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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型男發展的歷史與脈絡 

媒介景觀（mediascape）一方面指涉了各類媒體的分布，以及這些媒體所生

產與傳播的資訊……另一方面則包括了其所創造出來關於這個世界的影

像，而這些影像對人們的複雜影響則視下列的元素而有所改變：種類、硬

體、閱聽人以及擁有且掌控這些媒體的利益。最重要的是，媒介景觀提供

了閱聽人大量而複雜的影像、敘事以及「族群景觀」的戲目9。 

本章將爬梳型男發展的歷史脈絡，分別從大眾媒體與消費市場的角度來剖析

該風潮的成長與發展。第一節將描繪時尚雜誌的市場概況，討論時尚雜誌的編輯

以及讀者如何看待型男的現象，並且以 2006 年 1 月至 12 月的 GQ 雜誌與 Men’s 

Uno 雜誌為例，分析其內容中如何建構型男的形象。第二節將從電視媒體與網路

媒體下手，介紹此風潮下具有代表性與象徵意義的電視節目，以及男性專屬的網

站與討論看板。第三節則是先描繪男性消費市場的概況，而後研究者將以台北太

平洋百貨公司忠孝店與衣蝶百貨 S 館作為田野調查場域，比較此二消費空間下的

男性消費經驗。 

第一節 時尚推手－雜誌 

從十八世紀中葉的工業革命之後，大眾化、便宜的雜誌吸引了中下階層的讀

者，其中以女性雜誌發展最為快速，十九世紀之後，其內容必須與時尚結合，也

得增添資訊性、求新求變的產品訊息，相對來說，關乎男性的雜誌與時尚服飾日

趨乏味單調，辜振豐（2003：67）認為其原因乃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後，男性的欲

望主要集中於權利與財富的追求，而將追求美的地位讓給女性。 

                                                 
9 Appadurai, A. (1996: 35).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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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志鴻（2002）認為，在全球化的文化脈絡之下，時尚雜誌不斷表述摩登、

求新求變的現代化論述，同時也在後現代式的消費情境下，透過最新最流行的符

碼，向讀者密集傳散訊息，以文字與圖像為載具，傳遞著交換價值與象徵價值的

多重面向，進而帶動了時尚文化的發展。當代台灣的男性時尚雜誌市場逐漸蓬勃

發展，蘊含著何種意義在數據的背後？本段將回顧整體男性時尚雜誌的市場概

況，接著透過雜誌的內容分析、編者與讀者的深度訪談，共構出三者對於型男風

潮的看法。 

一、男性雜誌發展史 

本地時尚雜誌的出現與發展，主要是在 1980 年代以後，一方面由於經濟的

急速成長，討論有關時尚消費的女性雜誌陸續出現於市場上；另一方面，則是隨

著解嚴、開放報禁與黨禁，媒體的呈現內容與社會輿論皆迥異於以往，也間接影

響了不同媒體的銷售與影響力（林訓民，1988；轉引自張弘明，2006）。由於消

費能力提高與多元社會的需求之故，因此雜誌業在目標客群的定位上呈現分眾化

的趨勢。 

這個時期的時尚雜誌，多半等同於「女性雜誌」，流行資訊通常只在女性雜

誌中被大篇幅、系統性地被報導，而與男性相關的流行時尚資訊則散見於部份以

男性為導向的休閒性雜誌中，因此當男性對此類訊息的需求增大時，專業的男性

時尚雜誌於焉誕生（張弘明，2006）。根據張弘明（2006：25）匯集對時尚雜誌

與男性雜誌的說法，認為所謂的「男性時尚雜誌」乃是以男性讀者為主要的目標

對象，內容旨在男性服裝或服飾相關的時尚資訊，並以其他流行事物（如建築或

電影等）或生活資訊為輔。 

根據張弘明（2006）回顧中華民國廣告年鑑對雜誌的分類可知，直到 1996

年才始有「男性娛樂類」與「男性雜誌類」的分類出現。「男性娛樂類」的雜誌，

以男性的成人話題為主要內容，包括了 Playboy 國際中文版、閣樓（Pent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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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娛樂類」則是 GQ、風尚等關於流行資訊的雜誌，雖然兩者的內容取向

大不相同，但都統稱為「男性娛樂時尚雜誌」。 

1997 年，美商納泰康仕集團來台創刊 Vogue 女性雜誌與 GQ 男性雜誌的國

際中文版，其意義一方面代表台灣的雜誌市場受到國外出版集團的注意外，另一

方面也呈現流行時尚雜誌關注的消費客層不僅是女性，也逐漸開發男性的顧客群

（2005 台灣雜誌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2006）。2004 年以降，國內的出版社

也開始大量發行男性流行雜誌，除了原有的 GQ 雜誌（1996 年 10 月創刊）、Men’s 

Uno 雜誌 (1997 年創刊)、FHM 男人幫雜誌（2000 年創刊）外，先後陸續有 Mr. 

Pulo（2000 年 9 月創刊）、Man’s Style10（2003 年 5 月創刊）、Vision Man（2005

年 1 月創刊）、We man（2005 年 6 月創刊）、君子（2005 年 9 月創刊）、Men’s 

beauty（2005 年 9 月創刊）、Men’s Cool（2005 年 9 月創刊）、歐也基生活誌（2006

年 2 月創刊）、Ralph 男霸（2006 年 7 月創刊）、Men’s Joker（2006 年 9 月創

刊）、M 社會（2007 年 1 月創刊）等雜誌出刊。這些雜誌的創刊與大量出現，

說明了為滿足國內男性對男性時尚雜誌的需求，國內的出版社皆投入這塊市場。 

另外，各雜誌社亦推出男性時尚的特刊或專刊，例如 Man’s Style 雜誌於 2006

年夏季號推出 Men’s Beauty 美型男 bi-kei 特輯，特別針對男性臉部美容做專題報

導；Men’s Uno 雜誌也推出 Men’s Beauty 美型男專刊，也是專門針對男性臉部的

美容保養與整體身材的塑造為主題。從出版的樣態來看，男性時尚雜誌的出版不

僅在數量上急速地增加，其內容的多元性與潛在消費者的分眾化也益趨明顯。 

從銷售的數據來看，中華民國出版年鑑委託 AC 尼爾森所做的調查顯示，男

                                                 
10自 2005 年 4 月新生改版再出發，立即受到市場高度注目，讀者迴響不斷湧入，M'S（MAN'S 

STYLE）除了 LOGO 以嶄新的視覺感受呈現，新生的 M'S 所刊載的內容，針對 FASHION、

PEOPLE、BEAUTY、LIFESTYLE 四大主題,將同步國際時尚資訊,衝擊性話題人物，以及最具品

味的生活時尚潮流，以堅守高質感的編輯風格與視覺感受展現給讀者，並以男性讀者對流行資訊

的需求為立場報導，更貼近生活就能實踐的時尚主義，M'S 雜誌已成為亞洲男性“唯一＂的時

尚參考指南。轉載自官方網站：http://www.cph.com.tw/sub_pc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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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流行雜誌在銷售上有逐年增加的趨勢，1999 年金石堂年度銷售排行榜前二十

名僅有 Men’s Uno 男人誌，然而 2002 年，除了 Men’s Uno 男人誌外，FHM 男人

幫、GQ 瀟灑雜誌與 BANG 街頭流行聖經也進入前二十名的排行榜中（轉引自江

雅琳，2004）。 

根據廣告雜誌從 2001 年起連續四年的調查，男性時尚雜誌的廣告量有逐年

上升的趨勢（見表 2-1）。值得注意的是，街頭流行情報誌，如 BANG、COOL

一直以來的銷售量都維持相當好的成績，也在國高中學生族群之間，提供了接近

流行時尚資訊的途徑。儘管其雜誌內容與風格與先前所述的男性時尚雜誌迥益，

但卻是年輕族群吸收時尚資訊的來源。 

表 2-1 男性時尚雜誌（月刊）廣告量排名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40 GQ 21 COOL 18 COOL 11 COOL

