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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研究源起 

一、研究發想  

我從小就喜愛打扮。 

每到過年前，與祖母和母親逛城中市場及博愛路一帶，是我對童年的記憶。

那時候的博愛路，有家約有三、四個店面寬、規模甚鉅的布行，當長輩們在挑選

布料時，一旁的我也穿梭於各色布料中，為自己的新衣挑選喜愛的顏色與材質。

我老是將各塊布料往身上攬，看著鏡中胡亂搭的自己，卻清楚地知道，有些顏色

搭起來是不行的，而哪塊布應該可以做成背心。直到長大之後才知道，原來自己

對於色彩與搭配的敏感度是其來有自。 

當太平洋崇光百貨（SOGO）1於 1987 年 11 月 11 日盛大開幕後，台北市的

購物重心也從西區漸移往東區。揮別今日百貨樓上的海盜船，新一個吸引我目光

的是 SOGO 百貨門口的報時鐘。每到整點前五分鐘，SOGO 百貨門口逐漸聚集

人潮，當小小世界的歌聲響起時，經過的行人紛紛停下腳步觀看。踏入百貨公司

後，寬敞、明亮的購物環境，與先前逛街的經驗大相逕庭，我們可以花一天的時

間，一次在百貨公司裡頭購足想要購買的商品。另外，SOGO 百貨所提供的產品

種類繁多，包括了許多日系品牌的商品，這也讓長輩們逐漸不去專門進口日本商

品的舶來品店，而直接到 SOGO 百貨購物。 

                                                 
1劉金誠（1993）敘述了 1987 一 1990 年間，台北市百貨轉型期，形成東區商圈的高度成長，尤

其是 1987 年 11 月時，東區忠孝東路四段太平洋 sOGO 百貨正式開幕。佔地面積計一萬六仟多

坪，當時可稱為東南亞最大的百貨巨艦。開幕之時造成全省的轟動蔚為奇觀，當時忠孝東路四段

交通幾乎癱瘓，消費者必須排隊入店，是前所未有的新記錄。參考自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行職業

展望，http://www.evta.gov.tw/employee/emp/001/005/a064/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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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時候（1997-2000），身邊男性同學開始重視打扮，這段時期的經驗，

讓我體認到我的愛美與在乎，不再僅只於我一人而已。即使在學校裡搞得臭汗如

流、蓬頭垢面，每到放學前的下課，洗手台前總是擠滿了人，人手一條洗面乳、

人手一罐定型液，搶到鏡子前面，努力地把自己油膩而塌陷的頭髮抓高、抓澎。

出校門前，還得換上乾淨的襯衫才離開學校，這些換裝的目的，只是為了到課後

的補習班，能夠耍點帥而已。放假期間，逛街也是重要的休閒娛樂之一。當時我

們總愛聚集在西門町的圓環麥當勞，從那出發後，沿著峨嵋街到萬年大樓，各類

型的店家聚集了四層樓，裡頭販賣的商品也混雜了正品與仿冒品。隔壁棟的西門

新宿則是後來新興的逛街聖地，裡頭的商店多半是到日本跑單幫的舶來品店，雖

然所費不貲，但是為求與眾不同和新奇的年輕人，仍是趨之若鶩。接著轉往昆明

街 96 巷一帶，這條人稱「二手街」或「美國街」的巷子裡，聚集了專賣二手衣

服或美國風格的大尺碼衣服，牆上也到處可見塗鴉。就我個人的觀察，當時最流

行的風格打扮，不外是追求垮褲板鞋的美式風格，以及講求配件與設計，尺寸上

較為合身的日系風格。 

大學時期以降（2000-），無論是大眾媒體上的呈現，或者觀察身邊的男性

友人，愛打扮的男生越來愈多，專屬於男性的雜誌、服飾品牌、甚至是男性的保

養品也日益增多。就連逛街時都能明顯察覺：無論是東區街頭隨處可見手持

Prada、Gucci、LV 等名牌包的男性，這類男性在媒體上被塑造成都會、雅痞、

中產階級、喜愛流連夜店的形象，或者西門町街頭混合了美系或日系打扮、甚至

還加入龐克、頹廢、雅痞、古著等風格的男性，被歸類為街頭、另類、次文化、

青少年的形象。這些都突顯了男性開始重視自己的外表與打扮，裝扮不再被認為

是只有女性才需要，男性同樣地也需要（或希冀）展現自己與被他人觀看。過去

常因為愛打扮就被認為是女性化、「娘」、沒有男性氣質的困境，也逐漸因為這

些新男性的出現，對人們過去的刻板印象，開啟了討論與另類的想像。 

到了 2004、05 年，男性時尚雜誌、電視節目或廣告皆鋪天蓋地出現「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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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型男」、「花美男」等用詞，這些詞彙都用來形容一種新型態男性的出現，

他們注重打扮與保養，透過消費物品、風格或品味來彰顯與他人的差異性。各類

大眾流行文化的論述，也不若過去認定男性愛美即等於去男性氣概、女性化，反

而鼓吹「愛美不只是女人天性」、「男性要懂得保養」等概念。而本研究將從我

長期以來對男性如何裝扮自己、男性也可以愛美的關心出發，重點並不是要去指

稱誰是型男、誰不是型男，也不是要建立一套如何成為型男的指南方針，而是希

望從現階段台灣本地的現象出發，爬梳「另類」（alternative）男性氣質的思考

與脈絡，而大眾文化的論述又如何建構、行銷、挪用「型男」；進一步分析行動

者本身透過跨文化消費與跨性別展演的實踐，重新理解當代的男生／身。 

二、型男在發燒 

台灣當前流行文化裡頭的「型男」詞彙，源自國外媒體的引介與國內媒體的

挪用。回顧國外的型男發展，有關 Metrosexual（在台灣譯為時尚美型男、時尚

美直男等）詞彙的討論，最早出現於英國新聞記者 Mark Simpson 在 1994 年寫的

一篇文章＜The independent＞，在文章中提及消費主義與媒體（尤其是男性雜誌

等媒介文本）的蓬勃發展，影響了傳統男性氣質的想像。Simpson 認為，時尚美

型男是一種都會男性的新興性傾向，他們擁有強烈的美感並能花費夠多的時間與

金錢在他們的外貌與生活型態2。 

之後，2003 年 6 月 22 日的紐約時報以「美型男出櫃？」（Metrosexuals Come 

Out）為標題，第一次引介於美國的媒體上，而 Bravo 電視網也製播了「酷男的

異想世界」節目（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於同年 7 月 15 日開播，五個典

型的同性戀男子在每集節目中改造不同的異性戀男子，讓這些男子與觀眾知道關

心外貌、講究生活和細膩的行為表現，反而代表了品味的表徵3。 

                                                 
2 參考自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rosexual  
3 袁青（2004 年 11 月）。〈男人的魔鏡 「都會美型男」Metrosexual 豋場〉，《GQ 雜誌》，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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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sexual 此字的源頭是由異性戀（heterosexual）與都會（metro）兩字混

合衍生，被視為是繼男性、女性、男同性戀之後的「第四性4」，更被美國方言

學會票選為 2003 年的年度風雲單字。台灣的 Men’s Uno 雜誌在 2004 年 10 月號

的封面故事中，首度引介「時尚美直男」的概念給本地讀者，內文中提到美直男

5實際上是從同性戀的概念脫胎而來。在西方，同性戀一般居住在時髦城市，喜

歡孤芳自賞，擁有藝術氣息，對時尚的敏感度不輸給時髦的女性，由於沒有成家

養育孩子的壓力，可支配的收入也比較多，因而能夠花錢來裝扮自己的外貌。廣

大的異性戀男性也開始被時尚藝術文化影響，許多品牌也逐漸關心這塊新興的男

性消費市場。發展至此，美型男的性傾向雖然被定義為異性戀男性，然而其與同

性戀文化接軌而來的臍帶關係，仍是密不可切。 

 
圖 1-1 Men’s Uno 雜誌 2004 年 10 月號 

事隔一年，Men’s Uno 雜誌決定重新包裝時尚美型男的議題，也企圖要將美

型男之中的層次劃分得更清楚。2005 年 11 月號，Men’s Uno 雜誌以「兩代型男

電力公司」為題，用 35 歲（即 1970 年出生前後）作為世代交替的分水嶺，並

                                                                                                                                            
44。 
4 參考自大公網新聞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5/11/06/YMHQ-480461.htm  
5 直男一詞，源自於英文中表示異性戀男性的「Straight」一字，從字面上直譯過來。因此，美直

