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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跨文化消費 

文化消費（cultural consumption）是一種社會活動，也是一種日常實踐。在

文化消費中，我們一方面展現了製造文化的創造自由，一方面也體現了對

文化工業的依賴。透過文化消費，人們可以實現許多不同的社會與個人目

的：我們消費的內容或方式，訴說了我們是怎樣的人，或者是我們想要成

為怎樣的人，經由消費，我們可以生產並保持特定的生活風格35。 

三重奏：消費、文化消費到跨文化消費 

物品與文化常存著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Grant David McCracken(1988)認為

文化的類屬必須透過某個文化中的物質性物品才能被證實或具象化，同樣地，物

品被創造出來，某種程度上也是仰賴於該文化作為藍圖來打造，然而物品的文化

意涵在消費的實踐之後，隨即因著消費者的主觀經驗與主體認知而有所不同。

Amanda Vickery(1993: 284; 轉引自 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1：11)則主張，要

充分瞭解文化消費時，必須要追蹤物品如何進入消費者的個人經濟體系，如何在

移轉的脈絡和變動的關係中，被賦予新的意涵。亦即是，當物品被消費及擁有後，

其意涵即脫離了原先的物質性或功能性意義，而因為使用者自身的脈絡與挪用，

轉變為具有象徵性意義的物品。Ann Bermingham(1995: 13; 轉引自 Storey, 1999/

張君玫譯，2001：9)也提醒我們，應該要將文化消費的觀點從實用的觀點，轉向

挪用（appropriation）、流通（circulation）和拼貼（bricolage）的結構，以及美

學、幻想、規訓和性的複雜作用。 

作為文化消費主體的人們，其認同也並非一成不變，其主體的位置也始終在

                                                 
35張君玫（2001：xiii）。《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北：巨流。（原書：Storey, J. [1999].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rn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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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中，以 Janice Radway(1988: 366; 轉引自張君玫，2001：169)的話來說，這

是一種游牧與分散的主體性，她提到「從日常生活的習慣與實踐出發，歷史主體

本身以各不相同的連結與關係，遊牧在日常生活之中，從而主動、斷斷續續、甚

至矛盾地拼湊這些習慣與實踐」，文化消費的重點不僅在特定文類的消費，而是

日常生活的實踐。 

然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文化消費的疆域擴成為全球，物品、地域與文化之

間的流動更為複雜與多變。隨著跨文化的情境出現，就必須重新省思商品與文化

之間的關係。David Howes(1996)指出，當商品跨越國界時，商品所具體呈現的

文化意涵也需要被重新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Lee(2004)認為跨國媒體與

跨文化消費所提供的選擇權，造成了去／再領域化（de/re-territorialization）。 

去領域化指的是一種文化實踐與其原屬之社會及地理性領域關連的脫勾

（detachment）(García Canclini, 1995:229; 轉引自 Lee, 2004)。然而，去領域化並

不是一種庸俗的「無疆界」（broadless）的宣稱，Lee(2004)認為我們不應該僅將

目光聚集在既有領域性的去（de），而該注意到同時發生的再領域化。「同時發

生」意味著去／再領域化不是單向的過程，而是持續不斷交融的雙向關係。他提

到人類學家 Jonathan Xavier Inda 和 Renato Rosaldo(2002)倡言以「去／再領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來取代未顧及（再）領域化力量的「去」領域化。換言之，

當「去」領域化的推力將人們的文化或認同，自其所屬之地分離出去；同時間就

會有另一股「再」領域化的拉力將之牽引回某一屬地。正如同全球化與地方化的

重疊與連鎖，哪有出現去領域化，再領域化則會一起出現。 

因此，人們對於事物的看法及其自身的認同，將不受限於「當地文化」的視

野，隨著全球化進展，文化之間的交流增加，進而瓦解了文化與地區之間的關連，

而失所的文化之間也產生了新且複雜的文化融合形式。這種複雜交織的關係，

Howes 將之稱之為克里歐化（creolization）或混雜化（hybri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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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里歐化原指兩種以上的語言在彼此交流之後，發展出新語言的情況，因此

其過程必須在兩種以上的文化相互碰撞才發生，分屬於不同文化以下的個體也必

然認知到不同文化衝擊之存在，各自的文化元素彼此融合後將產生一個新文化的

生成，這個新文化雖然與其原生文化存在著差異性，卻也保留了某些原生文化的

要素（Mille, 1994：159-160; 轉引自何慧雯，2002）。 

在跨國資本流動的情形下，外來的商品與其背後的文化意涵與形象，也會在

當地重新形構出新的文化。Howes(1996)指出，當商品重新被脈絡化之後，在該

社會中被賦予了新的意義，原先商品內含的意圖也不一定被當地消費者所解讀與

認可，反倒是當地消費者介入了對該商品意義的解讀過程。因此，如果對應本研

究企圖探問的核心來看，從單一地區單一商品的解碼與運用，因為全球化的發

展，消費本身不只是文化消費而已，更是跨了國界之後的跨文化消費。立足於台

灣本地，研究者將觀看本地的消費者如何接納吸收各類不同來源的文化，從中雜

揉融合出何種新的文化意涵，行動者在這過程當中，如何建立出自我的認同與風

格裝扮。 

因此，本章首先透過消費市場的現況搭建出台灣本地男性消費市場的面貌與

幅度，繼而將探討行動者如何透過消費進行自我的風格建構，以及這些風格援引

自哪些文化想像與風格類屬，進一步從中釐清消費物、消費文化與消費者之間的

三重關係，並構築出台灣本地型男消費的力道與意涵。 

第一節 消費市場概況 

一、本地男裝市場發展考 

過去，男性的消費市場大半著重在銷售刮鬍刀、運動器材、汽機車與菸酒等

商品，其目的乃將男性定位成運動型、或抽菸喝酒的消費族群；然而自 80 年代

以降，由於生活型態的改變，男性從商品的純物質觀點，漸而重視商品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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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象徵性，而服裝也作為男性主張與表達其自我意識的方式之一，一方面服飾業

者開始注重男裝的產品線，另一方面，為了因應勃發的男性流行資訊需求，男性

雜誌業者也逐步開發男性時尚雜誌的市場（陳盈達，1993）。 

經歷過 1974 年與 1979 年的國際石油危機後，減緩了國內經濟成長率，也對

台灣對外貿易發展造成影響，而這個影響持續到 1980 年代（葉立誠，2001）。

1980 年代中期，台灣對外貿易順差逐漸擴大，造成美國進口成長的停滯，也使

得當時美方要求放寬進口規定與降低關稅的要求。因此，當時政府採取降低關稅

的策略，連帶也使得紡織類產品的關稅，從原先的 60％、70％降至 15％，加上

台幣升值的優勢，使得進口服飾的比例大幅上昇，1989 年的男裝進口從原先的

15％，上升至 30％，之後且逐年增加（張弘明，2006）。此外，80 年代以後，

由於國民所得不斷地提升，國人出國觀光的機會大增，以及社會上普遍流行使用

國外名牌的風氣盛行，也使得國外的知名品牌大量傾銷台灣，這也導致更多的男

性品牌在台灣的市場中出現（葉立誠，2001）。 

此外，1987 年 1 月 12 日，教育部開會決議通過解除學生的髮禁，也改變了

學生對審美觀與外貌的定義與價值。葉立誠（2001：210）描繪了髮禁解除之後，

對青少年文化的影響： 

  過去中學生在這個階段根本無須打扮，因為都一樣「土土的」，可說是

人生服儀審美的「灰暗期」。但髮禁解除之後，髮廊生意受此影響而出現

業績上升；少男、少女服飾的銷售情況也有顯著的提升，許多服飾流行商

品更備受中學生的青睞。 

從以上的敘述可知，從髮禁解除以後，青少年的外在要求，脫離了原先桎梏

且僵化的規定，在許可的範圍之內，學生擁有了有別以往、可以獨立選擇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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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導致了 90 年代以後，蓬勃的青少年文化的發展與其他可能性得以突破的契

機與起點。 

1990 年以降，國外品牌與進口服飾大量增加，消費者開始逐漸接受直接由

國外進口的商品，甚至要求或希望商品直接由國外進口，而不是以代理商或授權

台灣的製造的方式（張弘明，2006）。根據黃元淳（2002）的研究整理，當時進

入台灣市場的外商，大致上為兩個方向： 

1. 港商 

由於香港一直以來都屬於亞洲服飾進口的樞紐，除了日本之外，大部分的世

界服飾品牌也都可以在香港找到，也因此香港的貿易商與代理商具有一定的規

模。當時他們著眼於台灣進口市場的未來發展，而紛紛進入台灣的市場，其中又

可細分成中國人的港商，如 Joyce、Toppy，以及外國人的港商（國外原廠在香

港設立分公司），如台灣迪生。 

2. 國外原廠（直營商） 

隨著台灣消費市場日益擴大，國外原廠逐漸以合資或獨資的方式進入台灣市

場。所謂合資的方式，乃是以國外原廠與國內的業者分配股份的方式共營，而獨

資則是直接在台灣設立分公司，如 Chanel、Dunhill、Gucci、LV(Louise Vuitton)、

Christian Dior、Prada 等。 

由於國外進口品牌越來越多，也導致進口男裝的市場區隔越來越細。張弘明

（2006）認為，在 1980 年代末，男裝的市場已經趨向兩極化的市場區隔發展，

其一為少男服飾為目標市場，價格低廉、優惠，不以品牌作為號召為其特徵；其

二則是高單價、高品質且具有品牌形象的紳士男裝，其主打的消費層級為年齡層

較高、35 歲以上的男性。他認為在這兩個市場之間，除了品牌的差異、價格的

高低外，其主要針對的消費層出現了斷層，亦即是，在 18 歲至 35 歲之間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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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這兩種類屬中作選擇，然而過於年輕的少男服飾無法提供這群男性上班時

裝束的需求，而紳士服的高單價也使得他們望之卻步。 

在 1990 年代初，出現了所謂的「青紳服」，企圖去滿足 25 至 35 歲年輕男

性的需求。過去一直強調嚴謹莊重的西裝，也染上了休閒與流行的氣息，越來越

多的國外進口品牌，帶來了休閒風格的概念，打破了過去台灣男性認為服裝只有

一整套西裝或運動球鞋短褲的二極劃分。突顯個人特色與風格品味的休閒服裝逐

漸取代了西裝的筆挺形象，可見休閒的概念逐漸在台灣男性的消費品味上逐漸提

升。在明確地區隔出目標市場後，代理商從各分層中去談定國外的知名品牌，因

此造成每個代理商都握有「中生代」、「青壯年」與「初老」等不同年齡層與不

同消費單價的品牌（張弘明，2006）。 

同時，在 1986 年太平洋崇光百貨打開國內進口高級男裝的市場後，90 年代

中期，這些高級精品男裝看中台灣的商機與市場，紛紛在台開設專賣店，根據黃

元淳（2002）的調查，在 1997 年之後，國外品牌廠商紛紛從原代理商的手中拿

回代理權，改以直營的方式在台灣設櫃，當時台灣男裝品牌中，自營商的比例高

達 80％以上，這也與精品品牌集團的併購、壟斷，以及採取全球一制性的行銷

管理策略有關。這些高級品牌改變了台灣男性的消費習慣，也帶動了中價位進口

品牌的市場發展。 

王家英36（1992）提到，當時一些新竄起、具高度創意的年輕品牌逆勢成長，

許多知名國際品牌或設計師品牌也開始建立副牌。這些副牌繼承了原先品牌的精

神與風格，但價格卻是正牌品牌的一半，吸引了許多無法購買正牌的消費者37。

從商業角度來看，這些副牌培育了潛在客群，使得這些消費者先從副牌著手，等

                                                 
36 王家英（19922）：〈高貴不貴 時裝市場新主流〉，經濟日報，3 月 12 日，第 31 版。 
37 --（1992）：〈個性男裝 潛力浮現〉，民生報，3 月 14 日，第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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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足夠消費能力時，再成為正牌的消費群38。張弘明（2006）認為，當時這些

