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想要探討的是電視廣告中內含的性別角色訊息，然而，從內容分

析的方法分析廣告這個媒介，所反應出來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呢？廣告與文化之間

的關連究竟為何？我們能從這樣的研究中得到什麼資訊？以這樣的方式是否可

以得知研究者想要的資訊，對於這些問題，本研究先以幾個節次的文獻探討來討

論，首先第一節討論廣告與文化的關係，以及簡介電視廣告，並探討電視廣告這

個媒體的特點，及電視廣告可以反映出的文化意涵，試圖瞭解本研究所得之的結

果，究竟反映出社會的哪些現象；其次，第二節探討兩岸分治五十年的社會文化

演進，進而從其他的研究瞭解兩岸兩性社會地位的演進，並簡介廣告實務的現

況，試圖將其結果與本研究的結論能夠加以整合、對話；最後，第三節則探討性

別角色，以相關的文獻，探討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以及為測量性別角色做分類。 

 

第一節  文化與廣告 

 

一、文化 

人類學家很早就將文化當作人類學研究的主題，文化的概念多引自人類學家

的看法，每位學者對於什麼是文化也有不同的定義。但人類學者多對於文化抱持

著概括一切的觀點，使得文化變成無所不包的大網(Gregory,1983)。因此如果我

們要研究文化，必須先對所研究的內涵加以思辨，否則極容易模糊主題。 

在工商心理學的領域裡，多數學者普遍接受的定義是由學者 Schein(1992)所

提出，他認為的文化是：群體在解決其外在適應與內部整合的問題時，學得的一

組共享的基本假定，因為它們運作的很好，而被視為有效，因此傳授給新成員，

作為當遇到這些問題時，如何去知覺、思考及感覺的正確方法。所以任何群體若

有固定的成員，以及共享的學習歷史，則將發展出某個程度的文化。以海峽兩岸

來說，台灣及大陸分別擁有固定的成員，在分治五十年之前也擁有共同的學習歷

史，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他們的確共享某些共同的文化，但是五十年分治之後，這

些不同的學習歷史，應該也會造成文化上的差異。 



 

 

在對文化的分析上，Schein(1992)將文化現象之可見程度分成三個層次：人

為飾物(artifacts)、外顯價值觀(espoused values)、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其

中，最表層是人為飾物層次，意指該群體中可見的成品。譬如：物理環境、使用

語言技術、服裝、情緒表達或是群體共同的行為表現等等，特點是易於觀察但是

難以解讀，但是如果能夠有系統的加以分析，相信也能從中得到寶貴的資訊，像

廣告即可說是一種人為飾物的表現。第二個層次是外顯價值觀層次，指的是組織

外顯的策略、目標及哲學觀，屬於意識層面，若能持續性的有效解決問題，則可

轉化為共享的價值觀或信念，終成共享的假定。第三個層次是基本假定，這是隱

藏在潛意識中，被組織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來源。 

許多其他的學者提出不同的文化層次，但是大多均類似 Schein的三層次（任

金剛，1996），傳播界的學者也提出了三個類似的層次：分別是人為飾物

(artifacts)、概念(concepts)及行為(behaviors)(Samovar & Porter, 1994)。其中概念層

次是指信仰或倫理道德、生活的意義等價值系統，而行為指的是信仰或概念的實

際行為。譬如「錢」指的是人為飾物，對錢的價值觀是概念，實際上我們如何使

用錢或存錢則是行為。其中雖然概念在這裡字面上為價值系統，但其探討之範圍

類似於 Schein基本假定的部分，而行為則類似於「外顯」價值觀部分。 

在研究的分析層次而言，一般研究者多採用外顯價值觀層次來對所欲觀察的

對象作研究，這是由於人為飾物難以解讀，而基本假設又太難檢測，即使是文化

內的人，可能都無法準確的說明其文化的基本假定是什麼，只能透過其行為來推

論，所以本研究以廣告這個具有普遍性的媒材，用內容分析的方法，來研究外顯

價值觀層次，試圖探討兩岸不同的文化。 

那為什麼不直接研究消費者，詢問他們意識層面的外顯價值觀，而要間接的

研究廣告這個人為飾物，再推論其所反映的價值觀呢？以廣告作為分析對象具有

下列四項意義（陳銘慧，1991）： 

1. 廣告的影響力較以往日漸增大，不僅能提供資訊，對消費者的價值觀

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2. 價值觀對廣告的影響可視為「反映價值觀」，廣告對價值觀的影響則

可視為「價值觀的趨向」，均可在廣告訴求中得到解答。 

3. 研究廣告雖不如研究消費者直接，但直接訪問消費者可能有主觀防衛

心理或故意掩飾的情形出現，故間接的以廣告作為研究對象，除可提

供廣告主建議與應用之道外，還可促使消費者自省其價值觀。 

4. 一個廣告背後即隱含了某一個市場區隔中消費者的共同價值觀，因此

分析廣告相當於一一訪問該市場區隔的消費者，就資料收集的技術而



 

 

言，分析廣告必然比一一分析消費者容易且有效，所能表現的樣本數

亦較大，所涵蓋的層面亦可能更廣。 

因此，本研究想要探討兩岸有關性別角色的文化價值觀，使用電視廣告這個

媒材作為分析主體，可以瞭解中國大陸、台灣二個地方的消費者之共同價值觀，

以及價值觀與廣告交互的影響，亦即「反映價值觀」與「價值觀的趨向」部分。 

 

二、廣告與文化的互依性 

本研究試圖以廣告這個媒材來研究海峽兩岸文化中的性別角色，究竟廣告在

研究中會如何呈現文化的意涵，文化與廣告的關係為何？是研究者進行研究時必

須先釐清的問題，在文獻中，廣告與文化的關係約可分為下列三種：廣告反映文

化、廣告型塑文化以及廣告與文化互動。廣告到底是型塑文化、反映文化，還是

一種互動的歷程，這些觀點都將在本段落中一一探討。 

行銷者或廣告主為了讓消費者購買產品，以廣告做為吸引消費者的方式之

一，而文化因素是環境預測因素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廣告主或行銷者必須預

期文化的變遷(朱有志，1995)，才能製作出打動消費者，引起購買意圖的廣告。

廣告能激起消費者對訊息及產品的情感，已被認為是可以改變消費者態度及促進

購買有效行為的工具(賴孟寬、劉淑凰，2001)。 

 

（一）廣告反映文化 

廣告是一種文化價值的載體(carrier)，能夠反映社會的現實情形(賴孟寬、劉

淑凰，2001)，不管多簡明的廣告都不能說他沒有任何心理上的或文化上的意涵

(Hetsroni，2000)，因為一個廣告，必須在其所處的情境下才有意義，廣告所使

用的語言、文字，也都會反映出所屬的社會文化，廣告不但反映了文化的真實，

並且傳遞文化價值。且各種廣告表現主題不管是內容、手法或者是標題，都與時

代和政策法令，有著相對的關係和影響(詹升興，2000)。 

廣告是一項社會指標、生活鏡子，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形態、道德觀念、行為

模式及人際關係(朱有志，1995)。傳播學者 McLuhan(1964)認為，當代的廣告最

為豐富，也最能忠實反映任何一個社會日常生活的整體活動。廣告除了本身提供

的商品或服務的資訊外，他也傳達了某些當代意識型態與社會文化的價值觀(胡

光夏，1999)。 



 

 

在廣告製作的時候，廣告主經由其對文化的分析與瞭解，進行廣告的創意策

略，他們必須要將符合商品本身的文化價值訴求在其中，才能製造出打動人心的

商品，因此，廣告必須也的確會反應社會文化。 

 

（二） 廣告型塑文化 

廣告主除了將符合文化價值的訴求使用於廣告中，甚至更進一步，塑造消費

價值來創造消費動機，譬如瘦身美容廣告，使用「心理操控」的手法，創造消費

者的需求(楊照，1996)，進而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更產生文化價值。在陳玉

峰等(1996)的研究也發現，廣告之「創造需要」的功能，遠大於「滿足需要」之

功能。經由引導思考的方向與提供思想的內容，控制了人們所能知道的與所相信

的。 

所以廣告訊息常常是以現實的文化價值為基礎，再配合廣告主的需求，強化

既有的價值觀、或是創造新的價值觀，而在媒體的強力放送之下，一方面可能加

強大眾原本的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逐漸塑造出新的消費文化，兩相交互作用的

結果，進而孕育出新的文化。 

 

（三）廣告與文化互動 

綜合以上所述，廣告一方面被動的反映文化，同時也主動的型塑文化。實際

上，廣告與文化的關係，可以視為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人類依賴符號的使用，

傳播媒介及傳播本身都是人類文化的一部份，文化也藉著傳播媒介進行傳遞。廣

告的內容是一種符號組成的傳播訊息，是經由人類的哲學思想、價值觀所創作而

呈現的文化產物，因此當然也是文化的一部份(周書玄，1994)，所以廣告是文化

的一部份，而文化價值又透過廣告而傳遞，因此廣告與文化成為一種互相依賴，

不斷互動交流的動態關係。 

因此本研究採取廣告與文化互動的觀點，來探討海峽兩岸的文化，從廣告方

面入手，除了可以得知廣告所反映出的兩岸文化，甚至更進一步可以瞭解藉由廣

告這個強勢媒體的放送，可能更主動的型塑出兩岸的新文化。廣告創意人員往往

會引用文化中的一些價值觀做為廣告訊息中所突顯的重點，所以文化的差異成為

影響廣告訊息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廣告表現有不同的文化

風格(朱有志，1995)，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如果兩岸的文化確實因為五十年的分

治，而產生了變化，在廣告上我們應該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風格的廣告表現。 

而且廣告內容是當地文化的一種呈現方式與結果(錢玉芬，2002)，研究者從



 

 

廣告的內容中去擷取文化面的意涵，應當有適合當地文化的發現。在實證研究

上，Pollay在1983年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美國雜誌廣告中的文化價值，再與Rokeach

在 1973 年研究中發表的美國民眾價值觀作相關分析，發現兩者的確有相關的關

係。再加上廣告訴求與文化價值的是否一致，會影響到廣告的說服效果(Zhang & 

Gelb，1996)，因此，對兩岸廣告作文化價值的探索，在行銷上也十分具有意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廣告雖然可以反應社會文化價值，但是廣告

反映的也可能是扭曲過的價值，有學者認為大眾媒體反應的是一種像「歪曲鏡」

(distorted mirror)一樣的價值觀（Pollay, 1986、1987），也就是說廣告只是幫助行

銷者販賣商品的一種價值觀，並沒有提供顧客客觀的社會狀況，也沒有幫助消費

者判斷他的決策好壞。所以廣告反映的可能只是社會價值觀的一部份，甚至有可

能跟消費大眾的心態相左。在 Pollay和 Gallagher（1990）的研究中發現，請受

試者排列價值觀的重要性與廣告中所呈現的價值觀作相關，結果為負相關，也可

以說明這個現象。但是承上所述，廣告與文化是一個互動的動態歷程，因此，如

果廣告的確有歪曲鏡的現象發生，經過長時間的潛移默化，這樣扭曲的價值觀也

會和社會中原本的價值觀複合而成新的價值觀。 

這樣的關懷也是本研究另一個關心的主題，如果廣告中處處傳遞的都是固著

的性別刻板印象，那麼即使原本社會對性別角色並未有僵化的價值觀，也會在媒

體的操作之下，逐步的改變既有的文化，譬如近幾年充斥台灣社會的美容瘦身廣

告，即創造了「瘦就是美」、「越瘦會越美」這樣的價值觀念。因此，關心兩岸的

性別角色在廣告中究竟呈現出怎樣的意涵，除了在行銷層面上可以提供廣告主參

考，也在社會關懷層面上，更令我們瞭解現代社會兩性面臨的環境與共享價值。 

在進行跨文化研究時，也有幾個相關的議題及取向需要注意，接下來的文獻

探討，就要繼續探討廣告在跨文化研究的幾個相關議題與研究取向。 

 

三、廣告的跨文化研究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再像過去一樣被有形的地理屏障所

限制，藉由使用網路等媒介，我們可以感受到無遠弗屆的無國界新視野，於是跨

文化的研究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最常被提及的研究便是 Hofstede（1980）國家文化的研

究。Hofstede 調查了四十個不同國家 IBM 員工的工作價值觀，綜合

Hofestede(1980，1993)及其後許多學者沿用其概念所做的研究，不同國家文化可



 

 

