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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性別角色與刻板印象 

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定義 

性別角色(sex role or gender role)是指屬於一定性別的個體在一定的社會和

群體中佔有的適當位置，以及被該社會和群體規範的行為模式。性別角色是根據

行為組來界定，包括內在態度、觀念、外顯行為、服裝等(張春興，1989)。性別

角色的劃定決定某一個人的社會化定向，如傳統觀念中男子的社會化定向是謀求

成功和地位，女子的社會化定向則是在家當賢妻良母或重情感性的部分(蔡文

輝、李紹嶸，1998)。 

刻板印象(stereotype)，則指對社會某一特定群體中的人強烈地過度類化的情

形(Basow,1992，劉秀娟、林明寬譯，1996)。當人們用既定刻板印象來判斷他人

時，常因而犯了過度概化的錯誤，忽略了個體間的差異。 

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是以性別為基礎，將概括化的特徵以語文等標記的方式

賦予男與女，並據此與男女兩性互動的一種傾向(李美枝，1990)。這種性別刻板

印象，通常把女性關聯於情感表達等大眾性特質，因此適於從事家庭內幼兒照

顧、家務處理等工作；而男性則強調其統御角色等工具性特質，因此適合家庭外

的競爭性工作。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意涵「男主外、女主內」的價值觀，隱含了社

會文化對不同性別的個體有不同的社會期待。即使在個人的層面，性別刻板印象

對自我行為的塑造、內隱性格亦有極大影響，一般人常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作為

引導自我行為、期望與評價他人的認知參考架構，當兩性表現不符合這個參考架

構時，常會遭致負面評價。 

相關研究中更明確顯示，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對個體發展有各種負面影響，包

括自我概念、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在自我概念部分，對女性的負向影響尤為明

顯，強烈的女性性別形成與低自信、低期待是有關聯的(Basow,1992，劉秀娟、

林明寬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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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枝在總結有關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後，發現了下列幾項特點(李美枝，

1990，pp.122-123)： 

1.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十分普遍，在成人、孩童、大學生或心理衛生臨床工作

人員中都持有相似的刻板印象。 

2.性別刻板印象並非只是男性沙文主義現象，而是文化現象，因為一般男女

兩性對男女角色的刻板知覺印象相似。 

3.男女對男性刻板印象特質的評價，高於對女性特質的評價。 

4.儘管今日社會的法律、政治、經濟結構各方面已有顯著變遷，然人們仍抱

持與傳統社會相似的性別刻板印象。 

5.男女傾向將文化界定的刻板性別角色融入自我觀念中，致使很多女性自我

設限，抑制潛能的充分發揮。 

 

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 

個體成長過程中，經由社會化逐漸學習使己身符合社會角色的歷程，意即經

由社會學習，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男性或女性應有之態度與行為，在此社會化過

程中，人們會漸漸不約而同認為，在某些性格上男人與女人應該如何等觀念(張

春興，1989)。這種性別角色的差異是由社會化歷程與社會力所建構而成，社會

力來源包括父母、師長、同儕、媒體等。社會力作用使得個體的性別角色認知因

而形塑，甚而透過自證預言作用進一步影響了個體的行為模式，以下即列舉社會

心理學對性別角色社會化的兩個主要理論，即社會學習論與社會角色論，以對性

別刻板印象的形成因素做一剖析： 

 

(一)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於 1971年由 Bandura提出，強調所有人類行為都

是學習而來，而這裡的學習是鑲嵌於特殊環境的情境中，亦即兒童會直接透過不

同的對待，以及間接的觀察學習和模仿，而學到他的角色。社會學習理論因此特

別強調環境中「模範」(model)人物的重要，意即以他人為榜樣，個體可以透過

觀察他人的行為而習得新的反應，此觀察學習的過程即稱楷模作用。最明確的例

子是，孩童在社會化早期，通常會傾向模仿與他們同性別的父母，透過觀察與互

動學習適合自己性別的行為，包括服裝和玩具的選擇等，男性與女性自幼所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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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的增強行為是不同的，因此會發展出對性別相關行為不同的知覺，進而漸與

其性別角色一致。(Basow, 1992，劉秀娟、林明寬譯，1996) 

 

(二)社會角色理論(social-role theory) 

