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節

結論與建議

Showgirl 現象與台灣 3C 消費文化

本文基於筆者個人的親身經歷與觀察作為研究起點，以世貿展覽館中舉辦
之 3C 類商品展的 showgirl 舞台活動為主要研究對象，在追溯台灣 showgirl 現象
的起源與發展後，參酌過往與性訴求(sex appeal)相關的諸多量化與質性研究，
試圖以符號分析方法挖掘並探究筆者對此現象所提出的諸多問題，包括：
（一）世貿展場中以 showgirl 為促銷策略的運作方式與細節為何；（二）隱藏
於 showgirl 現象背後的意識形態結構為何；（三）對以性訴求為主要說服策略
的商業與消費行為提出批判。

隨 後 筆 者 在 針 對 showgirl 現 象 發 展 的 探 討 中 發 現 ， 今 日 我 們 所 見 的
showgirl，乃依據廠商需求、消費習性與社會文化的變遷，而逐漸從過往單純的
產品解說員變成今日訴求性感、分飾多角的 3C 展場活動焦點。此外，雖然目
前以 showgirl 為焦點的研究仍少之又少，筆者在過往與性訴求相關的學術研究
回顧中也發現，除了性訴求說服策略雖無法斷言其效果卻仍為台灣 3C 展場活
動大為採行之外，3C 展場 showgirl 呈現出非常的單一的性感女性角色形象，而
其他女性角色形象卻難以在 showgirl 身上見得。這些發現在在都說明了台灣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特殊之處，也是研究者必須去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於是，筆者為了深入剖析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運作細節以及其背後的意識
形態結構，便援用了 Saussure 的毗鄰軸/系譜軸分析方法，以及 Barthes 的意識
形態分析，針對所收集之五個個案中十七個足以代表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樣貌
的事件，進行深入的解讀，並有了以下發現與結論。

首先，筆者在十七個事件的毗鄰軸分析中發現，展場活動表面上呈現的都
是我們非常熟悉並認為理所當然的敘事內容，然而實際上這些敘事的重點都是
穿著性感的 showgirl。無論 showgirl 扮演什麼角色、執行什麼工作、身處何
處、與誰搭配，她們的共通特性都是穿著裸露肩膀、手臂、腰身、腿部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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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因此我們知道，3C 展場活動的敘事符號結構，重點其實就是以穿著暴露
的 showgirl 來貫串整個敘事脈絡，所有的目的都在突顯 showgirl 的性感女性身
體。

而後，筆者依據毗鄰軸分析中的此項發現作為系譜軸的綜合分析要點，透
過對「空間」、「人物」、「服飾」、「道具」、「行動」等系譜單元進行解
讀。筆者發現，3C 展場活動乃以舞台作為消費者與商品空間的中介，利用戲劇
式的幻覺化敘事方式，將 showgirl 轉化為展覽品，放在舞台上供男性消費者觀
賞、想像、消費與意淫。這一切的目的，便在於以性感、性化、提供性想像的
showgirl 作為酬庸物，換取男性消費者的駐足、圍觀、聆聽、參與，進而將
showgirl 物化為感官消費的商品，以在整個敘事所製造的幻覺中順利達成廠商
的最終目標—3C 產品崇拜與販售。

事實上，3C 廠商之所以採用 showgirl 活動的敘事語彙，乃因其直接挪用了
高單價產品的「香車美人」訴求策略，提供 3C 產品男性消費者有著與成功男
性相同的女體意淫消費樂趣。這種想像式的滿足必須藉由特殊服飾來標示被消
費的 showgirl，以化解 showgirl 與性感名模的階級差異所可能造成的誤解，意
即，裸露而樣式相似的服飾便是要告訴消費者 showgirl 的本質是要提供感官消
費。由此可知，父權意識形態滲透在整個 3C 展場中，因為，除了 showgirl 活動
的性訴求策略本質之外，這樣的操作模式等於是將女性消費者完全邊緣化，忽
視其需求及利益，並且把所有男性消費者想像為某種同質性的群體，而把 3C
產品對應到這群消費者身上，也就是把 3C 產品視為男性的狹隘想像。

