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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依據前章所提之研究分析架構，將時尚雜誌封面資料以及人物主題文章

資料，經過量化編碼後進行統計分析，根據資料性質和變項特性，兼採卡方分析、

變異數分析與迴歸分析等方法，並以統計考驗檢定之，驗證研究假設。 

本章首先針對研究主要關注的基本變項做初步描述；再依據資料來源，從封

面所含性別角色訊息之分析結果起始，進而探討報導人物主題文章的性別角色呈

現分析結果，最後綜合前述分析，與相關理論作結合，整理討論台灣時尚雜誌所

呈現的性別角色圖像和意義。 

 

第一節、基本變項描述 

本研究所本之一年份男性及女性雜誌中，封面與內文中人物報導文章是為進

行內容分析的部分，為在進一步分析探討前，對主要分析變項的分配情形先有一

概括瞭解，故在此節中分別由篇幅、封面部分分析項目及內文部分分析項目等三

方向，做初步的變項描述。 

一、篇幅分析項目 

首先，在篇幅部分，本研究的人物報導文章共有 283篇，其中女性雜誌所刊

者有 164篇，來自男性雜誌者有 119篇。而所有人物報導文章總頁數共計約 770

頁，平均一篇文章有近 3頁篇幅，但篇幅變異大，少則不滿半頁、多則近 10頁，

然篇幅多少又與圖文比例、雜誌類型及報導人物性別有關聯，故在後文將做進一

步分析探討。 

人物報導文章又可分為文字部分及圖片部分，總計所有文字頁數共約 219

頁、圖片則約有 551頁，其在文章中所佔比例明顯高於文字部分，此為時尚雜誌

此平面媒體的特性，不論是服飾或是人物妝彩的表現，都極度依賴攝影與圖像的

展演，故圖片比例較文字高，若以圖片呈現的幅數來計算，則有 807幅之多。 

另外，在文字描述部分的計量單位「段落」，在 283篇文章中總計共有 2150

文字段落，平均一篇有近 6段文字描述，然而由於篇幅的變異頗大，文字段落數

的範圍更是相去甚遠，然而不論段數少多，只要段落文字中含帶有本研究欲探討

的特定訊息者，便能給予分類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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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篇幅部分變項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類別    次數(百分比)  變項名稱/類別  次數 [平均數] Q1  Q2  Q3 

1.雜誌種類                     2.篇幅 

(1) 女性雜誌  164 (58.1)        (1)文章頁數  769.8 [2.7]   1   2    4 

(2) 男性雜誌  119 (41.9)        (2)文字頁數  218.9 [0.8]   0.3  0.5  1 

..(3)圖片頁數  550.8 [1.9]   0.7  1.2  2.7 

..(4)圖片幅數  807  [2.9]   1   2    4 

..(5)段落數    2150. [5.7]   4   6   10 

 

二、封面部分分析項目 

其次在封面人物部分，女性封面人物佔了 24期共 26位封面人物中的 19位，

顯示不論男性或女性雜誌，由女性擔任封面人物的比例均較男性高。而封面人物

的職業身份，有近八成五都是知名的歌手演員等從事娛樂事業表演者的所謂「明

星」，除了明星本身的時尚光環，顯然也與雜誌封面對讀者所需具有的吸引力有

關。而由封面人物圖片中所透露的服裝形象，則偏向女性化者為多，符合女性封

面人物比例較高的情形。然而在穿著色系上就沒有太大差異，各色系的穿著服飾

平均出現於封面人物圖片中。在裸露程度部分，則七成的封面人物都有裸露，無

裸露的相對只有三成，但是也由於位處一般雜誌的封面，故整體說來裸露程度並

不高，大多集中於低胸與開襟等程度的裸露。 

表 4-1-2：封面部分變項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類別     次數(百分比)      變項名稱/類別      次數(百分比)    

1. 封面人物性別                     4.封面人物服裝色系 
(1) 女性         19 (73.1)            (1) 白色系        7 (26.9) 
(2) 男性          7 (26.9)            (2) 黑色系        7 (26.9) 