社會角色理論強調性別角色的形成，並非單純地來自父母給予的增強作用，

也非單純由個體本身對性別的分類，而是主要來自社會、文化的影響。角色意謂

對應於某個社會地位而被界定的一組行為。居於某地位的人通常能知曉社會對該

地位的角色期望，而表現合乎角色期望的行為，在此社會制裁(social sanction)即

是規範人們行為的重要力量(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1989)。 

由社會角色理論論點來看，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整個影響

過程是循環不斷的。在許多情況下，男性與女性受到鼓勵去學習刻板的角色與行

為，而習得之後，又會因讚賞等各種強化機制，使得個人刻板行為表現更加有能

力且更有樂趣，因而更加注目不同性別間行為的差異，且漸認為此差異來自個體

的內在特質或能力，而非由學習得來，因此再度加深了個體的性別刻板印象。 

 

綜上所述，性別角色的認知由孩童時期開始，就經由種種社會力形塑，此社

會化的過程若傳達的是一種偏頗的性別刻板印象，那麼在社會學習或是文化因素

影響下，內化入個體的價值觀就會是過於概化的偏差形象，影響所及，個體的態

度與行為都可能因而服膺此刻板性別角色，使得自我認知、目標設定因而受限，

反映在社會價值觀上也因而可能有性別歧視等疑義。本文擬以此角度切入，焦點

在探討由媒體作為社會化的主要社會力之一，其中所隱含的性別角色描述與期望

有無刻板化的情形。由社會學習觀點來討論，媒體所報導的知名人物有如角色模

範，對其外貌、職業身份、態度與行為模式等的相關描述，傳達出某種性別角色

形象；由性別角色論切入，則要探究媒體在強調某些特定人物的價值觀、行為等

同時，是否隱含了對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鼓勵與強化。這便是本文立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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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時尚 

一、時尚社會心理學 

時尚指群眾中產生之一些僅具有短暫時效與新奇性，牽涉生活細節的共同心

態行為。包含流行服飾、髮型、音樂，延伸到生活方式等，都隸屬時尚的範疇(張

華葆，1984：p.234)。 

社會學傳統對於時尚的討論建立於 Simmel的論點上，他認為時尚同時具有

結合與隔離的特質，此二特質辯証地共存，不但提供人們對特定模範的模仿對

象，也滿足人們想與他人隔離，區隔自己的個體性之需求。另外，時尚只能由特

定時空下的特定人士操弄控制，多數人只能處在模仿跟隨的位置，而也因此注定

了時尚的當下性，意即時尚只有處於特定的時空中才有意義，才能稱作時尚，當

一種時尚被創造，而有了眾多追隨者之後，其獨特性會被破壞，而注定要逐漸敗

亡。(Simmel，1895) 

由於時尚有模仿的特性，因而滿足了社會依賴的需要，把個體引導到與大家

相同的軌道上，只要與多數人一致，個體便不致無所適從。也正因如此，時尚足

成為一種集體行為，縱然僅具短暫時效，然而對社會成員行為心態卻有強制的約

束性，這種時尚壓力可能影響個體對不合時宜的裝飾惶惶不安，甚或引起非議等。 

時尚潮流的風潮引領，通常都是由上層階級向下層階級流動，上層階級透過

結合方式與同階層的人共享時尚的定義與內涵，並以此作為與較低階級的人劃分

的依據；而當下層階級透過對上層階級時尚的孺慕與模仿，來追求較高階層價值

的同時，也使時尚逐漸流動到普羅階級，此時上層階級便會遠離這種時尚並轉向

新的時尚，並持續引領另一波流行風潮，這便是時尚隔離性質的體現。 

 

 

二、時尚與性別 

傳統中時尚與性別的相關討論多是著重於強調女性與時尚的連結。Simmel

指出因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弱勢，使得她們會傾向尊重慣例與追求同一，而時尚

中同時具有結合與隔離兩種面向，因而提供女性模仿的空間與標的，不需獨自為

個人品味及行為負責；同時時尚中亦保留了自我區隔的空間，讓女性的個性與自

我都足以突顯，當女性在其他領域中未能得到自我凸顯時，時尚便能提供追求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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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化的場域。相較於女性，男性則較能以工作表現等部分來彰顯自己的價值，因

