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論 

由第四章的分析結果可發現，台灣與大陸電視廣告中在產品類別、旁白聲

音、背景場所、年齡、性別角色（包括職業角色、權力角色及情慾角色）及人格

特質方面有一些異同現象，以下就針對第四章的分析結果來討論兩岸電視廣告中

呈現的現象與性別角色意涵。 

在樣本方面，台灣廣告中含有主角廣告比例為 68.8%，大陸為 57.7%。大陸

有較多廣告不使用人物代言，或一群無法辨識身份的人出現於廣告中。相對而

言，台灣則傾向有明確的人物，人物的主體性較重，大陸的呈現手法則較去個人

化，以大堆頭的許多人物來呈現共同的集體意識。在有主角人物的人次中，兩岸

的廣告中出現的女性角色均比男性角色多。 

 

第一節  從電視廣告中反應出兩岸的社會差異 

一、兩岸電視廣告中產品類別之差異 

在本研究蒐集的電視廣告中，兩岸的產品類別有一些差異。全體廣告中，台

灣沒有房屋、家具、醫療器材及餐廳等類別的廣告；在內含主角的廣告中，除台

灣廣告中無以上四類外，大陸沒有交通工具及生活服務兩類型廣告。最多的四項

產品類別雖然先後次序有所出入，但均為食品、藥品、美容保養及飲料等四項。

但在卡方比較後，仍然發現兩岸之產品類別上有差異，全體廣告中，台灣在「政

府相關宣傳」、「非政府的活動宣傳」、「藥品」、「通訊及其產品」及「兒童食品及

用品」的產品比例，顯著高於大陸；大陸在「家電用品」、「家具」、「房屋」及「餐

廳」的產品比例，顯著高於台灣，其中家具、房屋及餐廳三類別均為台灣廣告中

沒有出現的類別。在廣告內含主角部分，「藥品」、「交通工具」的產品比例，台

灣顯著高於大陸，其中交通工具為大陸廣告中沒有出現的類別；在「食品」、「家

電用品」、「房屋」及「餐廳」方面，大陸顯著高於台灣（請參考表 4-3、表 4-4），

其中房屋及餐廳為大陸廣告沒有出現的類別。 

兩岸產品分配上在全體廣告中達到顯著差異者有九項，分別為：政府相關宣

傳、非政府的活動宣傳、藥品、家電用品、通訊及其產品、兒童食品及用品、家



 

 

具、房屋及餐廳。在含有主角的廣告中達到顯著差異者有六項，分別為：食品、

藥品、家電用品、交通工具、房屋及餐廳。以下便針對差異進行討論。 

 

（一）兩岸電視廣告產品類別反映兩岸經濟生活確有差異 

這些廣告類別的不同可能顯示了兩岸人民經濟生活環境上的差異。行政院主

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2003 年初步統計台灣的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GDP)為

12725 美元，大陸則為 1094 美元。產業結構中，台灣的農業佔 1.8%，工業佔

30.4%，服務業佔 67.8%；大陸的農業佔 15.4%，工業佔 51.1%，服務業佔 33.5%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2004）。從以上的資料來看，兩地人民的經濟水準與經

濟活動顯著不同，台灣人民的經濟狀況明顯優於大陸，台灣社會也已從早期農業

國家、進而是工業國家之後，現今產業結構已邁入以服務業為主，大陸目前則尚

以工業為發展的最主力。人民經濟水準提高，生活水準自然也跟著提高，在台灣

基本家電用品已是家家都有的基本配備。因此許多在大陸仍需要廣告的「家電產

品」、「家具」，在台灣已較少廣告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生活物質的享受，因

此台灣廣告中的產品較偏向生活中的享受品而非必需品（王奕晴，2003），以通

訊及其產品為例，它們並非生活中的必需品，但現今社會中，通訊用品的銷售量

持續攀升，每個人開始不只擁有一隻手機，手機的功能也從基本的通話，到開發

各式照相、wap等等各種功能，通訊產品的廣告手法，也多呈現時尚新貴、品味

及地位的視角，本研究所收集的廣告中，台灣此類商品顯著較大陸為多，顯示台

灣的社會中，生活消費已從基本消費進入享受品的層次。 

 

（二）兩岸電視廣告產品類別反映兩岸人民消費型態上確有差異 

台灣廣告中「非政府的宣傳活動」較多，顯示產品的訴求手法已從強調產品

本身的特性、優點而轉移到產品的其他附加價值，可能表示台灣的人民除了物質

本身之外，對於從延伸性的其他活動中獲取附加價值更感興趣，大陸的廣告中則

較多直接強調產品本身的特性。另外，台灣的「藥品」類別顯著高於大陸，可能

與大陸有許多的健康食品有關，其以中醫的藥補為基礎，強調養生與保健，並不

具備治療功能，所以許多「西洋蔘」、「鈣片」等產品，在本研究中皆為食品，並

不歸入藥品的範疇。而台灣廣告中有許多「感冒糖漿」、「明目丸」等等經藥廠加

工，並需醫師指示服用的廣告產品。此項發現除了顯示台灣受西方醫學影響更為

深刻外，也顯示中醫傳統中的食補、藥補等觀念仍影響大陸甚巨，使其較注重保

健與預防疾病的產生。 



 

 