副牌吸引到消費群，除了具有消費力的上班族群外，也包括了以工讀作為收入的

青少年族群，他們已經成為新一代的消費主力，在購物時，「品牌」亦是他們考

慮的目標之一，而男性在選擇服裝時也越來越時髦、流行，甚至以耍酷或性感作

為風格塑造的重點，這不僅說明了消費年齡層逐年下降的事實外，也強調了男性

（主要是青少年）作為男性嘗試打扮的先驅，他們的流行文化與品味認同將再度

影響主流的時尚風格圈中。 

目前，就研究者的觀察，本地男裝市場在品項上與品牌上均多樣細分。從服

飾的品牌來源國來看，包括了歐美、日本、香港等地的品牌，甚至連比利時、澳

洲等地過去較少見的設計師品牌，也於近年進入台灣市場。如果就服裝的年齡層

區分，過去的市場針對不同的年齡分層，如青少年服飾、青紳服、紳士服等，而

近年來尤以青少年服飾與青紳服的成長比率最劇，在本節的第四段，將就百貨公

司針對男性服裝的發展進行更深入的調查與現況描述。 

二、男性的面子 

根據產業技術資訊服務推廣計畫（ITIS）對化妝品的定義，其中特別針對用

於男性臉部之修容、保養、保濕的製品，名之為男性化妝品。 

從男性化妝品或保養品市場的調查數據來看，簡仁傑（1985）描繪了 1980

年代的男性保養品市場，當時的男性保養品供應商總計約十家（見表 3-1），主

要分為本地製造商與代理商兩類，本地製造商主要供應護髮系列產品，而代理商

供應的產品線則包括護髮、刮鬍、臉部保養、古龍水等系列，兩者合併統計的年

銷售額約 1.5 至 2 億元，而每年的市場成長率未超過 2％。當時本地製造商擬定

的目標市場為大眾普及的市場，例如學生、軍人與一般大眾，然而代理商則是以

                                                 
38 --（1992）：〈價格討巧 設計有潛力〉，民生報，3 月 19 日，第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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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階層的高所得人士為目標客群。儘管當時已經有廠商以「男人就該用男人專

用的洗面皂」以及「使用男士保養化妝品散發出男人獨特的魅力」等口號作為分

眾化市場的訴求口號，然而在市場的反應與銷售上仍未能被消費者普遍接受，簡

仁傑（1985）以為其原因在於業者對消費者的宣傳教育不足，導致男性缺乏需要

保養的觀念，加上社會普遍對於男性的儀容不甚重視的緣故。 

表 3-1 1980 年代男士保養化妝品供應商之產品線 
男士保養化粧品類別 品牌 供應商 
護髮系列 刮鬍系列 臉部系列 古龍水系列

賓士（VIP） 盛香堂 ˇ    
丹頂 台灣丹頂 ˇ ˇ ˇ  
百特士 台灣資生堂 ˇ ˇ ˇ ˇ 
卡斯特 小白菜化學

社 
ˇ   ˇ 

偉特利斯 台灣必治妥 ˇ    
邁士，恩思達 世妝公司 ˇ ˇ ˇ  
大巴可 ＊光采企業 ˇ ˇ ˇ ˇ 
歐仕派 ＊吉時洋行 ˇ ˇ ˇ ˇ 
ˇ：代表各品牌所供應之產品線   ＊：代理商 
資料來源：簡仁傑（1985）。《台北市男士保養化妝品使用者生活型態之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姿伶（2005）於民國九十四年一月至七月，調查了台灣地區男性專屬保養

品的市場概況，以藥妝店或賣場通路販售的品牌包括澎澎、花王（Biero）與 UNO

系列，以網路做為販售通路的為 DHC for men 系列，而在百貨公司中設立專櫃的

則包括資生堂國際櫃、克蘭詩、碧兒泉及 KHIEL’S 等，而產品內容包含基礎保

養、清潔、保濕、刮鬍與香氛類（見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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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05 年台灣區男性保養品市場概況 
品牌 產品品項 廣告訴求 

碧兒泉

（Biotherm） 
清潔、刮鬍、基礎保養、香氛

等 19 項 
感性（夠 Man） 
理性（產品介紹、促銷） 

克蘭詩

(Clarins) 
清潔、刮鬍、保溼、抗皺等 11
項 

感性（暢意快感、活力自信）

理性（產品介紹） 

KHIEL’S 清潔、刮鬍、基礎保養等 6 項 感性（極限男人味） 
資生堂國際櫃

（Shiseido） 
基礎保養、特殊保養等 10 項 感性（品味時尚的都會型男）

理性（產品介紹） 

DHC 基礎保養、刮鬍商品等 9 項 感性（男人味）理性（產品）

澎澎 沐浴及洗髮商品 2 項 感性（男人味） 
花王（Biore） 沐浴、洗髮、洗臉 感性（男人味） 
資料來源：陳姿伶（2005）。《自我監控、廣告訴求與媒體類型對廣告效果之影

響－以男性保養品為例》。國立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論文。 

於此段，研究者於 2007 年 6 月，再度對市場上的男性保養品品牌與產品進

行調查。由於目前男性品牌的成長迅速，品牌或產品線的數量較前些年為多，因

此研究者在進行品牌調查與整理時，也較為困難，因此在分類上，研究者選擇以

通路作為分類的依據，區分為百貨公司專櫃品、百貨公司保養或生活用品專賣

店、郵購通路、一般開架通路等，蒐集各通路的男性保養品品牌與商品分類，並

且試著描繪各品牌主打的概念與形象為何，見表 3-3。 

除了表中整理的男性品牌以及其推出的產品外，另有許多品牌所推出的商品

並未刻意強調是男性或女性專用，而是以中性化的風格呈現，例如澳洲品牌

Aesop 則是強調其專業級的功能與效果，並未刻意區分其保養品銷售對象，或是

強調其產品男女性皆可使用。除了產品包裝打上「男性專用」的保養品外，這類

中性化的品牌也逐漸成為男性在選購時的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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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3 可以得知，男性保養品的主要商品線仍是以清潔為大宗，其次才是

保濕、控油等功能，不過品項的區分化已經較 5 年或 10 年前來得更精細，這也

表示男性在皮膚保養與照護上，有較以往更多面向的需求。過去十年前，男性的

保養僅侷限在清潔的層次，相對於目前各細分的品項，清潔僅是對於自我身體的

被動處理，而現在品項的多樣性，凸顯了男性從被動的清潔處理角色，轉為積極

主動的保養與修護。因為男性逐漸漸趨懂得保養自己面子與身體的重要性，也因

此造成了各類型商品分工的精細程度。 

以通路來看，專櫃品牌也較開架式品牌在產品線的區隔上更較為完整，訴求

與品牌個性也較為凸顯，而開架品牌多以清潔類型商品作為主要訴求，價錢也較

保養品專櫃低廉，無論是商品的主要功能，或是廣告的文案說辭，皆以「簡單、

一次完成」與保養品專櫃精細的品項作為區隔。除此之外，近幾年亦有郵購通路

的商品加入戰局。一些生活居家用品店，如無印良品，一開始進入台灣市場時，

因為其產品外包裝無任何裝飾，因此較不會有消費者性別設定的問題，多半消費

者認為該品牌為中性化的品牌。即使如此，該品牌的主要消費客群仍以女性居

多，不過在 2006 年夏季，該品牌推出了男性專屬的保養品系列，試圖擴展其品

牌的消費族群。綜上所述，男性的市場除了原有的通路外，其他的通路亦推出男

性專屬產品。因此，從數字表象來看，男性保養品市場可被視為兵家競爭之地，

也表示許多廠商與通路相當看好該市場的前景與發展。 

在媒體報導方面，自由時報於 2003 年 7 月 17 日報導了該年開架式男性保養

品市場約有 1 億 3 千萬，較前一年成長了 160％，蜜妮與 Uno 是開架式男性保養

品的前兩大品牌；而在百貨公司專櫃方面，碧兒泉（Biotherm）在 2003 年的業

績較 2002 年成長 53％，倩碧（Clinique）的男性保養品業績佔整體的 2 至 3 成，

雅男士（Armis）與資生堂（Shisedo）也各有 3100 萬元和 2000 萬元的銷售額（轉

引自賴耿欣，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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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報在 2006 年 2 月 6 日報導 2005 年全年男性保養品市場的年銷售額，文

中提及克蘭詩（Clarins）公司於 2005 年的男性保養品市場比 2004 年成長 58%，

並且預計 2006 的銷售額會比去年成長 50%以上，而倩碧（Clinique）公司在全省

有 32 個專櫃，從實際的市場面發現，男性保養品的購買者的男女比例，從 5 比

5 拉高到 7 比 339。同年 6 月 18 日，自由時報也指出過去兩年來男性保養市場成

長率在 40％至 60％之間，市場規模達十億元左右，包括 Kiehl's、倩碧、碧兒泉

等專櫃品牌均鎖定台灣男性市場推出相關用品。 

綜合以上數據（包括品牌調查與媒體報導）可觀，台灣的男性保養品市場有

與日俱增的趨勢，男性的保養觀念也逐步增長，而品項上也逐漸的細分化。然而，

光從數字帳面上的解讀，其解釋可能是預測性的詮釋。因此本研究除了品牌的調

查外，亦採訪探問化妝品產業的資深從業人員，企圖從另一種角度與觀點，來分

析目前的男性保養品市場。 

三、保養市場分析：專訪碧兒泉品牌經理 

研究者為了更深入瞭解目前男性保養品的市場概況，並且企圖分析各品牌如

何建構自己獨特的特性，以及如何與其他品牌的進行差異，因此研究者與目前市

場銷售量及市佔率佔領先地位的碧兒泉（Biotherm）品牌經理李曜安40進行訪談，

試圖從他的談話中來釐清該品牌如何對男性行銷、其他競爭品牌的策略、各通路

銷售情況的不同、以及未來發展趨勢為何。訪談於 2007 年 5 月 25 日進行，時間

約為兩小時。 

受訪者李曜安提到在十年前曾在美髮沙龍品牌肯邦旗下的 American Crew

                                                 
39 參考自 民生報，2006 年 2 月 17 日 A6 版 
40 訪問當天，研究者對李曜安的描述是：「酷帥的短髮，蓄著很有個性的鬍子，Polo 衫加上牛

仔褲的打扮。」他提到：「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就懂得保養了。當時的想法純粹只是想跟別人

不一樣，要讓自己更帥、更有自信一點。我保養通常就僅只三個步驟：清潔、化妝水收斂與保濕，

比較不同的是我會就白天與晚上使用不同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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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男性美髮品業務一職，即使該品牌當時已推出男性全系列的美髮用品，但是

因為當時國人對男士保養的觀念尚未開啟，導致國內男性市場反應不佳。然而，

過去幾年的男性保養市場發展，就他從 2005 年到萊雅集團工作之後，發現該市

場的發展迅速蓬勃，同時有許多競爭品牌也紛紛加入該市場。 

整個風潮趨勢從 2004 開始延燒，2005 年快速成長，到了 2006 年這個市場

已經是兵家必爭之地的情況。直至目前，許多品牌正準備要涉足這塊市場，

包括同集團底下的 Lancome 品牌也於 2007 年推出男性全系列商品，各廠牌

都企圖從中獲利。（受訪者李曜安） 

碧兒泉原本也是以女性為主的保養品牌，但是在 2004 年以金城武為代言人

之後，成功將男性保養品帶入台灣市場，也打開了男性保養品市場的競爭局面。

在目前競爭的環境中，碧兒泉的銷售額仍是男性市場的第一名，在百貨專櫃男性

品牌，約有近五成的佔有率。 

自從 2004 年碧兒泉以金城武作為品牌代言人後，業績大幅成長，當時的品

牌企畫概念乃是希望將過去年輕有活力的大男孩路線，轉為更成熟的男人

風格。由於金城武在兩岸三地，甚至星馬一帶的曝光率與知名度極高，因

此選擇以金城武作為跨國的品牌代言人。該品牌目前主要訴求對象為 20 至

35 歲的年輕男性，包括學生以及上班族群，其中以 20 至 30 歲的男性為大

宗，每位顧客平均單次消費金額約為 3000 元。（受訪者李曜安） 

根據上一節的調查指出，目前百貨專櫃品牌中，除了碧兒泉之外，另外還有

雅男士（Lab Series）、克蘭詩（Clarins）、倩碧（Clinique）與資生堂（Shisedo）

等品牌。其中，雅男士及克蘭詩和碧兒泉合稱男士保養品市場的「ABC」三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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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並且此三個品牌也在 SOGO 百貨復興館（BR4）搭建男性專屬的化妝品專櫃，