此男性對於時尚相關事物的興趣似乎不若女性來的熱衷。(Simmel，1895；顧仁

明譯，2001) 

然而進入後現代社會後，時尚的追求往往透過消費來體現，而時尚與性別間

的關係，多轉化到以消費物品建構意義、認同、性別角色等討論上。不論性別差

異，自我感的建構皆透過風格、穿著、身體意象等來達成，從此消費不只是單純

滿足需求之行動，也是建立性別認同的一種手段(Bocock , 1993)。因此男性也逐

漸注重以衣飾來作為彰顯其社會地位等之象徵，相關的研究中指出，雖然在工作

場合，男性的衣飾主要是作為階級識別的區隔，然而在工作之外的休閒場合，對

高級化服飾的追求則成為明顯的趨勢。相較於過去，高級服飾所象徵的是更多個

人認同的揭露，不只社會階級的意涵(Crane，2000)。更進一步延伸，時尚的性別

區隔，已不如過去所認定的有著零合或程度上的絕對差異，而是在時尚的內容與

專注的方向上有所不同，然而即使如此，在時尚內容與評價中，仍多少顯現了男

女性別角色的期待與差異，這部分即為本文嘗試要析辯的部分。 

 

綜合上述有關時尚心理與性別的討論，引伸到本文所探討的主題，由於時尚

的結合性質明顯，即上層階級的人們或是與時尚界關係最為緊密的設計師、演藝

人員等，都是引領時尚潮流的模範，他們的外貌與言行、價值觀等生活風格，透

過媒體如時尚雜誌的反覆報導強調，所謂的時尚風格就因此被建立，而閱聽人透

過閱讀、觀看到以消費體現，時尚的價值觀因此得以流動到一般的社會大眾的認

知中，左右了大眾的行為觀念。因此如果不同閱聽群取向的雜誌，對特定人物的

報導呈現了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偏誤，那麼或可預期此角色模範的形塑對閱聽人

與社會大眾會是負面的引導。 

另外，本文所挑選的研究主體亦為讀者定位在年齡較成熟且有經濟能力的中

上階級之時尚雜誌，這群閱聽眾在社會間亦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因此時尚雜誌

在對報導人物的角色形塑同時，連帶會使此角色形象透過宣揚與學習而成為社會

主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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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媒體與性別角色 

一、媒體與社會化 

根據學習理論的論點，人們經過觀察他人行為，或透過強化過程，即使未有

實際的反應，就能習得新的觀念、態度與行為。而在這樣的社會化過程中，大眾

傳播媒體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由於人們透過傳媒持續接收大量資訊，在此

過程中對事物的看法、態度與行為都會受到影響。以時尚消費品味為例，台灣經

常跟隨日本與歐美的流行趨勢走，媒體告訴我們何種款式的裝扮符合潮流，人們

在獲知資訊同時，對其時尚的認同與購買行為、裝扮方式就會潛移默化符合媒體

所謂的流行時尚。(陳杏枝，1999) 

除了時尚消費或生活方式的傳達外，更重要的是大眾傳播媒體對價值觀的傳

遞，與其所帶來的影響。由於傳播媒體擁有形成輿論的議題設定功能，媒體所報

導的對特定事件或人物的觀感與評判，即會透過媒體重複播放刊載的過程，對社

會大眾的認知有所引導強化。因此，若媒體或廣告內容對性別角色的內容有不經

意的不當刻畫，對閱聽大眾的兩性角色行為看法也可能產生影響。 

然而傳播媒體的影響效果也並非不可逆，相關的實證研究也指出，媒體其實

鮮有造成直接效果的獨立影響力，由於人們經常是選擇性地使用媒體，而人們選

擇接受的也通常是與本身價值觀有相當程度符合的部分。因此大眾傳播媒體往往

只是增強或支持反映既存的社會趨勢，閱聽人對傳播內容的接受程度與解讀應仍

擁有相當的自主性。(D K. Davis & S J. Baran,1981，蘇蘅譯，1993) 

傳播理論中，Katz, Blumler & Gurevitch等人於 1974年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

