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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設計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是研究傳播行為的一系統途徑，方法含括量化式編碼與統計過程，

再結合對文字、圖像等的描述方法；分析範圍可由具體的傳播內容，到整個傳播

過程的總體分析；分析單位則可由一段文字、一篇文章、一個字句，或是一連續

的傳播過程。內容分析的目的主要為試圖在傳播媒介內容中發現某事，與其所具

有的特殊價值。 

內容分析法的研究過程有許多不同說法，而其中有系統的抽樣、類目建構、

編碼與信效度檢驗等是內容分析法得以進行的最主要步驟(王石番，1991)。本研

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整理建構時尚雜誌中人物專訪內容所呈現出的性別角色類

目，統計各個分析主題出現頻率多寡，再比較不同讀者定位的雜誌，即男性雜誌

與女性雜誌間所呈現的差異，進一步分析詮釋之。 

 

 

 

二、分析對象與分析單位 

(一)分析對象 

本研究分析對象為時尚雜誌中人物類的相關文章，包括封面人物專訪、特定

人物特寫與報導等以人物為主角的篇章。時尚雜誌的選擇分為兩階段進行：首

先，在男性雜誌部分，選定『瀟灑』---GQ雜誌國際中文版(以下簡稱GQ)、『男

人幫』---FHM雜誌國際中文版(以下簡稱FHM)、『男人誌』---men’s uno(以下簡

稱men’s uno)等作為代表；女性雜誌部分則選擇『時尚』---VOGUE雜誌國際中

文版(以下簡稱VOGUE)、『她』---ELLE雜誌國際中文版(以下簡稱ELLE)、『美麗

佳人』---marie claire雜誌國際中文版(以下簡稱marie claire)等作為代表。其次在男

女性兩類各三份雜誌中，再依照雜誌風格的最相近性，選擇以『GQ』和『VOGUE』

作為主要分析探討的樣本，輔以『FHM』、『men’s uno』、『ELLE』、『marie claire』

等來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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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選擇則考量時尚既具當下性，愈新出刊的雜誌內容也應能愈符合當下

台灣的文化與價值觀之狀況。另外，由於此六份雜誌都為月刊形式，而時尚雜誌

因時尚界之市場特性，受季節性影響相當大，所謂的大、小月別對雜誌文章量、

內容也會有所影響，於是故決定以此六份雜誌於2002年7月到2003年6月出刊

的一整年份雜誌作一整體性的分析。 

 

(二)分析對象代表性 

雜誌別的決定，可分別由閱讀率數據資料、雜誌品牌特性，以及其在時尚雜

誌市場之讀者群定位來說明。 

在第一階段的雜誌選樣中，國內主要的幾種女性流行時尚雜誌，可由媒體閱

聽率調查結果加以表列，以下列舉「AC-Nielsen行銷研究顧問公司 2000年媒體

大調查」(表 3-1-1)、「東方線上消費者媒體使用行為調查」(表 3-1-2)之雜誌排名，

對女性雜誌樣本的選擇依據作一說明： 

表3-1-1：2000年台灣地區女性雜誌閱讀率排名 

排名 雜誌名稱 

1 Beauty 美人誌 

2 儂儂 

3 薇薇雜誌 

4 VOGUE 

5 ELLE 

(資料來源：尼爾森媒體調查部，2001) 

 

           表3-1-2：台灣地區流行時尚類女性雜誌閱讀率排名 

排名 雜誌品牌 

1 Beauty 美人誌 

2 non-no (日文) 

3 儂儂 

4 薇薇雜誌 

5 ELLE 

6 Sugar 甜心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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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rie claire 美麗佳人 

8 Cosmopolitan 柯夢波丹 

9 VOGUE 

10 BAZAAR 哈潑時尚 

           (資料來源：東方消費者行銷調查，2002) 

