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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兩岸電視劇的生產連結，正好座落在中國電視的市場開放與商業化的背景

之下。隨著產業化的發展持續前進，中國影視消費市場的擴大，依循著彈性化

的生產邏輯，中國影視製作與跨國產業鏈的連結越來越密切，也從生產的邊陲

逐漸成為核心。在這樣的情況下，本研究關注於在 2000 年之後，藉由偶像劇和

鄉土劇，從外銷到合製與中國電視產業建立連結的這些影視工作者。在產業環

境的變遷之下，對這些影視工作者的位置與行動有什麼影響，而他們又是怎麼

因應。 

台灣的這些影視工作者過去透過台灣偶像劇和鄉土劇知識和技術移轉的

「模式交易」，進到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但在台灣電視劇模式隨著中國產業的

發展和台灣產業的蕭條，導致建立起產製合作的戲劇模式的貶值。在象徵資本

流失的情況下，也改變了台灣製作團隊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位置。在這樣的

情況下，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地位逐漸成為「代工者」的角色。

藉由台灣偶像劇或鄉土劇殘存的象徵資本，以及相對低廉的製作人本，獲得機

會。 

而對於以自由工作者工作型態生存的台灣編劇和導演，作為在中國產業中

的「打工者」，也必須面對市場的需求做出調整，確保生存。但所謂的調整仍

然是建基於過去製作偶像劇或鄉土劇的經驗和技術，也對應著中國特定戲劇類

型的製作需求。 

關鍵詞： 

電視劇、文化工作者、文化生產場域、彈性生產、模式交易、中國 

TV drama, cultural worker,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flexible production, format trad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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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序言 

一 背景：電視劇的產製連結 

近幾年，大陸電視劇年產量躍升世界第一，龐大的市場、高成本的投

資與高片酬，吸引著台灣藝人與幕後工作人員越過海峽，赴大陸發

展。打開大陸頻道，隨時可以看到台灣藝人出現，更有不少兩岸工作

人員攜手合作的作品。大陸已成為台灣藝人實現自我價值、發揮實力

的重要舞台。（陳幸芬，2015） 

不管從什麼角度，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個現象，台灣影視工作者的「西進」

中國，大概是近年來持續不斷被討論的話題。這樣的討論，在當前跨國影視產

品的交流更加密切的背景下，正好體現了兩岸影視產業的此消彼長，對於工作

者來說，這也是機會多寡的差異。根據《騰訊娛樂白皮書》的數據，中國 2014

年全年獲准發行的電視劇1總共有 429 部，2015 年上半年即便受到「一劇兩星」

2 政策的影響，也有 159 部的水準（騰訊娛樂，2015）。相較之下，根據文化部

《2014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的資料，台灣 2014 年全年上檔的電

視劇是 61 部（文化部，2015）。除了製作數量的差距，在製作費上台灣電視劇

平均一集 205 萬元，最低從 40 萬元起跳，而中國電視劇平均一集製作費 736 萬

元，場面浩大的古裝劇，單集成本更超過千萬元（聯合新聞網，2015 年 7 月 30

日）。從這樣大略的市場數據，便可看出兩岸電視劇產業發展規模之間的天差地

遠，相對來說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一大電視劇生產國，在區域的產業連結中，已

                                                      
1 在視頻網站崛起的情況下，目前中國許多節目製作公司製作逐漸採行「先網後台」的策略，

戲劇節目先在視頻網站上線再到電視台播映。另一方面，中國各大視頻網站紛紛生產自製戲

劇，再販售給衛星電視台播映。這樣的發展挑戰了過去由播映管道所定義的「電視劇」一詞。

本文為了討論之方便，遂仍援用電視劇一詞。 
2 中國官方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實施所謂「一劇兩星」政策，意即每齣電視劇每晚只能同時在兩

家衛星電視台的黃金檔時段聯播。此項政策被認為意在壓抑炒作過高的購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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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為電視劇產製的中心。 

從社會與產業變遷的角度而言，1990 年代無疑標示著中國市場化經濟發展

的快速增長。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中國電視的產業化以及廣告市場的持續壯

大，代表著電視節目產製邏輯的商品化轉向，以及生產與消費的迴路中，消費

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認知和認同的持續發酵。因此，電視節目不僅是國家意識形

態工作下的政治宣傳工具 ，也越來越趨向於大眾娛樂與消費的商品（Bai & 

Song, 2015）。做為電視的主要節目類型，中國電視產業中電視劇的產量大幅的

增加，但港、台的戲劇，中國國產電視劇不論在流行程度和製作的成本效益來

說皆難以抗衡。賴以瑄（2008）認為，就是在這樣的後冷戰脈絡下，兩岸流行

文化商品生產在經驗與技術上的階序差異，促使了「合拍劇」3的出現，開啟了

兩岸電視劇產製的連結。即便早年台灣對於到中國拍攝電視劇在資金與人員配

置上有相當的限制，而中國政府在政策上也顯得較被動、消極。但在資本積累

（Capital Accumulation）的運作邏輯下，對於台灣受制於「老三台」委外製作

條件的影視工作者來說，透過合拍不僅在中國開拓海外收益，也藉由中國豐沛

且廉價的資源與人力削減製作成本。對中國的媒體企業來說，合製電視劇不僅

取得能夠獲取收視與廣告利益的內容商品，也從台灣的生產者身上習得資本化

經營的經驗和技術（賴以瑄，2008；簡旭伶，2011）。 

整體來說，兩岸電視劇的產製連結，正好座落在中國電視的市場開放與商

業化的背景之下，也標示著一個亞洲流行文化在產製和流通，交流更加密切的

時代。然而如趙月枝（Zhao, 2008）過去對於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所

提到的，在中國傳播產業朝向市場化、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扮演

著宏觀調控的積極介入角色。因此，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事實上深深地影響了

台灣影視工作者，藉由前述的兩岸流行文化商品生產，在經驗與技術上的階序

                                                      
3 根據賴以瑄（2008）的研究所指出，合拍劇一詞源於中國在廣播電視政策中的規範性分類詞

彙，指涉的是中國境內電視劇製作單位與港澳台或其他境外單位合作製作之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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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獲得的市場機會。簡旭伶（2011）將兩岸電視劇製作的合作區分為自製、

協拍、委製，以及 1990 年代與 2000 年後的兩種合拍模式等不同合作型態。並

將這些不同的合作模式對應到中國電視產業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經

濟情境。當然這樣的區分是否貼切，仍有待討論。但至少提供了一個看待兩岸

在電視劇產製合作中權力關係變化的變遷的視野。因此，接下來我將參考這樣

的區分，大致描述兩岸電視劇產製合作的歷史脈絡與流變。 

如同前面提到的，早年兩岸電視劇產製的連結來自於兩岸流行文化商品生

產在經驗與技術上的階序差異，最初中方在產製的過程中被化約為提供廉價資

源與勞動力的協助角色。台灣的製作團隊在此時期主導著電視劇的生產與銷

售。在此之後，中國電視產業的快速商業化發展，在產製能力無法企及市場消

費需求的情況下，台灣的電視劇如瓊瑤的言情劇和楊佩佩的古裝劇，挾帶著在

中國的人氣成為電視台或投資者合資製作電視劇的對象。電視劇的合製模式也

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而不同於早先中方僅是協助拍攝的角色，在此時期，中

方保有在中國市場的銷售版權，甚至與台灣製作方分享著海外版權利益。在這

個階段，中國政府在政策上並未對台灣製作人員的參與有太多的管控，相對來

說，由於合拍劇在生產與播映上享有不同於境外節目的條件，也成為台灣製作

團隊拓展中國市場的契機（簡旭伶，2011）。 

然而，從 1990 年代中期以來，在準備「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背

景下，培植本土媒體與文化部門的產業化發展，並藉此連結中國市場與跨國產

業鏈，成為檯面上的政策目標（Zhao, 2008）。一系列對於境外電視劇引進與播

放的限制，建構出中國民營資本得以進入電視劇產製的環境，這樣的政策發展

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國電視劇製作的能力。在這樣的產業環境變遷下，中國電視

劇的產能和產值不斷提高，成為中國邁向世界最大電視劇生產國的開端（趙月

枝、吳暢暢，2014）。相對而言，合拍劇也在這個時間點上，開始受到法規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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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境外製作人員參與的限制4，合拍劇的製作也因此受到政策的管控與限縮所影

響。 

但即便如此，兩岸在電視劇製作的連結並沒有就此中斷，影視製作的交流

甚至在 1990 年後期達到巔峰。不過 2000 年以後，隨著中國電視產業政策促成

了媒體的集團化發展，2003 年之後更進一步允許私部門與境外資本投資廣電媒

體，使得資本開始湧進投入電視節目的製作（Zhao, 2008）。資本市場的深化，

跨國影視產業在尚未發展出節目產製的有效商業模式的中國電視產業看到了市

場的切入點，中國電視產業與跨國產業鏈在製作上的連結也越來越多元，台灣

對於中國市場的主導力不再。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國政府對於合製的制度化管

理，使得兩岸合拍一度進入「低潮期」。約莫在此同時，兩岸電視產業結構的消

長，也導致兩岸電視劇合作交流的逆轉（吳怡國、姜易慧，2010a）。時至今

日，台灣製作團隊為中國國產劇「代工」，或個別工作者替國產劇製作「打工」

的情況，儼然成為一種趨勢。 

可以想見，不論是中國政府在產業政策上對於合拍劇生產和播映的緊縮，

或是自中國電視產業逐漸連結到跨國的影視生產鏈，造成台灣影視工作者生存

空間的競爭和壓縮，對於台灣的影視工作者來說，中國龐大的市場始終是一個

慾望投射的目標。從過去的產業脈絡來說，1990 年代，一批依靠三台節目委外

製作的資深影視工作者，在台灣政治氛圍與電視產業結構轉變，逐漸在台灣電

視市場失利。中國電視產業成為這些資深影視工作者發展事業「第二春」的目

標，他們仰賴著中國電視媒體與投資者提供資源維持生產力（賴以瑄，2008）。 

而不同於這些資深的影視工作者，2000 年左右，受到 1990 年代日本偶像

                                                      
4 根據簡旭伶（2011）的研究所提到，1995 年中國政府開始制定對於合拍劇的規範，要求中方

主創人員比例，1996 年頒布的《關於對港、澳、台影視機構來大陸製作廣播電視節目加強管理

的通知》，則開始要求合拍劇的報備批准。而在 1999 年 8 月連續頒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合拍

電視劇管理的通知》和《關於加強對於聘請港、澳、台從業人員參與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管理的

通知》，以及隔年頒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劇引進、合拍和撥放管理通知》的措施，從資

金、人員到播映管道，大大的限制了合拍劇的產製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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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Trendy Drama）影響，《流星花園》的成功，象徵著台灣偶像劇蓬勃發展的

起始點。深受日本流行文化與偶像戲劇敘事和角色設計影響的台灣偶像劇，在

結合了家庭關係與世代衝突等在地化的調整後，發展出台灣偶像劇的模式。隨

著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2008 年做為兩岸特殊政治背景與角力下的所謂「和

平紅利」，中國政府在政策上鼓勵兩岸合拍劇的產製，合拍劇能夠被視為國產劇

在黃金檔播映，也相對縮短合拍劇的審查時程5。這批新一代的影視工作者，藉

由建立於台灣偶像劇在海外市場的成功基礎，也開啟另一條兩岸電視劇製作的

合作路徑（吳怡國、姜易慧，2010a）。如同賴以瑄（2008）所指出的，相較於

瓊瑤這些早期影視工作者，新一代影視工作者所建立起的兩岸產製連結，在歷

史脈絡與商品定位皆有諸多差異，這也顯得在當前兩岸電視劇產製的交流逆轉

的情況下，這一批新一代的影視工作者在中國電視產業中的處境和定位仍有待

釐清。 

然而，隨著電視劇生產力「西進」的態勢越來越明顯，台灣與中國在電視

劇產製的連結已然被標籤化和問題化。如同社會學者汪宏倫（Wang, 2009）所

提到的，這樣的現象導因於政治上的國族建構與經濟上全球市場發展的矛盾，

他指出，全球化的市場拓展自 1990 年代以來，被台灣政府做為國家建設以及文

化上去中國化的一種方法；但是在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發展，中國

日漸龐大的市場規模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如何跳脫出國族論述下的恐慌，

確切的掌握兩岸的跨境電視劇生產，這樣一種流動、彈性的產製模式在當前的

樣態，是我在這篇論文中的核心關懷之所在。  

二 動機：電視劇的文化實踐意涵 

                                                      
5 2007 年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宣布自 2008 年起，兩岸合拍的電視劇在經大陸主管部門核准

後，可被視為大陸生產的電視劇播出和發行。另外，廣電總局也調整了合拍劇製作的相關管理

辦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所屬製作機構生產的有臺灣演職人員參與的大陸電視劇完成片的

核准工作，將交由省級廣播電視行政部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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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遍亞洲的人氣經典翻拍戲劇《流星花園》擁有多國版本，包含台

灣、日本、大陸及韓國都有翻拍過，而近日卻傳出大陸將要再拍一

次，且近期內會開始拍攝作業，消息一出立刻引發網友們的熱烈討

論。（NOWnews，2017 年 2 月 14 日） 

台灣電視劇的產銷經驗與技術，是得以在亞洲跨國流行文化商品產製與流

通的迴路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礎。過去許多涉及兩岸電視劇產製與流通

的研究，皆將焦點放置在產銷經營策略的角度之上，然而卻甚少進一步探究其

中在電視劇生產層面的文化實踐意涵（黃暖雲，2006；劉啟宇，2006；黃麗

蓉，2008；黃筱鈞，2010；徐鈺雯，2015）。產銷策略的分析可以讓我們對台灣

電視劇跨國的產業連結與銷售型態有部分的了解。但究竟電視劇不僅僅是被推

上市場的商品，建立在流行文化敘事與符號下的電視劇文本，他的產製也就是

敘事與符號的產製，而這正蘊涵著相當的文化意涵，非單單就產銷經營的角度

與數據佐證就能解釋。 

英國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 Raymond Williams 在對於文化與社會的討論中就

曾指出，文化是整體的生活方式與在社會中流通的表意形式。這樣對於文化的

理解，指涉的不僅是社會的傳統價值或是純藝術，而是大眾的、通俗的，人們

日常生活中彼此溝通的感覺與知識的形構（Williams, 2014）。這樣的理解不僅

代表了在電視劇的生產蘊含著文化的實踐意涵，相對而言，觀看電視劇已然是

現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電視劇的消費牽引著電視劇文本脈絡的

社會文化的再現與再生產過程，例如過去馮應謙與張瀟瀟（2012）對於《流星

花園》敘事模式的分析即認為，《流星花園》的敘事模式在中國受到廣大觀眾的

愛戴，既是一種對於現代生活方式與愛情童話的幻想在中國的符號踐行，中國

觀眾透過移情式的觀看電視劇而獲得快樂，逃避現實生活的困境。這也顯現出

電視劇做為文化產品在生產與消費上，與一般商品有著顯著的差異。 

因此，就像是法國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在分析文化生產時所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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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產製和消費事實上即是一場象徵權力的鬥爭（Bourdieu, 1992／石武耕、

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如趙月枝和吳暢暢（2014）對於中國電視劇的政治

經濟分析便貼切的反映了這樣的象徵鬥爭的張力。他們指出，電視劇除了是資

本積累與符號消費的場域，也是重要的型塑政治、經濟、社會和符號權力的媒

介。在資本市場的驅使下電視劇必須「接地氣」，以獲得消費大眾的關注，中國

許多省級衛視便直接以廣大的城市中產階級的喜好，做為製作與購買電視劇的

依據。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透過電視劇的製作與播映的審核，仍就掌控著整

體的製播流程。而事實上《流星花園》在中國從播出到被以「對青少年可能造

成不良影響」禁播，便反映了這樣的象徵鬥爭下的矛盾與角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過去簡旭伶（2011）在兩岸合拍對台灣影視工作者勞動

情況的影響的研究中，便希望將合拍劇放置在文化商品生產的文化迴路中，討

論兩岸合拍劇的文化實踐意涵。他企圖將勞動條件的變遷，連結到影視工作者

在產製場域的秉性（disposition）的變化，強調了生產中的文化實踐與再現。然

而，細究他所著重的面相而言，主要仍聚焦於勞動條件的變遷對工作者的影

響，以及工作者在特定的勞動條件下的因應方式，對於台灣的電視劇製作團隊

或是個別工作者在合拍劇連結起的電視劇生產場域之中是座落在什麼位置，以

及工作者在這之中依循位置與秉性的日常實踐，仍著墨不多。 

然而，正是電視劇的產製做為文化生產的一種，對於電視劇生產，建立在

一種帶有象徵鬥爭意涵的社會實踐的討論，才能夠在複雜的產業脈絡中，勾勒

出基於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面向的不同因素間，形成的動態互動關係。也才能

夠更進一步的討論在兩岸電視劇產製連結的脈絡下，當中國電視產業的崛起翻

轉了過去的互動關係，對於產業中的工作者會造成什麼影響。如同

Mackintosh、Berry 與 Liscutin（2009）在討論對於文化產業的文化分析的意義

時談到的，實際上文化的生產不僅只是服膺市場與國家，文化的互動和形塑相

對於市場與文化，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如同過去在 1990 年代開始亞洲區域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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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化的交流，相對於複雜且矛盾的政治歷史脈絡，似乎建立起了更密切的互

動和連結；但另一方面，文化生產的象徵權力鬥爭意涵，也可能阻礙著經濟與

政治脈絡下的區域主義或區域化發展。 

因此，就像 Williams（2014）批判經濟化約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時所提到

的，現今社會當中，多數文化活動與其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是間接且複雜的。

文化體現的是一種中介的型態，而非僅是經濟基礎的反映與再生產，這也突顯

出對於現代社會文化實踐的討論的必要；也顯示出，對於文化產業的文化分析

的重要性，亦即對於文化產業中的生產行為，社會行動者的文化實踐的剖析。

而這也是本篇論文所欲討論的重點。 

三 小結 

綜觀上述，過去台灣兩代電視劇生產中的影視工作者，透過不同的歷史背

景與產業發展脈絡，建立起與中國電視產業的產製連結。當前中國電視產業逐

漸確立了在區域甚至全球的核心地位，扭轉了兩岸電視劇產製交流的關係。在

本篇論文中，我所要探問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跳脫國族論述下的恐慌，

分析相對於早期資深的影視工作者，在台灣政治氛圍與電視產業結構轉變下，

逐漸在台灣電視市場失利，因而仰賴中國電視媒體與投資者提供資源維持生產

力。新一代這些影視工作者，在 2000 年前後，伴隨著台灣電視頻道的解管制，

在台灣電視產業發展出新型態的電視劇內容形式，進而拓展與中國電視產業連

結。他們在當前電視劇的跨境生產場域中，這種彈性的、流動的生產型態，產

業環境的變遷對這些影視工作者的位置與行動有什麼影響，而他們又是怎麼因

應。 

因此，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分別從「流行文化與全球化／區域化」、

「中國電視產業化與全球化」以及「文化生產與彈性資本積累邏輯」三個層

面，與相關的文獻進行對話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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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對話 

一 全球、區域：流行文化交流下的影視生產 

1 東亞做為參考點 

在論文當中，我所關切的是當前兩岸電視劇的產製脈絡，如何影響著生存

於其中的台灣影視工作者。但是，在談論這樣的現象之前，該放置在怎樣的背

景脈絡之中來談論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陳光興（2006）在回顧文化研究的國

際化發展過程時指出，國際化發展主要是為了回應在後冷戰時期，晚期資本主

義資本的快速跨國化下，使得全球資本主義產生結構性轉變。這樣的轉變伴隨

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研究者在討論文化生產的相關問題時無法關起門來談，

必須連結到區域乃至全球生產／流通機制。 

在這樣的研究實踐之下，必須回到歷史縱深，重新理解在地、國家、區域

文化的形成。陳光興（2006）提出「亞洲做為方法」的主張，期待在認識論上

嘗試在亞洲內部將彼此做為對照與比較的參考點，跳脫出西方觀點建構對於

「我們」面對的問題的分析架構。相似的概念也在南韓歷史學者白永瑞

（2016）的著作中出現，他在討論如何跳脫西方中心的普遍主義觀點談論全球

化下南韓的在地事務時，提出「全球地域主義（Glocalogy）下的韓國學」的研

究視角與方法，希望藉由這樣的概念連結起地方、區域與全球的因素進行思

考。他指出在這樣的視角下，討論在地問題時應該優先考慮「將特殊性普遍

化」，也就是嘗試將在地的特殊問題與區域、全球做參考、比較，從中尋求普遍

性的資訊。 

這樣的視角對於我要討論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移動的這些台灣影視工作者來

說，是相當重要的。在東亞，基於過去戰爭與殖民經驗的感覺結構所建立的國

族敘事，在中國、台灣、南韓、日本等地形成多層次的相互怨恨，這樣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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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的阻礙彼此的理解（Wang, 2014）。特別是，在延續著國共內戰的認識

框架下，許多在中國尋求工作機會的人，時常被指責是「賣台」的背叛者。這

樣的指摘，事實上讓實際的問題無法好好的被討論。侷限在國族主義對抗的框

架之下，使得在談論到這些移動的工作者時，無法確實的談論和面對真實的現

象。而以區域內的周邊地區做為參考點的分析架構，正好提供了我在認識論上

從國族的框架（frames of nation）解放出來的機會。 

因此，我希望從參照東亞區域文化生產／流通的歷史脈絡，做為認識現象

問題的起點。在這樣的分析架構下，首先要討論的是，台灣和中國在電視劇製

作上的合作歷史背景是什麼，如何從全球、東亞區域的角度去看待這樣的背

景。我希望藉由回顧東亞區域內流行文化的相互滲透以及影視製作上的合作交

流，爬梳其背後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歷史背景。當然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描繪，

而是企圖建構出一個在亞洲區域內流行文化生產／流通的基礎圖像做為分析問

題的參考的架構。希望在這樣的參考架構下，回過頭來討論在台灣與中國電視

劇製作的交流、合作下，在這當中移動的這些台灣影視工作者的處境。 

2 從東亞出發的全球化 

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樣態，如同 Harvey（1989）指出的，建

基在他稱之為「時空壓縮」的特質。時空的壓縮來自於通訊傳播與交通技術的

發展，全球的訊息網絡與貨物得以快速的流通以及人的移動，形塑晚期資本主

義的一種彈性化生產邏輯，以面對資本的快速流通與縮短周轉時間的需求。透

過彈性化的商品生產邏輯，形成一種即時性、高度象徵性與符號化，能夠靈敏

回應消費市場需求的商品形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Mosco（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提到跨國媒

體產業便是藉由跨國彈性的資本、人才與資源的結盟，重新塑造了資本在空間

區位上的群聚。他認為這樣的過程是由跨國產業和國家機器所主導，在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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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下改變了資源與商品的流通空間。如同 Miller（2005）所分析的，以好萊

塢為首的跨國媒體產業，藉由資本在跨國市場間的流通，建立了跨國的生產與

營銷的商品鍊，形成他所謂「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

sion of Cultural Labour）另一方面，Hesmondhalgh（2013）從文化產業的市場化

發展關鍵因素談起，指出除了商業生產模式與策略的轉變外，國家政策的發展

和社會文化背景等，也是重要的一環。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解管制以及國家經濟

政策上對「知識經濟」提倡，成為理解 1980 以降在文化產業的政策及法規變遷

的主要背景6。國家期望藉由文化、資訊與知識生產的拓展，在跨國貿易體系的

競爭中佔得先機。 

然而，上述的討論主要仍聚焦在西方媒體商品在跨國文化流通與交流的宰

制，實際上媒體全球化的發展，並不僅僅侷限於所謂的西方媒體巨擘。特別

是，即便在冷戰的歷史脈絡下，藉由經濟與軍事的影響力，美國流行文化工業

在東亞有很大的的影響力，如今東亞的流行文化也不再只以美國流行文化馬首

是瞻（Chua and Cho, 2012）。在跨國文化產業鏈中，不同的地區基於地理區域

的連結以及歷史、文化和語言的親近性，擁有著區域內的文化產品的動態互

動。除此之外，不同地區的參與者的競合關係外，國家對於外來文化產品的控

管等因素，皆在文化產品跨國流通的動向上，有著顯著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

下，相對於過去的文化帝國主義的觀點，強調西方文化工業對於第三世界媒體

環境的宰制，實際上第三世界產業鏈的成熟，跨國的合作，同樣生產與流通著

跨國甚至全球性的媒體產品。而這樣的文化商品的生產與流通現象，顯現並非

單單是西方媒體單向的宰制。而是更複雜、多向性的流通過程（Sinclair et al., 

1996 ; Chadha and Kavoori, 2000）。 

事實上，Iwabuchi（2005）就提到，即便在媒體全球化發展的脈絡下，跨

                                                      
6 Hesmondhalgh（2013）對於知識經濟的討論主要來自於對於英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分析，

但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也對應到了 1990 年代的東亞，如 Iwabuchi（2002）提到日本流行文化的輸

出，也與 1990 年代泡沫經濟瓦解，產業政策的轉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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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媒體集團為了尋求在國家、區域和全球等不同層次的媒體市場的獲利，很

大一部分取決於透過非西方參與者的協作，藉以建立跨國文化產業之間的網絡

連結與整合有關。在跨國文化產業更密切的網絡連結、整合以及合作，不同地

方的文化產製與流通的參與者，在媒體全球化下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Iwabuchi, 2005）。這樣的連結不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重新主張地方傳統或

原真文化的優先地位。事實上這代表了，藉由流行文化形構的具體呈現，與西

方宰制全球資本主義的象徵權力的共謀、協商。可以說是所謂西化、區域化同

時、混雜（hybridity）的影響，也重塑了本地的文化產製和消費。 

Iwabuchi（2002）在他討論 1990 年代，日本流行文化產品在東亞、東南亞

區域的流通的著作中便提到了這樣的文化混雜情況。他指出，日本流行文化商

品實際上內化了許多美國流行文化元素。在亞洲經濟快速發展下，市場對日本

流行文化產品有著強烈的需求。而這樣的需求指出了，在現代化與全球化的發

展下，日本流行文化產品一方面涵化了美國流行文化元素，標示一種現代性的

象徵；另一方面，建基於內容相對於西方更貼近且直接的描繪了當下社會發展

所面對的問題以及價值觀的轉變，日本流行文化形成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現代

性認同。這當中反映了文化現代性下，階序關係的想像，以及不平衡的文化流

動情形。 

同樣的，Chua（2012）在過去的研究中亦指出，來自各地的亞洲人（東

亞、東南亞）對於消費主義的與現代性的偏好，形塑了區域內流行文化的交

流。而在區域內諸國經濟的長足發展下，日本在區域之內不平衡的文化流動的

優越位置，如今已備受挑戰，甚至被取代。例如韓國的流行文化在 2000 年左右

開始在東亞、東南亞的風行，即是最佳的例證。1990 年代開始亞洲媒體市場的

自由化發展，韓國影視產業在市場化發展下，影視製作開始蓬勃，並逐漸的拓

展在亞洲的影響力。而同樣的，韓國流行文化的風行，在區域文化流動的脈絡

之中也是有跡可循。如同台灣的偶像劇，韓國電視劇在發展階段實際上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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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結構或是拍攝的手法，都深受 1990 年代日本趨勢劇（Trendy Drama）風潮

的影響（Lee, 2004 ; Shim, 2008）。Cho（2011）便提到，韓國流行文化的風行，

事實上承接了過去在區域內流動的流行文化元素，如美國流行文化、日本都會

愛情劇以及香港電影等，而這也代表了區域內不同流行文化的流動。 

在這當中必須指出的是，東亞流行文化形成的文化經濟範疇，很大程度是

來自於華人觀眾對於日、韓影視產品的消費。但即便過去台灣和香港的流行文

化產品在華人市場佔有優勢的地位，卻鮮少有泛華人地區產製的影視產品輸入

日、韓的國內市場。1990 年代後期韓國流行文化崛起後，也影響了港、台流行

文化商品在華人市場的地位，這也突顯出區域流行文化流動與交流的不平衡狀

態（Chua, 2004 ; Chua & Iwabuchi, 2008）。這樣的發展影響了台灣影視工作者在

中國電視節目生產場域的位置，我也將在後續的章節進一步討論。 

但總的來說，過去二十多年來，東亞在流行文化產品如音樂、電影、戲劇

等的生產與流通更加的密切，快速轉變的生產網絡，流行文化商品利基於區域

內相近的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現代性的想像和渴望，跨越了國家

疆域，分享著區域內的流行文化市場的利益。透過流行文化產品的流通，促成

了區域內的文化交流，重新形塑區域內的文化連結（Chua, 2004；Iwabuchi, 

2004）。 

前述的討論，我嘗試透過對於全球化範疇下，晚近東亞地區流行文化流動

情況的爬梳，勾勒出文化產製、流通與消費的多層次、複雜場景。在資本的全

球化發展下，跨國文化產業的產業鏈得以建立。在全球文化商品的交流越趨熱

絡的情況下，不同的地區內存在著更為密切的交流，促成了區域內特殊的文化

樣態。而這些藉由文化的趨近與相似性，伴隨著現代性發展所形塑的文化商品

市場內的互動，並非建基於一個新的僵固、封閉的空間概念之下。但他的確突

顯了從區域的範疇之下，談論跨國文化產品的產製與流通情況的必要性。 

總體而言，全球的文化流動（cultural flows）實際上並非字面上看起來得無

 



 

14 
 

邊無界。反而是遭遇了來自區域、國家、地方等不同層次的文化的自主運行或

是抵抗。Choi（2010）在論證他所提出的東亞文化圈（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概念時便指出，從後冷戰時期以降，東亞地區透過影視產品、觀光、

經濟合作和教育交流等形塑了文化的區域化，而這樣的情況是在過去從民族國

家的視角，討論在地－全球互動的框架所無法探究的。而 Appadurai（1996／鄭

義愷譯，2009）過去在談論到如何研究區域時便提到，研究區域的益處在於它

提醒了我們全球化在很深的意義上是一個歷史的、不均勻的、甚至是地方化的

過程。不同的社會會以不同的方式佔有現代性資源，全球化不必然就是同質

化、美國化，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去探討不同地區的文化形構。而他認為，這

樣的說法並非在提倡一種地方主義，事實上地方性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而地

方性的歷史最終又是受到全球的動力機制所影響的（Appadurai, 1996／鄭義愷

譯，2009）。 

3 混雜與斷裂下的東亞流行文化生產 

從區域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說，區域地理空間上的彼此聯繫以及文化上

的共鳴，是當前流行文化得以在區域甚至全球產製與流通的重要因素。在全球

的視角下，市場的開放，資本、財貨與人的密集的移動，更為複雜的文化構連

與互動的動態過程中，同質化與異質化並行。許多文化的生產與流通，是在區

域的範疇下形塑的；也體現在後冷戰的時代，東亞地區流行文化的流動。

（Chua, 2004 ; Iwabuchi, 2005；Choi, 2010）。因此，如同陳光興（2006）所提倡

的，從東亞區域的歷史脈絡尋找問題分析上的相互對照、參考，亞洲內部的相

互參照，是彼此相對化的過程，而這樣的相對化對於重新理解自身、重新理解

亞洲，特別是在資本與文化的流通在亞洲各地互相穿透的這個時刻，是相當重

要的（陳光興，2006: 403）。 

就區域脈絡下，文化產業跨境連結的議題而言，在文化研究的範疇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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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場、國家是三個主要需要被分析的行動者（Mackintosh et al., 2009）。因