男即表示愛打扮、愛美的異性戀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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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型男」及「熟男」為名詞代號，企圖去切割出不同世代的時尚標的與對於美

或有型的認知。就內文比較來看，該雜誌乃是要利用 20 歲與 30 歲作為不同消費

年齡族群的風格，例如熟男的穿著風格會是設計師路線，代表人物包括了郭富

城、劉德華、任達華與黃永洪，而型男的風格則是街頭味裝扮，代表人物有陳冠

希、羅志祥、周杰倫與黑人。但是在兩代之間也有 in-between 的共通特質，包括

LV、GUCCI 與 Dolce & Gabbana 都是兩代都喜愛的流行單品。 

2006 年 1 月，Men’s Uno 雜誌以「When Ubersexual Meets Metrosexual」為

題，認為過去一兩年來，男性因為接受同志文化與美型男風潮的影響，Ubersexual

（中文譯做「超摩登硬漢」）將作為古板又不知變通的男性一條新的選擇道路。

Ubersexual 該詞來自 Marian Salzman, Ira Matathia 與 Ann O’Reilly 於 2005 年出版

的《男人的未來》（The Future of Men）一書當中，該書提出了一種新的男性想

像，M-ness，意為結合傳統男子氣概的剛毅，以及與女性交往的正面特質（撫育、

社交和同心協力），生活模式可以是中性的，並且強調高品的男性生/心理的愉

悅（見表 1-1）。 

表 1-1 時尚美直男與超摩登硬漢之比較 

 時尚美直男（Metrosexual） 超摩登硬漢（Ubersexual） 
閱讀習慣 流行時尚雜誌、女性刊物、八卦

週刊、小說詩集 
經濟學人、天下遠見、商業週刊、

工商報導 
社交友誼 擁有眾多女性密友，腥羶麻辣無

話不談 
尊重女性，但死黨麻吉還是以男

人居多 
嗜好品味 偏好乾淨、重視打扮與護膚保養 重視各個生活領域的品質，實現

傳統美好 
思考重視 髮型、髮色、髮量、髮質等腦袋

上虛華表象 
專業領域知識、投資操作等腦袋

裡的實質物料 
熱忠層面 沈迷於打造自我形象、愛作夢、

營造私己的生活方式 
運動收藏、關心社會議題、在真

實世界與理想中拉扯 
整體形象 心思細膩、時髦多變、勇於嘗試，

堪為當代美學男人新基礎 
集自信、力量與品味於一身，跳

脫傳統進化為女人最愛男人典範

參考來源：Men’s Uno 雜誌 2006 年 1 月號（p.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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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區分是否過於武斷而沒有跨越的可能性呢？兩者為語詞上的對立

抑或對於男性想像的不同取徑呢？袁青（2006：121）認為台灣的型男跟歐美男

性對照起來，發展仍遲緩，可能要等到美直男的風潮過了之後，超摩登硬漢的需

求才會出現，因為隨著都會美直男的崛起，注重造型的男人越來越多，也讓傳統

的男人多一點認知，如果他們重新對自己的身體有所自覺與想法，那麼超摩登硬

漢除了壯碩之外，同時也能追求漂亮、擁有健康，才有可能擺脫「臭男人」的惡

名昭彰。然而，袁青認為都會美型男可以擁有好品味但物慾無須沈溺，超摩登硬

漢則需要擴充美學，他覺得都會美直男可以是一個橋樑的角色，一個超摩登硬漢

學習的對象，在性別模糊之後，重新探究傳統與新潮，尊重多元本質的展現。 

2006 年 4 月號的 GQ 雜誌，則是以「Modern Dandy」作為標題，將過去 19

世紀用來形容注重穿著打扮的男人的代名詞-Dandy，重新拿出來援用，文中認為

這樣的趨勢與近年來的美型男風潮不謀而合。所謂的 Dandy，中文翻譯做「花花

公子、闊少爺、富家子弟、紈褲子弟」，文中認為這些翻譯名詞均帶有一絲負面

的意味，乃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無法見容一位愛修飾外表與講究優雅生活的男性。

然而，文中提到在英文中，Dandy 代表某種成就（財富或男女關係）的象徵。 

大多數男人的穿衣只是為了存在所需，但是 Dandy 卻是為了穿衣而存在。

他的生活目的和思考方式都僅是為了穿衣，如何穿出自己想看到的模樣才

是存在的意義。（中略）別以為 Dandy 是比較帶有娘娘腔的陰柔男人，或

是愛好裝扮就是性別倒錯。這種將優雅視為女性化、將華美視為不正經，

正是男性角色在社會演進中一直停滯不前的原因。 

文中重新提起 Dandy 作為男性裝扮的遙遠理想型，認為男性的裝扮自古即

在，僅是因為社會環境或集體意識的掩蓋而不被認為是正當化、或是具有男性氣

概的事。現代 Dandy 的崛起，不僅正是伴隨著美型男風潮，對男性氣質鬆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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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圍，也是近年時裝設計師重新調整後的腳步與趨勢，回歸講究做工精緻與華

麗細節的傳統。 

2006 年 10 月號的 Men’s Uno 雜誌，因為創刊 9 週年的紀念特刊，又再度以

「It Boy」的概念，企圖引領趨勢。文中指出，It 一詞來自英國小說劇作家 Elinor 

Glyn 的作品《It》，1927 年改編為黑白默片，由 Clara Bow 擔綱女主角，自此 It 

Girl 就演變為形容性感、品味與性格的女明星。由該典故發展出的 It Boy，也是

以外貌優先的型男，多半是當年度在好萊塢影劇圈被看好、最有潛力、急速竄紅

的新人，可能就以一部電影打入主流商業電影圈，一炮而紅，其賞味期限也多以

一年為期。雜誌中提到國外的 It boy，包括了【慾望街車】中的馬龍白蘭度，【養

子不教誰之過】的詹姆士狄恩，甚至是【斷背山】中的希斯萊傑與傑克葛倫霍。

然而該雜誌編輯提到，當 It Boy 的風潮搬到亞洲時，台港影星卻較歐美的男星缺

少了帶動時尚的流行，編輯認為可能是因為穿著文化在亞洲仍是以西方為首，因

此男明星所能影響到的層面較西方明星來得少。雜誌中訪問到資深的造型師方綺

倫，她認為「未來的 It Boy 或 It Girl 會比較偏中性，太女性特質不見得討喜，很

Man 或很陽剛的男生也不見得流行，反而是介於兩者之間，且帶有強烈個人風格

及想法的人更容易被看見。」 

不只台灣，亞洲各地也吹起了這陣「美型男風潮」，2005 年 11 月的時代雜

誌（Time Magazine）更以「亞洲新人種」為題，描述了這個現象。文中提到這

些男人出門前得花上 40 分鐘來打扮自己，每個月得花上 500 美元購買新裝及 100

美元購買保養品，他們不怕到美容院花幾個小時修指甲、貼毛孔收縮面膜、背部

敷蠟。他們被稱作「愛美男人」，在韓國被稱為「花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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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時代雜誌封面（2005 年） 

 

圖 1-3 時代雜誌封面故事內文（2005 年） 

因此，本研究雖然是以「型男」該詞彙作為發想契機，然而實際上乃是關注

由各傳播媒體鋪天蓋地式地運用該詞彙的意義，以及當代本地男性開始裝扮自己

的契機為何。在本研究中，所謂的型男並不只侷限於外在、外貌的認定而已，而

是指稱那些關心流行時尚資訊、自我外在儀容與服飾，並且願意花時間與金錢在

外在打扮、美容保養、甚至是風格營造上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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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節將回顧過去時尚的起源與開端為何，以及從工業革命後直至今日，時尚

