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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一顆太陽 ──《太陽的後裔》

壹、前言
一、

研究背景及動機
近年來韓劇在台灣掀起了一股風潮，讓許多人紛紛陷入韓劇的魅力。近兩年來最火
紅的韓劇－《太陽的後裔》收視率再創新高，風靡全球。因此我們很好奇為何一部韓劇
可以席捲全球呢？於是本組決定以這部戲作為我們研究主軸，瞭解這部戲高收視率的因
素、所帶來的話題、衍生的商機及最終影響。

二、

研究目的
(一) 探討高收視率的原因。
(二) 分析背後的話題性及商機。
(三) 瞭解事後的效應及影響。

三、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統整尋找到的關於太陽的後裔的相關資料，並將其資料統整成 SWOT
分析。
(二) 問卷調查法：一部份的問卷利用社群網站分享問卷網址讓更多人看到並填寫問卷，
一部份列印出紙本問卷並隨機發放給各個年齡層觀看過太陽的後裔的觀眾。

四、

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本組自行繪製）
貳、正文
一、

高收視率的因素
(一) 取材新鮮，歌曲融入劇情
1. 太陽的後裔是以國際間的維和部隊以及醫療小組在戰爭地區和韓國之間往返的愛
情故事。
2. 因為近年來的的韓劇並沒有以軍人和醫生為主題的韓劇，加上韓劇的主要觀眾多
為女性，而女性通常都沒有進入過軍營中體驗過當兵的軍旅生活，所以對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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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觀眾而言，軍旅的題材是讓人感到新鮮的，所以才在太陽的後裔播出第一集
時跟同檔期的電視劇相比收視率是遙遙領先的。
3. 在韓劇中的歌曲常常影響到觀眾對於一部戲劇的感覺，配合其劇中的劇情而播出
的歌曲常常把觀眾帶入劇中，而其歌曲的歌詞充滿著對愛情的悸動更加凸顯劇情
與歌曲的契合。
4. 太陽的後裔別於其他韓劇的是每個主角都擁有一首搭配那個角色性格的一首歌
曲，而劇中的 2 對情侶（劉時鎮&姜暮煙）（徐大英&尹明珠）也都有專屬他們的
戀愛主題曲。
(二) 高製作費，打破傳統的製作手法
1. 通常一般韓劇的韓劇每集製作費為 3.4~ 4 億韓元，然而《太陽的後裔》整齣劇 16
集的製作費高達 129 億 8000 萬韓元（約等於新臺幣 3 億 6470 萬元）平均下來一
集的製作費居然高達 8 億韓元（約等於新臺幣 2200 萬元）。
2. 《太陽的後裔》是韓國放送公社 （KBS ）第一次使用「先拍後播」的方式所製
作而成，其背後原因是因為 2015 年 4 月 1 日中國廣電總局宣布推出「限外令」，
海外影劇要引進需要的滯後期約為半年和劇中大部分的場景皆在希臘拍攝，不便
於邊拍邊播，才使得製作單位採取先拍後播的全新的製作方式，而因為這種拍攝
方式新穎讓太陽的後裔還未播出就引起觀眾的熱議，還有因為容易打入中國的市
場使得先拍後播在韓國當地形成一股先拍後播的風潮。
(三) 化敵為友─與陸網《愛奇藝》《Viu》合作：網路和電視同步播出
在 2013 年來自星星的你也曾和愛奇藝合作播出，但卻是比韓國播出後慢 2 天之
後才有中字播出，別於來自星星的你，太陽的後裔是一部真正實現大陸和韓國無時差
的同步播出一部戲劇，因為其製作手法為先拍後播的方式，讓陸方可以先行做好中文
字幕得以中韓同步。
(四) 打破國界，前往海外戰場
因為《太陽的後裔》在韓國開播就比同時段節目的收視率好很多，而且又很快的
在播出第二集時瞬時收視率超過 20%，就連愛奇藝等網站上線的首周播放量就突破千
萬，在播出第 16 集時點擊率更高達 6 億。因為這驚人的收視率、點擊率使得海外許
多電視台購買版權，據南韓「日刊體育」採訪 NEW 公司的工作人員表示包含台灣、
馬來西亞、越南、美國、紐西蘭、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 32 個國家
已向南韓購買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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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播界帶來的話題性
太陽的後裔在尚未播出時，演員陣容和編劇就備受矚目，男主角宋仲基退伍後首部
電視劇拍攝，有在中國擁有許多人氣的女主角宋慧喬、在繼承者們展現精湛演技的第二
女主角金智媛、曾榮獲韓國諸多獎項的第二男主角晉久以及在世界各地擁有許多粉絲的
男子偶像團體 SHINee 隊長溫流，其中編劇金銀淑更擔當過多部知名韓劇，例如：紳士的
品格、秘密花園、繼承者們等知名電視劇編劇。因為其演員陣容強大加上知名的編劇的
組合使得太陽的後裔在尚未播出前就在海內外擁有許多的話題性。