此，從個人、市場與國家不同行動者的角度切入探討東亞文化產業的圖像，在

後冷戰、後殖民的歷史背景下是相當重要的。在冷戰前線的消解下，即便流行

文化的交流有所減緩區域中許多過去未成好好處理，根源於殖民、侵略的政治

緊張關係，但這樣的緊張關係仍舊存在（Chua & Iwabuchi, 2008 ; Choi, 2010）。 

當前，建基於後工業的消費主義生產特性對象徵、符號的強調，如同黃淑

鈴（Huang, 2011）提到，國家品牌（nation-branding）的塑造體現了特定國家產

品在跨國市場的銷售策略，在跨國消費消費市場中，也為特定的消費型態所挪

用；但另一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在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逐漸抬頭，

流行文化也成為國家對外拓展勢力，發展「軟實力」的資源和工具，在各國之

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國族主義的作用下，促成了相互的衝突（Mackintosh et al., 

2009 ; Chua, 2012）。 

如同 Chan（2009）在分析中國、香港與台灣電視產業的區域化發展時所提

到的，即便流行文化的交流帶來了文化的混雜性，東亞各國之間對於外來的文

化商品仍然是存有警覺，因此將過多的境外影視產品視為對本地產業的威脅，

而有所反彈。而基於歷史、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的規管仍一定程度的阻礙文

化的交流。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使得東亞區域的文化交流，在政治、經濟、歷

史與文化等不同面向的力量左右下，形成斷裂的、不穩定、不平衡的情勢。 

在東亞流行文化交流的複雜情勢下，該如何談論個人、市場與國家不同行

動者在區域文化產業下的互動關係，對於接下來談論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交流

的兩岸影視製作，是相當關鍵的問題。在此，我想借用 Appadurai（1996／鄭義

愷譯，2009）的全球化論述，做為進一步討論與分析的一個基礎。Appadurai

（1996／鄭義愷譯，2009）的論述主要聚焦在全球化下的文化向度的討論，他

所討論的文化並非實體化的存在，而是一個充滿差異、對比和比較的領域。他

提到現代社會生活越來越趨向於全球化與國土的消解；人們的生活浸淫在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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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內容之中，想像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成為構成主體的要素，成為人們經驗的

社會事實。在這之中，顯然媒體與遷移是兩個建構當代文化交流的主要動力來

源。一方面電影、電視等大眾媒體，提供了想像的資源。人群的移動，伴隨著

觀者與媒體影像共時性的流動，構成了混雜、斷裂的景象，超越了國族國家的

疆域與空間。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Appadurai（1996／鄭義愷譯，2009）認

為我們必須把新的全球文化經濟看作複雜、交疊又斷裂的秩序，而這跟經濟、

文化與政治之間的根本裂散有關。 

Appadurai（1996／鄭義愷譯，2009）認為探索這類裂散的基本架構在於必

須注意全球文化流動的五個向度之間的關聯。他以地景（landscape）的概念來

描繪這種全球性的文化流動的幾個面向，將之命名為族群景觀、媒體景觀、科

技景觀、財經景觀和意識形態景觀，後綴的景觀則指出了不同文化流動面向不

規律狀態。從這些概念出發，也顯現了從個人、群體、國家到區域等不同行動

者的不同歷史、語言和政治處境，在這樣的全球文化流動過程當中產生的影

響，使得人、影像、技術物、貨幣和觀念等不同文化流動面向之間日益的裂

散。這些裂散持續的流動，相互的交流，而不同的文化流動在聚結事件、社會

形構時，彼此的關係是依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而定的。藉此，構成了我們在討

論文化經濟時面對的複雜圖像，而全球化下文化互動的同質化、異質化動態過

程，便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上演。 

透過上述的討論，我希望將討論建立在一個觀看全球化下文化生產的視

角。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在接下來的章節我將要討論，在市場化之後，中國電

視劇產業與東亞區域生產、消費的連結和互動，以及台灣電視劇產業及產業中

的工作者，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二 中國電視劇的市場化、區域及全球接軌 

1 邊陲到中心：中國媒體產業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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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談論近二十多年來東亞流行文化的交流，產業的互動、合作時，中

國媒體產業的市場化發展，一直是一個關鍵的因素。以中國本土市場為首的泛

華人消費群眾，成為在區域內流行文化產製與流通迴路中的重要動能（Chua, 

2004 ; Curtin, 2007 ; Chua & Iwabuchi, 2008 ; Chan, 2009 ; Choi, 2010）。Keane

（2006）以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影視產業發展為例，指出中國依循過去東亞國家

產業發展的經驗，奠基於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利用產業群聚的方式，聚集技

術、經濟與文化資本，達成產業的未來發展。這樣的發展也串連起區域內，影

視產品市場的流通，也建立起投資與製作的關係網絡。中國也藉此壯大本地的

媒體資本以及產業群。 

中國媒體產業經由這樣的政策機制，本地產業鏈得以成熟；在產業市場蓬

勃發展之後，中國也逐漸從區域文化生產的邊陲，轉變成文化生產的中心。依

循這樣的產業發展脈絡，構成了討論中國電視劇產業與跨國影視產業互動的基

礎。然而如同李政忠（2003）所言，討論跨國媒體產業的交流時，從社會、政

治、經濟與文化面向分析各地媒體市場之間如何連結的動態關係，是相當重要

的。因為不同的地方市場在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面向，皆存在或近、或遠

的距離。這個基礎之上，我將聚焦於討論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化、市場化以

來，與主要來自於區域內的跨國影視製作產業的互動、合作。並試圖標示出，

台灣電視劇製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首先，我認為必須要從中國電視劇製作的產業化、市場化的歷史脈絡開始

談起。中國廣電媒體的產業化，代表了媒體經營利益導向的突顯，以及傳統型

態的媒介控制的弱化。1979 中國的報刊、廣播與電視開始能夠經營、播放廣

告，象徵了中國媒體產業化發展的起點，商業力量開始影響媒體的發展，使得

媒體不再只是黨的傳聲筒，也扮演了大眾資訊、娛樂服務的角色（尹鴻，

2001；黃升民、周艷和宋紅梅，2008）。總體而言，中國媒體產業的市場化發

展，實際上便是建構在總體經濟政策結束計畫經濟，朝向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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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切合了從 1970 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強調

自由貿易、自由經濟以及私有化等訴求的國際政治經濟實踐，國際在市場貿

易、金融交易上的轉型。改革開放強調市場化經濟發展的政策方向，也使得中

國開始整合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市場之中（Harvey, 2005）。但若是將中國的

經濟改革與世界上其他服膺新自由主義的主權國家等而視之，顯然無法確切的

掌握中國的發展樣態。中國市場化經濟的發展，在特定的社會經濟範疇下運作

著新自由主義的算計，增進了企業的活力也加速了與全球市場的互動；但另一

方面，卻也在維護社會與政權穩定性的目的下，將特定社會經濟範疇排除在

外。形成如 Aihwa Ong 所稱「新自由主義做為例外」與「新自由主義下的例

外」的雙重策略（Zhao, 2008）。 

2 市場社會主義下的電視劇 

馮建三（2012）認為，中國所宣稱「市場社會主義」的媒體，核心關懷在

於平衡媒體的社會與經濟效益，而往往在必要時刻遷就前者，也就是媒體做為

喉舌的功能。更進一步的來說，趙月枝（Zhao, 2008）在回顧中國媒體產業的發

展過程的著作中提到，相對於許多國家典型的媒體管理機構所奉行的「一臂之

遙（at arm’s length）」政策邏輯，中國媒體管理部門如廣電總局與文化部部門，

事實上皆是在黨國的指揮之下運行，而這樣的制度架構，象徵了在市場化的發

展下維繫革命遺緒，做為支撐政權合法性的意圖。以電視劇的產製、營銷而

言，藉由製作的生產、流通審批，以及製作執照的管理，廣電總局得以針對特

殊題材、內容進行控管。透過道德價值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控管，達成社會、政

治穩定的維繫（Zhao, 2008）。 

除了內容控管，在結構層面，從 1980 年代開放廣告市場以及「四級辦台」

 



 

19 
 

7將廣播電視的經營管理從中央下放地方，促成各級地方電視台的多元、商業發

展；而為了資源的有效運用以及達成規模經濟的經營模式，以提升產業商業化

發展與國際競爭力，在 1990 年代晚期開始政策性的促成媒體集團化發展，再到

2003 年之後進一步允許私部門與境外資本投資廣電媒體等等產業政策規畫，皆

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制度性介入，以逐步調整與修正產業環境。整體而言，對

於媒體產業在內容與結構上的規管政策，主要目的在於回應快速的市場化轉型

與全球市場整合下，媒體的運作邏輯逐漸以服務大眾市場與獲取商業利益為主

要考量，在轉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衝突。在產業化的發展

過程中，中央對於媒體的控管，與越來越導向於市場邏輯運作的媒體產業機構

以及相應而生的不同政治、經濟利益集團，持續產生矛盾、協商與妥協（黃升

民、周艷和宋紅梅，2008；Zhao, 2008）。 

但必須強調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產業的市場化發展與運作，不必

然與黨國對於媒體部門的規管產生衝突。實際上在商業化與市場化發展的過程

中，黨國透過結構性的管制，確保了對產業的根本控制，例如在電視劇製作當

中，國營性質又區域壟斷的各大電視台，便在電視劇的產製和流通上有著相當

大的權力。8而這樣的壟斷型態，如馮建三（2012）所指出的，可能形成一種對

於產業競爭，有效的宏觀調控。另外，就貿易的面相而言，中國政府持續的對

境外節目的進口加以限制，也是國內私營資本能在電視劇製作產業中發展的關

鍵，實際上這也與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台灣與中國在電視劇生產上的連結息息

相關。 

媒體產業中企業在黨營、國營與私營資本交雜的發展情況下，也因此維繫

了黨、政勢力和各級媒體部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形成政權與金權相互滲透

                                                      
7 「四級辦台」即是中國在 1984 年開始施行下放電視台的經營權力，除了中央以外省、市、縣

等層級也得以開辦電視台。 
8 2005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對於私營資本能夠

投入的產業範疇，以及企業的持股比例皆有明確的規範，並授權文化部與廣電總局訂定相關施

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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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馮建三，2012）。媒體組織與管理者的利益與現有的政治、經濟秩序的

維繫密切相關。這也促使他們在漸趨市場利益導向的經營方向下，傾向在政府

劃設的紅線之下謀取利益（Zhao, 2008）。而事實上，相對於新聞與資訊等被視

為黨國必須主宰控制的媒體內容項目，在產業市場化的過程當中，私營資本在

影視節目的產製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藉以引導產業壯大與發展，相對而言也

有著比較大的商業運作空間。 

在這樣的脈絡下，1990 年代開始商業投資逐漸成為節目製作經費的主要來

源。廣告市場的不斷擴張，較中央電視台更趨商業化經營的各省級電視台，衛

星頻道紛紛開播，競逐全國性的廣告收益。另一方面，在政策的主導下節目製

作體系改變，獨立的節目製作機構開始大量出現；商業營銷機制也在此時逐漸

確立。電視節目被視為滿足市場利益的商品，而各種類型的電視節目與電視

劇，也在 1990 年代中期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尹鴻，2001 ; Zhao, 2008 ; Bai, 

Ruoyun & Geng Song, 2015）。這樣的發展趨勢便與中國準備加入 WTO 的背景

有關。隨著與全球資本市場的互動越趨密切，培植本土媒體與文化部門的產業

化發展，並藉此連結中國市場與跨國產業鏈，成為檯面上的政策目標（Zhao, 

2008）。而這樣的產業化發展政策，也反映了面向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對於國

家整體經濟、文化實力提升的想像與佈局。（Chua, 2012 ; Keane, 2015）。 

總的來說，產業的發展脈絡，突顯了中國媒體市場中政治、經濟與文化，

不同力量之間交織所形成的複雜情勢。從中，可以看到意識形態與資本的矛盾

與合謀，中國媒體產業發展所展現的另類形態，在跨國的媒體產業互動中體現

了特殊的意識形態景觀，而這樣的意識形態景觀一定程度上也反應在媒體景觀

的樣態之上。如肖芄 （2012） 所提到，中國電視劇一方面必須應對日益激烈

的市場競爭，選擇受眾喜聞樂見的題材來保證收視率，爭取經濟回報；另一方

面，它們又必須發揮其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功能，擔負社會責任。 

但這樣的情況並不意味著資本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必然衝突，如程靜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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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暉（2014）在對於中國電視劇類型發展的研究中提到，相對而言收視穩定、

政策風險較小的革命軍事劇、家庭倫理劇以及都會愛情劇的播出比例居高不

下。這除了反映了在激烈競爭下，電視台更傾向於採用保守的競爭策略，相互

複製播出策略以降低收視風險，這類題材符合或無涉當局的意識形態，播出較

無風險與疑慮，也是主要的原因。如同趙月枝、吳暢暢（2014）所說，做為當

前中國最活躍的媒體產業型態與意義生產場域，電視劇除了是資本積累與符號

消費的場域，也成為重要的型塑政治、經濟、社會和符號權力的媒介。 

3 中國電視劇生產的全球連結 

當前，文化產業位居中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政策方針的核心位

置，而這樣的發展如同 Keane（2015）所提到的，奠基在過去二、三十年來東

亞流行文化內容在製作和流通上的密切互動。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國的電視台開

始進口外國節目內容，不管是節目的製作或是觀眾的收視品味逐漸與區域甚至

全球的流行文化產生連結。然而即便在 1990 年代，中國電視產業快速的產業

化、商業化發展之時，仍是做為龐大的流行文化消費市場，而非流行文化產品

的生產與輸出地（Chua, 2001）。在這當中，如同 Harvey（2005）談到的，在中

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整體經濟市場化發展的起步階段，地緣與文化上的接近

性，使得香港和台灣等鄰近地區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提供了技術、資金等

方面的助力，而這樣的情況也反應在電視產業的發展當中。 

改革開放之後，有別於過去海外節目引進多來自於其他的共產主義國家，

在 1980 年代後中國電視台開始引進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內容，除了美國與西歐之

外其中大部分的節目是來自於鄰近的台灣、香港與日本等地（Keane, Fung & 

Moran, 2007）。這樣的發展，在電視的產業化與商業化下顯得其來有自。隨著

電視產業的持續發展，電視逐漸被視為是一種大眾娛樂媒體。然而由於電視節

目製作能力的普遍不足，無法滿足以城市為主的電視文化消費。中國各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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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向外購買節目傾向加劇，也因此有著大量的海外的電視劇引進（Bai & Song, 

2015）。以東亞的韓國、台灣、香港和日本，以及歐美地區為主的國外內容，在

廣電總局進一步限制境外內容之前，可說填補了需求的缺口9；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在電視劇製作上，與台灣、香港和韓國的製作團隊的合作，不僅在資金

上獲得挹注，也促進了製作水平相對落後，題材相對匱乏的中國，在電視劇產

製上的發展（Keane, 2015）。 

事實上，如 Chua（2001）回顧東亞流行文化交流所談到的，中國、香港、

台灣與新加坡等以華人為主的社會，除了構成日、韓流行文化在區域內風行的

消費基礎外，也形塑了華語流行文化產品交流，成為華語流行文化產品流通的

重要節點。而透過流行文化產品跨越國家疆域所累積起來的消費人口，也建立

起了華語流行文化產業的市場，在過去台灣和香港是無庸置疑的產製中心

（Chua, 2001）。而在這樣文化與地理接近性做為基礎的華語流行文化市場脈絡

中，台灣與香港的電視劇無疑是在中國電視產業發展過程中，所引進的海外電

視劇的主力（尹鴻，2001；Chan, 2009）。 

在港、台連續劇在中國受到高度歡迎的情況下，港、台的電視劇製作團隊

也紛紛在 1980 到 1990 年代進入中國拍攝，建構了與中國電視產業體系的連

結。起先港、台與中國的合製（co-production）電視劇，很大一部分取決於製

作團隊在拍攝上場景與資源的需求。馬傑偉、周佩霞（2009）在香港電視劇跨

境拍攝的田野研究中提到，中國流動而專業的人才與輔助團隊，大型的影視

城、廉價的資源源還有數之不盡的地理奇觀，連結成一個強勁、擴散的流動影

像文化工業生產網絡，為香港的跨境製作提供良好的條件。 

而台灣也有類似的發展脈絡，賴以瑄（2008）指出台灣電視劇製作團隊開

始到中國拍攝，一方面是中國市場的經濟營收的誘因，另一方面也是源自於製

                                                      
9 1994 年廣電總局前身的廣播電影電視部頒佈了《引進、播出境外電視節目的管理規定》，其

中明訂「各電視臺每天所播出的每套節目中，境外電視劇不得超過電 視劇總播出時間的 25

％，其中黃金時間(18 時至 22 時)不得超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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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低廉的拍攝資源以及歷史文物、自然景觀等節目美學價值的追求，在製作

過程中，中國被化約為技術性的協助角色。而早期的製作合作型態，隨著近年

來中國影視產業的崛起有所轉變10。如今中國逐漸由區域文化生產的「邊陲」，

轉變成為文化生產的「中心」。 

隨著中國影視產業在市場化的轉型下崛起，與跨國影視產業鏈的連結，使

得中國目前已不再像過去一樣，需要透過台灣與香港來吸取製作的經驗與知

識，翻轉了過去影視製作合作上的相對位置。以台灣的現象來說，例如張舒斐

（2014）在分析現今台灣電視節目製作人員在中國產業中的處境便提到，在大

資金、大製作的發展以及產業中熱衷於引進國外成功節目模板的情況下，台灣

電視節目工作者在節目製作場域的位置事實上是越來越邊緣化了。在電視劇的

製作上，即便產製的型態與綜藝節目有所不同，仍就存在相似的趨勢。簡旭伶

（2011）在探討兩岸電視劇合拍的發展脈絡指出，隨著中國影視產業投資大

增，產業發展蒸蒸日上。台灣影視工作者在這樣的消長過程中，從過去製作上

的主導地位已轉變為委外製作的打工者角色。 

事實上，在影視製作連結中國電視產業的過程當中，背後的動機以及合作

型態，如同程紹淳（2010）所指出，皆來自於台灣與香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

看見了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產業的市場化帶來的跨境產業分工的可能，以及

發展中的市場所帶來的資本積累的機會。這種在後冷戰背景下連結著中國影視

製作的市場化，影視製作生產型態的變遷，與 David Harvey 提出在晚期資本主

義下的彈性化生產邏輯若干符合，構成了一種文化生產上的「彈性資本積累」

（程紹淳，2010）。總的來說，這樣依循彈性化生產邏輯所生成的產業連結，隨

著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由區域影視製作的邊陲轉變成為了中心，中國的電視

製作場域已然形成了在文化勞動國際分工（NICL）當中所描述的，資金、商業

                                                      
10 賴以瑄（2008）對於兩岸合拍劇的討論中，指出台灣製作團隊在與中國談定生產「國產劇」

時，得以獲取中國市場以外的「海外版權」，然而這樣的情況隨著中國電視產業的成熟，台灣市

場重要性相對減少，如今的合作樣態中，台灣製作團隊多數比較接近於委託製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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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與人才的跨國流動（張舒斐，2014）。這樣的發展似乎也改變了台灣

影視工作者在當中的位置與角色。 

在接下來章節中，我將進一步談論東亞區域內與中國電視劇製作合作的彈

性生產發展背景，以及相應而生的資金、人才等的跨國流動。 

三 電視劇生產的彈性資本積累邏輯 

1 電視劇跨境生產的區域脈絡 

從錄影帶到 DVD，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衛星電視、網際網路的出現，科

技地景的改變提供了跨國流行文化交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隨

著區域政治、經濟局勢的變遷，1990 年代東亞區域內流行文化的交流日趨密

切。在這之中影視明星的跨國演藝如蔡如音（2005）所指出，不僅牽動個別藝

人的工作型態，也影響了文化工業的生態11。 

隨著本地影視明星與流行文化商品在海外市場的風行，構成了本地影視生

產向外拓展、連結的基礎。港、台流行文化，演藝工作者如歌手、演員等，從

中國影視產業初步發展的階段，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中國在製作上的連結

也在這樣的脈絡下展開。同樣的相對於香港與台灣，1990 年代後期開始，韓國

流行文化在中國影視市場的聲勢逐漸的壯大。如同 Lee（2008）在分析韓劇跨

國生產脈絡時提到，韓國流行文化在中國的風行，促使了韓國與中國的電視劇

跨國合製。如同香港與台灣的發展脈絡，韓國影視工作者也希望藉由電視劇的

跨國合製，進一步拓展他們的影視產品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跨國的電視劇製作之所以可行，或者換一種方式來說，怎樣的結構條件促

使了電視劇產製的彈性資本累積，與本地的產業結構發展息息相關。在韓國電

視產業的商業化發展脈絡，Lee（2008）的研究指出，在政策性的開放下，獨立

                                                      
11 這樣的情況並不僅止於螢光幕前的明星，如程紹淳（2010）研究中提到的，瓊瑤小說在中國

的流行，間接地促使這位「明星」級的創作者，得以開創兩岸合拍劇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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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公司擁有較高的商業活力，促使電視台與製作公司策略合作，生產能夠暢

銷的電視劇。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委製電視劇在無線電視頻道逐漸增加。

隨著韓劇在亞洲的風行，海外版權銷售的利益，吸引了許多非來自於電視台的

資金的投入，使得製作公司不再如過往依靠電視台的資金與資源。 

這樣的情況更利於製作公司保有節目的版權，使得營運上更獨立於電視台

運作。而這樣的發展下，國內電視劇市場外的獲益來源，相對的也變得更為重

要。這也改變了韓國的電視劇製作的產業結構，成為與中國合製電視劇的重要

條件與動機。相對而言，在中國與韓國在電視劇製作上的合作脈絡中，除了從

韓國產業的產製與銷售角度來看，中國做為韓劇的重要海外市場，合製成為進

入中國市場的手段12。另一方面，製作的連結之所以可行，也必須對應到中國

電視劇的產製與消費脈絡。 

中國電視的產業化轉型逐漸的使得電視製作鑲嵌在市場關係之中，不僅改

變了電視劇製作的題材、方式，也拓展了如廣告置入與融資貸款等不同的財源

（Bai & Song, 2015）。1990 年代中國電視市快速的市場化發展，電視廣告市持

續增長，電視劇這類節目儼然成為產業中重要的商品。隨著開放私營資本進一

步投入節目製作，保有節目版權，私營資本在電視劇的產製中扮演的角色也越

來越重要。而這樣的發展脈絡下，Zhao（2008）在探討中國電視劇製作型態時

也提到類似於韓國的情況，獨立於電視台的私營製作公司相對來說具有較高的

靈敏度，能較快速且有效的回應大眾的喜好，製作出吸引觀眾的內容。在電視

劇製播分離的產製形態下，為民間資本提供了新的投資領域和發展機遇。大量

的民間資本與製作團隊的投入，也使得電視劇產業得以蓬勃發展（張利，

2011）。這樣的發展，也成為建立起更密切的跨國電視劇製作的背景條件。當

然，另一方面，國家對於產業發展的介入也至關重要。國家政策對於產業的宏

                                                      
12 魏玓（2006）回顧過去對於跨國合製的討論時指出，從經濟角度出發，跨國合製除了有利於

資金籌措、分攤風險以及促進創作資源的共用，能夠協助拓展海外市場也是主要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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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調控，使得電視劇的跨國產製與營銷深受政策法令的影響13，也成為資本能

夠在中國影視產業持續積累的重要條件。 

回到兩岸電視劇合製的發展脈絡，賴以瑄（2008）指出，早期赴大陸拍攝

電視劇的團隊以中小企業型態的電視節目生產者為主體，兩岸合製成為依附在

三台的小規模電視生產者改善自身經濟處境的方式。而這樣的發展與台灣電視

工業的彈性化生產，電視節目的委外產製息息相關。此時台灣戲劇製作團隊正

好滿足了中國電視產業快速市場化之時，對於節目製作的需求。而製作團隊的

製作技術和經驗，也成為中國電視劇產業效法的對象。另一方面，對於台灣的

影視工作者而言，1990 年代後中國市場利潤的上揚，赴中國拍攝節目不僅提升

節目品質，以中國為目標市場的經濟營收誘因也相當重要，特別是影視工作者

逐步從三台手中取得中國市場的處分權利（版權）（賴以瑄，2008）。 

2000 年左右，受到 1990 年代日本偶像劇（Trendy Drama）影響，《流星花

園》的成功，象徵著台灣偶像劇蓬勃發展的起始點。成功的拓展外銷市場，尤

其在華人地區引起熱潮。台灣偶像劇在市場的成功，也成為此時期時裝的都會

愛情題材發展未臻成熟的中國與台灣合作產製的主要動機（簡旭伶，2011）。與

此同時，相對於在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包含韓國演員、導演、編劇、拍攝團隊

與投資者的合製作品越來越多，台灣影視工作者在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也逐漸減

弱。隨著中國電視產業的持續壯大以及政府對於境外內容的調控，台灣電視產

業的零碎化、弱化，兩岸電視劇合作交流的主導位置逐漸翻轉（吳怡國、姜易

慧，2010a）。  

事實上跨國電視劇製作的合作，一方面在中國政府政策的導引下，得以藉

此突破對於境外節目引進的限制，另一方面與在地業者的合作，也能使得產品

                                                      
13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於 2000 年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劇引進、合拍和播放管理

的通知》，不僅對引進劇的總量、播出時段與題材進行控管，亦透過，「取得《電視劇製作許可

證（甲種）》的單位必須生產完成 60 集國產劇，並經審查通過後，方可申請與境外合拍一 

部 20 集的電視劇」的規定，控制合拍劇的產量。而此命令已於 2009 年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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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符合在地市場的喜好。然而相對於韓國影視產業的健全發展，中、韓在電視

劇製作上的合作也日趨蓬勃，台灣在產業結構的困境下，似乎有逐漸成為中國

影視產業中委外製作的打工者角色的傾向，所謂合製的「互利共榮」似已不復

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如今有必要重新檢視台灣電視劇工作者在以中

國電視產業為核心的電視劇彈性生產脈絡中的位置與相應的生存策略。接下

來，我也將從文化商品的生產與文化工作的角度，嘗試對此問題意識進行更深

的爬梳。 

2 文化商品生產中的創意工作者 

如同前述，Harvey（1989）從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出發提出彈性資本積累

概念，以解釋資本主義文化從現代性轉向所謂後現代性的情況下的生產、消費

以及經濟制度樣態。而其中所謂的「彈性」代表的便是勞動過程、勞動市場、

產品以及消費型態的改變，變得更分散、更具地理空間的能動性、彈性。參照

過去 du Gay（1997）文化迴路（Circuit of culture）的認識論框架，來檢視電視

劇做為一個文化產品（Cultural artifact）的生產過程。從產品的生產、消費、規

範、再現與認同，各個環節彼此相互影響，構成從生產到再生產的循環。 

而在這樣的視野下，電視劇不僅僅是商品的生產，亦是意義形塑的場域。

這之中攸關著的不僅僅是電視劇的生產與消費環節，還包括電視劇文本的再生

產所涉及到的社會規範，以及文本如何被表述與認識；個人、市場與國家不同

層次的行動者如何建構、維持這樣的迴路，這也影響著生產的方式與其中的工

作者的工作模式。因此，彈性資本累積的邏輯在電視劇的產製過程當中，實際

上並不僅止於產品的生產與消費在地理空間上的彈性化。 

在這當中，Miege（1979）對文化商品的分析提供重要的參考，他指出，文

化商品的生產中，資本的積累透過怎麼樣的制度性安排，使得藝術與符號實踐

得以運行，是值得深究之處。因此，電視劇生產如何受彈性資本積累邏輯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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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是我接下來討論的焦點。而這也牽涉到了在這樣的生產體制下怎麼看待兩

岸在電視劇生產上的連結，以及台灣電視劇工作者在其中的角色。 

首先，我要先從電視劇做為文化商品的生產模式與其特性討論起，並梳理

出在產製環節中，製作人、導演與編劇等被 Banks（2007／王志弘、徐苔玲、

沈台訓譯，2016）稱為創意文化工作者（creative cultural worker）的這群人，在

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位置與特性。在 Miege（1979）對於文化商品生產過程的分

類中，電視劇無疑是屬於資本主義文化生產中，文化工作者涉入其中的產製型

態，它結合了藝術創作與大量複製的可能。14對於文化工作者涉入產製的文化

商品的生產過程，Miege（1979）指出了其中蘊含了文化與商品；藝術原創性與

大量複製的工業生產的矛盾，而這也突顯出文化工作的創作做為商品產製的重

要環節，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獨特性。 

正如同 Bourdieu（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對文化生產

的理解，文化生產存在著雙重的經濟邏輯，在文化生產場域當中並非單純的經

濟資本投注生產，象徵財貨（symbolic goods）要獲取經濟上的成功關鍵更是在

於生產者的文化資本以及象徵權力。Ryan（1991）在對於資本化的文化生產

中，相關工作的分類，基礎便是依循這樣的邏輯進行的，強調了文化生產並非

僅僅是一種技術與經濟活動。因此，他將生產過程首先分成創作 (Creation) 與

再製 (Reproduction)不同階段來討論，認為創作的階段的工作在於產出符號商

品，這樣的工作是個人才華與想像能力的生產，是個人經驗的體現，所以無法

被機械化。 

文化產業工作的重要特徵在於他必須結合資本與藝術的結構，因此，創意

的文化工作的獨特性在於文化實踐如何被安置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之中，如何在

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中運行。文化商品生產過程中，創意工作如同 Ryan

                                                      
14 Miege（1979）將文化商品的產製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文化工作者不涉入其中的可再製

產品，如錄音、錄影設備和樂器等；第二種是文化工作者涉入其中的可再製產品，如錄音、錄

影的內容；最後一種是相對較具手工業色彩的半可再製產品，如拓印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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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所提到，具有特定的企畫組織邏輯，難以像生產線一樣，被標準化的