以下列五個向度加以描述： 

1.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獨特

性及重要性；集體主義強調團隊的價值。 

2.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人們對於權力及階級的看法，低權力距離的

國家，人們對於階級及權力的不平等會感到比較不舒服，高權力距離的國

家，比較重視「尊卑有序」的互動方式。 

3.規避不確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人們能夠忍受模糊性的程度。高「規

避不確定性」的國家，人們會希望事情有清楚的意義或規則。低「規避不

確定性」的地區，人們較喜歡非結構化的情境。 

4.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男性化的社會，人們較重視與強

調較功利的價值觀（tough values），如錢、功成名就、競爭等等；女性化

的社會中，人們強調較柔性的價值觀（tender values），如關心別人、生活

品質等。 

5.長程導向/短程導向（long-term oriented/short-term oriented）：長程導向的國

家，人們關心的主要是未來，以長期觀點來看待努力與成果之間的關係，

鼓勵節儉、忍耐；短程導向的國家，人們關注過去和現在，以短程觀點來

看投資與報酬，以季報或月報的方式，來看績效(Samovar & Porter, 1994)。 

不同的國家在這些不同的向度上會有所差異，本研究所關心的海峽兩岸在這

樣的構面上又有怎樣的呈現呢？表 2-1是研究者整理Hofestede(1993)研究中兩岸

的部分，我們在表中可以看出台灣與大陸除了權力距離向度中台灣較低外，其他

向度都有一樣的表現。海峽兩岸呈現相當相似的文化價值觀，這代表兩岸沒有差

異嗎？許多同樣採用 Hofestede研究取向的華人文化的研究，發現了不一致的研

究結果，後來許多直接或間接的研究結果也支持著東亞各國存在文化差異的說法

(Massey & Chang，2002)，在 Tse, Belk, and Zhou(1989)的縱貫研究中，也可以發

現在廣告訴求西化程度方面而言，香港最西化、台灣中等、大陸西化程度則最低。

如此一來我們要問，這樣的五個構面是否可以彰顯出兩岸不同的文化差異？雖然

兩岸有其文化的共通性，但若微觀的來分析，是否需要不同於這五個構面的向度

加以分析，這樣的五個向度，似乎也不足以回答研究者所想要探討有關性別角色

的價值觀差異，因此再發展更精緻、更微觀角度的構面及分析方法，似乎是一個

必須的作法，加上從 1993 年到現在，兩岸在文化上是否又產生了變化？這些都

是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所以在本研究中，我們將根據兩岸不同的廣告為內容來

分析，並嘗試發展更精緻、更微觀角度的構面及分析方法，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表 2-1：海峽兩岸在 Hofestede(1993)五文化構面上的表現 

國家＼向度 權 力 距 離 個 人 主 義 男 性 化 規避不確定 長 程 導 向 

中 國 大 陸 高 低 中 中 高 

台 灣 中 低 中 中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廣告而言，其目的是說服各地消費者產生購買行為(朱有志，1995)，在全

球化的趨勢下，越來越多企業主需要跨國行銷，越來越多產品在世界各地均可購

買，那麼，在製作廣告的時候，究竟應該採用標準化還是因地制宜的特殊化廣告？ 

國際行銷的課題中，跨文化廣告是否應該標準化，學者們有許多不同的意

見。贊成標準化的學者多認為，消費者的習性及心理是全球共通的，世界各地的

人們都會有相同的品味、慾望與訴求，人類七情六慾的情感抒發也會有類似的經

驗（朱有志，1995），且標準化的廣告不但花費較低，對廣告的內容較能掌控，

策略及企畫也可以簡單化。也有學者認為世界將成為一個同質化的市場，單一的

全球廣告主題會比多重主題的廣告來得有效，所以企業主可以在不同的國家轉移

廣告，並且可以提供一致的品牌形象(Levitt,1983)。如此一來企業主製造廣告就

只要投注一次的費用，就可以放諸四海皆準，還可以塑造出相同的品牌性格。 

但是每個國家因其社會、法律、政治的不同，還是會造成有些廣告無法四海

通達，於是相對的，就有另一些學者認為廣告不應該標準化，而應該特殊化，若

是因地制宜更動廣告訊息的設計，將有助商品被他國的民眾接受(孫秀蕙、馮建

三，1995)。 

贊成個別化的學者多認為，廣告應該因應社會情境而特殊化，因為文化具有

高度的滲透性與普遍性，廣告需透過文化當媒介，才能與「當地」的閱聽眾溝通。

標準化的廣告僅適合應用於文化相類似的地區與國家，雖然大中華市場確實享有

一些共同的文化，但是兩岸分治造成的多樣性，國際廣告主仍可能需要分別製作

適合北京、台北等城市的廣告，以利更有效的觸達這些個別市場的消費者（胡光

夏，2002）。我們可以思索，如果一支廣告無法透過當地文化做為媒介，與當地

文化格格不入，這個廣告是否還能夠打動人心？ 

廣告究竟應該標準化或是特殊化，迄今仍沒有定論，但是若以廣告訴求特殊

化取向的角度出發，檢視某個文化地區廣告中的文化價值，仍具有價值性(朱有

志，1995)，從行銷的觀點看來，若我們以特殊化取向來瞭解海峽兩岸，除了可

以瞭解兩岸的文化價值，更可以利用發現的價值之異同，進而找出影響廣告有效



 

 

性的文化價值，提供廣告主作為制訂廣告的參考。 

在做跨文化廣告研究的時候，除了研究者本身對標準化、特殊化的觀點選擇

外，另一個很重要的是跨文化研究的比較選擇取向。現在分析廣告文化價值的研

究，主要有幾種比較方式：(Hetsroni，2000) 

（一）比較現在文化價值與過去文化（不同時期的文化價值） 

此種比較方式主要的研究問題是：主流文化是否改變？目前並沒有一個標準

的答案。雖然有些研究說明文化似乎從功能主義漸漸演變為快樂主義(Belk & 

Pollay，1985)，但是整體來看文化其實是穩定的，(First，1998)，某些特殊時期

性的改變，可能是因為特定事件的發生影響，譬如二次世界大戰時增加的愛國心

表現，也並不會有持久性的表現(Pollay & Gallagher，1990）。 

（二）比較相異文化地區的廣告價值 

這一類的研究累積得相當多，通常會以美國文化為基準與其他地區文化比

較，近來華人文化與歐美文化的比較，常是研究者關心的議題。一般說來，常以

Hofstede（1980）的文化構面來比較，當比較的國家為較集體主義國家時，美國

就傾向個人主義，譬如在 Cheng與 Schweitzer(1996)的研究中，以電視廣告分析

中國大陸與美國價值觀的異同；但與其他較不集體主義的國家相比時，差距變小。 

（三）與公眾文化不同的文化 

從這個觀點出發的研究者研究的是廣告反應的價值觀與社會價值觀的異

同。有些研究者認為大眾媒體反應的是一種像「歪曲鏡」一樣的價值觀（Pollay, 

1986、1987），在 Pollay和 Gallagher（1990）的研究也發現，人們排列價值觀的

重要性與廣告呈現的價值觀成負相關。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為了引發潛在客戶的反

應，廣告必須符合公眾的價值觀而不是對抗它，如果攻擊基本的價值觀，雖然會

引起大眾的注意，但是不會引發購買行為（Holbrook，1987）。 

（四）比較相似文化地區廣告價值 

劃分相似的文化地區，通常會以地理位置、歷史相似性、或政治經濟因素來

考量，所以西方文化中英國、美國通常就會被歸類為相似的地區做研究

(Weinberger & Spotts，1989)，華人地區像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由於共同承襲

中華文化，也常被歸類為相似文化地區做比較，例如 Tse、Belk和 Zhou(1989)，

比較兩岸三地報紙廣告中的消費價值，發現在廣告訴求西化程度方面而言，香港

最西化、台灣中等、大陸西化程度則最低。Neelankavil等(1995)則是調查外語及



 

 

外籍模特兒在亞洲四國雜誌廣告的使用率。 

本研究的比較取向，是採取第四種「比較相似文化地區廣告價值」，試圖比

較分析兩岸台灣及中國大陸兩個地區的文化差異。廣告上許多文化研究都顯示兩

岸文化有一些差異(Tse, Belk & Zhou，1989)，但是這些研究多半簡單的將廣告訴

求區分為「西化程度」或是「理性/感性訴求程度」，較少更進一步的分析，因此

本研究以電視廣告為分析素材，試圖探討兩岸文化價值中的性別角色意涵。國內

亦有幾篇研究以廣告探討性別或女性角色，譬如黎曼妮(1990)以第一種比較取向

（不同時期的文化價值）來探討台灣報紙廣告中的女性角色；顧玉珍(1991)以電

視廣告探討女性角色意涵；劉宗輝(1997)也探討電視廣告裡的性別角色描述；黃

瓊慧(1995)以電視中美體瘦身廣告來探討女性意涵。這些研究較少比較不同文化

的差異，而且經過了一段時間經濟、政治環境的催化，現今電視廣告中的性別角

色，也可能會有一些改變。因此，研究者試圖以電視廣告來瞭解兩岸的性別角色，

以及其中蘊含的文化價值。本研究的研究媒體為電視廣告，自然我們必須瞭解電

視廣告的特性，及它所可能反映的文化意涵為何？下一個段落，就針對電視廣告

的定義與特性作整理及描述。 

 

四、電視廣告 

廣告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從傳統的報紙、雜誌、電視、廣播廣告，到現

在無所不在的置入性行銷，或隨處可見的廣告看板、車體外廣告，廣告的形式千

變萬化。廣告可以用幾種類別來區分：以媒體的型態來分（如電視、報紙廣告）、

以產品的型態來分（如瘦身、汽車廣告）、以廣告的目的來分（如政治、公益廣

告）等等（楊中芳，1990）。本研究的取向，即為以媒體來區分，媒材則是選取

其中的電視廣告。 

占全部電視播出時間六分之一的電視廣告，對電視事業及電視觀眾來說意義

重大，他可以強力的影響社會的價值觀（謝鵬雄，1991）。和其他媒體相比，電

視廣告雖然價格較高，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優越性，導致廣告主仍然願意投資經費

於電視廣告預算上，並花心思製作各式各樣吸引閱聽眾的廣告。使用電視，可以

把最有效的銷售的訊息帶給最多人，由於電視較有全國性的普及率，相對於報

紙、廣播這些比較有地區性的媒體，全國性的廣告主會較傾向選擇電視廣告作為

行銷的媒介，雖然總成本提高，但可以用低廉的每人成本到達廣大的閱聽眾。除

了廣大地理上的涵蓋，電視與家庭生活關係也十分密切，故電視也可以深入進入

到家庭的閱聽者，同時到達主動及被動的閱聽眾。 



 

 

由於電視還包含影像、聲音，所以更擁有其他媒體所不及的衝擊性與可記憶

性，並且可為新產品做特點示範，所以廣告主在需要較長文案時更可以考慮電

視。電視廣告不僅有彈性，其具配樂、音效、技巧的特性，更可表達新穎性、戲

劇性的衝擊。且電視廣告的可談性高，更可在閱聽眾間留下深刻的印象，並製造

話題（黃慧真，1990）。而其具有連慣性的內容，能夠緊扣人心使人欲罷不能，

並且不受空間與知識的限制，即使不識字的人也能聽懂或看懂畫面（樊志育，

1990）。 

電視廣告是在電視上播放，所以可視其內容、產品訴求，與適合的節目相結

合，甚至可以被製作成適合節目的型態。採用不同的節目，更易掌握閱聽眾，吸

引對節目有忠誠感的人（黃慧真，1990）。電視廣告在計費方面，也是與時段、

時間長短、刊登次數來計費，時間越長、節目收視率越高或是黃金時段、刊登的

次數越多，自然會收取較高的費用，但同樣的，也更可以到達更廣大的閱聽眾，

也容易使閱聽眾留下更深的印象。在處理手法方面，由於電視廣告刊播價格昂

貴、時間短促，導致電視廣告多以感性手法處理，且電視廣告含有刻板印象的訊

息比例最高（黎曼妮，1990），所以以本研究想要探知海峽兩岸中的性別刻板印

象，使用電視廣告實為一個更易擷取資訊的媒體。 

總合上述，廣告具有對文化的承載性，能夠反映文化，更可以與文化互動進

而影響塑造文化，所以我們以廣告為媒介，試圖探索兩岸的廣告中的性別角色意

涵，不但可以靜態看出兩岸目前的性別角色現狀，更可以用一種動態的角度，來

檢視兩岸的性別角色有怎樣的發展可能及趨勢，不僅提供我們行銷面上的策略依

據，更可以在關懷面上，回答研究者想探知的問題，在廣告中屬於強勢的電視廣

告，由於可以主動的與閱聽眾觸接，且具有影像、聲音等多元的資訊，能夠提供

更豐富的研究訊息，因此本研究採用電視廣告來研究兩岸的性別角色意涵。 

本研究想要瞭解兩岸性別角色的現況，除了從電視廣告中擷取資訊外，也必

須來看看孕育性別角色的環境其發展與變遷，因為人不能脫離環境中生存，社會

化的過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十分重要，我們的思想、行為都受到大環境價值觀的

影響，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發展沿革，都使得我們對事物有不同的基模與看

法。因此，我們要探討性別角色，不能不先檢視兩岸的現況，兩岸的人們生活在

怎樣的空間下，故第二節，繼續從文獻中來探討兩岸人民所成長、生活、就業的

場域。 

 



 

 

第二節  海峽兩岸的現況 

這一節先探討大環境的社會文化的演進，接著再討論在這些社會文化活動或

政策的影響下，興起的女性意識演進及相關的女權運動之發展（因為這些運動因

而引發了眾多性別研究者的研究），最後談到兩岸廣告實務五十年的發展與現

況，試圖從這些資料中，剖析性別角色在海峽兩岸中的定位。 

 

一、 海峽兩岸五十年來社會文化的演進 

社會文化的變遷可以表現在很多層面上，包括政治、經濟、習俗、文化等等，

有些變遷可以使用統計數字加以說明，譬如產業結構的改變、儲蓄、平均所得、

教育普及率、平均餘命及各種消費性指標等等，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人民社會生活

的改善或生活品質的提高（席汝楫，1989），也可以幫助我們在五十年的微觀、

巨觀改變中，發現一些重要的意義。雖然這些指標或現象可能只是整體的一個切

面或切線，但仍能提供我們一個對瞭解整個社會文化的思考基礎。所以這一個段

落，即用一些現象或政策的指標，來探討兩岸社會文化的演進。 

過去的研究中，中國人受儒家思想影響較重群體觀念，生活特性包括有禮

貌、遵守規矩、尊重職權、愛好和諧、不與人競爭、安分守己、保守、重秩序、

穩定以及容忍。經濟上，中國人崇尚節儉，不容易產生慾望，認為節儉是美德，

習慣存款，認為浪費及買貴了是羞恥的事，買的產品不佳更是丟臉的行為，但也

有便宜沒好貨的觀念。在宿命論的觀點上，中國人不喜歡改變，比較安土重遷。

相信命運，相信自然之道及「業」，愛面子（Gong, 2003）。分治了五十年的台灣

及大陸，相信在各方面都產生很大的改變，以下就分別來探討兩岸社會文化演進。 

 