三、

在各產業衍生的商機－《置入性行銷》
(一) 飲食
男主角宋仲基「用來補充元氣的正官庄紅蔘精銷量則較１年前激增 176%。」
（劉
煥彥, &陳智偉，2016）。
(二) 飾品服飾
1.

劇中出現的宋慧喬妝容，也引起一陣風潮，例如蘭芝（LANEIGE）「宋慧喬款」
唇膏在「網路詢問度暴增 10 倍，成為 3 月唇膏銷售冠軍，同品牌 BB 霜網路銷
量也暴增 9 倍。」（劉煥彥, &陳智偉，2016）。

2.

男女主角穿搭都會成為一陣風潮，為服裝業帶來另類的市場。如圖（二）、圖
（三）、圖（四）及圖（五）所示：

圖（二）劇中穿著 圖（三）戲外穿著 圖（四）劇中穿著 圖（五）戲外穿著
（圖片來源：痞客邦 LAFAYETTE KIM）
(三) 交通工具
1.

宋仲基在劇中所行駛的現代 TUCSON 休旅車在「中國銷量成長了 10%。」（劉
煥彥, &陳智偉，2016）。

2.

徐大英在劇中所駕駛的 Hyundai 現代汽車的豪華旗艦車款 Genesis，「搭載有
ACC 主動式跟車系統、LDWS 車道偏移警告系統與 AEB 自動緊急煞車系統」
（蘇銘翰，2016），將這 3 個系統搭配下讓 Genesis 可以在短時間內自動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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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旅遊

四、

1.

韓國江原道太白市因拍攝而爆紅，進而出現了「太陽的後裔套裝行程」
，這個老
舊的煤礦城市正積極翻修，就是為了迎接觀光客。

2.

劇中男主角在戲中撿石頭的島嶼其實是希臘的札金索斯島，因為此景為劇中的
經典畫面，有旅行業者結合希臘的一些有名景點加上札金索斯島這個出現在太
陽的後裔裡的場景做成一系列的旅遊行程提供民眾到當地旅行。

事後效應與影響
(一) 演員代言大幅提升
自從《太陽的後裔》下檔後，演員們都因為這部戲接到了許多代言等工作機會，
其中，宋仲基的代言數量最為驚人，不論是甜品、酒類、化妝品、服飾、電器用品
甚至連航空公司都找他幫忙代言，而宋仲基更被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委任為「韓國
觀光名譽宣傳大使」以及「韓國觀光宣傳代言人」
，由此我們就可以深深感受到《太
陽的後裔》帶來的強大效應。如圖（六）及圖（七）所示：

圖（六）宋仲基與韓國總統一同出
席韓食文化館開幕儀式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圖（七）宋仲基為濟州航空代言
（圖片來源：噪咖）

(二) 觀光產業大幅成長
在這波《太陽的後裔》熱潮中，旅行社看中這部戲的商機，紛紛推出拍攝場景
的旅遊行程，帶著劇迷一起進入劇中拍攝地。而行程特別安排至江原道 SAMTAN
ART MINE、仁川松島中央公園 dal.koom COFFEE、KBS 本館及新館甚至更有旅行社
與航空合作共通推出希臘的行程，因此，臺人在 2016 赴韓觀光人次高達了 80 萬人
對比 2015 年的 50 萬人足足吸引 30 萬人，更加的證實《太陽的後裔》所引發的熱潮。
本組認為一齣優良戲劇，不只表面的成功，背後所帶來的效應也很重要，而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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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的後裔就做得非常成功。劇初的核心製作成本約新台幣 3 億 6470 萬，版權外銷收
入約新台幣 19.8 億，劇中出現的產品出口額約新台幣 84 億，觀光旅遊超過 10 萬人
次，也帶來 4,520 個工作機會，現代經濟研究院估計《太陽的後裔》總經濟效益超過
3 兆韓元，也成功把韓國推向國際市場。如圖（八）所示：