劃分成許多斷裂且程序化的重複性工作，這也突顯了創意工作當中存在著一定

的工藝（craft）性質。因此在生產的組織上是一種專案企畫團隊（Project 

team）的方式組成，一方面得以在商業生產邏輯中統合創意工作，而這當中相

當程度的必須依靠個的人才華與想像能力的激盪，有利於生產創新且具有意義

的文本生產，而這之中節目製作人等創意管理者（creative management）則扮演

著協調與中介商業生產與藝術創作邏輯的角色（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

玲、沈台訓譯，2016）。 

然而，相對於 Ryan（1991）分析中所討論仍是聚焦在大型且由中央協調、

控制的公司化生產如何統合這樣的專案企畫團隊，同樣的生產組織型態，台灣

電視劇的生產如程紹淳（2010）所指出，卻是由許多中小型的製作公司所組

成。在工作以個案性質為主的情況下，戲劇的製作人可以只有在有工作需要

時，才去接觸設備、勞工與資本，而無需依賴一個不斷擴張並且具有嚴密組織

的片場體制。而事實上這也顯示出，由個別企劃專案做為組成單位的生產模

式，與所謂彈性資本積累邏輯下，追求創新、自主且彈性的生產模式相當契

合。如同 Banks（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所提到，後福特

主義的彈性化、特殊化的生產方式，事實上便是擴大了這種以社群或工藝為基

礎的生產系統，以滿足越發強調創意的商品生產需求。 

在台灣的電視劇生產脈絡中，獨立的製作人與製作團隊主導著電視劇的生

產，也因此確立了彈性資本積累的生產特性，搭起了台灣電視劇生產與中國的

連結。在接下來的小節，我將進一步從這些主導彈性資本積累的文化工作者的

角度，討論他們與中國電視劇產製迴路的構連。 

3 模式交易：彈性積累下文化工作者的跨境連結 

延續對於文化商品生產的討論，事實上，如 Caldwell（2008）所述，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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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文化商品，所有的影視劇本也都是一個營運企畫，讓投資者評估是否能從

中獲取利潤。亦即，做為商業營運的企畫，題材與故事的構思，它必須具有滿

足潛在觀眾和產業消費者需求的特性和品質。然而，影視產業當中每一個這樣

的企畫的結果，都將構成一件特殊與原創的文化商品，文化商品所乘載的秀

異、創新的符號價值是構成其交換與使用價值之關鍵所在，而這樣的產品特性

也暗示著它無法被標準化的複製，因而也產生了極大的市場不確定性。在創意

的生產無法被標準化且規律的複製下，參照過去市場成功經驗的類型化與模式

化（formatting）生產方式，是在創意生產當中管控市場風險所出現的應對模

式。事實上過去 Moran（2006）在對於電視節目模式（TV programme format）

概念與定義的討論時，事實上就與前述 Caldwell（2008）的說法有所重疊。另

一方面，創意工作圍繞著個人所累積的專業和市場聲譽，也是減少不確定性，

確保在市場成功相當重要的環節，也顯示了創意工作與模式化的內部關聯。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逐漸成為區域甚至全球重要的新興市場，對於台

灣電視產業中這些獨立的製作人與中小型的製作公司來說，這樣的新興市場不

僅帶來資本積累的機會，也看到了跨境產業分工的可能，建立了產業連結的動

機。而另一方面，源自於電視劇做為文化商品的生產特性，在中國電視產業商

業化發展的起步階段，產業中的產製環節缺乏面向大眾娛樂的生產資源、經驗

與技術。技術的移轉與經驗的參考成了必須，受到歡迎的流行文化商品在海外

市場的風行，構成了本地影視生產向外拓展、連結的基礎，從 1980 年代就在中

國市場受到歡迎的港台電視劇，成為建立文化商品基礎的參考對象，台灣電視

劇製作環節的創意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是在於將台灣流行文化在地

化成中國本地的電視商品（賴以瑄，2008）。因此，港台的製作團隊除了提供了

資金，人才與技術的轉移，無疑的在「大中華區域媒體市場」構成了一個文化

的彈性資本積累的區塊（程紹淳，2012）。 

文化與經濟的彈性資本累積得以建立，是構成台灣電視劇製作與中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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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連結的主要原因之一。Keane（2004）過去曾提到電視節目模式（format）

盛行，與跨國的彈性生產息息相關，而亞洲區域內在電視節目製作上的連結許

多便是來自於節目模式的參照。如同過去 Iwabuchi（2002）在回顧過去日本電

視娛樂產業節目概念在亞洲市場的銷售與在地化移轉時，便將之稱作為一種模

式交易（format trade）。在亞洲，國內媒體市場面臨全球競爭的壓力，伴隨著電

視產業向區域甚至全球拓展文化與經濟實力的期待，政策上相當程度的自由化

如今被期待為過去由國家經營主導的國內電視產業帶來經濟上的增長與市場導

向的轉型。媒體市場商品的多元化，改變了區域的媒體地景也影響消費者的喜

好。區域內產業的交流越趨密切，建立起更密集的產製與流通網絡。在媒體產

業分享著共同或相似的敘事、符號與歷史背景，製作團隊透過網絡中的社會資

本，租用（rent）各種製作的知識、文化等形式，以增加本地產品在國內與海外

市場流通與經濟上成功的機會（Lim, 2008）。 

事實上這樣的討論能夠連結到過去 Ryan（1992）提到的，文化商品生產過

程中的模式化概念。文化商品生產過程中一定程度的參照市場成功的經驗與喜

好，以控制文化商品較短的銷售週期與創意生產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商業風

險，這背後建立在一個理性化、商業化的生產與流通邏輯。這樣的生產與流通

邏輯，正好能夠用以理解區域內生產網絡的建立以及經驗和技術的交流。區域

內媒體商品的流通變得頻繁，改變了媒體地景，影響了觀眾的口味和喜好。跨

國電視產業之間節目製作的網絡連結；知識、文化的參考和租用，在於回應消

費市場的趨勢與變化。更進一步的來說，跨境的電視劇製作，很大程度便是奠

基在一時一地在電視節目製作上成功的模式跨境的移轉。 

但產製的成功模式如何轉移，在 Ryan（1992）對於模式化如何在生產中實

踐的討論可以看到，模式化的實踐實際一方面透過建立起專案企劃團隊，由在

產業中具有聲望的製作人、導演與編劇等創意文化工作者建立起藍圖規畫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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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另一方面藉由工作者對於特定類型的特色與形式或是品牌形象的理解15，

再落實到生產工作的過程中。如同 Lim（2008）在討論製作上的知識、文化的

參考和租用時即包括了，將全球知名的節目模式在地化以及跨國節目合製等型

態，而不論是模式的在地化或是節目的合製，運作的基礎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創

意文化工作者在實踐中對於製作的經驗、知識和技術的移轉。因此，在討論彈

性資本累積的背景下，台灣電視劇製作與中國的連結時，至少有兩個層面可以

進一步討論，第一是，台灣相對於中國做為文化符號與意象的生產操作中心的

產製模式的轉移；第二是，在跨境的電視劇生產中，台灣這些創意文化工作者

在生產場域中的生存策略與這些產製模式之間的關係。 

4 從模式回望兩岸電視劇產製的連結 

流星花園也成為劃分台灣電視史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後，台灣影視圈

紛紛打造偶像題材的戲劇。甚至在偶像劇帶動下，連原本是閩南語播

出的台灣鄉土劇「台灣阿誠」都能改配國語，賣到中國大陸。（中央

社，2017 年 6 月 17 日） 

就如同賴以瑄（2008）討論合拍劇所提到的過去在中國電視產業商業化發

展的之初，台灣到中國合拍電視劇的這些置外於「老三台」企業組織的製作人

與製作團隊，扮演的便是將承載著「台灣性」的流行文化文本形式在地化為中

國市場流通的本地電視商品的角色，利用建立在台灣電視劇文本生產的經驗和

知識的文化資本，開闢出一條連結台灣與中國電視劇生產的路徑。除了瓊瑤在

顯著的作者地位（authorship）下建立的一貫的文本形式與固定的製作團隊，許

多同時期的台灣影視工作者也紛紛把過去在台灣的戲劇套路搬到中國上演。相

對的，在中國佔有商業成功地位的媒體企業，很大一部分的經營經驗與價值是

                                                      
15 這裡所謂的品牌形象（brand）包括了 Caldwell（2008）在討論好萊塢影視產製文化時所提到

的，組織對內與對外建立的形象以及系列電影或劇集在市場所建立起來的對於內容的期待和想

像的一致性與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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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與這些資深的台灣影視工作者長年的合作所習得。而 2000 年之後，中國

蓬勃發展的電視市場，也成為這些在台灣市場被邊緣化，專精於「民初苦情

劇」或歷史、武俠等題材的資深電視影視工作者轉換發展跑到的目標（賴以

瑄，2008；程紹淳，2010）。 

而相對於上述這些資深的影視工作者，2000 年之後在台灣電視市場蓬勃發

展的偶像劇，成為另外一波連結起兩岸電視劇製作的動能。如劉幼琍和陳一香

（Liu & Chen, 2004）過去在討論到台灣偶像劇的發展脈絡時提到，深受日本流

行文化與偶像戲劇敘事和角色設計影響的台灣偶像劇，在結合了家庭關係與世

代衝突等在地化的調整後，發展出台灣偶像劇的模式，也在海外市場深受歡

迎。例如柴智屏製作的《流星花園》在中國受到歡迎之後，即便《流星花園》

本身在最終在中國遭到禁播，卻也打開了中國在內的海外市場。而由三立製作

的首齣偶像劇《薰衣草》也席捲了中國等地區（中央社，2017.6.17）。台灣偶像

劇在敘事模式中，不論是故事情節或是拍攝的手法，充滿著現代生活與愛情童

話的憧憬（趙庭輝，2005；馮應謙、張瀟瀟 2012）。在時裝的都會愛情題材發

展尚未成熟的中國的時機點，台灣偶像劇進入並且擴張在中國的市場影響力。

其後更帶起了以偶像劇為主題的，兩岸電視劇產製合作的另一條路徑（Chen, 

2007；簡旭伶，2011），近來傳出即將從新翻拍，過去由何潤東擔綱製作的《泡

沫之夏》，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製出的代表作品（新浪娛樂，2009 年 3 月 16

日）。 

另一方面，2000 年之後，相對於偶像劇在台灣電視市場另一主流電視劇類

型的「鄉土劇」，如在題材內容有別於過去，故事的背景從鄉村逐漸的移轉到現

代都市生活，文本、演員和銷售策略亦有偶像化的趨勢，也逐漸的銷售到海外

的市場（周婉菱，2011）。台灣鄉土劇不僅僅在一定程度下，藉由形式的去地

化，如透過中文配音、重新編修母帶、修剪集數的長度以及配合舉辦行銷宣傳

活動等策略，風迷於星馬地區（張艾茄，2012）。藉由同樣的運作方式，也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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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的產製與流通的連結下引進了中國，在中國市場掀起一波收視熱潮，也開

啟了製作上的連結，因此也可以被看做另一個既存的台灣與中國在電視劇產製

中，合作發展的類型（程紹淳，2012）。 

然而，當前的情況與過去建基於後冷戰脈絡下，兩岸流行文化商品產製經

驗和技術的落差，所建立起來的電視劇產製連結不同的是，隨著中國影視產業

與市場在區域中的位置從邊陲和一個被想望的市場，轉變成產製與銷售的核

心。媒體市場的成熟發展，建立起與跨國影視產業鏈的連結，全球性的跨國產

製合作以及節目模式交易（format trade）已然成熟。因此，中國在節目製作上

的參考與學習的對象也已從香港和台灣，拓展到全球性的範疇。在這樣的情況

下，對於中國影視產業而言，台灣電視劇製作的經驗與知識的重要性已不如以

往。（吳怡國、姜易慧，2010a；程紹淳，2012；張舒斐，2014）產業與市場的

中心和邊陲位置的改變，影響了台灣電視製作模式對中國的轉移，以及相應而

生的經濟和文化資本彈性積累的可能性。這也影響了台灣電視劇製作的創意文

化工作者在生產場域中的位置與生存策略。 

另外必須提到的是，電視產業區域化的發展，仍易受限於其「外來文化」

的定位。東亞各國之間對於外來的文化商品仍然存有警覺，因此將過多的境外

影視產品視為對本地產業的威脅（Chan，2009）；基於歷史、政治的意識形

態，國家的規管仍一定程度的阻礙文化的交流。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使得東亞

區域的文化交流，在政治、經濟、歷史與文化等不同面向的力量左右下，形成

斷裂的、不穩定、不平衡的情勢。程紹淳（2012）也曾強調，當前中國媒體市

場的運作模式是他所謂的「國家 —企業家主義」（state entrepreneurship）。這種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下的市場運作方式，平時即依照資本市場邏

輯運作，但廣電總局所代表的國家政策與發展方向，仍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權。

而這樣的特性，實際上也使得台灣與中國所謂的電視生產的網絡連結，仍舊存

在著不安定性，也實際的反映在過去兩岸合拍劇黃金時段播出限制的實施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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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賴以瑄，2008；程紹淳，2012）。 

因此，在中國電視產業這個逐漸壯大且建立起全球性跨國產業連結，但很

大程度的受到外在環境的規則與壓力牽制的文化生產場域，該如何切入探討台

灣電視劇製作的創意文化工作者在生產場域中的位置與生存策略？張舒斐

（2013）在過去的研究中曾經建議，以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概念來討論中國電

視製作產業中的台灣工作者是相當適切的。Bourdieu 的探問在社會制度與人的

關係，從中能夠扣連國家、市場、社會與行動者，分析工作者與不同權力關係

的協商，以及在產業中的競逐與策略的選擇。這樣的特性，正好幫助了我進入

對於在中國產業中的台灣電視劇工作者的行動的討論。 

即便 Hesmondhalgh（2006）曾指出，Bourdieu 過去針對文化生產的分析，

主要仍是聚焦在藝術與文學產品的生產，缺乏對於產業化文化產業的討論，但

他的分析架構卻相當程度的呼應當前的媒體生產現象。即使是在後現代的生產

與消費邏輯下，文化產品的生產漸趨分眾化，也模糊了文化生產場域中所謂大

量／有限；市場知名度／藝術的界線。但相對而言電視節目這樣，屬於大量生

產（mass production）的文化產品在文化生產場域的運作，從生產到消費，仍較

受制於政治、經濟場域所建構的權力場域（Bourdieu, 1993 ; Hesmondhalgh, 

2006）。 

從 Bourdieu（1993）對於文化生產的討論可以知道，對於文化商品生產而

言，特定的文化商品在文化生產場域中要能夠被肯認，為產製者帶來經濟、文

化與象徵資本的積累，與這樣的場域結構有很大的關聯。場域中行動者所盤據

的位置受制於特定社會情境下，其所具備的各項資本的多寡；經濟、文化、社

會與象徵資本，伴隨著行動者本身的秉性（disposition）之間所形成的關係，決

定了行動者在社會空間的移動，深深影響著行動者在場域中競逐權力與有利位

置的行動策略（Bourdieu, 1993）。  

而如同賴以瑄（2008）所指出的，相較於 1990 年代跨足兩岸的電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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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瓊瑤），擅長在流行文化中生產中國，也因此建立了在中國的電視劇生產連

結。新一代的工作者明顯生產著不同的電視劇類型和內容，其所依賴的生產脈

絡與生存模式的變遷尚待釐清。因此，我將結合場域理論的分析以及彈性資本

積累的概念，做為我討論的認識論框架，進而針對當前在台灣與中國的電視劇

產製連結的脈絡下，被界定為創意文化工作者的這些製作人、導演與編劇，他

們的生存樣態與策略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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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 研究問題 

研究計畫的發想，很大程度來自於自己生命歷程當中，所累積的對於特定

的議題與個人經驗的思考和模糊、跳躍或片段的想法，而這背後可能蘊含著自

己的特定倫理、政治和思想的關懷。透過理論的爬梳和對話，逐漸的將這些對

於現象不完整的思考構思轉化並連結到特定的理論知識與脈絡，進而從理論架

構中提出研究的問題，而自己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將導引後續回答這些問題的經

驗資料的收集。 

在本研究中，我所關注的是，當前中國已然成為一個龐大的電視劇產銷中

心，持續的吸引周邊如香港、台灣和韓國等地的電視劇生產力的投入。在這樣

的情況下，台灣的影視工作者的「西進」儼然成為一個重要的，必須討論的課

題。然而這樣的課題，伴隨著兩岸的政治對峙以及相應而生的國族論述的矛盾

與焦慮，使得許多的問題無法確切的被分析和討論。這當中，最初引起我興趣

的是，撇開政治與國族情緒，兩岸電視劇製作的連結由來已久，不論是 1990 年

代瓊瑤的《青青河邊草》、楊佩佩的《神鵰俠侶》、《笑傲江湖》，或是 2000 年之

後改編自台灣漫畫家朱德庸作品的《澀女郎》、柴智屏的偶像劇《轉角．遇到

愛》、《海派甜心》等等，都是廣為人知的作品。這些過去產製合作的連結和經

驗，到底跟如今不論是被譏諷也好，自嘲也罷，所謂台灣影視工作者替中國國

產劇「代工」或「打工」的現象有什麼關聯。而在跨境的影視生產，這種以一

檔電視戲劇、一部電影為生產組成基礎的彈性的、流動的產製型態中「討生

活，搏機會」的這些位於創意生產階段的台灣影視工作者，他們在生產場域中

的行動，就成為我關注的焦點。 

另一方面，台灣與中國在電視劇製作的連結並非在真空之中進行的，顯然

無法置外於區域甚至全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動。特別是 1990 年代以來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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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自由化，區域流行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化產業在政府經濟政策中的抬頭

等等因素交織，才得以形塑如今的產業面貌。爬梳過去產業發展的脈絡可以看

到，台灣、中國與韓國的電視自由化發展大概皆座落 1990 年代中期左右；日本

1990 年代電視劇也深深地影響了台灣和韓國電視劇文本形式的發展；另外，除

了日本、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相繼成為台灣、中國經濟發展以及對

外拓展軟實力的政策目標。這些因素或多或少影響了兩岸在電視劇產製的連

結。因此，如何把兩岸電視劇製作的互動鑲嵌在區域電視產業連結的關係之

中，不僅是我在後續的分析與討論中必須注意的重點，也是協助我跳脫出國族

主義對抗框架的方法。 

因此，綜觀上述，透過對於「流行文化與全球化／區域化」、「中國電視產

業化與全球化」以及「文化生產與彈性資本積累邏輯」三個層面的不同文獻進

行討論與對話我提出一下三個研究問題： 

1. 過去藉由偶像劇和鄉土劇模式建立起的跨國生產連結，在當前中國電視產

業生產力逐漸壯大且建立起全球性跨國產業連結的脈絡下，是否產生變

化？如何改變？ 

2. 在當前中國電視產業高度資本化、全球化的發展下，做為連結和統合商業

邏輯與文化生產的創意管理者，過去透過偶像劇和鄉土劇模式建立起產製

連結的台灣電視劇製作人，如今在中國電視劇生產場域中的位置為何？如

何因應？ 

3. 當前台灣電視劇製作中的導演與編劇等創意文化工作者，在中國電視劇生

產場域中的位置與生存策略與過去透過偶像劇和鄉土劇模式建立起的產製

連結，之間的關聯為何？如何因應當前產業情況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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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用意在於透過一定的方式獲取證據，藉此驗證與連結透過抽象

化的理論建構出來的研究問題，因此，我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取決於這些

方法和技巧是不是能夠收集到適切的資料證據，以回應我藉由理論參照與對話

所建構出來的研究問題。 

在這裡，我借用 Alford（1998／王志弘譯，2011）討論方法論問題時的詞

彙，他將論證區分成前景和背景，背景代表了研究背景脈絡的預設，而所謂的

前景則是論證中理論與證據的焦點。本研究中，我欲討論的焦點在於 Ryan

（1992）所謂，位於創意生產階段的台灣影視工作者，在當前中國電視劇生產

場域中的位置與策略。而這樣的討論，實際上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中國電視的產

業化與全球化發展脈絡之下的。因此，在論證的前景當中，我借助詮釋性的方

法，透過象徵性的理解，釐清這些台灣的影視工作者在電視劇產製這個文化生

產場域中的行動與策略的意涵。另一方面，我藉由歷史方法，收集台灣與中國

電視產業相關的產業資訊和文本，建構起我研究討論的背景脈絡。 

由於創意產製階段的工作，不論是扮演商業邏輯與文化生產中介與協調角

色的創意管理者，還是參與籌劃、製作的創意文化工作者，電視劇的製作人、

導演以及編劇的工作，皆深入符號的互動與創造，具有高度的反身性。這樣的

特性使得透過訪談法所收集到的，這些影視工作者針對提問，經過思考的回

答，能夠一定程度的掌握他們投入電視劇產製過程的思考，捕捉他們的行動策

略與樣態。因此，我選擇運用訪談法，做為我獲取分析資料的主要方法。 

為了能夠對於影視工作者在電視劇產製中的經驗有更深、更廣的了解，我

在研究中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設計，保持訪談的一定彈性與開放性（吳嘉苓，

2015）。藉由 Ryan（1992）對於文化生產中創意階段工作角色的區分，我將訪

談的對象區分成創意管理者與創意文化工作者，分別擬定訪談題綱。訪談的對

象相對於 1990 年代前往中國的資深影視工作者，設定在 2000 年以後至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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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或正在參與中國電視劇製作的台灣電視劇製作人、導演與編劇。 

但必須指出的是，如同過去產業報告所顯示，台灣電視產業中投入電視節

目製作的多為獨立於電視台營運的中小型企業（文化部，2015）。因此就現況而

言，在組織與工作角色的分工上，不見得能夠劃分出清楚的界限。例如知名的

偶像劇導演瞿友寧、王小棣本身亦是製作公司的負責人，而資深的電視劇製作

人劉瑋慈也在其公司製作的戲劇作品中擔任編劇統籌的角色。因此，我在針對

訪談對象的區分上，主要是就組織與工作角色而言，而非個別、特定的工作

者。 

謝國雄（2007）曾在田野工作教學的著作中提到研究的過程並非線性的發

展，而是透過研讀文獻發展出的問題意識和基本課題，與田野收集到的資料交

互、來回的參照，不斷的修改或驗證，形成一個螺旋型的進展。而事實上，自

2015 年 6 月開始，我已陸續接觸了數名影視工作者，包括導演、編劇以及製作

人。在與這些受訪的影視工作者的訪談過程中，伴隨著產業資訊的收集，使我

開始對於產業的現況有初步的了解，藉此醞釀出研究所要探討的基本課題。 

而在過去的訪談對象中，總計訪問了六位編劇，五位導演以及六位製作

人，共計 17 人。其中不管是編劇、導演或是製作人，平均從業資歷大約坐落在

二十年左右，最資深的為一位導演，工作資歷約三十年；資歷最淺的為一位編

劇，參與編劇工作的年資約七至八年。其中就受訪者個人主觀認定或是究其過

去作品而言，主要皆投入在台灣的脈絡中認定為偶像劇和鄉土劇的戲劇類型的

製作。但在這群受訪的工作者之中，也存在著數名工作者在 1990 年代即已投入

台灣影視製作。也由於工作資歷較深的關係，相對而言與前一代的製作人員可

能有較深的連結，因此也在此稍加說明。 

在受訪導演中資歷最深的導演 D1 在 1990 年代主要在「老三台」及公共電

視製作電視電影或迷你劇集。2000 年之後曾與代表性的偶像劇製作團隊可米製

作合作。目前雖未有在中國執導電視劇的經驗，但過去曾參與兩岸合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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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拍電視劇十，亦有與中國投資者接洽的經驗。另外，受訪的製作人當中，

製作人 P5 的經歷近似《流星花園》製作人柴智屏，在 1990 年代主要皆參與綜

藝節目製作，其後也都成為台灣偶像劇製作的早期參與者。此外，另一位導演

D2 早期主要亦是參與電視節目製作，近十年轉為投入執導電視劇和電影。而製

作人 P2、編劇 SW4 二位從 2000 年代開始，主要投入台灣鄉土劇的製作和劇本

的創作。但在入行之初，都曾參與瓊瑤電視劇的劇本創作。以下是訪談對象相

關工作資歷以及每一位受訪者，近五年來參與製作之中國電視劇（包含合拍

劇），占整體參與製作作品比例的粗略估算： 

表 一 受訪者簡介 

工作性質 職稱 受訪者 工作資歷 訪談日期 

近五年中國電

視劇占整體參

與戲劇之比例 

創意管理

者 

製作人 

P1 10-15 年 2015.10.28 13% 

P2 20-25 年 2016.3.21 50% 

P3 15-20 年 2016.7.22 0% 

P4 15-20 年 2017.4.13 50% 

P5 20-25 年 2017.4.25 50% 

P6 10-15 年 2017.5.4 25% 

創意文化

工作者 

導演 

D1 25-30 年 2016.5.27 0% 

D2 20-25 年 2016.7.22 50% 

D3 20-25 年 2017.4.2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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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10-15 年 2017.5.4 100% 

D5 15-20 年 2017.8.1 75% 

編劇 

（統籌）16 

SW1 15-20 年 2015.6.23 100% 

SW2 15-20 年 2015.7.27 0% 

SW3 5-10 年 2015.7.30 25% 

SW4 20-25 年 2015.9.24 44% 

SW5 15-20 年 2017.5.1 100% 

SW6 5-10 年 2017.5.1 100% 

另外，除了與影視工作者進行訪談，在研究分析的背景資料方面，我透過

台灣與中國電視產業相關產業資訊的收集，建立對於當前中國電視產業結構的

認識，並藉由與受訪的影視工作者主體經驗的相互參照，描繪出中國電視劇生

產場域的基本圖像，做為討論的背景脈絡。我將電視產業的資訊分成產業報告

與產業消息，產業報告主要參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廣播電影電

視發展報告》、騰訊網推出的產業報告《騰訊娛樂白皮書》以及泛娛樂大數據平

台「藝恩網」的免費產業報告與台灣文化部發行之《2014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

究調查報告》與《2015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產業消息主要藉由

Google Alerts，收集電視劇相關的新聞報導，並佐以「聯合知識庫」之相關關鍵

字的檢索： 

  

                                                      
16 就台灣電視劇製作的普遍型態而言，除了製作公司擁有內部的編劇團隊，許多編劇的工作型

態是以個人或數位編劇組成團隊的方式獨立接案，而團隊的組織關係可能是較平行也可能是較

科層化的運作，視個別情況而定。但不論內部組織關係為何，皆存在擔任與製作公司、電視台

接洽、協調的編劇統籌角色。這樣的角色的工作對團隊內部而言也存在管理者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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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研究分析之文本資料類型與來源 

資訊類型 資訊來源 

產業報告 

《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騰

訊娛樂白皮書》、藝恩網免費報告、

《2014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

告》、《2015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

查報告》 

產業消息 

Google Alerts「電視劇」新聞關鍵字收

集、「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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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模式交易：從建立連結到貶值 

討論當前台灣與中國在電視劇生產上的連結的變遷，必須一定程度的回望

過去電視劇產製連結的發展脈絡。一方面作為今昔的比對與參照，理解其如何

改變；另一方面對於脈絡的探究，也更能準確的理解當前的情況和判斷產生變

化的緣由。在全球影視商品生產和流通更加密切的現在，電視劇的製作和銷售

基於資本獲利的性格，存在著向外拓展的動能，但跨國產製和銷售的連結得以

建立，有賴於相應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條件（李政忠，2003）。台灣與中國在電

視劇製作上的連結，實際上皆受到來自內部或外部的產業及社會環境的變遷的

影響。這樣的產業環境的變遷放在東亞的脈絡中，在「軟實力」的想像下，除

了與市場情況有密切的關連，也與各國的產業政策息息相關。 

中國影視製作的產業環境承繼著改革開放，整體經濟朝市場化發展的方

向，媒體機構從事業單位走向了企業化的經營。電視劇的製作在文化的意涵上

也隨著這樣的發展背景有所轉變，從批判、鬥爭的文藝作品成為了大眾的娛樂

產品（Bai & Song, 2015）。誠如趙月枝對於改革開放下媒體體制改變的洞見，

它不僅僅是將市場的運作導入媒體產業與文化領域，更使其內容產製的發展與

跨國資本以及伴隨而來的消費文化接軌（Zhao, 2008）。而另一方面，黨國對於

產業結構的控制，依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將時序推演到

2000 年之後，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發展逐漸的成熟，城市中產興起，消費主義

抬頭，此時台灣偶像劇或是稍晚幾年進入中國市場的鄉土劇屢屢創造收視佳

績；影視製作進一步的市場化，也建立起中國與台灣在電視劇生產與流通上的

新一波的連結，改變了媒體景觀。 

在本章接下來的章節安排，我將先分析與爬梳建立起產製連結的背景脈

絡，進而藉此建構審視當前台灣和中國在電視劇製作上的連結的視角。而中國

影視產業作為具有特定結構、制度配置和位置分布，深受政治、經濟場域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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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影響的文化生產場域，從這樣的脈絡爬梳之中，透過對於 2000 年之後，偶像

劇或鄉土劇這樣的文本類型和相應的戲劇模式鑲嵌在中國影視產業的過程的描

述以及目前的變化，藉此建立起對於中國電視劇生產場域的基礎認識，進而標

示出與上述戲劇模式深具關連的台灣電視劇製作人、導演與編劇，在這樣的文

化生產場域中的位置變化，以建立起後續對於他們如何透過手中握有的資本籌

碼，在場域中競逐的討論。 

一 生產連結的建立 

1 外銷中國：偶像劇、鄉土劇的興起 

台灣的電視文化產品早在 1980 年代冷戰結束之後，便依循著改革開放以降

所搭起的市場路徑，進入中國影視生產的場域之中（賴以瑄，2008）。但正如同

趙月枝和吳暢暢（2014）在過去的研究中談到的，1990 年代中期之後，標示著

中國媒體和文化體制向市場化轉型的重要時期。在此時期，政府開始允許民營

資本部分進入電視劇的製作領域。逐漸的，商業投資成為電視劇製作的主要資

金來源，私人資本進入到電視劇的製作，意味著電視劇更大程度上，優先作為

一個文化的商品，為資本創造利潤，而非文藝作品。在製作的籌畫、題材選擇

和內容的構思上，必須依循著投資者、廣告商與受眾的期待和需求，面向著大

眾娛樂的市場（尹鴻，2001）。在這樣的情形下，除了國家的監管控制，私人資

本、電視劇產製環節中的行動者以及電視劇觀眾，共同型塑了一種動態的、高

度複雜和多面向的文化情景，各種類型的電視劇與電視節目如潮水般紛紛湧現

滿足人們的眼球，也創造台灣新興的電視劇類型進入中國市場的契機。 

當前台灣電視劇的戲劇類型以偶像劇與八點檔鄉土劇為主，更仔細的探究

題材分類，則大多集中在浪漫愛情與家庭題材（文化部，2016）。這樣的戲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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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興起的時間點坐落在 2000 年前後17，也是本文後續討論焦點之所在。隨著