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即是由此觀點出發。Katz認為閱聽人具有主動

性，且每一個閱聽人都有一套複雜的需求，而會藉由大眾傳播媒體來尋求對這些

需求的滿足。因此使用與滿足的傳播模式假設：閱聽人與發出訊息者應該是一樣

主動的，同時也暗示：訊息其實是由閱聽人產製，與發出訊息者原本的意圖無涉

( Fiske,1990，張錦華譯，1995、Severin & Tankard,1992，孟淑華譯，1999)。 

 

由傳播媒體社會化功能的意涵與相關理論，引伸到本文要探討的重點，可以

發現到，由於媒體是社會環境中易得的資訊來源，且媒體所報導的內容，與記者、

編輯、撰稿人、製作人等其本身的意見都有相當大的關聯，這些人平日就扮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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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意見領袖的角色，其價值觀感與意見態度，例如對性別角色的認識，透過媒

體的傳播深化到社會各角落，對閱聽大眾不啻帶來或多或少的影響。若由使用與

滿足的理論觀點來探討，閱聽眾被賦予主動的角色，對媒體內容多少有左右的力

量，而時尚雜誌閱聽群鎖定即在時尚場域中的引領潮流人士，這些人多為具有經

濟獨立能力的職業女性，或專業主管菁英階級，在此媒體內容反映的也是這些意

見領袖所預期見到的內涵，多少代表了社會對於某些價值觀念的主流意見。且再

加上選擇性閱讀的過程，對閱聽人本身的認知是一種強化的效果，因而可以預見

時尚雜誌等媒體中所反映性別角色的差異，除了是社會主流意見的一種反射，也

會經由接收與強化過程，一再循環而存續於社會文化之中。 

 

二、廣告與性別角色差異 

有關電視與報章雜誌上廣告中對性別描繪的相關研究，是西方於 70年代隨

著女權運動崛起而開闢出的研究領域(劉宗輝，1998)，由於消費社會中廣告經常

扮演指引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參考範本，而廣告商的資金亦為媒體主要收入來源，

因此廣告在媒體中角色隨時代變遷愈驅主導性地位，針對廣告所隱含內容以及可

能帶來的社會價值觀影響，便多有討論。其中尤以 Erving Goffman的《性別廣告》

(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9)以廣告模特兒肢體語言及互動方式中呈現出的兩性

關係，被引述甚為頻繁(孫秀蕙，1999)。Goffman探究細微的手勢、姿態、表情

等，觀察兩性在廣告圖像中的相對地位，以解析兩性互動的「儀式化行為」如何

再現於廣告中。由六個領域分析廣告中的性別角色：圖像相對大小、柔性手勢、

性別優勢、家庭關係、男尊女卑的儀式化行為與退縮感等，結論發現兩性間確實

存在不平衡的權力關係。其中女性地位與負擔責任皆不如男性，在某些特定情境

下，被描繪為男性的性玩物或財產。Goffman因此以「不夠嚴謹」(being saved from 

seriousness)的概念指稱廣告中的女性模特兒，女性往往飾演與現實脫離、沈浸夢

幻中、看來無助的角色；但男性模特兒的眼神表情則給人專注之感，表現出一專

業且嚴謹的作風，廣告中的兩性關係故常比擬為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由男性以

呵護、指導的姿態保護如孩童般的女性。 

相較於西方的先驅研究，台灣針對廣告與性別角色描繪的相關研究，到了

80年代末才漸漸受到重視，而有了較多的深入探討。但在國內外至今近三十多

年的研究發現，結果未有大幅度的變遷，廣告在呈現男女性別角色時仍無法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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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的侷限。其中女性形象通常以家庭主婦或是性感尤物模樣出現，依

賴男性、多在私領域活動、感性且才智不高；男性形象則偏向理性、做重大決定、

專業、強壯等(張錦華，1992：p5)。以下便將國外與國內相關研究結果約略作一

報導，以看出廣告中對性別角色的描述呈現哪些刻板印象的差異： 

 

(一)國外研究 

1. J. Cully & Bennett(1976)檢視雜誌、報紙及電視廣告，發現大部分廣告對

女性的描述是較關心自己的外貌與家事，對於作複雜決定較不關心；常以主婦與

母親角色出現在家中；在職業範疇內，少以專業人員如醫生、律師、科學家、法

官等姿態出現。 

2.Hongcharu & Boonchai(1990)對 15個研究的文獻分析，結果支持電視節目

與廣告中確實存有明確性別刻板印象觀點，而且對兒童的性別角色認知有所影

響。(引自林秀芬，2000) 