（三）兩岸電視廣告產品類別反映兩岸的社會現狀不同 

在「政府相關宣傳」方面，台灣顯著多於大陸，可能是台灣政府相關單位（如

行政院、衛生署、縣市政府等等）均習慣使用電視廣告作為政令宣導的工具。大

陸方面的廣告可能多純為商業用途，且大陸為集權統治，政令可直接有效傳達至

各項媒體，不一定需要藉由廣告此種媒介。家具、房屋此兩項產品類別的差異，

則可顯現台灣房地產不景氣的社會現況，在本研究收集廣告的時期，正逢台灣近

年來房地產建築業不景氣，不論何種傳播媒介都很少見到房屋地產廣告（王奕

晴，2003）。大陸方面，上海地區近年來開發甚為快速，房屋建築如雨後春筍般

出現，自然應運而生房屋的電視廣告。 

在「餐廳」產品類別方面，台灣廣告中沒有此類別，可能因為餐廳本身較為

地域性，無須在台灣無線電視廣告中播放使全台都看得到，不但花費價格昂貴且

不一定獲取經濟效益，且台灣目前的廣告種類繁多，諸如各式平面廣告、車體廣

告、置入性行銷或高樓外牆等，使得希望以廣告作為行銷手法的業者，可以參考

本身需求決定適合得廣告形式，這些都是餐廳可能採取的行銷方式，所以台灣的

電視廣告中並未出現此種類別。 

在內含主角的電視廣告中，呈現的趨勢和所有廣告類似，但仍有些不同，我

們可能可以發現兩岸廣告呈現手法上的些許不同。譬如大陸廣告中「食品」類別

顯著較台灣多，這可能表示大陸食品廣告傾向使用人來代言，台灣食品廣告則不

強調人物，或是人物食用時的美味。大陸廣告中「交通工具」此項，完全不使用

人物來代言，只強調車體本身的特殊優點或是車輛的道路操控性與馳騁感，忽略

人與車輛間的互動，相較之下，台灣的車輛廣告則較有人文氣息，例如台灣的

TOYOTA車系列的 zace車種其中一隻廣告，劇情是訴說男主角阿銘小學沒有畢

業，以賣麵為生，卻以他賣麵的錢辦了一所大學，而訴求 RV生活就是再造「有

價值的生活」，廣告中極少提及車輛本身的性能，卻強調「有價值的生活」。由此

兩種產品類別來看，台灣的廣告較不從實用層面理性訴求出發，而注重情感訴

求，大陸廣告則較以理性訴求為廣告主要的表現手法。 

 

二、兩岸電視廣告中歌曲歌聲反映廣告呈現手法上之差異 

本研究收集到的廣告中，台灣廣告中出現歌聲以男性較多，大陸則以女性較

多（參見表 4-7）。台灣男性歌聲顯著高於大陸，顯示台灣廣告中若有歌聲，傾向

以男性歌聲為呈現手法。台灣廣告中無音樂無歌聲的狀態亦顯著高於大陸，在沒



 

 

有音樂的烘托下，使閱聽眾更著重於文字、語言或影像等其他訊息。大陸廣告則

主要配以背景音樂，而不用歌聲烘托。此項發現可能說明兩岸廣告界使用的廣告

呈現手法上的差異。 

 

第二節  兩岸電視廣告性別刻板印象普遍存在 

本研究以旁白聲音、年齡、職業、性別角色量表與人格特質量表作為過錄類

目，對兩岸電視廣告進行內容分析，發現在兩岸的電視廣告中，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和以往研究並無大異，以下分別敘述本研究之發現並討論。 

 

一、兩岸電視廣告之旁白聲音反映男性仍為訊息告知者 

在全體廣告的旁白聲音部分（參見表 4-6），純以男性配音佔了約一半的比

例，純以女性配音則只佔了約四分之一，即使皆有配音的狀態下，男性扮演的多

是訊息告知的聲音，女性則是被動的接受訊息，附和讚許或聽從男性的聲音。雖

然經過時間的演變，本研究仍發現和以往研究類似的結果，在 Courtney & 

Whipple(1974)的研究中，男性多為指導者與給建議者，三十年後的今天，男性

依舊佔據廣告中談話的主導地位。當廣告中出現需要說明產品的資訊、特徵的狀

況時，往往以男性的聲音作有力的告白；相對的，女性的聲音常出現著「該怎麼

辦呢？」撒嬌的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發生的問題，此時，男性則指導她、幫助她，

給她足以依賴的建議或指揮。雖然在質上，男性仍然是建議者，女性仍未曾告訴

男性該做什麼，但是在量上，此種情形有減少的趨勢，Dominick & Rauch在 1971

年的研究中，旁白聲音中高達 87%是男性，只有 6%是女性，時至今日，純為男

性配音或男性為主的狀況已下降許多。以下本研究以收集到的廣告為例，來簡單

描述這種「指導者」的型態在現今廣告中出現的型態。 

在大陸廣告「大寶洗面奶」中，畫面一開始是一名年輕少婦拿著桌上的

瓶瓶罐罐保養品，臉上一副困擾不知道該選什麼的樣子，接下來，旁邊一個

丈夫樣子的男人便開始說口白：「把簡單的事情搞複雜了，太累；把複雜的

事情變簡單了，貢獻。大寶日霜晚霜，早一抹、晚一抹，一抹就行，簡單。」

接著老婆便聽從先生的建議，拿著保養品在臉上塗塗抹抹，一臉愉悅且開心

的樣子。接下來先生再敘述產品的認證及規模，最後太太抱著孩子才跟先生

一同說著：「要想皮膚好，早晚用大寶。」 



 

 

這支廣告中充分表現了女性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就尋求男性「專業」的

協助，即使是像保養品這種女子常常使用，早已不斷嘗試各種牌子的產品類別，

女性在廣告中仍舊需聽從男性的建議，作個訊息的接收者。 

 