（一）中國大陸社會文化的演進 

中國大陸雖然自 1953 年起即建立計畫經濟體系，卻常常陷於波動之中。農

產品生產的循環變動、農業及財經的搖擺不定、及政治運動都對於經濟有很大的

影響。中共政治存在派系之爭，經濟路線又是派系爭論的焦點，其基本成分是蘇

聯模式，也就是採取中央高度集權，透過經濟計畫以行政系統指令的來管理經

濟，基層單位或企業機構沒有決策的權力，但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由計畫轉向市

場經濟。在 1979年，國家指令性計畫占全國工業總產值達 70%，但現今僅為 5%



 

 

（何懷嵩，1996）。 

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後相當短的時間內，即改變了原有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結

構。政府掌握大量財富，經常清算中上層的資產階級，強迫農人在集體農場工作，

接收所有生產事業的運作。經濟方面，1987 年以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呈現

下列幾個特徵： 

1.經濟結構不平衡，過度發展重工業。 

2.因為誘因系統被扭曲，經濟效率低落。 

3.消費水準未隨經濟發展提高。 

4.儲蓄傾向在經濟發展爭維持偏高的水準。 

由於「改革開放」期間採行的是「不平衡發展策略」，只「讓一部份的人先

富起來」，因此社會成員收入所得差距擴大。而居民消費能力的變化也可以分為

兩個階段： 

1. 生存型轉為溫飽型（1979年~1984年）：由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農產

量大幅增加，農民所得提高，消費能力大幅提高，但仍集中在吃穿上，

比重達 70%以上。 

2. 溫飽型轉為小康型（1985年~1994年）：消費成長相對緩慢，選擇性增強，

消費趨於多元化，吃穿比例下降到 65%左右，消費興趣開始集中於日用

品，特別是高級耐用日用品質量均有提高（何懷嵩，1996）。對一般消費

者而言，他們認為外來品品質較佳，厭倦了本國低品質產品。其使用金

錢習慣改變，信用卡年成長率 64%，不過平均來說購買力還是較西方低

（Gong, 2003）。 

政治方面，意識型態的變化大致可分三個時期： 

1. 毛澤東統治時期：從 1949年到 1976年，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改造

人的思想與行為，企圖最短時間建立共產主義。 

2. 華國鋒統治時期：從 1976年 9月到 1978年 12月，堅持毛澤東思想，開

始「四個現代化」政策。 

3. 鄧小平統治時期：從 1978年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三個時期都

肯定財產公有制，並利用政治運動宣揚意識型態，反對資本主義思想。 

自 1978年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何懷嵩，1996） 

1. 農村改革階段：從 1978年 12月到 1984 年 10月，主要推動各種生產責

任制，擴大地方政府及企業的自主權，取消政經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外經濟方面，公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開

放外商到大陸投資，並設立經濟特區。 

2. 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從 1984年 10月到 1987 年 10月，除

農村進行第二步改革外，全面進行城市經濟改革。增強大中型企業活力，

發展商品市場，改革金融稅收體制，改進勞工工資制度等。 

3. 治理整頓：1988年 9月，決定執行治理整頓的經濟緊縮政策，期能消除

通貨膨脹危機。推動十年的經濟改革倒退，廣告業成長也受限。 

4.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5年的經濟工作重心是「一線兩點」戰

略，一線是抑制通貨膨脹，兩點則是整頓國家企業及農業。加入 WTO

後更造成中國與世界經濟體接軌（Gong, 2003）。 

中共的意識型態基本上是反映當權者的思想路線，以其個人利益為主，為社

會大眾提供某種認知，從而引導他們按照某些綱領步驟來從事社會實踐，以達到

當權者所欲達到的目標，媒介被視為統治、宣傳與組織的工具，因此是進行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趙金玲，1996），故我們更能夠從電視廣告中去發掘其反

映的文化意涵。 
 

（二）台灣地區社會文化的演進 

台灣本來是一個農業社會，看重初級關係，強調父權聚居，家族觀念強烈，

擁有宿命的人生觀及勤儉勞苦的工作態度，並建立一種以親屬關係的社會網絡，

但由於工業化及城市化，傳統農業人口漸減，從 1943年的 56%減少到 1993年的

19%，服務業及工業急速增加，居民大量聚居於工業和城市地區，人民不再侷限

於初級關係，家庭人口減少，原來的家族關係難以維持，城市中多是高密度各戶

獨居狀態，產生新的疏離現象，人民轉而靠參與次級團體來建立次級關係。職業

的多元化、職業地位的升高、階層組織重新安排，社會價值也隨之重塑。中國傳

統文化中原本相當程度的排斥技術，推崇官僚地位。社會財富增加之後，財富分

配也重新洗牌，社會階層化相對於以往的以官僚為最崇高地位的狀況有不同的改

變，知識程度、財富、政治權力都是判斷的依據，技術發展也帶給日常生活很大

的變化，譬如避孕藥的發展，衝擊到的價值觀念可能包括性觀念的開放、自由戀



 

 

愛等等（文崇一，1985）。 

台灣經濟成長約可分為兩個階段，在 1990 年以前，屬於成長階段，其後則

為成熟階段（賴東明，1994）。自政府遷台，有系統的進行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計

畫，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抒解了當時農村社會中嚴

重的土地問題，1956 年，實施都市平均地權。1959 年，推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方

案，是往後十幾年基本財經政策改革的原則。我國工業前期以輕工業為主導，之

後逐漸加強重工業的發展，從紡織品擴及其他輕工業產品，再到交通運輸工程，

重化工業及電子工業（文崇一，1985），在工業化發展上，1967年我國工業人口

首次多於農業人口，進入工業社會（賴東明，1994）。1974年，開始推動十項建

設，以經濟建設為主，包括交通及重工業建設，例如高速公路、台中港、鐵路、

鋼鐵造船廠、國際機場等等，帶動國內經濟的繼續發展。1977 年，開始推動十

二項建設，工業發展轉為資訊工業。1986 年，繼續推動十四項建設，期間，我

國經濟快速成長並穩定發展，即使發生兩次能源危機，我國經濟成長上仍有較好

成績。近年來我們逐漸擺脫人力密集的工業，轉向資本密集的產業，資本密集的

產業需要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才，我國逐年提高的教育水準正可以因應此現象。但

是資本密集產業例如石化業、晶圓代工業雖然有高附加價值，卻都隱含著高污

染，故隨著時代的演進，民眾環保意識提升，漸漸演化出高附加價值低污染的產

業，也就是目前正在推行的綠色產業或環保產業，其代表產業為觀光業、軟體設

計業、生化產業等。近年提出的「六年國建」，是包含經濟、人文與生活三個面

向的「國家總體建設計畫」，內容包括增加公共建設，創造就業機會，發展生化

科技及數位內容兩項產業，以及加強觀光旅遊、老幼照顧等服務業，交通方面並

計畫推動「國際自由港」、增設國際機場以及環島公路網，希望可以帶動新一波

的經濟熱潮，並提高國民生活品質。 

近十年來我國的經濟成長率每年均有不錯的成長，除了 2001 年，因為全球

經濟不景氣而下滑，但於 2002年又有提升；而國民的儲蓄淨額除 2001年之外，

也是逐年攀升，國民所得更成長到每人每年四十萬元的金額，各種資料都顯示台

灣地區的經濟環境穩健成長（行政院主計處，2002）。 

政治方面，開發中的國家政治發展首項課題為政治認同與整合的建立。台灣

地區具有獨特的歷史背景，與大陸兩個政權的分隔，和台灣現存的外交困境，都

使得台灣的政治環境成為一個複雜的場域，現代的台灣人民也都有著一層對台灣

安全與前途的顧慮。在政府播遷來台之後，由於本省與外省人在生活習慣價值觀

不同產生衝突，導致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事件過後政府對於人民思想更

嚴加控制，進而演變為一般人俗稱的「白色恐怖」，人民政治上受限制極多，對



 

 

於行政各部會首長均沒有參與的權利。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念，導致黨外運

動從中而生。直到 1987 年宣布解嚴，台灣的民主腳步躍進了一大步，政黨多元

化應運而生。1996 年，更開放了總統直選，2000 年，總統選舉的結果發生了政

黨輪替，並首度產生了第一位女性副首長，在此次政黨輪替中，女性閣員的人數

也顯著提高。 

教育方面，我國向來重視教育發展，1968 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開始實施，

除逐年增加教育投資及改善教育環境外，並力求教育機會均等，致教育日趨普

及、高等教育持續擴充，國人教育程度因而明顯提升。2002年我國 25歲以上人

口高等教育比率為 23%，較 1999年日本之 31%、美國 35%及加拿大 39%等國為

低，但高於大陸之 2.0%(1990年)及新加坡 7.6%(1995年)。可見我國的教育仍比

大陸普及且程度較高。城鄉差距方面，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仍以台北市、台

中市等教育程度較高，以東部縣市平均教育程度較低；2002 年台灣地區大專以

上人口比率 26%，較 1992年提高 10.3個百分點，其中台北市及台中市分為 47.6%

及 38.5%，各增 22.8及 17.2個百分點，其餘各縣市亦均呈提升趨勢。 

就業方面，2001 年我國女性勞動力人口有 400 萬人，較十年前增 23.7％，

平均年增率 2.2％，女性勞動力增加之幅度大於男性(增 9.3％，年增率 0.9％)。

其中大專以上程度占 30.4％，較十年前增 14個百分點，並高於新加坡之 23％，

接近日本之 31％。十年來，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維持在 44-46％，較日本、南

韓 49％、新加坡 55％及美國 60％為低，顯示我國女性人力資源仍待開發及運用。

就婚姻狀況觀察，90年未婚女性勞參率 53.0％，較十年前減少 1.5個百分點，主

因女性受高等教育者增加，致延緩投入勞動力市場；有偶婦女勞參率 46.3％，則

呈上升趨勢；離婚或喪偶婦女則維持在 26-27％。隨著教育普及女性自主意識抬

頭，女性對於就業市場之地位日趨重要，2001 年我國女性就業人數 383 萬人，

以專業及技術人員占 25.0％；服務及售貨人員亦占 25.0％居次；生產操作工人占

22.7％，是隨著傳統產業式微。同年我國女性非勞動力人口 465.1 萬人，以料理

家務、求學及準備升學為主要原因，分占 57.3％及 22.7％。可見在現在的社會結

構中，仍有許多女性待在家裡操持家務，但由結構變化觀之，求學及準備升學者

所占比率呈上升趨勢，料理家務所占比率則有下降趨勢。未來隨服務業比重續

升、生育子女數減少，托兒、托老機構普設及彈性工時推廣等因素，女性勞動力

參與率應可提升（行政院主計處，2002）。 

受雇薪資方面，以表 2-2兩性在商業及工商服務業的就業人口為例，雖然女

性薪資有逐年提高的趨勢，但女性受雇員工薪資均明顯比男性受雇員工低，2002

年商業男性受雇員工每月平均薪資為 40825元，女性受雇員工僅為 33877元，工



 

 

商服務業男性受雇員工每月平均薪資為 52295元，女性受雇員工僅為 44342元，

以商業平均薪資年增率來看，男性增加了 48.61%，女性增加了 78.08%，顯然女

性增加的幅度較男性高，但女性民國 79年的薪資本身就較男性為低，以民國 79

年男性薪資為女性之 1.44倍，相較於民國 91年男性薪資為女性之 1.21倍來看，

薪資差異的確有減小的趨勢，但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仍存在於現今的社會。以就業

人口來看，兩性就業人口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自民國 79 年到 91 年，男性從

39萬七千人上升到 74萬兩千人，女性從 19萬九千人上升到 52萬九千人，男性

的就業人口增加率為 86.9%，女性的增加率為 165.83%，民國 79 年時男性就業

人口為女性之 1.99倍，到了民國 91年已經縮小到 1.40倍，女性就業人口上升的

速度比男性來的快，顯示兩性在就業人口上的差距漸小，但時至今日，仍是有明

顯差異存在（行政院主計處，2002）。 

表 2-2：兩性就業人口及受雇薪資 

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商
業（單位：元） 

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工
商服務業（單位：元） 

年度

(民
國) 

 

就業人口-
大學以上-
男（千人） 

就業人口-大
學以上-女
（千人） 男 女 男 女 

79 397(0%) 199(0%) 27472(0%) 19024(0%) 38827(0%) 27097(0%)

80 403(1.51%) 207(4.02%) 29315(6.71%) 20714(8.88%) 40512(4.3%) 29726(9.7%)
81 421(6.05%) 223(12.06%) 31616(15.08%) 21908(15.16%) 44573(14.8%) 33490(23.59%)

82 454(14.36%) 250(25.63%) 34294(24.83%) 23829(25.26%) 47198(21.56%) 36248(33.77%)