53 FHM 27 
Men’s 

Uno 
30 

Men’s 

Uno 
23 

Men’s 

Uno 

66 COOL 34 GQ 32 GQ 31 GQ 

69 
Men’s 

Uno 
50 FHM 48 FHM 57 BANG

月刊

雜誌

廣告

量總

排名 

77 BANG 51 BANG 53 BANG 65 FHM 

資料來源：廣告雜誌（2001-2004） 

無獨有偶，動腦雜誌也針對男性時尚雜誌做廣告營收的分析（見表 2-2），

發現從 2002 年至 2005 年以來，每年的廣告營收都逐年遞增，可見廣告主極為看

年 

份 

排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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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國內男性時尚雜誌的市場與發展。特別的是，在歷年的調查數據中，動腦雜誌

在 2003 年的雜誌媒體調查，首度新增男性時尚流行類，分類中排名第一的是 GQ

雜誌，其風格為高級的成熟時尚路線，也是最早投入台灣男性時尚雜誌的元老級

雜誌，擅於炒作話題性十足的新議題。而 Men’s Uno 雜誌的內容除了服裝與精品

外，還包括了電腦、通訊與家電的 3C 單元，加上 2002 年時，Burberry、Prada

等國際品牌大幅投入廣告量，使得廣告量顯著成長了 11.76％。至於 FHM 雜誌

在 2002 年的發行量與知名度雖然上升，但受經濟低迷的影響，廣告營收卻下降

16％。一直到 2005 年，GQ 與 Men’s Uno 雜誌已站穩台灣男性時尚雜誌的市場，

較前一年（2004 年）仍分別有 11％與 25％的營收成長。自 2005 年 4 月重新改

版後推出的 M’S，招募了原本青文出版社旗下的日系女性雜誌編輯團隊，將雜誌

內容重新定位在男性服飾的工具書，並強調其實用性。與其它的男性雜誌做出區

隔市場後，2005 年的廣告營收較前一年上漲了 37.5％。2007 年回顧對 2006 年的

廣告分析後發現，當年男性雜誌的廣告量比 2005 年成長了 19.92%，包括服飾、

保養品都開始強打男性市場，也帶動了男性雜誌的廣告營收。較為特別的是，

Men’s Uno 雜誌自 2006 年起，推出 Men’s Uno Post 免費報刊，企圖提供讀者不

同的媒體環境，並持續開發時尚餐廳、夜店、咖啡館與飯店等通路系統來發行。

另外，2006 年 9 月，專長出版日系雜誌、漫畫的青文出版社，也與日本男性雜

誌合作編譯，發行 Men’s Joker 雜誌。 

表 2-2 台灣雜誌媒體廣告營收（男性流行時尚類） 
雜誌名稱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GQ 4.09 4.50 5.29 5.74 6.37 6.37 
Men’s Uno 3.40 3.70 3.90 5.00 6.25 6.48 
FHM 1.96 1.65 1.90 - - - 
M’S - - - 1.04 1.43 - 
Men’s Joker - - - - - 0.65 

資料來源：動腦雜誌（2003-2007）         單位：千萬元 

國外學者 Edwards(1997)在論及英國男性風格雜誌的發展時，認為以下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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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作為過去 10 至 15 年來英國男性雜誌蓬勃發展的脈絡成因，包括了：（1）

年輕、白人中產階級男性作為社會上專業勞動力的主力，（2）越來越多的男性

傾向不結婚或不擁有小孩，因為家庭開銷的減少，導致他們能夠擁有更多的個人

收入，（3）以政治上的氛圍來看，從柴契爾主義以降所強調的個人主義，也成

為男性雜誌中所挪用的一種核心價值，（4）由於新興的婦女運動與同志運動挑

戰了長期以來異性戀男性氣質所宰制的狀態與命題，也促使男性本身越趨重視自

我認識，（5）整體社會越來越能接受男性作為消費者的身分，他們能夠觀視著

自己，也能將他人視為自己慾望的客體，從而透過消費物品而仿效他人的風格。 

如果將上述關於男性雜誌的發展，無論是質或量上的進步，視為一種訊號，

標示著男性作為新興消費者族群的崛起，那麼提供這群男性作為購物或品味生活

指南的男性雜誌，自然應運而生。如果將前面提到英國發展的脈絡作為參照點來

看，台灣男性時尚雜誌的發展在部份上也與英國的發展類似，然而就研究者的觀

察認為，台灣有兩點異於英國發展之處： 

（1）這一波男性雜誌蓬勃發展的元老，多半是國際中文版，例如 GQ、FHM

雜誌，剛推出時無論是內容上或是風格上，在當時並非全然符合國內男性的品味

層級，然而這些雜誌卻業績上異軍突起，乃是因為當讀者在閱讀時，會有一種來

自國外的雜誌、具有高級、獨特的品味、帶有異國風情（exotic）的感受，這種

風格與品味也是該雜誌所極力表達的。江雅琳（2004）分析認為，來自西方國家

授權的國際中文版本雜誌，光是佔掉封面四分之一大小的原文雜誌名稱，已然使

得讀者感知到一種異國情趣，加上西方模特兒所拍攝的內頁，更為這類雜誌增加

市場競爭優勢。正是這種饒富外國情調的編排與呈現，吸引了都會區、中產階級

男性的注意，從廣告營收可知，這幾年這些雜誌的營運與收益也是逐漸上漲。以

GQ 雜誌為例，始終堅持菁英風格與品味的路線，其反映在廣告收益上的業績，

證明了菁英路線並不一定使讀者卻步，反而是造就其成功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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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了上述的類型之外，其實來自日本的雜誌與影視媒體也影響了台灣

讀者的品味與閱讀習慣。岩浏功一（2003：101）提到日本曾經是東亞地區的殖

民強權，長久以來對這個地區有著相當的文化影響力，到了 1990 年代以後，日

本文化的能見度更是與日俱增，過去台灣消費大眾對「日本」的負面情感逐漸消

退，取而代之的是台灣對日本流行文化的推崇，而這個現象在年輕族群中更易明

顯，日本文化對青少年來說，甚至是一種流行氣息的文化現在性表徵。遲恆昌

（2001）也提到包括日本流行雜誌、日劇、日本情報資訊節目在內，這些都是提

供給台灣哈日青少年的重要資訊來源。 

從此觀點來看，有三類雜誌共時地影響了男性成為新興的消費群。首先是

Men’s Non-no、Men’s Club、FineBoys 等日本男性時尚雜誌的平行輸入，填補了

台灣哈日年輕人的需求。這類雜誌的目標對象多半是多是以 20 至 25 歲以上的男

性為主，介紹當前日本流行的資訊與服飾風格等。另外，如 Smart 雜誌的街頭流

行誌，不以時尚作為主調，而以街頭風格、次文化的穿著打扮，也吸引了追求另

類的、次文化的青少年的目光。至於偶像情報雜誌，如介紹日本傑尼斯團體為主

的 Wink Up 雜誌，雖然其內容是以偶像明星的訊息與作品為主，然而青少年在

閱讀時，卻也把男性偶像藝人的穿著與打扮作為訊息般解讀，甚至將他們的風格

視為參考、模仿的對象，這些雜誌中所介紹的流行訊息與新興風格，自然也被台

灣的年輕讀者所接受。 

遲恆昌（2001）認為，哈日消費文化可以是影像或偶像為中心，這些被商品

化後的產物，透過一連串文本指涉的過程，會不斷地提供更新的符碼或商品做為

動力，而這個動力一方面會驅使消費者再度地消費，卻又一方面使消費者建立起

不同的文化風格。 

Ming-Tsung Lee(2004: 147)認為，在跨文化媒體流動的脈絡底下，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使得外國的媒介產品脫離了它們原先生產與消費的脈絡，卻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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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個新的傳播與接收的脈絡當中。以上述的日本雜誌來說，Men’s Non-no 雜