3. Rudman, William J. & Verdi, Patty(1993)自 1992年時尚與健身類雜誌中分

層隨機抽取 254個廣告，比較其中男性與女性模特兒形象，探討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身體的性意涵呈現以及暴力圖像等面向上的差異。發現女性多呈現從屬男性

的附屬角色，且廣告中的女性形象有較多性意涵和暴力呈現之主題。 

4.Lafky & Duffy & Steinmaus & Berkowitz(1996)等人研究美西地區 125位高

中學生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分別先讓學生觀看含有女性形象刻板印象，與反刻

板印象的兩類雜誌廣告，再測試他們對中立女性形象的意見。結果在半數的答覆

中發現性別角色期待的差異，顯示即使是短暫的暴露於刻板印象廣告中，也會強

化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5. Plous, S. & Neptune(1997)研究雜誌廣告中種族與性別的偏誤，對

1985-1994年間 1,800個時尚廣告進行內容分析，比較廣告中白人女性、黑人女

性與白人男性的形象呈現，發現(1)除了在白人女性雜誌中有黑人女性出現，其

他的白人雜誌內黑人出現比例極低；(2)女性身體比男性身體出現更多裸露，且

白人女性的裸露在 10年間顯著增加；(3)白人女性以低社經地位呈現比例極高；

(4)黑人女性多數穿著動物花紋的衣服出現。顯示雜誌廣告中的種族與性別偏誤

不但持續存在，且在 80年代中到 90年代還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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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研究 

1.顧玉珍(1991)以質化方法分析 15則電視廣告文本，發現廣告中的女性大致

可分為三類，分別為：(a)父權家庭結構中之「無我女性」---女性被定位在家庭

關係中，合乎傳統賢妻良母形象。(b)空間有限的「職業婦女」---縱然具有專業

能力的女性，與男性專家相較仍處於權力邊陲；且在職業角色下，仍強調女性的

年輕貌美特質。(c)男性慾望的「性對象」---廣告美女又可分為清純玉女與性感

尤物，淪為被觀看的客體，喪失自主行動與思考能力。 

2.王宜燕(1991)分析 190個電視廣告，利用性別意識量表測出之性別刻板印

象，多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這樣的廣告超過 60%以上。

女性角色多在家中，從事女性化職業，展現女性化特質；男性的地位則展現在職

業中，從事戶外活動，展現男性化特質。 

3.劉宗輝(1998)探討電視廣告是否突破性別刻板印象，結果呈現廣告女主角

的年齡通常較男性年輕、多以家庭角色出現在家庭中、職業角色比例偏低、傾向

代言家庭用品，而擔任旁白的比例很小。 

4.林靜雯(1998)分析民國 77到 86年間雜誌廣告中的男性角色變遷，發現雜

誌廣告所呈現的男性一直維持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典型，多為青年及中年形象；

角色雖有日趨多元現象，然而腳步很慢；工作角色增加，然而家庭角色一直維持

少數。另外，女性類雜誌對男性刻板印象較深、較常呈現家庭角色、兩性關係較

平等。 

5.馮國蘭(2000)針對天下雜誌 1281則廣告中，呈現的中產階級形象研究，發

現廣告人物符碼主要所呈現的中產階級男性形象，多強調其具專業形象、強調精

緻感、追求自我成就等，來做為中產階級男性文化特質與生活風格的表徵。 

 

綜觀國內外對廣告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呈現的研究，皆指出廣告中普遍呈現

傳統性別角色與兩性互動關係的刻板印象，縱然時代變遷過程中兩性的角色與地

位多有變化，然而廣告內仍未反映出變遷下的價值觀，無論在男女兩性的職業、

特質、出入場所等各面向，而仍持續「男強女弱」的形象。因此可以看到在廣告

中，女性的家庭角色仍為主要性別角色內涵，女性特質受到讚揚，而在職業背景

方面相較於男性，則多處於較不專業化且較被定型，未有多元展現。而廣告中的

男性往往家庭角色被淡化，職業角色與專業形象被加強，戶外活動與公領域的活

躍亦為男性特質被強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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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廣告研究卻也有其限制，其限制會在兩方面上影響判讀結果：一是由於