83 465(17.13%) 268(34.67%) 36412(32.54%) 24946(31.13%) 46571(19.94%) 36182(33.53%)
84 496(24.94%) 304(52.76%) 38273(39.32%) 27154(42.74%) 48739(25.53%) 39577(46.06%)

85 522(31.49%) 336(68.84%) 38990(41.93%) 28005(47.21%) 48552(25.05%) 41007(51.33%)

86 566(42.57%) 373(87.44%) 40539(47.56%) 29523(55.19%) 51815(33.45%) 43378(60.08%)
87 597(50.38%) 408(105.03%) 41804(52.17%) 30772(61.75%) 52367(34.87%) 46536(71.74%)

88 633(59.49%) 432(117.09%) 42594(55.05%) 31690(66.58%) 57240(47.42%) 44696(64.95%)

89 662(66.75%) 460(131.16%) 43083(56.83%) 32756(72.18%) 57950(49.25%) 45561(68.14%)
90 684(72.29%) 485(143.72%) 42151(53.43%) 33865(78.01%) 57861(49.02%) 45249(66.99%)

91 742(86.9%) 529(165.83%) 40825(48.61%) 33877(78.08%) 52295(34.69%) 44342(63.6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2)，本研究彙整 

註：括弧內為年增率（以民國 79年為基準） 

再來看台灣地區其他相關指標，以勞動參與率來看，民國 89 年男性為

69.4%，女性為 46.0%，到了民國 92年男性降低為 67.7%，女性則提高為 47.1%，

顯示男女比例也逐漸拉近，女性初婚年齡亦隨教育程度提高而延後（行政院主計



 

 

處，2002）。從教育程度來看，大學以上女性比例，在三十九學年度僅 10.89%，

到了九十二學年度已達 48.78%，已近乎女性所佔的人口比例。但在各級學校女

教師之比例中，可發現九十二學年度中，幼稚園教師有高達 98.35%為女性，大

專院校教師則僅有 34.5%為女性，仍可見典型性別職業的現象產生（教育部，

2004）。 

綜上所述，台灣的經濟環境五十年來有大幅度的成長，漸漸從開發中國家邁

入已開發國家之林，隨著經濟成長，女性就業者的數量也逐年提高，但仍可發現

女性就業人口較男性低，工資也與從事同樣工作的男性不相等，且因料理家務而

未加入勞動人口的女性比例仍高。政治上雖然產生了第一位女性副首且女性閣員

人數也提高，但男性仍是政治的主流角色。顯示雖社會普遍瀰漫男女平等之呼

聲，實際上男女仍有許多不平等的待遇存在現今社會。這些社會地位是如何演

變？女性又是如何漸漸爭取擁有與男性相當的權利？本研究在下一個段落接著

繼續探討兩岸女性的社會地位之演進，試圖在兩岸現況橫斷的剖析後進行縱貫的

深入瞭解。 

二、海峽兩岸女性社會地位及女權運動的演進 

婦女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更長久的生命史及數千年的發端期。但面對著盤

根錯節、深遠固著的男性中心思想，無論是女性意識的發展或壓力團體的形成都

比其他國家顯得殘缺無力，提昇婦女地位的制度性變革仍須附著於男性的或國家

的整體性利益之下，才有可能化作社會現實（顧燕翎，1989）。在本研究進行之

前，我們必須先來看一下孕育目前兩岸女性地位、處境的歷史背景與沿革。 

（一）兩岸分治前女性社會地位的變遷經過 

周以前(西元前 3000-2118年)可能是母系社會，「貞」的觀念淡薄；秦漢之際

(約西元前 219-206年)，是貞節觀念從寬走到嚴格的過渡時期；漢武帝時的營妓，

是中國妓女的開始；西元 90年，班昭做「女誡」，倡導男尊女卑、夫為妻綱以及

三從四德；五代時期，李後主以美觀為由，首創婦女纏足；宋代是雙重道德標準

的開始，對女子的童貞與貞節逐漸嚴密的重視，理學家雙程提倡女子不能再嫁、

男子可以出妻的雙重標準，宋朝之前，女子並未因再嫁而恥，在此之後，對女子

的限制及權力剝奪越來越盛；明末，形成「女子無才便是德」、「婦人識字多誨淫」

等觀念（李本華，1989）。 

在流傳下來的文章典籍中，我們可以輕易的窺見婦女的悲怨與不平，身為女

兒身，只能待在庭院深深中有志不得伸，沒有參政權、沒有教育權（不然怎有祝



 

 

英台女伴男裝求學的故事？），還必須為著貞節二字，忍受數不盡的空閨寂寞。

把中國婦女問題較完整有系統呈現出來的，首推李汝珍的「鏡花緣」，這本書在

西方思想滲入中國前，鴉片戰爭爆發前二十年完成，其關於女性的思想可分為六

類：1.反對雙重道德標準，男女應「共同」遵守嚴格的道德標準。2.反對纏足。

3.反對塗脂抹粉。4.反對算命合婚。5.提倡女子教育。6.主張女子參政。而同時期

的俞正燮，也反對雙重標準、納妾，主張一夫一妻制。這些學者雖沒有提出改進

方案，但是卻孕育往後婦運者共同認可的目標。 

在 1850-1868年橫掃十六省分的太平天國，倡言男女平等、婦女可以參加考

試、擔任文武官吏；授田不分男女、禁纏足、禁買賣奴婢、禁娼妾，卻因為沒有

女性意識做後盾，反而使女性備受摧殘，他們只是體會到婦女資源的重要性，借

平等之名利用女性的生產力及戰鬥力。解足之後，許多婦女被迫參軍服勞役，因

而折磨致死。關於纏足問題，傳教士也於 1874年在廈門組織「天足會」，這是纏

足問題的首次具體化。 

甲午戰敗後維新派以富國強兵為當務之急，體認到婦女資源的重要，力倡興

女學與不纏足。據梁啟超的解釋，興女學的目的有三方面：1.培養女子職業技能，

以免男子一人養數人，以便累積民富。2.培養良母，以正人心、廣人才。3.強種，

有健康的母親才有健康的國民。但其設立的「女子師範學堂」，仍以「貞靜順良

慈淑端檢」為校訓，以三從四德為教育內容主旨，其中心思想仍為以父權為中心，

為強化父權控制，更加重了女性的負擔，讓男子可更加清閒一點！此時期的不纏

足會與女學會，1257位成員中，僅有不到 1%是女性，且多是會員之母或妻的名

義。這些興女學與不纏足運動其實是父系利益的延伸，並不真是女性意識的伸張。 

但是中國婦女本身受到西潮激盪政局變革、社會民主化的影響，在啟蒙之

後，對自身處境亦有所反省而要求變革。庚子國難激發更深切的危機感，覺醒婦

女不僅投身革命，如秋瑾、張竹君等人也是婦運的倡導者，她們以女性立場討論

婦女問題，主要活動包括：1.組織婦女團體，最早的婦女團體是 1903-1907年間

由留日女生創立，以秋瑾加入的「共愛會」最具歷史意義，鼓吹自立自強也加強

國家觀念。2.發行刊物、著書立說，體會到「發明女界新學說」及翻譯「女學書

籍」的重要。3.興辦女學，作為革命據點。4.籌組女子軍隊，秋瑾認為婦女要平

等權利，自然也應盡相對的義務。 

在民國建立之後，軍閥政客爭權奪利，女權思想一度消沈，女子軍隊被解散，

1912 年，袁世凱政府規定，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由男子獨享，認為女子參政不適

合女子生理及本國國情，女子應以生育為其唯一天職。這反映出當時婦女運動的

高張以及阻力的? 大。同年南京臨時參議院制訂臨時約法，公布時並無男女平等



 

 

條文，婦女代表不滿，一度衝入參議院劇烈爭執，最後提議增修，風波才息。但

婦女還是沒有足夠的地位，同年八月，政綱中原有男女平權的條文又被刪除。 

在新文化運動中，婦女問題又再度成為注意的焦點，各地區的女權同盟、女

界聯合會紛紛成立，此時的婦運主要著重下列幾點：1.教育機會均等，攻擊賢妻

良母的教育，爭取男女同校，開放大學女禁。2.婦女經濟獨立，鼓勵就業、消除

職業區隔，廢除不平等法律（已婚婦女應有行為能力、財產權等）。3.婚姻自主。

4.反對片面貞操。5.廢除納妾蓄婢及娼妓。但卻效果不彰，最後內務部下令實行

公娼制。6.婦女參政。由於全國女性團體大結合，北京政府只好取消禁止女子集

會結社的規定，亦開放少數公職給女性，但 1923 年的憲法草案及參議院選舉法

仍摒除女性。直到北伐成功後終於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區別，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自此婦女參政進入制度化階段。 

抗戰時期婦女熱烈參與建國救國，有參與戰爭的武裝部隊，湘桂鐵路及滇緬

公路也仰賴大批婦女勞工，國民參政會有婦女代表，婦女期刊也有八十種以上。

但是同時婦女就業機會受到嚴厲挑戰。世界性的不景氣，就業機會銳減，美國更

透過立法限制已婚婦女就業，而中國也被歐美風氣影響，一些媒體大力宣揚「男

有分，女有歸」的理想國，福建政府甚至首先裁撤女職員。此舉造成婦女界及傳

播界群起撻伐，直到 1942 年，國民政府才正式訓令不得藉故禁用女職員（顧燕

翎，1989）。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瞭解兩岸在分治五十年之前，婦女在地位上共同承載的

歷史背景，婦女在傳統中國裡的地位是十分低落的，沒有自己的主權，她身邊的

男人便是她一生的依靠，在社會中沒有自己的聲音，只能躲在家中默默操持家

務、相夫教子，這種狀況從清末開始有所改善，婦女的力量漸漸成為社會中不可

或缺的生產力，參政、教育、就業等各種權力也逐步開放。下一章節繼續探討在

兩岸分治之後五十年來的變遷。 

 

（二）兩岸分治後台灣地區的婦女地位及運動 

美國繼二十世紀初期以爭取參政權為主要目的的第一波婦運後，進而探討性

別差異社會化過程、父系價值體系缺陷，並以建立平衡的兩性文明為目標，因而

有了八十年代「婦女研究」的茁壯。國民政府遷台後，進入女性意識斷層期。本

土性的婦女運動在 1925到 1927年間開始萌芽，其間有「彰化婦女共勵會」等團

體成立。由於 1942年戰時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沿用到 1986年，所以

婦女團體的成立十分困難，官方的婦聯會、婦女會雖擁有二十萬以上會員，但其



 

 

肯定傳統分工，並沒有發揮任何改革力量、引導女性自覺。在 1970 年以前，由

於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敦促，台灣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並注意到娼妓、被

虐婦女救助及安置、爭取高職問題，但自 1970 年退出聯合國後，此會撤銷，這

個「運動」也因不是本土自立自覺而消失。 

而要談到台灣的婦女運動，就不能不談到呂秀蓮這位第一波婦運的開創者。

從伊利諾大學時期，她對婦女議題便十分關注，回台後，更在報章雜誌上對傳統

的男女角色做一番論述，經過不斷的演講、座談，終於使婦女問題浮出檯面。她

認為婦女問題絕不只受過高等教育這一層面，而應該在中下層社會向下扎根，於

是著手成立「時代女性協會」，但受到拒絕，她認為可能是受到既得利益者控制

的女性團體所反對，於是之後她更致力將婦運推到制度化階段。在 1976 年初，

呂秀蓮成立了「拓荒者出版社」，進行美國婦運著作翻譯、國內婦女問題探討及

女作家作品選輯等工作。而姜蘭虹以台大人口研究中心的名義申請成立「婦女研

究室」，更有助於女性意識的研究與發展。另一方面，呂秀蓮也在高雄舉辦婦女

口才訓練班及各種講座，並創設「保護妳」專線，原專針對「婦女安全」，後功

能擴大到處理所有婦女問題。她對婦女問題自創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及行動策

略，名之「新女性主義」，提出的基本主張包括：「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人

盡其才」、「是什麼、像什麼」、「女人永遠不能忘了自己永遠是女人」等等。 

她的思想體系與行動策略強調： 

1.本土性：與西方種種激進婦運人士不同，她著重實踐精神與對性別角色的

妥協。 

2.批判性：她對於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男主外女主內、男性優越、雙重道德

標準的批判，加上其法律的訓練，於是催生「民法親屬編修訂草案」及「墮

胎合法化」問題。 

3.妥協性：和其他女權運動者不同的是，她並非全然反對傳統的社會角色，

譬如她肯定「塗脂抹粉」、也認為新女性是「左手拿鍋鏟、右手握筆桿」，

而這樣的妥協態度雖然有許多撻伐的聲音，但也在保守的社會贏得不少支

持與立足點。 

新女性運動灑下婦運的種子，1982 年李元貞組成婦女新知團體，是台灣婦

女的第二波集體行動。李元貞體會到個性受到壓抑的苦悶並非源自個人心理狀

態，而是父系社會把女性角色類型化的結果，於是開始對婦女議題產生關懷。原

本她繼承知識份子扶助弱小的傳統，對女工及娼妓特別關心，覺得女性自覺並非

當務之急，但經過幾次活動的挫折經驗，社會大眾媒體的不支持，使她發現社會



 

 

