，捧紅許多韓星，興起一股韓國觀光熱潮，許多哈韓族赴韓參觀韓劇拍攝

景點、購買劇中出現的商品。」 (註三) 

 

二、韓劇推廣韓國的方式 

 

拍攝韓劇經常運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將一些產品、風景、觀光景點、韓式

料理等結合在韓劇裡，使觀光客去韓國旅遊，體驗當地文化，更促進韓國觀光產

業發展。 

 

（一）產品 

 

在韓劇播出後，男女主角使用的產品，藉由置入的方式，不管是男性或女性

觀眾，都會使追劇族有想購買產品的衝動，讓自己感覺起來像裡面的主角，例如：

看到女主角使用的化妝品，覺得使用它起來皮膚會變得很好，而去購買。 

 

(表一)過去三年熱門商品購買/代購 

2013 年 8 月 7 日 

主君的太陽 

男主角送給女主角的

項鍊，當時在韓國街

上有同款平價的商

品。 

 

2013 年 10 月 9 日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繼承者們 

男主角送給女主角的

暖手「貓頭鷹」，也吸

引許多觀眾去購買。  

 圖一：《主君的太陽》

劇照(圖片來源：2014

年 1 月 21 日，取自：

http://isfanforever.pixnet

.net/blog/post/16047479

0) 

圖二：《繼承者們》劇

照(照片來源：2013 年

12 月 14 日，取自：

http://isfanforever.pixne

t.net/blog/post/1694873

46) 

http://isfanforever.pixnet.net/blog/post/160474790
http://isfanforever.pixnet.net/blog/post/160474790
http://isfanforever.pixnet.net/blog/post/160474790
http://isfanforever.pixnet.net/blog/post/169487346
http://isfanforever.pixnet.net/blog/post/169487346
http://isfanforever.pixnet.net/blog/post/16948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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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8 日 

來自星星的你 

女主角在家中穿的米

奇襯衫，當時在韓國

街道也有同款平價商

品。  

2014 年 11 月 12 日 

皮諾丘 

女主角劇中使用的彩

妝產品，當時相同色

號搶購一空。 

 

2016 年 2 月 24 日 

太陽的後裔 

劇中出現過幾次的郎

君和夏陽，太 Q 了也

成代購之一。 

在劇 
 

2016 年 2 月 24 日 

太陽的後裔 

女主角要去約會前使

用的雙色口紅，相同

色號也搶購一空。 

 

2016 年 7 月 20 日 

W 兩個世界 

男女主角的粉紅情侶

衣，已經賣到缺貨。 

 

 

（二）風景、觀光景點 

 

許多在韓劇裡出現的場景，不僅讓看韓劇的觀眾想去體驗當男女主角，實際

體驗韓國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更可以了解當地文化，所以也吸引不少觀光客到韓

國旅遊，更帶動韓國經濟與文化交流。 

圖六：《太陽的後裔》劇

照(照片來源：2016 年 4

月 28 日，取自：

http://nataliepink.pixnet.n

et/blog/post/63183298) 

圖四：《皮諾丘》劇照(照

片來源：2015 年 1 月 23

日，取自：

http://angelliu0531.pixn

et.net/blog/post/257948

995) 

圖三：《來自星星的你》

劇照(照片來源：2014

年 2 月 07 日，取自：

http://canditseng.pixnet.n

et/blog/post/103224979) 

圖五：《太陽的後裔》

劇照(照片來源：2016

年 3 月 19 日，取自：

http://marharuk.pixnet.net

/blog/post/67970727) 