戲劇類型的發展，台灣的偶像劇和鄉土劇也分別在中國開始風行。這樣的情況

呼應著 Iwabuchi（2002）過去在討論 1990 年代日劇在台灣的流行時所提到的，

分享著一種特定現代時間點的共感。1990 年代日劇在台灣風行，除了填補戲劇

市場的類型空缺，也顯示了台灣社會經濟的自由化發展與消費主義的抬頭。而

台灣偶像劇風靡中國閱聽眾的情況，事實上也看到了類似的發展。在跨國資本

主義的脈絡下，電視劇作為包含著台灣流行文化的商品，滿足了中國影視消費

市場的特定需求，也成為台灣電視劇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關鍵。 

然而，在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迴路下，跨國文化商品的銷售，需要在地

消費型態的配合（Huang, 2011）。中國電視劇的生產與流通，依循著商品化的

邏輯，電視劇的購買、選材想當然的瞄準商品消費的中堅－城市中產階級的文

化好惡、口味成為電視劇製作和購買的主要依據（趙月枝、吳暢暢，2014）。以

台灣偶像劇的製作技術和品質來說，由於較早連結到日本與歐美的流行文化，

台灣的電視劇不論演員、劇本內容或是拍攝，被認為相對較具有「時尚感」，也

成為市場成功的關鍵（簡旭伶，2011）。事實上，台灣的服裝造型、休閒娛樂、

流行時尚等產業亦提供了偶像劇再現都會時尚感的豐厚物質基礎（吳怡國、姜

易慧，2010a）。這也顯示了，台灣偶像劇累積的生產知識和技術，即便中國也

存在相近的戲劇內容，但受關注的程度卻遠遠不及台灣偶像劇，也成為包裹著

台灣流行文化的影視作品在中國影視市場的市場價值的基礎。過去在 2000 年代

初期被電視台派駐中國的製作人 P3 在訪談中談到三立第一部製播的偶像劇《薰

衣草》在中國的播出情況，其中也存在類似的觀察： 

以前台灣為什麼偶像劇會紅，因為那個時候我在那邊的時候，剛好我

們三立派駐嘛，那那時候剛好是《薰衣草》，第一部那個時候。大陸

                                                      
17 程紹淳（2012）曾指出，鄉土劇在 2000 前後由於民視、三立的製作大受歡迎，而這樣的情

況與鄉土劇類型起源的 1990 年代初期有所不同，情節的設計更與現實生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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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偶像劇，很土......（P3，2016.7.22 訪談） 

除了製作所存在的物質基礎外，最關鍵的還是在於就台灣偶像劇的內容與

閱聽眾之間的共鳴。這種「灰姑娘與白馬王子」的愛情故事，正好也滿足了在

現代化發展下，所謂的「80 後」、「90 後」的城市中產青年對於「現代生活方

式」與「現代愛情童話」幻想，與台灣的流行文化存在著共時性下的共鳴： 

說起台劇啊，真的是伴隨著 80、90 這兩代人的成長。與港劇不同，台

劇多以愛情為主導線，基本標配“傻白甜+高富帥”，劇情天馬行空，要

是擱在現在，肯定收穫滿滿一堆吐槽，可是在以前，那可是超高的收

視率啊！（北青網，2017 年 2 月 1 日） 

此外，就鄉土劇的情況而言，2000 年之後台灣鄉土劇將故事背景大量的轉

移到現代都市之中，而這類內容多以商戰、情愛糾葛為故事主軸。這種電視劇

作品即便劇情難免過於浮誇，但如同民視製播的《娘家》，強調著「現代化」的

氛圍，一定的反映了傳統家庭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衝突，也得到中國觀眾的共鳴

（張艾茄，2012；程紹淳，2012）。而這樣的戲劇題材實際上有別於在中國脈絡

下，如趙本山主演的長壽農村題材電視劇《鄉村愛情》系列，貼近現代鄉村生

活取材的「鄉土劇」，若從系譜性的角度討論，台灣所謂的鄉土劇較偏向於韓劇

如《大老婆的反擊》、《妻子的誘惑》這樣的「婆媽劇」。對於這類充斥愛戀糾

葛、豪門恩怨的戲劇，在中國將之統稱為「懸浮劇」。而這類被稱為「舶來品」

的戲劇題材，其背後製作團隊大多帶有港台、韓國色彩。（騰訊娛樂，

2016.3.28） 

這樣的情況，如同張艾茄（2012）分析台灣鄉土劇在星馬地區的輸出時指

出的，台灣鄉土劇之所以能夠輸出海外，很重要的因素也在於這類影視作品在

台灣的高收視表現以及相對成熟的生產技術和效能，也呼應了前述台灣偶像劇

輸出海外的情況。另一方面，如簡旭伶（2011）過去分析兩岸合拍的背景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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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談到的，和台灣電視劇的生產和流通較有連結的，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的

電視台與電視台，這樣的情況與電視台偏好城市中產和較年輕的戲劇類型有

關，也較貼近台灣電視劇的類型特徵。在台灣長期創作八點檔鄉土劇劇本的編

劇 SW4（於 2001 年開始參與中國電視劇劇本創作）觀察到，台灣創作的戲劇

通常也較具小資情調，較偏向中國南方喜好的戲劇內容： 

我們的寫都會像是南方的戲。都會比較偏南方的戲，就是像上海啊，

江蘇一帶的，跟台灣生活就...更小資一點，我坦白說，就是更小資一

點的東西。（SW4，2015.9.24 訪談） 

但這樣的特性不僅僅顯示了中國消費市場的地域偏好，如同 Banks（2007

／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提到，在跨國的彈性化生產分工下，企

業組織依循著文化、社會資本鑲嵌於特定生產網絡之中。因此，實際上上述的

地域特性也反映在台灣製作團隊與中國影視產業的網絡連結之上，我將在後續

對於影視工作者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生存狀態的討論中進一步說明。 

2 外銷到合製：政策牽引下的彈性資本積累 

事實上，偶像劇與鄉土劇題材的特性與海外市場的成功，也標示著電視劇

海外銷售對於台灣電視戲劇的投資人與製作團隊意義的改變。特別是在台灣本

土電視廣告收益減少的發展下，海外版權銷售已從一種額外的收入進一步被納

入營銷的模式與市場策略之中。如同吳怡國、姜易慧（2010a）回顧台灣與中國

在偶像劇合製的發展脈絡時提到，戲劇產品的引進成為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的起

步。除了增加收益，也使得台灣偶像劇在中國市場的能見度逐漸增加。在這樣

的發展之下，才逐漸搭起了台灣電視劇製作產業與中國的產製連結。屬於獨立

製片的製作人 P5 在 2001 年投入台灣偶像劇製作，根據他的海外銷售經驗，他

認為影視製作與中國的連結契機並非來自於內容產製的需求，完全是要將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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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銷售到中國。而這樣的發展與早期瓊瑤、楊佩佩等人，主要以拍攝資源與場

景的取得為目的情況有所不同。實際上中國即是電視劇海外銷售的其中一個目

標市場： 

......他只是拍戲的人需要有一些場面、資源，拍了一個戲然後回

來...賣大陸電視台賣台灣電視台......那跟台灣偶像劇不一樣的是，台灣

偶像劇我根本就沒有買你的東西，我完全是銷售你東西......（P5，

2017.4.28 訪談） 

另一方面，程紹淳（2012）過去研究的討論也反駁指稱鄉土劇缺乏面向海

外市場的能力，八點檔鄉土劇亦有類似於偶像劇的海外發展脈絡。以民視過去

製作的八點檔《意難忘》為例，2007 年央視電視劇頻道（CCTV-8）便購播了

《意難忘》，也意外地創造了高收視率。張艾茄（2012）亦提到台灣產製鄉土劇

的電視台有意識的運用銷售策略與內容的重新調整，目的便是要拓展海外市

場。然而，上述的討論僅止於驗證了台灣電視劇計畫性地向外銷售，但節目的

引進如何演進成戲劇製作上的合作，如何從產品的跨國銷售，轉變成彈性資本

積累下的電視劇跨境生產，是接下來所討論的重點。 

如同魏玓（2006）所提到的，跨國合製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為了進入特

定的海外市場。特別是中國媒體產業的市場化發展，本身緊扣著總體經濟政策

結束計畫經濟，朝向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發展脈絡，在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明確

的看到政府的制度性介入。香港學者馮應謙（Fung, 2008）在討論跨國媒體在中

國發展情況的研究中提到，中國政府不斷的透過政策的規劃，使得在與跨國資

本合作的過程中，得以建立在地的產業鏈，扶植在地具有半官方資本色彩的企

業，以維繫對於媒體與文化產業的控制。而這樣的情況，也體現在電視劇產製

環境的制度性安排之上。自 1990 年代以來，中國持續的對於境外引進境外電視

劇進行總額的管制。而對於境外內容引進的管制，也成為促進跨國資本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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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劇生產上合作的一大誘因。根據中國廣電總局頒布的《境外電視節目引

進、播出管理規定》：  

各電視頻道每天播出的境外影視劇，不得超過該頻道當天影視劇

總播出時間的百分之二十五；每天播出的其他境外電視節目，不得超

過該頻道當天總播出時間的百分之十五。 

未經廣電總局批准，不得在黃金時段（19:00－22:00）播出境外影

視劇。 

對於境外引進電視劇的播映限制，限縮了境外戲劇內容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而內容生產上的合作顯然成為進入市場的一個破口。 

另一方面，廣電總局也透過境外電視劇引進的「指標」18，達成對於境外

電視劇的總額管制。將「指標」分配於業者，而業者需要具備「指標」額度才

得以申請引進電視劇（程紹淳，2012）。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如程紹淳

（2012）過去研究所指出，對於動輒數百集的鄉土劇來說，除了不需「指標」

便能送審的中央電視台外，幾無引進的可能；而從製作人 P5 的電視劇海外銷售

經驗也可以看到，「指標」被業者當作商品拋諸市場進行買賣的情況。在指標賣

價於市場中不斷追高的情況下，無形中也提高了引進台灣偶像劇的成本： 

......比方說我一集賣你一萬塊美金好了，他買指標可能要兩萬塊人民

幣......可是你知道後來指標漲到八萬、九萬、十萬…對你來講是不是一

個負擔？（P5，2017.4.28 訪談） 

因制度產生的額外成本，制度性的障礙使得跳脫引進劇的路徑，在中國境

內直接生產相同類型、題材的戲劇內容成為一個可行的發展方向，可以說是促

進電視劇生產連結的關鍵動力。當然政策上對於境外電視劇的管控，所產生的

                                                      
18 尹鴻（2001）指出，中國政府規定每年全國只有 60 個電視劇進口指標，每個指標為 1 部電

視劇，每部電視劇的總時數為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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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並非台灣電視劇所獨有，Lee（2008）分析韓國與中國合製電視劇的發展脈

絡時也提到了類似的情況，而合製（co-production）成為跨越進入障礙的方

法。 

除了前述，從 1990 年代開始，對於境外內容引進的規範以及內容的限制

外，在 2000 年之後的時間點，中國政府的「文化體制改革」也顯示了將影視製

作更進一步產業化的發展，大量的民間資本與企業投入電視劇的製作。為了在

資本市場獲利民營製作公司快速的反應市場的好惡，也支撐起了中國電視劇主

要的生產動能（趙月枝、吳暢暢，2014）。而民營電視製作企業的興起，對於台

灣與中國電視劇生產場域的連結也產生重大的影響。 

從中國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所撰寫的《2016 廣電藍皮書-中國廣播電影電

視發展報告》中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到，目前中國影視製作生態呈現相當兩極的

樣態。以表三所呈現的，2015 年中國製作公司電視劇發行數量的統計來說，可

以看出當中存在著許多一年僅製作一部戲的製作公司。這樣的態勢，顯示了即

便產業中存在著大量的製作公司，但能穩定生存的還是少數。發行量的兩極化

突顯了產製環境的不穩定，製作公司的質與量相當龐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也顯示了對於台灣的製作團隊來說，與少數穩定生產的製作公司合作相對較能

夠減少中途變卦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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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2015 年中國製作公司電視劇發行數量 

製作公司發行量 發行公司數 發行公司數占比 

1 部 200 76.34% 

2 部 41 15.65% 

3 部 11 4.20% 

4 部 4 1.53% 

5 部 2 0.76% 

6 部以上 4 1.53% 

資料來源：《2016 廣電藍皮書：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 

另一方面，在資本化、市場化的經營脈絡下，掌握通路的「大公司」與外

包的獨立、小型公司在後工業快速變動的市場，形成彈性的生產連結（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這也體現在中國影視生產的市場化

脈絡中。特定的製作公司與電視台之間的密切連結，等同於與電視台形成結盟

的關係。這使得特定的製作公司得以藉由與電視台通路的人際、企業關係的連

結得到穩定的製作機會。此外，在中國的脈絡中，這也顯示了在市場化的發展

下，雖然電視劇的主要播映管道仍由國營性質的電視台所把持，但國有部門的

尋租行為，實際上為民營資本的進入提供諸多的契機（趙月枝、吳暢暢，

2014）。藉由導演 D3 在訪談中提到 2011 年參與合拍劇的製作經驗，可以呼應

這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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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比如說湖南衛視有很多偶像劇，他們自己有自製的...定製戲或

他們有自己內部的人出來開的工作室...雖然是製作公司可是他們有固

定的平台（D3，2017.4.28 訪談） 

上述的特性下，總體而言，在中國眾多的製作公司中，特定的本地製作公

司與電視台相對擁有較密切的關係也較了解通路的好惡，而這樣的情況某種程

度也促使了台灣的製作團隊多半必須花費心力建立人際網絡，累積社會資本，

並藉此與在商業與政治環境中具有良好人脈的中國製作公司合作生產電視劇，

而非獨立的生產、發行。在台灣主要參與三立委託製作的八點檔戲劇的製作人

P2（2008 年開始在中國參與電視劇製作）依據過往與中國製作單位合作的經驗

所言，普遍來說，製作上的合作主要是為了透過中國的製作方與電視台連絡購

買與播映的通路： 

那時候好像是跟克頓19做嘛…我們通常會跟大陸的一個傳媒公司合

作，那他去賣…他去賣給大陸的電視台，他負責賣，就兩邊合作。

（P2，2016.3.21 訪談） 

然而，前述的情況實際上不僅顯示了，台灣的製作團隊著眼於進入中國市

場之時，必須依賴與掌握發行通路和一定投資能力的製作公司合作。資本積累

的流失，也預示了台灣製作團隊在中國影視產業當前的處境，我將在後續的章

節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二 戲劇模式的移轉 

1 台灣戲劇模式作為機會之門 

事實上，在中國媒體的市場化發展下，資本積累的邏輯已是整體內容生產

和流通運作背後的關鍵所在。從製作人 P5 對於引進和合拍差異的比較可以看

                                                      
19 克頓傳媒 2003 年成立於中國上海，目前為影視集團華策影視旗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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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對於單純的引進境外內容，對中國的電視劇製作單位而言，與境外團隊

合作電視劇，從下游進入到上游的製作端，無非是一個創造與增加利潤的好機

會。過去，台灣電視劇引進中國影視消費市場所創造出的收視佳績，某種程度

而言代表著市場獲利能力的保證，因此與台灣製作團隊合作產製電視劇，事實

上便是預期了投資生產的獲利可能： 

引進只是對一個商品買賣的方式，他是引進嘛…就像我們買進口

車一樣。那你現在我們這個商品已經繼承了嘛，買賣商品叫引進嘛，

合拍是我們兩個開一個車廠生產 BMW，這叫國內生產的戲...那叫合作

生產，那是生產某個商品。（P5，2017.4.28 訪談） 

這樣的討論可以回溯到 Harvey（1989）解釋後現代性的情況下的生產、消

費以及經濟制度樣態時所提出的彈性資本積累的概念。在 Harvey（1989）所謂

彈性資本積累情況下的彈性化生產形態中，如何建立跨境的產製的連結，更看

重的是產品形象的形塑，品牌標誌的建立。對台灣的製作團隊來說，台灣電視

劇在中國創造的高收視率，對應到 Bourdieu（1993）分析文化產品生產過程所

述，這無疑是在中國電視劇生產場域中，台灣電視劇作為蘊含著台灣流行文化

的象徵性財貨。在產業化的發展下，產業中的聲譽也與市場價值產生緊密的連

結。作為電視劇內容彈性化生產下，長期參與三立戲劇委託製作的製作人 P1 所

分享的經驗，反映了過去建立起跨境產製連結下的市場思考。在這個時期，台

灣團隊製作的戲代表了會「中」。而從他以近年韓國戲劇在中國的熱門情況所做

的比，也可以看到在市場裡「中」不「中」才是關鍵所在： 

......台灣拍的東西比較新，台灣做出來的戲比較中。我說的是在那邊有

hit，那台灣比較多明星演員。所以，他們一股腦地就覺得台灣來的是

好的，就像現在他們一股腦地認為韓國來的是好的一樣......（P1，

2015.10.28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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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中」，除了引文中提到的，脫胎自明星演員的光環外，背後代表著的

是一套戲劇製作與操作的技術。就產出的電視劇文本而言，它蘊含著一套由能

夠複製、參考或挪用特定內容元素所建構出來的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這

樣的文化形式將之作為文化資本客體化的展現（Bourdieu, 1986），也就是電視

製作的模式（format）。Moran（2006）過去的研究對於電視節目模式的定義和

特性有著詳盡的描述。模式的運用意味著從已成功的元素和內容作出調整，企

圖藉此複製既存的成功經驗。也就是說，電視製作模式最根本的意義在於，他

是一種模仿、參考或挪用特定內容的敘事元素，以及它建構的文化形式

（cultural form）。這樣的情況，無疑體現了模式化（formatting）在商品化的文

化生產中的存在，而模式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形式作為一種文化資本，也為台灣

的製作團隊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帶來了機會。 

依循 Bourdieu（1986）對於文化資本性質的描述，這樣的生產模式、技

術，在文化生產場域中無疑是文化資本的客體化存在。中國與台灣製作團隊在

製作上的合作，某種程度對於台灣的製作團隊來說，便是藉由這樣的文化資本

進行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地位的掠取。而對照 Iwabuchi（2002）對於日本電

視娛樂的節目概念在亞洲市場的銷售與在地化移轉時的討論，這樣的文化形式

的移轉或許可以藉由其所提及的模式交易（format trade）的概念來理解，也就

是一種文化技術、概念的傳授。這樣的情況如同擅長拍攝偶像劇題材，近年來

在中國影視產業穩定發展的導演 D5 提到的，製作上的合作最主要的目的便是

在於複製台灣成功的技術與經驗，台灣的團隊也藉此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取

得重要的位置： 

我所謂的合拍也是早期...最早當初他們開始購買台灣的偶像劇，然後

開始想要 copy 台灣這些東西，想要引進台灣團隊的時候，那時候在做

的事。（D5，2017.8.1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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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說，所謂的模式對應到電視劇的生產中，實際上究竟意味著什

麼？從電視劇的製作環節來看，其中除了包含在其他節目製作過程中皆具備，

也與敘事結構環環相扣的鏡位、剪輯、梳畫以及特效運用等等的製作環節，另

一個相當重要的就是劇本。劇本作為電視劇製作中的模式，他幫助建立起了戲

劇的敘事結構，故事線的發展以及角色特性的設定等等（Moran, 2006）。在台

灣與中國電視劇生產連結的脈絡中，可以看到許多直接翻拍自台灣偶像劇或鄉

土劇劇本的對照組合，如《王子變青蛙》與《愛情睡醒了》、《娘家》與《娘家

的故事》、《天下父母心》與《夏家三千金》或是近期傳出重拍消息的《流星花

園》。過去在民視製作許多鄉土劇的製作人簡遠信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藉

由這樣的路徑將作品帶進了中國： 

簡遠信為大陸帶來的第一部作品是《真愛之百萬新娘》，這部戲改編自

他在臺灣的代表作《長男的媳婦》......又陸續向大陸輸出了《回家的誘

惑》、《百萬新娘之真愛無悔》等多部描述婆媳衝突、豪門恩怨的電視

劇，一度創下無數收視紀錄。（騰訊娛樂，2016.3.28） 

然若要細緻的爬梳偶像劇或鄉土劇模式的樣態，必須從其發展背景以及其

中所蘊含的各項特性來理解。蔡琰（2004）過去曾提到，在 2000 年代初期，先

前參與製作「老三台」電視劇的許多知名導演、演員和製作人都跑到中國去製

作「大陸劇」。相對於鄉土劇部分製作團隊在「老三台」時期便參與電視劇的製

作，如製作在中國創造收視佳績的《意難忘》的映畫傳播，早在 1980 年代就是

電視劇與綜藝節目的主要委製公司，製作偶像劇的這些製作團隊多是隨著偶像

劇類型而崛起。偶像劇在產銷的分工、行銷以及商業經營的模式，皆與過去的

戲劇製作有所不同（吳怡國、姜易慧，2010b）。製作人 P5 在偶像劇製作的起步

階段即已參與其中。他提到早期這些投入偶像劇製作的製作人才，不論是柴智

屏、馮家瑞或劉瑋慈等，多是來自相同電視節目製作體系。就戲劇類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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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這一批新興的戲劇製作人才的養成，深受日本 1990 年代電視文化的影

響，也創造了台灣偶像劇以偶像明星與浪漫愛情故事為核心的類型特徵。而他

們投入電視劇的製作不僅帶來了不同的戲劇類型，實際上也填補了台灣電視螢

幕的部分空缺，在台灣電視廣告市場逐漸破碎化的情況下，抓住吸引年輕觀眾

目光的發展機會： 

......瓊瑤他們走了之後...周遊走了之後，就剩下的是所謂的花系

列......所以那時候就變成其實我們做娛樂的很注意日本......我們那時候

都在看日劇。那我們因為有這樣的接觸，所以第一批做偶像劇的就是

全都是這樣子背景的......（P5，2017.4.28 訪談） 

在日劇的影響下偶像劇的敘事特性有別於過去的電視劇，「貼近生活、相信

愛情、勇敢追逐夢想」建立了台灣偶像劇普遍運行的故事元素（黃暖雲，

2006）。另一方面，從電視劇製作與拍攝的角度來說，偶像劇也與過去所播映的

電視劇存在顯著的差異。偶像劇製作在商業模式中，聚合了如藝人的經紀、唱

片製作發行、流行服飾、甚至是觀光等周邊產業的收益。黃暖雲（2006）過去

在研究中針對台灣偶像劇製作方式和其特性的整理就提到，偶像劇全外景拍攝

的型態，對於拍攝場景較過去以棚內拍攝為主的電視劇講究，鏡頭中融入了許

多時下流行的服飾、配件與美食，主題曲與配樂作為劇情氣氛營造的重點等拍

攝的特性，實際上也呼應了上述的製作策略。對於台灣偶像劇製作而言，如何

將青澀的俊男美女塑造成偶像明星，更是偶像劇製作的核心問題。在這當中，

如電視劇製作人陳玉珊過去分享《王子變青蛙》的製作經驗時提到，著重於故

事和角色的塑造。其中，除了關鍵的原創劇本外，如何利運用治裝、美術道具

和鏡位等元素，也是支撐故事說服力的關鍵，也成為台灣偶像劇製作的知識和

技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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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皮膚又那麼黑，舉手投足都不像，但他是非常自信的人，有非

常強烈的願望想成功，他就說會學外國演員穿西裝時摸紐扣。我們就

幫他定大牌的西裝和豪車，他一下車就是 8 個鏡頭，幫助他把氣勢做

出來，剪出來他也會覺得特別帥從而找到自我＂（新浪娛樂，2013 年

8 月 26 日） 

在鄉土劇的發展情況上，隨著時代的轉變，台灣鄉土劇逐漸成為三立與民

視兩強競逐的局面，在進入 2000 年之後也依循著頻道的競爭和廣告市場的分

化，內容題材與製作方式上皆有所轉變。周婉菱（2011）過去在研究中，曾梳

理台灣鄉土劇生產模式的特性指出，鄉土劇多半在前一檔戲即將播畢時才開始

籌畫，完成故事大綱、找齊演員，再由編劇統籌以科層化的方式進行劇本創

作，並拍攝少量的存檔。而少量存檔邊拍邊播，快速回應市場反應，劇情緊貼

社會脈動的製作方式也成為台灣鄉土劇的特色。在內容敘事的特性上，除了延

續著對於家族情仇與個人情感糾葛的描寫，戲劇的場景也從過去的鄉間搬到了

都會，劇情更貼近現代社會，甚至三立製作的《台灣霹靂火》藉由香港資深編

劇鄭文華，隨即把帶有港劇特性的商戰、黑道鬥爭等劇碼帶進台灣鄉土劇，鄉

土劇在台灣的熱潮也逐漸攀上高峰（程紹淳，2012），也奠定了台灣鄉土劇的基

本類型特性。 

當然，台灣與中國藉由模式交易所建立起的電視劇生產連結，並不意味著

上述台灣戲劇模式的特性能夠原封不動的搬到中國。對於台灣的製作團隊來

說，台灣與中國這種建立在偶像劇或鄉土劇的生產上的模式交易的出現與確保

市場獲利的邏輯下，資本的彈性累積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主要的目的在於複

製過去在市場成功的元素和內容，但作為境外輸出偶像劇與鄉土劇等戲劇模式

的一方，更重要的在於能夠進入在地市場。而這樣的跨境製作合作顯然也意味

著必須配合在地的市場與政策條件，創造出更在地化的內容和製作方式。曾經

參與編寫三立鄉土劇在中國翻拍劇本的編劇 SW4 所提到的經驗，就反映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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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地化現象。在政策與市場的考量下，除了無法如台灣鄉土採取「邊拍邊

播」製作型態，即便是直接翻拍自台灣鄉土劇的戲劇內容，也必須針對日常用

詞以及廣電總局的審查規範進行劇本的調整： 

因為我要三個女兒，但是他們一胎化。......所以說我的其中有一個女主

角我就設定他小時候是兔唇，但是後來就是手術之後就看不出來。但

是他們只要你是有殘缺，你就可以生二胎......（SW4，2015.9.24 訪

談） 

戲劇生產因應市場與政策的結構特性所作出的「再地化」調整，是全球化

下電視劇跨國銷售的重要策略之一（黃筱鈞，2010）。而電視戲劇製作的調整，

如同 Bourdieu（1993）所言，反映了文化生產場域深受政治與經濟場域影響的

特性。 

2 模式交易：制度化下的合拍劇 

如同趙月枝（Zhao, 2008）對於中國傳媒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所提到的，隨

著中國準備著入世，與全球資本市場互動越趨頻繁。在培植國內媒體產業以因

應與跨國產業鏈的接連成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下，不僅僅同前述對於國內電視劇

製作企業的制度性培植，針對跨國產業連結的進一步規管，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亦實屬必要。在這樣的背景下，2000 年廣電總局頒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

劇引進、合拍和播放管理的通知》具有指標性的意涵。在該項通知中，主要目

的在於對於引進劇及合拍劇進行總量管制，並透過對於題材與參與製作的境外

演職員進行審查，以利對於特定題材與境外演職員進行管控。2004 年頒布的

《中外合作製作電視劇管理規定》，則進一步針對合作模式、申請資格、人員比

例與題材等面向進行規範，將合拍的規管制度化。而台灣透過偶像劇和鄉土劇

模式與中國建立起的產製連結，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所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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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況使得合拍與 1990 年代儼然成為不同的光景，制度上的「合拍

劇」操作的難度也跟著升高。伴隨著台灣政府亦將合拍制度化管理20，多位在

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參與製作的製作人皆反應合拍的種種規範，以及等待審批

的時間，實在曠日廢時： 

合拍很麻煩，合拍要申請兩邊的法令，兩邊的法令都要申請，很麻

煩。要配合台灣的政策又要配合大陸的政策。那台灣的政策比如說藝

人，藝人的名額，來台灣拍攝，場地的拍攝，還有劇本的審查，那很

麻煩，那大陸也要，你等於兩邊都要，曠日費時啊。......（P2，

2016.3.21 訪談） 

另一方面，若先不論合拍片在各地市場反應的好壞，由於合拍片至少需要

確保台灣與中國的通路能夠播映，製作人 P5 便談到，中國廣電總局審批的曠日

廢時，使得播映的時間存在相當大的變數，產生了不少的合約糾紛。就連長期

投入合拍片製作的柴智屏也曾抱怨合拍的窒礙難行： 

比方說，一定要拿到准拍許可證才能拍，等你拿到准拍許可證了，一

些好演員的檔期可能就過了；再比如，以前我們是邊拍邊播，現在是

非得拿到准播許可證才能播，審片的流程拖很久，對於雙方資金的回

收，都是一個很不利的狀態。（騰訊娛樂，2010 年 11 月 3 日） 

綜觀合拍的種種障礙，即便在 2008 年之後中國政府開放兩岸合拍的電視劇

在黃金時段播映，一定程度的走出了 2000 年之後「合拍」的低潮期，但相對來

說合拍還是在困難重重之下有所受限（簡旭伶，2011）。然而，必須強調的是，

如同 Chan（2009）在分析中國、香港與台灣，電視產業的區域化發展時所提到

的，東亞各國之間對於外來的文化商品所存在的警覺，產生的國家規管仍一定

                                                      
20 根據簡旭伶（2011）所指出，台灣政府在 2009 年公布〈大陸地區主創人員及技術人員來臺

參與合拍電視戲劇節目審核處理原則〉，審核中國主創與技術人員來台參與合拍劇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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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阻礙文化的交流。但資本終將找到出路，製作人 P5 提到在合拍劇窒礙難