誌不只是外來的雜誌而已，也是台灣本土男性雜誌模仿學習的目標，或是挪用、

轉化、重新在地化，成為適合本地閱聽眾的刊物。 

除了雜誌以外，他認為充滿年輕偶像的日本趨勢劇11（trendy drama），其多

樣的內在文本（inter-texts）與後設文本（meta-texts）交織出日本流行文化的巨

型文本（mega-textual）系統。在該系統中，內在文本與後設文本一方面相互構

連，也不斷產出新的文本，這種自我內在的蓬勃發展，不僅反映出跨國文化工業

的商業策略，同時也是當地閱聽眾奇想與認同的實踐。 

正因如此，日本流行文化以多樣歧異、混雜拼貼的風格，影響了台灣讀者對

於流行時尚的想像與界線，沒有莫衷一是且固著的風格與打扮，而是百花齊放的

多樣選擇。 

二、時尚推手與消費大眾 

在上一段中，本研究整理了近年來男性時尚雜誌的發展概況，研究者也進行

了雜誌文本的內容分析，透過數據化的資料顯示，近年來男性時尚的發展急速蓬

勃。然而，研究者好奇的是，時尚雜誌業的從業人員是如何看待時尚型男的概念？

他們如何在雜誌中建構出型男的形象？現今與未來的發展將會如何？因此，研究

者於 2007 年 5 月 18 日於君子（Esquire）雜誌出版社，採訪了目前君子雜誌的總

編輯安克強12，試圖從他的說法中，回答上述的疑問。 

                                                 
11 趨勢劇（trendy drama）源自日本，劇情以當前最新議題或潮流脈動為主軸，探討的多為現代

人所面臨的種種問題，。日本趨勢劇為了商業包裝的考量，經常動用明星來演出，台灣引進這類

節目後，為行銷之便，以演出的「俊男美女」偶像為號召，將其改稱為「偶像劇」。 
12安克強曾任 GQ 雜誌總編輯、蘋果日報影劇與名人時尚版編輯，現任君子雜誌總編輯，踏入出

版業界已經超過十八個年頭。第一份接觸的時尚編輯工作，在美麗佳人擔任主編，當時台灣的時

尚雜誌數量並不多，印象中只有柯夢波丹（Cosmopolitan）、哈潑（Bazzard）以及君子（Esqire）

等三本雜誌，後來才陸續有美麗佳人、ELLE 與 GQ 雜誌的出現，後因蔡康永離開 GQ，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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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強認為這塊市場的確逐漸發展，「分析這幾年男性雜誌的發展，數量上

從十幾多年前只有君子一本到現在市面上十多本以上的男性雜誌，除了量變之

外，男性雜誌的市場也走向分眾化的趨勢」。以國際性的男性雜誌來看，這些雜

誌無法脫離母公司文化的影響，美國的色彩相當濃厚，其內容也不完全以時尚為

本，而是以男性關心的議題作為主題。 

他比較台灣目前市場上可見的國際性男性雜誌，其定位與目標消費者也大相

逕庭。GQ 雜誌原本是百貨公司的季刊，因此該雜誌的訴求對象為「有能力消費

的紳士」或是「風度翩翩的花花公子」；君子雜誌的消費群定位為「成熟、經濟

穩定的男性，穿著打扮符合社交場合的合宜得體，符合商務人士需求」的雜誌；

FHM 雜誌則是服膺「對女性充滿好奇的性飢渴男性」，大量提供兩性相處的議

題。 

近幾年，本土的雜誌也大量出現，安克強認為因為這些雜誌提供實穿實用的

搭配指南，因此銷售成績不俗，也深受年輕族群的喜愛。例如 Men’s Uno 一開始

就受到日系雜誌的風格影響很大，內容與路線較上述的國際型雜誌更為窄化，超

過 80%以上的內容皆與時尚或搭配有關，也提供街拍或穿著示範的單元。他認為

台灣的年輕族群受到日本文化影響很深，因此 M’S 或 Cool、BANG 等雜誌在市

場上銷售量甚至超過國際性的雜誌。但是雜誌賺錢的地方不能只靠銷售量，主要

還是依賴廣告主的下廣告，因此安克強不諱言，當廣告量大到某一定程度，或是

讀者群穩定發展到某一階段，因為現階段有能力大量下廣告的業者還是以歐美的

品牌居多，因此未來所有的男性雜誌還是會轉向或偏向美系的風格。 

那麼年輕人接受到的日本文化與日系雜誌，該如何去消費滿足其需求呢？安

克強認為，日系的服裝品牌雖然沒有大量在百貨公司設櫃，但是透過小品牌的突

圍，例如時下受年輕人歡迎的男性內褲品牌 TOOT 即是一例，透過平行輸入的

                                                                                                                                            
機會進入擔任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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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來品店或「小店」，成功地打入年輕族群市場，也滿足受日本雜誌影響的消費

者。 

因此，以大環境的層次來說，安克強認為台灣的流行時尚文化受到三種文化

力的影響。首先，因為台灣受到日本五十年殖民的影響，因此對於日本文化接受

程度較高。但是研究者認為這個條件並不能完全地解釋年輕族群接受或熱愛日本

文化的原因，反倒是日本於 80 年代以後運用軟性的文化權力（soft cultural 

power），透過動畫、漫畫、音樂與偶像、時尚雜誌的力量，將日本文化從年輕

人的次文化路徑滲透進入台灣。再者，安克強認為美國亦作為另一項影響台灣的

力量，他認為原因在於台灣一直是很親美的政權，導致台灣人會習於接受美系的

品牌或風格。近年來，安克強觀察到，隨著國際大品牌紛紛進駐台灣，歐洲會是

第三個影響台灣時尚的力量，尤其是義大利、英國與法國的服裝概念。然而當市

場越來越成熟，資訊的普及與易得性越高時，可能不僅是上述這些，連比利時、

西班牙的品牌都會慢慢進入台灣。 

回應安克強的說法，Lee(2004)也談到如果從區域性的角度來看，台灣的確

受到日本軟性文化權力的影響，但是他認為不能因此忽略美國文化的影響。以

Mary Pratt(1992; 轉印自 Lee, 2004)的話來說，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使得台

灣另類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情況更加複雜，他提出一個殖民形式、

認同與現代性實踐的類型圖（見表 2-3）。他認為日本過去的殖民統治與晚進的

後殖民、美國的現代性與本地發展主義的現代性，在特殊歷史脈絡中，共同建構

了台灣的另類現代性，這些多重的現代性在台灣揭露了一種複雜的想像，不單只

是美國化或日本化的現代性，更是「多重現代性的在地化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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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台灣的認同與現代性 

 殖民形式 主要認同 現代性的實踐 

1895-1945 
日本殖民 

帝國主義殖民 日本化 
殖民現代性 

（單一且壓迫） 
1945-1980 年代末

國民黨政權 
去殖民；內在／重

新殖民 
去日本化；再中國

化；美國化 
美國的現代性；發

展主義現代性 
1990 年代 
民主化 

後殖民；全球化 台灣化；全球混血
混血、多元、另類

的現代性 
參考來源：摘自 Absorbing ‘Japan’: Transnatinal media, cross-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27), by M. T. Lee, 200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儘管任職於時尚雜誌中，安克強不認為「型男」或「美型男」是個風潮或現

象，而是為了要符合媒體每隔一段時間就得創造新名詞的邏輯之下，所創造出來

的「詞彙」罷了。但是就市場的層面來說，男性的確是越來越懂得投資或裝扮自

己，例如今年年底 Lancome 品牌即將推出一系列的男性保養產品，連國內的 Forte

也要推出男性部分的商品。他認為這個發展一方面顯示因為科技的進步，過去可

能需要侵入式的美容或醫療才能改善的事，現在僅需要透過簡單的保養即可完

成，也讓男性對於保養的接受程度提高，另一方面也代表了提供給男性的選擇越

來越多，保養也可以是男性打扮自己的另一條路。 

然而，安克強不認為男性愛美是必然的趨勢，而是打開了選項的廣度與多元

性，他認為「什麼事都是可能的」，次文化的突圍不必然要提升為主流的價值或

標準，男性可以愛美，也可以花時間與金錢去健身，或是投資在個人喜愛的事物

上。裝扮自己這件事，其實無關乎他人，而是有一天站在鏡子前面，看著鏡中的

自己，純粹想讓自己好看點、開心點而已。但是在消費的層次上，還是要量力而

為，他也預見台灣未來的精品消費市場其實是消退的，一方面是因為國際品牌漸

將重心移往中國，另一方面是因為在 2005 年以降的卡債、卡奴風波已然讓台灣

人在消費上有所覺醒。 

他也提到每個人可以擁有不同的認同與見解，化妝或奇裝異服，對他來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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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也不一定完全能夠接受或嘗試，但是作為新一代的男性，應該要多接納不同的