的演變又是如何？過去又有哪些社會學的眼光與角度來看待不同時期的時尚？

從這裡，研究者將帶出以此刻研究台灣美型男作為定錨，其實是企圖去看台灣近

幾年的型男風潮是如何發展？又該以什麼樣的取徑與角度去探勘呢？接著，研究

者將拆解影響時尚的重要元素，包括生產端的時尚工業、作為文化中介的傳播媒

體、以及消費者彼此之間的關係，並從拆解與剖析當中，去釐清有哪些元素能夠

與當代台灣男性消費的現象扣合。最後，將探討性別、認同與時尚的關係，這裡

的討論不僅帶出社會文化的結構與行動者個人的雙向交錯關係外，也進一步討論

男性氣質的轉變與消費化等問題。 

一、 時尚之源 

Tim Edwards(1997)認為時尚（fashion）是一個多層次的概念，它可以指稱裝

扮（dress）、設計（design）或風格（style），這種概念也與 Polhemus 與 Procter(1978；

轉印自 Barnard,1996/鄭靜宜譯，2004:13)認為當代西方社會中，時尚被認為是裝

飾（adornment）、風格與裝扮的同義字。那麼究竟這些字詞與時尚的關係為何

呢？這些詞彙彼此的指涉關係是什麼？是一層層環環相扣，抑或可取代的替換關

係呢？ 

Edwards(1997)解釋道，裝扮通常是指個人整體的裝飾與搭配，服裝（clothing）

則是細微地表達構成服飾的織料（texile），然而時尚得以更廣的角度來理解，

較著重在社會所認可或偏好的服飾風格。因此，就他的觀點來說，服裝為裝扮的

一部分，而裝扮則為時尚的一部分。Yuniya Kawamura(2005)同樣也說明了，衣

服僅為人們穿著的原料，而時尚卻傳遞了各種不同的社會意義，其內涵是非固著

且時常更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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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 Barnard(1996/鄭靜宜譯，2004:14-16)進一步討論這些關乎時尚/流行

的詞彙彼此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這些字彼此長久以來有其相似之處，以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的話來說，這些字都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的特質，也就是說，雖然無法找到一個普同的詞彙來描繪或解釋整體，然而字詞

之間仍有一定程度的相似與接近，任何一個字詞的定義都是倚靠它與其他字詞在

網絡或結構中的位置與關係，才能得到意義。他同時也提醒，在理解這些字的時

候，應該要把彼此之間的糾葛關係考慮進去，而不是斷然地將他們視為一個個獨

立解釋的字詞。 

在這裡理解時尚這個語詞的意涵，以及區分時尚與其相近的詞語，主要是因

為本研究的企圖並非僅是理解男性服裝的發展歷史、或是建立男性風格典範的指

南，更不在分析男性設計師與其設計理念，而是以一更廣闊的概念與觀點，理解

時尚其短暫、瞬變的特性，從此參照點來看目前當代台灣男性裝扮的潮流與發

展，以及行動者/消費者在時尚潮流之下，如何進行自我風格的打造。因此用服

裝、服飾、或打扮都不足以完全地概括本文意欲探討的主題，研究者關心的，也

不只是男性的服裝演變或風格的塑造，而是以時尚作為一個總括的概念來討論。

時尚之所以存在，需要有特定的社會組織，由不同的社會階層組成，而界定何為

時尚，也得視情境脈絡而定（Barnard, 1996/鄭靜宜譯，2004:26），因此台灣的

型男風潮究竟在何種情境脈絡下產生，即為本研究欲分析的面向之一。 

二、 時尚考－從現代性過渡到後現代性 

本段將回顧從十九世紀以降時尚風格的發展與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以及各

理論家如何從不同的角度與取徑觀視不同時空脈絡下的時尚風格演進。從時序的

觀點來看，工業革命對時尚工業造成了劇烈衝擊與影響，因此本研究從十九世紀

開始回顧至今，毋寧是對時尚與現代性、後現代性概念的探討。從理論的探討之

後，繼而帶出本研究在此一時間點下所關注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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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九世紀時尚考－階級疆界與象徵資本 

在前工業時期，服裝所代表的意義在於指出人們在社會結構之中所處的位

置，包括了社會階級、性別、職業、宗教派別、以及地域等。隨著工業革命與機

械大量製造的服裝產出之後，服裝作為社會分層的指標也有所轉變，其中最具象

徵意義，即在於階級與性別兩方面。在此一時期，透過職業來彰顯的社會連帶，

以及彼此之間的差異皆由服裝的差異性而展現，藉此區分出上層階級與中下層階

級。由於當時對中下層階級來說，服裝的高價與不可得，等同於一個工人家庭所

能擁有的財產，因此對上層階級來說，時尚與服裝因他們而生，藉此來差異化其

他的階級，而中下層階級也會因為希望能擁有時尚的外在表徵而模仿上層階級的

穿著（Crane, 2000: 3-4）。 

同樣地，Thorstein Veblen(1899)於《有閒階級論》（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書中，爬梳資本主義發展以來的有閒階級，以休閒及揮霍無度來彰顯

自己的優越感，並提出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念，

描繪上層階級的特殊消費方式。他指出上層階級在服裝上的消費，大都是為了外

表的體面，而非禦寒保暖，其價值在於它的時效性與榮譽性，而非對穿衣服的人

或身體上的機械效用。從 Veblen 的論述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紀的文化消費乃是

植基於上層階級的經濟狀況，他們將文化視為一種文化商品或表徵，透過與其他

階級的相較與區辨，建立該階級的認同或品味。 

Georg Simmel(1971)對此提出的看法是，時尚的改變乃是由於上層階級率先

採用了某種時尚產物，繼而受到中層或下層的仿效。下層階級希冀透過採用上層

階級穿著的服裝而獲得某種象徵性的社會地位；在此同時，當原先的流行風格在

大眾化、普及化之後，對上層階級來說，這已失去了原先具備的吸引力，也必須

再與其他劣於他們的階級有所區隔，而得改採另種新的時尚風格。在 Simmel 的

理論當中，階級的區隔除了下層階級模仿上層外，上層階級也利用時尚的差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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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階層脫鉤；這威脅到上層階級的社會地位，也為低下的勞工階層提供了跨

越階級界線的可能性。因此，對 Simmel 來說，時尚具有內在的矛盾性，一則時

尚為模仿與社會公平化的形式，然而卻也不斷地區化兩個社會階級。然而，這樣

的說法太過於強調上層階級在初始階段扮演決定性的角色（Crane, 2000），也將

時尚的流動視為單向式，而忽略下層階級根本不採用時尚或時尚由下而上流動的

可能性。 

Kawamura(2005: 25)則認為，時尚的發展指稱了社會具有某種程度的流動性

（mobility），可抹除社會階級間的界線，而可能為一平等主義式的社會。然而

透過模仿，社會的不平等不再是過去貴族與平民之間階級式的不平等，而是個人

之間的不平等，易言之，社會的優勢地位不再因世襲制度而生，而是個人之間的

風格競爭造成的差異，這種差異乃是透過時尚所造成的細微差異而生。當階級的

界線越來越模糊之際，人們將企圖透過細微的差異來區別自我與他者。 

Pierre Bourdieu(1984)提出階級再生產與文化品味的理論，為不同的社會階級

在高度分化的社會之中，如何回應文化產品與物質文化的方式，提供了另一種想

像。他將社會結構比擬為文化階級的體系，包括了一整套的文化品味以及相關的

生活風格。在社會階級當中，個人之間相互競逐社會的秀異（distinction）與文

化資本，而品味成為產製且維持社會界線的指標，也同時存於宰制階級與被宰制

階級中。他以為品味做為社會認同重要的指稱與元素之一，而時尚與服裝也落在

文化品味與文化爭霸的場域之中。中產階級強調美學的價值，並以此作為區分己

群與他者之間的差異，相對於工人階級注重的卻是實用性與功能性的價值，因此

時尚於此作為宰制與被宰制階級的明確界分。然而，他也認為社會中並未存有全

然權威的力量來決定何者為兩階級間的界線，這也反映出兩者間的界線也決非僵

固不變的。 

回應 Bourdieu 的理論，Diana Crane(2000: 8)指出十九世紀的人們，由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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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的提升、期望的增加與資訊近用的可能，導致工人階級日益在公共空間中現

身，以公民身份自居的他們，透過採用新型態的服裝，來標記他們社會地位改變

的情勢。當人們的社會網絡逐漸開展之際，他們的社會性接觸也變得多元而複

雜，他們也更易採取文化的新興類屬作為自我的標記。 

回顧針對十九世紀時尚發展的理論，Barnard(1996)指出時尚的起源來自於現

代性的出現，伴隨著工業資本的成長，亦即只有當工業化資本主義出現時，流行

時尚才會出現。此時服裝的製造，仍是根據既存結構或需求而生的商品，也具有

使用價值、名聲、與表達地位等象徵性的意義。隨著社會的快速變動，時尚所具

備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使之成為各階級展現地位與區辨異己的指稱，另一方面也

仍具有鬆動階級界線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社會的階級流動性作為時尚的必要條

件之一，而各理論也多以階級作為時尚發展與討論的核心。 

2. 二十世紀時尚考－後現代社會地景 

時序進入二十世紀，社會脈絡的改變、個人認同的多樣化與時尚的發展，將

是如何異於前一個世紀，因此本部份將討論時尚與當代社會的關係，並帶入後現

代的概念一併討論。Barnard(1996)提到，任何關於後現代性的論文，都必須將現

代性的定義與概念一併討論，其中矛盾的是，流行時尚能夠被認為是代表現代性

或後現代性的理由通常一致，而且通常也是同一個人做這般矛盾而對立的宣稱，

也就是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特徵均可作為時尚的某一面向的表徵，主要乃端

視從何種取徑去看待之。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區隔，Barnard(1996)認為可以看成是現代性物品保存了