在男性樓層設立專屬的專櫃，也讓男性消費者較容易願意上前詢問或購買。 

SOGO 百貨復興館開幕後，由於碧兒泉在男性樓層設櫃，而不是在一樓的

樓層，結果上櫃的男性多達七成五，證據顯示購物的環境仍影響男性是否

上櫃購買產品。（受訪者李曜安） 

研究者進一步追問，以從業人員的角度來看，在進行對男性進行行銷策略的

擬定時，與原本向女性消費者行銷的方式有無異同，李曜安認為，「百貨公司一

樓的化妝保養品專櫃以往多是女性駐足購買之處，如何讓男性覺得自在、舒適，

並且能夠上前諮詢或購買，因此專櫃環境氣氛的營造、銷售人員的專業態度與話

術都是品牌行銷者以及教育訓練人員在品牌形象建構與教導第一線人員時的重

要思維。」 

就上述提到的專櫃氣氛的建立與銷售人員的態度，李曜安提供了兩次作為消

費者的經驗，認為其他競爭品牌在這些方面仍有待加強，專業人員的訓練會影響

消費者是否願意再度臨櫃購買，這也提醒行銷者在進行品牌策略時得更加注意。 

有一回到倩碧櫃上諮詢商品時，專櫃小姐的介紹不夠專業，還偷看商品背

後的說明，很明顯地讓我感到專櫃人員的訓練不足。另外一回，到資生堂

購買時，卻拿到因為貨品堆疊而導致包裝凹陷的商品，我認為，每個小細

節，都會是影響消費者是否再度回到櫃上購買的重要關鍵。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在專櫃的陳列上，這兩個品牌都將男性系列放置於角落

或邊緣的區塊，導致男性消費者在消費中會容易覺得不自在，或是有種「偷偷摸

摸」的感覺。因此，櫃位的設定的確影響男性消費者購買的意願。 



 85

隨著各品牌紛紛進入市場，市場的擴張程度與行銷定位是否更加精細與分

工？各品牌的利基點與差異化特色為何呢？在面對其他兩大品牌的競爭之下，碧

兒泉品牌經理在分析競爭對手的行銷策略與品牌定位時，有下列的評論。 

隨著各品牌推出男性產品，前幾名的領導品牌並沒有將餅做大，卻有越多

人來瓜分市場。我認為 Lab Series 在品牌的定位與塑造不夠鮮明，即使他

是來自美國的老品牌，也是唯一專賣男性保養品的品牌，但是在行銷與包

裝上不夠搶眼，代言人也以為外國人為主，與台灣的消費群距離太遠。克

蘭詩則是主打年齡層較高的熟男路線，但是一方面女性商品中的瘦身產品

光環太大，「講到克蘭詩，大家都想到小 S 代言的瘦身霜」，另一方面則

是「在地化不足」，即使找了兩岸三地的天王郭富城代言，但是媒體露出

的曝光與宣傳不足，都是目前市場未打開之因。（受訪者李曜安） 

根據表 3-3 的調查，除了百貨公司專櫃之外，一般開架式通路也推出了許多

男性的保養品，因為開架式商品的價格較百貨專櫃低廉，許多男性也容易因為價

格問題，而多購買開架式商品。 

一般台灣男生對洗臉的要求，不外乎洗得乾淨、清潔力強、不要有太多香

精味。一條開架的洗面乳不超過兩百元，他們又怎麼會到專櫃來買一條八

百元的呢？因此，未來的男性市場會因應通路屬性的不同，產品的屬性與

主打也會有所不同，可能清潔性的產品多在大賣場做開架銷售，而保養類

的商品則分屬至百貨專櫃來販售。（受訪者李曜安） 

從受訪者的說詞中，可以看出未來的男性保養品的市場，會隨著產品的屬性

不同，主打的消費客群不同，而採取不同的通路販售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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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男性市場看起來一片榮景，從銷售數字來看，成長比例與幅度也很

大，那麼當從業人員在進行品牌策略行銷時，目前有遭遇什麼樣的困境？ 

從市佔率來看，看起來很熱的市場其實也只佔所有化妝保養市場的 1%至

2%，絕大多數還是女性的化妝品。因此在做品牌行銷時，總公司其實不願

花大筆的預算或投資在男性的保養品系列，男生市場的預算真是少的可以

因為男性不若女性，可以從 8 歲到 88 歲都使用化妝保養用品，男性消費者

出現年齡上的斷層，目前最主要的消費層還是以 20 至 35 歲的男性為主，

未來頂多可能會再延長 5 至 10 歲。（受訪者李曜安） 

從行銷的角度來看，要如何喚起不關心保養的男性的自覺，或是改變他們的

認知呢？本研究的第二章，即以媒體作為男性愛美概念的推動器，媒體並非全然

主動報導新的流行趨勢，其背後的行銷者也善於善於媒體宣傳品牌認知與保養概

念，產業中的行銷人員也不會諱言在媒體中採取置入性行銷的方式來灌輸閱聽人

愛美與消費等議題。 

在媒體的曝光與廣告上，我會選擇配合媒體的提案，喜歡不著痕跡的廣告

曝光與品牌 logo 的露出。根據我的瞭解，台灣的讀者最喜歡雜誌提供產品

大評比的內容，例如介紹去角質商品，編輯會整理比較市場上的商品，捉

對廝殺，這種呈現是讀者最喜歡的方式。一般人最不喜歡的是別冊，覺得

這會妨礙閱讀，而且現在的消費者很聰明，看到這樣的廣告稿就會跳過去，

廣告效益不大，基本上目前選擇會上廣告的雜誌主要還是以男性的流行時

尚雜誌為主。（受訪者李曜安） 

根據研究問題，過去常被認為愛美太過娘味的觀念，對於行銷者來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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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克服對消費者的說服與認知呢？ 

我要感謝 MAC 與 Bobbi Brown 等彩妝品牌，由於他們也推出了男性的彩妝

系列，逐漸改變人們對於化妝的想法，但是至少已經讓男性比較起來會覺

得保養反而不是一件娘的事情。他們在訴求上是圍繞著「越在乎你自己，

別人就越在乎你」的想法出發，而男性保養品牌只是提供給男性一項快速

的解決之道而已。不過我們在行銷的手法上，也會針對男生有些許的不同

之處，像是化妝水可能會改名為淨化水，讓男生不會覺得一定是化妝才能

使用。（受訪者李曜安） 

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到化妝跟保養的關係，既是密切，卻又有所差異，

尤其對於男性的消費者來說，化妝似乎較保養更被視為帶有女性氣質的行為，行

銷者一方面運用該特點，將保養過去被認為較女性化的程度削弱，一方面也希望

彩妝的品牌能帶動男性愛美的趨勢。 

以台灣目前的環境來看，我認為未來會保養或化妝的男生比例上應該會增

多。但是單就化妝的市場來看，可能市場還不夠成熟，因為台灣的天氣濕

熱，光保養就會讓男生覺得臉黏黏的，更何況還上層粉，加上台灣也不是

強調男生要皮膚白的國家，所以風氣上可能還不甚普及。我覺得進行基礎

保養、修眉、蓄鬍等的男生比例，在增加上比較容易。看看 MAC 跟 Bobbi 

Brown 能否帶動起男性化妝的風氣吧，因為他們算是很中性且專業的品

牌，如果他們帶動了風潮，男性的市場也會更打開吧！（受訪者李曜安） 

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目前的男性保養品市場熱潮仍是方興未艾，目

前的各大品牌也採取不同的方式來行銷男性消費者，例如找偶像明星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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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男性專屬專櫃等，在媒體的廣告上，也經常採取置入性行銷的方式，企圖影

響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認知與對愛美概念的重視。對於男性愛美的議題也採取中性

化、正當化的行銷策略，企圖去減損過去常被認為這是具有女性化味道的普遍認

知。無論是百貨公司專櫃，抑或開架式品牌，從上兩節的介紹，可以知道男性的

消費市場乃是目前各企業亟欲開發的市場之一，而消費者也因為接受來自媒體與

品牌的推廣概念與資訊，也逐步接受男性保養的觀念。 

四、百貨公司地景考 

在本段，將先以台北市的百貨公司地景沿革與變遷作一歷史性的交代，接著

簡述百貨公司男性專櫃點的擴張與發展、男裝樓層的變化，研究者將以台北市太

平洋崇光百貨忠孝店與衣蝶百貨 S 館兩相對照，透過研究者親身田野的調查，比

較台北市新舊百貨公司在建構「新男性」作為消費客層的思維與想像。 

台北市的商圈區分，主要是以台北車站作為中心點，大致上分為東、西、南、

北 以 及 中 區 等 五 個 區 域 ， 其 分 界 與 範 圍 詳 見 圖 3-1 （ 劉 金 誠 ， 1993 ） 。

 

圖 3-1 台北市商圈分界 

參考資料：劉金誠（1993） 

中區：台北火車站方圓

一公里之內的商圈 

北區：中山北路、士林、天母一帶 

東區：忠孝東路四段、

南京東路四段與仁愛路

等一帶商圈 

西區：西門町一帶商圈 

南區：羅斯福路、台大校園一帶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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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金誠（1993）綜觀了整個台北市百貨公司的發展，包括了在地理區位上的

沿革與轉向、投資百貨公司業的資金體系改變、百貨公司樓層風格與特色的革新

等。然而，劉的研究時間僅停在 1992 年的狀態，以當時調查為例的話，台北市

的百貨商圈以西區、中區與東區為主體，共有 16 家百貨公司（見圖 3-2）。 

 

圖 3-2 1992 年台北市百貨公司商圈分配圖 

參考來源：劉金誠（1993） 

由於劉金誠的研究距今已超過十年，研究者認為近年來由於跨國與本國資本

的挹注、社會風氣的改變、媒體對時尚資訊報導的增加、以及政府對於購物商圈

的規劃等，都造成台北市消費商圈的轉型。因此本研究除了整理劉金誠的研究

外，也搜集近年的發展，補足台北市百貨公司的發展與消費地景的轉變，重新統

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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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創期（1970 年以前）：主要商圈的地理區位41為西區 

早期台北市商業活動集中在龍山區、城中區及建成區一帶，西門酊恰好是這

一帶商圈的中心，因此一切買賣活動都集中在此區。 

初期百貨公司約在 1965 年左右成立，位置在中華路北側和漢口街的交叉

點，今日百貨（峨嵋店）則成立於 1968 年，如果以目前百貨經營水準來評斷當

時的營運手法，大概稱為大型綜合商場。 

2. 成長期（1971-1978 年間）：西區、中區 

這段期間台北市的百貨公司林立，以西區的密集程度最高，而東區則有中興

百貨成立。此一時期，國內的業者已開始引進國外百貨的經營手法。 

3. 整合期（1979-1983 年間）：西區、中區 

因業界的經營方式缺乏正常的營運手法，形成不當的折扣競爭，目的為求爭

取各店的營業成效，造成市場一片混亂，終於在 1980 年 7 月 1 日，由新光、遠

東及今日等百貨發起成立台北百貨綜合小組，主要目的是為協調業界取消不當折

扣，追求市場正常化。 

4. 介入期（1984-1986 年間）：西區、中區、東區 

  1983 年以後國內房地產逐漸恢復，景氣上漲，適逢建築業者興建統領百

貨大樓，東區已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商業地域。統領百貨由日本京王百貨提供技術

合作，為台北市第一家由外人介入經營的百貨，於 1984 年 11 月開幕，帶動了束

區的商圈邁入新的里程碑，也是日本百貨的經營理念與方法真正介入國內市場參

與營運。 

                                                 
41 為了突顯與強調台北市百貨商圈的發展起伏，因此在本項中書寫的先後順序即代表當時各商

圈所佔據的優先位置與較龐大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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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轉型期（1987-1990 年間）：東區、西區 

因中央鐵路系統地下化造成了西區商圈的逐漸衰退，東區之營業狀況因而超

越西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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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

日資百貨不斷踏入國內，包括永琦東急店、新光三越南京西路店與明曜百貨等。 

6. 挑戰期（1991-1996 年間）：東區、西區、中區 

北市百貨將面臨的是，如何利用有限的賣場，作無限成長的營業成果，延伸

賣場外的「賣場」，其次是各百貨如何穩住本身的顧客重、開發新商圈，尚有北

區和南區兩區值得深入研究。 

7. 革新期（1997 年以後）：信義計畫區、東區、西區 

1997 年新光三越體系的信義新天地 A11 館開幕，打開了信義計畫區成為台

北市消費新地標的肇始。之後數年間，A8、A9、A4 等分館的陸續興建，2003 年

101 大樓與其購物中心的開幕，加上原先華納威秀與紐約紐約等百貨，不僅在空

間上有空橋串聯，在經濟上也發展成新興的商圈。 

2002 年以降，隨著微風廣場與京華城百貨的開幕，台北市的百貨公司逐漸

轉型為大型購物中心（mall）的概念，在空間的規劃上多為一家家的精品專賣店

於同一百貨公司內，一樓的規劃多為國際名牌精品的陳列。 

另外，誠品商場所投資誠品 116 的成功，帶動了西門町的重新繁榮與發展。

由於西門町過去多為青少年育樂與服飾流行的集散地，因此誠品著眼於此，以

15-26 歲少女為主要客層，打造專屬於少女的百貨，之後也陸續開設西門店與武

昌店。 

從大環境來看，台北市的商圈不斷地向外擴張，從資料可證，信義區在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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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幾年之間高度開發，即為一例。導致整體商圈移動的趨力，研究者認為有幾個