整體性女性自覺的重要，於是積極成立自主性女性社團，於是於 1982年創辦「婦

女新知」雜誌，以「喚醒婦女、支持婦女、建立平等和諧的兩性社會」為宗旨，

除翻譯西方女性主義經典著作，以女性主義觀點討論文學、電影作品，並討論婦

女法之修改與制訂。每年亦舉辦一主題活動，並對婦女課題作立即反應，譬如「優

生保健法」討論期間，婦女新知發動七個婦女團體，除向立法院遞意見書，並到

場旁聽，終獲通過，這是台灣的婦女團體為了共同目標的第一次大結合。1987

年發起「反對販賣人口」行動，包括遊行、靜坐、舉行座談會，這是第一次婦女

問題的街頭行動，但電視台均不予報導、報紙也多所簡略，反映出傳統媒體對女

性意見採取的壓抑手段。在社會大眾群體環境均瀰漫父系傳統價值之際，推廣女

性意識困難重重，也難單憑一己之力，所以她也協助其他婦女團體之成立，如「婦

女展業中心」、「主婦聯盟」等，使婦運薪火相傳，希望最終能達到「兩性文明的

理想境界」（顧燕翎，1989）。 

在經過了一連串女性自覺、女權運動之後，婦女在現今的台灣的法律、經濟、

教育、社會各方面地位的確已經有所提升，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許多男女同工

不同酬與典型性別角色工作的現象，在 1985年所出版的「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

中，傑出的女性僅占百分之五，在職業別方面，傑出的女性所從事的行業多為民

意代表或文化界、學術教育界人士，最少的是在科技工程界，僅占該界傑出人物

的千分之三，即使女性工作人數越來越多，女性主管的比例卻不高，很難在決策

上發揮主導權力（李本華，1989）。顯示在台灣的社會中，男女兩性在工作上，

仍落入典型性別角色工作之中，女性在權力地位上，跟男性也仍然有一段落差。 

雖然在內政部的國民生活狀況調查當中，女性對生活滿意者，占 66.5%，高

於男性的 58.3%。但對未來的生活憂心的問題，男性依序為事業、財務、小孩教

養及求學，女性則為財務、小孩教養及求學、事業問題，顯見男女關心的比重不

同，事業仍為男性的第一考量，女性比男性更關心小孩的教養及求學問題，比例

為女性 42%及男性 28.6%，可見小孩問題仍多為女性操心的「家務事」。女性因

為操持家務而未就業的比例也仍然很高，即使就業，也有同工不同酬的狀態（內

政部，2003）。 

台灣地區五十年來婦女的社會地位，較兩岸分治之前有很大的提升，不但就

業人數提高許多，在參政上也有亮麗的表現，各種婦女運動、思潮，除了女性的

自覺，也受到西方婦女運動影響，致使許多人投身開始關切女性的各種議題，包

括著書譯書論述、提倡婦女相關立法、遊行、舉辦各種座談會，以及婦女研究的

興盛，這些努力使得現代的女性地位大為提昇。但在面臨到事業及家庭的選擇

時，仍有許多婦女會因為操持家務而選擇離開職場，可見「男主外，女主內」的



 

 

觀念仍深植民心，且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及女性多從事典型女性工作的現象，仍為

社會上的常態，所以台灣距離兩性平等的境界，仍然需要許多努力。 

（三）兩岸分治後大陸地區的婦女地位與運動 

要談中國大陸的婦女問題，就必須先從社會主義談起，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

革命下的產物，對女性問題其訴求是「婦女解放」。在馬克斯及恩格爾的著作中，

嚴格來說並沒有女性專著，對婦女的研究主要偏向確認婦女被壓迫奴役的歷史起

源（鍾嘉琳，1997）。社會主義認為婦女的受壓迫狀況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只有

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能結束這種壓迫，家務勞動及子女撫養即成為集體的事。

因為歷史上男性對女性的奴役是與私有財產制同時發生的，所以婦女的完全解放

及男女平等也只有在資本家統治工人的社會滅亡才能實現。婦女只有加入勞動大

軍參加階級鬥爭，並在經濟上獨立才能獲得解放。西方也有一些女權主義主認為

中國共產黨為了獲得大眾的支持，與父權體制妥協，犧牲婦女為代價。但也有些

人認為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個整體，工人、婦女等等子群體的利益在革

命中本來就沒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政府是以政策的方式，推動女性解放，為了

提高女性參政，還規定婦女參政的比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提出女代表比

例要在 20%以上，並要逐步提高比例，在 2000年以前，各級領導中至少要有一

名以上的女性（李銀河，2000）。 

中共當權之後，基於打破階層要求，社會主義者也向資本家要求打破婦女地

位的不平等，理論上，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及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享

有跟男性平等的權利，1950 年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反封建主義，

強調廢除包辦婚姻、強迫婚姻、男尊女卑、漠視女性及子女權益的封建制度，明

確規定丈夫和妻子的權利和義務，1981 年的新「婚姻法」更保障婦女的合法權

益，1982年憲法中第四十八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

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護婦女

的權利與利益，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培養和選拔婦女幹部。」（法務部調查局編，

中共現行法律彙編，頁 9，1989）近年來中共更有「婦女權利保障法」公布，但

是法律沒有具體落實，使得婦女問題不斷浮現，大部分的婦女是文盲或半文盲，

也沒有能力以法律保障自己（鍾嘉琳，1997）。 

大陸婦女的地位較以往有明顯的上升，但仍與男性有差距。雖然婦女在平均

求學率與最高學歷均有上升，但城鄉差距十分大，一些貧窮落後地區，女童完全

沒有受教育機會，中國女性文盲占文盲總數七成，鄉村中女童入學率低於男童，

而輟學率又高於男童，致使女性總體教育程度偏低（李銀河，2000）。城鎮地區



 

 

雖然女性就學比例提高，但高知識份子女性仍是少數，傳統觀念的束縛，認為女

性只能學習基本知識，不適合從事高科技職業或學術研究。在受教育的水準上，

城鎮男性平均受教育年數是 9.2 年，女性是 7.7 年，鄉村男性是 6.0 年，女性是

4.0年，顯示男女受教育機會存在差異（沈湘湘，1998）。在家庭地位上，婦女家

務勞動的比例仍十分高，婦女的生育意願長期以來，都受到外在因素的左右，「一

胎化」的政策，雖然使婦女有較多時間從事其他工作，安排自己的時間，但更加

深了重男輕女的觀念，男女出生的比例有越來越大的差距（鍾嘉琳，1997）。 

雖然大陸一直強調實行「同工同酬」，但大陸地區男女在工資福利制度方面

均不平等，雖然法律規定除女性不適合的工作外，必須均等，但實際上，仍存在

多招男少招女的現象，錄取分數也是女高男低，甚至有些企業明確表示只要男

生。參政方面，雖然婦女參與黨政機關領導人的比例較高，但真正參與中央核心

的機會並不多，大陸婦女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 44%，但在中共國家機關黨政

群組織事業單位負責人卻只占 11.5%（鍾嘉琳，1997）。 

傳統的中國式家庭重視長者或父親的權威，也就是所謂的父權家庭，最年長

的男性在家中居於主宰地位，有時更以武斷的方式行使權力，對家庭份子的意見

可做最後的裁奪，並主宰著家庭的生育、生產及投資。中國傳統思想特別重視男

孩子，是家族未來繁榮的象徵，家族血緣的延續。相對而言，嫁出去的女兒是潑

出去的水，象徵血緣的斷裂，所以一胎化政策使男孩的地位更加重要，有些地方

更是以男性人口作為分田的基礎，這種種因素，釀成八十年代的溺殺女嬰事件（沈

湘湘，1998）。現代有效胎別鑑定技術更使性別比不斷擴大，大陸婦女占總人口

數的 48%，低於正常出生嬰兒的性別比例（鍾嘉琳，1997）。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婦女解放運動過程不盡相同，資本主義國家，

婦女的解放是人權的解放，法律地位隨經濟發展而逐步提高，進而保障經濟社會

地位。但社會主義國家，婦女解放的核心是政治解放，是社會總體性的政治革命

（鍾嘉琳，1997）。但是將婦女問題提高到政治層面上，以為解放了政治，就順

帶解放了婦女，導致婦女的問題不是不存在，而是被忽略。李小江在從事婦女研

究時，主要的阻力及來自於女界及學界，中國的學術討論難得不加進政治色彩，

學界以沈默表示對婦女及婦女研究的輕視，大部分的學者下意識中將婦女的聲音

當作封建時代弱者的呻吟，所以到 1986 年，中國大陸仍沒有一個專門研究婦女

的機構、沒有一份婦女理論刊物、也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設有專門的婦女學學位（李

小江，1993）。雖然目前已漸漸有婦女研究、婦女叢書問世，也成立了婦女研究

中心，但有關婦女的地位，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中國大陸由於政治解放，婦女地位也隨著解放，在許多制度上均規定了婦女



 

 

地位平等的條例，也修訂許多維護婦女權益的法令，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從婦女

角度去思索當代婦女會面臨到的景況及困境，在社會中傳統的父權思想仍然深植

民心，導致婦女面臨雙重的壓力，必須走入職場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回家時

又要掌理起家務，社會中對女性的迷思，使婦女面臨一種看似平等，其實卻更辛

苦的新逆境，因此婦女的社會地位仍有待從根本的思想、婦女自覺上提升，本研

究可以藉由剖析現代中國大陸媒體中女性角色的狀況，為關心女性議題、希望提

昇女性自覺者提供一個基石。下一段落，本研究便繼續探討兩岸的媒體現況。 
 

三、海峽兩岸的廣告實務現況 

（一）中國大陸的廣告發展 

中國大陸最早的廣告公司，是「中國廣告之父」林振彬，創辦的「華商廣告

公司」，於 1926年在上海成立。隨著上海蓬勃發展，遂成為中國現代廣告的發祥

地，三十年代上海有大約二十間廣告公司，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立國之前，

則已增長至一百間左右。(黃少儀，1999) 

對中國大陸的廣告產業而言，歷經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廣告媒

體直接受到衝擊，因為中共政府批評電視是資本家用來麻醉人心、蠱惑思想的工

具，故在文革期間大力指責電視。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廣告市場消失，除

了政治因素外，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計畫經濟使企業的自主權喪失，一直到 1978

年改革開放時代來臨，沈寂十年的廣告業才開始復甦，自 1979 年一月上海電視

台首撥第一支電視廣告之後，才開啟電視廣告之風，自此電視廣告呈現極為穩定

的成長，到 1993 年為止，在各類廣告中排名第二，而大陸廣告量總額以驚人的

速度增加，從 1984年的 3.7億人民幣，成長到 1993年的 134億人民幣（趙金玲，

1996），1994 年更達到 200.3 億人民幣，廣告經營單位有四萬三千家，廣告從業

人員也達 40.8萬人，每年的廣告營業額成長率幾乎在 40%以上（何懷嵩，1996）。 

大陸廣告業的發展過程中，廣告政策的變化對廣告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

響。根據大陸改革開放後到現在的一些重要廣告政策，可以將大陸廣告業的發展

分為三個時期。1979年到 1983年為甦醒期，開始強調經濟體系下市場力量的重

要性，認為廣告具有提供企業資訊、促進國際貿易、提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等功

能，並於北京成立「中國廣告協會」，舉辦許多促進廣告業發展的活動，1982年

5 月更開始實施「廣告管理暫行條例」，除肯定廣告的功用，也認為廣告是一種

政治宣揚的工具；1984年到 1989年為起飛期，有關當局不但仍對廣告有高度評

價，也強調廣告對經濟改革成效的功勞，並開始積極尋求國外的資金與技術的交



 

 

流，並於 1987年 6月舉辦「第三世界國家廣告大會」。其間廣告營業額以每年平

均 30%幅度成長；1990年到 1993年為成長期，雖然其間發生天安門事件，但廣

告業並未受到影響，在 1991-1994年間，甚至有高達 64%的成長幅度（朱有志，

1995）。 

九十年代至今，中國大陸逐漸邁向市場經濟的改革之路，政府宣稱想要建設

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線電視系統由九十年代初期的 1200 個迅速

增加到 4000 個系統，由於廣告市場的蓬勃發展，國家補助逐漸減少，大量的盈

餘是來自廣告費用的收入，在 1993 年全大陸電視廣告的營業額是 29.5 億人民

幣。大陸消費者對廣告的信賴度高居世界之冠，對產品的喜好及資訊幾乎都來自

廣告，而上海、北京及廣東各區是中國大陸三個最大的廣告市場，這三地在 1993

年的電視廣告中即占了 61%的營業額（趙金玲，1996）。 

而在相關法令方面，中國大陸在 1994年 10 月 27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廣告法」，由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廣告的監督管理，廣告必須在大

眾媒體發佈之前，送交相關行政部門負責內容的審核才可以發佈，並詳列了各種

罰則（趙金玲，1996）。並在 1987年頒佈「廣告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何懷

嵩，1996）。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電視市場並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結構，雖然

電視台必須自籌經費、自負盈虧，但中國大陸政府發展電視事業時仍以國家利益

為優先，著重社會效益的宣傳，雖然因應商業化的情形，戲劇題材已經脫離「社

會主義」或「愛國主義」，但透過立法制度，中國大陸政府仍對言論及意識型態

加以控制（趙金玲，1996）。 

雖然中國大陸媒體在市場經濟政策的推動下，逐步朝向產業化及市場化的結

構邁進，但政治宣傳仍使電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中，由於電視的視聽媒

介特性，更為宣傳與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工具。政府積極的運用電視宣傳四個現代

化，並將發展電視事業列入第五個現代化計畫，因此中國大陸的電視具有下列五

個特性：1.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及黨性。2.各類媒體互相結合組成宣傳整體。3.將