象徵性投資的能力，然而後現代性物品則無此特性；又或者，現代性以製造的觀

點設想物品，而後現代性則是以消費的觀點視之。為此，他引用了詹明信（Jameson, 

1971: 104-5）的論點，現代性的商品仍然保留了人類勞動的痕跡，與工作之間的

關係仍未被完全隱藏，然而在後現代性中，人類勞動的痕跡也全然消失，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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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的關係也被藏匿，與生產的關聯轉變為與消費的關聯。如果將這樣的說詞擴

大解釋，即宣稱了不僅是消費物品，還泛指符號體系，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

意識完全地分離了。以 Jean Baudrillard(1981)的話來說，物作為符號的意義，不

再是憑藉兩個人之間的關係來解讀意義，而是在於其符號與其他符號的差別關係

中形成意義。他曾提到，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這個符號與

物品的具體關係間，存在的是一種任意偶然與不一致的關係，被消費的不是它的

物質性，而是差異。也就是說，物品之所以被消費，必須從象徵的精神性、工具

的功能性、商品的商業性中釋放出來之後，才會成為符號，而意義則是符號差異

之下的產物。因此，後現代性社會不是一個生產性的社會，是一個消費性社會，

這種消費的模式，並不是與生產相對的被動吸收和佔有，而是一種建立關係的主

動模式，包括了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也涵納了人和集體、世界的關係，是一種系

統性活動的模式（Baudrillard, 1981），也促成一種創造需求、新奇與無窮變化的

社會（Barnard, 1996）。 

如果物品與人類的關係變成是以消費為導向的話，那麼衣著的消費與時尚究

竟帶給了人們何種的滿足或認同呢？John Storey(1999)提及了 1950 年代末與 60

年代初期，歐美各國的社會出現了劇烈轉變，以往的勞動大眾不再只是關乎「需

求」（need），反而從「欲求」（desire）的角度進行消費活動。這個時候，因

為經濟力的提升促進人們進而從事消費活動，他們開始利用文化的消費，去構連

彼此的認同感。Joanne Entwistle(2000)則認為和十九世紀相比，在二十世紀時尚

與階級身份之間的關係不再那麼明顯，尤其是被少數菁英階級所把持的高級時

尚，也在此時呈現出民主化和大眾化的趨勢。階級之間的時尚也可能會有倒轉的

現象，時尚可能會從街頭的青少年次文化中產成。Crane(2000)也抱持著類似的論

點，她以為社會階級到了二十世紀後，對於自我身份與形象的建構不若前個世紀

來得重要，反倒是各文化產物與意義的分眾化與區隔日益扮演重要地位。由於媒

體的蓬勃發展、分眾市場的出現、以及休閒時間的增長，生活風格的歧異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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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市場化、個人化。這種個人化的生活風格，也會隨著時間轉變，人們也不是僅

定於單一的認同風格上，個人的認同建立可能外於經濟與政治領域，而社會認同

也不全然植基於經濟的地位上，反倒文化產品的消費，包括流行服飾的購買，對

於個人認同的建構扮演了重要的地位。 

然而，當代個人的認同，與其說是自然成型、固著一致的，毋寧是互動協商、

流動且不固定的（李明璁，2003）。Storey（1999）認為認同是在不斷運作的過

程中被建構出來，但永遠是未完成的狀態，無論是過去或未來都不完整。易言之，

單一的認同感被複數的認同所取代，主體在認知自我的過程中，流動於多元的認

同位置之上，他比對了傳統的認同到後現代認同（如表 1-2），這樣的思維其實

是很接近霍爾（Hall, 1996）的看法，他引述了霍爾的說法，「認同乃是在化成

（becoming）而非存有（being）的過程中」，也是在客體建構與主體參與持續

協商的過程中。 

表 1-2 變遷中的文化認同 
傳統認同 後現代認同 
固著或限定的自我（fixed or limited 
self） 

實踐所願的自我（performative self）

無變化的開展（unfolding without 
change） 

自我是一個變化的過程（self as 
process of change） 

單一的（singular） 多元的（multiple） 
中心的（centered） 去中心的（decentered） 
完整的（complete） 不完整的（incomplete） 
建構於文化之外（constituted outside 
culture） 

建構於文化之中（constituted in 
culture） 

認

同

形

構

的

特

徵 
普同的（universal） 特定歷史的（historical） 
資料來源：摘自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p.135), by J. Storey, 

1999, London: Arnold . 

認同的建構，也意味了衣著的解讀與被解讀，同時發生在個體之上與個體之

間。傳統上，認同被認為是一致且固著的，這種穩固的認同結構關乎性別、種族

與階級（Storey, 1999）；然而在當代，要讀出他人衣著所代表的意義與認同，



 16

取決於解讀者的文化知識，要在一定的文化知識範疇內，衣著作為一種符碼才能

被解讀出意義來。對 Storey(1999; 張君玫譯，2001：180)來說，後現代性的重要

意義在於讓人們逐漸體認高級與流行文化並不存在著絕對的範疇與劃分，他援引

了 Simon Frith 與 Howard Horne 的觀察，討論了認同與詮釋解讀之間的關係： 

後現代的論辯所關心的是意義的來源，不僅是意義與愉悅之間的關係，也

是意義與權威及權力之間的關係。如果以悲觀理性主義者的口吻來說，掌

握意義詮釋的是跨國資本，包括了唱片、服飾、電影電視節目工業等；如

果就悲觀非理性主義者來說，沒有人擁有詮釋的權力，所有的符號只是恣

意武斷的（arbitrary）；若是樂觀主義者來看，則是消費者本身、設計師、

以及次文化創造者，利用手邊的商品，留下自己的記號。 

即便不同的取徑與說法選擇了各自看待當代符號意義與詮釋的關係，但是歸

結來說，當代人們透過消費來建構自我的認同，這種認同乃是與我們日常生活的

社會存有所共同形成。消費作為一種既有的存有方式，也成為一種獲取認同的方

式（Sarup, 1996；轉引自 Storey, 1999）。我們的認同部分源於我們的消費，包

括消費的內容與方式，說明了我們之為誰、要成為誰、以及他人如何看待我們。

然而，並非全然地因為消費了什麼就因而成為什麼，也不是我們的文化消費實踐

決定了社會存有，而是消費提供了一個腳本，讓消費者去選擇不同的方式去扮演

各自偏好的角色。其中，衣著打扮正是作為當代我們角色認同選擇的重要指標之

一（Storey, 1999）。 

Crane（2000）認為，服裝作為消費樣態中最顯著的一類形式，也在人們的

日常生活中扮演起建構社會性認同的重要功能，在不同的年代，服裝不僅標記了

社會地位與性別之差，也透過服裝所象徵的意涵，而有助於維持、抑或顛覆其原

先象徵的界線。然而，衣著打扮與認同的關係，在 1960 年代以後，深受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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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不同階級的人們消費了商品，以及商品背後代表的文化意涵，其目的在