在閱讀率調查排名中，位居前三名的雜誌多是國內自創品牌，如「Beauty美

人誌」、「儂儂」等，這類雜誌的特色為價錢便宜、強調化妝、美容know-how，

伴有許多商品、服飾的品牌價格資訊等，工具性較強，然而對於女性價值觀的傳

達較不顯著，與時尚人物報導相關文章也付之闕如，與本文欲探究的標的不符，

因此不予以選擇。 

周欣君在2002年針對台灣女性雜誌市場區隔與產品定位的研究中也發現，

國際時尚雜誌中文版本的主要特質，為透過各種主題包裝，宣揚女性應有獨立自

我的主張與形象。這類外來品牌例如90年代起陸續來台的ELLE、marie claire等

雜誌，一直受到許多國內讀者的歡迎，而在1996年甫在台創刊的VOGUE，挾其

時尚雜誌龍頭的百年歷史招牌，亦很快的擁有許多讀者。在消費者眼中，這一類

雜誌在知識性、啟發性、觀念創新前衛、雜誌封面及內容的明星或模特兒吸引人、

品牌知名度等屬性上，都有較佳的表現(周欣君，2002，pp.134-136)。總而說來，

這類雜誌不若國內自行創刊的女性時尚雜誌偏重工具性取向，而有較多價值觀方

面的傳達，因此也可預期此類雜誌的閱聽人對於雜誌內容知識性的吸收，以及明

星、模特兒人物報導的關注上，都會較為注重。 

讀者群取向上，國際中文版雜誌，均將自己定位在成熟與優雅的風格，訴求

讀者多為有良好經濟能力之中產階級以上的職業婦女，這個階層的女性閱聽人在

社會中多為各領域中之意見領袖，符合研究所欲探討的族群。 

在同時考量了閱聽率、品牌知名度與代表性、讀者群取向等幾個條件後，在

女性雜誌類別中，選定了ELLE、marie claire、VOGUE三份國際中文版雜誌作為

分析對象。 

而男性雜誌部分，由於台灣以「男性時尚」作為主要訴求的雜誌較少，在媒

體調查中出現的流行時尚類雜誌主要有『風尚』---Esquire雜誌國際中文版、『瀟

灑』---GQ雜誌國際中文版、『男人誌』---men’s uno、『men’s non-no』，以及在

2000年6月來台的『男人幫』---FHM雜誌國際中文版，與去年始普及販售的『HIM』

香港時尚雜誌中文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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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讀者閱讀率上的表現來看，在東方線上消費者行銷調查(2001)中，男性最

常閱讀的流行時尚類雜誌前三名分別是Esquire、GQ與men’s uno，但Esquire

雜誌已在去年停刊，因此本研究並不將之納入。 

銷售通路的數據資料則顯示，men’s uno是台灣發行量最大的男性時尚雜

誌，在金石堂書店通路中，經常進入雜誌銷售總排行的前15名內，顯示頗受讀

者歡迎。FHM、HIM由於在台灣發行時間較短，尚無相關銷售、閱讀率統計資

料。 

在雜誌品牌的特性上，GQ與FHM都是國外知名男性流行時尚雜誌的中文

授權版，而men’s uno則為國內自創的雜誌品牌。其中GQ與VOGUE為同家出

版社—美商康泰納仕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分別針對男性與女性所出的刊

物，也是國內男性時尚雜誌國際中文版歷史最久的；FHM雖不將自己定位為純

時尚雜誌，內容包含較廣泛的主題，然而對男性時尚與生活風格的傳達是其重

點，每月的人物專訪篇幅也不少，符合本研究欲探究的男性雜誌條件；men’s uno

為台灣自創的男性時尚雜誌品牌，內容走向較年輕化，然文章形式和報導主題呈

現方式，與GQ、FHM等國際授權版式的雜誌類似，故選定之。men’s non-no

則因為是日文雜誌，本研究予以略去；而HIM雜誌去年才正式進入台灣銷售通

路，閱讀率與知名度仍有限，故不予選擇。 

綜合比較男性時尚雜誌的閱讀率、品牌知名度、是否續刊、品牌特性等面向

上之優劣後，選定FHM、GQ、men’s uno三份雜誌作為代表男性時尚雜誌的分

析對象。 

第二階段的選樣即從初步選樣結果：ELLE、marie claire、VOGUE、FHM、

GQ、men’s uno等六種品牌雜誌中，進行複選。由於在隨機抽取兩個月份的六

類雜誌，進行同雜誌類型的組內比較
2時，研究所涵蓋的37個主要變項3中，同為

男性雜誌的GQ、FHM與men’s uno三雜誌中有顯著差異的變項至多5個；同為

                                                 
2 隨機抽取出 2002年 11月與 2003年 4月的六本雜誌，針對研究中 37個主要變項作變異數分析，
結果如下： 

2002/11月，三本女性雜誌只在「圖片篇幅」一變項有顯著差異； 
2002/11月，三男性雜誌在「圖片篇幅」、「中性化行為」、「男性化情感」、「中性化情感」、「男