據此，筆者對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提出兩項批評：（一）廠商在缺乏仔細
思考的狀況下直接挪用了性訴求說服策略到 3C 展場中，企圖用幻覺化的敘事
語彙來模糊焦點，卻也等於將真正重要的產品利益與消費者需求給極小化、邊
緣化；（二）以男性消費者為目標的性訴求策略，不但枉顧女性消費者權益，
也枉顧某些不需要、不關心 showgirl 活動的男性消費者，並且把所有男性視為
同質性的群體，如此偏峽的性別想像，以及其所造成的消費者歧視，無論對兩
性、對社會、對廠商自身，絕對都是一種深刻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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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無論就行銷層面或社會層面，以 showgirl 作為說服策略的模式都
有其檢討與改進的空間。就行銷層面而言，當大部分的 3C 廠商都一窩蜂的採
用 showgirl 活動，也等於是將各自的品牌與產品特性淹沒在 showgirl 之下，其
造就的不是長期的品牌資產累積，而僅是短期的感官享樂。事實上，不同的產
品與品牌，理當訴求相異的形象與定位，即便展場活動是一個短期間、訴求立
即銷售成果的場域，廠商在品牌與產品上長期累積的資產，也不應該因為一時
短視而葬送在如此流於感官逸樂的消費情境中。

此外，以 showgirl 為核心的性訴求說服策略，是否真的為廠商帶來實際利
潤的提升，仍是有待商榷的問題。或許 showgirl 的性感表現的確為活動現場帶
來熱鬧的人氣聚集，然而人氣並不等同買氣，尤其在 showgirl 活動的對象只侷
限於男性消費者的前提下，廠商等於自動放棄與女性消費者深度溝通的機會。
這種流於表面喧鬧、實則歧視眾多女性消費者的促銷策略，其出發點就已是思
慮不周的企劃方向，倘若廠商還盲目的紛紛為 showgirl 活動投注高額成本，又
缺乏銷售效果的實證評估，其所帶來的實質損失恐怕還超過喧鬧活動所帶來的
利潤。

事實上，展場活動不但是一個可以與消費者近距離接觸的商品空間，更是
一個提供消費者體驗廠商特質與訴求的平台，可惜的是，現今的 3C 展場活動
只流於現場氣氛的營造，以為讓 showgirl 在舞台上載歌載舞吸引人潮就算是成
功的展售活動，卻未深入了解消費者對 showgirl 的真正觀感和實際需要，以致
於在溝通上仍只是單向的呼喊。3C 廠商應該依據消費者在展售活動中的真正需
求來制定策略方向，尋找能夠提供價值以解決消費者問題的溝通方式，而非只
是一昧盲從請來 showgirl 在台上載歌載舞，卻無從得知這樣的說服策略是否真
能帶來皆大歡喜的實質利益。

另外，就社會層面而言，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呈現的無疑是非常單面向的
性別想像與思考。在這樣的活動形態中，3C 廠商把所有男性視為同質群體的思
考邏輯展露無疑，認為男性消費者都耽溺於感官逸樂，以致於講求性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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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girl 活動被廣為採用；相對的，showgirl 被包裝成理想的性感女性身體，這
也是社會文化中偏狹的女性標準形象的再次強化，彷彿只有舞台上身材姣好、
為男性服務的 showgirl 才是正確的女性樣態，並以此為示範與歸訓，潛移默化
的教育著台下女性觀眾對自我身體與角色的認知，甚至帶來焦慮與壓迫。然
而，男女性別的樣貌顯然不只是如此狹隘的想像與實踐，3C 展場活動卻窄化了
性別角色多元的可能性。或許 3C 廠商是為了追求顯著的說服效果，才貪圖便
利而援用了充滿刻板性別想像的溝通元素，然而 3C 廠商同時作為社會文化的
共同成員，著實不該為了追求利益而忽視自身的社會責任。