獨特性與美感經驗，也要尊重在同一場合的其他人，在兩者之間取得平衡。也許

美型男的概念在某種程度上打開了「男性可以是什麼、做什麼」的想像空間。 

三、男性雜誌內容分析 

本段將以男性時尚雜誌市場中，銷售上的排名居於領先的兩本雜誌－GQ 雜

誌與 Men’s Uno 雜誌為分析樣本進行內容分析。GQ 雜誌的全名為 Gentlemen’s 

Quarterly，北美第一期於 1931 年出版，而台灣的國際中文版於 1996 年創刊，屬

月刊發行。Men’s Uno 雜誌於 1997 年創刊，創刊時為雙月刊，之後改為月刊出

版，為國內第一本本土男性時尚雜誌。本研究抽樣的時間為 2006 年全年，以季

為單位，抽出了 1 月號、4 月號、7 月號與 10 月號共八本雜誌。編碼的類目則參

考 Edwards(1997)對英國 GQ、Esquire、Arena、FHM、Loaded 與 Maxim 等六本

雜誌的內容分析，然而由於本研究的焦點在於男性雜誌的時尚資訊與美容保養項

目上，Edwards(1997)沒有此兩項的類目，因此本研究另增新類目，以補充其不

足之處。類目表中最主要可以區分成兩塊，即廣告頁與內頁，由於這兩者提供的

資訊對於讀者來說，有不同的意涵。廣告頁純然是商品的訊息與推廣，當讀者閱

讀廣告時，會很容易地明白其訴求在推銷物品，而內頁則是雜誌編輯篩選過後所

提供的時尚資訊，或者是有目的在製造某個議題。然而在編碼的過程，研究者發

現要全然區分廣告與雜誌內容並不簡單，一方面廣編稿的排版與雜誌內頁類似，

另一方面，在雜誌內頁也有置入性行銷的可能性，不過研究者仍是按照定義將其

區分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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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雜誌內容分析表 
雜誌 Men’s 

Uno 
Men’s 
Uno 

Men’s 
Uno 

Men’s 
Uno 

GQ GQ GQ GQ 

月/年 01/2006 04/2006 07/2006 10/2006 01/2006 04/2006 07/2006 10/2006
A. 廣告頁 20 33 27 33 33 37 34 38 
時尚 8 26 7 25 7 23 9 23 
科技 2 2 5 1 7 3 8 4 
煙/酒 4 1 4 1 8 6 3 5 
美容保養 3 3 9 4 3 2 7 2 
其他 3 1 2 2 8 3 7 4 
B. 內頁 80 67 73 67 67 63 66 62 
清單 1 2 1 1 2 2 2 1 
生活風格 4 4 4 2 8 4 9 8 
運動/健身 1 1 1 1 1 1 1 0 
性 1 1 1 1 2 2 2 2 
藝文 1 1 1 1 2 8 2 3 
旅遊 2 1 12 2 4 0 9 0 
事件/趨勢 10 1 5 4 5 1 1 8 
科技 7 4 5 4 4 3 4 12 
採訪/人物 10 5 10 10 10 9 8 13 
調查 0 3 0 0 0 0 0 0 
時尚 39 38 24 37 24 30 23 15 
美容保養 2 5 7 3 1 1 2 0 
其他 2 1 2 1 4 2 3 0 

* 所有的數字皆表示百分比 

資料來源：Men’s Uno 雜誌與 GQ 雜誌 

從分析結果發現，廣告頁的比重佔了雜誌整體的三分之一以上，與

Edwards(1997)的研究相比，發現台灣時尚雜誌的廣告比重超過國外的雜誌。其

中，以時尚的廣告最多，包括了服飾品牌形象廣告與產品廣告。若單就廣告頁中

的其他類別來看，可以發現兩本雜誌的差異之處，Men’s Uno 雜誌的美容保養廣

告多於其他類別的廣告，而 GQ 雜誌則是以科技或菸酒廣告為多，這與雜誌的目

標對象有關，Men’s Uno 雜誌的讀者多為 20 至 25 歲的年輕男性，GQ 雜誌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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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0 歲以上的中產階級男性為讀者群，也顯示要推廣美容保養的觀念與產品予

年輕男性是比較容易的。如果比較兩本雜誌美容保養廣告的話，可以發現七月的

廣告量遠多於其他月份。研究者仔細比對其廣告內容後，發現七月由於正值夏

天，其廣告多以男性的皮膚在夏天更顯油膩為訴求，基礎清潔產品（如洗面乳）、

深層清潔產品（如面膜）與防曬產品為主要訴求商品。另外，GQ 雜誌其他類廣

告的比重甚過 Men’s Uno 雜誌，深究其內容後，發現 GQ 雜誌中無法分類於時尚、

科技、煙酒或美容的廣告多為汽車廣告，研究者認為這與車商的廣告訴求為中產

階級男性有關。 

從內頁分析來看，研究者區分出的類目幾乎可以概括這兩本雜誌的內容，無

論是健身、性/女人、藝文、生活風格、時尚等，每個月所佔的篇幅變動甚小，

表示這些議題在雜誌中是固定出現且固定版面的。其中為數最多的，仍是以時尚

為主要內容，如果與 Edwards(1997)的研究相較，英國男性雜誌中篇幅佔最多的

是生活風格，而本研究增加了時尚一類目後，發現台灣的雜誌中是以流行時尚的

資訊為最多，也顯示男性時尚雜誌所力欲訴求的資訊，是以服飾為主，而非國外

的生活風格單元。同樣的，美容保養的篇幅在兩本雜誌中的比重是不同的，這個

結果與雜誌的分析是相同的，Men’s Uno 的內頁較 GQ 重視美容保養的單元。若

單就美容保養來看，同樣地七月的比重仍是其他月份之冠，這個結果與廣告頁的

分析相同，顯示男性在夏天對美容保養資訊的渴求高過其他月份。 

對應上述從數據上可見的結果，普遍來說每個類目在各月份的變動不大，而

時尚的篇幅居各類目之冠，唯讀在七月號的雜誌內容中，關於美容保養的篇幅較

多，這令研究者好奇的是究竟雜誌內容如何去建構男性與愛美的形象呢？雜誌內

文中有哪些部份關乎型男的形象建構呢？因此本研究挑選了兩本雜誌的七月

號，分析雜誌文本如何論述、建構型男。首先我們應該要先對這兩本雜誌的風格

有所介紹與區辨。從過去這四期的封面來看，GQ 雜誌的封面男女比各半，且女

性多為性感的裝扮出現，例如七月號的 GQ 封面人物是外國模特兒吉賽兒穿著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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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式的比基尼泳裝出現，性感火辣的身材成為異性戀男性讀者注視的客體，對照

七月號的 Men’s Uno 則是以「周瑜民深情仔仔」為封面，以事業成功或穿著時尚

流行的男性作為讀者模仿的理想型。如果比較兩期的封面故事13，會發現兩本雜

誌的訴求對象是中產階級、具有經濟資本與品味資本的男性，而不是中下階級的

男性，他們共同訴諸一種高級且享受的生活，並且以穿著打扮、科技用品、汽車、

生活風格與家居建築設計等要素，做為區異品味高低的判準，這與 Edwards(1997)

分析的結果雷同。儘管兩本雜誌的風格有所不同，但是運用來建構型男的方式類

似，研究分析如下： 

（一）男性美與陽剛 

令自己看起來夠 Man 的先決條件，身材之外當屬膚色。不想在辣妹眾多的

仲夏海濱當個白得有些病態的弱雞，就拿出你的誠意，好好利用室外曬膚

機或到戶外艷陽下曬出一身健康古銅肌吧！（GQ，2006/07，p.105） 

你的男子氣概該用什麼來描繪？沒有比各式男香和古龍水更適切的了。（中

略）讓你全身散發令她心馳神迷的夏日氣息（GQ，2006/07，p.106）。 

奮力鍛鍊結實線條，在塗抹之間計較緊實分寸，襖熱難耐的陽光猛浪底下，

更該是一身自在無慾的輕盈體態（Men’s Uno，2006/07，p.202）。 

從這幾段的文字中可讀出，GQ 認為男性的男子氣概，必須建立在女性的目

                                                 
13 GQ 雜誌的封面故事為「Urban life」，其中包括了「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座豪宅」單元，而

Men’s Uno 雜誌則是「前進紐約的 101 個理由」，刊頭的文案提到「但最終我們都會許下願望，

長大以後也要像慾望城市那樣，穿名牌跑夜店，天天都有談不完的戀愛，而且住在擁有中央公園

視野的豪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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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當中，而這些目光乃是為了彰顯男性作為性主體的「魅力」，而古銅膚色與結

