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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係站在台灣所在的位置，以兩岸電視劇的互動為軸。將台灣電視產業

構聯整體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國，此三大領域做歷史的、鉅觀的分

析。兩岸電視劇由過去的政治意識型態抗爭，轉變到經濟交流，文化商品



由為政治服務轉為與經濟掛勾。隨之九○年代起，台灣電視產業面臨結構

的轉型，在去政治化與經濟利潤主導下，大量大陸劇進入台灣市場，收視

率表現頗佳。台灣頻道商基於市場效益與經濟利益而引入大陸劇，計算著

成本與廣告營收。相對的，大陸電視市場象徵著廣大的市場機會，但二

○○○年起台灣電視產業卻因大陸新的電視措施而被大幅壓縮赴大陸發展

的空間，形成權力不平等的交流。在大量大陸劇進入台灣市場後，對台灣

文化認同的影響是：隨著李登輝總統去中國化策略後，大陸劇再現文化中

國的想像，縫紉認同的斷裂，同時台灣民眾在多元的電視頻道競爭中，可

以選取各取所需的認同。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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