二、兩岸電視廣告之人物年齡女性顯著較男性年輕 

許多先前研究中，均有廣告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年輕的發現(Courtney & 

Whipple, 1974；劉宗輝，1998)。年齡的年輕，可能蘊含著許多意涵，譬如社會

地位較低，通常年紀越大的人，越能夠累積資產及社會資源。年紀輕，也令人有

少不更事的想像，俗話說「嘴上無毛、辦事不勞」，年輕常令人有不懂事的聯想。

另外，年輕通常也象徵著體態與外貌的吸引力較強。因而廣告中女性角色比男性

角色年輕，亦可能說明了女性角色較男性角色呈現更多社會地位不高、更強調美

貌的現象。 

本研究對兩岸電視廣告中角色的分析，也顯示了女性年齡較男性年輕的發現

（參見表 4-8及圖 4-1），四組比較均有顯著差異，顯示不僅男女在年齡比例上有

所不同，女性明顯較男性年輕外，台灣男性與大陸男性、台灣女性與大陸女性的

年齡組成也不盡相同。 

雖然四組比較均有顯著差異，但從圖 4-1可以發現，同樣性別的差異較小，

其長條圖的趨勢大致相同。在男女的比較方面，台灣及大陸女性皆集中於 19~30

歲此組中，台灣男性則集中於 31~39歲此組中，大陸男性雖然於 19~30歲此組中

佔有最高的比例，但僅佔 30.6%，與女性的 60.5%相差近乎一半，第二高的比例，

則出現於 31~39歲此組，顯示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較男性年輕許多。在兩岸差

異方面，台灣男性較大陸有更多比例集中於 31~39歲及 40~59歲此組中，顯示台

灣男性以青壯年為主，大陸男性則有部分比例落於 1~12歲及 60歲以上，顯示廣

告中出現的兒童（但已具有明確的性別角色）及老年人均較台灣廣告多。女性方

面，大陸女性於 39歲以下之比例均高於台灣，在 40歲以上之比例低於台灣，顯

示大陸廣告中女性年齡組成較台灣女性更有年輕化的現象。 

 

三、兩岸電視廣告人物背景場所與職業反映男外女內傳統 

兩岸電視廣告中，女性人物出現之背景場所（參見表 4-9）最多仍為家庭中，

男性則常出現於其他的室內或戶外，從廣告的內容來看，男性即使出現於家庭



 

 

中，負責家務工作的仍為女性，男性則是扮演一個丈夫、父親的角色，理所當然

的享受著女性為他服務的家務事。 

譬如本研究中收集到的台灣廣告中，「烹大師」廣告的劇情，就是一個

日本女孩，要做菜給台灣男朋友吃，她在廚房裡忙碌，等到做好一桌香噴噴

的台灣料理之後，男子再出現在飯桌吃著她做出來的菜，然後很滿足的說「有

家的感覺了」。 

雖然此廣告中男女兩者均出現於飯廳，但其中蘊含的內容卻是有差異的。但

即使是如此，女性出現於住家室內（包括廚房、飯廳、客廳等等）的比例仍是高

於男性。顯示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刻板印象仍持續的在廣告中出現，女性持續在

家操持家務，男性則正大光明的享受著成果。 

女性角色出現於職場中的情況偏低，背景場所為辦公室中的比例，台灣男性

為 9.8%、女性僅有 2.8%，大陸男性為 5.6%、女性僅有 2.4%，可見男性出現於

職場的比例明顯高於女性。在就業方面，雖然 2001年我國女性勞動力人口有 400

萬人，較十年前增 23.7％（行政院主計處，2002），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較男性

少許多，平均薪資也比男性低。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維持在 44-46％，顯示女

性人力資源仍有開發及運用的高成長空間。在受雇薪資方面，雖然薪資逐年提

高，但女性受雇員工薪資均明顯比男性受雇員工低（參見表 2-2）。廣告中雖未直

接反映出薪資的高低，但從職業角色的分佈（參見表 4-10）也可以發現，男性多

擔任「主管及監督人員」此種較有地位（應該也有較高薪資）的工作，但分析以

往的研究可發現，雖然女性扮演家庭主婦仍為廣告女性主流，但比例上已有減少

的趨勢，對應政府相關的統計資料，表 2-2的就業人口上升趨勢中，女性就業人

口增加率較男性高，顯示近年來的社會中職業婦女比例增加，家庭主婦的比例減

少，廣告中亦反映出社會的現象，也顯示雖然性別刻板印象仍存，但兩性職業差

異已逐漸縮小。 

台灣女性的非勞動力人口 465.1萬人，主要原因是料理家務、求學及準備升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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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本研究在廣告中所發現結果相符。但從逐年的變化趨勢來看，料理

家務所占比率則有下降趨勢，顯示未來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應可提升（行政院主計

處，2002）。 

在廣告中人物扮演的職業角色方面（參見表 4-10），無法判定職業角色的人

物約佔一半，這可能顯示廣告並不特別喜歡呈現職業角色來獲取觀眾認同。但在

可判定的角色中，女性角色仍以家庭主婦為大多數（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一），男



 

 