                   (3) 冷色系        7 (26.9) 
2. 封面人物職業身份                     (4) 暖色系        5 (19.2) 

(1) 娛樂事業台前表演者 22 (84.6)       
(2) 模特兒        3 (11.5)        5. 封面人物裸露程度 
(3) 其他          1 (3.8)             (1) 無裸露        7 (26.9) 
                                   (2) 低胸裸露     13 (50.0) 

3. 封面人物服裝形象                     (3) 泳裝裸露      3 (11.5) 
(1) 男性化        8 (30.8)            (4) 半裸          3 (11.5) 
(2) 中性化        3 (11.5) 
(3) 女性化       15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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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文部分分析項目 

內文部分所分析的主要變項較多，在 283篇人物報導文章中，女性人物有

148位，男性人物 135位，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有些報導人物並非單獨個人而是

團體，例如樂團等，這類文章中雖然報導人物不止於一人，但在問答與描述都是

將該團體視作一個整體來進行，重點在強調該團體的特質，而非分別描寫團體成

員的差異性，故在分析中也將此類團體其視為一位。在人物職業身份的部分，與

封面人物的分配情形相似的，娛樂事業台前表演者所佔的比例最高，有六成左

右，其次為與時尚產業相關的人士，如模特兒、設計師等流行產業工作者。 

報導人物文章中的圖片部分，顯示女性化服裝造型的比例較高，然而這樣的

變項分配情形也與圖文比例、人物性別等變項相關，不一定能直觀詮釋，容後再

一併分析比較。而在服裝色系的呈現，可以發現黑色系的服裝比例明顯高於其他

色彩，佔了全部的四成，或可證明時尚界對黑色確實偏愛。裸露程度部分無裸露

的比例略超過五成，雖裸露程度範圍較大，但整體偏向較低程度的裸露，然而此

為整體情形，人物性別變項的加入對裸露程度應會有所影響。 

最後，在標題以及內文段落主題的文字部分，可以發現在標題部分多會以報

導人物的外貌與工作表現等較為人熟知並能引人注目的部分著眼，共佔了六成的

比例；內文段落部分則多以對該人物的在訪談時的行為動作表情切入，在延伸到

平日性格、價值觀處世態度的描寫，以及工作表現的部分，這幾個項目是內文中

較多著墨的部分。 
表 4-1-3：內文部分變項次數分配表 

變項名稱/類別        次數(百分比)  變項名稱/類別          次數(百分比) 

1.人物性別                         5. 裸露程度 
(1) 女性            148 (52.3)       (1) 無裸露           407 (52.7) 
(2) 男性            135 (47.7)       (2) 低胸裸露         240 (31.0) 
                                  (3) 泳裝裸露          90 (11.6) 

2.人物職業身份                         (4) 半裸              28 (3.6) 
(1) 娛樂事業台前表演者 175 (61.8)    (5) 全裸               8 (1.1) 
(2) 娛樂事業台後工作者  14 (4.9) 
(3) 模特兒           31 (11.0)      6. 標題主題類目 
(4) 文藝創作表演者   18 (6.4)           (1) 行為動作表情   22 (7.8) 
(5) 企業經營管理者    9 (3.2)           (2) 外貌身材描述   44 (15.5) 
(6) 專業人士          8 (2.8)          (3) 服裝穿著造型    13 (4.6) 
(7) 政治人物          4 (1.4)          (4) 工作專業表現   119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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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流行產業工作者   15 (5.3)          (5) 休閒生活形式     3 (1.1) 
(9) 其他              9 (3.2)          (6) 情感家庭面向    14 (4.9) 
                                    (7) 價值處世態度    29 (10.2) 

3.服裝形象                               (8) 其他            39 (13.8) 
(1) 男性化          288 (35.6) 
(2) 中性化           84 (10.4)              7. 內文段落主題 
(3) 女性化          436 (54.0)         (1) 行為動作表情   466 (23.1) 
                                    (2) 外貌身材描述   159 (7.9) 