圖七：《W 兩個世界》

劇照(照片來源：2016

年 8 月 10 日，取自：

http://koreaclothing.pix

net.net/blog/post/17626

8569) 

http://nataliepink.pixnet.net/blog/post/63183298
http://nataliepink.pixnet.net/blog/post/63183298
http://angelliu0531.pixnet.net/blog/post/257948995
http://angelliu0531.pixnet.net/blog/post/257948995
http://angelliu0531.pixnet.net/blog/post/257948995
http://canditseng.pixnet.net/blog/post/103224979
http://canditseng.pixnet.net/blog/post/103224979
http://marharuk.pixnet.net/blog/post/67970727
http://marharuk.pixnet.net/blog/post/67970727
http://koreaclothing.pixnet.net/blog/post/176268569
http://koreaclothing.pixnet.net/blog/post/176268569
http://koreaclothing.pixnet.net/blog/post/1762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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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韓國知名景點 

東大門 

「是韓國流行的發源地，

不少韓國服裝、流行配件

等都出自於此，是觀光客

必來的購物勝地。」(註五) 

圖九：(照片來源：2015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rainieis.tw/blog/po

st/31036670-%5B%E9%9

F%93%E5%9C%8B%5D-%

E9%A6%96%E7%88%B)  

韓國民俗村 

「是首爾近郊最大的民俗

樂園，裡面有仿韓國朝鮮

時代搭建的古代村落」(註

四)。許多古裝劇都在此拍

攝，如〈大長今〉、〈擁抱太

陽的月亮〉。 

圖八：(照片來源：2014

年 6 月 6 日，取自：

http://annekks1210.pixnet.n

et/blog/post/105127463-) 

 

東大門設計廣場 

「原址為東大門運動場，

猶如巨型的太空船，科幻

的外型吸引韓劇韓星來取

景，包括《來自星星的

你》、2NE1 的 MV 等。」(註

六) 

 

圖十：(照片來源：2014 年 8 月 18 日，取自：

http://dailin114.pixnet.net/blog/post/41271913) 

小法國村 

「以 16 棟法式建築打造而

成的法國村莊，位於清平

湖旁的山丘上。」(註七) 

播出〈來自星星的你〉後，

吸引更多觀光客前往。 

 

圖十一：(照片來源：韓國觀光公社，取自：

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SI/SI_CH_2_1

_2_1.jsp?cid=730706) 

N 首爾塔 

「由於位處首爾中心的南

山之上，視野風景美好，

成為首爾人登山、約會的

名勝景點。」(註八) 

許多韓劇都會到此地拍

攝，如〈學校 2015〉、〈來

自星星的你〉。  

圖十二：(照片來

源：2015 年 5 月

12 日，取自：

http://rainieis.tw/

blog/post/308650

93) 

http://rainieis.tw/blog/post/31036670-%5B%E9%9F%93%E5%9C%8B%5D-%E9%A6%96%E7%88%25B
http://rainieis.tw/blog/post/31036670-%5B%E9%9F%93%E5%9C%8B%5D-%E9%A6%96%E7%88%25B
http://rainieis.tw/blog/post/31036670-%5B%E9%9F%93%E5%9C%8B%5D-%E9%A6%96%E7%88%25B
http://rainieis.tw/blog/post/31036670-%5B%E9%9F%93%E5%9C%8B%5D-%E9%A6%96%E7%88%25B
http://annekks1210.pixnet.net/blog/post/105127463-
http://annekks1210.pixnet.net/blog/post/105127463-
http://dailin114.pixnet.net/blog/post/41271913
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SI/SI_CH_2_1_2_1.jsp?cid=730706
http://big5chinese.visitkorea.or.kr/cht/SI/SI_CH_2_1_2_1.jsp?cid=730706
http://rainieis.tw/blog/post/30865093
http://rainieis.tw/blog/post/30865093
http://rainieis.tw/blog/post/3086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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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宮 

「是韓國的一級古蹟景

點」(註九)。 

在這拍攝的古裝劇也很

多，如〈仁顯王后的男人〉。

遊客到這也可以體驗「韓

服」。 

 

圖十三：(照片來源：2015 年 6 月 23 日，取自：

http://rainieis.tw/blog/post/30938188) 

北村韓屋村 

「是感受現代文明與韓國

傳統建築共存的最佳遊覽

地」(註十)。也有許多韓劇

到這拍攝，如〈你為我著

迷〉、〈個人取向〉等。 
 

圖十四：(照片來源：2015 年 2 月 4 日，取自：

http://blog.kkday.com/2015/02/korean-drama.html) 