原因：（一）捷運的開通改變了台北市的地景。在中央鐵路系統地下化的緣故，

原先高度商業密集的西區卻逐漸沒落，取而代之的是東區成為台北時尚新地標，

尤其在太平洋 SOGO 百貨開幕之後，這樣的局勢維持了數年。直到捷運板南線

於 1999 年 12 月開通，從市政府站至台北車站只要 9 分 36 秒，比起一般交通工

具的行駛時間至少節省了半小時42，加上西門町與信義區的開發，台北市的百貨

商圈又趨於擴散。捷運的便捷與快速，使得來往於東西區不若過往的不便與耗

時，西門町也因為捷運的開通，再度帶入了人潮。 

（二）財團與政府的攜力開發。過去的信義區僅是農田一片，然而在新光、

統一等集團的進駐開發，集資數十家企業建立的 101 大樓，都帶領了信義區作為

新興商業區的契機，加上台北市政府的規劃，例如空橋系統的建置43，就將幾個

知名的購物中心連接一塊，成就了信義區密集的規模經濟效益。此外，市府在都

市再發展的壓力之下，透過空間的重新規劃與改善，動工改造了西門町的徒步區

44，並力邀民間資本以行銷青少年消費文化為主軸，召喚新新人類重返西門町，

帶動了此區的再繁榮（遲恆昌，2001）。誠品商場為開發青少年市場，也在西門

町首開以青少女品牌為主打商品的 116 百貨，其結果與經濟效益也因此讓誠品陸

續開了其他兩家百貨。然而 Lee(2004)認為，西門町的再生乃是因為 1980 年代進

駐西門町的單幫客及學生顧客，與新興的傳播現象-日本視聽消費文化相互呼

應，搭建了以「哈日」的凝視、模擬與消費為視角的新西門町，因此才進而吸引

企業與政府的注意。 

儘管台北市的商圈版圖逐漸擴大，然而台北市東區與西區的地景卻有著顯著

                                                 
42 王一中（1999）：〈板南線 車站至市府九分半鐘〉，聯合報，11 月 29 日，第 19 版。 
43 參考自台北市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www.udd.taipei.gov.tw/politics/06.htm。信義區空橋系統

的建置被列為台北市政府都發局十大政績之一。 
44 台北市都發局完成西門徒步區的景觀改造，繁榮西門町地區的再發展，並持續完成電影主題

公園的都市計畫變更，進行電影主題公園的闢設，帶動西門町最西側與水岸之間地帶的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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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異。Lee(2004)認為，整體來說西門町與東區的消費地景大不相同，東區是

以百貨公司和大型購物商場（主要販賣跨國名牌）為核心，可以說是一種垂直（向

上）發展、階級較為分明的消費分佈（甫於 2003 年 11 月開幕的 101 大樓購物中

心更是凸顯此一特質）；相對的，西門町則是以平面延展的徒步區、街舞廣場、

以及各自獨立、強調個性而非名牌的跑單幫小店為特色。如果說今日的東區，呈

現出台灣都會在全球消費主義下的再結構化、以及零售資本整合的消費地景，那

麼西門町反倒是個販售與消費結構鬆散、各類跨／次文化交雜呈現、展現氛圍多

過物慾氣息的開放舞台。 

談完台北市百貨公司的分佈與沿革後，接著將關注的點縮小為百貨公司內難

裝部門的櫃點分佈與樓層的變化。根據張弘明（2006）的調查，1980 年代末，

男裝的市場已然蓬勃發展，當時的進口服飾有七成以上的主要顧客為男性，不過

仔細觀看男裝市場的區隔發現，當時的進口品牌多為較成熟、年長的男裝，而少

男服飾則多為國產品牌，這也顯示出較年長的男性擁有的經濟能力與消費能力較

高，因此也較能選擇來自歐美的國際知名品牌。1987 年到 1989 年男裝市場平均

成長了 50％，男性直接到百貨公司專櫃選購衣服的風氣也較先前來得普遍，投

注在自己服裝上的預算也大幅提升。此時百貨公司著眼於利潤與客層的需求，逐

步將定價低、作工差的國產品牌撤櫃，取而代之的是單價高、作工精緻的國際品

牌，為了配合國際品牌的形象，百貨業者也將其樓面設計改為較精緻高級的裝

潢。甚至在 1990 年，台北市東區仁愛路的遠東百貨，以男性國際名品專賣為號

召，打造純屬成年男性的購物空間與地標。之後，進口品牌為了維持統一的形象

與包裝，不再照過往以服飾類別分類的專櫃，例如皮鞋、皮帶、襯衫櫃等，而是

陳列以單一品牌的全系列產品為主的綜合櫃，男性可以透過品牌的組合以作整體

搭配，增進了男性對整體造型與搭配的美感，也提升了男性對品牌的認識與觀

感，有助於加速消費的頻率與金額的增加。90 年代中期以後，男裝的樓面專櫃

的主流傾向於國際級的精品品牌，在新品牌進駐的壓力下，排擠了同類型的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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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使得百貨公司內的男裝多以國際品牌為主。2000 年以後，百貨公司內部

男裝部門與專櫃配置的分布狀態，隨著該百貨的訴求與形象有所不同。因此本段

接下來將以兩個百貨公司的分布為例，說明百貨公司對於男性做為新興消費族群

的思維。 

首先將先介紹並說明挑選 SOGO 百貨忠孝店與衣蝶百貨 S 館兩家百貨的原

因。在上段亦有提過，SOGO 百貨在開幕之初，因為佔地一萬六千多坪，成為東

南亞最大的百貨公司，整棟白色的建築，也帶給顧客信賴感，而門口的休憩廣場

與報時鐘，也成為東區的新興地標（劉金誠，1993）。經歷過十多年的歷史，在

店裝與樓層分佈的設計上，並沒有大幅度的更動與改變，但是 SOGO 百貨忠孝

店的業績仍努力維持全國第一，2006 年的週年慶創下 28 億元新台幣的業績，較

前一年增加了 0.4 億元45。像這類的大型百貨，其目標對象是大眾化的普羅大眾，

希望各種年齡層與階級的消費者都能夠在這個百貨公司內消費，這種考量在同規

模與同一時期創立的百貨公司都可以看見。 

然而，衣蝶百貨的規模屬於中小型百貨公司，於 1999 年 12 月開幕，以運動

與旅行為概念，打造以十五歲至二十五歲年輕族群為主的主題式百貨。為了和原

先對街以女性時尚為主的衣蝶台北店區隔，二館命名為 S 館，取其特別（special）

以及強調運動（sports）和個人風格（style）之意，其目標對象也不獨以女性為

主，而要將男性消費者的比例提高至四成。這類百貨鎖定某些特定類型的消費

者，而非以往闔家消費的大型百貨設計，在 90 年代末期在台北市的消費場域中

蓬勃的發展，一方面是因為大型百貨已經掌控了大部份的業績，中小型百貨如果

沒有改變會無法繼續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消費者的多樣性與分眾性出現，使

得這類百貨公司能夠為某些類型或風格的消費者設定區隔市場。 

                                                 
45 潘小莘（2006）：＜周慶算帳 兩大龍頭業績亮眼＞，中天新聞網，11 月 21 日，消費情報，

網址為 http://www.ctitv.com.tw/new/news/news02.html?sno=297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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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挑選的這兩家百貨公司，乃是因為兩者各自代表了 80 年代與

90 年代末的百貨公司類型，雖然兩者的規模不同，但是從空間的設計與配置上

可以看出兩者不同的思維。本研究採取了田野觀察法，於 2007 年 3 月 10 日與

20 日，挑選了假日與平日各一天，至兩家百貨公司進行觀察。田野結束後，研

究者將觀察到的心得與想法轉謄為田野筆記。 

衣蝶百貨 S 館的消費群，年紀上較為集中，大多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或者是

大學生居多，而前門也有休閒廣場的設計，這邊有許多人在等待朋友，也成為約

定的地標之一，以下為研究者觀察到的情形。 

時間是晚上六點半，衣蝶的門口聚集了男男女女在等人，他們的穿著與打

扮相當時髦有型，年紀看起來大概是二十多歲為主。除了偶爾出現一票高

中男生以外，來這逛街的人大多都是兩、三個居多，除了男女情侶外，也

有男男、女女的好朋友一同（田野筆記 2007/3/10）。 

 

圖 3-3 衣蝶百貨 S館門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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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 SOGO 百貨相比，類似的場景也同樣出現在 SOGO 大門報時鐘附近

的廣場。這裡研究者主要觀察到的是，男性穿著入時，成為了主動的消費者，而

不只是陪伴著女性購物而已（王婷儀，2005）。這與過去研究認為消費等同於女

性氣質的宣稱相左，當代的男性越來越替自己與他人消費，也越來越涉入於消費

的狂喜與癡迷當中（Edwards, 1997），男性一同出遊的地點，也不是舞廳、酒館

或運動場，而是百貨公司，而這也挑戰了當代對於男性氣質的想像。 

接著比較兩家百貨的配置，會發現 SOGO 百貨屬於男性的部門僅在六樓與

七樓兩層樓，對照前述 90 年代台灣男裝市場的發展，可以在這裡找到明顯的痕

跡。六樓休閒牛仔服飾館是以青紳服為主，根據研究者的觀察，上了六樓以後，

向左轉的半圈賣場相較於右半圈，其服飾訴求的年齡層較低，價格也較低，銷售

人員的男女比例各半。七樓的紳士精品館則是以三十五歲以上的上班族男性規劃

的專櫃，上樓後的左半圈為西裝品牌，右半圈則有襯衫、皮件與皮鞋專櫃，銷售

人員多為三、四十歲的中年女性。由於專櫃之間的同質性較高，彼此較有競爭的

情況發生。 

 

圖 3-4 SOGO 百貨忠孝店六樓男士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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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蝶 S 館歷經了幾次櫃位的調整與店裝的改變，就日前研究者走訪的觀察，

發現館內的男裝與男性相關的專櫃多於女性的專櫃，甚至在四樓還以西部牛仔的

木頭質調為裝潢，而銷售人員也以年輕男性居多，其穿著打扮也沒有制服規定，

而是以櫃內的服裝自行搭配。其中，衣蝶 S 館最為特殊的是位於五樓的籃球場，

雖然在文宣或新聞報導中，衣蝶 S 館並未宣稱其為男性專屬百貨，但是卻以館內

的籃球場作為其流行文化的號召。為何要以籃球做為吸引年輕人的號召？在此可

以看出，業者對於青少年文化的想像為男性、年輕的、體能的活動。作為在籃球

場中的男性，似乎也樂於成為被觀看的對象。 

在籃球場中的清一色是男生。路過的人通常對球場內男生的評價是「愛

現」、「耍帥」（田野筆記 2007/3/10）。 

 
圖 3-5 衣蝶百貨 S 館內的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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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衣蝶百貨 S 館內明亮且年輕化的空間設計 

另外，在研究者田野的過程中，時常會遭遇到被「注視」的情況，其來源包

括了男性與女性，而這種情形在衣蝶 S 館更為常見。Edwards(1997)認為現代消

費經驗中，其中的一樣要素即為展演（performance），這種展演的舞台在公共空

間中展開，在百貨公司中，除了人們消費物品、人們觀視物品外，其實人們也成

為被觀視的客體。由於工業社會下人們趨於疏離，也導致漫遊（cruise）與獵豔

的舞台轉至公共空間；由於人們意識到自己可能被注視，也因此藉由服裝與打扮

來表達自己的品味與風格，這或許也說明了於此的消費者精心雕琢於打扮的原

因。這種當代的消費經驗，似乎也呼應了十八世紀波特萊爾筆下的巴黎，漫遊者

（Flanêur）在拱廊街中閒逛的感受。 

第二節 風格的打造 

前一節中，研究者回顧並描繪台灣當代消費市場（尤其是男性服裝與化妝品

市場）的蓬勃發展，在數量上男性服裝與化妝品品牌呈現雨後春筍的增加。如果

從市場經濟學的角度來看，『新男性』的確是廠商行銷必爭之大餅。然而，圍繞

著本研究的關懷來看，究竟這類新男性只是鐵板一塊，抑或有層次上的區隔？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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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差異與區辨當中，男性想要彰顯的目的與形象為何？在該節中，研究者將透