行的情況下，多的是「以國產劇之名，行合拍之實」的作品（P5，2017.4.28 訪

談），而具有「代工」生產「騰訊視頻」21網劇經驗的製作人 P1 的說法，也提

供了一點線索。跳脫出制度的桎梏，重點還是在於檯面下的運作，資金的來源

和版權利益的分配： 

......合拍是假的，那只是一個名詞而已。你要怎麼玩都還是下面的人在

做，只是這個你只要管著我的錢哪裡來，我要在台灣拍還是在大陸

拍，我要把大陸人調過來，還是我台灣人過去。還是說我台灣人專門

過去大陸為你打工就好了。......（P1，2015.10.28 訪談） 

例如由過去長期與八大電視合作製作戲劇的台灣知名的製作人柯宜勤製

作，八大首部偶像劇《鬥魚》的導演柯翰辰執導，多曼尼製作旗下的何潤東、

張勛傑以及周曉涵等台灣知名演員主演的《璀璨人生》，這種主要由台灣製作團

隊製作，以國產劇的形式立案送審的運作方式，成為制度下「合拍劇」外，台

灣製作團隊另一條進入中國市場的路徑： 

其實像《璀璨人生》也是台灣做的嘛，他其實是台灣的導演，就是以

前《鬥魚》那個導演柯翰辰做的，然後他跟他姊姊嘛，他們是很有名

的柯氏姊弟。（SW3，2015.7.30 訪談） 

當然，這樣由資本驅動的運作邏輯，也暗示著一切的合作方式得以運作的

前提，在於台灣所依存的戲劇模式，在海內外的電視劇商品市場會不會「中」。

也就是說在電視劇這樣的文化商品的生產場域之中，產製的連結來自於資本累

積的動機，市場利潤的累積。場域中這樣的依循資本累積而來的體制，將經濟

資本的獲取認可（legitimate）並演變成台灣這套戲劇模式在產業中的聲譽，一

                                                      
21 騰訊於 2011 年推出的線上影音平台。除了大量購買影音版權，如同愛奇藝等資金規模龐大

的視頻網站，也投入自製內容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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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象徵資本。因此，一旦電視劇產品的市場反應大不如前，這樣的產製連結將

有所轉變。在下一節，我將進一步討論這樣的轉變的過程。 

三 戲劇模式的貶值 

1 市場競爭的擴大與台灣產業的凋敝 

事實上，檢視過去台灣與中國在電視劇生產的連結，可以看到在跨國資本

市場下，產業板塊的移轉。一直以來台灣電視劇生產單位依循著電視台委外製

作的模式彈性化生產方式生產電視劇。這樣的生產方式，如Harvey（1989）所

言，勞動、產品與消費的彈性化過程，能夠因應著市場的轉變而快速的轉化。 

1990年代，第一批參與合製的台灣製作團隊，主要與當時台灣媒體景觀的

變化有關，無線三台壟斷情況被打破，電視頻道的普及使得廣告收益下降，在

籌資條件下降且資源缺乏的情況下，跨國籌資和獲取製作資源，成為當時跨境

製作的主要動機。在中國媒體市場快速發展下，中國製作單位的角色也逐漸從

協拍轉為合拍（賴以瑄，2008）。這批早年投入兩岸合拍劇生產製作團隊如同

蔡琰（2004）所談到，逐漸開始參與製作被他稱作「大陸劇」的中國國產劇，

這代表著投注的資本來源的改變，從台灣轉向中國，也象徵著市場變化下，生

產關係的轉變。22 

同樣的，在2000年之後，不論是台灣的偶像劇或是鄉土劇在海外銷售創造

佳績的背景下，中國成為最直接的海外市場，也逐漸的將製作的觸角伸入中國

影視產業，進一步拓展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形成合拍劇生產的另一條路徑。

與前一批投入兩岸電視劇合拍的這些電視劇的生產者相同，這批新興的台灣電

視劇生產者的跨境生產路徑，也面向著想當然而的中國市場。但相對而言，這

批新興的台灣製作團隊面對的是國內更加慘澹的產製環境，以及已然成熟壯

                                                      
22 根據賴以瑄（2008）所指出，隨著中國影視市場的發展，早期參與合拍片製作的台灣工作者

開始從平等合作轉變為單純輸出技術，參與製作中國製作公司投資但雇用台灣影視工作團隊的

所謂「假國產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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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對於境外內容規範嚴密且高度競爭的中國影視市場。在彈性化的生產條件

下，面對著資本市場快速轉化下，在不同的時機點（conjuncture），產製的連

結產生了不同的轉變。 

過去不論是台灣的偶像劇或是鄉土劇，在中國之所以能夠連結起跨境的電

視劇生產，與中國市場對於台灣戲劇的穩定需求有直接的關聯。然而，正如

TVBS節目總監劉思銘過去在受訪時所談到的，這樣的需求已然改變不復以往。

在當前的全球市場的趨勢下不管是日劇、韓劇、美劇或是台劇，這些境外的戲

劇內容都被擺在同樣的平台下競爭，相對來說台灣輸出的產品在中國的競爭力

已越來越低（楊起鳳、杜沛學、陳慧貞，2014年5月9日）。若單以引進劇的數

量而言，台劇占中國引進劇的比率，已從2004年的37%滑落到2016年的4%。以

2015年中國引進劇的來源比例而言，最大宗為韓國，其次是泰國以及香港（文

化部，2016）。從這樣的情況，也一定程度的代表著台灣電視劇在中國市場面

對的競爭，所產生的生產與流通的趨勢的轉變： 

表 四 中國引進劇中之台灣電視劇占比 

年/ 

數量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台灣 10 16 16 22 29 33 19 6 9 4 3 5 2 

總數 27 66 53 102 121 100 104 93 106 54 53 58 50 

占比 37% 24% 30% 22% 24% 33% 18% 6% 8% 7% 6% 9% 4% 

資料來源：整合自《2015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6年境外電視劇發行許可 

在這樣的情況與台灣戲劇在中國相對低落的市場表現有高度的關係，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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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官方對於境外內容的引進有所管控的情況下，有限的配額，對於中國

的發行通路而言，台灣戲劇不如以往的市場表現相形之下也隨之放大。相對而

言，韓國電視劇在中國影視消費市場的風行，引進韓劇能確保且獲取更高的市

場利益： 

台灣戲劇好像越來越沒人看，然後他寧可把指標拿去買什麼？韓劇。

所以沒有人要買你的戲了啊，這就是另外一個原因啊。......生意人就是

這樣，他們就是要賺錢嘛。（P5，2017.4.28訪談） 

當然，這絕非僅僅是台劇在中國市場的觸礁，而是台灣出產的電視劇在海

外市場，市場價值的整體滑落。製作人P5在訪談中提到台灣電視劇在海外市場

的銷售大約在2008、2009年時已開始出現衰退的情況，「人家開始不買你的

片」，也對產業的運作造成了影響（P5，2017.4.28訪談）。而這樣的情況，事

實上從導演李志薔過去在一篇文章中分享的，三立在2008年海外參展的故事也

可以略知一二。： 

蘇麗媚小姐說了一段小故事。他說之所以會做《波麗士大人》，乃因

前陣子在電視市場展裡受盡屈辱。當然不是肢體言語的羞辱，而是議

價和攤位的區隔上，台灣戲劇明顯地擺Ｃ區，遠遠落後於日、韓戲劇

的B區和高價的A區歐美影集之外。（李志薔，2016年7月17日） 

三立與王小棣合作《波麗士大人》體現了在產業的困境中尋求突破的企

圖，以尋求出路。而這樣的企圖也反映在2009年由公共電視與導演蔡岳勳合作

製作的《痞子英雄》的製作脈絡中。在過去的專訪中，蔡岳勳曾經提到，之所

以以一集約四百萬，比起一般台灣戲劇相對高上許多的製作成本投入製作，並

嘗試不同類型的戲劇創作。主要原因也是認為在各國電視內容影響力漸大的情

況下，台灣相對侷限的題材和規模需要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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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拍戲卻越拍規模越小，卻是創作者自己綁綑了內心，不敢有夢，

就只能保守拍小戲，沒有規模，就只能原地踏步。台灣電視劇一直侷

限在校園或男歡女愛的小兒女愛情，不敢去碰警匪類型，就是因為太

花錢嘛，惡性循環之下，技術全面萎縮，就更不敢想了（藍祖蔚，

2009年6月29日）。 

然而如同李志薔在文中提到，這樣的突破實際上並未激起新的一波浪潮。

王小棣與三立的合作也在《波麗士大人》之後未再延續。零星的嘗試之後，電

視台不願再冒風險，紛紛退回過去所依賴的題材與生產模式以至今日： 

電視台紛紛以「觀眾不喜歡」「曲高和寡」「台灣市場太小，無法回

收」或「台灣沒有這樣技術」等理由，再度退回低成本偶像劇、粗製

濫造鄉土劇的老路。自此七、八年間，台灣電視沉寂下來了，除了強

弩之末的偶像劇，幾乎興不起任何波瀾。（李志薔，2016年7月17日） 

這樣的情況如同引文中所提及，與台灣電視製作環境沉痾難治的問題有

關。而跨國市場情勢的轉變，也顯示出興起於2000年之後的台灣偶像劇與鄉土

劇，藉由戲劇的出口進而擴展到境外的產製連結的路徑已漸趨難行。過去台灣

影視生產環境的惡劣，形成一批電視劇工作者必須向外尋求產製所需的資金與

資源（賴以瑄，2008），然而這樣的情況隨著時代的演進，非但沒有改善可

能，還越來越糟。三台的資源與資金在有線電視普及和頻道分眾化後遭到瓜

分，如今隨著電視廣告收益持續的下滑，各頻道的節目製作成本也跟著越來越

低，外購的節目也越來越多。如系列戲劇《植劇場》製作人廖健行在受訪時提

到的「電視台能給的製作預算比十年前還要少，但十年來通貨膨脹，人力成本

也提高，製作公司很難生存。」（曾允盈，2017年1月16日）。 

在彈性化的生產條件之下，拍攝資源與資金的缺乏，不僅讓台灣這些依靠

電視台委託製作維生的製作公司生存困難，為了維繫著自己基本的生計，也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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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的影響了戲劇產製的品質。長期投入三立電視劇委託製作的製作人P1的說

法，便附和這樣的現象： 

拍攝資源不管是錢、不管是演員不管是工作人員，被瓜分掉。所以我們

一直沒有好的預算、好的資源、好的人才和好的演員來拍，所以拍的都

會是爛戲（P1，2015.10.28訪談）。 

另一方面，過去台灣的製作團隊在有限的條件下「一集80萬製作費做出160

萬質感的戲。」（吳洛纓，2013年10月6日），形塑了台灣戲劇模式的一大特

性。在製作費相對限縮的產製環境下，得以依靠製作團隊「土法煉鋼」的高效

能穩定的生產出一定品質的電視劇產品。這樣的產製經驗和技術，伴隨在台灣

所創造的高人氣，進而拓展了海外的市場和產製連結23。但是，如《聯合新聞

網》一則專題報導便曾經指出，現今台灣戲劇平均一集的製作費為205萬元，相

較於中國一集平均736萬元，韓國一集平均高達1738萬元的製作成本，差距實在

不小（聯合新聞網，2015年7月30日）。相較之下，當周邊國家影視產業的生產

條件足以投注越來越高的資本之時，如同導演瞿友寧在一段訪談中提到的，台

灣電視劇在條件限縮的製作環境，內容和題材的無法突破，也使得在跨國影視

消費市場當中，競爭失利的情況顯得理所當然： 

因為他們的製作成本一直停留在這個狀態......以至於他們在想題材

的時候不能跳躍太多，跳躍太多，人物太多，場景一多，錢不夠了就

把他們拉回來......我們現在面對的市場競爭對手已經不僅僅是日本、韓

國、甚至泰國、越南、印度，太多的地方紛紛崛起，他們的投資是越

來越大，你會發現全世界大家的東西越來越好，你不能停留在我只是

希望在一個東西上保本或者是已在某一些部分上求安全的心情上去

                                                      
23 以被稱作「懸浮劇」的台灣鄉土劇為例，製作人簡遠信（騰訊娛樂，2016.3.28）曾經在接受

採訪時提到，懸浮劇會從多方面壓縮拍攝成本。其中找港臺班底來操刀就是方式之一，目的是

確保「超長體量」的劇本在拍攝時，能夠有效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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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電視劇雜誌，2011） 

2 秀異與產業聲譽的消退 

如同Bourdieu（1977／宋偉航譯，2009）過去所提到，對於社會體制與結

構之下人的社會實踐的認識。人們在制度、結構中行動，而這些制度和結構是

過去的社會實踐（practice）所累積。在中國影視產業這樣的文化生產場域中，

台灣的製作團隊在中國影視產業的市場化發展的起步階段，產製條件不論在技

術或是資金的尚未成熟的時機點，透過台灣戲劇生產模式所依循的知識、技術

這樣的文化資本，加上資金的投注，成為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重要的內容供給

者的角色，借助台灣製作團隊經驗產製的電視劇，霎時成為具有高度價值的商

品（賴以瑄，2008）。 

特別是，對於電視劇這類大眾化的文化商品在生產過程中，由於傾向藉著

參照過去市場成功的經驗與喜好，以控制文化商品較短的銷售週期與創意生產

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商業風險。台灣電視劇過去不論在台灣或是中國等海外市

場皆曾經創造出佳績，因此憑藉著這樣的生產特性和生產的運作邏輯，得以一

步步的在場域中累積經濟、社會、與象徵資本。但這樣的運作邏輯，面對市場

反應的胚變，也影響了過去在場域中競逐所依賴的策略和條件。 

隨著中國市場的壯大，產業中的影視製作公司紛紛追求產製所謂的「精

品」內容，以獲取更高的利潤（Keane, 2015）。即便在龐大的產量與產能之

下，產製的品質參差不齊，但在資金的投注與跨國技術的結合，中國電視劇產

業中許多電視劇作品，其製作之精良程度，早已超越台灣所供給的產品。而若

以製作團隊的組成來說，相對於Ryan（1992）對於創意生產階段的分類，屬於

內容構思、籌劃的知識與技術，如同簡旭伶（2011）所指出的，台灣的美術、

梳畫、燈光、音效等技術階層在中國影視產業中更是早已被取代。 

除了製作的技術層面，就象徵與內容而言，在訪談的過程中，幾位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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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一再強調著資本與電視劇這樣的流行文化商品之間的正向關係。在資本

累積的邏輯下，從前述的製作費的差異便可看出，不斷增加的資本投注，以產

製得以在跨國市場獲取佳績的產品是影視生產的內在趨勢。參與合拍、國產劇

的劇本創作超過十年，近年從編劇和導演轉型製作人，並投入國產劇製作的製

作人P4，在比較台灣和中國影視內容生產的品質上越來越大的差異時，提出一

個相當生動且實際的表述： 

......他們的質感是用砸出來的嘛，他們是用錢砸出來的質感。我們沒有

辦法，我們怎麼樣也做不到這一塊......（P4，2017.4.13訪談） 

實際上也就是在這樣的趨勢下，隨著與跨國影視產業鏈的接觸漸多，相對

來說，過去在中國影視消費市場被賦予「時尚感」、「洋氣」等秀異

（distinction）的台灣戲劇，如今在資本的堆砌，引入跨國生產知識與技術漸趨

頻繁的情況下，生存的空間受到了壓縮。這也顯現了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

對於附加於文化商品的象徵鬥爭之下，面對來自其他跨國資本所帶入的，更精

進的知識與技術的比較和競爭，過去標籤在台灣戲劇的「時尚」和「洋氣」等

符號已顯得斑駁。而以往台灣製作團隊得以在相對低廉的成本之下，運用本身

的產製經驗製作出符合中國影視市場期待的質感和內容。但這樣的操作模式，

在資本市場持續擴張的中國影視產業，顯然已失去過去得以立足的利基。編劇

苑亦就曾在專欄文章中提到「所有戲劇主創的幕後團隊由原本只要有港台班底

加入就算高端，漸漸轉變成由韓國團隊入主才是王道。」（苑亦，2015年6月21

日）。 

相反的，這樣在資本積累邏輯下所帶來的改變，如製作人P4生動的表述所

反映，在今非昔比的情況下，中國影視製作的場域中對於台灣電視劇的「特

質」24的認識，已顯現出與過往所累積的聲譽之間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來自於

                                                      
24 賴以瑄（2008）曾經運用「台灣性」這樣的理論概念，重新檢視兩岸合拍劇中存在的，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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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不論是中國國內或是區域內諸如韓國的製作團隊於場域中不斷的比較、

競逐的動態過程。台灣電視劇在製作成本不升反降的產製條件下，反而漸漸的

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被貼上了粗糙與價值低落的標籤： 

 ......我曾經在大陸有一個製片人跟我講，他說導演我希望不要拍像台

灣那種粗枝濫造的東西。十幾年前去他們會說，我們要跟台灣學習、

效法的地方很多，現在是你不要拍那個粗枝濫造......（P4，2017.4.13訪

談） 

聲譽在場域中的貶損，如同簡旭伶（2011）所提到的，是導致中國投資人

對於製作「台式品味」的台灣戲劇已不感興趣的關鍵。這樣的情況代表著台灣

製作團隊過去所仰賴的戲劇製作知識和技術，隨著產業環境的變遷，特別是當

中國的電視劇生產者能夠連結到更精良的製作知識與技術時，已然貶值。這樣

的貶值來自於這樣的生產模式所體現的文化形式，已無法如同過去在中國影視

消費市場替資本創造符合期待的獲利。因此，隨之而來的是過去藉助其文化資

本在場域中所創造和累積的地位和聲譽的消失，這也代表著象徵資本的凋敝。

製作人P3比較了過去與現在，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看待台灣戲劇模式的差

異。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即便在中國的影視生產場域中台灣的這些工作者仍舊

有生存的空間，但受重視的程度已不若以往： 

人家現在玩更大啊，人家現在直接買世界的IP25。應該是說我現在想要

學的人是在這個level，我就直接去找這個level最厲害的，我這個學完

了之後，我現在找另外一個level的，那他就去那個level找了。對啊，

所以我就不用找你啊，我幹嘛找你？可是你一樣可以來工作。（P3，

                                                      
不符合國族建構論述下的文化產品所蘊含的某種文化特質，以及在中國產業體系中的異質性。 
25 IP 為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之簡稱，在影視生產的脈絡中包括小說、動漫或電玩等

得以改編為戲劇、電影的原創內容形式，以及得以複製、翻拍的影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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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22訪談） 

而就劇本版權的海外銷售來說，台灣戲劇在海內外的市場反應漸趨不佳，

也降低了海外市場購買台灣戲劇故事版權的興趣。2000年之後，依循兩岸合拍

的產製脈絡，開始在中國投入劇本創作的編劇SW1，從編劇的角度分享了在中

國影視產業中所觀察到的現象。由於韓劇在中國市場極受歡迎，在限韓令以

前，中國的電視劇製作仍存在許多購買韓劇故事版權的操作。但相對的，台灣

偶像劇要在海外被翻拍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 

......台灣偶像劇買的不多...這幾年都賣不出去了吧，到處都賣不出去，

海外也賣不出去。只有很少的幾部像《我可能不會愛你》韓國有買，

或是《命中註定我愛你》......（SW1，2015.6.23訪談） 

這樣的情況顯示了相對於賴以瑄（2008）提到的，過去台灣作為亞洲各地

電視文化角力的場域，台灣市場的反應也必然是亞洲市場的指標，追求亞洲市

場極大化的合拍劇必然嘗試征服台灣市場。如同前述，在台灣戲劇在國內市場

的表現趨於慘淡的情況下，台灣市場反應的參考價值顯得不足，作為亞洲地區

跨國影視試煉所的條件已不復存在。而隨著情勢的轉變，雖然台灣的製作團隊

在中國電視劇投資規模超過百億人民幣26的環境下，仍然能夠獲得一定的立足

空間，但在場域中的位置與權力關係 顯然已有所改變。 

3 代工的生產邏輯 

後冷戰時期，中國影視產業開始依循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發展，過去台灣

的電視劇這類電視文化商品循著這樣的路徑影響著中國當代的電視文化生產，

而「合拍劇」這樣的生產方式更是體現了一種市場跨國化的運作策略（賴以

                                                      
26 據《藝恩網》2016 年的產業數據顯示，中國對於電視劇製作的投資規模已超過百億元人民幣

（皇甫圓慧，2016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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瑄，2008）。這樣的策略可以說來自於依循資本累積的邏輯運作的文化生產，

其內在所蘊含的動力所推演而成。文化商品的生產最為一種資本主義下的藝術

與符號實踐的制度性安排，不論是被稱作「合拍劇」或「國產劇」，其產製的

動力來源既是對於中國廣大影視消費市場的欲求。 

如同前述，隨著台灣戲劇在國內外市場的表現不若以往，台灣製作公司在

國內影視產業的營運更趨艱難，許多製作公司停止參與戲劇製作，有能力者逐

漸轉往中國發展（文化部，2016）。在這樣的產業發展背景之下，產製運作的

方式也從結合雙邊資源與資金的運作方式轉變成由中方主導、定奪，近似於在

台灣，電視台對於戲劇內容的製作方向握有生殺大權的委託製作的代工方式。

而相對來說，由於中國的電視劇商品其市場獲利的關鍵取決於國內市場的成

功，關注的重點自然也聚焦在國內市場的好惡（P5，2017.4.28訪談），而合拍

劇的市場表現的確也不如預期。 

在這樣的情況下，產製的戲劇內容不論從內容產製的制度脈絡，或是其因

應中國影視消費市場的需求，所體現的內容特性，皆有別於過去台灣製作的戲

劇。這樣的「國產劇」即便是由港台的製作團隊所主導，仍舊成為台灣人眼中

「大陸味」濃的戲劇。在這種情況下，內容產製過程中的策略運作，可以從下

面這段來自《聯合報》報導的引文中，蘇有朋2014年針對其製作的時裝戲劇

《非緣勿擾》受台灣觀眾反應，劇中對話充滿「大陸腔」的回應，看出一些端

倪： 

他擔任製作人的處女作「非緣勿擾」目前在中天電視台播出，這部戲

在大陸播出時廣受歡迎，還登上央視播出，片中蘇有朋飾演多金不婚

的犀利男，不過不少觀眾反映，蘇有朋劇中講話充滿大陸腔，全片更

充斥濃濃的大陸味。對此蘇有朋解釋：「這部戲當初就是為了大陸市

場製作的，本來就不是為了台灣市場，自然觀眾會有這種感覺。」

（楊起鳳，201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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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現象不僅僅體現出市場的需求，也反映了在台灣戲劇製作模

式貶值的情況下，在產製的戲劇內容盡可能的做到在中國影視市場「接地氣」

27，是在台灣戲劇模式無法確保市場獲利的情況下，中國製作端為了控管市場

風險，盡量迎合市場需要的理性期待。從製作人P3對於這樣的現象的描述，顯

示了要「接地氣」的想法也反映在台灣製作團隊的自我認識之上。許多由台灣

製作單位提案的劇本，不論是中國的製作方或是台灣的製作團隊會希望找中國

的編劇、責任編輯進行潤飾，主要就是出於上述的原因： 

因為我這邊想的一些點子可能不見得符合那邊市場，所以我要找一個

大陸的編劇來幫我把這個東西修成是接地氣的東西。（P3，2016.7.22

訪談） 

當然，中國影視產業種各種態勢的存在，場域內不同行動者的異質性也相

當高。在這樣的背景下，事實上除了個案性質的合作，也有如製作人陳玉珊幾

年前在上海成立公司，與中國製作公司合資拍攝戲劇的例子（陳慧貞，2014 年

5 月 9 日）。從導演 D3 參與台灣製作人與中國合作的戲劇製作的經驗可以看到

相似的情況，而這樣的合作方式主要來自中國的投資人與通路，實際上並無異

於過去在台灣的電視台委製模式： 

...其實有很多製作人，台灣的製作人久了以後過去開公司。他們過去

開公司，開公司之後自己接案子自己找投資方......他投資方一定是大陸

人...就是金主會是大陸人，可是對外一定是講陳玉珊的公司...金主他不

會自己出來啊，那其實他有一個投資者，一定是大陸資金的一個公

司......（D3，2017.4.28 訪談） 

                                                      
27 在訪談的過程中，不論是製作人、編劇或是導演，許多人皆反覆地提到「接地氣」這樣的現

象。顯然，這樣的現象與台灣影視工作者目前在中國影視產業的處境有高度的關係，在後續對

於影視工作者的討論，我將更進一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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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中國影視平台崛起之後，由於起先對於製作和內容的規管不

若電視劇嚴格，視頻網站引進台灣戲劇，也開啟與台灣電視團隊合作製作「網

路劇」的機緣（林宸誼，2011 年 10 月 3 日）。而網劇的製作由於成本的考

量，在仍舊需要一定的生產力投入內容的製作的情況下，伴隨著台灣製作團隊

一直以來的製作模式，相對擁有足夠的能力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產製一定品

質的戲劇。因此，也逐漸的發展成在台灣代工的情況28。過去在電視台曾經參

與兩岸合拍劇的製作人 P6，目前所帶領的製作團隊仍將生產力留在台灣產業之

中。而這類「沒有過去」的製作團隊，也因應新的情勢與中國影視產業建立不

同的合作關係： 

他們已經算過了...同樣他想像要同樣的場景，同樣的水準...同樣的

quality，如果是在南方的城市拍...比如說在上海拍，貴死了。......因為

網劇相當於你也不用背負太大的壓力，他也不是那種A咖來演，你也

不用那個...就是你也不用覺得說我還要伺候他，比較沒有存在這個問

題。（P6，2017.5.4訪談） 

在彈性的資本累積邏輯做為產製連結發展背後的潛台詞的情況下，上述的

這些產製條件的變化，如何影響著影視工作者在場域中的生存是我所關切的問

題所在。依循著Ryan（1992）對於文化商品生產的分析所提到的文化工作的分

類，製作人作為創意管理者（creative management）的一類，商業管理的邏輯在

其實務的工作之中扮演著吃重的角色；另一方面，導演、編劇這些創意文化工

作者（creative cultural worker）其聲譽與價值更是與作品的市場價值密切相關。

也因此，在資本市場的邏輯下，台灣電視劇模式在中國影視製作場域的貶值，

以及中國影視消費市場的脈動，可以說直接的反應在這群持續與中國影視產業

                                                      
28 不過，製作人 P6 也提到許多網劇實際上是「偷偷在台灣拍」，在中國政府對於視頻網站內容

加強控管的情況下，這樣的合作模式的存續，還是未定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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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連結的台灣影視工作者的處境之上。我將聚焦於討論這群台灣影視工作者

在當前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的生存情況，以及他們面環境的改變的因應對策。 

四 小結 

本章從台灣生產偶像劇或鄉土劇的製作團隊，在彈性化的資本累積邏輯

下，伴隨著中國影視產業政策的制度性影響，如何透過電視劇的海外銷售逐漸

建立了與中國影視產業的生產連結，並藉由模式的交易，複製在市場創造佳績

的台灣偶像劇和鄉土劇等戲劇內容。而這樣的電視劇產製合作，依循著資本市

場的邏輯，在台灣影視產業的蕭條下，電視劇的海外銷售情況不如過往，伴隨

著中國影視產業的興起，與跨國產業連的連結日趨密切，也連帶的導致了過去

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建立起產製合作的戲劇模式的貶值。在象徵資本流失的

情況下，也改變了台灣製作團隊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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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影視工作者的生存狀態 

在台灣的脈絡中，延續著過去三台時期的委製模式，產業中中小型的製作

公司林立。在台灣的產業條件下，依循著彈性化的生產方式，他們靠著電視台

的節目外包生存。這當中，各個製作公司的製作人更趨近於融合了中小企業的

企業主、企業經理人與Ryan（1992）所謂的創意管理者的角色。彈性化的生產

與資本累積的邏輯之下，他們就像1970年代提著「007手提箱」在跨國產業鏈中

開疆闢土，尋找訂單的中小企業主，這批台灣的電視劇製作人，也開始在海外

尋求的市場與資金，以跳脫台灣的產業窠臼。在2000年代初期，台灣偶像劇、

鄉土劇等新興的電視劇類型以及相對精良的製作品質，在中國影視消費市場受

到歡迎。在市場邏輯與政策的牽引，為了在中國複製生產這些新興的台灣電視

劇，也建立起合拍等商業運作的生產方式，這些台灣電視劇製作人開始進入中

國的影視生產體系。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在生產體系中所扮演的絕非生產協

調、管理的角色，更是一個模式化生產下，台灣電視劇製作經驗與技術移轉的

中介者。 

另一方面，作為電視劇符號生產中的核心分子，導演和編劇創意這類創意

文化作者，如同 Ryan（1992）所分析，依循著商品的理性化生產原則對於創意

生產的控管和統合，以維繫商品生產的生產力。工作的過程必定在創意管理者

基於市場經驗的思考所運行的某種相對固定和重複的生產法則和策略下實踐。

這樣工作型態體現了商業化的生產邏輯下對於場域中這些創意文化工作者實踐

的結構限制（Bourdieu, 1993）。在台灣影視製作產業的彈性化生產體制之下，

這些導演與編劇，多半屬於至外於製作公司的自由工作者。他們依賴著市場的

價值以及產業中的聲譽，藉此與製作公司簽訂合約租用他們的創作能力，以賺

取報酬（Ryan, 1992）；這也讓他們對於產出的文化商品的藝術和商業價值具有

一定的責任（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工作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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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傾向於使他獲取市場聲譽的類型和風格的樣貌，而這也顯示了市場邏輯下的

創意工作與模式化生產的一種內在關聯。 

如同前一章所談到的，從 2008 年迄今，台灣影視製作的困境顯現於影視內

容銷售在跨國市場中競爭的失利。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台灣製作團隊所製

作的電視劇的市場價值隨之貶損，也逐漸失去過去所賴以生存的秀異。在這樣

的情況下，透過模式交易建立起的產製連結也跟著改變，使得台灣製作團隊在

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的地位漸趨低落，不再是產製合作的首要選擇。在接下來

的章節中，我將會聚焦於討論依循著過往電視劇生產連結，進入到中國影視生

產場域的這些工作者。除了爬梳他們與台灣偶像劇或鄉土劇的戲劇模式的關

聯，也藉此追問在戲劇模式貶值的情況下，這些台灣影視工作者在中國影視生

產場域中的生存狀態為何，他們又如何應對。 

一 影視工作者與模式交易的關係 

1 製作人的角色與戲劇模式 

如同Ryan（1992）的分析，電視劇製作人作為創意管理者，在產製的過程

中，作為資本的代理人(agents of capital)，實際上扮演著一個協調與管控資本運

作邏輯與文化生產過程的角色。對於電視劇此類大眾化的文化商品生產而言，

獲取最大化的市場成功是其主要目標。也因此經營的生產策略，便趨向於滿足

和回應既存的消費需求以及已建立起的文化商品形式（Bourdieu, 1993）。在戲

劇製作人的角色上，所謂協調與管控，最明顯的也就是依循上述的策略，藉由

在特定的戲劇模式增添一些風格的變異，以控管市場風險獲取商業成功

（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也因此在這樣的背景

下，過往的戲劇模式的操作經驗體現在這批台灣製作人的具體實踐，而受歡迎

的台灣戲劇內容是他們得以與中國建立起產製連結的關鍵所在（Kea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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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以瑄（2008）過去對於兩岸電視劇生產連結的分析提到，由於具備台灣

流行文化特性的戲劇產品在中國受到的歡迎，顯示了台灣流行文化在中國的市

場價值。因此，在市場化的發展下，藉由和台灣製作人的合作，中國電視工業

得以從中學習、複製台灣流行文化商品。而在這樣的發展下，中國影視生產場

域中的這些來自台灣的電視劇製作人，顯然不僅僅引進、生產了在市場受到歡

迎的內容商品，他們的經驗也提供了在製作公司的經營或戲劇製作過程的訣

竅，更是引進了專業製作和管理的技術、知識的提供者、中介者，他們也藉著

在中國的影視生產場域中市場經驗和實績，累積的聲譽和威望，攀升自己在場

域中的地位。這樣的情況，也反映在製作人P2在訪談中對於如何連結到中國影

視產業的回答： 

......所以他們作品裡面會缺少創意，就會比較流於那個教條式的啦......