 

（三）韓國美食 

 

在韓劇裡也出現不少美味的韓式料理，讓不少人想去韓國品嚐道地美食，道

地的才夠味。去了韓國卻沒有吃辣炒年糕、韓式泡菜、韓式炸雞等，就等於沒去

過韓國，就像外國人來臺灣卻沒有喝珍珠奶茶、吃臭豆腐，意思是一樣的。 

 

(表三)必吃韓國在地美食 

辣炒年糕 

「韓國的國民小吃第一

名，甜中帶辣又有飽足

感，是不可不吃的韓國

美食」(註十一)。一般能

在當地的路邊攤買得

到。  

韓式炸雞 

因韓劇〈來自星星的你〉

而興起，女主角千頌伊

所說的：「下初雪時就要

吃炸雞配啤酒」(註十二) 

 

圖十五：(照片來源：2015

年 3 月 14 日，取自：

http://m.mobile01.com/topi

cdetail.php?f=602&t=4306

260) 

 

圖十六：(照片來源：2014

年 2 月 16 日，取自

http://news.tvbs.com.tw/life

/521352) 

 

http://rainieis.tw/blog/post/30938188
http://blog.kkday.com/2015/02/korean-drama.html
http://m.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02&t=4306260
http://m.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02&t=4306260
http://m.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02&t=4306260
http://news.tvbs.com.tw/life/521352
http://news.tvbs.com.tw/life/52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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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式泡菜 

是韓國的代表飲食之

一，「韓國當地至少超過

一百八十種以上不同的

韓式泡菜，主要差異在

於食材以及醃製方法。」

(註十三) 

圖十七：(照片來源：

2010 年 2 月 20 日，取

自：

http://www.suling.idv.tw/

%E9%87%91%E7%8E%

89%E7%85%A5%E5%A

9%86%E5%A9%86%E7

%9A%84%E9%9F%93%

E5%BC%8F%E9%A4%8A%E7%94%9F%E9%8D%8B/)  

 

三、問卷調查的分析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台灣人是否因韓劇風潮欲實際到當地旅行，所以我們設

計 Google 問卷，以傳送網址的方式，節省紙張列印。共傳送有效問卷 200 份，

無效問卷 0 份。 

 

 

(圖十八)受訪者的性別分析圖 

 

  由基本資料顯示本問

卷填寫女性占 65%，男性占

35%。 

 

 
(圖十九)受訪者的年齡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大多數都

是 15~20 歲占 37％填寫問

卷的較多，次多的是 36~40

歲占 21.5％，而 21~25 歲最

少受訪者填寫。 

 

http://www.suling.idv.tw/%E9%87%91%E7%8E%89%E7%85%A5%E5%A9%86%E5%A9%86%E7%9A%84%E9%9F%93%E5%BC%8F%E9%A4%8A%E7%94%9F%E9%8D%8B/
http://www.suling.idv.tw/%E9%87%91%E7%8E%89%E7%85%A5%E5%A9%86%E5%A9%86%E7%9A%84%E9%9F%93%E5%BC%8F%E9%A4%8A%E7%94%9F%E9%8D%8B/
http://www.suling.idv.tw/%E9%87%91%E7%8E%89%E7%85%A5%E5%A9%86%E5%A9%86%E7%9A%84%E9%9F%93%E5%BC%8F%E9%A4%8A%E7%94%9F%E9%8D%8B/
http://www.suling.idv.tw/%E9%87%91%E7%8E%89%E7%85%A5%E5%A9%86%E5%A9%86%E7%9A%84%E9%9F%93%E5%BC%8F%E9%A4%8A%E7%94%9F%E9%8D%8B/
http://www.suling.idv.tw/%E9%87%91%E7%8E%89%E7%85%A5%E5%A9%86%E5%A9%86%E7%9A%84%E9%9F%93%E5%BC%8F%E9%A4%8A%E7%94%9F%E9%8D%8B/
http://www.suling.idv.tw/%E9%87%91%E7%8E%89%E7%85%A5%E5%A9%86%E5%A9%86%E7%9A%84%E9%9F%93%E5%BC%8F%E9%A4%8A%E7%94%9F%E9%8D%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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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受訪者看韓劇多寡分析圖 