過受訪者的想像與回應來釐清。 

一、開始裝扮自己：個體、打扮與認同 

從本研究的一開始，研究者即以自身的成長背景與生命經歷作為開端，說明

研究者從小注重自我的外在與打扮。研究者好奇的是，這樣的生命經驗，與其他

關心打扮的男性又有何異？受訪的男性裡頭，究竟是因為什麼緣故開啟了愛打扮

的興趣呢？  

阿倫提到他從國小四年級，就會開始使用順髮露來整理自己的頭髮，國小六

年級的時候，開始擁有自己獨立購物的能力，雖然當時只是到佐丹奴或西門町的

地攤購買衣服，但對小小年紀的他來說，自己擁有購物權力來打扮成為夢想成為

的電視明星，已然是觸發他重視自己外表打扮的動力。 

我國小四年級就會用髮臘（那時候叫做順髮露），整理自己的頭髮。當時

會這麼做，大概是受到電視的影響吧! 因為那時候有小虎隊，想要跟他們

一樣好看。（受訪者阿倫） 

從阿倫的言談當中，可以得知引發他在服裝打扮上的觸媒為「偶像藝人」，

希望自己能夠打扮的像電視上的藝人一般，對於自己理想的樣子，乃是來自於「遙

遠的想像與認同」，透過自身所處環境能得的素材，繼而遙想一種理想型的裝扮，

展現在自己的身上。除了對於大眾媒體上明星作為遙遠他者的認同之外，團體的

動力與身處的環境也是影響男性自覺裝扮有其必要之因素。 

Marcoboy 憶及開始愛打扮的國中時期，仍得意洋洋的說，有別於一般國中

穿短褲剪平頭的打扮，他們的國中是基隆區唯一可以穿著長褲的學校，因為他認

為自己的身材不好，所以穿長褲可以遮掩身材比例上不足之處。這時候的他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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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扮的想法逐漸萌芽，因為當時主要每日的穿著仍是校服的緣故，因此也僅只於

在衣服該不該拉出來，或是戴不戴隱形眼鏡這些細節的差異上。升上高中以後，

逐漸發現身邊的男生開始以熱舞社、熱音社等社團裡頭比較愛打扮的男生為學習

對象，掀起刺蝟頭的流行。 

從小我就會在意外表。對我來說，這並不是目的性，像吸引異性注意，或

出鋒頭之類的，而是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可能某種程度上因為他們的影響，

像是一個大環境的影響，而覺得那樣比較好看。（受訪者 Marcoboy） 

PTT「搭配版」版主 Akko 說，他會開始注重打扮是從念輔大開始。他提到，

因為大學校風的緣故，身旁許多會打扮的人，促使他也開始注重打扮。他說，如

果他大學念交大的話，可能就不會那麼注重了。 

從上述兩人的回應可以發現，身處的環境會影響個人的認知與觀感。以

Marcoboy 的例子來看，在環境裡頭，對於穿著打扮有某種共同認知的符碼，是

一種集體認知。這樣的集體認知長期以來會變成一種集體規範，對於團體內的

人，必須去服膺這樣的規範，為了得到「這樣比較好看」的認可，進行自我美學

價值判斷上的內化，也表達在自我的外在服裝上頭。Akko 的說詞，更是強化了

這種說法，將團體內的認同標準提升到一種更大的集體層次，認為所謂的「校風」

會影響這個團體組織內的人的想法與價值，而一般的人也會對這樣的說法產生一

種恆久固著的刻板印象，以 Akko 所提內容為例，可能就代表了一種學校之間校

風的對比，輔大對比於交大，流行時尚對比於品味低落，這樣的團體動力或環境

驅力，使得身處於團體之中的個人因為不願被排於團體之外，而內化了一套美學

標準，也進而進行自我的改造與啟蒙。 

然而，有趣的是，方才所提內團體規範的歸因，如果作為一種讓團體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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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進行外表裝扮改造的推力的話，那麼亦有另外一種拉力將個人從身處的環境

中脫離，以外在的打扮作為一種切割臍帶的斷裂，也作為一種區隔異己的方式。 

畢業於建國中學的太后，在高三的時候，因為不想要成為一般人想像的建中

生模樣，那種灰灰土土的制服，搭配著狼狽、不甚整齊的髮型，戴個土土的眼鏡，

因此他試圖要將自己與我團體內的其他人做出區隔，透過與他人不同的服裝打

扮，表現出自己的獨特及與眾不同。從他的言談當中，可以明顯的看出，衣著打

扮作為一種差異化自己與他人的工具，藉此與身旁的其他人頓時產生風格或品味

上的高低落差，也讓自己成為在群體之中被突顯出的個人樣貌。太后說，「其實

我很喜歡被注視的感覺」，透過與他者的殊異，他得到了外在、另類於己群的觀

視，並且從中獲得了滿足與認同。 

從宜蘭來台北唸書的阿傑，也在大學時代萌生了注重自己外表打扮的念頭。 

以前高中，每天穿制服，同學之間不太會去討論打扮，也不覺得有什麼重

要性。可是上大學以後，因為搬到台北，有比較多流行資訊的接觸，每天

也都要穿不一樣，自然而然就會跟身邊的人比較，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會注

意到打扮。（受訪者阿傑，粗體為研究者所註） 

不若先前所談內團體的妥協與同一性，與我群團體的差異化、區隔化，也成

為阿傑開始注重自己打扮的契機。因為身處於同一環境當中，對他來說，自我的

個性與意義的彰顯，則必須透過每日的衣著打扮來表達，然而這些表達的符碼，

有不能夠與他者相同，而得有所差異才能夠作為「個體化」的象徵，訴說出個人

所欲表達的情感、想法與個性。 

在這兩股力量個別的拉扯之中，個人因為身處的生活脈絡與個人意志的選

擇，可能進行內團體規範的內化，進行自我外在的改造；抑或是為了與他者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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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而對自我的外在進行個體化的意義區隔宣稱。然而，這兩股力量也可能存

於同一個體之上，因時間先後的順序而採不同的方式呈現。 

現在就讀高三的張書豪，回憶起國二剛開始注意打扮的想法，當時因為基於

從眾的心態，認為在外表上如果沒有符合於我群團體的集體認知，則可能會有被

排擠的可能，或是被自覺不屬於該團體。 

那時候好像流行刺頭，看到旁邊的同學都那樣，就會想去學習，因為大部

分的人都那樣，自己不那樣做好像是異類。（受訪者張書豪） 

然而當他越來越懂得打扮，也開始擁有自己逛街購物的權利之後，他開始接

觸各種不同的資訊，消費的金額也越來越高，他說「一開始買 3000 元的鞋子，

但後來就絕對不會再買 3000 元以下的鞋子，後來買了 5000 多的，就不想買 3000

元的了，到現在已經買到 12000 元的鞋子了。」因為越來越懂得自己為什麼要消

費，也瞭解自己透過消費後，想要成為的某一種理想型男性樣貌後，開始出現急

欲與現存我群切割的心態，希望能夠在我群當中更加與眾不同。 

當你踏進流行的圈子之後，一開始是落後，但是當你跟他們差不多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得到同輩的人更多一點注意的話，你就會往上，你就會想要走

向尖端（中略）但是我覺得已經不大像同輩的人，我不會想和他們一樣所

謂的氾濫吧。（受訪者張書豪） 

從以上的三類例子可見，個人透過衣著打扮想要彰顯的「個體性」，總是在

兩種力量之間拉扯，可能在某單一時間僅受一種力量的影響，但是整體來看，個

體總是不斷地在「符合我群想像」與「和我群產生差異」的雙向關係中徘徊不定，

這種既在我群，卻又急欲與我群區隔的雙重曖昧性，亦可說為是一種 in-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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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正是流行時尚（抑或衣著打扮）所與生俱來的內在雙

重曖昧性，意即是希望能夠在平凡的普羅之中，透過衣著來創造出非凡的自我個

體；然而，這非凡的自我認同必須透過平凡的集體認同所允納或接受的。因此，

個體也就在這一來一回的擺盪當中，尋求某一瞬刻的自我認同。 

二、你我之間：風格的定義與身份認同 

從各類媒體文本來看，其實型男的發展並非只有某一種樣貌，反倒有各式各

樣、因應不同季節與流行議題而重新定義的型男樣貌。在此，研究者好奇的是，

作為型男的每位受訪者如何看到這些複雜且多元的語詞？哪些語詞指涉的是自

己的身份與認同？他們又是如何將自己定錨在型男的光譜之中呢？ 

首先針對目前大眾文化上指稱愛打扮男性的詞彙或字眼，包括了型男、美型

男、花美男等，究竟這些字詞指稱了什麼樣的男性樣貌呢？在層次上，他們彼此

之間又呈現什麼樣的關係？除了這些詞彙作為男性打扮上的區隔外，他們又有何

種其他的分類標準？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請受訪者畫出對於型男理想型的想像

（見圖 3-7），從手繪的圖畫中請他們先談論對有型的定義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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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受訪者手繪型男的理想型 

張書豪認為，就他的觀察與分類，目前台灣社會愛打扮或是會打扮的男性，

可以分為三類，分別是型男、陽光男孩與花美男，而這三類也呈現出一種光譜上

的差異與拉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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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型上來分，我覺得型男就是很隨性的，很有自我風格，不會拘泥小節，

不會有很嚴重的潔癖的男生。他可能留個絡腮鬍，頭髮可能很頹廢，我覺

得像最近的陳柏霖。另外一個端點是花美男，就像韓國的李準基，會讓人

覺得臉上沒有瑕疵，會修眉，可能不容許有鬍渣，使用遮瑕膏或化妝化很

濃，感覺就是會有潔癖，會要求乾淨，注意小細節。還有一種就是陽光男

孩吧！就像是彭于晏那種，你會覺得很有活力，外表是介於花美男跟型男

之間，可能會修個眉，有痘痘會遮一下，但是他不會去化妝，只是會去遮

一下瑕疵的地方。（受訪者張書豪） 

從張書豪的分類來看，區分男性的基準在於外在的打扮，而拉大光譜的兩種

男性正可作為一對比，代表了乾淨與頹廢，注意細節與不拘小節的兩種男性形

象。這種區隔無關乎男性氣質與否，即便張書豪也提到一般人對於花美男的印象

可能會是比較刻板的娘或具有女性味的打扮，但是他亦將自己定位在花美男與陽

光男孩之間，也不排斥被稱呼為花美男。 

我比較像花美男的外表，雖然一般人會覺得比較娘，或像女生，但其實我

並不這樣覺得。我覺得會這樣說的一般男生，可能一開始是羨慕的心態，

後來卻轉變為嫉妒我們這種愛打扮的男生而已。（受訪者張書豪） 

張書豪自己也很清楚因為愛打扮的緣故，或是自己的外表打扮比較偏向花美

男的類型，可能會被其他的男性批評這樣的打扮減損了男子氣概，然而張書豪卻

提出反擊，認為這是酸葡萄心態或嫉妒的說詞。 

相對來說，阿倫則認為，型男、美型男或花美男之間沒有界線的存在，而是

因為男性所表現出來氣質的不同，才會造就了這些字詞的差異化，「美型男是指

少女漫畫裡高高瘦瘦的眼睛又很大的男生，像鄭元暢就像從漫畫裡跑出來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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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雖然有陰柔的氣質，但是也算是型男的一種。」他認為，基本上這些詞彙都

是媒體用來統稱愛打扮的男性，在大分類底下才細分為不同風格的表現。

Mountdoom 也持有類似的意見，他認為基本上型男與美型男只是在概念上作為

一種詞彙的概括，或是作為層次上分野的不同。對他來說，型男乃是作為一個整

體，泛指愛打扮的男性，而美型男則為型男概念下的一個子集合，是型男的下位

類型。 

阿傑則是提出不同的區分方式，他認為年齡可以作為區分男性外在打扮的界

線。各年齡層的男性，為了因應該年紀男性所從事的職業，以及該年齡層比較偏

好或適合的打扮，因而與其他年齡層的男性在打扮上有所區隔，藉此來表現出我

群與他群的差異。 

以年齡層來看，比如像高中生打扮就比較西門町那種，走比較嘻哈一點的

風格，嘻哈也是型男的一種表現，他們可能戴個耳環,穿得比較寬鬆、嘻哈

一點。大學生就比較類似學院風，可能是 polo 衫。再成熟一點的上班族，

可能就是西裝外套。（受訪者阿傑） 

出社會工作兩三年的阿傑，也許是距離從學校畢業尚未許久，因此在衣著的

打扮上，除了因為上班的需求，有時候會打扮較為成熟外，平常或休閒時的打扮

風格仍是遊走在學生族群與上班族之間。「情境」或「場合」可能是阿傑在打扮

時首要考慮的面向，端看出席的場合來決定做何種打扮。 

以我自己來說，其實我不一定。有時候休假，看今天出去的目的是什麼。

有時候會比較刻意走運動風一點，穿的很休閒 sporty。如果今天要出席稍

微正式的場合，那可能會比較 casual 一點加西裝外套。（受訪者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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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的受訪者在觀看台灣本地的男性打扮時，常以「風格」作為區分的標