性中並無專職為家庭主夫的角色出現，在廣告中做家務事的男子也僅有三人。顯

示即使時代進步，社會上也出現許多「新好男人」等等口號，但家務事仍然是女

性的範疇，男性雖然也出現了做家務的場景，但僅是曇花一現，偶爾體貼太太、

展現自己是好男人的例外表現，或是跟太太吵架後，不得不自己做家事，相較於

女性做家務事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常態，男性做家務事的情形在廣告中仍是少之又

少。 

譬如以台灣廣告中「牛頭牌沙茶醬」為例，廣告中先生先叫老婆「煮飯

啦！」老婆跟他說「吃自己啦！」原來是夫妻兩人吵了架，先生只好自己拿

了沙茶醬炒飯給自己和老婆吃，老婆吃了覺得好吃，就誇他「看不出你還不

憨慢喔！」，最後連盤子都舔的乾乾淨淨。 

在這支廣告中，雖然是先生煮飯，但一開始先生要求老婆煮飯，顯見在家中

煮飯的工作原來是老婆掌理的。老婆因為賭氣，就叫先生吃自己。先生無奈只好

自己炒飯來吃，這顯示先生平常的廚藝，老婆根本不知道，也就是這種先生煮飯

的情景在家中發生的機率很低。廣告中反映的這種狀態，事實上也出現在現今的

社會中，男人會做家事的比例提高，但大部分的人（包括女性）都認為家事是女

人應該作的事，男人做家事的時候，他們認為是「幫忙」太太做家事，而覺得自

己是好男人，且仔細分析後可以發現，男人做的家事多為：修水電、掃地、拖地、

到垃圾、出門時幫忙帶孩子，至於上菜市場買菜、洗衣洗碗則是「女人」的家事，

現代的男人在要求男女平等、要求男人做家事的壓力下，讓步將家事的範圍區分

為男人的家事和女人的家事（吳寧遠，2000）。性別刻板印象仍然根深蒂固的存

在於普羅大眾的心中，變形轉化的繼續生存著。 

主管及監督人員的比例，男性佔大多數，顯示職場生活仍是男性的常態。廣

告中的其他項目，出現了許多種不同的職業，譬如導演、超人、太空人、廚師等

等，這也顯現廣告反映現實生活中工作日趨多樣化的特性。 

 

四、兩岸電視廣告的性別角色仍普遍存在性別刻板印象 

在研究者自編的性別角色分析類目過錄表中，將性別角色分為三大類：職業

角色、權力角色與性別角色（其蘊含內容及定義請參照前文），並外加一類男女

互動角色。首先將三種類的題目進行加總做三大類目的分析，發現在性別上均達

到 p<0.001的顯著差異，地區別則無顯著差異。這個結果顯示，性別刻板印象仍

強烈的存在於廣告中，包括男性在職場上是強者、職位高、擔任指揮的角色，女



 

 

性則多以性感的形象出現，以外貌吸引男性。本章節繼續將討論各細目的內容。 

（一）職業角色 

在性別的主要效果中（請參考表 4-11），扮演關懷性角色此項，未達到顯著

差異，其他均達到顯著差異，如男性在職場上扮演較女性為強者的角色，工作上

的職位也較女性高，工作比女性繁重，廣告男性在政經的角色顯著高於女性。這

樣的結果可能說明，職場中男性地位比女性高的現象，仍普遍存在於廣告中，男

性是比較「應該」工作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扮演關懷性角色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就資料結果顯現，男女兩性在廣告中皆有扮演關懷性角色，「關懷性」已非女性

的專利，男性在廣告中亦常常出現關心家人（包括父母、妻子、孩子）的畫面。 

譬如台灣廣告中「波爾天然水」，描繪爸爸和女兒在庭院裡乘涼，父女

在庭院中談話、玩耍，最後小女孩依偎在爸爸的大腿上。 

隨著時代的演進，除了女性在職場上更加嶄露頭角之外，男性也開始被期待

擁有更多情感的表露與支持，於是廣告中自然也出現許多有關父親與兒女的互動

描繪。但是雖然父親與兒女的互動增加，父親的關懷方式較多仍為「陪孩子玩」，

這與母親常出現關心、擁抱、分享，仍然有內容上的差異。 

例如「波卡洋芋片」中爸爸和女兒坐在沙發上吃波卡，爸爸和女兒玩耍

般的搶女兒的洋芋片吃，最後女兒撒嬌的叫著「媽媽」，希望媽媽出現來主

持公道，廣告的最後畫面是女兒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玩耍。 

大陸與台灣男性在職業角色方面，均顯著較女性在職場上扮演強者的角色、

工作上的職位高、扮演政經的角色，在扮演關懷角色上則沒有顯著差異（請參考

表 4-12）。此結果與性別的主要效果相同，台灣及大陸地區的男女差異，在職業

角色方面並無大異。 

 

（二）權力角色 

在性別的主要效果中（請參考表 4-13），除廣告人物扮演精明能幹的角色未

達顯著差異外，其他均達顯著差異。廣告中的女性較男性依賴，男性則較為指揮

別人，具有重大事物的決定權，都做些重要的事。在社會價值觀下，「重要的事」

通常隱含的是賺錢與能增加家人物質享受的工作，這些工作也通常是「男人」的

工作（吳寧遠，2000），因此女性顯著比男性低，顯示女性做家事的辛勞仍未被

肯定。 



 

 

但此結果也揭示，以往研究中常常出現的「笨女人」形象已經漸漸在廣告中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有想法、做事能幹有能力，看起來較為聰明的女人。但

是從旁白聲音的結果，我們可以推論女性在廣告中仍較為「訊息接受者」，所以

女人可能有了智慧，但還不一定能夠發出聲音。這樣的結果也可能反應著「笨女

人」的訴求已經不能打動新時代的女性，雖然指揮決策權仍在男性身上，但是女

性已經漸漸有了自主的想法。 

對權力角色做簡單主要效果分析（請參考表 4-14），以性別為因子，台灣地

區男性在指揮別人及具有重大事物決定權此兩項顯著高於女性，大陸地區除此兩

項外，男性做重要的事此項也高於女性，大陸女性的依賴程度則高於大陸男性。 

 