性化價值」等五變項顯著差異。 
2003/4月，分析結果則女性雜誌在「圖片篇幅」、「男性化行為」、「女性化情感」、「男性化價

值」等四變項顯著差異； 
2003/4月，男性雜誌間則於「圖片篇幅」、「男性化行為」、「中性化工作」三變項顯著差異。 

 
3 此處的變項包含人物報導文章篇幅、圖片部分之訊息、文章部分之訊息等，包含了本研究中所
有分析的主要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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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雜誌ELLE、marie clair與VOGUE則顯著差異的變項至多4個，即謂在同類

雜誌中的同質性相當高。且在比較雜誌編排形式以及章節架構等部分後，發現其

中GQ與VOGUE由於為同家出版社，即美商康泰納仕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分別針對男性與女性所出的刊物，因此雜誌圖文安排結構以及風格都較為相近，

也省卻不同出版社可能有的立場差異，有更相似的立基點利於比較。因此在考量

同類雜誌變異性小、比較基準點相似度高、兼具完整性等因素，決定以GQ與

VOGUE兩種雜誌共24本中所有的人物主題文章作為主要分析比較之樣本。 

 

(四)研究範圍 

自抽樣選定的時尚雜誌中，選擇(1)人物為主題的報導文章，包含人物特寫、

人物專訪等，再納入含有人物主題訊息的(2)封面資料，是為研究所要專注的範圍。 

研究範圍簡示如下： 

 

1.封面資料         分析封面人物圖片，以及封面所刊載的人物主題文章之

標題。 

圖3-1-1：封面資料研究範圍圖示 

 

 

 

 

                                  封面標題 

 

 

 

 

 

                                  人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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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資料         人物主題報導文章之內文標題、圖片、文字，但不包

含圖說與標題下的副標文字。 

圖3-1-2：文章資料研究範圍圖示 

 

 

 人物圖片 

文章內文 

 

 

 

文章標題 

  

 

 

 

(五)分析單位 

    研究所抽樣分析的對象為雜誌中人物類主題文章，而時尚雜誌中一篇完整的

人物類主題文章結構，包含有標題、圖片與內文等三部分，盡皆納入作為分析的

主題。其中標題又分成內文的標題以及刊載在封面上的標題等兩類，分析單位為

『則』，一篇人物類主題的文章至多有兩則，至少會有一則標題：分別刊載於封

面以及內文起始處。 

圖片亦包含有內文所刊載的人物圖片以及封面呈現的封面人物圖片等兩

類，分析單位為『幅』，一篇人物類主題文章中，人物圖片幅數不定，但至少都

有一幅該位人物的照片，大部分的人物圖片與內文一起編排，若該人物為當期雜

誌的封面人物，則在封面所呈現的圖片也將納入分析。 

    在人物類主題文章中的內文部分，亦是本研究最主要分析之處，由於每篇文

章篇幅大小不一，需透過標準化程序以利比較，這裡採用『段』作為分析單位，

相較於計算篇數能更為精確；比字數計算更有效率。而且段落也較容易區別出不

同的文意主旨及概念，利於更清楚統計每個段落所呈現的主題。考量精確性、效

率以及文意主題的完整與互斥，故以兼具質、量優勢的「段落」作為內文的分析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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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類目建構與定義 

一、類目架構 

類目即針對內容的分類，內容分析的成敗決定於類目的建構(王石番，1991：

p171)。類目能夠明確表示的程度，與研究問題和內容間的適合程度，即研究價

值所在之關鍵。類目通常可由幾個方式來建構：參考學者發表的相關理論與著

述、參考既有之研究以及預先抽樣檢視欲研究的資料內容等。國內外的相關既有

研究中，並無與本研究完全相符的已建構類目，因此，本研究兼採兩種方式，以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研究之相關量表為輔，配合研究資料的瀏覽檢視後加以增修，

以建立適合本研究的類目。 

根據分析架構，將資料依照結構與性質予以歸類之後，所建立的類目架構與

定義說明如下： 

(一)資料類型類目 

資料類型主要分成刊載於封面的資料與刊載於內頁中的文章兩部分： 

1.封面部分： 

(1)封面標題：刊載在封面上，主題為人物報導類文章的標題文字。 

(2)封面圖片：刊載在封面上，作為當期雜誌封面人物的圖片。 

2.文章部分： 

(1)文章標題：刊載在內頁中人物主題文章的標題文字。 

(2)文章圖片：刊載在內頁中人物主題文章的圖片。 

(3)文章內文：刊載在內頁中人物主題文章的內文文字。 

 