圖（八）經濟效益分析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五、

太陽的後裔 SWOT 分析
透過 SWOT 分析，我們更能瞭解這齣戲的優勢（S）、劣勢（W）、機會（O）、威脅
（T）。S-W 分析是用來瞭解《太陽的後裔》本身的優勢與劣勢，O-T 分析是用來瞭解外
部境變化時對太陽的後裔影響。本組將《太陽的後裔》的 SWOT 進行統整並加以分析，
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太陽的後裔 SWOT 分析
「太陽的後裔」宣傳照

圖 （九 ） 宣傳照
機會 （Opportunities ）

優勢 （Strengths ）
S1：劇本題材新鮮。
S2：演員陣容吸引人。
S3：拍攝手法與眾不同。
S4：劇中歌曲吸引人。
S5：拍攝地點爆紅。
SO

劣勢 （Weaknesses ）
W1：無法進入男性市場。
W2：劇情內容較浮誇。
W3：觀看年齡層偏向年輕
族群。
W4：一但劇終話題也停止。
WO

O1：許多國家購買版權。
S1O1：劇本題材新穎而被 W2O2：續集可以更貼近現
O2：觀眾評價好,所以討論是
許多國家購買版權。
實的劇情拍攝，加以
否拍攝續集。
S5O3：因拍攝地爆紅，進
吸引男性及中壯年
O3：拍攝地成為觀光勝地。
而提升經濟、產業。
族群觀看。
威脅 （Threats ）
T1：熱潮過後可能會
被淡忘。

ST

WT

S2T1：演員可以舉辦巡迴、 W4T1：受到置入行銷得影
見面會，以減少熱潮
響，可以提升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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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韓劇種類多易被同期韓
過後的淡忘。
劇比較下去。
S4T1：受到劇中歌曲影響，
T3：同時段競爭節目。

增加曝光率以及觀
看者的聯想。

銷售量，增加話題，
延長熱潮。
W4T1：播放花絮、特輯或是
拍攝續集，以進而延
續生命期。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六、

問卷調查分析與結果
本組藉由文獻資料收集所敘述到的的內容進行進一步的相關的問卷調查（發放 180
份，有效問卷 177 份）
，分析觀眾性別、年齡層與職業、觀看方式、觀眾願意觀看這部戲
的因素，並加以調查其較受到多數人所討論的歌曲、台詞、拍攝地點、拍攝手法。如表
（二）及圖（十）至圖（十六）所示：
表（二）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分別
性
別
年
齡
職
業

人數

人數

比率%

男

36

20.3%

女

141

79.7%

10~17 歲

97

54.8%

18~24 歲

55

31.1%

25~35 歲

19

10.7%

36 歲以上

6

3.4%

學生

152

85.9%

上班族

23

13%

其他

2

1.1%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57.1%（101 票）的觀看人群是利用手
機看這部戲，31.6 %（50 票）的人是利
用電腦觀看這部戲，10.7%（19 票）的
人是利用平板觀看這部戲，9.6%（23
票）的人則是利用電視觀看這部戲。
由圖（十）可知，多數人是利用手
機在觀看這部戲，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
部戲對於大眾觀看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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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58.2%（103 票）的人是因為演員陣容
吸引人而觀看，54.8%（97 票）的觀看
人群是因為劇本題材新鮮而觀看這部
戲， 37.3%（66 票）的人是受到收視
率影響而觀看。
由圖（十一）可知，多數人是因為
演員陣容吸引人而觀看這部戲，所以我
們可以知道，這部戲與其他部戲相比起
來優勢在於演員陣容。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59.9%
的觀看人群會因為劇中出現的場景而
去當地旅遊，40.1%的人不會因為劇中
出現的場景去當地旅遊。
由圖（十二）可知，多數人會因為
劇中出現的場景而去當地旅遊，所以我
們可以知道，這部戲所帶來的效應吸引
了觀看的民眾到當地旅遊進而帶起當
地的經濟產業。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91.0%
認為劇中歌曲具有吸引力，9.0%認為劇
中歌曲不具有吸引力。
由圖（十三）可知對這部戲觀眾而
言是劇中的歌曲明顯的對觀眾有巨大
的吸引力。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62.1%
希望拍攝續集，37.9%不希望拍攝續集。
由圖（十四）可知多數人認為太陽
的後裔的劇情是具有吸引力的，才會希
望製作單位能夠拍攝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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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16.4%