（三）情慾角色 

情慾角色方面，性別主要效果均達到顯著差異（請參考表 4-15），廣告人物

中女性明顯較男性性感暴露，以外在吸引男性，外貌多加以打扮，強調美貌，以

美女的形象出現於廣告中，男性則以內涵吸引女性。 

社會或是女性本身，對女性價值感的認定，有極大部分在於其外貌上，相對

的，社會對男性的價值認定，卻著重在於工作、學識、金錢、涵養等等。廣告中

長期使用美貌身材苗條的女性代言人，也使得現代女性對女體、身體意像或自我

形象認同上，有過度的偏執。 

Rubin(1984)認為身體意像是自我意像之結構與功能的中心，會影響一個人

的自我概念及行為，是個人對自己身體的內在心像，包括身體外型、健康、體型

等，個人對自己身體的認知，可以分為知性的與感性的兩部分：知性的是對自己

體型與身材的認知，譬如自己的身高、體重；而感性的是覺得自己的身體很美或

很醜、強不強壯、吸不吸引人（引用自江承曉、沈姍姍，2002）。當自己實際的

身體意像與自己理想中的身體意像相距越大時，個人越容易產生負向感受而傾向

不接受自己，而女性又更加容易產生負向的感受(Fallon ,1990)。 

理想體型的建立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甚大，若社會中女性接受的訊息都是

強調一種過度纖瘦、重視身材的印象，媒體中只要有女性的出現，就是美麗、身

材過度瘦弱，且報章雜誌不時報導女星減重的秘方及消息，就連電視新聞也會把

成功減重的人士，做一番英雄式的報導。在這樣的氛圍底下，女性對理想身體意

像的認同自然會受到影響。 

江承曉、沈姍姍（2002）的研究，以台南、高雄地區的大專院校學生共 1256



 

 

人（有效樣本 1147人），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實際體型為正常或過瘦者佔大

多數（以 BMI為基準，衛生署於民國 84 年曾經提出 BMI=22時為理想體重），

體型過瘦者占 49.4%，體型正常者占 42.3%，體型過重者占 4.9%，體型肥胖者占

3.4%，過重及肥胖者總共只佔 8.3%，但是雖然肥胖者的比例不多，整體受試者

的身體意像卻呈負面感受，有 31.9%覺得自己太胖，而其中女性高更是達 39.2%

覺得自己太胖，而大部分的大專生，不滿意自己的身材及身體各部分比例。實際

體型過瘦的人，有 64%從不或很少認為自己過瘦，甚至有 14.9%的人經常或總是

認為自己過胖，而實際體型正常者，卻有高達 40.9%的人經常或總是認為自己太

胖，實際體型越瘦對自己的身體意像越好，顯示社會上普遍「瘦即是美、過瘦是

更美」的迷思！即使已過瘦，還是認為自己太胖，想盡辦法讓自己更瘦一點。 

性別是體型意識中最明顯的差異，女性較男性不滿意自己的體型（趙瑞雯，

1996）、身材及外表（江承曉、沈姍姍，2002），女性也較會採取一些減輕體重、

改變身材的方法（蕭芳惠、林薇，1998），顯示社會對外貌要求苗條過瘦的價值

觀，明顯的反映在女性身上。當暴露在較瘦的女性模特兒下時，女性會更有動機

減肥，迫使她們以飲食或其他的方法改變自己的體態（引用自 Barber，2001）。

因此當廣告中出現的女性均是年輕、貌美、身材姣好的時候，對現代女性的影響

可說是十分深遠。 

進一步對情慾角色做簡單主要效果分析發現（請參考表 4-16），台灣男性與

台灣女性比較均達顯著，大陸男性與大陸女性比較亦均達顯著。亦即台灣及大陸

廣告中女性均較男性性感暴露、以外在吸引男性、外貌強調美貌，男性則以內涵

吸引女性。此一性別刻板印象對人的影響十分深遠，即使是在兩岸分治，具備不

同的文化價值觀的狀況下，仍顯示出相同的結果。 

 

（四）男女互動角色 

男女角色互動角色，以性別來看，男性顯著為陪襯女性的角色（請參考表

4-17）。其中台灣男性顯著較台灣女性，顯著為陪襯異性的角色，亦即台灣男性

顯著陪襯台灣女性。大陸男性與大陸女性在男女互動角色上無顯著差異。 

這個結果與預期中女性常為陪襯男性的角色相反，過去研究常得到女性為男

性的陪襯，或是擔任花瓶的角色。但台灣廣告中卻出現男性為女性陪襯這樣的結

果。男性真的變成配角了嗎？女性真的不再是花瓶了嗎？在前面的章節討論中，

可以發現男性在廣告中，仍然具有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種種角色。因此即使是廣

告的主體為女性，男性僅作為陪襯，此陪襯也不像女性為花瓶的角色，相反的，



 

 