(二)來源類目 

登錄資料的出處，包含雜誌名稱與期別等： 

1.雜誌類別： 

包含代表男性雜誌的「GQ」；以及作為女性雜誌代表的「VOGUE」。 

2.時間類別： 

(1)期別：文章來源雜誌當期刊行的期別，均為第70期至第81期。 

(2)年度：文章來源雜誌出版的年度，為2002年下半年至2003上半年度。 

(3)月份：文章來源雜誌出版的月份，為2002年7月份至2003年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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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結構類目 

1.總頁數：文章來源雜誌當期總頁數。 

2.文章頁數：該篇文章包含文字與圖片所佔之頁數。 

 

(四)人口特徵類目 

資料中報導的人物之人口特徵： 

1.人名：文章報導人物的人名。 

2.性別：文章報導人物的性別。 

3.身份職業 

文章報導人物所從事的職業類別。由於時尚雜誌中會報導的人物所從事行業

為某些特定領域的人士較多，如娛樂事業或時尚界等，一般研究慣用的職業身份

劃分標準便難以適用，故本研究先檢視時尚雜誌中所有報導人物的職業身份後，

參考職業種類、職業地位與次數分配等訊息，以歸納法方式進行類目再建構，分

成「娛樂事業台前與台後工作者」、「模特兒」、「文藝創作與表演者」、「企

業經營管理者」、「專業人士」、「政治人物」、「流行產業工作者」等，未能

有清楚歸類的職業身份則納入「其他」類別中。 

 

(五)圖片類目： 

包含文章中報導人物圖片篇幅與圖片中的訊息： 

1.圖片篇幅 

(1)圖片頁數：該文章中所有圖片部分所佔頁數。 

(2)圖片幅數：該文章中所刊載的圖片張數。 

(3)人物圖片幅數：該文章中所刊載的報導人物之照片張數。 

 

2.圖中人物服裝色系 

這裡的分類剔除黑白照片部分，以報導人物的彩色圖片中，人物所著服裝主

要的色調或強調的色系為主。色系分類依據色彩嗜好與聯想之調查研究結果(陳

俊宏，1998)，採用差別最易顯現、共識最一致的色溫概念，將服裝色系分為「冷

色系」與「暖色系」。色溫的定位與日常生活的感覺與聯想相關，所謂暖色色調

指稱紅、黃、澄等與陽光與火焰意向接近的色彩，予人溫暖感覺；冷色則以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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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紫等與寒冷意向連結，代表冷靜印象。除了「冷色」、「暖色」的分類，另再加

入「白色系」與「黑色系」的服裝色系類別一併分析。 

 

3.人物服裝造型形象 

服裝形象分類依據參考Cash(1985)、陳芬苓(1993)對男性服裝與女性服裝特

質的描述，考量條件包含線條角度、輪廓的圓直、顏色、服裝類型等部分，將服

裝造型形象區分為以下三類： 

(1)男性化形象：報導人物圖片中，服裝造型呈現的性別角色形象偏向男性

化者。以服裝線條垂直、直線輪廓、帶有尖角線條、暗色、著套裝與褲子等代表

男性化意向的服裝。 

(2)女性化形象：報導人物圖片中，服裝造型呈現的性別角色形象偏向女性

化。通常利用彎曲的線條、腰身剪裁、圓弧輪廓、柔軟材質、細部複雜多綴飾、

淡色與裙裝來表現女性化的服裝形象。 

(3)中性化形象：報導人物圖片中，服裝造型呈現的性別角色形象並無男性

或女性偏向。即線條設計與顏色、服裝類型介於男性化與中性化之間，無顯著偏

向者，歸為中性化服裝形象。 

 

4.人物裸露程度 

裸露程度指報導人物在圖片中的衣著形式，或是穿著衣服數量多寡。Soley & 

Kurzvard(1986)曾將裸露程度分為端莊的(demure)、性感的(suggestive)、部分裸露的

(paritially-revealing)、全裸的(nude)四種程度。Reichert(1999)進一步界定四個裸露水

準，「端莊的」意謂一般日常穿著；「性感的」指裸露出上半身的某一部份，例如

襯衫開襟未扣、隱約顯露胸部等；「部分裸露」指人物僅穿著內衣或泳衣；「全裸」

則為完全一絲不掛，或以東西遮蔽第三點(轉引自江惠蘭，2003)。本研究的裸露

程度類目區分依據便根據Reichert的定義方式，類目名稱則直接以裸露的部分與

程度名之，另外考量男性報導人物的裸露程度意涵與女性不同，因此加入「半身

裸露」的類目，總共區分為五個裸露程度： 

(1)無裸露：報導人物的圖片中，人物穿著無裸露。 

(2)低胸裸露：報導人物的圖片中，人物穿著低胸或開襟衣物，裸露出胸口

部分。 

(3)泳裝裸露：報導人物的圖片中，人物穿著泳裝或背心短褲短裙等，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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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口與腹部及大腿部分。但由於男性的一般泳裝即等於半裸，為作區隔，將男性