準，Marcoboy 是政大之聲流行節目的主持人，今年接下 Man’s Style 節目後，在

思索節目走向時，其中一個單元即在介紹整體的服裝搭配，主要是以時下各種獨

特的風格作為區隔，包括龐克、日系、嘻哈、雅痞、學院風等，每種風格皆有一

套很明確的裝扮元素與規則。但是在界定自己屬於何種風格的時候，Marcoboy

卻非輕易地將自己定位於某一種風格。 

我很難定義自己的風格是什麼。某種程度上，我的打扮會比較偏日式休閒

的感覺。那是因為矮扁的身材，會比較偏日系的風格，在日系品牌或日系

風格上的衣服是比較好找到東西或比較多選擇。（受訪者 Marcoboy） 

Mencare 版版主侯宗佑根據平日的觀察，也將他所認為目前台灣本地男性的

打扮風格分為數類，不過有趣的是，可能因為平日浸淫在網路的看板中，其所得

到的資訊也都是來自網路居多，因此他提出以各流行相關看板所提供的風格加以

分類。 

以搭配版來說，最主流的一種風格就是窄身的打扮，可能是英國式或日本

樣子的。Fashion 版則就是比較西方一點的，融合休閒卻又不失男性性感展

現的打扮，或者是運動風格的穿著也是會被討論。名牌版則是多在討論穿

著名牌服飾。另外還有奇摩網拍風，我認為是一種結合日本跟香港的潮流

的風格，以陳冠希與羅志祥做為代表人物。（受訪者侯宗佑） 

侯宗佑對於時下善於打扮的年輕男性，做了以上幾類風格的區分，而認為自

己在打扮上是結合了日系窄身與運動休閒的風格。「我可能會穿著窄版的褲子，

卻搭配著愛迪達（Adidas）復刻板的配件或包包。我喜歡混著搭的穿法，這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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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不同。」從他的說法當中，繼而研究者將帶出一種流行於時下年輕人的穿著

打扮風格，即為混搭。所謂混搭（mix & match）作為一種新興的消費型態，發

展於年輕族群之間，通常他們會利用低單價的單品或不同風格的單品，相互混合

搭配，藉此產生一種異於他人的風格，但是這種風格卻又是集結某單一風格的一

部份，因此在辨識上或命名上有種模糊難明的味道。再以劉冠男為例，平日喜歡

的都是窄身風格的品牌，例如 Sisley 與 comme ca du mode，但是當研究者認為他

是屬於日系的風格時，他卻回應到： 

儘管我比較喜歡合身的打扮，而且我也有買日系品牌的衣服，但是其實我

希望別人不要覺得我有某一種風格。我覺得穿衣服是為了自己，如果被某

個風格侷限了，就變成衣服穿你了。（受訪者劉冠男，粗體為研究者所註） 

因此，在本小節中，研究者試圖從各個生活脈絡下的「型男」眼中，看到台

灣當代男性的分類類屬上，發現了每位受訪者都有一套體系與標準，在看待整個

男性裝扮的趨勢與風格。在此，可以發現有從流行的語詞去做分類，或者是從年

齡，抑或是風格取向上的差異。然而，當受訪者被問到自己屬於什麼風格時，卻

出現了許多有趣的答案。研究者統括地來看，受訪者在自我光譜軸線上的定位，

都是主觀地認為自己是「難以歸類/定位」。這類情況分為兩種，一種是受訪者

會被他人認知為某一種類屬的風格，然後他們卻主觀地不認為自己應該被歸類到

任何一種類別裡頭。以上述的例子來看，劉冠男對於自己不願意被覺得有任何一

種風格的宣稱，即是一明例。Marcoboy 認為自己是比較偏向日系的，但不完全

是日系的打扮，以「偏向」而不以更加明確的詞彙來指稱自己的風格定位，也是

一種不願或無意被歸類的說詞。另一種是受訪者認為自己採用了「混搭」的風格，

因此無法歸屬到任何一類，例如侯宗佑的說法即很明確地表達了他對自己「混著

穿搭更獨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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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樣的分類也不是二元劃分或決然對立的狀態，而是一種選擇性的傾

向或意圖。對這些受訪者來說，他人的風格該如何、怎麼定義也許是更容易的事，

可能透過某一種配件或搭配方法的彰顯，因而可以宣稱。然而對於自己，他們有

更多的想法與說法，在風格光譜的軸線上，他們不願被定焦於某一點，而是遊走、

徘徊在二個或多個風格的混搭上，或者稱是在距離端點之間，時而遊移的偏向所

致，因此，在各類風格的光譜上，對於自我的定錨，他們是難以定焦的。 

不過，除了以光譜軸線作為自我定位的指針外，受訪者當中亦有以其他的類

屬（例如台客或宅男）作為他者化的象徵，藉著排除自己不是台客或宅男，作為

自己的另一種認同。其中，台客所背負的意涵有較多的爭議與討論。有受訪者認

為，台客其實也是一種型男，對賴小罐來說，所謂的型男就是能夠把自己所青睞

的某一種風格發揮淋漓盡致，穿出自己的味道，而台客的服裝打扮也是一種特殊

化的裝扮表現，同樣也表現出一種「型」，雖然他本身不是這種類型的人，但是

他認為台客的確也包括在型男之中。相對地來說，受訪者牛排就不這麼認為了，

他認為台客所代表的品味，並不符型男所代表的形象，對他來說，這是種二元對

立的劃分，台客與型男各自代表著品味的高低，流行與否，出入地點、身份地位

與說話談吐的不同，簡言之，這各自代表著兩種生活形態的差異，作為「型男」

的，無法理解台客成為型男這個象徵意涵的一部份。 

宅男，這個詞彙在台灣本地出現，乃是日文中「御宅族」轉化來得通俗說法，

通常指的是不善與人相處，或是整天待在家，生活圈只有自己的男性。根據維基

百科上頭，網友所共同編寫出來對宅男的刻板印象包括了頭髮散亂或油亮、不注

重環境及身體整潔、衣裝落伍或搭配不當以及源自日劇《電車男》男主角的造型，

如格子襯杉、 雙肩背包、粗框眼鏡等。對於受訪者太后來說，宅男即是相對應

於型男的概念與形象，甚至他提到宅男這個語詞的流行，其實部份是因為型男這

個詞的廣泛應用，導致人們在描述非型男、或是不善打扮的男性時，所產生出的

一組相對應的說法。對他來說，這是二元對立的概念，相對應於他所身處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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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男概念。對於其他的受訪者，以痞痞、Kevin 與 Ken 為例，他們對不懂得打

扮的男性有負面的認知與觀感，他們甚至認為「宅男是無藥可救的」，在衣著打

扮的品味上是他們所無法認同也無法理解，甚至想像宅男為光譜另一端遙遠的他

者，與自己對時尚流行的認同感背道而馳。 

因此，對於型男們來說，有另一種遙遠而他者化的形象存在著，可能是台客

或宅男，透過遙遠參照點的對比，對他們來說，那是另一套無以理解的生活風格

與樣態，也更加明確地瞭解自己的定位在何處。 

三、有型是什麼？「型」作為一種概念的實踐 

在時下年輕族群的用語當中，時常聽到用「有型」這樣的詞彙在形容他人或

自己，這樣的情況在網路看板的討論中，更是頻繁而明顯。在此，研究者舉一個

普遍常見的問題為例。在某看板46上，時常可見以下這樣的問題：「請問有型人，

怎麼才有型？」從人們對於這個字的運用上來看，可以知道這樣的形容說法是常

見且易懂的。但是，仍然有許多人會上網或口語詢問，究竟何為「有型」？什麼

是「有型」？所謂「型」的定義或範疇為何呢？ 

當我們普遍運用「型男」這般的詞彙用來指稱會打扮或懂得打扮的男性時，

或者就是所謂「有型」的男性時，在如此輕易說出口的同時，也就是所謂型男的

「型」或有型的「型」為一種先驗的概念存在，是眾所周知的想像與容易理解的

詞彙。但是事實上，在這般運用詞彙之時，其實也只是將「型」的概念視為理所

當然，而非深究其真實意涵與語境。因此，在本段，研究者將透過受訪者的回應

與看法，來討論「型」為何物，擴充「有型」所代表的意涵與概念。 

有型的型，某程度上與風格的表現有關。受訪者痞痞認為，所謂的「型男」，

在定義上較廣，其風格也無法歸其一。就上一節的討論也可知，目前台灣男性的

                                                 
46 研究者在奇摩知識家網頁，以「有型」為關鍵字搜尋，結果出現約 228,490 則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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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扮風格，在受訪者的眼中是多樣、多元且豐富的。如果再將太后的說法一併來

看，他認為一個有型的人，就是要將他個人的風格發揮地淋漓盡致。所謂的「淋

漓盡致」，即是要充分表現該風格所具備的元素與元件，例如太后就認為他企圖

想營造出來的歐洲男士的風格，乃是透過許多要件相互搭配而成，可能是黑色軍

靴、格紋的圍巾、披風，或是胸針或別針等，試著要搭配出歐洲華麗男子的裝扮

風格，亦即本論文第一章提到的「Modern Dandy」的樣子。 

然而，並不是完全以某個風格為原型來仿效即為有型。阿傑認為除此之外，

「其實能否走出有『自己』風格味道的裝扮」可能更為重要，一味地以某個風格

為師，是表現出無法個人的獨特風格。以他為例，平常可能是以雅痞風格作為主

要的裝扮，包括西裝式的外套、襯衫或 Polo 衫等，但是可能會以一條街頭或嘻

哈風格的項鍊或褲鍊為裝飾，重新扭轉全身裝扮的視覺重心。他認為，這就是表

現自我風格的一種方式。以前一節的討論來說，也許「混搭」可以作為這輩年輕

族群在風格爆炸、仿冒氾濫的年代中，作為區隔出自我定位的一種手法。對於阿

傑來說，有型除了有某個基本的原型之外，可能還需另外結合其他風格的元素，

但是在折衝調和之際，卻又不失難看或不搭調，也才能夠走出所謂自我的風格一

事。 

有趣的是，在訪問的眾多受訪者中，有兩人對風格的想法有幾近雷同的說

法。劉冠男認為，「穿衣服是為了自己，不能讓衣服來穿你」，因此他善於利用

各類不同等級與風格的衣服，包括英國與日本一流品牌，日本街頭品牌，以及各

種沒有品牌的衣服，共同混搭出一種自己特有的表現方式，最近還喜歡帶特大粗

框黑膠邊眼鏡作為造型或搭配的視覺重心，他認為注重打扮即是增加自己在社會

上競爭條件的一環，為了與他人有所歧異，也必須透過「混搭」的挪用來表現。 

另一位受訪者阿本，提到他從日本回來以後，發現台灣的男性即使在打扮上

有進步，但是他認為男性仍只著重在衣服上，可能比較敢花錢買衣服，也比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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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穿一些過去男性不敢穿的花樣或顏色，但是在整體造型上，阿本覺得台灣男性

仍有待加強。他同樣地也說過「是人穿衣服，不是衣服穿人」這句話，強調人們

僅是透過衣服來表達自我的形象與想法，而不是胡亂地或是沒有自我意識地選擇

衣服來穿。就他的說法，衣服僅是構成服裝打扮的其中一項配件，整體服裝造型

也還包括其他的元件組合，而人們在選擇自己如何呈現自我風格時，必須是有意

識地主動搭配，是一段帶有美感經驗的過程，也是說出我之為誰的方式。因此，

有型對他來說，即為一項美學意圖式的整體搭配，也表達個人的自我個性與定位。 

綜上所論，混搭的打扮乃是作為「自我化」的表意策略，也是「有型」的關

鍵因素，混搭所採用的各類風格與不同地域、文化的交雜，也正代表跨文化消費

建構了當代男性自我認同的明證之一。 

除了就「有型」作為一種抽象的概念來討論外，研究者也透過詢問受訪者認

為當代有型的代表人物，藉此來瞭解當代台灣男性所認為的人物以及其代表的意

涵為何。在此，研究者將先以一簡表（見表 3-4），羅列所有受訪者所認為在大

眾媒介上的型男代表為誰，並試圖從中進行更細緻的分析。 

從這份表 3-4 中，可以讀出受訪者們對於何種型男足以代表這一代台灣年輕

男性的形象，或是他們平日的穿著或風格受哪些人的影響。從職業別來看，大部

分的男性對於型男形象的想像，多半是來自演藝人員，這不外乎是因為媒體喜愛

報導的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明星。Marcoboy 就提到說，因為這一陣子不管是雜