可能是一個少開金口的建議者，或旁觀者清的旁觀者，甚至是工作辛勞的型態。 

例如台灣「大雕藥酒」的廣告中，一位女性從搖椅上起身關掉電視，嘴

裡唸著「時機歹歹，我攏不信有多福氣啦，連新聞也說，要過苦日子了！」

然後開始掃地，一旁的老公則是從頭到尾不發一語，穿著工作服，看似很辛

苦的坐在旁邊。 

這位女性明顯的是這支廣告的主體，此廣告中雖然男性明顯是陪襯女性的角

色，但其角色隱含著具有工作的重擔，不像一般廣告裡會陪襯男性的女性，通常

僅扮演無知、附和、花瓶的角色。又如前文舉過之「烹大師」的例子，男性為陪

襯女性的角色，僅在廣告的最後出現，滿足的吃著女性為他準備的晚餐。但是此

男性卻是女性一切努力的原因，她努力的想要做好菜來討好男性，彷彿能夠作一

桌好菜便是她能夠提供的幸福，作菜是她的價值來源。因此即使是陪襯，也不代

表男尊女卑或男外女內這樣的傳統刻板印象已經大大的改變了。 

但如此的結果也許也說明現今時代的轉變，女性成為廣告中的主體，顯示女

性的形象與地位皆在提昇，女性的商品及購買能力越來越被重視，女性在社會中

的形象，也可能正如廣告所描繪的，漸漸佔有一席之地，更有自主性。 

在美容保養類產品與家庭主婦方面，其男性旁白聲音較少、男性出現人數也

較少，但是若出現男性，卻多是畫龍點睛的，成為一個確認女性美貌的評分者。

譬如在台灣的電視廣告中，美容保養類中出現角色幾乎全是女性。只有一支「美

娜化妝品」中，出現了一個「不露面」的丈夫角色，男性從頭到尾背對鏡頭，沒

有露出臉孔。 

廣告劇情是一對中年夫妻經過一個正在舉行婚禮的教堂，女性讚嘆著說

「真漂亮」，接著問老公「當年我穿新娘禮服的樣子，也很漂亮吧！？」見

老公不回答，於是走上前再問「對不對嘛！」老公說「妳現在還是很美啊！」

於是中年婦女就笑了開懷。 

雖然這支廣告中男性明顯的是陪襯的角色，但是他的回答卻十分重要，女性

必須要老公的認可，才確定自己是漂亮的，老公雖是陪襯，卻擔任著一個具有舉

足輕重地位「標準」訂定的角色。其次，在廣告中女性希望自己被評價為漂亮，

也顯示了「漂亮」對女性而言，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評價標準。於是雖然本研究在

廣告中發現「男性陪襯女性」的結果，女性陪襯男性與男性陪襯女性卻有著不太

相同的廣告意涵。 

 



 

 

五、兩岸電視廣告的人格特質明顯反映性別刻板印象 

在傳統以 Bem的性別角色量表所做研究中，當男性角色男性化特質顯著高

於女性，女性角色女性化特質顯著高於男性時，我們認為其仍存在著性別角色特

質的刻板印象。本研究以簡化的性別角色量表作內容分析類目，亦發現同樣的結

果（請參考表 4-19），因此和前一段落得到相似的結論，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仍

普遍存在於兩岸電視廣告中。 

其中男性化特質包括具有侵略性的，勇於表達意見的，強而有力的、有說服

力的，具有領導能力的，獨立的，具有強健人格、個性很強的，堅定立場、勇於

面對的，具有冒險精神、樂意面對挑戰的等八項類目，男性均顯著高於女性。女

性化特質包括具有溫柔親切的，憐憫慈悲的，溫和、和善的，對他人需要敏感的，

具有同情心的，溫柔脆弱的，瞭解的，溫暖的等八項類目，女性均顯著高於男性。 

廣告中的大陸男性及大陸女性除了「對他人需要敏感的」特質，其餘的均達

到顯著差異，大陸男性之男性化特質顯著高於女性，大陸女性之女性化特質顯著

高於男性。此點與前面以性別角色中「職業角色」類目裡的「廣告中男/女性扮

演關懷性的角色」未達顯著有類似的結果。在本研究收集到的廣告中，顯示男性

已經漸漸具有「對他人需要敏感」、「關懷他人」的特質與行為。 

廣告中的台灣男性及台灣女性，在男性化特質部分，除「具有侵略性的」此

項特質，其餘皆達顯著差異，男性角色之男性化特質高於女性。女性化特質部分，

「溫柔親切的」、「憐憫慈悲的」、「溫和和善的」、「溫柔脆弱的」與「溫暖的」此

五項特質，台灣女性均高於台灣男性。雖然並非每一項特質均達到顯著差異，但

仍顯示出性別角色刻板化的現象。 

 

第三節  電視廣告中反應之兩岸性別角色差異 

本研究除了發現性別刻板印象仍普遍存在之外，也發現了兩岸在性別上仍有

些差異，以下就一一討論其中的意涵。 

 



 

 

一、兩岸電視廣告之旁白聲音 

雖然兩岸均多以男性配音為主，但大陸方面純以男性配音部分，顯著高於台

灣；台灣部分男女均有配音、地位相等部分，顯著高於大陸。在本研究前面的章

節中，已探討男性配音所隱含的意涵，顯示大陸方面，這種男性為建議、指揮者

的型態，更高於台灣；台灣在廣告中，則較多男女一同提供訊息的狀態，這種廣

告反應的社會現況，可能是台灣的社會中，女性的聲音逐漸被重視，漸漸在社會

上佔有一席之地。 

 