所以他們一開始很喜歡我們的...我們這邊的軟體，我們的創意......

（P2，2016.3.21 訪談） 

如同前一章提到的，除了產製技術與經驗的移植產生產製連結的動力來

源，實際上戲劇引進與後續搭建起的製作合作的關係網絡，才是台灣的製作人

在彈性化的生產脈絡中，得以連結到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關鍵。以湖南衛視為

例，單在 2007、2008 的「金鷹獨播劇場」時段就播出了《綠光森林》、《東方茱

麗葉》、《星蘋果樂園》、《惡魔在身邊》、《微笑百事達》等幾齣台灣偶像劇。而

因為改編台灣鄉土劇《娘家》而獲得高收視率的安徽衛視，除了持續的製播

《娘家的故事》系列，接續的幾年也在其「海豚第一劇場」時段播出《夏家三

千金》、《夜市人生》等改編台灣鄉土劇的作品。在這之中，也可以看到關係網

絡的持續發展。伴隨著生產節目內容的調性以及中國南北地域文化的差異，也

形塑的台灣製作人與特定地域的製作單位和電視台之間的網絡連結。 

從 2003 年開始在電視台統籌戲劇製作的製作人 P6，綜合參與兩岸合拍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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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涉經驗呼應了上述的特性。較願意與台灣製作團隊合作的製作公司與播出

的電視台主要集中在南方城市，這也顯現出台灣製作人與「南方的」製作單

位、電視台，可能有較強的連結： 

...他們自己南北差異就很大了，所以會比較樂意跟台灣團隊合作的...或

者是願意用台灣所謂偶像演員的，都比較集中在南方城市的影視公

司。然後也會比較集中在南方的衛視播出。（P6，2017.5.4 訪談） 

以湖南電視台來說，在引進多部台灣偶像劇播出之後，也開始與台灣的製

作團隊合作拍攝偶像劇。例如 2011 年播出的《陽光天使》，除了主要演員來自

於台灣，製作合作的對象也是台灣的可米製作。除了偶像劇的合作，主要參與

鄉土劇製作的製作人 P2 也與湖南衛視合作製播了家庭題材的戲劇（P2，

2016.3.21 訪談）。實際上在受訪的 6 位製作人中，便有 3 位與湖南衛視有過洽

商的經驗，而製作人 P6 過去則參與由安徽衛視與八大電視以及多曼尼製作聯合

出品，在 2010 年開播的兩岸合拍劇《就想賴著你》（P6，2017.5.4 訪談）。從

上述受訪製作人的經驗當中，也可以實際呈現出前述「南方的」製作單位、電

視台與台灣製作人所建立起的網絡關係，而這樣的連結顯然源自於台灣戲劇的

引進。 

另一方面，作為影視製作的經營管理者以及產業知識和技術的中介者，在

場域中的聲譽與利基不僅僅來自於過往的產品在市場成績得到的肯定，如同

Ryan（1992）對於文化商品的市場營銷策略的討論，除了戲劇模式的建立，創

意工作者的名氣作為文化商品的品牌化（branding）的經營，藉此應對文化商品

市場的不可預測性，也是重要的部分。在籌組製作團隊時，能夠包裹進據有市

場吸引力與專業技術的創意工作者，對於製作人在接洽對於特定案子

（project）的投資，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戲劇模式的掌握和實踐，也必須依

靠這些台灣的，在這類戲劇模式的生產中培養出來的創意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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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 Bourdieu（1993）的分析中所提到，藝術商人透過與特定創作者的

連結以建立在場域中的威望。可以說，在中國的影視生產場域中，這些台灣製

作人也借助著與特定的知名演員、編劇或導演的關係得以累積在場域中的聲

譽。而場域中的聲譽也為台灣的電視劇製作人帶來一定的機會和利益。目前已

將發展重心放在中國的導演 D5，從他分享 2011 年第一次在中國執導戲劇的經

驗可以一定程度的顯現出，在中國影視產業尚未與日韓甚至歐美等跨國產業鏈

的連結發展至當前的狀態下，中國的製作方為了獲得台灣製作團隊的資源，因

而促成了在製作上的合作。台灣的製作人相對如今所面對的情況，借助著與台

灣電視劇製作人才的連結，也能獲取較多的資源： 

...那個時候是純內地的戲，但是資方一半一半...製作人的話其中一個是

台灣人......很多的內地製片人會跟台灣的製片人合作，那他當然很多時

候他希望得到一些台灣的團隊資源...導演啊，編劇啊還有演員啊。那

你如果裡面有一個台灣製作人的話，他的資源比較容易取得。（D5，

2017.8.1 訪談） 

在這樣的運作過程中，一方面製作人藉由知名的導演、編劇，對其產製的

商品的市場價值進行背書；另一方面，相對於鄉土劇模式的引進著重製作團隊

對於戲劇的操作，偶像劇圍繞著偶像明星所建構的文本，實際的商業操作中

「組卡司」能包裹著具有市場效益的偶像明星，也是爭取較佳製作條件的關

鍵。而這樣的運作方式也顯示了，當過往所依靠的戲劇模式在場域中的價值貶

損時，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生存條件也跟著受到威脅。 

對於這些台灣的製作人來說，在先前所談論的戲劇模式的貶值之下，也連

結到品牌化無法建立的原因。這之中包含兩個層面，涉及台灣製作人以及其製

作團隊中的創意工作者。在中國已熟悉台灣過去的這套戲劇製作技術的情況

下，隨著其市場資金規模日趨龐大，台灣戲劇失去過去所依存的秀異，台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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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團隊已不俱備任何附加的優勢。換句話說，由於過去依賴的戲劇模式的貶

值，台灣的創意工作者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術在市場已不具特殊的參考價值，製

作人 P4 所分享的經驗可以體現當前這樣的處境： 

...因為市場需求，把技術、把市場運作，這些操作都給摸熟了，而且

是跟國際接軌，他們現在資金的運作是跟國際一樣，跟好萊塢很

像。......其實就跟大陸人是一模模一樣樣，他不會覺得你台灣人比較厲

害。（P4，2017.4.13 訪談） 

另一方面，隨著台灣影視產業的蕭條，製作資源和經費侷限的情況下，中

國的片酬「光幣值差別，就是牙籤比香腸」，導致一線明星演員紛紛前往中國發

展（陳慧貞，2016 年 8 月 28 日）。特別是在國產劇的製作規範下，境外參與製

作的「主創人員」僅有五個名額，也因此每一位聘請的境外演員，都必須具備

高度的市場吸引力。在產業環境無法培養出新興的具票房號召力的演員的情況

下，相對的台灣製作團隊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吸引力也就不如以往： 

...也許他們的九零後是看台灣偶像劇起來的，F4 然後飛輪海，後面沒

有了啊...就沒有了。那他們也會長大，他們就完全去追韓星了，那已

經沒有什麼偶像...然後再加上他們所謂中國大陸的國產戲劇，他們的

境外人只有五個嘛，那這五個他就要用在刀口上。那如果他要用台灣

演員，他就必須是要扛票房的...那麼就數出來就那幾個（P6，2017.5.4

訪談）。 

隨著製作團隊的品牌化優勢的消逝，也改變了這些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

生產場域中的位置。然而，中國影視產業一組製作團隊動輒一年能接到三、四

檔戲的龐大產量，相對而言，也始終讓這些電視劇的製作人無法將眼光從這個

市場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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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意文化工作者與模式化生產 

如同前述，在彈性化的生產下，台灣的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借

助著與特定的知名演員、編劇或導演的關係得以累積在場域中的聲譽，在籌組

製作團隊時包裹這些具有市場吸引力與專業技術的創意工作者，一方面運用這

些創意工作者過去所累積的市場吸引力，替製作團隊建立起品牌的效益。做為

在產業中相對資深的電視劇編劇，目前在中國帶領一個編劇團隊，負責對外接

案的編劇 SW1 分享了在彈性化的生產脈絡下，製作企劃案的洽商如何依賴著導

演或編劇等創意文化工作者的產業聲譽和市場吸引力。不論是在台灣或是中國

的影視製作環節，對於製作人在與投資者接洽特定企畫案時，包含著主要演

員、導演、編劇的所謂「主創」名單，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 

他製作單位在送提案的時候他就會看你的導演、你的編劇，跟那個...

跟演員......這三個都是在主創名單裡面。那這樣子的話，就是你再去談

判的時候，那個都會比較好談。（SW1，2015.6.23 訪談） 

事實上，作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所謂「主創」人員的導演和編劇，過

去在場域中累積的聲譽是重要的資產。而這所謂的聲譽，尚可再進一步的進行

區分。如同 Ryan（1992）在對於文化工作者的分析，他將創意文化工作者在產

業中的聲譽劃分成「商業性」與「專業性」二類。除了能夠滿足戲劇製作中產

品市場性的考量外，實際上他們對特定戲劇製作知識和技術的熟稔也是一項重

點。也就是說，除了直接的市場成績作為一種象徵資本的具體呈現，在中國的

影視生產場域中，對於台灣的這些電視劇導演和編劇來說，能夠在場域中佔據

著一定的地位，實際仍然包含著他們透過戲劇的劇本架構或是拍攝調度等製作

知識和技術的掌握，在產業中所累積的聲望。 

然而，工作者投入電視劇的生產，奠基於過去的經驗、知識與人際關係，

必定帶有一定的秉性（disposition）。而這也體現了這些編劇和導演與過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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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號召力的台灣流行文化之間的關聯。因此具體而言，所謂的聲譽實際上很

難就商業與專業二類作出簡單的劃分。但這樣的劃分至少體現了一個重要的訊

息，對於這些台灣的編劇和導演來說，之所以能夠獲得參與戲劇製作的機會，

一方面來自於透過過去作品的市場成績所累積的市場聲譽；另一方面在資本的

生產邏輯下，電視劇的投資者和製作人得以藉由參考導演和編劇過去參與台灣

偶像劇或鄉土劇製作的經驗和專業性，從中控制和減少生產過程中可能的不確

定性。也就是說，這些台灣編劇和導演的製作技術和經驗成為了在產製的過程

中，得以確保產出的戲劇產品具有較高完成度的一項保證。 

以編劇的情況來說，SW2 曾經主導多部台灣偶像劇劇本創作，從他的經驗

可以看到，不論是在中國的台灣製作人或是中國的製作團隊，希望聘請台灣編

劇的理由，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知名的電視劇編劇存在一定的市場基礎，而另一

方面在於認為台灣的編劇在編寫偶像劇類型的劇本時，相對來說對於類型特性

有著較佳的掌握： 

......簡單的說他們養成一個新人，跟他們簽一個台灣有名的人，他們會

選擇簽台灣有名的人，因為有一個市場基礎在那邊。......他們當然對你

有想像，他們覺得你可能處理這種故事會，比較 fashion 的題材會比他

們要好。（SW2，2015.7.27 訪談） 

如同 Bourdieu（1993）對於文化生產的討論中所指出，文化商品與創作者

的關係。在文化商品生產體系中，特定的文化商品在場域中的被肯認，是為創

作者帶來經濟、文化與象徵資本的關鍵。特別是在彈性化的生產型態下，工作

者在產製環節中，依靠的網絡關係較為短暫、薄弱。如同自 2010 年開始參與合

拍劇的產製，目前將發展重心放在中國的導演 D4 所說，作品是讓投資者、製

作單位「認識你」的關鍵。這樣的脈絡下，技術和經驗奠基於過去製作台灣電

視劇的創意工作者，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被認識，顯然是因為能夠掌握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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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具有台灣流行文化秀異的文化商品： 

......不要說國外認識你，你要在國內認識你，你第一個就是作品。你有

一個各方面還不錯的作品，人家才會認識你嘛。對...那所以他們想在

這邊挖...就是想挖掘一些還可以的，不錯的人員，他當然也是從作品

先開始著眼起，這是最基本的（D4，2017.5.4 訪談）。 

但必須強調的是，即便上述的討論中，提到了台灣編劇和導演所具備的市

場基礎，成為他們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得以生存的關鍵。但這樣的市場基礎

相對來說更趨近於，在類型化範疇下，過去累積的作品的市場反應。實際上如

同瓊瑤這樣，個人名望具有市場號召力的創意工作者，在電視劇的生產脈絡下

仍是相對有限。亦長期投入非偶像劇類型電視劇創作的導演D3，他所分享的在

中國影視產業中實際面對的狀況，可以應證這樣的推論。他以創作生涯中市場

反應最好的一部「校園偶像劇」為例，「校園」、「偶像劇」等類型化範疇下

具有市場成績的作品，在新的工作的洽商過程中實際上是優先於創作者本身： 

比如說人家從來不會講說我拍過什麼......什麼得了金鐘...誰管你啊，人

家會說你是《XXXX》的導演，......那是我收視率最好的...到（中國）

那裡人家就講說...喔...你拍過什麼《XXXX》......（D3，2017.4.28訪

談） 

上述這樣的情況，反映了模式、類型一定的主導性。如過去Ryan（1992）

提到，相對於以名望為基礎（name-based）的文化商品的稀缺與不穩定性，在

創意階段（creative stage）的文化生產逐漸形成模式化的結構，主要動機便是來

自於，透過類型式（type-based）的生產方式，一方面能夠呼應消費市場的既有

需求，也能夠一定程度的預估銷售的成績；文化商品的生產奠基於特定類型的

方針和形式，而管理者也在這樣的前提下，尋找具有經驗，能夠在這樣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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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式下有效的完成商品生產的工作者。因為這樣的商業策略，能夠一定程度

的確保產出的商品的可預測性和銷路。 

因此，正如先前對於台灣製作團隊與模式化生產的討論中提到的，台灣戲

劇模式的掌握和實踐，也必須依靠在這類戲劇模式的生產中培養出來的台灣創

意工作者。而事實上這樣的特性，從台灣偶像劇發展之初至今執導多部作品的

導演 D5，談到過去兩岸戲劇合拍的主要動力來源時便可以看到。中國希望跟台

灣製作團隊合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藉此引進台灣的導演或編劇等創意工

作者，確保得以複製台灣的戲劇內容： 

......所以他很多的養分是吸取台灣過去的......問題是他要重新開模製造

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請問你他找誰？找台灣的團隊，肯定是這個樣

子。所以為什麼近五年前或十年前，台灣的團隊包括導演、編劇...可

以這麼多機會可以到那邊去發展，大部分就是你在台灣奠定很深的基

礎。......（D5，2017.8.1 訪談） 

上述的情況，也顯示出台灣編劇和導演與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關係，實際

上是來自於中國影視生產場域對於台灣電視劇商品的想像。在這樣的想像下，

依循商業化的邏輯，除了包裹在台灣流行文化的電視劇商品，在生產的過程

中，也體現在偶像劇或鄉土劇這類台灣電視劇的類型和生產模式中。戲劇模式

的交易不僅僅連結起兩岸的電視劇生產網絡，多數的台灣導演與編劇也因為對

於模式生產的孰悉，而被揀選進入這樣的產製網絡之中。而這樣的情況，似乎

也顯示出在中國的影視生產場域中，這些台灣導演和編劇如何被看待，也實際

的透露了他們與台灣戲劇模式的關係。 

3 台灣導演、編劇與產製的網絡連結 

隨著台灣電視劇產製環境的蕭條，在全球化與生產彈性化的脈絡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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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電視劇編劇和導演也逐漸將發展的觸角延伸到中國。而如同先前所討論

的，這些編劇與導演，之所以能夠進入中國影視生產場域，進而在當中尋求發

展，很重要的原因來自於他們與台灣製作團隊的關係，以及當中與台灣電視劇

模式的連結。他們經由模式交易所建立起的產製連結，進到中國影視生產場域

中。透過戲劇作品的累積，也逐漸在場域中建立起自己的聲譽。接下來，我把

焦點轉向這些電視劇編劇和導演進入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過程，試著從文化工

作者這樣的角色的角度，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事實上在台灣，電視節目的彈性化生產型態，使得導演或編劇這類創意工

作者，大體上呈現一種自由工作（freelance）的工作型態。這樣彈性化的工作

型態，對於這些工作者來說，等同於給予了他們選擇新的合作對象的自主性

（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成為這些編劇和導演能

夠跨境到中國尋求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如同張舒斐（2014）過去分

析在中國電視製作環境中，台灣電視節目製作的自由工作者所提到，對於工作

者來說這樣的工作型態相對來說，不是一個穩定的狀態。實際上工作團隊的組

成依循著特定節目製作企畫的需求而定，因此也可能隨時因應需求的改變，而

解散與其他人另組團隊。因此，能夠快速的回應產業環境的改變，也成為在場

域中繼續生存的必要條件，我將在後續的章節進行說明。 

在上述的自由工作的工作形態下，人際網絡所建構的訊息流通結構

（formation）是工作者得以獲得工作機會的主要管道。曾經製作並親自執導過

合拍劇，也正在中國洽商新的製作企劃的導演D2談到台灣的工作者進入中國影

視生產場域的關鍵因素除了製作的「能力」也在於自己的「本錢」，也就是個

人的人脈。人際關係網絡得以建立，等同於導演和編劇進到電視劇生產網絡的

資格（credential）認定，網絡關係的累積也成為場域中的這些導演和編劇與人

競爭的社會資本（Bourdieu, 1986）： 

我們過去這個要看你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有沒有那個意願，還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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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那個本錢。我所謂的本錢是你有沒有那樣的門路、人脈去找到

人家要你。（D2，2016.7.22訪談）。 

表 五 受訪導演在中國第一部作品 

受訪者 作品拍攝年份29 製作型態 

D2 2011 合拍劇 

D3 2011 合拍劇 

D4 2010 合拍劇 

D5 2011 國產劇 

當然，人脈的建立，有其背景脈絡可尋，這樣的脈絡與個人在過去所建立

起的網絡連結有著密切的關係。簡旭伶（2011）在對於兩岸合拍劇時序階段的

討論中曾經提到，2007年柴智屏製作的《轉角遇到愛》標示了一個關鍵的時間

點，開始出現許多以「都市愛情戲」為主軸的合拍戲劇。而此時期所謂的合拍

偶像劇，主要的工作人員與拍攝場景仍來自台灣。從表五可以看到，在受訪的

導演當中， D2、D3與D4三位，在中國影視的生產與流通網絡中的第一部作

品，皆是來自於合拍劇的製作型態，拍攝的時間點也正好在2007年之後。其中

製作的型態也符合上述，主要的演員、工作人員和拍攝場景皆來自台灣。 

此外，即便導演D5所參與製作的第一部作品的製作型態與前述三位受訪導

演相異，是所謂由中國製作單位出資且在中國生產的國產劇30。但其製作單位

                                                      
29 由於無法確認各部電視劇作品在前期籌劃所耗費的時間以及何時「開案」，故以戲劇拍攝時

間記之。 
30 相對於國產劇來說，此一時期的合拍劇普遍是「拉個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戲到大陸」

（D4，2017.5.4 訪談），多數的工作人員、演員與拍攝場景皆來自於台灣。目前在中國穩定發展

的台灣導演陳銘章，其在中國的第一部作品《愛上琉璃苣女孩》（台稱 命中注定我愛你）也是

上述這樣的製作型態（簡旭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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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台灣電視劇產製網絡關係密切的湖南衛視，製作團隊除了導演本身，包括

製作人、編劇和演員亦具有台灣色彩。而這樣的情況也顯示了，從人際網絡的

角度來看，台灣影視產業中所累積的網絡關係，在產製合作的脈絡下，對於導

演進入中國影視製作的網絡中，有極大的助益。 

另一方面，諸位受訪導演在中國影視生產脈絡中的第一部作品拍攝的時

間，大約座落在2010年前後，在此之後也陸陸續續開始在中國尋找新的發展。

當然就像製作人P1在訪談中所提到的，「你要有本事變成陳銘璋，人家才會把

你叫過去，其他人啊，好少啦。」（P1，2015.10.28訪談），並非各個導演皆能

在中國有長期穩定的發展。不過，至少這樣的趨勢實際上已然呼應了在先前所

提到的，當台灣電視劇製作環境在此時間點已顯現出疲態，這也使得工作者紛

紛向外尋求機會。 

表 六 受訪編劇在中國第一部作品 

受訪者 作品拍攝年份 製作型態 

SW1 2002 合拍劇 

SW3 201731 國產劇 

SW4 2001 國產劇 

SW5 2008 國產劇 

SW6 2012 國產劇 

相對於受訪的導演的情況，從表六可以看到，在訪談的編劇當中有兩位與

                                                      
31 在中國的製作背景中，由於不存在「邊拍邊播」的製作型態，因此編劇的工作屬於拍攝之前

的生產階段。然而，從劇本創作到實際的拍攝，中間存在高度的不穩定性。編劇 SW3 在訪談時

（2015.7.30），已分享多個仍在與中國製作單位來回溝通的企劃案，但遲至 2017 才出現第一個

拍攝完成並播出的作品。同樣的情況也反映在目前在中國尚未有拍攝完成的作品的編劇 S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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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視製作網絡的連結顯得較早，而這樣的情況可能與工作者的工作資歷有

著直接的關係。相對較資深的工作者與老一輩的製作人員之間仍保有一定的連

結。實際上，這樣的情況也並非僅僅存在於編劇身上。以導演來說，過去長期

與三立合作，拍攝過《千金百分百》、《天國的嫁衣》、《微笑PASTA》等知

名偶像劇的導演沈怡，在1990年代就是「瓊瑤劇」的主要合作導演之一，而他

早在2000年便參與了中視播出，翻拍瓊瑤舊作的兩岸合拍片《新一剪梅》。同

樣的，編劇SW4在入行之初，曾經參與過「瓊瑤劇」的劇本創作。2001年他在

中國的第一部作品，則以未掛名的「影子編劇」32的型態，投入由過去的「瓊

瑤小生」劉德凱製作，屬於民國初年題材的電視劇劇本創作： 

我過去的時間非常早，我在2000年左右就寫了大陸的一個《XXX》，

那個戲是那個劉德凱他負責製作...因為早期台灣過去都是製作人在那

邊製作戲，然後他們熟悉台灣編劇就把台灣的編劇帶過去。可是那個

時候我們比較吃虧的是我們寫的劇本幾乎都沒掛名。因為他們當時都

是...我們就是所謂的影子編劇......（SW4，2015.9.24訪談）。 

此外，如賴以瑄（2008）提到，在2000年代初期，華視與中視慣以「購買

台灣地區播映權」取得外製的兩岸合拍劇的播映權利。這之中，包含了時裝劇

與古裝劇，而這些電視劇多數在企劃前期就由製作團隊送至電視台洽談版權購

買。在這樣的情況下，電視台實質上也能夠控制劇本與演員等製作事宜。受訪

編劇中與SW4同樣較為資深的SW1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藉由與華視的合作關

係，在2001年左右開始參與合拍劇的劇本創作。也藉此累積了一定的聲譽以及

人脈，進入到中國影視製作的網絡之中： 

最開始我的狀況是，我那個時候跟華視是幾乎是合作的，長期合作的

                                                      
32 在參與合拍片製作的台灣工作者開始從平等合作轉變為單純輸出技術之時，開始投入製作中

國製作公司投資但雇用台灣影視工作團隊的所謂「假國產劇」。在境外工作人員的員額限制下，

許多台灣工作者以未掛名的型態參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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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那華視那個時候一年會有一檔，是跟大陸在做合作的戲。然後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就有那個時候的節目部在幫我做安排。然後寫了

幾部之後，就有一些成績了嘛，就有一些基礎在大陸了，所以就很容

易啦。就是...就是之後會有相關的，他們就會跟我聯絡這樣子

（SW1，2015.6.23訪談）。 

然而除了工作者的資歷與網絡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導演與編劇在工作型態

中所存在的差異，也使得兩者在彈性化生產下的能動性顯得不同。在通訊科技

發達的情況下，文化工作的工作型態也顯得更富有彈性，能夠抽離既有的鑲嵌

網絡（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從幾位編劇的訪談

中可以看到，運用電子郵件交稿已是非常普遍的工作模式。在這樣的情況下，

編劇工作受到地域空間的限制較小。因此，若非將整個發展的重心轉移到中

國，多數編劇仍舊維持著往返於台灣、中國，甚至同時接案的工作型態。相對

於導演的工作，拍攝、後製必須長期停駐在一地，編劇即便因公前往中國，也

多半是應前期籌劃之需短暫停留： 

因為導演比較多是直接住那裡，是因為他們拍攝比如說三個月、五個

月，就在那邊啊，他們就是時間就在那。那編劇的話就是還好，是因

為我們還可以email寄過去，我們人不一定要在那。但他們沒辦法，他

們必須要在那，而且後期（製作）的時候，也是必須要在那邊生活

（SW4，2015.9.24訪談）。 

在工作特性的差異下，導演工作除了前製時期外，在拍攝與後製時期必須

長期停駐，因此導演的工作型態，相對來說要在中國與台灣兩地反覆接案所耗

費的時間較多，成本也較大。當2008年前後，台灣影視製作環境相對蕭條，電

視劇產量減少；漸漸的，由台灣製作團隊主導的合拍劇，主要場景和製作人力

皆在台灣的情況也不復存在。從導演D2的訪談之中看到，當主要的工作機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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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中國，在此時機點才「過去」，也顯得理所當然： 

那我今天拍，這個投資人是大陸的，所有資金都大陸的，那我拍攝場

地也在那裡，那我是不是要過去（D2，2016.7.22訪談）。 

另一方面，如同先前所提到，台灣製作團隊與中國特定地域的影視生產的

連結，也體現在台灣導演與編劇的社會網絡關係之中。以三立偶像劇的代表性

導演，當前在中國發展相當順遂的導演劉俊傑為例，他在2012前後逐漸將發展

的重心轉往中國，而第一部執導的作品《艾米加油》，出品的製作公司便是台

灣製作人何琇瓊擔任執行長的「上海創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33。事實上這樣

的情況並非特例，也可以看出湖南衛視與何琇瓊，從過去製播瓊瑤電視劇以來

一脈相承的合作關係34。藉由與何琇瓊的關係，台灣部分的電視劇導演、編劇

也得以順利進入中國影視生產場域，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編劇SW5，以及相對

較為資淺的編劇SW6身上，也突顯出社會資本的關鍵性： 

我大概是2010 年開始寫的...也不過七年......也是何琇瓊...就是瓊瑤阿姨

他們那邊的製作人，那他有搭配他們內地的編劇，那他們還須要台灣

的編劇一起過去支援（SW6，2017.5.1訪談）。 

但必須強調的是，如Banks（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提

到在個體自主化的生產型態下，網絡的社交性（sociality）由資本所驅動，實際

上是相當工具性的存在。在市場價值主導下，社會網絡的關係的存續更為短暫

且不穩定。當然，從導演D5的訪談中可以看到，對於工作者來說只要可以持續

在電視劇的產製網絡中有穩定且符合期待的表現，某種相對穩定的工作狀態仍

                                                      
33 從上海創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公司簡介網頁中可以看到，該公司前身是由瓊瑤所創辦的上

海仲傑文化交流傳播有限公司。目前該公司由何琇瓊擔任 CEO 

（http://www.mgtv.com/c/20121128/1853089550.html） 
34 除了持續負責瓊瑤作品的電視劇改編，近十年來，何琇瓊也投入製作《微笑在我心》、《將婚

姻進行到底》等偶像劇以及網路小說 IP 開發（劉慧茹，201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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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期待。但經由個別製作企畫案所搭建起的關係，即便是提早簽定新的工

作合約，背後所體現的邏輯依舊是短暫與不穩定的關係連結。實際上，這樣的

情況也暗示了，在經濟性和工具性的網絡關係下，與不合效益的工作者維繫關

係的不可能： 

每次過去都會有不同的製作公司和團隊，那如果你跟這個團隊合作的

還算愉快，結果也不錯那基本上你就會變成團隊的一員。只是說你不

是for公司，但是你可能在下一部戲會提早簽約（D5，2017.8.1訪

談）。 

相對而言，一方面對於個別工作者來說，維繫既有的產製網絡關係，得以

確保相對穩定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當前這樣個體化、彈性化的生產型態，

建立在相對不穩定網絡關係之下。中國影視製作環境中存在著為數眾多的影視

製作公司，工作者為了降低建立新的產製網絡關係所伴隨的可能受騙的風險，

也使得工作者對於既有的網絡關係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 

就是大陸公司太多了，其實我就會盡量選擇就是說，我熟悉的製作單

位我才做。不熟悉的，他們就是有的...有聽過什麼被呼巄的，那我也...