誌、電視廣告或音樂頻道都大量播送陳冠希的新單曲 MTV，因此當他在填答這

類問題時，很自然地就會想到最近常看到的明星。此外，有少數幾位的受訪者，

因為他們特別熱衷瞭解流行資訊與時尚設計的訊息，因此他們會較為注意時尚設

計師，以及他們穿著打扮的風格。很特別地，中田英壽與王建民這兩位運動員也

是其中兩位受訪者所認為的名單之內，他們認為「運動的男人更加具有男子氣

概」，不過研究者觀察到，這兩位運動員也與其他的運動明星較為不同，他們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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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因為運動方面的表現傑出而吸引人外，近日來這兩位也跨足流行時尚的領

域，例如中田英壽於 2007 年 1 月出席米蘭時尚週的活動，王建民也拍攝了 2006

年 12 月號的 GQ 雜誌，並且成為當期的封面人物。 

表 3-4 大眾媒體上的型男代表人物 

 台灣本地 香港 日本 韓國 歐美 
演藝人員

（包括歌

手與演

員） 

周杰倫 
范植偉 
張孝全 
陳柏霖 
彭于晏 
金城武 
阿布 
黃立行 
藍正龍 
王力宏 

陳冠希 
吳彥祖 
劉德華 

稻葉浩志 
小田切讓 
淺野忠信 
玉木宏 
妻夫木聰 
小池徹平 
瑛士 
二宮和也 
三宅健 
小泉孝太

郎 
木村拓哉 

池珍熙 Justin 
Timberlake 
Jude Law 
Beckham 

設計師 蔣友柏  吉岡德仁  Hedi Slimene 
Karl Lagerfeld 
John Galliano 
Tom Ford 

運動員 王建民  中田英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研究者在此要論述的是，這些受訪者對於什麼樣的人能夠代表他們作為當代

的型男象徵時，他們的回答多為演藝人員與設計師。深究其意義，一方面這與他

們所接觸的媒體有關，例如時尚雜誌多以當紅的男明星做為封面人物，或是介紹

各設計師的風格與理念，甚至對特定幾個西方的設計師（如表 3-4 所示）進行「造

星」的運動。在表格中，研究者發現一項特殊的趨勢，除了台灣本地的明星之外，

其實日本的明星也作為台灣男性的參照點，而且在比例上甚至超越了台灣的男明

星。研究者認為，這也與台灣本地男性的媒體閱讀經驗有關。其一是因為台灣男

性雜誌除了本地的明星做為封面人物外，亦對國外的男明星做特別報導，其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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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例即為日本的男明星。其二是因為台灣本地的男性除了閱讀本地的雜誌外，

跨越國界的媒體閱讀，包括了流行雜誌、電視劇與綜藝節目，也是造成日本的男

明星做為台灣本地男性的參照點原因之一。 

那麼在這些明星身上，究竟有什麼樣的特質與表現能夠代表型男呢？除了外

表與外貌的好看，阿傑認為，「型男必須擁有自己獨特的個性以及想法。」 

對我來說有型的公眾人物，就是你想到這個人，不一定會想出什麼形容詞，

可是你就會浮現一個他該有的樣子，不會對這個人的印象是模糊的，所以

他就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個性和獨特性。比如說范植偉有梁朝偉憂鬱的氣質

在，那個氣質就是他獨特的個性。以公眾人物來說，大家都很會打扮，只

要造型師找得好。公眾人物要有型，重點是在他的個性和特質，會讓人覺

得這個人是獨一無二的，大家很難去 copy。（受訪者阿傑） 

阿倫也對他所認為的型男做出詮釋，他認為「長相不一定要帥，但是穿著一

定要有型或有自己的風格。」從他的回答當中，帶出了一個概念，「風格」的表

現與發揮與否將等同於「有型」。對他來說，有型的概念也必須透過服裝與打扮

才能夠說出這個主體所欲表達的想法。同樣地，immoi 也以一段文字描繪了他所

認為的型男： 

遠遠看過去，第一眼會馬上注意到。但多看幾眼之後，會讓我覺得他的穿

著很符合他的個性，也許他每次的穿著不同，但似乎都有一個協調感。（受

訪者 immoi） 

從受訪者對於型男的想像與流行文化中所能夠代表型男的人物兩者來看，可

以歸結道，除了外在長相之外，「風格」更是作為判斷有型與否的標準之一。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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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表現成為個人主體對於美學的認知與表達、對於自己為誰（哪種類型的型男）

的想像實踐，更是透過服裝打扮的風格，說出自己的主張與意志。但是回到前述

以劉冠男的話來看，個人的風格更是一種區辨自我與他者的判準。弔詭的是，自

我風格的打造一方面既要獲得他人的認同或青睞，甚至作為為自己加分的條件之

一，然而另一方面卻又不能與他人完全相同，必須要這當中有些許的扭轉與挪

移，利用些許的差異性，達到自我「獨特」風格的展現。 

如果要將上述的討論予以與理論對話，劉維公（2006：46-52）認為每日生

活的風格具有兩項特質，包括意象傳達與美學體驗。前述例子中所提到自我風格

的展現，乃是為了要表達自我的想法與形象，即為意象傳達的明例，這乃是風格

與個人之間曖昧再現的關係，所謂的表達並非單純地動作展現，而是藉由動作來

傳達特定（依行動者所擁有的日常美學而定）的意象。以劉維公的概念來看，個

體所選擇的風格乃是經過精緻的行動與認知方式產生，而非盲目隨機的表現，透

過服裝打扮所建構出來的符號，發揮「內聚」與自己相同品味的人，與「外斥」

與自己不同品味的人，建立集體的身份認同。然而，研究者觀察到，在服裝打扮

的表現上，除了認同我群與排拒他群之間的拉扯雙力之外，個人即便在我群之

中，仍要創造差異化，將自我以最小單位的方式，與我群整體的風格進行某一程

度或某部分的挪用與轉向。劉維公（2006：256）認為與眾不同與固定表現的格

調是風格形成後的結果，人們不斷地利用不同的符號配對組合來表現意象，引發

美學經驗，同時風格也朝著異質化的方向不斷分化出去。因此，有型不只是集體

意識下認定的風格而已，更是個人做為自我表徵、區隔異己的表現方式之一。 

第三節 跨文化流動 

在上節中提到型男在各個風格上的表現，也有論及他們心中哪些人足以型男

的代表人物，其中，一再被提及卻尚待處理的是台灣與日本、歐美之間的文化議

題。因此，研究者對於風格的文化來源感到好奇：究竟在台灣本地的型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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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哪些跨國文化的影響呢？ 

首先，研究者將先以痞痞、Ken 與 Kevin 三人討論的結果作為開端。他們認

為台灣目前的型男文化，受到數個作用力的影響，包括了日系風格、歐洲設計師

的風格、美國的嘻哈文化、港牌與同志次文化等。就讀服裝相關科系的豬頭三，

也認為台灣的型男文化受到日本、歐洲與潮流文化的影響。 

日本的風格就是以整體的裝扮為主，因為窄身的打扮會讓人有陰柔的氣質

與味道；相對來說，歐洲設計師的走向則會較為俐落點。此外，各種潮流

文化也在青少年中紮根，可能是以音樂為起點的搖滾、龐克或嘻哈文化，

或是將塗鴉的文化穿在身上。（受訪者猪頭三） 

在此，研究者舉出他們的說法，並非完全認可他們的分類，也並未欲將此說

法作為唯一的概念與分類方式，而是試圖從他們的說法中，去打開拓展台灣本地

型男可能接受到的文化土壤的廣度與多樣性，試圖從中去釐清這個作用力彼此如

何交互運作，共構出台灣本地目前的樣貌。其中，關於同志次文化的影響將於第

四章討論，本節將著重討論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各國（以國境或民族作為區分）

或是各文化（以文化的集結與同一性作為區分）如何影響台灣本地的時尚文化。 

就多數受訪者的回答來看，他們都認為台灣本地的型男文化與現象，都受到

國外文化的影響。不過，每個人因為觀看的視點不同，關注到的文化也不盡相同，

因此接下來研究者將討論各類受訪者所認為的文化影響以及其路徑為何。 

劉冠男認為台灣的型男文化受到日本與歐美兩地時尚文化的影響，他認為

「日本的風格比較均一，而歐美的風格比較多元。」從他的說法可以讀出，他認

為日本與歐美為兩造不同的時尚風格體系，為一組二元的對照組，並且從歐美兩

字可以解讀出，他習於將歐美視為一個文化的整體概念，其時尚風格也是較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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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 

Marcoboy 則認為目前台灣本地的流行文化雖然受到日本與歐美兩種文化的

影響，但日本與歐美之間兩者雖然文化本質不同，卻也彼此相互影響。 

原則上，日系跟歐美就是不同的文化。日本很有他們的一套，歐美的服裝

風格到日本之後也會去做轉化跟改變。譬如說龐克到了日本之後有另一個

味道。歐美的話，又各自有不一樣的東西，兩個的精神不一樣，我覺得他

們是反映自己的文化，譬如說龐克就是來自歐洲，反映當時的文化，相對

於當時的紳士之類的文化反差，嬉皮則是美國當時文化下的產物，所以我

覺得風格的背後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在，所以是有差異的。現在彼此有接觸，

會吸收你部份風格後再轉化，但我覺得那純粹只是風格的轉移而不是來自

於文化背景，但實際上三個地方是有差別的。（受訪者 Marcoboy） 

就 Marcoboy 的說法中，可以看出歐洲與美國的時尚發展乃是植基於該地方

固有的文化想像與歷史背景，因此發展出來的時尚文化也會有所不同。其中，他

提到很重要的一點是，當全球化的發展將時尚作為一種文化流動時，異文化的接

觸與碰撞之間將進行另一場的轉化與改變。他認為任何一種風格在進入新的國界

之後，會進行「在地化」的轉型。那麼究竟在地化的過程如何進行呢？ 

受訪者 Akko 認為即使台灣受到日本的影響比重很重，但是他個人強調，所

謂的時尚與流行並沒有日系風格一類。就他的觀點來看，他將世界上的穿著風格

區分為比較歐美與比較不歐美的兩塊，在這兩組對立的概念裡頭，其實他要說的

是每季時尚的起源與發展均是歐美的設計師來引領潮流的，所謂的日系其實只是

改良轉化過後比較符合東方人身型的穿著而已。賴小罐也認為身材與體型是日本

重新改造來自歐美風格的重要因素，因為東方人的身型較歐美人士來得瘦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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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許多服裝為了符合東方人的身材而改得較為合身與窄版。Marcoboy 也同樣認