二、兩岸電視廣告的性別角色 

（一）職業角色中大陸女性工作更為繁重，扮演更關懷性及政經性的角色 

在職業角色方面，大陸廣告中的角色較台灣扮演更多關懷性及政經性的角色

（請參考表 4-11）。這個結果顯示了大陸廣告中的角色在與人的互動上，扮演更

多情感性與工具性的行為。 

繼續比較兩岸男性與兩岸女性的差異（請參考表 4-12）。兩岸的男性在職業

角色上並無差異，可能顯示社會中對男性於職場上應扮演的角色，有相似的看

法。但女性部分，大陸的女性較台灣女性工作繁重、扮演關懷性及政經性的角色。

在本研究中，由於將家庭主婦也視為女性的「工作」範疇，故若廣告中呈現出家

務事的繁忙，在工作繁重此向度上也會出現較高的分數。因此此項結果顯示大陸

地區婦女在廣告中較為操勞，不論是有給的工作或家務，都較為繁重，大陸婦女

也比台灣婦女呈現更多情感支持與參與經濟活動、提供工具性支持的角色。 

中國大陸由於政治解放，婦女地位也隨著解放，許多制度上規定了婦女地位

平等的條例，也修訂許多維護婦女權益的法令，於是婦女紛紛出外工作，在社會

經濟活動中佔有一席之地，她們被期許成為「新時代的婦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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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傳統的父權思想

仍然深植民心，導致婦女面臨工作及家庭的雙重壓力，不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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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江，1993）。在本研究收集之廣告中，

我們也可以發現此一現象，大陸女性不僅工作更為繁重，更必須扮演好關懷性及

政經性的雙重角色。 

 



 

 

（二）權力角色中大陸女性較台灣女性依賴 

權力角色中，大陸廣告中的角色顯著比台灣呈現依賴的狀況（請參考表

4-13）。繼續比較其中的差異（請參考表 4-14），發現台灣及大陸的男性在權力角

色各分項均無顯著差異，大陸女性則較台灣女性依賴。 

結合此點和上述的結果也可以發現大陸女性的樣貌是十分矛盾的，她們必須

同時扮演好獨立自主新女性與操持家務小女人的雙重角色，在外工作時需不讓鬚

眉，但在與男性相處時，又出現依賴男性的特性。 

 

（三）情慾角色中大陸廣告人物更以內涵吸引異性 

情慾角色中，大陸廣告中更以內涵來吸引異性（請參考表 4-15）。其中台灣

男性與大陸男性並無顯著差異，但大陸女性較台灣女性以外在及內在吸引男性

（請參考表 4-16）。 

整體而言，大陸廣告中的角色，較強調以非外在的部分吸引異性。但大陸的

女性除了內涵之外，也較台灣女性更以外在吸引異性，這也顯示了大陸女性面對

的另一種雙重壓力，她們不僅在工作與家務間需要蠟燭兩頭燒，更必須讓自己變

成一個外在與內在兼具的女性，以更獲得社會的認同。 

 

（四）男女互動角色中大陸廣告較強調兩性為夫妻或情人，台灣則較多元 

男女互動角色部分，台灣廣告中較多兩性為朋友的廣告，大陸廣告中則較強

調兩性為夫妻或情人（請參考表 4-17）。大陸男性較台灣男性為女性的情人，大

陸女性較台灣女性為男性的情人。台灣男性則較大陸男性是陪襯女性的角色（請

參考表 4-18）。 

上述資料顯示，大陸地區廣告中的男女互動，大多為情侶；台灣地區的男女

互動除了情侶關係外，朋友關係也常常出現在廣告中。這可能說明了台灣社會的

多元文化，人跟人之間（尤其是男性與女性之間）可能存在著多種互動關係，在

傳統的社會中，鮮少有男女性結為好友的情形，男女婚嫁傳宗接代是天經地義的

觀念。台灣地區由於近數十年來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也漸趨開放西化。在教育中，

女性就學率節節提升，男女也從分校、分班到現在各級學校皆進入男女合班的趨

勢。男女交往也從一元的情愛關係，演進至可以發展出各式兄妹、姊弟、換帖、

拜把的多元感情。 



 

 

大陸的社會雖也因為施行社會性資本主義，漸趨多元開放，但在廣告中，我

們仍能在台灣的廣告中嗅出更多元的價值訊息。 

 

三、兩岸電視廣告的人格特質 

整體廣告結果中，大陸的男性化特質高於台灣，大陸女性化特質亦高於台

灣。大陸在男性化特質方面，較台灣更具有侵略性的，獨立的，具有強健人格、

個性很強的，樂意堅定立場、採取一個新態度的，樂意面對挑戰的等五項特質，

在女性化特質方面，則較台灣具有溫柔親切的，憐憫慈悲的，溫和和善的，對他

人需要敏感的，具有同情心的，溫柔脆弱的，瞭解的及溫暖的等八項特質。台灣

則較大陸具有表達意見的特質（請參見表 4-19）。 

比較大陸男性及台灣男性（請參考表 4-20），在男性化特質部分，大陸男性

「侵略性的」、「獨立的」、「具有強健人格的、個性很強」、「樂意面對挑戰的」等

四項特質，顯著高於台灣男性。台灣男性「勇於表達意見的」特質，顯著高於大

陸男性。在女性化特質部分，大陸男性女性化八項特質均顯著高於台灣男性。 

比較台灣女性及大陸女性，在男性化特質中，「勇於表達意見的」、「強而有

力的、有說服力的」兩項，台灣女性顯著高於大陸女性，「獨立的」、「有強健人

格的、個性很強」、「樂意堅定立場、採取一個新態度」、「樂意面對挑戰的」等四

項，大陸女性顯著高於台灣女性。在女性化特質中，大陸女性女性化八項特質均

顯著高於台灣女性。 

從上述的結果來看，台灣廣告人物無論男女在「勇於表達意見的」此項特質，

均高於大陸。這顯示了台灣人民敢說敢言的性格，養成這種性格應與政治的民主

化有深厚的關係。在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中即明訂「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

及出版之自由」，各式媒體也以媒體自由為護身符，知名人物之隱私皆被公開透

明化，只要不涉及毀謗或觸犯法律，人人敢罵、人人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本研究結果中，也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陸廣告中男性化特質與女性化特