於提升對於某個特定族群的認同感，而非以整個社會的想像與主流價值作為認同

的標的物。自從 1960 年代後，時尚的來源與改變不再只是像 Simmel(1957)所述

由上而下的流動。新的潮流也從社經地位較低的階級產生，而後被高社經地位的

階級所採納(Field, 1970；轉引自 Crane, 2000)，而這個從低社經地位產生的風格，

多半是由青少年的次文化中挪移而來，他們通常擁有自己特殊的符碼，舉凡服

飾、音樂或塗鴉等，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的揭露後，不僅各階層的人們都熟知這些

符碼，同時更被其他階級模仿、挪用或採納(Crane, 2000)。 

次文化風格的形成，必然包含了一組同生同源的歷史形勢（conjuncture）與

具體特徵（specificity），它不是完全置身於生產與再生產的反身性迴路之外，

而是某種程度上將構成社會整體的零碎片段連結在一起，同時包括了被阻絕的解

讀以及偏好的解讀，這種矛盾的經驗經常由媒體的表現所提供。在大部分的情況

下，媒體對次文化採取了兩種收編方式，一則將次文化的符號轉變為大量生產的

商品，另一方面卻也將偏差的行為貼上標籤與重新定義；易言之，媒體將次文化

再現的比實際更為奇特，卻也比實際更為稀鬆平常。從文化的對立、抵抗到收編

的過程中，媒體與市場成為這個循環週期的一份子（Hebdige, 2003）。 

Crane(2000: 172)同樣地也認為，青少年次文化挪用了媒體文本中的元素與圖

像，而以不同型式的奇想、拼貼、美學表達方式來建構出自己獨立而特殊的符碼，

最終被消費文化所吸納，成為時尚工業表達創意或設計的元素來源。他認為今天

的次文化所具備的反文化色彩不若以往，反而快速地被高度精密發展的消費文化

同質化與市場化，其中，影響時尚甚鉅的兩個元素為流行音樂與街頭風格（Street 

Styles），而且兩者時常相伴出現，以美國的例子來看，有線電視的發展與流行

音樂的普及，影響了青少年次文化的成型，將流行音樂、服飾結合為各種不同的

街頭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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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各種次文化的團體進行該文化的想像與實踐時，無論是衣著或是音樂均提

供了集體認同的當下經驗。Michel Maffesoli(1996)認為由於當代人們的流動、偶

然地結合與分散，為了掌握各種不同社會情況與態度下的共同情感與經驗，得採

取美學的角度。人們被文化、傳播、休閒或時尚連結成一個社群，可稱為新部落

主義，其連結並非指組織形式的穩固不可變，而是指某種氣氛(ambience)、心理

的狀態、以及透過生活風格的表達；這些部落大眾的儀式在各種透過媒體的運動

集會中被感知，也可以看到在百貨公司、超市或購物中心的消費者狂熱，在這些

場所不僅販售商品，也隱匿了符號。因此，後現代的部落透過疆域與情感的分享，

得以自我定義，確認其自身的存在。 

在本節回顧了當代的理論家如何以後現代的概念來看待目前的流行發展，同

時也帶入了次文化的討論，藉此理解到當代人們其主體的位置乃是居於一連串形

構自我的過程中，時尚（或指衣著）則作為連結主體間在某一時刻的認同感。

Entwistle(2000: 176)指出，人們將身體經驗為和他者疏離的存在，習於用衣著打

扮來表達自我獨一無二的感受以及與眾不同之處，同時卻也喜歡將自己與他者連

結起來的衣著風格，這種矛盾同時也由時尚所解決，時尚為自我的整合提供了新

的可能性，然而卻只是暫時性的。於是，現代的人們愈趨意識到自我的外在，對

它進行有目的的加工改造，而階級與次文化也透過風格、衣著、身體有意識地建

構自我認同，一方面仍與某種特定群體有所關聯，然另一方面卻也保持著與他者

的偏離與歧異。 

三、 時尚之鑰 

Entwistle(2000)提醒我們在研究時，必須將視點不斷地游移於生產、行銷與

消費之間。因此接下來將分門別類地分析構成時尚的要素：時尚工業、媒體與消

費者，企圖理解彼此之間交互扣連與影響的關係，從中進而理解型男的概念與形

象如何被建構。Kawamura(2005)則認為，服裝的產製、行銷與時尚概念的傳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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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賴、不可劃分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一倂討論時尚工業與媒體之間相互依

存的關係。 

1.  時尚工業與媒體 

Kawamura(2005)認為，時尚體系產生了一種象徵性的區隔，畫分了什麼是時

尚與什麼不是時尚，同時也決定了主流的品味為何，在這個體系當中，主要是時

尚的生產者定義了什麼是品味，以及這樣的品味該如何呈現在流行的衣著當中。 

毫無疑問地，設計師絕對是在時尚的生產者端扮演了重要的角色之一。然

而，單一的設計師是無法引領時尚，必須與其它時尚專家與生產者的合作，才有

可能創造時尚。由於時尚工業並非是一套專業認證的領域，其設計出的產品也因

為本身的屬性是即時的、最新流行的、引起人們欲求的，因此在這個過程中，設

計師必須被建構成時尚產業中的「明星」，透過造星運動，設計師才能擁有合法

性的地位。 而後，設計師才能建立起具有個人風格的典型，其所設計的衣服才

能夠使時尚具體化、物象化。正因為設計師與其設計的服裝企圖要呈現某種生活

風格，這也因此吸引了認同這種風格的迷的出現（Kawamura, 2005）。 

Ryan與Wentworth(1999)認為文化工業以兩種方式將消費者與產品結合：（1）

文化產品或類型在分類系統上的發展，使其提供了一種獨特的內涵，（2）造星

運動將個人的個性與風格灌注於大眾消費的市場之中，使得消費者能夠形成某種

情感上的寄託與效仿（轉引自 Kawamura, 2005）。時尚工業的特性與前述所言

相當接近，設計師的明星光環使得他們的消費者認同他們的創意與風格，也將產

品與設計師本身視為一體。 

然而，Entwistle(2000)也提醒了，時尚的機制不只是設計師一方之力，還得

透過廠商、時尚推手與零售商的行銷，她引用了 Braham(1997: 134)的一段評論

來作為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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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法則特別之處在於它必須透過時尚工業的分層過濾。因此，展示在巴

黎時裝舞台上，那些被推薦的時尚，無論是被修改、拒絕或是大受歡迎，

能夠決定這些的，不單只是一大群的評論家、記者或時尚的倡導者，也包

括服裝的生產廠商與店頭的購買者。 

換句話說，時尚是各種機構部門之間在時間與空間上的交互影響，包括了時

裝設計師、廠商、零售商與時尚推手等，而他們的成敗則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夠捕

捉到最新的潮流（Entwistle, 2000）。時裝秀（fashion show）一方面展現了設計

師對於新潮流的想法與回應，另一方面也是作為零售時裝的最佳宣傳利器。新聞

記者與編輯透過權威式的宣稱，說明了何為時尚與流行。在這個過程中，巴黎的

高級訂製服時裝秀標示了一種菁英論調，而後模仿巴黎風格與設計的成衣紛紛出

現，時尚雜誌則是居於中將巴黎展示的款式中繼轉播到全世界讀者的面前

（Kawamura, 2005）。 

然而，時尚雜誌與媒體也不是全然地將當季的時尚設計展現在閱聽眾的面

前，而是以一種「守門人」（gatekeeper）的姿態，將設計師的意念轉化詮釋給

閱聽眾理解。這些傳播者包括了新聞記者與雜誌編輯，他們浸淫在時尚的領域

中，對當前的流行趨勢敏感且知曉，以至於他們往往會看好相同的服裝或設計

（Entwistle, 2000）。當時尚編輯從時裝秀中抓住趨勢後，一旦決定好要提倡什

麼樣的路線或顏色，各類服飾、布料或配件的製造商得一同合作製造這些被需求

的產品，廣告主也會在雜誌中安排公關活動與行銷宣傳，採購人員則會進足夠的

商品量，店頭商店也會在櫥窗上展示最新的設計理念（Kawamura, 2005）。這一

連串的過程，充份地描繪了一個新的時尚風格或趨勢如何被商品化，如何在一套

體系與過程中被選擇出來，這也說明了時尚的產成不是一人一力一時完成，而是

一個完整的體系季復一季地運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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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 

即使消費者並非直接參與了時尚產成的過程，但是一旦時尚被產製出來，必

須透過消費才能夠持續且傳散下去，要是沒有接收與消費時尚的行為，整個體系

是不完整的（Kawamura, 2005）。因此，接下來將討論消費者在整個體系的運作

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及其意義。 

Kawamura(2005)引述了 Holbrook 與 Dixon(1985:110)對於消費的定義與意

涵，包括了下列三者：（1）公開的消費，意即透過該行為將個人的品味與價值

令他人得知；（2）在群體之間共享相互同意的規範，亦稱為集體的活動（collective 

activity）；（3）一整套相互搭配的產品，形成了個人希望能夠傳遞的形象（image）。

他認為當代的文化消費與逐增的物質消費或拜物傾向有關，這也導致消費的象徵

面向對個人越來越重要。 

大眾化市場在 1950、60 年代後，逐漸消退與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分眾化

（demassification）的市場，強調市場的分殊與區隔。同時，流行的資訊也從不

同的來源經由各式的媒體快速地傳送到消費者的面前，消費者不再只是像前述地

從每季的巴黎時裝展得到時尚資訊，有時候也從青少年的文化中創造出屬於自己

定義的風格；換句話說，生產與消費不再有明顯的區隔劃分，消費者也可能是自

我風格的設計師，他們可能從許多歧異的選擇性中，選擇出自己定義的風格。一

言之，當代的消費者，仍然有強烈的與他者不同的渴望，但是以 Kawamura(2005: 