4.服裝色系                               (3) 服裝穿著造型    70 (3.5) 
(1) 白色系          166 (22.1)         (4) 工作專業表現   681 (33.8) 
(2) 黑色系          298 (40.0)         (5) 休閒生活形式    74 (3.7) 
(3) 冷色系          123 (16.5)         (6) 情感家庭面向   203 (10.1) 
(4) 暖色系          160 (21.4)         (7) 價值處世態度   361 (17.9) 

 

 

第二節、封面所呈現之性別角色訊息 

一、封面人物人口特徵 

(一)封面人物性別 

本研究所選擇的分析對象，即男性雜誌 GQ與女性雜誌 VOGUE各 12期，

共有 24筆封面資料，其中 22期的封面人物僅由一人擔當，但 VOGUE雜誌有 2

期4的封面人物有兩位，因此在樣本資料中，擔任封面人物的報導對象總共有 26

位：GQ雜誌 12位；VOGUE雜誌 14位。此 26位封面人物的性別比例如下表

4-2-1所示： 

4-2-1  (n=26)表 ：雜誌名稱與封面人物性別交叉表

7 5 12
58.3% 41.7% 100.0%

12 2 14
85.7% 14.3% 100.0%

19 7 26
73.1% 26.9% 100.0%

雜誌名稱

GQ

VOGUE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4 分別為 2002年 12月出刊的第 75期，以及 2003年 1月出刊的第 76期。其中 75期並發行有三
版封面，本研究選擇「兩封面人物合照圖片」的版本作為當期封面圖片資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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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位封面人物中，女性佔了七成三，其中VOGUE雜誌除了有一期僅用男

性作封面人物外，其餘每期封面人物都有女性。封面人物的選擇大多依據人物的

話題性與名氣，或者人物的形象與雜誌所要傳達的風格相符，因此封面人物也蘊

含有當月最新人物典範的意涵。因此作為女性雜誌，選用女性任封面人物含有角

色模範的寓意，可由VOGUE雜誌近九成的女性封面人物佐證。 

然而，男性雜誌GQ則亦有近六成的封面人物為女性所擔任，顯見男性雜誌

的封面人物選擇不盡然以「性別角色模範」為唯一依歸，且相較於女性雜誌在女

性性別角色文化中所具有的價值傳達的教育定位，男性時尚雜誌之於男性，性別

角色文化的教育功能確為較不被強調之處，因此男性雜誌的封面人物由男性擔任

的比例不高，在本研究樣本中只有四成。 

 

(二)封面人物職業身份 

封面人物除了具有角色模範的意涵，名氣與話題性更是吸引讀者閱讀購買的

重要元素，因而時尚雜誌大多都會選擇當紅的國內外影星作為封面人物，這也與

時尚圈和影視娛樂界的相互依存有極大關係。從樣本資料次數分配，可知在 26

位封面人物中，多為從事娛樂事業台前表演者，且均為國內外的知名偶像藝人，

與一般冠以「明星」、「巨星」頭銜的好萊塢演員，詳見表 4-2-2： 

4-2-2 (n=26)表 ：封面人物性別、職業身份與雜誌名稱交叉表

3 4 7
42.9% 57.1% 100.0%

1 4 5
20.0% 80.0% 100.0%

1 3 8 12
8.3% 25.0% 66.7% 100.0%

12 12
100.0% 100.0%

2 2
100.0% 100.0%

14 14
100.0% 100.0%

封面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運動員 模特兒 偶像明星

封面人物職業身份

總和

 

如表所示，知名的演藝人員佔了八成多，這些「明星」平日在螢光幕前光鮮

亮麗的外型、事業成功的名氣，與時尚雜誌主要所欲傳達的高級消費生活風格相

符；若以明星的『迷』的概念解析，歌迷影迷們對知名人物的崇拜，將帶動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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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模仿的欲求，時尚雜誌報導內容成為可以瞭解親近『偶像』的文本，而內容