真實性、政治性、物質性、意識性、科學性與革命性統一起來。4.教育群眾與引

導群眾，宣傳黨的政策。5.增強新聞時效，掌握宣傳時宜。多頻道市場蓬勃是市

場經濟既定政策的發展方向，多頻道電視也會帶來多元資訊，因此形成了經濟發

展與社會控制的雙頭馬車，這也是中共急需解決的矛盾（趙金玲，1996）。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吸引外資大量進入，也帶來了國際廣告公司，他們

主要是以先進的技術及經驗，結合當地的廣告公司或媒體，1985 年並以合資方

式成立廣告公司，至 1993年底，外商合資合作廣告公司已有 208家。在現今世

界經濟發展走向區域集團化的趨勢下，這些國際廣告公司，紛紛建立起包括台



 

 

灣、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的「大中華行銷體系」，在這整體經營組織下設一個

最高領導單位，統籌各地區的廣告行銷策略，再由各地區來執行（何懷嵩，1996）。 

雖然中國大陸媒體逐漸市場化，但是電視的視聽媒介特性仍在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中，扮演重要的宣傳角色，故大陸的廣告呈現一種經濟發展與社會控制的矛

盾。在上一段落的論述中，亦談及大陸女性的社會現狀，故相信在大陸的媒體女

性角色中，也會呈現一種傳統價值與新現代女性的矛盾，因此研究者希望在本研

究的分析中，可以將這些狀況量化描述出來，以提供更清楚的視野及瞭解。 

（二）台灣地區的廣告發展 

在電視興起前，台灣已經有了報紙、雜誌、廣播等媒體，報紙廣告原是廣告

界中非常重要的媒體，但從 1962年、1969年台視、中視相繼成立，開始興起電

視事業，就開創了電視廣告的時代（賴東明，1994）。五年後雖然廣告量仍少於

報紙廣告，但已超過廣播的廣告量，越來越多廣告主樂於採用電視廣告（賴沼妹，

1983）。 

台灣的第一家廣告社是 1959年由溫春雄成立的東方廣告社；1961年，台灣

廣告公司、華商廣告、國華廣告相繼成立。至此，綜合廣告代理業正式踏入台灣

舞台，逐漸扮演對消費者溝通、說服的重要角色。台灣的廣告公司陸續成立的原

因，第一個是 1958 年政府制定獎勵外人投資條例，使台灣走向工業社會，整個

廣告界，包括廣告公司、廣告媒體、廣告廠商一起同步發展。第二個是 1960 年

台灣廣告媒體和廣告廠商，到東京參加第二屆亞洲廣告會議，受到當時電通社長

吉田秀雄的影響。1961年，國華廣告首先和日本電通公司有業務合作契約；1965

年電通在台北設立支局。其間國華和聯合報、中央日報簽定媒禮代理合約，自此，

廣告公司正式踏入媒體代理的領域。1966年，第五屆亞洲廣告會議在台北舉辦，

各界開始瞭解廣告的力量，以及廣告對消費者、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力（賴東明，

1994）。 

經過 20 年的努力，台灣的廣告作品在國際上獲得肯定。隨經濟成長，國際

上對台灣的影響越來越多。1981 年，國泰建業公司和奧美簽定業務合作，聯廣

和達彼思也有合作的關係，台灣和美國的廣告業，開始有著密切的關係。1986

年，台灣發生金融危機，廣告投資量產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負成長，廣告媒體與

公司間往來，改以現金交易為主，所以廣告公司不只要有人才，還必須要有資金

才能生存。1986年，政府宣佈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使得外國廠商可以 100%在

台灣設立分公司、也可擔任負責人，使得國際性廣告公司隨著外國廠商進入台

灣，是廣告國際化競爭的開始。自 1986年至 1988年，將近十家世界大型的廣告



 

 

公司，來台投資本地廣告公司，甚至成立分公司。本土廣告公司為求生存及擴張

業務，就出售股權，因此本土廣告公司有了國際色彩。外商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

可能形成左右媒體的力量、本土企業人事費用增加，員工忠誠度降低，客戶爭取

更為不易等等，但也有助於產生更高的作業效率、服務品質及成本觀念（賴東明，

1994）。 

台灣的廣告表現受到國外的影響有兩波，一是 50 年代受到日本的影響，一

是 70 年代受到美國的影響。有沒有中華民國獨特的表現方式，變成廣告界近幾

年來熱烈探討的問題。台灣廣告成長的步調在近年間，呈現非常快速的發展，除

了廣告業本身成立廣告公會，舉辦各式廣告研討會外，各級學校也紛紛設立廣告

科系，由於消費者的力量，也使得新聞局在 1975 年制訂電視廣告規範。台灣廣

告演變的趨勢，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是市場的開放，包括市場、投資、商品及

流通管道的開放；第二是行銷的競爭，包括商品、廣告、媒體的競爭，這兩項促

成了今日台灣廣告業的繁榮（賴東明，1994）。 

台灣的廣告業相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較少，反倒是因為自

由經濟，以及國際化貿易的影響，使得台灣的廣告呈現非常多元化的發展，而各

種不同的次文化也均可以在廣告創意者的作品中呈現，不容忽視的媒體力量，也

使得廣告場域成為行銷者吸引顧客，型塑文化的兵家必爭之地，因此我們可以預

期，台灣的電視廣告中必然呈現並反應出台灣現實社會中的多元樣貌。 

（三）廣告在兩岸中的地位 

綜上所述，隨著媒體的發展及時代的進步，兩岸的廣告文化都呈現蓬勃發展

的狀況，但廣告在兩岸中卻可能因為不同的環境因素而呈現不同的意涵，由於大

陸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廣告可能更擁有政令宣導的用途，使得廣告內容易有政

治意識型態及提倡一個理想、樣版的新生活，其中出現的人物可能也會傾向一個

模版的榜樣。相對而言，台灣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下，呈現多元化百家齊放的

價值觀，可能更接近社會現況及真實，但也有可能受到商業邏輯的牽制，呈現歪

曲鏡的扭曲價值觀。 

 

第三節  性別角色 

從前面二節論述，除了瞭解廣告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也進一步的瞭解本研究

所關心的海峽兩岸場域，以及人民在其中的社會地位及狀態，這些政治、經濟、



 

 

教育及就業現況，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現今人民所身處的環境，以便研究者加以討

論，這些環境對人們可能造成的影響。本節研究者將焦點聚焦放回到性別本身，

以種種不同的行為對待、及各種沒有依據的刻板印象，加上各女性主義學者對女

性的論述，來微觀的探索男性或女性這個角色對人們的意義，也釐清本研究中欲

從兩岸電視廣告中挖掘出的性別角色所指為何。 

社會心理學上，「角色」的意義學者們一致性的看法有二：其一，係指個體

在社會團體中被賦予的身分及該身分應發揮的功能；其二，指個人角色所具有的

行為組型。「角色」可分為「歸屬的」(ascribed)與獲致的(achieved)，前者係個人

出生即決定的，後者則經由個人能力與表現而獲得。社會制度與團體對承擔某一

角色的個人，常有一定角色期望(role-expectation)。所謂性別角色，不只是出生

即確定的歸屬，更是屬於「獲致的」，深受社會規範及期待。在社會文化傳統中，

眾所公認男性或女性應有的行為，經由行為組型來界定，包括其內在的態度、觀

念，以及外顯的言行服裝等。(張春興，1995)。 

性別這個符號就呱呱墜地開始就一直跟在我們的身邊，每個人出生會遇到的

第一個問題，通常便是：「是男生還是女生？」而旁人對我們性別的注意，不僅

僅只有出生而已，整個嬰幼兒時期、學齡期，我們都在學著如何認同自己的行為，

如何從事與性別符合的行為，於是男生玩飛機、機器人，女生要玩洋娃娃。這種

情形，到了青春期的男女更為重要，他們此時最關心的人是「自己」，性別又是

與生俱來最明顯、重要的特徵之一。知道別人的性別，會影響我們對待他人的方

式，自己的性別，也會影響我們對自己的認知（陳皎眉、江漢聲、陳惠馨，1996）。

若要我們心中想像一個「典型」的男性或女性時，通常會認為男性應該是獨立、

主動、好勝及進取的；女性是依賴、被動、文靜、溫柔、善體人意和有強烈的不

安全感。父母依據這樣的刻板印象來教養兒女，傳播媒體、學校也不斷深化這種

性別角色，這不僅影響女性的自我意識，更影響男性對待女性的方式（莊耀嘉，

1979），因此兩性學習到一套看待自己與異性的看法。但是這些想法的正確性有

多少？它們是可以改變的嗎？ 

本節首先要討論性別的刻板印象，接下來再討論本研究如何把這些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加以區分，並將這些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抽取出來加以分析。 

 

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在討論性別這個議題的時候，英文中有兩個字分別指涉不同的意涵，其中性



 

 

別(sex)是生物上的分類，指的是生為男人或女人的生物性狀態；性別角色(gender)

是社會對於男性行為與女性行為的一種評價，與社會文化有關。性別角色被視為

社會所建構的產物，男性與女性藉由自我表現的性徵類型來確定自我性別，並且

在不同的社會角色或位置中，表現出男性或女性特質，持續表現這些行為或特質

滿足內在自我一致性需求，以及符合社會期待。「性別角色」這個概念是由文化

所形塑的男性行為方式和特徵(masculinity)與女性行為方式和特徵(femininity)所

構成(Nelson & Burke, 2002)，是社會文化建構出對於男性與女性的不同期待。某

些女性主義者也認為性別是一種社會建構，男人和女人在社會的角色並非由生理

構造注定，西蒙波娃曾在自傳裡提到，男人和女人之所以不同，純粹是一種文化

現象，文化既為人類自己所創，自當也可為另一種文化所推翻（林麗珊，2003）。

現代的女性仍然必須承擔大部分的生育責任，工作表現優秀或身處高位的女性會

引起他人的懷疑是否與男性主管有染。女性被期待以將來的持家角色為目標，所

以家庭再投資的教育期望值通常是重男輕女的（沈湘湘，1998）。這些既定的刻

板印象，限制了許多女性的發展，也導致女性面臨許多矛盾與困境。 

（一）性別刻板印象的定義及發展 

要談性別刻板印象之前，首先必須先瞭解什麼是刻板印象？社會心理學者認

為「類似約定成俗、僵化不易改變的觀念」是刻板印象，也就是我們對一個團體

之固定而僵化的看法(Wrightsman, 1977)。此詞最早是由 Lioomann所提出，意指

「腦海中的圖像」，用以觀察解釋社會經驗與事件真實，心理學辭典中認為刻板

印象是一種「相當僵化且過度簡化、多少含有偏見的成分的觀點，尤其是對某些

人、某些團體帶有僅反映部分事實的觀點」（黎曼妮，1990）。所以若知道目標人

物是屬於某類標記的團體成員，則人們傾向將歸屬該團體的各種特徵加在此目標

人物身上。Basow(1992)認為刻板印象是指對社會某一特定群體中的人強烈地過

度類化，雖然類化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方式，但是仍然無法正確地預測團體中任一

成員的行為或特徵，因此刻板印象不見得是真實的，它通常是被過度簡化的結果。 

綜上所述，性別刻板印象就是對不同的性別，帶著過度僵化、簡化的觀點，

認為他們應該具有什麼特質、行為、行業，這些看法會透過教育及社會文化傳遞，

成為根深蒂固的概念。故當我們認知到一個人是女生，馬上就會覺得她應該是軟

弱、情緒化的，具有「溫柔、感性、不侵略、可愛、美麗」等等特質。在我們的

社會文化中約定俗成的規範了男性及女性應當扮演的角色，並指出對不同性別的

期待與規範。當社會價值觀傳遞某種屬於某個性別特有之性別特質，即稱為「性

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葉郁菁，2001)。 

心理學的研究中，對性別刻板印象做過許多的研究，研究者簡單分成縱貫及



 

 

橫斷兩方面來做更深入的探討。縱貫方面即為以人的發展過程來探討，性別刻板

印象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如幼兒期、學童期、青春期等出現的現象；橫斷方面則是

研究性別刻板印象和其他各種領域的結合研究，譬如認知能力分析等等。從縱貫

方面來看，這種刻板印象的發展開始的很早，在我們兩、三歲開始知道自己是男

是女的時候就開始形成了，Kuhn, Nash和 Brucken(1978)的研究中即發現，給兩

歲半到三歲半的小孩男娃娃，他們會認為這個娃娃喜歡玩車子、幫父親的忙、建

造修理東西、喜歡打人；女娃娃會比較喜歡講話、不會打人、常常需要幫助、喜

歡幫媽媽做家事（譬如煮飯洗衣）等。這種刻板印象會在兒童時期繼續發展，直

到成人，葉郁菁(2001)的研究中以分析 219位城市及鄉村地區國民小學學童的兒

童畫有以下發現： 

1. 低年級學童傾向以服裝及頭髮長短呈現性別差異：高年級學童則強調

男性化及女性化態度的差別。 

2. 低年級學童對父母親形象仍然保持傳統觀念並有強烈性別刻板印象，

高年級則較多樣化。 

3. 女童描繪的家庭活動以居家、室內為主；男童以戶外為主。仍然反應

了女性化行為與男性化行為的特質。 

4. 女童比男童更描繪母親從事家務，可能是因為社會化過程中女性較易

接受社會規範。（也有可能是因為女童對母親的角色產生認同，故經由

社會學習理論更強化此刻板印象。） 

5. 畫中的女性會玩玩具槍、電腦，但具有女性化特徵遊戲只有女性從事。

且高年級的女生描繪的女性，多半從事家務工作。 

6. 城鄉差異：都市兒童家庭活動多以室內為主，鄉村地區兒童的家庭活

動較有變化；都市地區以雙生涯家庭居多，所以角色模範多是父母親

分擔家務工作，鄉村地區性別分工明顯，女性多是家務工作的服務者。 

在青少年方面，羅瑞玉、徐西森、連庭嘉(2002)使用問卷調查法，以「性別

角色態度量表」為工具，調查台灣地區國中、高中共 2724 名學生，探討青少年

對於男性或女性合宜的角色行為表現所持的心理傾向（看法、感受與評價），發

現都市地區的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的現代化與彈性，較偏遠及鄉鎮地區高；專科

與職校高年級的學生性別刻板印象越明顯；以性別為區分時，女性比男性更具現

代平權觀念，較少刻板化，在性別角色態度上更為平等；母親擔任公教職業的青

少年，有較平等的性別角色態度；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其性別刻板化印象

分數越低，可能是因為高社經地位家庭所從事的工作大多性別差異不明顯，主要

以技術能力而非以性別決定職位。從此研究結果看來，與葉郁菁(2001)的研究相

似，性別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於現今的社會，對兩性的看法，亦存在城鄉差距！ 



 