103)的話來說，這種差異不是太多的不同，而是些微的差異而已。 

時尚並非只是以一種抽象的力量或信念存在著，而是透過時尚體系中各個環

節的中介，包括了生產者、採購者、雜誌編輯、新聞記者、零售商與消費者的行

為，交錯中介的相互影響也推動了外在的經濟或文化活動，在這些環節當中並不

能偏重於生產端或是消費端，而是得以整體作為考察（Entwistle, 2000）。因此

本研究不僅要搭建時尚工業與媒體是如何建構型男的形象與樣態，無論是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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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或是文化指標的意涵，更為重要的是，作為行動者、消費者的型男們，是

如何、為何要消費，在消費的過程中所進行的些微差異化是什麼？這些是本研究

最大的關懷與核心。 

四、 缺席的男性時尚與復興－時尚、性別與認同 

長久以來，女性在大眾媒體中的出現與展示，總是以男性凝視(male gaze)的

觀點來看待；然而相對來說，男性在大眾媒體的文本中卻是很少被「看見」

（Chenoune,1993；轉引自 Edwards,1997），或是被凝視；在大眾文本的解讀中，

男性多半作為解碼的主體，而非被觀看、甚至被消費的客體。同樣地，在時尚消

費的領域中，過去的男性也常常被認為是不了解、不追求時尚流行的，他們的穿

著多半是為了功能性的需求。Jennifer Craik(1994: 176)說明了人們認定女性是時

尚的，而男性卻不是，乃是因為下列的前提，導致男性時尚的論述被否定： 

男性穿著是為了合宜與舒適，而非為了風格；通常是女性替男性購買衣服，

會打扮自己的男性是相當特殊且罕見的；男性不重視服飾，而且大部分的

男性都不會上換季潮流的當。 

究竟為何長久以來男性的時尚總是邊緣化的呢？Edwards(1997: 3-4)綜合過

去學者的觀察與研究，認為有三項理由足以說明：一方面是因為整個時尚工業發

展的過程中，較為重視女裝訂製服的緣故，也是直至近年，男性的訂製服設計才

漸嶄露頭角；另一方面則是在學術的研究上，由於在女性運動與女性主義的關注

下，女性服飾的設計才開始被討論，但是男性服飾的討論仍是被忽略。最重要的

原因則是因為過去 150 年來，時尚總是被視為女性化的、或非男性化的，因此很

難與男性扣連。由於時尚的位置多半與非男子氣概扣連，也因此被人們的感知過

渡到無男子氣概（effeminate）以及同性戀（homosexual），簡言之，造成了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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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的男性即等同於同志的命題產生，Edwards(1997)也認為這三位一體的扣連

使得男性時尚的定位無法突破，也解釋了長久以來男性氣質的僵化與男性為何恐

懼時尚與裝扮。 

男性氣質並非有固著的本質，而受社會情境與歷史脈絡的影響與建構而來。

Crane(2000)指出，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社會階級的認同是影響男性認同

與社會關係的主要方式。從工業革命以來的社會變化來看，中產階級的男性所具

備的「紀律、可靠與誠實」等特質，影響了整個社會對男性氣質的建構，而男性

的服飾也是建構這種性別角色的方式之一，而這種男性特質與當時社會對工業的

重視有關（Barnard, 1996）。然而，到了 1960 年代，人們較不受過去這種以職

業為別的認同概念，也就是說，外於工作領域的個人認同逐漸變得更重要。而這

種改變對某種類型的男性影響甚於其他人，此乃由於過去男性的社會地位是邊緣

的、曖昧的與衝突的，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服裝成為了建構認同的重要工具提

供了一種生活風格或次文化的表達方式。 

    隨著消費市場的逐漸蓬勃發展，以消費為主要訴求的社會機制與機構因應而

生，花費在時間與金錢上的消費活動也越來越多，而當代的男性也逐漸成為消費

活動中的主體，男性也開始上街購物，作為打扮指南的男性時尚雜誌也與日俱

增，雜誌中也包含了眾多以男性消費者為主的商品。商品化的男性形象，普遍存

在於電視廣告、商品包裝、電影、戲劇與海報上。Edwards(1997)看到這些現象，

認為男性時尚的擴張不僅是性別政治的發展，更是當代男性氣質的「危機」。他

在 1980 年代的「新男人」（New Man）的概念，反映了過去缺乏對男性時尚的

關注，也表示男性時尚理論的不足，他指出過去這十年被視為男性時尚歷史的重

要時期，這個時期的新男人沉浸於消費的體系之中，電視廣告、新聞廣告、男性

服飾店與男性雜誌則是導引這新男人風潮的重要傳播媒介，而此時的男性行為與

對外貌的關注，在過去是被視為女性特質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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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s(1997)對於 1980 年代以後的男性以及相伴而生的男性市場，有著很

精準的描繪。他認為 1980 年代以後的新男性特徵，以雅痞族6（Yuppie）作為代

表，他細緻地描寫雅痞族的外在打扮，以及他們的打扮所代表的意義： 

    雅痞族的形象，不僅是經濟急速發展下的產物，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最炫耀性消費的倡議者－他們搖擺過街，有著整齊乾淨的髮型，穿

著細紋西裝，打著領帶，手拿公事包，一邊講著手機，一邊翻著他的記事

本。 

然而，與雅痞族相左的社會中下階層，一方面因為拒絕穿著西裝，而改以

Levi’s 501 牛仔褲作為內團體的共同符碼；另一方面，雖然無法負擔設計師訂製

服高額的費用，他們卻穿著仿冒的盜版品，在大街上閒晃，來展現他們特有的穿

著文化。但是無論雅痞族或中下階層的男性，Edwards(1997)都認為他們都透過

商標的文化，建構了穿著打扮的真確性（authenticity），因為每樣穿在他們身上

的產品都具有獨自的個性與令人狂熱的地位。 

Barnard(1996)認為，在 1980 年代和 1990 年代早期，新男人的形象包括了關

懷、哭泣或購買化妝品，這些男性的自戀與自我表現欲，似乎可能顛覆了過去男

性行動、女性裝扮的結構可能性，而可能變成男性裝扮，而女性則是主動的窺視

者。在雜誌與廣告中，創造了一種新男人的氛圍，這種氛圍即為男性特質中也包

含了對外表的興趣，使得男性能夠被接受關心自己的外表，而這些雜誌儘可能地

鼓勵這種自戀性，也鼓勵男性關心自己的外表，變得越來越具自我表現性。 

                                                 
6 雅痞族（Yuppie）是是英文"yuppie"的音譯，其字源是"yup"，也就是"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的縮寫，因此其原意指「年輕，都會的專業人士」。原指從美國新興都會區興起的新族群，在工

作和生活之餘，也有能力居住在都市裡，靠著新興的專業技術，在競爭激烈的大都市往上爬，因

為擁有極高收入，漸漸衍生出特有的新興文化與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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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Trujillo(1991)分析了美國媒體上當代的男性氣質，包括了四項主要特