38.4%

44.6%的觀看人群對製作方式滿意，
38.4 %滿意，16.4%普通。
由圖（十五）可知對於「先拍後播」
的這種製作方式大多數人是買單的，而
這種方法算是韓國史無前例的，也是一
種另類的優勢。

非常滿意

滿意
44.6%

普通

圖（十五）對製作方式滿意度

0.6%

0.6%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普通

43.5%的觀看人群觀後的喜愛程度滿
意，39%非常滿意，16.4%普通。
由圖（十六）可知觀眾多數是喜愛
觀看太陽的後裔，這也證實了高收視率

圖（十六）觀看後喜愛程度

的原因之一，也因為觀眾喜愛，進而帶
動邊商品的興盛。

非常滿意

16.4%
39.0%

43.5%

滿意

參、結論及建議
一、

結論

(一) 手機與陸網合作
根據這次對於《太陽的後裔》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這部戲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它的便利性，藉由手機與陸網「愛奇藝」、「Viu」合作，達到「中韓同步播出」
（Om news，2016）
，讓戲迷可以體驗零時差觀看。不再只是侷限於用電腦或者電視，
反而能夠運用手機讓觀眾隨時隨地依照自己的心情收看這部戲。
(二) 優良的劇本題材以及演員陣容
一齣好的戲劇之所以能吸引民眾收看除了優良的劇本題材外，演員的陣容更是
影響民眾觀看的因素之一，而《太陽的後裔》綜合以上兩點的優勢，所以讓這部戲
比起其他韓劇來更吸引民眾觀看，也成功吸引戲迷的對劇中角色爭相效仿，成為大
眾流行，例如宋仲基穿搭風格、宋慧喬的妝容，甚至是生活用品及飲食等。以上所
舉的例子都使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讓「戲迷想要與主角使用同款的心理」（Om
news，2016），進而帶來更多無法想像的商機，也帶動韓國市場。

8

亞洲的一顆太陽 ──《太陽的後裔》

(三) 拍攝手法與眾不同
由於特殊的拍攝手法－「先拍後播」
，使得這部戲還沒開播便已經吸引各方媒體
爭相報導，成功製造話題性，也因為這與眾不同的拍攝手法，讓演員可以保持在最
佳的狀態，而不是像其他戲劇邊拍邊播的手法一樣，若是邊拍邊播，可能會造成演
員太過勞累，而讓後面的表現不如觀眾預期，也因為拍攝手法的不同，讓觀眾不用
每天等待戲劇何時更新，更能夠一次把戲劇一次看完不用擔心觀眾在等待的期間對
於戲劇的熱愛會減少。
(四) 觀光經濟產業大幅成長、劇中歌曲融入劇情
韓戲裡面所出現的場景常常會讓許多觀眾心嚮往之，《太陽的後裔》旋風吹起
後，觀眾會受到這部戲的影響而去當地重溫戲中角色在當時的情境，使得許多觀光
的經濟產業大幅成長。要讓觀眾對於戲中情境感同身受，劇中所出現的歌曲絕對是
一大功臣，如何在對的時機出現對的歌曲，
《太陽的後裔》這部戲做的非常的好，因
此，讓許多觀眾對於劇中的歌曲也非常喜愛，這也是緊抓觀眾心的其中一個方式。
二、

建議
由於韓劇會一直推陳出新，即使《太陽的後裔》為當時期一陣風潮，也會隨時間被
觀眾、粉絲淡忘掉，而且這部戲主要的族群偏向於年輕女性。以上這幾點可以採用以下
方法，來增加這部戲的生命週期。

(一) 拍攝續集，並加入更貼近軍中劇情，來增加男性與中壯年族群的觀眾。
(二) 演員舉辦見面會，增加話題性，減少觀眾對這部戲失去吸引力的機率。
肆、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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