此外，以男性消費者為訴求對象的 showgirl 活動，同時也是對女性消費者
的歧視，不但完全忽視了女性消費者的需求與利益，更是再次把女性放置到社
會邊緣甚至棄之不顧的行為，這樣的現象等於在男女平等與多元的性別想像上
開倒車。並且，在此種活動形式中受害的也不只是被邊緣化的女性消費者，被
作為意淫對象的 showgirl 也在其中遭受嚴重剝削，成為沒有主體性的性幻想對
象，從而被轉化成物品與商品提供感官消費。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在以服務男
性消費者為核心考量的結果下，造成對全體女性的多重傷害，這著實也不該是
3C 廠商所能忽視的社會成本。

畢竟，父權意識形態下的受害者從來都不是單一性別，而是整體的社會成
員，先進的社會文化應當展現的是性別多元發展的可能性，3C 展場 showgirl 活
動卻在此將其停滯甚至退化，對於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無疑是嚴重的傷害。

事實上，雖然 showgirl 在如日本、歐美等其他國家也可見得，然而就觀察
上而言，日本 3C 展場的 showgirl 除了服裝造型上也講求體態的美感與性感，其
展場活動與 showgirl 的工作內容，卻比台灣更著重在整體品牌形象與產品服務
的傳達，而歐美國家的 3C 展售活動雖也可看見 showgirl 的蹤影，其規模並不如
台灣一般成為一股潮流，甚至曾引來消費者的反對與批評。重點在於，3C 展場
活動的主角終究是 3C 產品，showgirl 的存在不應該喧賓奪主而模糊了展售活動
的焦點。此外，當消費活動因為某些錯誤的評估與誤用而造成消費者權益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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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非但廠商應該針對此點進行改進，台灣的消費者也更應該知道如何去表達
想法、爭取權益，而非默默接受並且在消費活動中被漠視、被邊緣化。

總歸而言，雖然 showgirl 活動的確為 3C 展場增添了某些樂趣，然而凡事訴
諸本質仍是所有參與者應該去小心維護、爭取的部份。畢竟在 showgirl 活動
中，我們所喪失的不單是作為消費者的權益，也喪失了自身性別在社會文化中
多元發展的可能性。相對的，廠商在其中不僅喪失了某些潛在的消費者與銷售
可能，更會因為這種操作方式而僵化性別想像、阻礙兩性多元發展的空間。畢
竟，人氣不等於買氣，對 showgirl 的幻想也難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展場活動
終究是以價值交換為出發點的行銷行為，而若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其中都未能完
成實質的滿足，努力找尋對彼此更有益、更有效率的溝通方式，才是主事者真
正應該去花費時間與成本來思量的重要環節。

第二節

未來研究方向與建議

本文以質性研究取向出發，採取符號學分析的方法，針對現今台灣 3C 展
場 showgirl 活動現象提出問題並進行深入解讀，得到以上結論，進而提出行銷
層面與社會層面的批判與討論。而事實上，與展場 showgirl 活動相關的現象範
圍廣大，本文僅以 3C 展場中的舞台活動敘事為分析焦點，從第三者的角度針
對廠商所採行的說服策略進行討論，而其他基於研究考量所割捨的部份，仍是
值得未來研究者繼續探討的部份。

舉例而言，量化取向的實證研究便可針對 3C 展場 showgirl 活動的效用性問
題進行驗證。過去曾有單篇研究（蔡博亞，2006）針對購買意願進行檢驗，而
後續研究者更可針對 3C 展場活動中 showgirl 的有無，以及不同形式內容的舞台
活動進行販賣結果的交叉檢驗，藉此求證 showgirl 活動是否在實質上為 3C 廠商
帶來顯著的銷售效果。此外，showgirl 活動以男性為訴求對象，忽視了女性消
費者的權益，後續研究者也可針對此點進行探討，求得女性消費者對這類型活
動的態度與意見，提出具體的改善方向，讓 3C 廠商正視女性消費族群的需求
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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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3C 廠商之所以採行 showgirl 活動進行說服，其可能的考量與動
機在本文中以旁觀者的分析角度進行探討，然而後續研究者更可以親身訪談的
方式求得廠商主事者實際的意見發表，探究 3C 廠商的實質考量與思考邏輯，
除了可以驗證本文的推論結果，更可回應並參酌本文的結論與意見，進一步提
出可行且合理的修正方向與策略思考。