 

  由此圖可得知看韓劇

的受訪者占 72%，而不看韓

劇的受訪者占 28%。 

 

(圖二十一)受訪者看韓劇的原因分析圖 

  由此圖可得知「為了某

位藝人而看」的受訪者占

34.7%；「朋友介紹」占

31.9%；「因廣告而產生興

趣」占 22.2%；而「其他」

占 11.1%，大多為選劇情而

看。 

 

(圖二十二)受訪者不看韓劇的原因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對韓劇「沒

興趣」的受訪者占 64.3%；

「不喜歡韓國」占 19.6%；

「其他」占 16.1%，大多為

覺得浪費時間。 

 

(圖二十三)因韓劇去韓國玩之意願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 62.5%的

受訪者「不會因韓劇而產生

興趣去韓國旅遊」；而只有

37.5%的受訪者「會因韓劇

而去韓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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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韓國景點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最受歡迎

的景點是「東大門」，占 55.6

％；第二多的是「N 首爾

塔」，占 44.4％；第三多的

則是「明洞」，占 42.6％。 

 

 

(圖二十五)因韓劇購買周邊商品之意願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有 52.8％

受訪者「不會」購買與男女

主角一模一樣的商品。而

26.4％會購買的受訪者都

採「購買(包含網購)」的方

式。 

 

 

(圖二十六)周邊商品類型購買意願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會購買商

品的受訪者，有 43.0％ 都

是買「彩妝產品」。雖然服

裝 (37.0％)、配件(35.0

％)、飾品 (33.0％) 相較之

下沒有差很多，但由此可知

「服飾 (37.0％) 」較為實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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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韓劇是否影響日常生活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 71.5%的

受訪者「會」受韓劇的影

響，而有韓式穿搭、說一些

韓語、聽韓國流行歌等。而

28.5%的受訪者不受影響。 

 

 

 

(圖二十八)因韓劇而學韓語之意願分析圖 

 

    由此圖得知「極少數」

的人(3.5%)會實際去學韓

語，而約有四分之一(28.5

％)的人想學韓文，卻沒有

實際行動。 

 

參●結論 

 

(一)問卷調查後的發現 

 

由這次的調查顯示，會看韓劇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女性，只有少部分的男性是

選劇情而看，則大多數都是對韓劇沒興趣。從此調查可得知年輕人受韓劇影響最

多，多數因藝人而去看韓劇；則有些因朋友介紹，聽了之後覺得劇情吸引他，所

以才去觀看。看完韓劇後，只有少部分會去購買韓劇裡出現的產品，則會為了韓

劇而去韓國旅遊的人，比我們預期來的少，可能在臺灣已經開了許多韓國品牌的

商店(如：Etude House、innisfree 等)，所以比較不會花機票錢去買產品。不過，

有些產品在臺灣買不到，所以少數的人會為了擁有只有韓國才買得到的東西而計

劃去韓國旅遊，既然要去買東西，當然就是要去「東大門」shopping，也免不了

去吃當地美食囉~ 

 

(二)建議 

 

由這次調查結果顯示，會為了「購買產品而去韓國玩的受訪者」比為了「韓

劇才去韓國玩的受訪者」來的多，由此結果提供韓國觀光局能對外多介紹韓國的

景點，以吸引更多因韓國的美而到韓國觀光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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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往後要對韓國做研究者，建議可分析臺灣與韓國文化的差異、韓

式泡菜與台式泡菜之差異、最受歡迎的韓國料理、臺灣人對韓國人整形的看法、

韓國 SAMSUNG 與臺灣 HTC 的比較等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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