實的線條更是作為男性氣質的特徵之一。以第一段的訴求來看，如果沒有古銅肌

膚，而是白皙肌膚的男性，是完全地「去男性化」，在行文之間無形的監控力量

而生，使得男性必須服膺於這些鐵律之下。而男性的愛美，也不能夠以去男性化

的方式呈現，即使「在塗抹之間」、「輕盈體態」這類被視為去男性氣質的動作

與詞彙出現，隨即被「結實線條」、「陽光猛浪」等具有男性陽剛氣質的字眼沖

淡。過去研究指出，女性在閱讀女性雜誌時，時常有著危機感，而這種危機感乃

是源自對自我的不滿意所致，而女性雜誌中的商品常藉此危機感以達行銷之利

（張錦華，2002）；同樣地情況，也在男性雜誌中被運用著，只是被用來監控男

性、驅使男性消費的力量與詞彙，則多半強化了固著的男性氣質想像。 

（二）愛美＝品味 

夏季摩登豪華池畔，型男品味風格，時尚裝扮泳裝（Men’s Uno，2006/07，

p.136） 

愛美的男生越來越多，乾淨整潔的外表形象，是現在每一個都會型男都不

可以忽視的重要課題，尤其在炎炎夏日，更要保持清爽的質感，不但可以

予人好印象，自己的心情也可跟著愉悅快活！（GQ，2006/07，p.107） 

承上所述，男性愛美的意象，在男性雜誌裡需要用「品味」的方式偷渡，品

味的建立也是這些男性雜誌從頭至尾所力圖宣稱的。型男的形象，雖然要愛美，

但是在雜誌裡頭卻不是高舉化妝保養之旗，而是強調「符合男性的需求」、「最

簡單的方式」以及建立在建立自我品味的命題之上。很有趣的是，在這些雜誌裡

頭，男性既要愛美，卻又要不失其男子氣概，而看似相左的兩個概念，卻曖昧並

進於男性雜誌之中，而這種曖昧的場景，在雜誌中很難分辨得出哪些是編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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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而哪些又是廣告稿。頁面的排版大致依循著編輯稿與廣編稿交錯的方式，使

得讀者在閱讀的過程中，不斷地接受各方意見的說服，進而購買商品使自己成為

型男。這種監控的力量，往往使得讀者不自知而沉浸於其中。的確商業的力量在

雜誌中左右了內容的走向，而其最終的目標乃是要銷售商品予消費者；然而也正

因雜誌出版業與商業力量的相互交雜，而一同建構了新男性的樣貌與形象。 

由於型男的建構不僅只是文字上的推陳，也必須得靠圖片來建構。研究者挑

選了幾張有關雜誌如何訴說型男、美型男的該與不該。圖 2-1 為 Men’s Uno 雜誌

首度在週年特刊中，引介了時尚美型男的概念，並且以日本藝人木村拓哉作為當

期的封面人物。由於木村拓哉由於擔任演出過許多知名的日劇，在台灣的知名度

名列日本藝人之冠，對於喜愛日本文化的年輕人來說，以木村拓哉作為新男性的

代言人，在媒體的閱聽經驗上也有一定的熟悉度。另外再加上木村拓哉曾經為化

妝品代言，平日也習慣上妝或保養，這也與時尚美型男亟欲說明的形象符合。 

 
圖 2-1 Men’s Uno 雜誌引介都會美型男（2004 年 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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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Men’s Uno 雜誌 

圖 2-2 則是以對比的方式呈現，右側是男性不應該有的形象或外貌，包括鼻

毛外露、穿藍白拖鞋、白色背心（俗稱吊嘎）、衣服整齊地紮進褲中等，左邊呈

現的圖則是一種改造過後的型男樣貌，藉此美醜對比、有型與否的美學標準，讓

讀者自行比較，但也在其中為男性該是什麼樣子設下一套標準。 

這些透過消費藉以彰顯自我的形象，如果以商業力量掌控了消費者的樣貌命

題視之，未免太過簡單，因此在第三章，研究者將企圖解釋透過消費之後，行動

者究竟從中獲得了什麼？藉由消費彰顯了什麼樣的想像？這些問題將在第三章

試圖去回答。 

第二節 新興的男性節目 

自 2005 年起，在台灣的有線頻道上，連續出現個數個專以談論女性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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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美容、化妝與裝扮的節目，包括了【女人我最大】、【美麗達人】、【美

麗藝能界】、【美麗俏佳人】等節目，其中以藍心湄主持的【女人我最大】節目

收視最佳，收視率曾突破 114。【女人我最大】節目原本的型態是主持人與來賓

大談女性的私密生活經驗，包括性經驗、身材等話題，於 2003 年開播後，收視

並不如預期，同時在 2003 年 9 月被新聞局節目與廣告諮詢會議認為該節目違反

了節目分級制度15，也被閱聽人監督聯盟點名，要求廣告主撤除該節目時段的廣

告16。直到 2005 年 5 月，節目聘請造型師牛爾、Kevin、Tony 及瑜伽老師 Lulu

成為節目的專屬造型專家，指導化妝打扮，為名人改造後，造成其他同類節目的

仿效，報章媒體也稱【女人我最大】為該類美容節目的始祖17。 

然而，環顧台灣本地的有線頻道上，卻極少有與男性、保養或打扮相關的節

目出現。在上述的女性美容節目中，偶爾有幾集會以男性作為該集節目的主題，

但在整體比例上，仍為少數。不過在 2006 年以來，有數個以「型男」為號召的

節目出現，即使這些節目並不全然談論男性保養或打扮，但是在風格的營造上、

節目名稱的取用上，都延續了「型男」、「男性愛美或愛打扮」的話題風潮，因

此接下來本研究將簡介這幾個台灣目前僅有關於男性時尚、保養或名之為「型男」

的節目，想要了解這個節目究竟與型男風潮的關連為何，以及該節目的內容與風

格如何建構新男性的形象。 

電視節目方面，三立都會台於 2006 年 7 月 10 日推出【型男大主廚】節目，

有別以往的烹飪節目，該節目以時髦、年輕的男性做菜為號召，並以型男做為節

目名稱。該節目由男女主持人曾國城與陳喬恩搭檔主持，節目的型態包括型男上

菜，邀請型男觀眾或藝人分成兩邊對抗，在規定時間十五分鐘以內完成當日的主

                                                 
14 黃盈瑜（2005）：〈李濤為藍心湄裸背抹油〉，民生報，5 月 14 日，第 C5 版。 
15 張文輝（2003）：〈新聞局評鑑 10 綜藝節目違規〉，聯合報，9 月 30 日，第 D2 版。 
16 何思祈（2003）：〈綜藝旗艦被批低級 8 家撤廣告〉，聯合晚報，10 月 11 日，第 3 版。 
17 許晉榮（2005）：〈藍心湄改造 Gigi 唐林〉，聯合報，5 月 27 日，第 D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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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料理，由固定班底的評審阿基師與詹姆士投票決定贏家。此外，節目中也有主

持人 PK 賽的單元，兩位主持人根據兩位主廚評審的指導，完成當日規定的主菜

單，並由觀眾上網來投票決定哪一位的料理能夠獲勝。為了提高觀眾的參與感，

以及觀看節目後的收穫感，該節目也開闢了「省錢料理秀」與「五星級料理秀」，

教導觀眾無論是簡單、尋常的食材或是高級的料理，都能夠在家中輕鬆習得。由

於有觀眾在留言板或報章18投書表示，該節目時間只有半小時，導致做菜的步驟

與流程過快，使得觀眾無法記下步驟與做菜的方法。因此，2007 年 2 月 13 日，

該節目也順勢將過去兩位主廚的對戰紀錄與料理菜單集結，以節目名稱作為書名

出版，甫一推出即登上博客來網路書店生活風格－飲食生活類的第十三名19。 

 