 

可見性別的刻板印象，仍然經由社會化的歷程，透過各式各樣角色的模範，

穩固的進行傳遞，城鄉的差距，也提醒我們不同的環境的確可以對刻板印象造成

不同的結果，故不一樣的媒體刺激，可能也會使得對兩性刻板印象的內容有所改

變。隨著孩子的年齡越大，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會越強，並且會開始依照心理向

度來區分兩性，他們會認為女性是軟弱的、情緒化的、心軟的及有感情的；相對

來說，男性則是有野心的、果斷的、富攻擊性的、強勢的及殘酷的（李美枝，1989）。

這種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從小一直延續到成人，但是男女兩性在人格特質上真的

有如此大的差異嗎？ 

在橫斷方面，心理學中有關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有很多是在探討人們是否存

在「男女有別」的知覺。典型的研究方法是列出一系列人格特質形容詞，請受試

者判斷，在該社會中，一個「成年男人」或「成年女人」具備每一個特質的程度，

中外的研究皆顯示有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存在（李美枝、鍾秋玉，1996）。

Bem(1974)請受試者依據社會整體的觀感，評定許多特質中，哪些特質是社會期

望男性擁有的，而哪些特質是社會期望女性擁有的。研究結果歸納出 20 個男性

化特質和 20個女性化特質，並編制成 Bem Sex Role Inventory（BSRI）。後來的

研究許多均利用與 Bem相似的方法來篩選特質項目，企圖驗證 BSRI 的內容，

研究結果多證明了這些刻板印象的確持續存在。例如 Holt and Ellis(1998)也發現

與 Bem相同的 20 項男性化特質及 18 項女性化特質。這些男性化特徵包括：具

競爭性、積極、以及理性；而女性化特徵包括：注重關係、被動、以及感性(Nelson 

& Burke, 2002)。男性特質多屬於與完成工作有關的特質，稱為工具性特質

（instrumental characteristics）；女性的特質多為人際及情感的特質，稱為情感表

達性特質（expressive characteristics）。在性別刻板印象的跨文化研究中，一項包

括 25 個國家的跨文化研究顯示，人們普遍認為男性是比較自主的、獨立的、愛

冒險的，而女性是比較感性的、順從的、迷信的(Williams & Best, 1982；Williams 

et al., 1999)。 

有關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亦有請受試者表達對男女兩性具備男性化與女性

化特質的偏好與重視程度（李美枝、鍾秋玉，1996）。徐美惠（1982）的研究發

現，受重視的女性特質是身體健康、賢慧善良、端莊、有愛心；不重要的女性特

質則是活潑大方、學識豐富、幽默感等。教科書內容以及校園環境中的性別刻板

印象型態，也是學者關注的議題。謝臥龍（2000）指出，國內外許多研究者檢視

當今學校的資源、環境、教科書、教材、教具與課堂互動，發現其中充滿了性別

刻板印象的狀況，並且扭曲女性角色與經驗。李元貞（1988）檢視教科書的內容，

發現男女在教科書中出現的比率太過懸殊（男性約占 97.9﹪），教科書對女性角



 

 

色的描述，不是趨向神化，就是扭曲女性形象。且男性常是需要用頭腦或解決比

較思考性的問題，女性則出現在問題顯而易見，不需要用頭腦時。綜上所述，受

重視的女性特質仍然是較傳統的情感取向，教育環境中也常以父系社會文化來強

化複製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這些性別刻板印象中所強化的性別差異，到底有多少是確實存在的？

Maccoby和 Jacklin(1974)分析了一千五百多篇有關性別差異的研究後，發現性別

刻板印象中，還算正確的僅有四項，其餘都是無根據的迷思。這四項包括： 

1.語文能力：女孩子的語文能力發展較早，但開始發展後差異不大，到青春

期後，女性又比男性擁有較佳的語文能力。 

2.空間能力：男性在視覺及數學推理測驗上（需依賴空間知覺判斷者）表現

較女孩為佳，但是這樣的現象，社會化的後天養成影響也許也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譬如老師在數學課時，可能因為刻板印象，不自禁的給予男學

生較長的關心與等待時間，而女學生因為「數理能力本來就比較差」，則

有回答不出來也沒關係的豁免權，或者在成長過程中的其他環境，造成學

生本身也有相似的認知，這些都可能加深這個刻板印象的繼續行程。 

3.男性青春期之後，數理能力開始超過女性。 

4.男性較女性具有攻擊性。而也有研究指出，攻擊行為在天性上可能稍有不

同，但若提供女性合理的攻擊機會，具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女性會比較

不具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女性，攻擊行為增多。而就探索行為來看，男

女兩性在小時候，其實是具有相同程度的自信、好奇心與探索外界的行

為，且受人影響的程度也相同，一直到高中之後差異才漸明顯，可見社會

化的影響才是促使性別差異日漸擴大的原因（陳皎眉等，1996）。 

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不管年齡大小、教育程度、或是

不同的職業，都呈現相似的性別刻板印象，因此他不是一種「男性沙文主義」現

象，而是文化現象，因為此迷思並不是只存在於男性之中，更深植于女性心中，

男女更傾向將這種刻板印象融入自我概念之中，導致許多女性自我設限，抑制潛

能的發揮（李美枝，1987）。但是性別刻板印象並不是全然一致或不會改變的，

由於性別刻板印象是社會文化建構而出對兩性特質的看法與行為規範，故在不同

文化中理應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不同時期也會隨文化變遷而有所改變。社會中

的個人處在有大量變數產生交互作用的社會空間中，除了會被性別此變項影響

外，個人所屬的標記團體，例如種族、階級等也會影響到個人的被刻板化情形，

因此性別刻板印象有可能因其他變數的影響而產生次類型。例如白人女性與黑人



 

 

女性比較起來，黑人女性顯得較不積極、依賴、情緒化、較在意身份、在意外貌

等。對女性來說，至少有三種刻板印象次類型：家庭主婦（傳統女性）、專業性

婦女（獨立、有企圖心、且自信）、玩伴女郎（性的對象）。雖然這些次類型在特

質、行為、及職業上皆有不同，但仍有被期待要生育及養育子女的共同點。男性

刻板印象的次類型則較不明顯，因為這類議題的研究較少，而且「男性」的意象

不似「女性」的意象那般分化（Basow,1992）。 

雖然現今社會表面上起了許多變化，出色的女性工作者越來越多，而許多男

性也打著「新好男人」的旗幟，但是卻是將父權思想以糖衣包裝之後，藉由一種

更隱晦不明的曖昧方式，使現代的女性更難以察覺及反抗。譬如「水晶檸檬洗衣

粉」的廣告中，丈夫在生日當天想要體貼妻子，給她一個驚喜，於是拿洗衣粉幫

忙洗衣服，妻子發現之後滿心歡喜。這支廣告暗示了「丈夫洗衣服」不是家庭的

常態，所以男性偶爾做家事，是一種對女性來說的「恩惠」，所以女性的驚奇其

實更內化了父權文化的迷思（林秀芬，2000）。 

 

（二）性別角色理論 

為了瞭解性別角色的發展，學者們提出了幾個理論：包括生物學理論、Freud
心理分析論、社會學習理論、認知發展理論、性別基模理論等等，以下就簡單的

敘述這幾種理論（陳皎眉等，1996；劉秀娟、林明寬譯，1996；張欣戊，1998）： 

1.生物學理論 

兩性在性染色體、賀爾蒙、性腺組成、內在生殖系統及外在生殖系統五方面

的差異，導致行為上的差異。譬如女嬰較早熟、較早說話、對痛較敏感；而男嬰

較大、較多肌肉、睡的較少、活動性較大、較吵鬧。而這些差異導致人們對待他

們的不同，譬如女嬰說話較早，成人就較喜歡跟他們玩說話遊戲，因此他們語言

能力就會比較好。但是有些證據也說明社會學習的因素也十分重要，有些原始部

落恰好有相反的性別角色分化(Mead, 1975)。 

2. Freud心理分析論 

Freud認為性的本能是天生的，而性別分化由認同過程形成，小男孩由於愛

戀母親，又擔心父親懲罰，只好認同母親以解決戀母情結。小女孩認為母親是爭

奪父親的愛的競爭者，所以也會經由認同母親解決戀父情結，但因沒有閹割恐

懼，所以性別認同壓力較小，性別分化情形也較晚完成。心理分析論認為這些經

驗會影響到心智的深層精神結構，並且持久不變。但有些證據不支持此派說法，



 

 

譬如二到五歲的小孩在組合娃娃的時候，性器官和身體其他部分不配合，因此不

支持閹割恐懼說法。 

3.社會學習理論 

此派學者認為性別角色是經由兩個方法習得的：直接的教導或獎賞適性行

為，處罰不適性行為；以及觀察模仿。父母通常會獎賞女孩子玩女性化的活動，

譴責女孩子玩男性化的活動，對男孩子也是如此(Fagot, 1978)。父母也會直接提

供小孩子符合性別的玩具及訓練，例如買玩具刀槍給男孩子，買洋娃娃給女生，

要求女孩子幫忙家務，學校老師也會鼓勵男孩子從事體育、數學、科學的活動，

鼓勵女孩子發展語言方面的能力，並以負向回饋來制止不合性別角色的行為。孩

子也會經由觀察，模仿同性別的人，譬如女生模仿媽媽化妝、穿高跟鞋。這種觀

察模仿又被大人所獎賞，因此孩子經由模仿及獎懲學習到性別角色 (Bandura, 

1977)。 

4.認知發展理論 

此派學者認為小孩是先有性別認同，而後自然獲得性別角色的。性別角色的

發展和孩子認知發展的成熟度有關，譬如兩歲小孩依據穿著及頭髮長度來做性別

分類，即使使用獎賞也難使他們認為一個剪短髮的女生是女生；到六、七歲的時

候，就會知道性別是不變的，因為他們此時已具有保留的概念；當小孩發展至性

別恆定階段，知道自己永遠會是同一種性別之後，他們便會珍惜自己的性別特質

與角色，尋找楷模模仿，以學到適性的行為(Kohlberg, 1966)。 

5.性別基模理論 

相信孩子有一個內在動機要去獲得他們對自己認知判斷一致的價值觀、興趣

及行為。這種自我的社會化是當孩子有基本的性別認同即開始，他們會主動的尋

找有關性別差異的訊息，並組織這些訊息，形成基模，並形成自我性別基模，對

自己的性別需扮演的角色或行為，尋找學習更仔細的訊息，而忽略不是自己性別

角色的訊息。 

上述的種種理論都可以說明到性別角色的部分現象，因此生理、學習及認知

在性別角色的發展上其實都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學習及

認知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性別角色並不是一個固著不可動搖的現象，男尊

女卑更不是必然、一定得如此，亙古不變的真理，而是可以透過家庭、教育、媒

體、環境等社會化過程來加以影響及改變，現今的性別角色發展，也開始強調平

等的角色，兩性化、剛柔並濟的人格，因此，媒體中呈現出來結合父權意識型態



 

 

的種種女性形象，諸如主婦、柔弱、附屬的角色等，容易混淆女性對自己的認知，

所以，檢視現今電視廣告中的女性意涵，實在是提昇女性自覺、男女均可自由發

展的重要途徑。 

 