徵：（1）男性身體的權力與控制，（2）異性戀，（3）工作上的成就與（4）父

權的家庭角色等，而許多男性皆遵照此一規範來建構自我的形象。由於男性氣質

中並未包含外貌的功能，因此一個具有男子氣概的男性是不重視外表的。然而，

年輕的男性較中年的男性更關心時尚，也會主動購買服飾。Crane(2000)根據男性

服飾的市場調查研究發現了非職業性的認同建構概念，而大部份的男性可能在大

多數的時間是某種類型，然而在少數時間是另一種類型。這些服飾使用行為可分

為以下四類(Crane,2000:179-181)： 

1. 習慣性的獵佔（poaching）：從各種不同來源的物件重新組合，無

須改變他們，也無須承認與某一種次文化相關。這種類型佔成年男

性最多比例。 

2. 與生活風格結合：例如服裝公司所行銷的某種服飾的特殊風格 

3. 與次文化結合：將服飾的自我風格與現存的物件以新的方式來改變

其意義，或是藉由採用流行文化的文類與之結合。 

4. 精密的獵佔：結合來源不同的物件，並建立與表現出特殊的個人風

格，或是更自我中心、耽弟、時尚傾向。這一類的男性並非盲目的

追求時尚，反而運用服飾來表達他們的個性。 

Crane(2000)歸類，男性的服飾購買行為可以有幾個原因：大部份的男性購買

服飾是為了實用的理由，他們所購買的服飾多半是實用且方便的。也有男性他們

的購買受到男性希望能成為某個團體的慾望影響，因此他們可能仰賴知名的品牌

來表達生活風格，以電視裡頭的明星為藍圖而模仿。然而，在分析中也發現，有

些男性是為了要表達他們自我的個性，而企圖以服飾作為一種反照。 

國內學者何春蕤（1999）認為，90 年代由反串藝人和第三性公關所開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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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裝風潮已經示範了豐富的身體容貌想像，男同志作為前驅的美麗衝動更展現了

多元化的男性氣質，勾動男性嘗試新形象的慾望。愈來愈多男人希望自己成為被

別人凝視的對象、被慾望的物。男人也開始和某些女人一樣，知道了作為性客體

的樂趣，知道了被物化的愉悅，她認為男性的概念應該被加以擴充與延伸： 

在二十一世紀也是「男人」不再只是「男人」的世紀。眾多亮麗面貌、自

得生活的「男人」終於使得「男人」這個名詞戴上更多新的內涵。男不必

然對立於女、關注於女；男也不必然認同於男，競爭於男。「男」再也不

是個人最根本、最不會改變的事實。「男」將只是另外一個描述個人的形

容詞──就像沈穩、活潑、搞怪、柔順等等形容詞一樣 

雖然資本主義的商品文化引領了這一波的美型男風潮，甚至必須以消費作為

成就其「美型」的力量，商品一方面吸納建構了型男該是如何的想像，卻一方面

也被挪為自我彰顯認同的質素。而隨著男性裝扮，男性氣質的想像也不若過去的

僵化，甚至男性與女性也不是二元對立，而有跨性別情慾與氣質展現的可能。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由於時尚美型男的出現與消費文化有極大的關連，而消費活動的整體形構包

括了生產者，消費者與消費物本身等，Entwistle(2000)提醒我們在研究時，必須

將視點不斷地游移於生產、行銷與消費之間。因此，從生產端的角度來看，時尚

美型男的意象（或符號）是如何被建構出來的？換言之，媒體（包括得詢問有哪

些媒體）如何共築此一文化氛圍，企圖撩撥消費者的欲求進而使其進行消費活

動？ 

以文化的觀點來看，在台灣美型男此一詞彙出現的時間為何？形象為何？從

西方引介進來的詞彙與概念，在台灣有何種挪移與轉變的情況？而（文化上）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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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台灣的日、韓等國，是否亦以另一種方式，將其流行文化中的美男子元素融入

交雜於台灣的意涵當中呢？ 

而消費者端（或閱聽大眾）感知到的意象為何？如何感知？透過哪些媒介或

方式得知？當他們接受此一概念之後，又是如何消費？消費了什麼？消費之後的

結果？ 

當然，在西方的討論中，美型男作為第四性，足以顛覆或令男性氣質的想像

轉變。男同志導演陳俊志認為，「都會美型男」的興起是同志次文化的小勝利，

是同志美學向主流社會的滲透，男性不必然以陽剛為美，而男性美更在經歷過中

性化之後「開始 gay 化」7。究竟同志文化對於男體的建構發揮了什麼作用？而

美型男是否亦作為游離兩者（直男 v.s. 男同性戀）之間的保護傘呢？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節將討論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探討為何選取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度

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來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首先將先從方法論談起，

論及批判論述心理學作為分析受訪者的回答內容的工具箱，其代表的分類意涵以

及論述根基為何。繼而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架構，說明文化迴路的概念與本研究所

欲探討主題的關連性。第三部分則說明研究方法的設計，包括訪談大綱的設計、

訪談的方式、時間等。最後則是受訪對象的挑選方式以及其背景資料的介紹。 

一、 方法論 

本研究以質化取徑出發，探問行動者自發的行動（如何消費）、想像（消費

了什麼）與概念意涵（自我性別認同的建構）。由於這類自我建構的過程較難以

科學、實證的量化分析方式來測試，而較適合改採質化取徑的論述分析。論述分

                                                 
7 梁玉芳，「都會美形男 作臉保鮮」，《聯合報》，2004 年 2 月 8 日，A9 版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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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涵納了下列四項前提，包括對現存知識的批判、歷史與文化的特殊性、知識與

社會過程的連結、以及社會與社會行動之間的鏈結等（Jorgensen & Phillips, 

2002），這些前提的內涵符合本研究力欲探索的型男現象以及行動者的想法，因

此本研究以論述分析作為方法論，並以其中的論述心理學派（discursive 

psychology）為主要分析工具。 

論述心理學與傳統心理學取徑分析不同之處在於，該學派將語言（或稱之為

論述）置於分析的中心，將人們如何談論與建構的態度、記憶與情緒加以檢驗

（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 轉引自 Edley, 2001: 190）。當人們在談論或陳述過

去的歷史或經驗時，除了資訊的描繪外，更重要的是人們會將更廣泛的社會行動

納入其話語之中，易言之，這些陳述都是高度情境化與脈絡化。人們援引自過去

經驗或習得的辭彙，也從自身的文化背景挑選出可供論述主題的話語，而這種歷

史性的脈絡建構，正反映了人們的語言文化如何命名，如何名之某一概念，並且

與他人溝通。Nigel Edley（2001）指出，在論述心理學中，批判論述心理學將更

能捕捉論述與行動者或說話主體間的矛盾關係，Marianne Jørgensen 與 Louise 

Phillips (2002: 7)也提到，人們不僅是論述的產物，也是論述的製造者。意即是，

當人們在陳述、表達的過程中，對某主題（topic）建構了某種論述時，認同也植

基於此情境下產生，然而外於主體的文化或歷史脈絡卻也因為主體的行動表現而

轉型，這也證實了論述如何建構主體的經驗，也形塑了我們感知我們為誰（Edley, 

2001: 190）。 

論述心理學派將主要分析的概念分為以下三類： 

1. 詮釋戲目（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 

該概念首次出現於 Nigel Gilbert 與 Mike Mulkay(1984)所著的 Opening 

Pandora’s Box 一書當中，之後為社會心理學家 Jonathan Potter 與 Margaret 

Wetherell(1987: 138)所挪用，他們將此概念定義為「基本上是利用一組詞彙與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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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來描繪與評估行動或事件的特徵」（Edley, 2001: 197）。每一組的戲目都能夠

提供給人們足夠的資源以建構某一種版本真實，正因作為可變通的資源，詮釋的

戲目也是可視為同一個整體，只是它以不同的方式呈現來給予世界意義，以及可

塑、變形的形式以作為修辭之用，因此，該分析並非要將人們予以分類，而是要

辨識出論述的實踐是透過哪些類別被建構，換句話說，該分析並非要將人們視為

一致的，反而是當人們身處於不同的情境脈絡、運用不同的論述時，他們的文本

與說辭亦隨之變化，強調論述的內容乃是在社會互動下產成（Jorgensen & Phillips, 

2002: 107-108）。以 Edley（2001: 201）的話來說，藉由探勘人們如何討論，我

們才能夠理解對於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存在的限制為何。 

 2. 意識形態的兩難（Ideological dilemmas） 

Michael Billig et al. (1988)在概念上區分了所謂「知識份子的意識形態」

（intellectual ideologies），指的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説的概念，與「生活的意識

形態」（lived ideologies），指稱的是在一個社會與文化中包含的信念、價值與

實踐，然而它們的特性並非是一致且整合，卻是不一致、斷裂且矛盾，但正因生

活意識形態的不確定性，才使得社會互動與日常生活的意義建構有著更豐富與更

彈性的資源（轉引自 Edley, 2001: 202-3）。如果 Billig et al.的推論是正確的話，

Edley(2001: 204)認為我們就能夠在看似最平常的對話溝通中，追蹤找出競爭性或

相對性主題的結構性力量。 

 3. 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s） 

主體的位置，簡單來說就是身處於對話當中的位置，與對話的特殊方式所建

立的認同有關（Edley, 2001: 210）。主體的位置不是固著穩定的，易隨著文本與

敘事的改變而更動。 

方法論作為研究方法背後的理論意涵，也是研究者在進行研究時，對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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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對象是否能夠以客觀、批判的距離與角度，來抽離解析出受訪者心中真正