圖 2-3 型男大主廚節目截圖 

該節目的推出與目前台灣其他的美食或做菜節目相較，的確有其不同之處。

過去相關的節目在台灣，一開始多半是教導觀眾如何做菜的節目，當時的主持人

多設定為女性主持人，播出時間也多為下午的時段，如【傅培梅時間】、【菲姐

                                                 
18 熊芽（2006）：〈型男大主廚 放慢步調更完美〉，民生報，9 月 20 日，第 C4 版。 
19 查詢時間為 2007 年 3 月 5 日。網址為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blcat_bestseller.php?prev_sub=19&page=2&encodin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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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菜】等節目，這與當時社會認定女性（或所謂的家庭主婦）為家中負責做飯家

務的想法與思惟有關。而後，隋著 80、90 年代來自國外 New Man 思潮的影響，

也影響到台灣本地影視節目的製作思維與閱聽人的觀感。所謂的「新好男人」形

象，充斥於廣告文本20、電視節目，甚至是新聞的報導21中，建立起一種新中產

階級男性的樣貌，這些男性必須具備尊重女性、愛家、渴望成為好父親的特徵，

其中的一項特質，即發生在過去被認為是傳統女性負責場域的廚房，也就是說，

男性被認為也要走入廚房做飯，會做菜的男性才被認為是新好男人的典範與代

表。 

國內的節目製作人著眼於此，陸續開了數個男性主持人為主的料理節目，例

如陳鴻的【阿鴻上菜】、焦志方的【食全食美】節目，皆以這種新好男人的形象

吸引觀眾22，在媒體的報導上也多被視為是「師奶殺手」。雖然在這些節目中，

男主持人皆被塑造為親民、溫柔、體貼的好男人形象，但是觀眾在收看時，仍是

單向式地接收螢幕前專家的指導與教授做菜的技巧。【型男大主廚】節目除了，

延續這般思維而來的節目風格與呈現，以固定班底的主廚評審教導觀眾做料理

外，更以帥哥、型男為號召，每集出現不同的男藝人明星或一般男性觀眾的創意

料理製作。在觀眾觀賞完節目後，需要上網去替理想的料理或主廚投票，提供了

觀眾參與節目的平台，也導致某些非明星來賓的造星運動，從該節目竄出成為某

些觀眾的偶像。 

因此有觀眾23質疑該節目的重點在料理還是型男，兩者之間並沒有一定的關

連性，他們認為會做菜並不一定是型男，型男也不一定會做菜。然而研究者以為

                                                 
20 裕隆汽車在 1995 年 5 月推出的 All New Sentra 車款，其車款中文譯名即以「新好男人」作為

號召。 
21 江慧君（1995）：〈新好男人 洗手作羹湯〉，聯合晚報，5 月 7 日，第 20 版。 
22 王蘭芬（1996）：〈吃香喝辣自己來 美食”視”界任遨遊〉，5 月 15 日，第 13 版。 
23 參考自 GQ 網的討論版。網址為

http://www.gq.com.tw/club/discuss_reply.htm?catalog=3&issue=0&no=5759577&fro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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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節目將兩者結合，一方面抓住目前型男風潮的議題與熱門，順勢以「型男」字

眼作為打響節目知名度的口號，另一方面，該節目也不只提供各式不同的料理提

供給閱聽眾觀賞，更是提供了各種不同類型的年輕男性，賦予閱聽眾想像與消費

的客體對象，而這也與過去電視節目上多半以女性作為觀看客體的命題大不相

同。只是，該節目並不因此屬於男性收看的節目，根據研究者訪談的結果，大半

的受訪者僅止聽過該節目，而未看過該節目，也並不理解該節目的內容是什麼。 

TVBS 的【Fashion Walker】節目，在 2005 年 11 月 12 日的節目中，推出「型

男高校」的單元，除了原先的主持人錢韋杉以外，邀請了三位男模擔任起專家的

角色，第一集介紹了男性洗澡沐浴的用品與相關常識，第二集則是介紹如何選

穿、保養與改製牛仔褲，不過由於該單元非常態性播出，節目的官方網站也沒有

特別介紹。但是在該節目的網站留言板上，從單元播出以後，即開始有陸續的留

言討論，其中製作單位曾於 2005 年 11 月 24 日提出問卷請網友回答，內容包括

是否喜歡該單元、喜歡哪一位型男、以及希望能夠在節目上看到哪些男性的資訊

等。截至 2006 年 3 月 28 日為止，共計有 413 筆留言，其中回覆者多為男性，對

於該單元的反應多半為喜歡、支持的態度，也希望節目提供髮型、美容保養的資

訊。從網友的回應可知，男性觀眾越趨關心外貌與打扮的議題，也顯示他們對這

方面的資訊未獲得滿足，期盼從電視節目中了解與學習。不過，該節目隨著主持

人錢韋杉因懷孕請辭該節目的工作，使得該節目於 2006 年 7 月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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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型男高校節目截圖 

緯來育樂台的【男人至上】節目，才算是對於當前型男風潮的回應與需求而

開發的新節目。該節目於 2006 年 7 月 21 日推出，三位主持人韓雋凱、何戎與周

子雋分別代表五、六、七年級的男性角度，介紹關於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最新流

行資訊與時尚議題。製作人朱峰表示，收視群鎖定在 25 至 40 歲的時尚男性，希

望男性觀眾透過該節目能夠提昇與培養時尚的品味風格，以及關心男性議題的女

性，企圖以男性談話的方式，傳遞男性心中的想法24。表 2-4 為節目各分集的主

題，其內容多圍繞著男性的流行時尚話題，包括褲子、包包、髮型、美容保養等，

不過在最後幾集則是討論男性的理財觀與感情觀。從節目主題可知，該節目的製

作焦點，其實與合作的 Men’s Uno 雜誌的風格十分類似，也有意想從流行時尚話

題切入，之後旁及關於男性的話題討論，企圖打造男性專屬的談話性節目。 

 

 

                                                 
24 參考自 銘報即時新聞，2006 年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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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男人至上】節目各分集主題 
集數 節目主題 
第一集 超 IN 牛仔褲+男性健臀秘笈 
第二集 男女十大情人禮搜密 
第三集 型男髮型大改造 
第四集 男人時尚內褲大蒐秘 
第五集 型男時尚包+汽車旅館大蒐密 
第六集 男人時尚錶大賞 
第七集 電玩有理，男人無罪 
第八集 男人也怕油頭粉面 
第九集 女人愛美 男人更愛美 整型極機密！ 
第十集 夏日調酒 夜店 High 翻天 
第十一集 男人的收藏品(鋼筆 vs 復古時尚機車) 
第十二集 男人理財 A 計劃 
第十三集 影響男女感情的十大壞習慣－男生篇 
第十四集 影響男女感情的十大壞習慣－女生篇 

資料來源：節目官方網站，

（http://maxtv.videoland.com.tw/channel/uno_on_top/default_002.asp） 
 

 

圖 2-5 男人至上節目截圖（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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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男人至上節目截圖（第十一集） 

由於該節目與時尚雜誌 Men’s Uno 合作，挾有 Men’s Uno 雜誌過去主導男性

議題的功力與雜誌通路的曝光優勢，以及主持人之一何戎退下主播台後轉戰主持

跑道的處女節目，剛推出的時候，話題性十足。然而，開播後的收視率卻只有

0.06 至 0.1。緯來公關羅文貞（2006）表示，「男人至上」鎖定 19 至 35 歲的男

性族群，但播出時段有很多類似的競爭節目，且育樂台頻道於較後面的第 70 台，

並非在塊狀區域內，因此不容易吸引觀眾收看
25
。之後，該節目調整節目的話題

與型態，收視略幅小漲26。然而，該節目於同年 10 月 27 日停播，劉育良27（2006）

認為該節目的播放時間經常因轉播運動賽事而延遲至深夜，導致觀眾印象度不

深，是為該節目停播的主因。不過，研究者從觀眾於留言版的留言發現，主持人

與專家的對談無法切入重點，節目製作不夠用功等都是導致觀眾無心收看的原

因，也正因該節目與 Men’s Uno 合作，觀眾原本寄望該節目能夠提供更有別於雜

誌上所刊載內容，不如預期時也導致觀眾對該節目更加失望。 

                                                 
25 轉引自 銘報即時新聞，2006 年 8 月 12 日 
26 參考自 銘報即時新聞，2006 年 9 月 22 日 
27 劉育良（2006）：〈何戎 3 節目 2 喊卡 主持踢鐵板〉，民生報，11 月 28 日，第 C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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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兩個關於男性時尚資訊的節目，如果單就結果來看，研究者推測可能是

