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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藉由文化社會學與文化分析為基礎，針對日本與台灣 AV 工業的發

展關係提陳台灣整體 AV 文化的工業市場研究。以社會生活流行現象觀

察，台灣呈現出不斷延燒的「哈日」風潮不僅是影響了台灣一般社會生

活文化的形塑，日本文化工業商品在台灣造成的流行，隨著商品與商品

鍊結、影音科技的進步與革新，更加速了色情文化對社會的滲透與影



響。台灣自七０年代起至九０年代現今的 AV 工業文化與日本一直未脫歷

史、經濟發展上的高度相關性，同時的台灣對日本工業商品極度依賴，

亦呈現出了高同質性的市場文化。在本研究中以台灣色情錄影工業的文

化現象為基礎，分析日本 AV 文化對於台灣現今 AV 工業發展趨勢的觀

察，提出以下針對日本 AV 工業對台灣現今市場文化影響的研究結果： 

一、根據市場觀察分析，台灣與日本 AV 工業在生產關係上呈現上、下游

的生態位置以及依附與被依附的文化角色論述。原因在於日本 AV 工業本

身龐大的消費市場在色情錄影工業的發展上有強勢產製的實力，使的在

本土市場生產與對外輸出，隨著媒體影音科技的變革，日本女體依舊可

在不同媒介間的「下載」或演出過程中構連出跨越國界的東洋版圖。台

灣與日本工業商品間的高度同質與複製也在日本於傳統工業中的商品優

勢藉由了影音傳播科技的進入，造成台灣傳統工業中依附性經濟的蔓延

至新科技社會的 AV 工業市場。文化商品影響隨著科技文化變遷跳出雜誌

之外，網路與光碟的影音世界，提供了女體的幻象與商機。台灣色情工

業的依附性文化可謂有了兩階段的跨越－傳統工業時期與網路科技商務

的時代。 二、AV 工業的科技時代，意味著科技在整合商品的過程中，人

性的情慾索求亦邁入科技整合的階段。現今色情錄影工業商品逐步轉向

新科技的發展形式亦在科技變革下建築了另一商品市場。台灣色情錄影

工業商品市場在網路世界的商務關係中，工業商品亦不斷擴大在網路商

品的「螢幕櫥窗」，反應台灣也邁入了科技化情慾空間的時代。麥克魯

漢將人與電腦的關係以機械世界的性器官作為比喻，以此回歸台灣與日

本 AV 工業商品在網路空間的關連時，台灣消費市場是扮演了日本色情錄

影工業下游接收角色時，台灣網路上的日本 AV 商品消費者成為了日本色

情錄影工業傳布的「蜜蜂」，成為日本工業生態上「性器官」的一部

份。其中呈現了各種媒體的色情商品在逐漸形成的科技化情慾世界裡，

人執行了蜜蜂的角色，商品獲消費者以「性器官」扮演形式繁衍、維持

了科技世界內的色情商品生命。而也就在對 AV 工業商品的「點選」與

「消費」的過程中，商品內的「性器」鍵連，也就自「螢幕內」延伸至

「螢幕外」，經由了影像觀視的過程，產生了「虛擬」與「真實」交雜

的影像化的交媾幻想。 三、日本 AV 女優商品隨日本生產工業線不斷進

入台灣市場形成商品優勢的原因，在本研究中以岩淵功一對台灣流行文

化分析所提出，台灣對先進文明的想像以及「可操作的現實主義」解釋

台灣 AV 文化現象。亦即是日本先進科技的文化轉換至感官世界的情慾思

維，對於台灣而言先進文明所呈現的進步城市景觀乾淨的街道、良善的

公共上設施等身處其中所感受的是處處人性化的設計、精緻的生活型

態，而在如此情境文化下培育出的日本身體想必亦是「精彩可期」。以

及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的社會位置在對應於台灣色情文化市場，AV 市場

所興起的日本流行風潮亦是對生存現實的另一種操作。固然，日本 A 片

在台灣仍舊不改其位於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優勢位置，但在台灣文化氛圍

裡，對此另類的日本流行文化的消費－同膚色、體型、肢體的性愛虛擬

操作中，顛覆了現實中「被閹割」的工業線上的角色位置，而盡情對螢

幕中的 AV 女優，做「優勢」的操控與解讀，優勢掠取的來源，根自於對

東洋女體的消費與淫慾。 不同的社會文明發展出了相異的色情文化工業

市場，由以上章節的結論分析對於台灣色情文化發展所提出的不僅是對



日本高度依賴與同質，台灣 AV 工業的走向是朝一東洋文化的複製，往後

的趨勢就現今的市場現況推論台灣色情錄影工業雖然不及日本工業體系

的完整，但愈形相似是一可預期的發展。對於科技化、機械化的全球趨

勢而言，雖然先前提出了身體符號在其中儘管基於交媾性慾刺激下，文

化與文化間不再截然對立，但於情慾感官消費空間裡，身體背後揭示的

文化表徵亦是存有現實世界優劣勢的劃分。然而，在 AV 工業情慾消費文

化中，藉由了科技化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的確隨著影音科技的進步縮

小，在電腦終端機前，可與完全不同種族、文化的身體，進行幻想性

交；身體與身體於虛擬空間的接觸縮短了現實世界中的文化距離，科技

性的文化發展讓身體觀也面臨了科技性的定義，此一趨勢是無論日本與

台灣均面臨的工業文化的改變，在科技介因的催化下，人類情慾世界的

操作空間不斷擴大，同時的亦在身體區塊的位移過程中同時的也在身體

文化界線縮小之際，膨脹了人類的「交媾版圖」，現代社會色情文化則

需重新的被書寫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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