二、測量性別角色的分類 

在心理學的縱貫發展及橫斷切面的許多研究中，可以窺見性別刻板印象的種

種現象及意涵，也使我們對性別角色在不同領域的表現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譬如

在職業場域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權力位置、良師益友的獲得程度、競爭力、

職業位置、教育程度等六項因子都可以調節不同性別的職業發展(Solomon, 

Bishop, & Bresser,1986)。這些研究使吾人在觀察性別角色並試圖詮釋時有更深厚

的基礎。但是傳播領域慣用的分類方式，則使得研究者能充分掌握媒體中會顯示

的性別角色意涵，因此本研究以傳播領域學者的分類為架構進行內容分析，並試

圖在結果的部分結合文獻加以對話，希望呈現出更紮實的兩岸電視廣告中的性別

角色意涵。 

在性別角色章節中，已經提到有幾項性別差異是的確存在男女之間的，而其

他的則屬於毫無根據的迷思，究竟在現今的社會文化中，還存在著多少刻板印象

迷思？而電視廣告中會出現的性別刻板印象又是以怎樣的方式顯現？以下就電

視廣告相關研究中出現的性別刻板印象來探討。 

一般的汽車廣告都以男性為主，表達男人在社會體系中掌握權柄與金錢的優

勢地位，女人往往淪為烘托男權的陪襯物，許多家用電器與清潔用品的廣告，女

性都以家庭主婦的角色出現，呈現勤勞、溫柔、依賴、順從男性及家中其他成員

（林秀芬，2000）。瘦身廣告業塑造女性對自己體態的觀感，提醒她們對標準身

材的期望，並加深無法到達這種標準的焦慮，這些美容瘦身廣告將女人的身體商

品化，女性是男性慾求的「性」對象，例如「女人話題」的一支廣告，女性主管

淋浴的鏡頭，代表不分階級地位，（低階）男性對於（高階）女性普遍存有的性

幻想，而廣告中的女性位居高位充滿自信，並瞭解傲人的身材是男性下屬討論的

對象，但矛盾的是，女性旁白中隱藏了相當程度的焦慮及不安，因此此廣告雖然

試圖採用女性意識素材，以迎合女性消費者，卻經由男性凝視的手法，更鞏固男

女不平等的地位（孫秀蕙，1996）。這類的廣告一再強勢播放，容易讓大眾以為

這些迷思不是刻板印象，而是真理，於是導致女性繼續在父權規範下受宰制。在

劉宗輝(1998)的研究中發現，電視廣告中的女主角年齡通常較男主角年輕；相對

於男性而言，女性多以家庭角色出現，男性則以職業角色出現比例較多；女性在



 

 

職業角色上的比例偏低，男性以主管及監督人員的比例最高；且女性較常出現的

場景為家中；女性傾向代言家庭用品，譬如清潔用品、化妝品及日常實用品等，

男性則代言建築、鐘錶、機器及運動類。收尾旁白的部分，多為男性擔任；廣告

中並呈現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王玲如(1993)研究中也提到，廣告女性所扮

演的角色有以下幾種：依賴男人的女性，需要男人指導、鼓勵、獎賞才能完成工

作，企求從男人得到呵護、照顧、幸福與安逸；或是全能的家庭主婦，女性最大

的成就與滿足便是作個賢妻良母；或外表漂亮的女性，喜歡任何增加外表吸引力

的東西；或性感女神，展現誘人的胴體，穿著清涼以引人遐想。 

（一）性別角色的衡量 

對於廣告中的女性角色其性別刻板印象之衡量，陳大男及譚大純的研究中

(1995，1999)，以重測 Lundstrom和 Sciglimpaglia(1977)兩位學者的「廣告性別角

色量表」，並對文獻進行回顧，將廣告女性角色構念歸納分為：女性職業角色、

女性權力角色與女性情慾角色三種向度。在研究者探討的文獻中，以往廣告中對

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似乎均可以歸納入這三個向度，整理如表 2-3。在表 2-3 整

理之八篇文章中，有三篇使用內容分析法，其他有使用質化的方式分析或是性別

意識量表來測量，故「內容分析法」確為一個研究廣告常用且實用的取俓。 

表 2-3列舉的研究中，職業角色方面，國外方面 Dominick & Rauch(1972)與

Courtney & Whipple(1974)及 Cully & Bennett(1976)的研究，及國內顧玉珍(1991)

及王玲如(1993)的研究，均呈現出女性職業上通常扮演家庭的角色，出現在家

中。Dominick & Rauch(1972)及 Courtney & Whipple (1974)研究則顯示女性職業多

樣性較男性低。 

關於權力角色方面，Dominick & Rauch(1972)的研究指出女性多為附屬卑微

的，Pingree等人(1973)的研究中，發現女性被描繪為全然無知的陪襯物，Courtney 

& Whipple(1974)的研究中，呈現男性多為指導者與給建議者，Cully & 

Bennett(1976)的研究中，女性較關心家事，對做複雜的決定較不關心，在顧玉珍

(1991)的研究中，女性是父權社會中的賢妻良母，沒有權力地位。 

關於情慾角色方面，Pingree 等人(1973)的研究中，女性為男性之陪襯物，

Cully & Bennett(1976)的研究中，女性較關心自己的外貌，在顧玉珍(1991)、

Signorielli, Mcleod & Healy(1994)、Lin(1998)的研究中，女性更是男性慾望的性

對象，不管是清純或強調女性為身材姣好的性感尤物，均是男性窺伺的對象，觀

看的客體，女性模特兒較為年輕、體態苗條、衣著暴露程度較高，整體性訴求也

較高。另外王玲如(1993)的研究並指出女性為女性化產品的中心人物。 



 

 

表 2-3：電視廣告中性別刻板印象之文獻探討（部分整理自林秀芬，2000） 

作者 年代 方法及對象 結果 性別角色類別 

Dominick 

& Rauch 

1972 內容分析 

電視廣告 

79%的女性呈現出家庭

的角色與從事附屬的、

卑屈的職業，且婦女職

業的多樣性是男性職業

的一半 

職業角色 

權力角色 

Pingree 等

人 

1973 性別意識量表 

廣告中女性呈現 

廣告中的女性多屬於第

一、二級的描述（女性

被描繪成全然無知的陪

襯物、女性角色及位置

符合刻板印象） 

情慾角色 

權力角色 

Courtney 

& Whipple 

1974 內容分析 

電視廣告 

女性職業多樣性比實際

上少，多出現在家裡，

扮演家庭主婦及母親，

男性多為指導者及給建

議者 

權力角色 

職業角色 

Cully & 

Bennett 

1976 檢視報紙、雜誌及

電視廣告 

對女人的描述是較關心

自己的外貌與家事，對

做複雜決定較不關心 

情慾角色 

職業角色 

權力角色 

顧玉珍 1991 質化分析 

電視廣告文本 

女性是男性慾望的性對

象，又可分為「清純玉

女」與「性感尤物」，是

男性觀看的客體。空間

有限的職業婦女及父權

家庭中的賢妻良母，沒

有權力地位 

情慾角色 

職業角色 

權力角色 

王玲如 1993 內容分析 

台灣及美國電視

廣告 

女性多為傳統上女性型

產品的中心人物，女性

多出現在家中 

職業角色 



 

 

表 2-3：電視廣告中性別刻板印象之文獻探討（續）（部分整理自林秀芬，2000） 

Signorielli, 

Mcleod & 

Healy 

1994 MTV廣告 女性出現的次數較少，

且被描繪成身材姣好的

性感尤物，是男性窺伺

的對象 

情慾角色 

Lin 1998 美國無線電視廣

告 

女性模特兒較為年輕、

體態苗條、衣著暴露程

度較高，整體性訴求也

較高 

情慾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綜上所述，從表 2-3可以看出，性別角色在電視廣告中的形象，可以分為情

慾角色、職業角色及權力角色三種角色類型來描述，情慾角色方面，廣告中的女

性多半較年輕，有姣好的身材及臉蛋，可能衣著較為暴露，是男性窺視的對象。

職業角色方面，女性多半是家庭主婦，即使從事工作也是不重要的或非管理階層

的工作，從事的職業也較不多元；男性則多為主管或監督人員，多半出現在職場

上。權力角色方面，女性多依賴男性，沒有重大事物的決定權，多做些不重要的

事；男性則多為指導者或給建議者。隨著時代演進，性別角色在台灣的電視廣告

中，是否仍然呈現如此的面貌，或出現了不同的變化，性別角色在大陸的電視廣

告中，又會呈現什麼樣的現象，這些均為本研究關切的議題。從第二節的文獻探

討中，可以知道大陸女性在就業及教育程度上，仍然跟男性有所差距，教育程度

較低，也有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因此研究者也可以推斷，大陸廣告中的女性職業

角色應也會呈現刻板化的現象，而由於大陸政治意識型態的介入，大陸廣告也可

能較傾向一種理想的生活形態，相對而言，台灣廣告較能反映社會的多元性及真

實。 

將廣告女性分為職業、權力及情慾三種角色這樣的分類向度亦符合本研究想

要探討的議題，故本研究採用此三種角色來做依據，試圖以此為探索性別角色的

切入點，分析兩岸的電視廣告。本研究將女性角色的量表概念，加以擴大延伸至

兩性，增加測量男性職業、權力、情慾角色三部分，以便更深入瞭解性別角色。

故本研究以此三種角色進行探討，並試圖用此分類標準進行過錄表類目的編制，

作為內容分析的依據。 

陳大男和譚大純(1995，1999)提出的廣告女性角色量表，是以「職業角色」、



 

 

「場合角色」、「職位角色」、「主從角色」、「智能角色」、「決策角色」、「功能角色」、

「意見角色」、「裸露角色」、「外貌角色」及「性愛角色」等十一種衡量性構念，

綜合而成「職業角色」、「權力角色」及「情慾角色」等三個觀念性構念。其量表

為傳統型角色相對於現代型角色的兩極化量表，每一個題目都有兩極的描述，但

本研究考慮到原量表的兩極形容詞，有可能不是同一個構念的兩端，而可能代表

兩個構念。故本研究擷取其十一項衡量性構念與三項觀念性構念的意涵，自行編

制過錄類目，取代兩極化量表改為描述型單一問法的 Likert五點量表（參見附錄

一：過錄表）。 

職業角色方面，本研究測量「職業角色」、「場合角色」、「職位角色」與「功

能角色」四個衡量性構念。其中「職業角色」是用來衡量廣告中人物的家庭化與

職業化程度，希望能瞭解廣告中的女性是否仍被侷限在家庭之中，廣告男性的職

業的多樣性是否多於女性。「場合角色」則是衡量廣告角色活動之背景場所。以

上兩種角色均可以類別變項的類目得到更豐富的結果，故以類別變項過錄之。在

過錄表五點量表部分中僅過錄「廣告中的男/女性扮演職場上強者的角色」。「職

位角色」是衡量廣告角色的職位高低，一般而言廣告傾向將女性塑造成職位低的

形象（陳大男、譚大純，1995，1999）。「功能角色」是衡量廣告中角色屬於情感

性或功能性之角色，通常在家庭決策當中，丈夫常扮演「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妻子則扮演「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s），本研究將其名詞訂為「關

懷性」及「政經性」以方便過錄員瞭解。 

權力角色方面，本研究測量「主從角色」、「意見角色」、「決策角色」及「智

能角色」四個衡量性構念。其中「主從角色」是衡量廣告角色是獨立自主或依賴。

「意見角色」是衡量廣告角色是順從、被指揮還是指揮他人，是否居於領導地位。

「決策角色」是衡量廣告角色是否能決定重大的事，有重大事物的決定權。「智

能角色」則是衡量廣告中角色是否具有聰明或愚笨的表現，一般而言，廣告中對

女性常有貶抑、笨女人等等的刻畫。 

情慾角色部分，本研究測量「裸露角色」、「外觀角色」及「吸引力角色」三

個衡量性構念。其中「裸露角色」是衡量廣告角色的服裝是保守謹慎或性感暴露

的。「外觀角色」則是衡量廣告角色的「外貌華麗程度」，是否強調角色的美貌（或

英俊），或是注重打扮，以美女（或俊男）為廣告的訴求。「吸引力角色」則是衡

量廣告角色的「吸引異性方式」是以外在或內在來吸引異性。 

由於本研究想要瞭解兩岸廣告中性別角色的意涵，故除此三種角色類目外，

男性與女性的互動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因此本研究增加了廣告中男女主角的互

動的過錄類目，試圖瞭解廣告中的男女多以怎樣的方式出現。 



 

 

（二）人格特質的衡量 

除了上述的性別職業、權力及情慾角色之外，人格特質也是心理學中對兩性

研究十分重要的一環，前文中曾提及 Bem(1974)在研究中歸納出 20 個男性化特

質和 20個女性化特質，並編制成 Bem Sex Role Inventory（BSRI）。後來許多研

究均利用與 Bem相似的方法來篩選特質項目，或企圖驗證 BSRI 的內容，也有

些研究試圖縮減 BSRI 的題數，並對新的短量表做效度的驗證(Ballard-Reisch & 

Elton, 1992; Campbell, Gillaspy & Thompson, 1997; Holt & Ellis, 1998; Zhang, 

Norvilitis & Jin, 2001)，研究結果多證明了這些刻板印象的確持續存在。例如 Holt 

and Ellis(1998)也發現與 Bem相同的 20項男性化特質及 18項女性化特質。雖然

BSRI早在 1974年即被提出，但歷經二十多年，仍舊是心理學上最常被使用的性

別角色測量工具，且經過許多的學者不斷的效度驗證，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效度。

本研究想要瞭解廣告中是否也出現類似的刻板印象，故採用 BSRI並修改之，使

其更符合研究需要來作為本研究的另一部份過錄類目。 

BSRI量表也由許多學者進行了跨文化的驗證，Norvilitis and Jin(2001)在其研

究中，對中國文化使用 BSRI來做測量，結果顯示在中華文化中，刻板印象也仍

然存在。因此本研究以 BSRI來作為探討兩岸性別角色的過錄類目，可以更進一

步的探討是否從廣告中就開始傳遞這些性別的刻板印象。在量表的題數上，本研

究延續 Norvilitis and Jin(2001)採用男性化及女性化量表各八題來過錄，一方面是

經過驗證後，縮減題數並未對 BSRI的效度有減低的影響；其次此研究的年代較

新，又是採取中國人來做研究，更切合本研究的需要；第三是此男性化及女性化

各八題的量表，在以往許多試圖縮短 BSRI量表的研究中，均有涵蓋此十六題。

故本研究採取 Norvilitis and Jin(2001)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來作為兩岸廣告過錄

的類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