廣告原本就是為了廣告主服務，推銷販賣商品是其主要功能與目的，因此在廣告

中出現的人物往往是作為突顯商品的陪襯角色，並非廣告文本中真正的主角。另

外，不論是平面廣告或是電視等媒體上播放的廣告，皆因篇幅與廣告時間的限

制，使得廣告中必須運用較為誇張或非慣俗式的內容，以求能達到讓廣告閱聽眾

留下印象的效果，因此廣告人物的「表演」也是較為誇飾的形象展演。故若僅專

注在廣告內容中性別角色的探討，或與現實中的性別角色大眾認知有所歧異，且

媒體內容中廣告僅佔部分，欲探究大眾媒體中的性別角色刻劃呈現，則媒介傳播

的主要內容，應為更具意義之研究對象。 

刻板印象差異除了在未區分閱聽人族群的電視等媒體廣告中十分明顯，在分

眾化的雜誌中形象亦十分固定，例如在女性雜誌中雖然對女性角色的呈現，相較

於男性雜誌更為多樣化，但是女性雜誌中針對女性容貌與女性特質的傳頌卻也還

是服膺著刻板的性別印象。以下就針對不同閱聽族群取向雜誌的相關研究文獻作

一探討，辯析不同性別取向的雜誌，對性別角色的描述會呈現出何種風貌。 

 

三、女性雜誌與女性 

女性雜誌泛指任何以女性讀者為主要訴求對象的雜誌(張淑麗，1994)。由於

女性雜誌是標榜以女性為唯一閱聽人的媒體，且多由女性編輯寫給女性讀者，因

此其內容也最能正視與女性有關的議題，並是能與女性生活經驗與時並進的一種

流行文化產品(Wolf，1991)，在女性文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女性雜誌作為

一種價值傳遞媒介，對女性有莫大規範與影響力。就讀者角度，亞洲中產階級自

80年代始崛起，女性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主性也增強，隨著收入增加，對本

身的需求也更加重視，傾向主動尋找相關資訊，進而認同、鞏固或製造嚮往的女

性身份。因而女性雜誌便扮演意見領袖角色，其專題介紹或討論中製造了一時

尚、獨立、精明且大方得體的女性形象(周欣君，2002)。 

Ferguson(1983)認為，女性雜誌本身即為一種社會機制，它既塑造了女性對

自身的看法，也塑造整體社會對女性的看法。因此他甚而主張女性雜誌是在宣揚

一種「女性宗教」，不只反映出社會中女性的適當角色，也提供對此角色定義以

及社會化的過程，不僅再現女性的日常生活，更具有傳遞文化、教育女性的實質

功能(McCracken，1993：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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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女性雜誌在女性文化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因此與女性雜誌相關的研究

與討論所在多有，所探討的主題亦各不相同。回顧近年來國內外針對女性雜誌的

研究，則多援用批判學派的觀點，剖析女性雜誌內容或廣告中所挾帶的性別意

識，即由父權意識型態、女性主義與衝突主義的看法，探討雜誌中呈現的女權或

兩性關係。(周欣君，2002) 

例如 Bordo(1991)與 Dellinger & Williams(1997)指出女性雜誌所呈現的女性

形象掩蓋了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模特兒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多是西方白種人的外