欲表達出的想法，以及受訪者的說詞背後對於世界的理解，以及對於事物的一套

看法為何。透過論述心理學的三類概念的統合與共構，才能夠作為本研究在方法

技巧的執行面之外，其背後擁有的理論意涵的奧援，進而宣稱為何要採用深度方

法作為研究方法，如何運用深度訪談與受訪者進行反覆來往的知識交流，並且從

中追問出受訪者從事行動的背景知識與意涵，之後研究者進行分析時，也才能夠

拉出對於資料的距離，從中去釐清並建構出對於原先現象面之外的一套認識世界

的論述。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以 Paul du Gay 與 Stuart Hall（1997）所提出的「文化迴路」（the circuit 

of culture）的概念，作為本研究的思考脈絡依據與研究架構。文化迴路的概念包

含了五個部分（見圖 1-4）：再現（representation）、認同（identity）、生產

（production）、消費（consumption）與規範（regulation），這五個部分在迴路

中會不斷地相互串連。在運用此迴路概念時，du Gay（1997）提醒了無論從哪個

部份開始皆可，順著這個迴路，每個部份都會以下個階段的元素重複出現。 

 
圖 1-4 文化迴路圖 

參考來源：Paul du Gay ＆ Stuart Hal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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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研究中，研究者將以此概念圖思考台灣本地型男文化發展的脈絡，探

勘此文化在何種脈絡下於媒體上再現，或是如何運用媒體作為傳播載具，傳散此

一文化（見第二章媒介地景部分）；理解這個文化現象如何被產製與管制（見第

三章第一節蓬勃的男性市場部分）；透過與消費者的深度訪談，剖析消費者在此

一文化現象下，如何消費與消費了什麼（見第三章第二節之後的分析），以及何

種社會認同與此文化相關（見第四章跨性別認同）。 

三、 研究設計 

潘淑滿（2003）認為，質性研究的研究設計是居於研究問題與結論間的橋樑，

研究設計決定了研究的品質與結論的可信度，而質化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採取較

開訪且彈性的方式，來回穿梭在研究場域、樣本尋找與資料收集分析等步驟間，

直到收集到的資料已臻飽和（saturated）。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深度訪談法，

從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訪談中，進行論述分析，近一步抽譯出美型男如何透過消

費與性別認同進行自我風格展現的論述。 

Benjamin F. Crabtree 與 William L. Miller（1992）將訪談視為一種對話之旅，

在對話的過程中，透過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與情感的交流，研究者與受訪者成為

一種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乃是基於兩者間平等的立場，積極參與對話溝通，

而共同達成對話的目的。如果訪談是種對話之旅，對話過程則必由特定的情境脈

絡所建構而成，這種情境脈絡包括了人、事、時、地、物等五個要素組合而成（潘

淑滿，2003）。 

潘淑滿（2003）也歸結道，訪談法乃研究者運用口語敘述的形式，針對某些

特定對象收集相關資料，透過對受訪者訪問的過程，來幫助研究者深入理解受訪

者所身處的社會文化情境，以致對研究的現象有較為全面性的了解。 

本研究的訪談問題設計則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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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預先設計好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學者如 Leslie M. Tutty 等人

（1996；轉引自潘淑滿，2003）曾羅列半結構次訪談的優點，而這些特點正好符

合本研究的特性，包括： 

1.  由於對特定議題採取較開放的態度，因此當研究者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 

時，可能會獲得意外的想法與刺激。 

2. 當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的限制較少時，也較容易採較開放的態度來反思

自己的經驗，而本研究希望能運用訪談時的問題引導，刺激受訪者反思

其社會身分認同的座標軸與參照點為何。 

3. 由於本研究的動機是要深入了解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學者認為半結構式

的訪談是相當適合運用的方式。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將訪談的情境設定在非正式的訪談，並非在嚴肅且

呆板的氣氛下進行一問一答的雙向循環戰鬥，多半是在氣氛和緩的咖啡店內進

行，與受訪者以聊天的方式進行。訪談進行前，研究者先行解釋來意與研究方向

及發想，繼而請受訪者填寫研究者預先準備的背景資料表格（參照附錄一）。其

中第三頁，研究者試著請受訪者以圖像的方式畫出腦海中對於何謂型男的理想

型，試圖從他們手繪的圖畫中，開啟他們談論型男的話題。 

結束填寫後，研究者先從個人基本資料上的資訊開始發問，先請受訪者談談

平日的消費經驗，以及對於台灣本地男性打扮與從事消費的看法，待到訪談進行

一半後，受訪者也逐漸卸下焦慮與心防後，再進行性別認同面向的提問。由於性

別方面的問題可能會觸及隱私與個人不安，因此在問這類問題時，研究者會先告

知如果有不舒服或不願回答的部分，可以暫停錄音或選擇不談。本研究採取匿名

處理，錄音內容不對外公開。轉謄稿也在完成之後，請受訪者翻閱檢視，論文完

成之後也會奉上一本，以茲感謝。藉此緩和受訪者不安緊張的心情，建立彼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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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基礎與後續的互動關係。 

訪談的進行期間為 2007 年 2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每次進行深訪時間長度

約為 1.5 小時至 2 小時。訪談過程中以筆記方式記下要點，並於訪談結束後將錄

音內容騰錄下來。研究者進行資料分析過程中，將反覆閱讀訪談內容，以批判論

述心理學的三類分析方式作為分析時的知識基模，進行資料的分析與歸類。 

四、 研究對象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的受訪者與報導人分為兩類，一類為雜誌編輯、百貨業從業人員、化

妝品產品主管、網站管理員等。這類受訪者提供第二章與第三章第一節媒體與消

費市場的看法與意見，透過訪談諸位生產端的從業人員，才能更精確地掌握市場

與消費的面貌，而非僅是二手資料的收集與堆疊。 

另一類的報導人則為本研究的核心，為一般日常生活中對自我進行「型男」

風格建構的受訪者8。其樣本找尋過程包括採（一）滾雪球法，從研究者為發端，

找出並選取符合研究目的之對象；（二）從美型男活動的場域出發，如 BBS 關

於男性裝扮、男性保養、流行服飾等看板，找出適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至於要

如何指稱他們代表型男，本研究盡量以大量或明確的客觀資料累積，藉此說明研

究者受訪的對象至少對流行時尚資訊有一定程度的瞭解，他們對自我的裝扮有濃

烈的興趣，甚至透過消費來打扮自己。以下為本研究受訪者與研究者的關係： 

                                                 
8在進入訪談之始，將詢問美型男的基本資料與過去的消費習慣、媒體閱讀習慣、性傾向等，詳

細記錄並作為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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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樣本來源關係圖 

第五節 本文架構 

本研究的為文架構與內容將以五個章節來分述。本章即以台灣本地近年的男

性雜誌、電視節目與服裝、化妝品的市場發展為始，勾勒出目前本地型男的發展

樣態，接而回溯國外型男的發展歷史，討論國內型男現象如何「引入」國外的風

潮，繼而針對本研究的動機、問題意識與研究方法加以論述與說明，並以本節的

全文架構來說明寫作論述的安排。 

第二章的歷史背景陳述，爬梳了男性裝扮的歷史沿革，突顯了男性裝扮在歷

史脈絡中的轉變，交雜實體的「物」與社會思潮的討論，搭建了本文於今討論的

背景基礎，並輔以（數）個經典媒介文本作為分析對象，剖析媒介文本對男性裝

扮的建構與影響，以利探討當代男性受媒介文本影響後，透過消費與性別的展演

作為實踐的方式之可能。 

第三章為型男的跨文化消費探討，旨在描繪型男如何利用消費物品來裝扮外

在形貌與建構外在的理想形象。除了討論消費的物品之外，本章也要探討型男風

格挪用與借取的文化背景與意涵，透過吸納美國與日本的流行時尚風潮，在台灣

共構了一種混血的、混搭的風格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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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則是討論型男的性別展演，透過與理論的對話，以性別的跨界做為論

述主軸，輔以型男自我闡釋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探勘型男在性別的認同上的突

破與變異，勾勒出跨性別認同的光譜。 

第五章則為結論部份，將對本研究的各面向作一總結，並指出研究過程中的

限制與未來可能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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