人物穿著上衣但裸露胸口與腹部的圖片歸為此類目。 

(4)半裸：報導人物在圖片中，著下半身衣物，裸露上半身。 

(5)全裸：報導人物在圖片中，裸露全身。 

 

(六)內文類目： 

報導文章文字部分的篇幅與描述主題，及描述中所包含的性別角色意涵： 

1.文字篇幅 

(1)文字頁數：人物報導文章中文字部分所佔的頁數。 

(2)段數：報導文章的內文文字所含之總段落數目。 

2.描述主題 

將內文中與性別角色意涵相關的描述段落，依照性別角色概念的定義範圍

(張春興，1989)，區分為外顯行為與內在態度兩部分，外顯行為包含動作表情、

服裝等可由外見辨別的角色行為；內在態度則包含觀念、價值認知等。而在職業

身份與工作態度(Lynch，1989、Steinberg & Shapiro，1982)、生活休閒方式(劉穎芳，

2000)、情感觀念(楊茜如，2000)等面向上，不同性別也有相異的角色期待與行為

模式。綜合以上概念，本研究試將「性別角色」概念內涵歸納區分為下列七個類

目，並作為內文分析之主要分類依據，以求完整呈現「性別角色」之概念。類目

如下： 

(1)行為動作表情：報導文章中對於報導人物平日行為方式、受訪時的動作

與表情等之相關描述。 

(2)外貌身材描述：報導文章中對於報導人物的外貌與身材的現狀、如何維

持或改變，及其對外貌身材的自我意識等相關描述。 

(3)服裝穿著造型：報導文章中對於報導人物平日穿著喜惡、造型習慣或服

裝流行觀念等之相關描述。 

(4)工作專業表現：報導文章中對於報導人物在專業領域上的成績表現、工

作觀念、工作態度等相關的描述。 

(5)休閒生活形式：報導文章中對於報導人物平日休閒偏好的方式、生活風

格等描述。 

(6)情感家庭面向：報導文章中對於報導人物在感情觀念、家庭關係等情感

面向的相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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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價值處世態度：報導文章中對於報導人物所抱持的處世哲學，以及所重

視的價值觀念等之相關描述。 

 

3.描述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意涵 

以Broveman等人1972所建立的性別刻板印象量表的架構出發，參考King & 

King (1993)建立之性別角色平權量表作修正，並加入近年相關研究結果作為參照

項目。從中揀選與本研究欲討論之性別角色內涵相符的部分，並與分析資料即「段

落描述主題」類目作一結合，歸納出本研究所使用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意涵量

表，如下表3-2-1所示： 

表 3-2-1：性別角色刻板印象量表 

 男性化 女性化 

主動、支配 

 

孩子氣逗人喜愛，取悅與安

撫 

思考方式重推理、邏輯性非理性、直覺、情緒化 

行為動作表情 

 

言談中取得支配性、打斷

別人談話、掌控主題、講

笑話；不作自我揭露 

 

傾聽、允許他人干擾、多用

問句、請託口吻；缺乏果

斷、較有禮貌；面帶微笑；

透露較多個人訊息 

較不因外貌而自負自卑 

 

低外表自尊、不滿意體重、

在意身體部分 

外貌身材描述 

 

身體剛硬有稜角 身體柔軟曲折 

服裝穿著造型 

 

行動方便 為了觀看/美觀 

高成就動機、高事業成就成功恐懼、成就衝突 工作專業表現 

 能力歸因 運氣歸因 

冒險活動 活動範圍有限、不愛冒險 休閒生活形式 

 競爭性遊戲、團體活動 少競爭性、個別活動 

少參與孩子成長過程 負責家務與養育工作 

提供家庭經濟支持 情感提供、照顧者角色 

情感家庭面向 

 

父親形象被忽略 母親形象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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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中較多遊戲態度、較

無佔有欲、較不依賴 

情感抑制 

談感情較重物質、佔有欲、

依賴 

價值處世態度 

 