為，「如果照東方人一般的體型來穿西方人覺得好看的衣服，可能就會不稱頭或

者就是覺得不適合，所以日系風格才會比較朝窄版扁身來設計。」 

如果更進一步來深究日本的設計與風格來看，可以發現日本作為中介轉換歐

美風格的樞紐，或者用過濾器（filter）來形容更為貼切。舉張書豪對於龐克的理

解為例，當研究者問他印象最深的風格時，他答以「日本的龐克」。龐克（punk）

的來源是英國次文化的一環，起源於 1970 年代，最早產生於音樂界，但逐漸轉

換成一種整合音樂、服裝與個人意識主張的廣義文化風格。最有名的服裝設計師

是英國的 Vivienne Westwood，被奉為龐克教母的她，1972 年和 Malcolm 合資開

設「Let it Rock」酒吧，銷售唱片及衣服，帶領起龐克風潮，其後建立起以自己

名字為名的時裝品牌。隨著龐克文化的全球化，日本也吸收了來自英國的龐克文

化，更將服裝上的轉化發揮地淋漓盡致。2005 年 12 月，日本發行電影【NANA】，

改編自同名漫畫，講述一位為了在歌壇闖出一片天而到東京尋找出道機會的龐克

樂團女主唱大崎娜娜（中島美嘉飾）的故事。電影中的穿著打扮在日本掀起龐克

熱，而這股熱潮也影響了台灣，使得閱聽人在不清楚或未深究風格的來源前，會

首要認為龐克是日本的獨特風格之一。該例所要提醒的是，日本作為吸收轉化歐

美風格的重要關鍵，也對台灣本地的流行文化與閱聽人接收影響甚鉅。 

Lee(2004:13-17)回顧日本現代化的發展發現，日本的國族認同與跨國欲望乃

是在不斷的跨國文化流動中重新被想像。二次戰後的日本由於美國託管的緣故，

雖然一方面失去了部分的經濟與文化自主權，卻也因此接受美國化的影響，轉型

成為現代化國家。由於現代化讓日本國力復甦，在 1970 年代後也逐漸轉向國際

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作為經濟強權的日本，逐漸成為世界上非西方的第一

國家，同時日本也亟欲擺脫單純進口歐美科技與新知的輸入國，而企圖成為日本

科技與想法的輸出國。接受西方思想超過百年的日本在當時已經混合了當地的文

化與現代／西方的價值。因此，1990 年代起，吸收西方文化作為本地文化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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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混血性，轉型為向外的擴張，成功地將西方的商品與文化重新轉換為符合亞洲

人的品味與物質狀況。對於其他的亞洲國家來說，日本正扮演一種發展獨特混血

形式的角色，換言之，日本在亞洲的角色乃是作為中介西方與亞洲之間的轉換器。 

台灣的型男們，究竟如何應對這三方時尚勢力的角力競逐呢？以受訪者牛排

的例子作為說明，他平常最喜好的品牌或設計師為 D＆G、Vivienne Westwood、

Tom Ford 與 Karl Lagerfeld 等，但有趣的是，平日的衣著打扮與購買並非以這些

品牌為首要考量，而是到西門町的小香港或新宿購買來自日本的衣服。牛排提到

他不會購買西方設計師的原因是因為一方面單價過高，現在仍是學生的他負擔不

起，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西方設計單品的版型太大，穿起來不適合，反而日本的設

計單品較符合他的需求。 

我喜歡的是這些設計師對於時尚與服裝的概念，他們如何用色、選布、剪

裁。但是事實上，自己還是會以日本小版子的衣服來做搭配，但是我會用

自己的方式來搭出具有那些設計師精神的風格。（受訪者牛排） 

Marcoboy 對牛排這樣的說法具有同感，對於這種在購買與欣賞之間折衝，

他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廣告與媒體的報導影響了年輕人對於品牌的認知。 

我覺得跟廣告有關係。你有看過日本幾個大的品牌在電視上做廣告嗎？很

少，在百貨公司中擺攤的日系品牌男生的衣服的確不多，可是你看年輕人

穿的買的，五分埔，西門町，或者是所謂東區裡頭的小店，其實日系品牌

的衣服很多。那個我覺得這就是兩回事情，就是我們看到檯面上廣告的東

西，都是歐美系的，真正來自日本的品牌真的不多。可是台灣的藝人又很

常模仿日本的藝人，連帶的年輕人都會去模仿藝人，商家也會跟著流行的

趨勢，然後年輕人族群裡面就會去買日本的單品來。廣告影響到我們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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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是名牌，但實際上我們去消費的是不一樣的東西。像我自己，因為身

材的影響，要不然我是比較喜歡歐系的東西。（受訪者 Marcoboy） 

從他的說法當中，隱隱然有著兩股力量成形，一個是歐美品牌的文化力，透

過廣告告知人們現在的時尚風格為何、設計師最新一季的理念為何，同時歐美品

牌的資本也大量進入百貨公司專櫃。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媒體上的偶像明星多

學習與仿效日本藝能界，間接讓閱聽人獲得日本流行文化的資訊，也台灣本地的

型男更易於接受轉化過後的日本風格。 

因此，如果從路徑的角度來看，台灣受到了雙重作用力的影響：一個是歐美

文化的直接進入，另一個則是日本文化將歐美的時尚風格轉化之後，打著「日系

風格」的旗幟進入台灣本地。受訪者阿倫就說，現在的流行風潮與風格都是「台

灣抄日本，日本抄歐美。」他認為在台灣，比較雅痞的風格是直接模仿歐美的穿

著，但比較年輕的休閒風格或街頭文化乃是學習自日本，就算是嘻哈文化，其實

有一部份也是日本轉化之後傳來，而非完全是取經於美國。 

因為日本已經是模仿美國或英國的東西，然後台灣在去模仿日本的東西，

然後再變成自己的東西，其實等於是第二手的模仿。即使是嘻哈，他們好

像也不是直接模仿美國，似乎也是透過日本再到台灣來，除非是從國外回

來的 ABC，他們一定就是從美國那邊學習得來，可是如果是住在台灣的人，

會是透過雜誌或媒體，感覺像是從日本那邊轉一手再來的。（受訪者阿倫） 

除了日本之外，香港的年輕服飾品牌進入台灣市場，也帶來了部分的影響。

侯宗佑觀察到，像是張曼玉擔任藝術總監的 IZZUE 品牌，雖然品牌本身來自香

港，但是其服裝的設計卻是模仿日系的風格。如果就上述的路徑來看，香港更是

將日本轉化歐美之後，又進一步地去模仿版型，產生新的「類日系」裝扮。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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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日系打扮，Ken 稱之為「台灣日系」，所指的是在台灣，年輕人會將日本

的風格想像成某一種類型，可能是橫紋的 T shirt，或是帶有很多鍊子、配件的打

扮，他認為是一種生活化、在地化的日系打扮。當然，如果是待過日本兩年的阿

本來看，其實日本的風格分為很多種，包括牛郎系、街頭系、傑尼斯系、復古風、

二手古著風、龐克風、以及同人誌等，而台灣主要模仿的是傑尼斯系的風格打扮，

只要符合這類打扮的元素或要件，在台灣就會被稱為日系打扮。阿本認為這種以

偏蓋全的類屬，是一種「偽日系」的表現方式。對照於遲恆昌（2001）的看法，

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脈絡下，「日本」成為了一種符號，穿著「像是日系」的服

裝也成為符號消費，在這種詮釋之下，日系與否的來源與真實性不若那麼重要，

反而是「擬真性」才是台灣男性在裝扮時所考慮的。 

那麼究竟台灣本地的男性打扮，是否能走出自己的風格？或者在截枝各種風

格美學之後，所衝擊出的火花為何呢？ 

其實現在就是日本抄美國，台灣抄日本。現在可能在日本流行的東西，過

兩三個月就會在台灣看到，因為台灣的年輕人穿衣服就是比較偏日本居

多，那日本就比較偏美系。其實我覺得台灣還是會有自己的東西，像西門

町。我覺得在台灣的年輕人文化中是很特別的區域，印象中是日系的地方

可是他又跟日本沒有那麼完全一樣，會有加入自己的東西。西門町就是個

台灣地方和日本文化流行的交錯地方。（受訪者阿傑） 

同樣地，阿傑也認為即使日本做為台灣時尚文化最重要的參考指標，日本的

流行文化也不是單一純粹的。透過日本的吸收轉化其他歐美的風格，再加上符合

東方人的剪裁與打版，才能成就現今的日本風格打扮。但是他認為，台灣本地也

並非全然抄襲日本流行過來的風格打扮，也是再度地詮釋轉化，挪借成為台灣特

有的風格。他舉出西門町這塊區域作為台灣流行文化的代表，別具意義。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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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既作為「哈日者的天堂」，卻又不全然是日系的風格，台灣特有的風格也

參與其中。究竟台灣獨特的屬性是什麼呢？阿傑回答到， 

我也很難說台灣的東西是哪一塊，畢竟台灣的東西一直以來就是被日本和

美國影響很深。也許現在很難去歸納出在台灣的西門町文化風格是怎樣，

但是最顯而易見的就是加入美國、日本，也許這就是某一部分台灣的文化

呈現。（受訪者阿傑） 

研究者認為，阿傑欲回答的是台灣流行時尚文化中的一種「混血性」，這種

混血性也表現在型男的風格與定義上。這就是遲恆昌（2001：94）所談的「後天

異質混種」，這種次文化的表徵像是果汁機攪拌過後的混雜風格，既模仿外來流

行的符碼，卻也拼貼與挪用以創造個人風格。對於台灣的型男現象來說，跨國文

化的拼貼與挪用成就了台灣本地各類風格的型男表現，即使他們在上一節所看到

的「不願歸類」或「難以歸類」，也正是這種後殖民混血情形下的表徵之一。 

對照於第二章研究者所討論的媒介景觀似乎可以解釋，型男風格的混血與雜

揉，多元、另類的認同也反映了台灣的多重現代性（Lee,2004）。以受訪者閱讀

的男性雜誌來看，除了歐美的 GQ、FHM 雜誌以外，也有受訪者閱讀來自日本

的 Men’s Non-no 雜誌。此外，台灣本地的雜誌，受訪者安克強指出，如 Men’s Uno

雜誌，原先雜誌內容的走向是較為日系風格的，然而在近幾年卻漸改以歐美主流

的男性雜誌風格來編輯，造成內文中日系與美系的風格相互交雜。也許正因為一

直以來流行時尚文化的被殖民化，長期仰賴國外的資訊與方向的指引，再加上本

地媒介地景對於流行文化的多元呈現與混種交雜，當台灣的行動者一方面接收挪

用了外來他者的文化想像時，自我主體的建構卻又是多重力量的競逐與混雜，使

得台灣的型男風格可以是既歐美又日本，或者是既不歐美也不日本，在這既在且

不在的混血情形之下，過渡各種曖昧不清的形象定位，也包容各式的文化類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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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根發展。 

第四節 小結：消費進行式 

本小節將綜合歸納上述行動者的各方說法與活動，試圖將台灣本地的型男

們，在搭建完成的媒介與消費場域中，勾勒出他們的走向與意圖。 

就個人的層次來說，消費的動機起自為了要表達自我的意識與風格，透過服

飾與裝扮說出「我之為誰」，表達出對於團體乃至於社會的態度與看法，當然此

部分更密切地與認同的團體扣連。論及個人與團體的層次，個人自然無法外於團

體，在我群團體之中，穿著打扮均得符合內部規範的服飾符碼，因為擁有共享的

集體意識，自我得以在團體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弔詭的是，個體卻又深受另

一方的拉力影響，除了符合我群的想像之外，卻又得與我群產生差異，藉此彰顯

個體獨特的個性，在身份認同上，個體即在我群與差異化我群之間游移擺盪，正

也對照於時尚本質的雙重曖昧性。 

由於個體的認同既期盼符合集體風格，卻又欲與之差異化，因此在個人風格

的打造，也採取自由隨性的混搭，藉此展現個人的風格。儘管他們清楚明瞭地知

道有哪些風格，甚至有能夠區辨出風格之間的差異，但是當他們被他人指認為某

一風格時，他們卻不願被歸屬於任何一類，因為對受訪者來說，這是場「風格定

義之爭」。當服飾打扮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時，風格將不會一陳不變，也並

非照著模版（可能是媒體或設計師的宣傳）照抄，行動者透過己身吸收到的資訊，

部分仿效卻也部分創新，混合拼貼出具有個人風格的裝扮。風格的解讀可以多樣

而善變，意義也是流動且挪轉的，型男之於行動者的想像，既是多樣風格的融合，

也是個人對應於整體趨勢與風潮的流行對話。 

擴及跨文化的層面來看，若以受訪者的說辭作為台灣本地型男在地意識的代

表的話，台灣本地的現象受到日本、歐洲、美國的文化影響，然而這三股力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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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與相互作用，共構了本地行動者對於型男為何物的遙想。然而，本地的行動

者也並非被動地接收各類資訊與文化傳播，反而主動地挪用、轉化、拼貼了異文

化原始風格的意涵，重新塑造出新的形象，也產生新的意義。本地的型男風格，

若就受訪者表現的樣態來看，並非反襯映照著另種相對的文化認同，反而跨越了

以國族或文化為界的文化想像。行動者的風格不僅存在於各種文化表徵之下，也

混雜出在各類文化意涵之上的另類混血性，更表現在個體的穿著風格當中。 

如果說研究者在本章中，已然盡力地將上述行動者為何消費以及如何消費的

活動，具體而微地描述出來的話，那麼這些型男們，在台灣本地各處的消費場域

裡頭，正為了裝扮自己，讓自己更「與眾不同」，以展現「自己的風格」，而經

常在血拼（shopping）消費，或者，意欲與計畫著下一刻的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