收視率不佳，廣告量不高，才導致停播的結果。然而，若就此論斷該類型節目沒

有閱聽市場，可能過於武斷。從網路留言版的資料與受訪者的說法比對，研究者

認為，這類型的節目不應該沒有收視市場。當這些節目出現時，即表示男性也需

要獲得時尚資訊。但是這些節目在製作包裝、內容設計上，未能符合閱聽眾的需

求。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內容太過於粗淺，資訊量不足，讓有興趣的男性大失所望，

而且這些資訊亦能從其他的媒體（如雜誌與網路）補足，無須只仰賴收看電視節

目獲得，再加上男性過去的收視習慣，並不涉及該類型的文本，導致這些節目在

台灣的市場上未能吸引更多男性收看。 

音樂頻道 Channel V 首先在 2005 年 8 月 1 日推出以 20 位 14 至 20 歲的女生

為主的明星養成節目【我愛黑澀會】，推出之後即在年輕族群之間引起話題。而

後 Channel V 頻道更於 2006 年改為 Channel V 娛樂台，以配合 Channel V 在台

灣的節目改革。目前在台灣的 Channel V 除了播放音樂節目外，還有動畫、綜藝、

電視劇等節目28。之後，由於該節目在年輕族群當中的收視率上漲，加上話題不

斷，繼而也在 2006 年 8 月 14 日的晚間推出以十六至二十四歲的年輕男生為主的

【模范棒棒堂】節目。其節目型態為男偶像明星的養成訓練過程，然而在節目的

包裝與企劃中，一再地以「型男」作為其參賽男性的目標，並且企圖告知觀眾型

男的不同類型與樣貌，必須透過各式試煉與改造，才能成就獨一無二的型男，或

是男明星。該節目推出之後，首週的收視率突破 0.9529，之後 10 月份在北中南

的見面會更是吸引了大批了年輕男性與女性觀眾到場30。2007 年 1 月，節目從中

挑選出六位棒棒堂男孩組團推出 EP，其銷售有六萬張的預購成績31，也順勢讓這

些男孩成為廣告的代言人。這些數據與成果，都讓轉型的 Channel V 頻道開出未

                                                 
28 轉引自維基百科，網址為 http://zh.wikipedia.org/wiki/Channel_V  
29 轉引自星空傳媒網站，網址為 http://www.startv.com.tw/chv/prog.asp?forid=651&nouse=555  
30 劉育良（2006）：〈棒棒堂會粉絲 High 到驚動警察〉，民生報，10 月 9 日，第 C4 版。 
31 袁世珮（2007）：〈棒棒堂會歌迷 接招攝影棚苦等〉，聯合報，1 月 27 日，第 D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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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過的高收視率，也打響了其轉型為娛樂台的名號。 

 
圖 2-7 模范棒棒堂節目宣傳 

 

圖 2-8 Lollipop 發片記者會 

然而節目推出之後，也遭到一些負面的評價與討論。例如有些觀眾認為這些

年輕男生並非以真實的個性在螢光幕前出現，而是故意地裝出可愛或搞笑的樣

子，同樣的批評在出現在【我愛黑澀會】的留言板；也有觀眾認為該節目的原型

與想法則是抄襲日本的偶像藝人團體與綜藝節目的樣貌。而其中最受討論的議題

則是棒棒堂男孩的性向問題，在網路留言板的討論時常出現「男生不該這麼娘」、

「公主幫」等字眼來形容其中的幾位男生，這些網友認為男性應該要很勇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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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男子氣概，而不是愛打扮或化妝。也有些網友上網聲援，認為男生不該只有

一種樣貌，男生的外表可以是秀氣、白淨的，男生的表現可以是害怕或恐懼的，

節目中各類不同的成員，正是呈現了男性的不同形態。不過有趣的是，當有一集

的節目策劃是邀請更加秀氣、美型的男生上節目與棒棒堂男孩對抗時，過去的討

論並不復見，而是轉為攻擊這些在行為舉止或打扮上較為陰柔的男性，這也顯示

原先對棒棒堂中較陰柔男生的支持，其實是植基在節目迷對偶像的支持上，而非

真實地認同這類的男性形象。因此，要宣稱該節目有拉大男性光譜的可能，並且

對於陰性氣質的男性有較友善的對待，研究者仍持存疑。不過即便該節目並非全

然屬於保養美容話題的男性節目，但節目中大量使用「型男」詞彙，棒棒堂男孩

所代表年輕世代的認同的外貌與審美觀，以及節目中頻繁引起討論的性別/性向

話題，均多少對當代男性（尤指年輕男性）的樣態有所突破。 

除了台灣本地的節目外，境外節目也對台灣的時尚資訊造成影響，其中【酷

男的異想世界】節目，正是在歐美掀起時尚美型男風潮討論的始祖節目，當該節

目於台灣播映時，提供了台灣男性閱聽人對於男性時尚保養節目的選擇。然而，

該節目是否如實地被本地的閱聽人接收、該節目中所塑造的風格是否符合台灣閱

聽眾慣常的文化期待，這些問題將在下個段落回答。 

【酷男的異想世界】，英文節目名稱為 Queer Eyes for Straight Guys，是美國

Bravo 電視網於 2003 年 7 月 15 日推出的電視節目，甫一推出即受到廣大的討論

與迴響，也是當年度最吸引觀眾注意的電視節目之一。該節目的風格形態融合了

實境節目與改造節目的特色，每一集節目主要針對一名異性戀或同性戀男子32，

由節目中的五位主持人進行改造。每集的委託人，都會提供某種特殊的事件或情

境，例如求婚、與女友父母的第一次聚餐等，需要接受這五位被稱為”Fab 533”主

                                                 
32 原本的節目名稱為 Queer eyes for straight guys，然而第三季之後改名為 Queer Eyes，修改之後

的節目名稱也反映了節目改造的對象，不僅是異性戀男性，也包括了同性戀男子與女性等。 
33 Fab 5 全名為 Fabulous Five，代表的是節目中神奇的五人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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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的指導。他們分別從各自擅長的領域與專長下手，包括了造型、美食與品酒、

服裝時尚、室內設計、文化與溝通等，將委託人從頭到腳進行變身與改造。通常

的節目流程是主持人到達委託人的家，評估對方的品味程度如何，接著仔細檢查

整個家，快速地評論需要改進的細節地方。過程之中，主持人會企圖了解委託人

獨特的偏好與優點，進而從這些地方下手來給予委託人建議。該節目在 2004 年

得到了艾美獎的肯定，也於同年 2 月 10 日出了以節目名稱為書名的書籍，其中

收錄了節目中改造的過程與五位專家提供的重要應用資訊。 

 
圖 2-9 QE 主持人（Fab 5）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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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酷男異想世界節目截圖（改造韓國男） 

該節目未於台灣播出前，許多台灣的觀眾只能透過網路的途徑收看，直到

Discovery 頻道獲得播映權，在 2004 年 9 月之後觀眾就可以在旅遊生活頻道上固

定收看。而遠流出版社也於 2005 年 12 月出版了中文版的《酷男異想世界》，該

書的中文版也位居博客來網路書店 2006 年的百大書籍暢銷榜上。在此同時，網

路上也出現數個關於該節目的討論區與 BBS 看板，尤其在本地最大的 BBS 站台

PTT 中，原先該節目只是實境節目看板中的討論主題之一，而後隨著該節目可於

台灣收看，網友們連署開闢了酷男版，板上的討論主題大約分為三類：詢問文章、

心得與感想文章、以及討論與分享的文章等。詢問文章的主題多半圍繞著節目的

任務，包括主持人的資訊、推薦商品等；而討論性質的文章則是心得文章的延伸，

多半是網友針對某一集的任務說出自己的看法與心得之後，丟出某個話題提供給

其他網友討論。以整體文章屬性來看，對於該節目的評價幾乎全是正面的看法，

話題也多侷限在節目或主持人本身，這與美國當地的一些論辯有些差異與不同。

在美國有一派認為該節目扁平化性別的認同，意即同性戀男性在本質上、先天上

即較異性戀更具時尚品味與風格，這樣的討論在台灣的網路看板中並未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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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路分眾看板的出現 