揭載明星們服裝造型的流行元素，又可達到最佳商業廣告效果，因而知名藝人是

中外時尚雜誌封面人物選擇的主要依據。知名度與『迷』的概念也可解釋樣本中

唯一的例外---足球明星David Beckham，他知名度與受『球迷』喜愛的程度，使

他除了運動員的身份外，更像是『運動明星』，因此才足以作為GQ第70期的封

面人物，也說明了時尚雜誌選擇封面人物的慣習。 

然而，相對於女性雜誌的同一，男性雜誌中四分之一的封面人物是女性模特

兒。這樣的統計結果，證明了男性雜誌在性別角色上的偏差呈現。模特兒的工作

內容，原本就是要呈現人物的美、或襯托商品的美，因此其職業性質建立於『被

觀看』之上，但也因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任職模特兒職業，

在商品圖片或身體圖片中，成為被觀看的對象。在男性雜誌GQ封面上的三位模

特兒均為女性，且有兩位外籍模特兒以幾乎全裸圖片呈現，雜誌內頁對於這三位

模特兒的文字報導篇幅總共只有0.5頁，而圖片則是不成比例的有12頁之多，女

性模特兒在男性雜誌中幾成沒有聲音沒有名字的、被觀看的對象，然而她們卻在

吸引男性讀者閱讀購買的封面上佔有四分之一，顯示男性雜誌封面所含的性別角

色訊息，依舊是十分刻板表面的印象。 
 

二、封面人物服裝造型 

(一)封面人物服裝形象 

研究依據封面圖片中人物穿著的服裝類型，劃分成偏向男性化形象、女性化

形象與介於兩者之間的中性形象。樣本次數分配如表4-2-3： 

4-2-3 (n=26)表 ：封面人物性別、人物服裝形象與雜誌名稱交叉表

1 1 5 7
14.3% 14.3% 71.4% 100.0%

5 5
100.0% 100.0%

6 1 5 12
50.0% 8.3% 41.7% 100.0%

2 10 12
16.7% 83.3% 100.0%

2 2
100.0% 100.0%

2 2 10 14
14.3% 14.3% 71.4% 100.0%

封面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男性化 中性 女性化

封面人物服裝形象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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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服飾的文化習慣，女性穿著男性化服裝例如男裝西服與褲裝等，早已能被

大部分的社會文化接受，然而男性穿著裙裝等較為女性化線條與裝飾繁雜的衣

飾，仍然易被視為少數特異的行為，由表中資料可知，男性封面人物全數穿著線

條較為筆挺簡單、方便行動的褲裝，或者具專業形象的套裝西服，少有繁雜花案

或裝飾配件；女性除了絕大多數女性化服裝形象外，仍出現有偏向中性、男性化

的裝扮。不過綜合全覽，在封面人物的服裝穿著形象表現上，不論雜誌種類或人

物性別，仍多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印象，在變異數分析結果上達顯著性5。且女

性即使穿著男性化服裝，也會在顏色或細部裝飾、配件搭配上保有女性化色彩，

這樣的運作模式在女性雜誌上更為常見。 

 

 

(二)封面人物服裝之觀看意涵 

進一步以服飾的『觀賞性』來分析，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中，服飾穿著的被觀

看意涵，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更加被強調，相對於觀賞性的概念，男性的服

飾設計則較具有行動方便的特性。樣本封面圖片資料中，穿著服飾具有被觀看意

涵的封面人物，全數皆為女性。然而在控制雜誌類型之後，則發現在男性雜誌中，

性別變項對封面人物所穿著服裝的觀看性，具有顯著的影響，更明確的說，結果

表示女性封面人物所穿著服裝顯著具有被觀看的意涵；然而在女性雜誌中，性別

對服裝的觀賞性影響就不如男性雜誌來的顯著。 

 

表4-2-4：控制雜誌類型變項下，以封面人物性別預測服裝含觀看意涵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2) -.845 .714 .686 -.857 .001** 

女性雜誌(n=14) -.354 .125 .052 -.500 .215 

 

表4-2-4再度說明了男性雜誌在封面圖片的安排與選擇上頭，的確複製了男女

性的刻板印象，尤其女性的被觀看角色，透過服裝穿著的選擇呈現被體現。 

 

 

                                                 
5 ANOVA檢定結果模型 R-square達.720，顯著性為.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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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面人物服裝色系 