我也會擔心。所以我基本上都還是會跟我比較熟悉，常合作的導演

啦，製作公司合作。（SW1，2015.6.23訪談） 

事實上，從Bourdieu（1986）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可以看到，社會關係的

維繫除了是對於關係的再生產外，也反映了對於建立關係的某種合法性邊界的

再確認。也就是說，在影視生產場域中自由工作者在產業種所建立的關係，事

實上就是透過他們能夠穩定的產製出符合市場需要的作品來維護。在這樣的情

況下，這些台灣的編劇和導演與聘僱他們的中國電視劇製作單位的關係的維

繫，在於他們必須能夠提供能夠產製具市場價值的電視劇的知識和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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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的掌握與工作者既有的經濟、文化與象徵資本有著高度的關係

（Bourdieu, 1986）。在短暫與不穩定的產製網絡關係中，台灣的編劇和導演曾

經挾著高度文化資本，在中國影視產業中獲得許多的機會。但隨著台灣戲劇生

產模式價值的貶損，這些與台灣戲劇生產模式存在高度關係的導演和編劇，過

去所掌握的文化資本的交換價值隨之減少，也使得許多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

中失去持續投入戲劇生產的機會。如同編劇SW2在訪談中所提到的「西進也是

要看人家要不要你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SW2，2015.7.27訪談）。因

此，為了在商業利益主導的場域中獲取生存的機會，個人必須因應產業環境的

轉變做出調整。 

二 工作者的影響與調整 

1 製作人的位置轉變與因應之道 

如同先前所提到的，對於電視劇的製作人而言，在整個生產體系中的行動

和實踐，實際上正是內容產製和消費的整個文化迴路中的中介。特別是，台灣

的電視內容產製的方式，在後福特主義的彈性生產邏輯下，相對於鑲嵌在科層

化的，較穩定的生產結構。依賴著接案、遞案，藉由一個個企劃專案團隊的組

建，生產出戲劇內容的彈性化生產方式。快速的因應市場的轉化，更是一直以

來，台灣這些製作人為了生存所需具備的能耐。 

從文化部出版的《2015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可以看到，節目

作公司的家數呈現下滑的趨勢，2015年較前一年又減少了3.46%，顯見台灣的產

業環境已無法維繫眾多製作公司的生存。在台灣影視生產環境蕭條的情況下，

特別是以電視劇生產為主的製作公司，需要相對較高的製作成本，影響更是重

大。這樣的情況，在少數以獨立製片方式在產業中生存的製作人P5，對於產業

情況的描述得到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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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問我，我是這個業者第一線，這二十年來在做這個...至少拍戲拍

了二十年...這些年來看著整個戲劇這樣子起起落落，太清楚了。而且

我們公司還在，不在的關掉的一大堆。（P5，2017.4.28訪談）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許多製作人而言，與中國在產製上的合作與其說是為

了打入中國市場，到不如說是解決在台灣的生存困境的一種方式，這也暗示了

當前兩者的權力關係。在訪談中，實際上談到過往製作過的案例時，不同的製

作人皆提及類似的情況，案子「在台灣推不動」成為將製作移轉到中國的一大

推力，而所謂的推不動大多來自於製作規模如成本、技術的無法負荷。在資本

的牽引下，「在地」本身實際上就是服務於一種獲取資本利潤的工具性目的

（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也因此，如製作人P4提

到的，跳過向台灣電視台遞案的階段，直接到中國尋求資金和合作的機會，製

作所謂的「國產劇」，成為一種得以生存生產的路徑，而這樣的路徑相對來說

台灣團隊主要負責生產，近似於一種內容產品的「代工廠」： 

就是他們不要你們的...他們只要我們的技術，因為發行這一塊是他們

的市場嘛，那所以說發行商就像貿易商一樣，他來台灣找代工廠，把

他們要的東西訂製出來。那他們要把這個商品拿出去外面兜售。

（P4，2017.4.13訪談） 

而這樣的生產路徑，對於仍在台灣產製戲劇的製作人而言，在市場與內容

的操作層面上，由於兩地市場所需要的內容商品，以及對於製作的政策規範和

產製條件仍存在差異，因此策略性的區別、聚焦目標市場成為必須。作為在台

灣影視製作產業仍相當活躍的電視劇製作人，製作人P6便分享了實際上的操作

經驗。從中可以看到，甚至在製作企劃以前，購買IP的決策本身就已顯示出瞄

準中國市場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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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大概在前年底的時候就買了一個IP，一個網路小說，他就是

一個雖然背景架空，但是個古裝。我把它定義成古裝偶像劇，那就沒

有任何懸念啊，我們就一定要跟對岸合作，我就不可能在台灣因為做

不起來......我買這個IP他就是要讓這個IP先吸引觀眾嘛...那這個作家他

紅是紅在大陸...那我也不可能拿回來做。就好像當時的《泡沫之夏》...

對...其實你做了一個台灣的偶像劇，其實是怪怪的...（P6，2017.5.4訪

談） 

當然，作為一個戲劇代工者的角色，伴隨著前述的，台灣電視劇製作人在

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聲譽的滑落，所產生的對於台灣戲劇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產

業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影響。反映在實際產製環節的運作，最直接的表徵即是製

作過程中的決定權和話語權在誰身上，製作人P5所分享的經驗可以很清楚的看

到話語權翻轉的現象，已非由台灣製作人主導： 

我們以前去大陸的時候他還剛起來的時候，他在聽你講，我們還被央

視去.....那時候你可以告訴他一公分這麼長，這是一公分...你有一個你

自己的角度觀點跟他講。現在不是.....他現在說這麼長，他的一公分就

是我們的兩公分，因為話語權在他手上，標準他定的不是你定，美感

也是他定的不是你定的。（P5，2017.4.28訪談） 

但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情況並非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所遭遇

的特別情況，而是這樣的變化顯示相對於過去台灣製作人扮演的是產製與營運

技術的諮詢者和流行文化的中介者的角色，在逐漸失去過去在場域中競逐所賴

以維繫的文化和象徵資本時，「台灣」製作人所蘊含的市場意義已不如過往，

更趨近於一個單純的戲劇內容的外包代工者。而這顯然並無異於這些製作人與

對台灣節目主要出資者－電視台，之間的依存模式，當前的狀況無非是扮演好

一個代工者的角色。如編劇SW3在談到過去參與由台灣製作人製作的中國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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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時指出，製作人因應出資者的喜好而作出調整，實際上和在台灣與電視台交

涉的情況並無差異： 

就是看他高興啦，不管是在哪個國家都一樣，就完全是看他高興。台

灣也是啊，電視台主管有時候就是他覺得好看，那有時候覺得就是難

看，這是沒有辦法...沒有什麼原因的啦。（SW3，2015.7.30訪談） 

所謂的代工除了資金來源所建構出的在資本化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來自

於資本利益的管控、定奪。在角色上屬於資本代言人的製作人，實際也面對

著，相對於過去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扮演合資者或管理、技術顧問的位置和

角色，回歸到傳統的創意管理者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協調、管控資本與文化商品

生產過程的工作。製作人P4所顯現的態度是很好的證明。他認為，滿足客戶的

需求，實際上就是代工者這樣的角色所必須具備的技能和存在的條件： 

我一直覺得我們影視產業...像我們的工作是服務業，我今天我這個市

場的客戶訂製一個他需要的東西，是我們該有的技能。...所以我今天

如果for大陸市場在訂製一齣戲的時候，現在比較反著來可能是對方...

譬如說我現在談一個案子，對方拿了項目來問我，那我們就得丟故事

大綱出去（P4，2017.4.13訪談）。 

當然，當前這樣的處境很大程度來自於台灣過去依賴的戲劇模式的貶值，

但這並非當前的生產活動與過去戲劇模式的完全斷裂。事實上，從製作人P6分

享的合作經驗仍舊可以看到，中國影視產業對於台灣製作團隊的一些想像。而

這些想像來自於對於過去台灣出產的戲劇作品的印象，與前述的代工的合作脈

絡結合，成為目前台灣的製作單位賴以生存的一種型態： 

...因為他也許就是他手上有一個IP了，他覺得這個IP是青春、校園、偶

像，那我覺得可以找台灣的團隊來試試，可能他們會拍得比較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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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就是在做這個事。（P6，2017.5.4訪談） 

這樣的處境，顯示了台灣製作人在台灣製作團隊對於特定類型戲劇的製作

經驗和技術仍然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受到肯認的情況下，製作人仍舊得以藉此

掌握住一定的生存機會。甚至，特定的製作人仍可藉由過去的戲劇操作經驗，

進入中國主流的節目製作公司任職。曾在三立擔任戲劇總監，目前任職於上海

上象娛樂的製片人陳一俊便是一例。但整體而言，製作人作為文化商品的產製

和消費的中介，文化商品的生產，存在著參照市場成功的經驗與喜好的傾向。

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台灣製作人在與中國製作方洽談與協商的過程中， 韓劇作

為主要參考範本的現象，仍舊可以看出台灣製作人相對低落的處境： 

......他已經不需要找比如說誰誰誰...除非很特殊的劇種，譬如他們要做

終極系列，他可能那個know how還沒有那麼清楚。可是一般我們認為

的時裝偶像劇，他們已經覺得他們進步到不輸我們了，甚至他們在看

的高大上，他們在跟你討論的時候的reference也不會再提《流星花

園》了，他們會提的是《鬼怪》，他們會提的是我希望像《來自星星

的你》...類似這樣，就是那個是很現實的......（P6，2017.5.4訪談） 

然而，如同前述，過去台灣製作團隊能夠在中國的影視生產場域中，主導

特定題材的電視劇創作。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藉由台灣戲劇模式所生產出的

戲劇內容，其中體現的台灣流行文化。當前在代工化的處境下，為什麼找台灣

的製作團隊，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很大程度來自於製作經費的考量。台灣製

作團隊相對擁有足夠的能力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產製一定品質的戲劇。而在

代工的條件下，為了符合「接地氣」的要求，也可能因此陷入失去特色的窘

境，成為僅能依賴價格優勢，更容易被取代的角色： 

因為你一直想要變成他們，你永遠不是他們啦，你一直想要變成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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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樣子，講他們的語言，符合他們的標準，那你只是真的...其實所

以早期一些製作人到最後都回來了嘛。（D1，2016.5.27訪談） 

另一方面，對於台灣的製作人來說，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所存在的風

險，並不僅止於失去特色而面臨被取代的危機。中國廣電總局長期存在調控電

視劇製播的內容、題材與生產方式的情況（程靜薇、李珍暉，2014）。例如近

來針對韓國影視內容、人員發出的「限韓令」，對於整體產業便產生系統性的

影響。例如主要參與「國產劇」製作的編劇SW6，參與劇本創作的戲劇就因為

聘用韓國演員而拿不到「准播證」（SW6，2017.5.1訪談）。而這樣對於內容的

管控，也使得台灣的製作人依賴中國電視劇的代工，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風

險： 

因為他們那邊做戲也有風險，他們會突然就說不准穿越了...或突然什

麼探案劇不能做了，這也是一個風險。如果你覺得我對那樣的劇很有

興趣，可是他現在又不做了，所以就是還是有這種風險。（P6，

2017.5.4訪談） 

然而，台灣製作人所面對的情況，終究與導演、編劇這類以自由工作型態

生存的創意文化工作者有所不同。如同簡旭伶（2011）過去在研究中所提到

的，相對於中國製作單位對生產「台式品味」電視劇的製作人的不感興趣，中

國製作單位對於擅長特定類型戲劇的導演和編劇，仍有一定的需求。許多導

演、編劇以個別接案的「打工」方式，生存於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之中。接下

來，我將針對這類「打工者」所面對的情況進行討論。 

2 供給與需求：打工者的自我治理 

跨國的電視劇生產，依循著晚期資本主義的彈性化生產邏輯所生成的生產

網絡，隨著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由區域影視製作的邊陲轉變成為了中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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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型塑了一個以中國影視製作場域為中心的，資金、商業經營模式、與人才

的跨國流動（張舒斐，2014）。這樣的發展，隨著中國影視生產跨國連結的越

趨緊密，實際上也改變了台灣影視工作者在當中的位置與角色。相對於過去的

情況，編劇SW4稱這樣的角色與位置的變化為「去當台勞」。當然，這樣的指

涉顯然帶有負面的意涵，也並非所有的工作者皆認同以「當台勞」或「打工」

這樣的詞彙認識和介紹自身當前的處境，我也將在後續的章節討論這樣的問

題。但就編劇SW4的表述來說，至少體現了當前台灣導演和編劇與中國電視劇

生產的連結是建立在先前所提到的，一種自由工作者的個體化的工作型態： 

......因為早期我們都是製作人過去，製作人過去叫做老闆過去投資，是

資方過去然後在那邊就是投資然後最後賣回來。但是現在呢，我們是

過去當台勞，我們是過去，我們的老闆是大陸人，所以我們是過去工

作......（SW4，2015.9.24訪談） 

自由工作者這樣的個體化工作特性，鑲嵌在因應市場快速變動的彈性生產

模式之中，突顯了個人適應能力的重要性，一旦無法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隨

時都有著被淘汰的風險。就創意文化工作者的角度來說，這樣對於個人能力的

強調，反映了在彈性化的資本邏輯之下，對於個人在文化創作的實踐中的治

理，正如同於一種將自身視為企業（enterprise）的管理。這樣的生產關係，使

得這些創意文化工作者對於自己所產出的文化商品的藝術和商業價值也具有直

接的責任（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 

從導演D4對於在中國影視產業中，電視劇導演處境的認識，便可以看出這

樣的特性。他認為為了在產業中能持續的生存，導演必須盡可能地每年都有

「作品」。而這樣的作品要讓導演被記住，勢必需要一定的藝術與商業價值。

這樣的表述顯現出工作者對於商品市場價值的責任，若是未能產出會「紅」的

戲，因為「被忘記」而在產業中失去機會，則是自身所必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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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導演你應該是每年都要有每年的作品，你才能夠在這個環境裡

面一直有很好的生存下去。但是如果你只靠一個十年前的作品、靠五

年前的作品，可能我們就會被他忘記了...因為八年後、十年後你怎麼

會知道十年前那一部戲紅......（D4，2017.5.4訪談）。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僅像先前提到的，製作人的工作是「服務業」，

「為市場的客戶訂製一個他需要的東西，是我們該有的技能。」（P4，

2017.4.13訪談），這些在中國影視產業中尋求機會的台灣導演和編劇形同個人

企業（self-enterprise）的存在，在他們的工作範疇中實際上也體現與服膺了創

意管理的邏輯。從導演D5在訪談中所提到的現實情況可以看到，在彈性化與個

人化的工作型態下，個人必須擔負維繫在生產網絡中的連結的責任，調適自己

到符合資本市場需求的狀態也成為這些工作者賴以生存的一項技能： 

如果你想要在那邊生存下來，就好好把你自己調適到最好的狀態，一

切融入他們。我講的都是實話，你看能活下來的全部都是調適過的。

那因為這幾年來來去去的很多，那回來沒有再過去的也有，過去沒有

再回來的也有......（D5，2017.8.1訪談）。 

當然，個別的台灣導演或編劇仍有機會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生存，實際

上也代表了在他們身上所具備的某一些特質，在整體中國的電視劇產製環節中

仍然被需要。如同前述，相對於中國製作單位對台灣電視劇製作人顯得興致缺

缺，在中國影視消費市場中，對於不同戲劇題材的需求，反映在電視劇的生產

上，使得擅長創作偶像劇的導演和編劇，在中國仍有一定的需求。而這樣的情

況，除了反映這些台灣導演和編劇所具備的經驗和能力，仍舊有被需要的可

能；另一方面，背後的原因也在於他們面對市場所做出的調整，實際上是建立

在過去的製作經驗之上，其中存在某種秉性（disposition），也是他們調整自己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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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導演D3所分享，中國影視產業的接案經驗可以看到，在前述這樣的背景

下，中國的製作單位之所以希望聘請他擔任導演，實際上還是在於他奠基於台

灣電視劇的製作經驗，所累積的對於戲劇類型、流行文化品味的掌握，而這樣

的情況，伴隨著台灣導演相對缺乏歷史、古裝戲劇35的製作經驗，似乎也框定

了在中國的影視產業中，對他的想像，就是一位「偶像劇導演」： 

...比如說台灣以我來講啦，比如說拍過偶像劇比較多......他們投資方會

覺得我們的...比較洋氣，我們比較時尚啊...比較懂得這些，所以找我們

大部分也都是拍這些（D3，2017.4.28訪談）。 

同樣的情況，也反映在諸位受訪編劇對於自身工作情況的表述之上。例如

主要統籌、參與所謂「婆媽劇」劇本創作的編劇SW6也反應了類似的情況。而

除了製作單位聘台灣編劇或導演時，存在既定的認識，SW6的訪談中也可以看

到，對於自身能力的詮釋，相對來說這樣的體認也是工作者對於自己在場域中

的位置的一種確認： 

因為他們當初找我們也是覺得找我們做偶像題材或是比較都會的東西

是比較上手......譬如說像我們之前做古裝...偶像劇有要做到古裝的，就

會很掉漆，因為你沒有那樣的環境也沒有那樣子的文化素養跟背景。

所以他們會希望我們寫的東西還是在於我們的一些比較偶像題材、都

會題材（SW6，2017.5.1訪談）。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也體現了，在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下以中國影視製作場

域為中心的人才的跨國流動。對於中國影視產業中的製作單位來說，聘用台灣

的導演或編劇，只是揀選自己投入特定題材、種類的電視劇生產所需要的製作

人力。從目前在台灣經營編劇工作室的編劇SW5（2008年開始在中國參與劇本

                                                      
35 根據《2016 廣電藍皮書：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的資料顯示，2014-2015 年電視劇題

材的比例，歷史、古裝題材的戲劇占比皆超過 45%（周菁、陳林、黃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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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訪談中可以看到，在資金與市場以中國為中心的發展下，台灣的導演

或編劇便是中國製作單位在時裝、都會題材下特定戲劇類型的製作需求下，所

需要的人力： 

因為他錢也夠，我就找我要的，導演團隊我就找我要的，編劇團隊我

就找我要的，他們就是...已經有這個能力去操作了。......（SW5，

2017.5.1訪談） 

另一方面，在中國電視劇生產的龐大製作量的背景下，並非所有電視劇的

製作都擁有優渥的製作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這些工作者，從過去的戲

劇製作經驗中累積，「習慣的是在很短的時間，很低的製作費裡面，然後產出

很高的價值」（P3，2016.7.22訪談），「靈活」的應對有限的製作條件，也成

為他們仍得以生存的一大特性。此外在中國大牌導演、編劇身價水漲船高的情

況下，聘請台灣相對「便宜好用」的台灣影視工作者，如同簡旭伶（2011）所

提到的，也成為中國製作單位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節省成本的一種方式。這

也使得如同導演D3所談到的在符合製作單位的需求與期待下，台灣工作者雖未

必能接到大製作的案子，但起碼還可以維繫生存： 

後來陸陸續續有什麼陳銘章這些拍三立早期的...周曉鵬他們啊，他們

都很早就去了嘛...或林合隆啊，他們都待在那邊十幾年了。然後當然

他們那邊...因為他們量很大，你到那邊就會發覺不會沒戲拍的，每個

人都有戲拍，只要你長期待在那邊（D3，2017.4.28訪談）。 

自由工作者的個體化、彈性化的工作型態，使得台灣的導演、編劇這些創

意文化工作者得以掙脫台灣影視生產的桎梏，在產業環境不佳的情況下，到中

國尋求發展。但在這樣的脈絡下，個體所謂的自由實際上是有所侷限的

（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在市場化的影視生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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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自由工作者以個人企業的方式經營自己，體現了自身的利益，也是對於

資本利益的回應。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將在下面的段落更詳細的討論台灣的導

演和編劇在面對產業環境的變化下，實際所做出的因應和調整。   

3 接地氣：回應市場的變化 

在訪談的過程當中，「接地氣」是一個頻繁出現的詞彙。但有趣的是，從

不同受訪者使用「接地氣」這個詞彙的語境，也可以看出在認識上有些微的差

異。其中，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型態。第一，是放置在台灣電視劇作為境外內

容的脈絡的認識，「接地氣」意味著內容的「在地化」調整；第二，是放置在

中國電視劇類型系譜的脈絡下，相對於「懸浮劇」或是習於創造愛情童話的

「偶像劇」的意涵。這樣的認識較趨近於「百度百科」中對於接地氣的定義：

「“接地氣”就是要廣泛接觸老百姓的普通生活，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打成一

片」，也就是戲劇的內容、對話盡可能的貼近觀眾的生活。 

然而，即便在訪談的過程中對於「接地氣」這個詞彙的使用和認識存在差

異，但若將上述的兩種意涵擺回中國影視產業中，這些工作者的工作脈絡，實

際上仍然可以看到一定的共通性。在消費市場的驅動下，不論是「在地化」的

角度；或是如導演D5所說「......懸浮劇曾經興過一時，現在慢慢的回到所謂接

地氣的東西......」（D5，2017.8.1訪談），從市場口味轉變的角度切入，在工作

者身上皆存在一個共同的結果，就是回應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對於台灣的導演

與編劇來說，電視劇生產的技術和經驗主要奠基於台灣戲劇模式，在地化的調

整和貼近觀眾的生活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回事。因此，這也構成了我在接下

來的討論中，對於工作者在訪談中所表述的內容的認識。 

如同先前所提到的，中國製作單位聘請台灣編劇或導演參與製作的戲劇類

型偏好，與過去台灣與中國建立電視劇產製連結的偶像劇和鄉土劇戲劇模式有

著高度的關聯。編劇SW5過去主要參與偶像劇的劇本創作，目前公司與中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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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影視公司長期合作。從編劇SW5的訪談中可以看到，在接案的過程中，偏向

於創作都會、愛情甚至校園類型的電視劇劇本，實際上也反應了台灣編劇的生

存策略。對於台灣編劇來說，在劇本創作中尋找「共通的語言」是應對「接地

氣」需求的一種策略和方式。而上述的戲劇類型所具備的現代都會的「共

感」，是台灣編劇在這樣的策略下所欲追求的核心目標： 

......那經濟水平已經開始對岸超越我們了嘛，所以我們可以有一些共通

的語言其實是包含了全球的共通的語言，比如說愛情...像校園、像都

會生活...這些可能就是全球皆然......（SW5，2017.5.1訪談） 

當然，這樣的策略並不是說台灣編劇在劇本創作時不需要做出調整，實際

上在所有接受訪談的編劇的表述中，皆曾經提到過，一方面必須透過影視作品

或與人交談、接觸等方式，認識中國社會脈絡下的日常語彙；另一方面，也要

了解審查制度下，內容的紅線在哪，這在編劇工作當中亦顯得相對重要。然若

從思考邏輯和生活應對的層面來理解「接地氣」，實非短時間能夠調整與回

應。這樣的情況也反映在編劇SW6的訪談中，即便參與的戲劇較偏向於「婆媽

劇」的類型，在無法完全貼近年長觀眾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情況下，也促使了

編劇相對來說，仍將創作的戲劇的類型設想為偏向符合都市年輕觀眾喜好，追

求某種現代都市生活共感的戲劇題材： 

......因為他們還是有非常生活化的戲，那真的非常非常接地氣，那種的

我們是沒辦法。也不會有台灣編劇想要去寫那樣的戲，你就不是他們

的人，你跟他們思維就不太一樣......譬如說你台灣的八點檔他有華劇有

比較年輕人看的...或者有比較老的。比較老的你就要知道爸爸媽媽都

在想什麼啊，他們平常都在樓下聊天聊什麼啊......（SW6，2017.5.1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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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編劇之外，在台灣主要執導偶像劇的導演D5，也提到曾參與操作的

幾部中國電視劇，內容和類型便是運用偶像劇的拍攝手法，將婆媽劇「偶像

化」。這樣的呈現在他看來，是一種在消費市場尋求差異、利基的生存策略： 

......其實那陣子我操作過幾部變成...你把所謂的婆媽戲偶像化，就是我

一樣是拍那種婆媽戲，但是我不進棚。我一樣是用偶像劇的操作方

式，就是畫面也是乾乾淨淨票漂亮亮的，男的帥女的美......這種東西他

是不是就是一種進化、衍伸，把兩種不一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D5，2017.8.1訪談）。 

實際上這樣的類型的混合、延伸，也並非僅出現在所謂「婆媽戲偶像化」

之上。由台灣知名的偶像劇製作人陳玉珊製作，曾經在中國創下高收視率的古

裝戲《蘭陵王》，便是一種偶像化的古裝戲。陳玉珊在受訪時便提到「『蘭陵

王』是現代的『花美男』加『貴公子』」（新浪娛樂，2013 年 8 月 26 日），完

全符合偶像劇男主角的條件。而這樣的現象，某種程度也顯示了一種市場策略

的調整下，對生存的路徑依賴，亦體現了秉性對於人的行動的框限（Bourdieu, 

1977／宋偉航譯，2009）。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在類型與題材的調整，如同編劇SW5在上述引文中所

提及的，使用中文的台灣編劇，借助著語言的接近性，讓台灣編劇仍有一定的

生存空間。而在訪談過程中，多位編劇提到了曾經接觸過網絡小說劇本改編的

經驗，從編劇SW2提到，曾經參與改編《小時代》電視劇版劇本的情況來說，

台灣編劇對於都會、愛情等題材的創作經驗，在當前的情況下，似乎成為中國

戲劇製作單位改編網路小說IP的適當人選： 

比如說我是最早接到《小時代》的電視劇的人，那時候他們給我小說

然後叫我改......他們當然對你有想像，他們覺得你可能處理這種故事

會，比較fashion的題材會比他們要好（SW2，2015.7.27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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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編劇在劇本創作上，與中國電視劇的製作存在的語言親近性，提供台

灣編劇得以在場域中生存的機會。但相對於編劇工作來說，由於導演的工作主

要著重在鏡頭的呈現和場景的調度以及戲劇整體的掌握，語言上的親近性在其

中的重要性較為次要。實際上，也使得台灣導演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所面對的

的競爭也較大：  

......那導演不一樣，導演是幾乎沒有所謂的地域差異，只要你稍微會溝

通...用他們的語言溝通......只要他的專業技術...只要他的節奏、他的運

鏡，就是能夠到達一定的水準跟要求，他能夠掌握整齣戲的風格，那

麼他就可以去做這些事情。所以導演的競爭性的確是更大的......你常聽

到他們請了韓國的導演、請了日本導演、請了香港導演......（SW5，

2017.5.1訪談） 

事實上，在中國影視產業中，隨著產業規模的增長和競爭深化，產業中的

影視製作公司紛紛追求產製所謂的「精品」內容，以獲取更高的利潤（Keane, 

2015）。這樣的趨勢也使得集合大量資金、優秀製作團隊、重量級卡司等資源

投入製作，成為有能力的製作公司吸引消費市場目光的方法（Fiona，2017年7

月11日）。然而，這樣的情況對於台灣導演來說，相對於在台灣影視製作環境

相對侷限的資源條件下，台灣的導演能夠運用有限的資源，「土法煉鋼」出具

備一定品質的電視劇產品。反之，在中國電視劇平均製作成本已然比台灣龐大

數倍的情況下，過去製作經驗所累積的習性形成了一種框限。使得面對充裕的

製作資金，「不敢想」甚至是「想不出來」，成為這些台灣導演的一大侷限： 

因為他們市場太大了，所以他們永遠可以讓你做很多東西，讓你去

想，他最怕你想不出來，就這樣子；那台灣就怕導演想太多，這差距

蠻大的。他們現在內地就怕你導演想不出東西，你想什麼東西他們都

可以滿足你；那台灣就怕你導演想太多，因為我們沒有他們那麼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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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去執行......（D4，2017.5.4訪談） 

這樣的情況，在導演D3於訪談中分享的製作經驗具體的呈現。他提到曾經

在深圳拍攝一齣電視劇，由於拍攝場景不符需求，「只能勉勉強強抓了幾個角

度拍」，但最後出資者卻決定花費約六、七百萬台幣的成本搭設1：1的實景，

「只為了拍兩天的戲」（D3，2017.4.28訪談）。相對而言，這樣的製作條件，

對於習慣在台灣相對拮据的製作金費下拍攝的台灣導演來說，根本無法想像。

而台灣導演對於這樣的製作條件的無法想像，如導演D5在訪談中提到的，也突

顯了在面對大製作、大成本的條件下，調度能力的相對缺乏： 

我今天就算我把這個錢砸在你台灣人身上，我告訴你你不會花，你不

會做，因為你格局完全不同。......就是我今天要一百個人，你可能只給

我三十到四十個人，在那邊我要一百個他給我一百五十個，格局是大

的......（D5，2017.8.1訪談）。 

在追求「精品」內容的目標下，台灣導演對於產製大製作戲劇的能力缺

乏，也成為能夠在中國生存的導演必須要學習與調適的面向。這樣的調適，在

近一年來往返台灣與中國拍戲的導演D5的訪談中，可以看到明顯地呈現： 

我要回到台灣我就得馬上調適台灣這樣的預算和市場。我在那邊一組

人...我剛拍完的那一部，一組人全組加起來大概快兩百人吧，在台灣

一組才三四十個......所以我就是說如何去調適那種三四倍之差。......當

然剛過去的時候有很多事情是不習慣的，你過去第一部戲你很多事情

是在學習、觀察，在研究去適應，這是絕對的（D5，2017.8.1訪

談）。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導演除了適應中國當前的電視劇投資與拍攝規模

外，隨著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與市場的快速變動，養成了較為快速地拍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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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如何在這之中與他人競爭，「把自己變得更精準」（D4，2017.5.4訪談）

可能是台灣導演可以把握的關鍵所在。而這所謂的「更精準」，一方面在於更

準確的拍攝每一個鏡頭，減少浪費的時間成本。而如同先前所談到的，這樣能

力來自於過去在台灣有限的製作條件累積的經驗，實際上也替部份台灣導演獲

取經費和資源相對有限的製作案的機會。 

另外一個層面，如製作人P6和製作人P4兩位所分享的與中國製作單位交涉

的經驗，主要可能在於他們認為台灣導演相對來說比較會「講戲」，對於演員

的情感表達的掌握也較為精準和細膩，相對來說在導演的選擇上有了「要動作

我們找香港，要拍偶像劇我們找台灣」（P4，2017.4.13訪談）的情況。如導演

D4所分享的拍攝經驗，這樣對於情感的掌握與要求，可能來自於過去在台灣拍

攝偶像劇的拍攝習慣： 

......生氣有好多種，我可以怒目我也可以忍著、憋著的生氣，有很多種

表演方式，那就要去了解為什麼...那就是我們台灣的我們比較習慣要

了解為什麼。那內地因為他們量太大了，他們沒有時間去了解，他們

就照著劇本走，他們不會去鑽研為什麼......（D4，2017.5.4訪談） 

這樣的情況，實際上也呼應了先前所提到的，當前中國製作團隊對於台灣

導演或編劇仍然存在一定的需求，而這樣的需求是建立在特定類型戲劇製作上

的需要。對於台灣的這些工作者來說，則仍舊依靠著過往的製作經驗所累積的

能力，企圖抓住這些機會。 

三 打工說背後的潛台詞  

1 市場與國族框架的矛盾 

如同前述，台灣影視工作者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面對環境的變化所做

出的調整和因應，實際上反映了這些工作者在彈性化的生產下，因為在場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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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改變，所需面對的在中國電視劇生產網絡之中的狀態。但正如前一個章