此外，消費者對於 showgirl 的實際觀感、意見的表達、對應的行為策略，
以及不同性別消費者在展場 showgirl 活動中的感受、實踐與獲得，這些也都是
未來研究可繼續探討的部份。畢竟，消費者才是展售活動中的真正主角，若透
過對消費者意見的探討，能夠彰顯出 showgirl 活動的缺失以及可能的改善方
式，這對廠商與消費者而言無疑是雙贏的好事。而其他由 showgirl 現象帶動消
費者參與所衍生出的諸多次文化現象，例如 showgirl 的拍攝族群、showgirl
迷、其他領域對 showgirl 活動的採行等，也是後續研究可針對此一主題繼續去
挖掘與探究的部份。

最後，showgirl 身為 3C 展場的注目焦點，我們只能透過 showgirl 在活動中
展現的言行來理解她們，然而在活動背後，showgirl 實際的生活樣態、從事
showgirl 工作的原委與動機、以及造就 showgirl 成為熱門兼職工作的整體社會
情境脈絡，都是後續研究者可以透過深訪、田野、記錄等研究形式去探究的內
容。如此不但可讓社會大眾得以從截然不同的角度去看待 showgirl 本身，更可
提供多元的觀察與思考途徑，打破所有與 showgirl 相關事物的刻板想像與思
惟。

第三節

狂歡後的省思

當筆者行文至此，showgirl 活動仍是當下 3C 展場活動的核心人物，而在展
場之外，showgirl 也可以在各式街頭活動、節目內容中見得，網際網路空間中
關於 showgirl 的討論更是沸沸揚揚。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流竄的、與 showgirl 相
關的文字與影像繁多，我們除了藉此理解 showgirl 的確蔚為一股潮流、一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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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文化現象之外，如何針對這個現象做出適當的回應，更是身為生產者、消費
者或研究者角色的我們該去努力思索的部份。

幾乎每個週末，台北世貿展覽館都有各式各樣的秀展活動，3C 類產品的展
售活動在其中也有著相當高的比例。我們可以看見，大多數的 3C 廠商舞台上
都有 showgirl 的蹤跡，舞台前面也總是圍繞著消費者駐足觀看，整個展售空間
無處不是麥克風與喇叭傳出的喧天巨響，其中夾雜著音樂聲、喧鬧聲，以及
showgirl 的說話聲與笑聲。而每當天色漸暗，展場中的人潮漸漸散去，showgirl
也換裝成為一個普通的街頭女子，負責清潔的工作人員與警衛在提醒消費者盡
快離場，在狂歡之後，展場中僅存的也只是空蕩的舞台、堆滿垃圾的地面，還
有熄燈後了無生氣的巨大幽暗。除此之外，什麼也沒有。

嘉年華會式的消費情境的確是 3C 展售活動的特質，問題是，我們是否需
要這樣的狂歡，我們是否需要這些年輕女子在舞台上穿著暴露供人觀賞，我們
是否需要這些無用的小贈品、傳單、產品提袋，我們是否需要這樣的歡愉與想
像來沖淡日常生活的壓抑與辛勞呢？

或許我們的確需要歡愉，但那絕不會是以情色與喧鬧來包裝銷售行為，進
而轉移消費者焦點的虛假逸樂。這不應該是展場活動所能提供的唯一價值，尤
其，這種喧譁後反彈出巨大空虛的假性歡愉，實質上並沒有價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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