質皆較台灣地區來得高。在傳統心理學的研究中，有學者依照男性化特質與女性

化特質的組合比重，將人分為男性化、女性化、兩性化與未分化，兩性化者指的

是兼具豐富正性男性化與女性化行為特質的人，由於兩性化者能夠視情況採取柔

或剛的反應，因此較性別刻板化者有更佳的社會適應(Bem, 1974, 1977)，國內相

關研究也顯示，不論男女，兩性化者的生活適應力也較其他性別角色者為佳，而

性別角色未分化者適應力最差，兩性化者的自我概念最為肯定與積極（何英奇，



 

 

1981）。但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正性的兩性化者的社會壓力和人際關

係的困擾可能比其他類型高，因為社會期盼人們能表現符合傳統「正常性別」的

性別角色，尤其當本身內具的男女性化特質無法調和時，將會產生莫大的壓力，

而產生更大的角色困擾（李新鄉，1982）。但在漸漸趨向多元文化價值的社會中，

我們不但期許男性擁有更多情感性特質，也期許女性擁有更多工具性特質。 

本研究中關注焦點並不在受試者的個別性別角色上，因此未以以往使用此量

表的研究分析方法，以同一受試者男性化與女性化分數的差異大小或方向，或以

中數分數分界等等方式，來決定受試的性別角色。但本研究結果中，大陸方面在

男性及女性化的分數均較台灣來得高，是否有可能顯示大陸可能比台灣更有「兩

性化社會」的傾向，整體廣告中呈現更多正向男性與正向女性化特質的氛圍，在

個人層次的研究中，兩性化者有較高的適應社會表現，那麼若社會整體有兩性化

的傾向，是否也能夠有較高的競爭力或適應快速變動的全球化環境的能力？這種

兩性化特質傾向均高，也可能顯示大陸廣告呈現手法較為「樣版化」，傾向在廣

告中塑造男女性應具備的完美人格，而非真實反應社會的現況，但廣告與文化是

一種互動的動態過程，一方面也許大陸文化中的性別角色真有如此表現，另一方

面經由媒體的強力放送中，也許也能漸漸型塑這種兩性化的文化。 

在表 4-21及表 4-22中，可以發現大陸男性的女性化特質顯著比大陸男性的

男性化特質高，台灣男性的男性化特質與女性化特質沒有顯著差異。大陸女性的

女性化特質顯著比大陸女性的男性化特質高，台灣女性的女性化特質也顯著比台

灣女性的男性化特質高。此結果發現不論男性或女性，女性化特質均高，顯示男

性在廣告中呈現了許多的女性化特質，一方面有可能現代男性被期許要求表現更

多的女性化行為，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為廣告中經常呈現的柔性訴求，使得不

論男性女性，都呈現了許多情感性較強的女性化特質。 

 



 

 

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研究兩岸電視廣告中的性別角色，發現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仍普遍存在於海峽兩岸，顯示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雖在不同的地區、並於社會

上歷經許多女性運動及思潮，仍舊深植於社會文化之中。 

但是兩岸畢竟經過五十年的分治，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在性

別角色中，我們還是發現了許多差異。這些異同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兩岸對彼此的

瞭解，並減少因不夠瞭解而可能引發的文化衝擊。 

雖然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仍繼續存在，但有些新形象也在本研究中發現，例如

笨女人的形象漸漸消失，女性在廣告中漸漸有了自主的想法，男性陪襯女性的形

象出現於廣告中，雖然男性仍為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但女性在許多廣告中，已

漸漸成為廣告的主體，而非像過去研究中，僅扮演花瓶的角色。這些發現與社會

現況的發展趨勢呈現符合的現象，現今女性地位逐漸抬頭，在各產業中均出現了

出類拔萃的女性，但是整體而言，社會中仍充斥著各種對兩性的迷思。此狀態反

映在媒體中，也會繼續對文化產生影響，因此，在教育中加強性別教育、自我形

象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不但能幫助兩性免於受到刻板印象的限制，也不至於有過

低的自我形象，但閱聽大眾若沒有自覺，則容易一味的被媒體傳遞的刻板印象所

影響，譬如媒體中強調瘦即美麗的觀念，導致時下女性對自我形象普遍不滿意，

明明已經低於標準體重，還是認為自己太胖（江承曉、沈姍姍，2002），導致各

種不健康的減肥方式紛紛出籠，造成身心的雙重影響。電視運用幾近真實的符徵

系統建構媒介真實，展現的意圖與價值觀可能至為隱含，此時媒介素養便成為一

個值得重視的課題，系統化的電視素養教育更是需要，如何使閱聽人能夠耳聰目

明的對媒體作全觀的瞭解，使得個體不僅能消極的解毒電視，進而積極的解讀電

視，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主動的」閱聽人（吳翠珍，1996）。 

例如英國的教育體系中由於對媒體可能產生的社會與個人衝擊有警覺，所以

將媒體教育納入正規的教育課程中，不僅有許多媒介教育的著作，更是終生學習

過程中的重要內涵（吳翠珍，1996），此點也是我國未來可以重視的方向。所以

站在關懷面的觀點，本研究也希望兩性教育與媒介素養能夠落實，不管男性、女

性均能均衡發展，並能瞭解媒體的資訊經過複雜的篩選、包裝、組合及選擇，並

不全然真實的反應世界，且進而能主動的解讀媒體的訊息。培養公民對媒體內容

具有批判、思辯的眼光，積極面可以過濾資訊、取其精華，消極面可以避免被不

當的內容傷害（錢玉芬，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