PTT 為本地人數最多、看板數量最豐的 BBS 站台之一，2004 之後關於時尚

消費的討論看板也逐漸增加。其中，研究者挑選了三個與男性時尚、保養美容與

整體搭配有關的看板，除了在這些看板中進行參與觀察的研究之外，也訪問了這

三個看板的版主，以補足參與觀察無法得知的資訊。表 2-5 即為訪問版主之後，

本研究整理出關於這三個看板的基本資料。 

表 2-6 網路看板整理表 
看板名稱 成立時間 版友男女比例 主要文章屬性 

Brand 2004 年 7：3 購買文、介紹文、挑選文 

Mancare 2004 年 9：1 問題文、分享文 

Mixmatch 2004 年 7：3 詢問文、分享文（包括 DIY）、挑

選文、資訊性、街拍、改變歷程 

資料來源：各看板與版主訪談內容整理 

這三個看板成立的原因，有其相似之處。最早出現在 PTT 站台中有關時尚

流行與消費的看板為 Fashion 版與 Shopping 版。Fashion 版是以服飾資訊為主的

看板，而 Shopping 版則是以消費購物為主，兩個看板的版友眾多，也多有相互

重疊的部份。當 Fashion 與 Shopping 版無法處理與討論過多有關設計師、精品名

牌故事與歷史、名牌風格的詢問與討論文章，因此 Brand 版於焉成立。Mixmatch

版的成立過程也相當類似，也是因為 Fashion 版無法回覆過多有關街頭品牌與整

體搭配的文章，當時在 Fashion 時常回應此類文章的 Akko 見此，於是召集有同

樣需求的網友另開新版。Mancare 版的成立，則是因為在女性網友佔絕大多數比

例的 Makeup 版與 Beautysalon 版，有越來越多男性網友前來詢問關於男性保養

的問題，這也引起了部分男性網友決定要開設專屬男性保養看板的起因。研究者

發現，此三個看板的成立時間皆在 2004 年中，其成立原因都是源自於對原先網

路看板多樣性不足的需求，也證實了當時有越來越多的男性需要上網尋求關於美

容或打扮的資訊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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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Brand 版的成立原因，乃是為了要與 Fashion 版和 Shopping 版的屬性作

區隔，因此絕大多數的版友都事先做完功課之後，才在板上發問或發表文章。有

趣的是，版主豬頭三表示該版的男女比例為 7 比 3，有做功課的大部分是男性居

多，發問的主題多為品牌的價值、風格與歷史的討論與分享，而女性則是以購買

的問題居多，在該版經常出現的筆戰主題也多與品牌的元素等議題討論有關。根

據版主表示，板友的主要組成份子除學生外，也包括了精品採購、造型師與時尚

雜誌編輯，參考網路看板中的討論話題，以了解目前的趨勢與流行。 

同樣為衣著打扮資訊的搭配板，其版友的比例也是男性多於女性。板上的文

章屬性其餘也與類似的看板雷同，但是較為有趣的是，男性較關心或願意提供當

下的流行時尚資訊，也有男性網友會將日本雜誌中的街拍單元，用數位相機翻拍

後提供給其他網友參考。最特別的是，在搭配板上時常有網友會詢問該如何成為

型男、要如何打扮才會更有型的問題，除了提供意見的文章大量出現外，也有網

友也將自己改造的心路歷程、改造前後的照片都張貼到看板上。這也反映了過去

習於認為女性較男性愛打扮、愛漂亮，然而隨著社會脈絡的改變，男性也越來越

注重自己的穿著與打扮，並且易於透過網路作為吸收流行資訊的媒介。雖然男性

打扮的風氣越來越興盛，但是搭配板上卻時常有討論男性愛打扮是否太過娘、型

男或是型娘的筆戰，以下的兩段對話，可以看出即使男性越來越被接受打扮，仍

有某些風格或形象是被認為有損男性氣質的，而有不有型與娘的差距似乎也就因

人而異。有型是否作為男性擺脫傳統被認為的打扮方式，而有可能作為中性、甚

至跨性別裝扮的可能呢？或者某些有型的打扮將作為有損男性氣質的反例，反而

更僵化了男性裝扮上的可能性？諸多的可能性在第四章將透過行動者的口述有

更進一步的討論。 

挑起討論的網友質疑：許多人一昧地模仿日本或歐美的流行打扮，卻忽略

了本身身材是否適合，尤其以所謂的「日系」風格，強調衣服的混搭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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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運用，但是有些男生穿起來卻十分的女性化、娘味，但仍會有版友覺

得這樣的穿著很有型。因此該網友對於有型與娘兩者的劃分與認定，提出

了疑問。 

回應的網友：我同意不是每個人穿著什麼都是適合的，但是得找出適合自

己的風格。至於我覺得被說穿著很娘，沒什麼大不了的。我也常被說穿著

很娘，但我覺得這反而是另外一種感覺，很多服裝品牌設計師都是同性戀

者，我想在現今這各社會也見怪不怪了，但是他們往往能發現一般人所不

能發現的，是敏感也是充滿創意藝術，而搭配上更是如此，許多平常想不

到搭配的巧思，往往都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到，甚至一些衣服搭配或者 size

比例上的運用更是比我們這些人還要出色（中略）。所以說型娘沒什麼不

好，內在的氣質才是更為重要! （原文引述於 PTT 搭配板，2006 年 8 月 21

日，底線為研究者所加註） 

Mancare 板，顧名思義為討論男性時尚、清潔與保養用品的看板，成員約九

成為男性。板主侯宗佑透露，剛開始創板的時候，人數相當少，一直到 2005 年

初後，人數才比較明顯地增多。男女比例上，原先一開始也是以女性居多，女性

會到該板幫男朋友詢問保養的問題，後來越來越多男性發現該板能夠提供美容保

養的資訊，也願意主動地在板上發表文章與發問，也導致男性的人數遽增。剛開

始，在板上的問題也較女性網友較多的 Makeup 板與 Beautysalon 板來得淺，多

半是詢問要如何挑選保養品、皮膚不好如何改善等基礎性保養的文章，直到後來

才有較進階的保養問題與分享，以及男性彩妝的討論。近一年來，也有越來越多

的男性來到該板詢問要如何變成型男。侯宗佑表示，該板的屬性其實包括了男性

所有關心的時尚議題，當有網友前來詢問要如何改造時，版友會依照發問者的需

求提供解答外，也會引導他們前往 Jeans、Mixmatch、Fashion 等看板尋求更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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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根據研究者的觀察，該板每日最高峰時間的看板人數從原本的 10 多人

增加至 70 多人，對於男性保養的討論也越來越有深度與系統，亦有專家型的網

友時常會提供解答。 

第四節 小結 

媒介景觀大致上是以影像為中心、敘事為基礎……提供給閱聽人一系列的

元素（例如人物角色、情節、以及文本形式）所構成的腳本，其中的片段

可能源自他們對自己、或是對異域人們的生活想像。這些腳本又會分散成

一組組複雜的卻又是人們賴以維生的隱喻；它們協助人們建構對「他者」

的敘述，以及對可能的生活與幻想的原型敘述（proto-narratives），這乃是

獲得與移動慾望的前奏34。 

本節回顧了影響型男風潮的各種媒體，包括雜誌、電視節目與網路，並且也

介紹本地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對這些媒介地景之打造與鋪陳的討論，嘗試瞭解台

灣男性受到何種媒體文本的影響，本地媒介特殊之處為何，以及本地與國外的媒

介文化與內容有何差異。 

此外，Arjun Appadurai(1996)對於媒介景觀的概念，說明了媒介如何作為行

動者慾望的文本，也成為行動者從事消費的觸媒與想像的依歸。當跨國媒介流動

成為台灣巨型文本系統的一環時，行動者所慾望的對象也跨越了國界，在下一章

本研究將論述行動者如何因為跨國的媒介流動與接收，轉變為跨文化的消費活動

實踐。 

                                                 
34 Appadurai, A. (1996: 35-36).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