服裝穿著色系的選擇也是帶有性別角色印象意涵的部分，如同女性有較寬廣

的服裝類型選擇，女性在服裝色系上的選擇也比男性來的較少有限制，在一般的

刻板印象中，較柔和的中間色與暖色系，例如粉紅、紅色等服飾，難與「男性化」

的印象聯結，如表4-2-5所示：不管男性與女性雜誌，男性封面人物都沒有穿著暖

色系服裝的形象；而女性則在各種色系服裝中有較為平均的呈現。然而除了性別

與黑色、冷色等偏向男性化印象色彩有正相關6外，性別與雜誌種類均未對封面

人物穿著色系有顯著影響。 

4-2-5 (n=26)表 ：封面人物性別、穿著色系與雜誌名稱交叉表

1 3 2 1 7
14.3% 42.9% 28.6% 14.3% 100.0%

2 2 1 5
40.0% 40.0% 20.0% 100.0%

3 5 3 1 12
25.0% 41.7% 25.0% 8.3% 100.0%

4 2 2 4 12
33.3% 16.7% 16.7% 33.3% 100.0%

2 2
100.0% 100.0%

4 2 4 4 14
28.6% 14.3% 28.6% 28.6% 100.0%

封面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白色 黑色 冷色 暖色

封面人物穿著色系

總和

 

 

三、封面人物裸露程度 

(一)裸露程度 

封面人物圖片的裸露程度，與雜誌種類及封面人物性別的交叉分配如表

4-2-6： 

                                                 
6 封面人物性別與雜誌種類，對服裝色系男性化(黑、冷色系)的模型解釋力有 23%，顯著性.019*，
性別變項迴歸係數亦達.04*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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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n=26)表 ：封面人物性別、裸露程度與雜誌名稱交叉表

2 3 2 7
28.6% 42.9% 28.6% 100.0%

3 1 1 5
60.0% 20.0% 20.0% 100.0%

3 3 3 3 12
25.0% 25.0% 25.0% 25.0% 100.0%

2 10 12
16.7% 83.3% 100.0%

2 2
100.0% 100.0%

4 10 14
28.6% 71.4% 100.0%

封面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無 低胸開襟 泳裝 半裸

裸露程度

總和

 
女性封面人物的裸露比例與裸露程度，都明顯的比男性更多：在女性雜誌

中，男性封面人物完全沒有裸露，然而八成的女性封面人物都有低胸程度的裸

露，不過更多程度的裸露例如著短少的衣物圖片，在女性雜誌 VOGUE中就付之

闕如。男性雜誌 GQ中，雖然男性封面人物有一位在封面上裸露半身、一位著開

襟衣著裸露前胸，然而多數男性並無裸露；相對的，女性封面人物全數都以有裸

露的圖片呈現，半數裸露了前胸與大腿，有兩位半裸。在時尚雜誌封面圖片中，

女性的身體相較於男性裸露更多，顯現女體作為被觀看、消費對象的性別文化偏

差，尤其在男性雜誌封面更多程度的裸露，說明了男性確是其主導的性別文化體

系中，觀看、消費女體形象的主體。 

 

(二)有無裸露 

更進一步將資料重新編碼成有無裸露之二元變項，強調人物有裸露的封面呈

現，結果發現在控制雜誌種類變項前提下，封面人物性別對封面人物有無裸露的

模型預測結果可有四成，男性雜誌中達到46.7%，顯見不論在男性雜誌或女性雜

誌中，女性封面人物都顯著的比男性有裸露的呈現： 

表4-2-7：控制雜誌種類變項下，以封面人物性別預測封面人物有無裸露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2) -.683 .467 .413 -.6 .014* 

女性雜誌(n=14) -.645 .417 .368 -.83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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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n=26)表 ：封面人物性別、封面裸露與雜誌名稱交叉表

7 7
100.0% 100.0%

3 2 5
60.0% 40.0% 100.0%

3 9 12
25.0% 75.0% 100.0%

2 10 12
16.7% 83.3% 100.0%

2 2
100.0% 100.0%

4 10 14
28.6% 71.4% 100.0%

封面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有 無

封面裸露

總和

 