節曾經提到，並非每一個工作者皆認同以「打工」這樣的概念來理解他們當前

在中國影視製作環境下尋求發展的情況。而這樣對於工作狀態的詮釋的差異，

對於理解這些工作者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的存在，實際上仍是不可或缺的一

個面向。因此，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希望更深入並嘗試釐清這之中所體現的

問題。 

無可否認的是，正如論文開篇引述的報導所示，中國影視產業的發展，對

於台灣的影視工作者來說無疑是一個「實現自我價值、發揮實力的重要舞

台。」（陳幸芬，2015）。從曾在台灣和中國擔任電視劇編導的製作人P4的訪

談中可以看到，他認為工作者在中國發展是一種市場中的機會競奪。在中國影

視產業的發展下，相對優渥的待遇和製作條件，對於工作者來說，到中國「賭

一把」，代表的是一個尋求更好發展的「機會」。機會來自於市場，只要「各

憑本事」與場域中來自不同地方的工作者競爭，就存在於舞台中取得發光發熱

的機會的可能。而在這樣的表述背後所透露與顯現的則是新自由主義下，機會

平等的市場競爭邏輯： 

除非你把那邊當成是一個市場，不要把他當成是一個什麼政權。你當

成一個市場，用這種心態去經營，就像看待東南亞、日、韓......那你如

果想在大陸市場發光發熱，最簡單的就是你去那邊賭，跟所有來自於

中國大陸其他地方，包括日、韓、東南亞所有華人，你去中國賭一

把......就各憑本事，你口袋裡有東西，你很快就會被看到嘛......（P4，

2017.4.13訪談） 

事實上，在「時空壓縮」的彈性生產的發展下，在中國或是在台灣，產製

網絡的鑲嵌實際上更趨近於同一種狀態。就像編劇SW3所提到的，對於工作者

來說，不存在「兩岸」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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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比如說他來找你，你就要看說能不能跟他合作，那這個部份其實

不分兩岸，也沒有說要不要去那裡發展的問題（SW3，2015.7.30訪

談）。 

不論是台灣的導演和編劇依循著個體化的工作型態，與中國影視生產網絡

建立連結，或是台灣製作人作為中國電視劇的外包代工者，實際上，其生產關

係與台灣的電視劇產製脈絡中的情況，並無二致。其中以編劇的角色為例，從

編劇SW3在訪談中的表述便可以看到，不論在中國或是台灣，編劇在製作環節

中都是在一個受雇、接案的位置。這樣相似的彈性化生產網絡也反映了工作者

對於自身工作的認識，實際上不論在哪，同樣皆扮演著「打工者」的角色： 

不管在台灣或大陸都一樣啦......我們大部分所謂編劇打工就是說，我們

就是拿了片酬我們就走人了（SW3，2015.7.30訪談）。 

但即便如此，商業市場下的產製網絡關係仍無法免除政治上的不滿或焦慮

的影響，如同汪宏倫所提到的，在兩岸的政治、歷史脈絡下，政治上的國族建

構實際上仍然與經濟上，全球市場的發展產生矛盾（Wang, 2009），而過去賴以

瑄（2008）亦曾經提及，媒體輿論在兩岸合拍脈絡下所展現的「反中」情緒。

這樣「反中」的情緒亦與中國在政策上對於台灣工作者市場利益的限制有所關

聯。在中國整體產業政策下，對於包括港澳台三地在內的境外資本參與電視劇

製作多所管制，而其目的既在於扶植本土產業鏈的發展。這樣的結構條件，具

體的影響場與中的台灣工作者，也反映在工作者對於情勢的體認。製作人P6對

於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位置和功能的認識，實際上就呼應了上

述的政策目的，也突顯一種台灣與中國工作者的區別： 

......我們只是暫時的去打工的收割...例如說他們需要用台灣的人才去補

他們十年的不足，那你一批人過去全部教會了，那現在全回來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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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教會我了，那我現在市場更大，我從韓國、日本，從美國好萊塢去

學習到更高的技術，你台灣的技術已經成跳板。......（P4，2017.4.13訪

談） 

此外，在上述大的政策制度脈絡下，中國對於境外工作者參與電視節目製

作的員額限制，從編劇SW4的訪談可以看到，對於台灣的工作者而言，無疑也

展現了一種「他者化」的作用： 

就是我覺得他們對我們還是...政策上有一些壓制啦，像最近他們也是

對韓國的、對台灣的...前一陣子對台灣跟香港的都有限制啊。

（SW4，2015.9.24訪談）。 

而在國族框架的衝突下，也一定程度的形塑了「台灣」工作者的敏感性。

在政治的衝突下，為確保商業利益，也可能影響到台灣工作者的工作機會，如

同過去台灣演員戴立忍的「被台獨」就是相當鮮明的例子36。而在這樣的情況

下，製作人P6也談到，這使得與中國製作單位的合作顯得兢兢業業： 

......就是我們跟他們合作也要比較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太多政治不確定

因素......比如說某一個導演他曾經要去跟湖南直接合作一個案子，然後

湖南台的主事者直接跟他說某某導演請你回去檢查一下你過去五年的

facebook，該刪的就刪一刪......（P6，2017.5.4訪談） 

因此，對於在中國的台灣影視工作者來說，這樣的情況顯然不可在討論中

被忽視。從導演D3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工作者必須面對經濟行為與政治矛盾的

相互衝突。特別是在台灣慘澹的製作環境，工作機會缺乏和待遇相對不佳的情

況下，對於受訪的這些資深的台灣工作者來說，實際上，在中國尋求機會本身

                                                      
36 2016 年 7 月台灣演員戴立忍遭中國網民指控「曾參與台獨相關活動」，而事件在共青團等待

有黨國色彩的微博帳號推波助瀾下更為擴大，戴立忍也因此發出道歉聲明，並遭參與演出的電

影《沒有別的愛》片商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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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著不得不為的成分： 

一個電視劇導演...這麼多工作人員這麼多導演，那一年才幾部戲？你

怎麼活？你怎麼工作？...必須要有一些工作的機會，那那邊工作機會

的酬勞畢竟是這邊的很多倍，那你還是會...即便你很不喜歡那個環

境，覺得我們那不同國家...很愛台灣不應該去的...好沒關係...那有些人

就覺得這兩回事吧......（D3，2017.4.28訪談） 

這樣的情況，突顯出「打工」一詞與生產關係的關聯，打工一詞當然帶有

對於現實處境的無奈，但撇除這點，實際上打工很清楚的描述了雇主與受雇者

之間的生產關係。而這樣的描述，在台灣製作人隨著模式貶值，而成為受雇於

中國製作單位的代工者的轉變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製作人P5在訪談中談及

台灣製作單位的「代工」處境認為「那就不叫合拍了啊，那就是打工啊，就是

台勞啊......」（P5，2017.4.28訪談）。這也顯示了，在描述生產關係的層面，

「打工」或是「代工」兩個詞彙基本上有著相同的指涉。 

當然，對於「打工」一詞的理解，可能存在著面對大環境變化的無奈，但

實際上並不完全表示所有工作者對於「打工」這樣的概念的承認。這之中的差

異，在導演D3自己對於「打工」這樣的概念的質疑就可以看到。為什麼去其他

的國家工作不是「打工」，而到中國發展卻要遭受非議？這並非就此證實只有

到中國工作才是「打工」，但顯然這樣的爭議在工作者自我意識中的存在，實

際上也突顯了兩岸在政治上的對峙，對於工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或如何看待他人

看待自己的認識框架產生了影響： 

但是我覺得不要這種心態...我覺得...健康一點，你現在不要想說我是...

我覺得講這些話的人某種程度就是...因為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太微妙

了，如果我是去日本呢？人家就不會講說是去日本打工了...如果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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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去東京談個案子，然後談到我一個人去了...有機會，是會上新聞的

耶......（D3，2017.4.28訪談）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導演D2在訪談中對於自身心境的描述，可以看到一種

在對話與自我詮釋的過程中，合理化自我的企圖。當然，這裡所欲主張的並非

「幫大陸人打工」這樣的表述，背後代表了一種負面的意涵。而是這樣的企圖

顯然顯現了，國族框架所產生的矛盾，仍舊對工作者如何表述自己鑲嵌在中國

影視生產網絡的過程和狀態，產生了影響： 

我的頭腦跟我的身體跟我的精神全部都去幫大陸人打工，因為我完全

以那邊的市場為主。可是我們自我安慰的一點想是什麼？我還是把我

們台灣的應有的文化或什麼，我帶過去了，然後我提了一筆人民幣回

來家裡面花，回來台灣花（D2，2016.7.22訪談）。 

相對來說，依循上述的脈絡，編劇SW2的表述顯然呈現了另一種與前述導

演D3或導演D2的態度的對照。不願當「菲傭」、「打工仔」的宣稱，再再顯

示，實際上把在中國影視生產網絡的關係看做是「打工」，這樣的描述也體現

了部分工作者在中國影視產業發展下，當主要的製作單位和投資者來自中國，

場域位置的變化與國族框架交織，產生了對現況的負面認知： 

就是，講那個一點，我希望我進入那個市場我是一個，台灣最好的編

劇之一的角度進去，我沒有要去當你的打工仔。所以我才能夠保持我

對這件事情的主導性。就是台灣才不會淪落為一片都是菲傭市場的感

覺，就是都去幫他們服務（SW2，2015.7.27訪談）。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即便台灣影視工作者在中國「打工」，是一種經

濟因素驅動下的結果；對於實際生產關係的一種描述。但在國族框架的影響

下，這樣的現象怎麼被社會認識，以及在這當中工作者自己怎麼認識自己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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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仍因此存在著相當的衝突和差異。而這樣的差異與衝突，也顯現在訪談中

工作者的自我表述和詮釋。 

2 鎖國或迎向市場的辯論？ 

當然，前述的討論，絕非是將對於問題的理解，重置於過去的冷戰背景之

下。事實上，過去馮建三（2007）便曾經提到，中國對於台灣媒體環境似乎存

在雙重作用。一方面在政治角力之下，中國成為統獨想像的箭靶，阻礙了議題

的討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媒體市場的發展，中國也成為一種市場利益的投

射對象。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對於影視政策的想像也窄化為市場的開放。政治

立場鮮明的《旺報》就曾以「鎖國心態 逼人才出走」為標題，倡議市場開放作

為解決台灣影視產業的方法，而鄰近且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便成為一個「應許

之地」： 

「如果不放開、不面對，台灣演藝文化還剩下多少年？」兩岸影劇產

業早已反轉，台灣缺錢、缺市場，現在更面臨兩岸政府關係不佳的阻

礙，但若不雙向交流，為了生計，恐怕只能讓人才被迫出走（陳曼

儂，2016年10月20日）。 

當然，在此並非要細究台灣現存的影視產業政策的方向，實際上東亞區域

的文化交流顯然也並非完全的市場開放。在政治與歷史背景的影響下，仍存在

著不穩定、不平衡的情勢。上述引文中對於現行政策的批判是否屬實，亦非在

此所要討論的焦點。此處所欲提出的是，類似的態度顯然存在著一種對於自由

化市場的嚮往與價值評判標準，實際上也體現在部分受訪的工作者的認知當

中。例如已在中國發展多年的導演D4即認為，在中國的發展，能夠獲取更多的

跨國合作的機會，相對來說台灣的市場條件以及產業的情況則顯得封閉和視野

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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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在大陸我跟韓國團隊合作過，我跟日本的團隊合作過，那我也

去過歐美拍過，所以也有跟歐美那邊的工作人員合作過，所以讓我們

增廣很多的見聞，讓我們視野變大了。那我覺得台灣因為...現在越來

越封閉，把自己的視野做小了......（D4，2017.5.4訪談） 

這樣的態度，實際上也暗示著對於「在地」或「地方性」的貶抑，體現了

一種對於全球市場的追求與地方性的二元對立的認識。在這樣的認識下「台

灣」、「在地」的追求代表了市場的侷限。相對來說，近年也在中國發展的導

演連奕琦在過去的訪問中，更是直接的展現出這樣的認識，「留在台灣」等同

於在全球市場下對於人才的束縛： 

台灣因為政治定位上的「維持現狀」，加上網路讓電影電視的界線模

糊化，反而被太多二手知識框限住。「市場是全球的，台灣太被國族

的界線綁住，一直在想怎麼把人才留在台灣，台灣成為市場很困難，

要成為一個實驗區比較容易。」（曾芷筠，2015年4月30日） 

上述的情況，顯現了在全球市場的想像下，源自於經濟動能的「走出去」

的期待。這種「走出去」的期待，是一種去政治的態度，純然的對於市場利益

的追求。而在當前的情況，中國的影視產業已然形成了一種，已中國市場為中

心的資金、商業經營模式、與人才的跨國流動（張舒斐，2014）。誠如編劇

SW3在訪談中提到的類比，「台灣就比較像英國，然後大陸是好萊塢。就是他

們是一個全球性大型的市場，華語的市場。」（SW3，2015.7.30訪談）。台灣

工作者在資本市場驅動下，無疑服膺於一種以中國市場為中心的文化工作的跨

國分工。 

在彈性化的生產型態下，這樣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跨國分工，伴隨著人才

的流動，對於在這當中相對邊緣的台灣來說，的確造成了有經驗的人才的流

失。但在這樣的脈絡下，對於「人才流失」和「留住人才」的討論，實際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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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在國族框架下的一種對於現象的認識。正如Banks（2007／王志弘、徐苔

玲、沈台訓譯，2016）對於在網絡化、彈性化社會關係中的文化工作者的描

述，概化的理性經濟人實際上無法完全解釋工作者在這當中作為主體的存在。

工作者作為一個社會主體，仍就重建社會鑲嵌的企求，這也顯示了非市場社會

關係的價值在個人的社會實踐中存在的重要性。導演D3在訪談中對於「西進」

一詞的不同意，便可以看到對於社會鑲嵌性的追求。對他而言，並不存在離開

或留下的問題，而關鍵點在於他還是要「回家」： 

那我今天拍，這個投資人是大陸的，所有資金都大陸的，那我拍攝場

地也在那裡，那我是不是要過去。可是當我一但拍完了，我要休息我

一定回家休息，這裡還是我的家啊。（D2，2016.7.22 訪談） 

另一方面，即便是長年在中國發展的導演D5也提到，他會給予自己一些空

間去選擇自己「想要拍的」，以作為對於自己創作的調整和沉澱。而實際上他

亦持續參與製作如公視「人生劇展」等較非商業取向的戲劇創作： 

......基本上這些年我盡量還是能夠有空間讓我去選擇我想要拍的，那是

最好的。如果今天只是戲來我就拍戲來我就拍，你基本上看不到我，

我已經推了好幾部戲了......你如何讓自己一個工作階段結束之後，你做

一些新的調整，新的養分吸收或沉澱一下再開始。......（D5，2017.8.1

訪談） 

上述的討論，顯示了「留台灣」實際上具有相對於經濟以外，不同價值的

追求。這樣的情況如客家電視台電視劇《勞動之王》導演張哲書在一篇訪談中

所提到，對於「在台灣」拍戲的動機的理解，可以得到印證： 

導演也提到，「不能把台灣的預算拿去跟中國比較，真的在意，我就

覺得你不要拍台灣的戲。你在台灣拍戲一定有你的原因，有好的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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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好的平台，深耕台灣，從這片土地起家，你還是要有一些東西來

付出心力。」（Berton，2017年3月29日） 

顯然，地方本身憑藉情感和社會經驗的連結與互動的感覺，對於文化的生

產實際也提供了一種創作的啟發與想像力的拓展（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

玲、沈台訓譯，2016）。在網絡化的關係下，地方性的存在，在工作與利潤追

求之外，為文化工作者在不同地方空間的群聚與流動提供了不同動機的解釋。

當然這樣情況，實際上也並非不見容於商業資本的邏輯之中，形成與市場的對

立。甚至，從導演 D1 的訪談中也可以看到，地方性所創造出來的特殊性，在

影視生產網絡中也構成了商品產製的某種秀異，提供了文化工作者在場域中生

存和競爭的籌碼： 

香港影業興盛的時候，你們這些人都是大家搶這要，可是當香港產業

已經消失了，已經崩潰的時候，你們這幾年的那種新鮮感被消費完就

沒有了。......其實我們不能讓台灣影視產業就這樣沒了，像香港那

樣。...當你們有案子，當台灣有好的作品，你們一定要想辦法來幫助

台灣來幫...這樣子你們才能保有你們原來的價值......（D1，2016.5.27

訪談） 

這顯示了影視生產和消費蘊含著某種地方感的需求性，也反映了在彈性化

的生產中，反身性的主體對於社會鑲嵌的企求，使得追求社會與情感連結的表

達且具有獲利水準的自我實現的可能。而如同《共誌》在一篇題為「坐看雲起

時 行到水窮處 臺劇的現況與未來」的文章中，一位受訪的製片所提到的，在

全球化市場的發展下，「人才流動實屬常態，華語市場的整合亦無可避免。

『重點還是只有一個，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出有臺灣特色，而別的市場又能有共

鳴的東西？』」（魏玓，2015 年 11 月 29 日）。這樣的表述也印證了前述的討

論，生產具有「台灣特色」的產品，除了蘊含著社會與倫理的意涵，也符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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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市場的操作邏輯。在這樣的範疇下，實際上也顯示了台灣文化工作者與在地

產製網絡維繫或重新建立連結的可能。 

四 小結 

本章檢視了電視劇生產中的台灣影視工作者，在彈性化的生產脈絡下，如

何與中國的電視劇生產網絡建立起連結。過去台灣的製作人借助著台灣電視劇

在中國的暢銷，在模式交易的脈絡下，成為中國製作團隊引進專業製作和管理

的技術、知識的提供者、中介者；另一方面，台灣的電視劇編劇和導演，過去

在電視劇產製的經驗、知識與人際網絡實際上與台灣偶像劇或鄉土劇的戲劇模

式的生產和運作有著密切的關係，也藉此進入到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之中。在戲

劇模式貶值的情況下，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地位逐漸成為代工者

的角色。藉由台灣偶像劇或鄉土劇殘存的象徵資本，以及相對低廉的製作人

本，獲得機會。對於以自由工作者的工作型態在中國打工的台灣編劇和導演而

言，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面對市場的需求做出調整，確保在場域中的生存。

而所謂的調整仍是建基於過去製作偶像劇或鄉土劇的經驗和技術，也對應著中

國特定戲劇類型的製作需求。此外，全球化市場的運作，伴隨著台灣與中國在

國族框架下的衝突，也形塑了工作者對自我的詮釋的矛盾。而國族框架的矛盾

交雜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於開放市場的企求，產生了對於在地或地方性的

貶抑，而對於地方性的社會與倫理認識，實際上能夠提供跳脫在地／全球二元

對立思考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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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本研究旨在企圖回答，當前中國影視產業由全球、區域影視製作的邊陲轉

為中心的情況下，2000 年以降台灣與中國搭建起的電視劇生產連結，與當前台

灣影視工作者替中國「代工」或「打工」的現象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在本

章，我將綜合整理並回顧第肆與第伍兩章分析與討論的成果，並從中提出本研

究之研究貢獻、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研究建議。 

一 研究發現 

首先在第肆章，從台灣與中國如何藉由偶像劇或鄉土劇的引進，進而搭建

起電視劇生產連結的脈絡討論起。興起於 2000 年代的台灣偶像劇和鄉土劇，在

台灣創造了新的媒體景觀。社會經濟的自由化發展與消費主義的抬頭不僅僅提

供了台灣醞釀新類型電視劇的養分，也創造了台灣與中國在特定現代時間點的

共感，台灣偶像劇和鄉土劇開始在中國影視消費市場受到歡迎。然而產品的跨

國銷售，如何轉變成彈性資本積累下的電視劇跨境生產，中國政府為維繫對於

媒體與文化產業的控制，扶植本地的產業鏈所形塑的制度障礙，成為轉為在地

生產投資的關鍵。這也反映了 Bourdieu（1993）所言，文化生產場域深受政治

與經濟場域影響的特性。 

從 1990 年代開始，對於境外內容引進的規範以及內容的限制，使得與中國

製作單位合作生產，成為台灣電視劇製作團隊企圖進入中國影視消費市場的因

應策略。另一方面，在 2000 年之後的時間點，中國政府的「文化體制改革」也

促使了影視製作更進一步的產業化發展，民營製作公司也因此成為中國電視劇

生產的主力。然在中國國家政策對於播映通路的把持下，促使了台灣的製作團

隊多半必須花費心力建立人際網絡，累積社會資本，藉此與在商業與政治環境

中具有良好人脈的中國製作公司合作生產電視劇，而非獨立的生產、發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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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情況也造成了資本積累的流失，實際上，也預示了台灣製作團隊在中國影

視產業當前的處境。 

如同 Harvey（1989）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如何建立跨境的產製的連

結，更看重的是產品形象的形塑，品牌標誌的建立。對於中國製作單位而言，

台灣電視劇在中國創造的高收視率，與台灣製作團隊的合作代表了投入生產蘊

含台灣流行文化的電視劇商品，以創造市場利益的可能。而台灣偶像劇和鄉土

劇在模式化生產下，其中類型化文本的特性以及「低價高效」的製作技術和經

驗塑造了台灣特定的戲劇模式，成為中國影視生產環節在發展階段的學習與複

製的目標。而這樣的知識和技術的移轉，如同過去 Iwabuchi（2002）在回顧過

去日本電視娛樂產業節目概念在亞洲市場的銷售與在地化移轉所提到的，是一

種模式交易（format trade）。相對而言，戲劇模式下累積的製作技術和經驗也

成為台灣製作團隊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賴以生存的文化資本。然而，中國對於

合拍劇的制度限制，使得合拍劇窒礙難行。隨著中國影視消費市場的發展，在

市場利益的驅動下，台灣製作團隊也逐漸投入中國國產劇的生產，也開始翻轉

了在製作上的角色位置。 

在彈性化的生產條件下，面對著資本市場快速轉化下，產製的連結也隨之

產生不同的轉變。面對對於境外內容規範嚴密且高度競爭的中國影視市場，在

台灣更加慘澹的製作環境和條件下，台灣電視劇在中國影視消費市場的表現也

大不如前。當周邊國家的影視生產條件足以投注越來越高的資本，以在跨國市

場獲取更高利潤的情況下，過去在中國影視消費市場被賦予「時尚感」、「洋

氣」等秀異的台灣戲劇，如今面對製作成本不升反降的情況，反而漸漸的在中

國影視生產場域中被貼上了粗糙與價值低落的標籤，過去台灣製作團對賴以生

存的戲劇模式也隨之貶值。 

在第伍章的分析中，檢視了台灣影視工作者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生存脈

絡與狀態。依循著 Ryan（1992）對於文化工作的分類，電視劇製作人作為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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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在製作的過程當中扮演著資本的代言人，協調與管控資本運作邏輯與

文化生產過程。也因此，在資本市場的邏輯下，台灣電視劇模式在中國影視製

作場域的貶值，直接的反應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當中的台灣電視劇製作人的生

存條件之上。面對當前的情況，台灣製作人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的地位已然不

如過往扮演著電視劇生產技術、知識、人才以及流行文化的中介角色。隨著手

中握有的資本的減損，台灣電視劇製作人逐漸形成，利用過去所建立起的產製

連結網絡，藉由台灣偶像劇或鄉土劇殘存的象徵資本，尋求中國電視劇代工機

會的生存狀態。 

另一方面，台灣的導演和編劇藉由偶像劇和鄉土劇製作經驗的累積，建立

起在場域中的聲譽。如同 Bourdieu（1993）所指出，在文化商品生產體系中，

特定的文化商品在場域中的被肯認，是為產製者帶來經濟、文化與象徵資本的

關鍵。場域中的聲譽一方面來自於過去參與作品的市場表現；另一方面，也在

於工作者在模式化生產下的製作經驗，對於資本而言得以減少生產過程中的不

確定性。工作者的聲譽成為生產高完成度戲劇商品的保證。因此，這些台灣導

演和編劇也在台灣與中國透過偶像劇和鄉土劇戲劇模式所搭建起的生產連結

下，被揀選進其中。隨著台灣戲劇生產模式價值的貶損，這些與台灣戲劇生產

模式存在高度關係的導演和編劇，過去所掌握的文化資本的交換價值隨之減

少。因此，為了在由商業利益主導的場域中獲取生存的機會，也必須因應產業

環境的轉變做出調整。 

個人適應與調整能力的重要，突顯了彈性資本累積邏輯下，創意文化工作

者將自身的創作與實踐視為企業的管理特性，也顯示了創意文化工作者對於自

己所產出的文化商品的藝術和商業價值具有直接的責任（Banks, 2007／王志

弘、徐苔玲、沈台訓譯，2016）。特別是在台灣戲劇模式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

價值貶損的情況下，工作者持續尋找中國影視消費市場接受的可能也成為必

要。但如同 Bourdieu（1993）指出，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資本，伴隨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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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本身的秉性（disposition）之間所形成的關係，實際上決定了行動者在場域

中的移動和行動策略。而台灣導演和編劇在場域中的調整和應變也是建立在過

去來自於偶像劇或鄉土劇的製作經驗之上。 

台灣的導演和編劇企圖透過過去所熟悉的戲劇類型與題材，創造自己的生

存機會。在所謂的「接地氣」的製作要求下，工作者對於創作的戲劇的類型設

想，偏向於符合都市年輕觀眾喜好的戲劇題材，企圖追求在現代都市生活中的

共感。另一方面，對於台灣編劇而言，由於題材和語言的親近性，使得中國許

多網路小說 IP 改編之戲劇，尋求台灣編劇參與劇本創作。但對於台灣導演來

說，工作著重在鏡頭的呈現和場景的調度以及戲劇整體的掌握，語言上的親近

性在其中顯得次要。面對中國影視製作環境的製作條件和技術提升的情況，如

何對鏡頭以及演員表演的情感掌握的「更精準」，在為台灣導演在競爭中可以

把握的關鍵所在。 

此外，台灣與中國在國族框架下的衝突，在全球化的彈性生產背景下，也

形塑了台灣影視工作者對自身行動詮釋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實際上體現在工作

者對於到中國「打工」這樣的詞彙的認識上，即便「打工」是一種市場與產業

變化下的一個結果，但在國族框架的影響下，這樣的現象怎麼被社會認識，以

及工作者自己怎麼認識自己的行動，在訪談中仍然可以看出當中所存在的衝突

和差異。而在國族框架的衝突下，台灣所代表的地方與在地性，也成為新自由

主義市場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下的箭靶。但地方性所存在的社會與倫理意涵，

實際上成為能夠跳脫在地／全球二元對立的一條路徑。 

二 貢獻與討論 

過去許多涉及台灣電視劇在中國的生產或流通的研究，主要的問題意識與

討論的核心皆放置在產業的營銷策略之上。本研究的核心關懷，旨在探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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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為一項文化商品，在這樣的跨國產製與流通的互動當中，所蘊含的文化實

踐意涵。 

研究中運用 Harvey（1989）對於後現代情境下，對於生產、消費以及經濟

制度樣態的討論，所提出的彈性資本積累概念作為認識與討論現象的基礎，藉

此跳脫以國族框架分析與理解台灣和中國在電視劇製作上的連結的方式。在這

樣的角度下，研究中得以將區域中的流行文化生產與流通的發展脈絡，納入討

論的視野之中，突顯出台灣與中國在電視劇生產上的連結，並非發生於真空，

置外於區域甚至全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動。兩地在電視劇產製上的交流，

與 1990 年代以降，東亞經濟的自由化、區域流行文化商品的流通，以及文化產

業在政府經濟政策中的抬頭等等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檢視電視劇產製交流下，其中的動態互動關係；

以及生產和製作的連結如何建立，成為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本研究借鏡文化

社會學中，Bourdieu（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1993）運用

其場域理論對於文化生產的分析，以場域的視角認識與分析中國電視劇的產製

環境，以及參與其中的台灣影視工作者的行動。並輔以 Ryan（1992）對於商品

化的文化生產環節中，文化工作者工作類型與特性的劃分以及模式化生產的特

性，弭補 Bourdieu（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1993）相關分

析架構下的不足。 

藉由這樣的理論視角，可以很清楚的探究這樣的電視劇生產的交流中，產

製的連結如何透過台灣電視劇的生產模式得以搭建，以及在這當中台灣影視工

作者處境的變化。在市場化的發展下，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以市場利益作為主

導。這樣的特性，反映在當中的行動者的行動和策略，服膺於資本市場的邏

輯。在彈性化資本積累的背景下，台灣電視劇藉由模式交易建立與中國影視產

業的連結。台灣影視工作者也在這樣的脈絡下，藉由與台灣戲劇模式的關聯，

進入中國影視生產的產製網絡。而資本市場的邏輯，也解釋了影響台灣影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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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中國影視產業中的處境的首要原因，在於工作者的產製實踐是否帶來獲

利的可能。 

當然，對於中國影視生產脈絡的分析，政治的管控在其中的影響力顯然是

不可缺乏的面向。在 Bourdieu（1993）對於文化生產場域的討論中，亦提到了

政治場域對其影響的重要性。但在中國影視生產場域中獲利顯然還是首要目

的，在本研究中亦可看到場域當中的行動者，依此因應政策運作的框限做出相

應的調整。而兩岸政治歷史脈絡所生成的國族框架的衝突，實際上仍然體現在

工作者對於自身行動的詮釋與表述上；亦交織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語彙，形

成對於本土、在地的批判。但整體而言，在本研究的分析與討論當中，顯示著

資本市場的運作，仍是背後主要的運作力量。 

三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所討論的重點，放置在電視劇產製過程中的文化意涵。因為，作為

建立在流行文化符號敘事下的文本，電視劇的生產和流通並非單單就產銷經營

的角度所能完全解釋。也因此，研究中所討論與分析的對象聚焦在 Ryan

（1992）所劃分的文化商品生產過程中，創意工作的階段工作者的生產實踐，

目的就在於創意工作階段的主要生產實踐便是產出符號的商品。在研究當中，

研究的對象包含了做為創意文化工作者的電視劇製作人，以及導演和編劇這類

創意文化工作者。然而在電視劇的製作環節中，演員實際上亦是重要的創意文

化工作者之一，特別是在台灣偶像劇這樣的電視劇類型當中，偶像演員更是在

商品的企劃階段預估市場績效的重要環節。但在本研究的研究過程中，未能觸

及參與在台灣與中國電視劇產製合作中，飾演主要角色的台灣演員。使得研究

的分析和討論中未能完整處理台灣演員在當中生存狀態與處境，而這也是後續

研究可以持續探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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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問題綱 

製作人 

1. 綜觀市場及政策等面向而言，目前在中國所製作的戲劇主要是什麼類型？ 

2. 目前在中國製作戲劇，和中方（投資者、製作公司）主要的合作模式為

何？ 

3. 選擇赴中國製作戲劇的動機為何？成功提案甚至開案的契機為何？ 

4. 就個人而言，台灣電視劇製作人能在當前中國電視產業當中生存的原因為

何？ 

導演和編劇 

1. 目前在中國主要參與製作的戲劇類型是什麼？ 

2. 目前在中國參與製作的戲劇，主要合作模式和工作型態為何？ 

3. 選擇參與中國電視劇製作的動機為何？被諮詢甚至簽約參與製作的契機為

何？ 

4. 就個人而言，台灣電視劇的導演或編劇能夠在當前中國電視產業當中生存

的原因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