貌；並且掩蓋了標準化形象對個人的歸約暴政，使得大家都以「理想型」的身體

形象為努力目標(引自邱麗珍，2001)。 

國內對女性雜誌的研究亦有相似結論：陳淑芬(2000)分析女性雜誌文本與讀

者訪談結果，將女性雜誌所建構的「美貌」意涵歸納為三大類別，即(1)高級出

眾的時尚品味；(2)完美無瑕的身體髮膚；和(3)撩動人心的性感風情。顯示女性

雜誌運用各種符號，交織成一面貌單一且為男性喜愛的美貌形象，並強說這一切

是女性所欲，用以召喚女性讀者。而與讀者訪談結果也發現，女性雜誌是她們理

想自我與生活的投射，多認同雜誌披露的美貌論述，然而讀者不免因而落入女性

雜誌所建構出的美貌迷思，喪失自我判斷與認同的自由。 

邱麗珍(2001)分析 1999到 2000年間閱讀率與銷售量最好的女性雜誌，針對

減肥、塑身及美容手術三類目下的美容美體論述，探討女性雜誌建構的女性身體

形象。結果呈現出女性雜誌透過代言人對自我主觀評價與外在裝扮，來為女性身

體制訂越來越嚴苛的美麗標準。援引美麗、流行論述來定位女性，呈現為了美麗

需忍受痛苦的迷思，及強調追求美麗與流行是重要的女性特質，並強化社會共識

的合理性。 

 

四、男性雜誌相關研究 

與女性雜誌研究相較，國內針對男性雜誌的研究較為缺乏。孫良輔(1990)曾

由男性雜誌之主要閱聽群中，針對企業主管生活形態與男性雜誌的閱讀行為作相

關研究，發現受測讀者在婚姻狀況、年齡、職位、西式社交、家庭取向、傳統信

仰、購物挑剔、社會安全、高雅產品導向、知識觀念啟迪等面向上，與非男性雜

誌讀者都有顯著差異。顯示在企業主管中，有閱讀男性雜誌的人，其特徵有較為

年輕化、西化取向，且購物時也較傾向購買高雅產品，對於新知識和觀念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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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與接受度較高，顯見男性雜誌的讀者具有「有閒階級」、「中產階級」的特徵，

男性雜誌對於此類讀者認知與價值觀的反映、影響是可預期的。 

Malkin, Wornian & Chrisler(1999)從 21本流行女性與男性雜誌封面內容分析

中，檢視性別的訊息與身體外觀的關聯。發現女性雜誌有 78%的封面內容關心身

體外觀，而男性雜誌則無這樣的封面內容。25%的女性雜誌注重減重和節食習

慣，且經常暗示減重可以達成更好的生活。男性雜誌聚焦在提供娛樂和擴展知

識、習癖與活動，女性雜誌則持續聚焦於以改變外貌來改變生活。 

Sharples(1999)分析 FHM、GQ、Esquire這類綜合型男性雜誌之所以在 90年

代崛起並受到矚目，是因有比過去強調分眾式的運動、汽車類刊物更廣泛的主

題，因此可吸引更大範圍的讀者。而這類當代男性雜誌內容中強調的「男子氣概

(masculinity)」價值，雖是對女性社會地位提昇的反動，但其動力並非始於倫理

或政治，而是商業機制。男性雜誌中的新認同和生活形態皆與市場連結，而連結

機制即是所謂男子氣概的呼告，因此銷售、娛樂才是男性雜誌的訴求，並非以反

女權運動自居。然而，男性雜誌文類(genre)所包含的性別歧視元素，仍是無可否

認的負向社會動力。 

 

回顧女性雜誌與男性雜誌相關的研究可以發現，雜誌所報導的內容或封面訊

息，確會因性別取向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男性雜誌多報導娛樂、生活知識等文章，

但是其文章與圖片中所呈現的性別角色，相較於女性雜誌，仍有許多符合傳統性

別角色刻板印象的訊息。然而，作為引導、反射女性價值與自我文化認同的女性

雜誌，縱然比起男性雜誌沒有那麼偏頗的刻板性別印象刻畫，但是在有關美容、

美體等與外貌身材相關的論述，卻仍然複製了標準化與單一的價值，對女性讀者

做出「改變外貌可以改變生活」、「追求美麗、流行是身為女性的要務」等等呼告，

強調女性的形貌價值與被觀看的角色，而對於女性個人專業角色的描繪、透過職

業成就或其他方式追尋自我認同的論述，卻付之闕如。本文回顧相關文獻，即是

欲釐清不同性別取向的雜誌，在對於特定性別角色的內容描繪，到了現今分別呈

現何種模式，男性與女性雜誌有無顯著差異，是否仍未跳脫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

邏輯，並嘗試對現今雜誌內容所描繪的性別角色作一統整與剖析，以釐清雜誌作

為傳達當代文化的一種文化物件，如何反映社會主流意見中性別角色的特徵與差

異，以及其呈現內容背後所隱含的種種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