強調主動、支配、積極、

活躍 

強調人際關係 

 

編碼過程中即依量表，將人物報導文章內文部分，依照對該人物描述有何性

別角色刻板印象意涵，歸納出偏向(1)男性化或(2)女性化等類別之段落，若描述

中並無明顯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描述偏向，則歸為(3)中性化。 

 

 

二、信度檢測 

本研究針對研究設計的類目進行編碼者間信度檢測，由研究者與另一位政大

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之編碼者施行，以分析主體即人物報導文章的內文部分進行

檢測，也因此處編碼系統較為繁複，故擇以作信度檢測，求將本研究之主要分類

依據提出信度上的合法化。 

經編碼訓練後，由總分析篇數 283篇人物專訪文章中，以亂數隨機抽樣方

式，抽出 10篇人物主題文章，每篇文章中平均包含約 7-8段的文章段落，總共

有 74段文章段落，由對每段文字中的『段落主題』類目歸納，以及段落文字中

隱含之『性別刻板印象訊息』與否及其偏向加以判斷，進行兩部分的編碼檢測。 

 

所採用之編碼員信度檢測公式如下(王石番，1991：312)： 

                    2M             M為完全同意之數目 

相互同意度 =                      N1為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1 + N2          N2為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 × (相互同意度) 

信度 = 

         1 + 〔(n －1) × 相互同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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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檢驗結果，在『段落主題』類目部分，74個文章段落中，兩位編碼員完

全同意的段落數目共計有 58段，依照上列信度檢測公式推估，編碼員相互同意

度為 0.78，信度則為 0.88。 

在『性別刻板印象訊息』類目部分，則於 74個文章段落中，將文中含有之性

別刻板印象訊息的有無，與其偏向男性化或女性化訊息作判別，編碼員在共計有

66段落中編碼結果相同，相互同意度達 0.89，信度則為 0.94。 

是故編碼者間信度檢測結果，分別於『段落主題』與『性別刻板印象訊息』

等兩類目中，達到 0.88與 0.94之高信度，顯現編碼系統的信度來源有其足合法

化的共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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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分析架構 

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來作分析，分別為「封面部分」與「文章部分」兩類，

分析之架構簡示如下： 

一、封面部分 

圖3-3-1：封面部分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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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章部分 

圖3-3-2：文章部分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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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假設 

參照相關理論文獻的研究結果，確立出本研究所要驗證的相關假設，根據上

述分析架構，將主要研究假設依照資料來源、分析部分與分析主題等項目，整理

作下列的表格3-4-1：       表 3-4-1：研究假設表列 

圖文比例 女性圖片比例較高。 
男性雜誌中女性圖片比例較高。 

服裝造型 服裝造型男性雜誌比女性雜誌更符合刻板印象。

男性服裝易於行動、正式；女性服裝較具裝飾性。

圖片 

裸露程度 女性較男性有更多裸露。 
男性雜誌的女性裸露較女性雜誌更多。 

標題 文章標題 女性含較多刻板印象訊息。 
男性雜誌含較多刻板印象訊息。 
女性人物有較多性意涵訊息。 

內文 

文字 段落主題

中的性別

角色相關

描述 

行為動作表情：女性較多刻板；尤在男性雜誌中。

外貌身材描述：女性較多刻板；尤在男性雜誌中。

服裝穿著造型：女性著墨較多；女性雜誌中較多。

工作專業表現：男性著墨較多；男性雜誌中的女

性著墨較少。 

休閒生活形式：女性著墨較多；女性雜誌中較多。

情感家庭面向：女性著墨較多、較刻板。 

價值處世態度：男性著墨較多。 

資料來源 分析部分 分析主題 相關假設 

人物 人口特徵

 
男性雜誌封面女性比女性雜誌封面男性人物多。

男性雜誌封面人物選擇較富觀看意涵 

服裝造型 男性雜誌比女性雜誌更符合刻板印象。 
男性服裝易於行動、正式；女性服裝較具裝飾性。

裸露程度 女性較男性有更多裸露。 
男性雜誌封面的女性裸露較女性雜誌更多。 

圖片 

動作表情 動作表情符合刻板印象：男性---筆直線條、專業
自信；女性---柔軟線條、易親近。 
男性雜誌封面的女性較有被觀看與性暗示意涵。

封面 

標題 封面標題 女性含較多刻板印象訊息。 
男性雜誌含較多刻板印象訊息。 
女性人物有較多性意涵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