女性雜誌作為建構女性性別文化的主流媒體，在女性封面人物的圖片中，仍

然以低胸裸露的圖片，強調女體的部分曲線，並為女性讀者建立「低胸裸露=性

感」的女性角色模範印象，然而縱然強調女性擁有身體自主權，可以在自主的情

況下選擇裸露與否、選擇如何展現自己的身體，但以裸露方式展現對身體的自

主、對「女性化」的定義，再度落入刻板印象窠臼。 

 

四、封面人物動作表情 

(一)人物表情 

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中，展現在外顯行為的範疇包含平日言說舉措時的表情

動作展現，女性被認為應較有禮貌、面帶微笑，動作溫柔文雅；男性則與活力、

主動支配等印象相連結。因此在時尚雜誌封面照片中，封面人物的表情動作縱然

是凝結的瞬間，但其中亦隱含有性別角色印象訊息。研究者將封面人物表情依照

有無帶有笑容、表現程度，與是否帶有性意涵等項目予以劃分歸納，結果如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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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n=26)表 ：封面人物性別、面部表情與雜誌名稱交叉表

1 1 3 2 7
14.3% 14.3% 42.9% 28.6% 100.0%

3 2 5
60.0% 40.0% 100.0%

1 4 3 4 12
8.3% 33.3% 25.0% 33.3% 100.0%

3 3 2 4 12
25.0% 25.0% 16.7% 33.3% 100.0%

2 2
100.0% 100.0%

3 3 2 6 14
21.4% 21.4% 14.3% 42.9% 100.0%

封面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露齒而笑 不帶笑意 具引誘性 面露微笑

封面人物面部表情

總和

 

表 4-2-9中針對封面圖片的人物表情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在男性與女性雜誌

中，男性封面人物皆沒有「露齒而笑」或「具引誘性」，相對的女性封面人物在

此二類目均有表現，尤其是男性雜誌中，以眼神模糊沒有焦距、嘴唇微啟等帶有

所謂「具引誘性」的性暗示意涵表情之女性封面人物有四成以上。男性封面人物

在男性雜誌封面圖片中有六成是「不帶笑意」近乎無表情，加上其動作與服裝，

所要傳達的形象是正式、自信等帶有專業穩健的印象；而女性雜誌中的男性則全

數為「面露微笑」的表情，吐露的是友善、易親近的訊息，雖與男性雜誌中的女

性角色定位大相逕庭，然而凸顯出異性形象較不嚴肅、易親近的一面，而非具支

配性的嚴肅模樣等，卻是共同的策略。 

 

(二)人物動作形象 

其次，將封面人物的動作區分作男性化、女性化與不帶有性別角色刻板偏向

的中性形象後，將雜誌類型作為控制變項，檢視「封面人物性別」對「人物動作

形象」的預測力，發現不論在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中，性別作為自變項的確對人

物動作形象的呈現有顯著的絕對影響。明確的說，男性封面人物在封面圖片上多

正面面對鏡頭、坐姿並手放口袋中、插腰等，形象傳達為較主動支配的動作，連

結白領領導階層的專業工作圖像；或是在戶外從事動態活動，表現活動性、積極

的休閒生活形象。女性則多是在室內活動的圖片，動作多以能表現身體曲線的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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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側身鏡頭為主；畫面上並有較多的陪襯物品，女性封面人物或靠臥、拿提著

陪襯物，傳達出較被動、被觀看等意涵。表4-2-10也顯示，雖然在男性雜誌中，

「封面人物性別」的不同，在「人物動作形象」上的差異更大，然而不論雜誌種

類，不同「性別」封面人物的「人物動作形象」都有顯著差異，也就是都符合男

性—男性化、女性—女性化的性別角色刻板形象。 

表4-2-10：控制雜誌種類變項下，以封面人物性別預測人物動作形象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2) -.845 .714 .686 -1.714 .001** 

女性雜誌(n=14) -.801 .641 .611 -1.667 .001** 

 

(三)人物表情動作含性暗示表現 

綜合上述兩點，進一步檢視封面人物的動作表情是否「含有性意涵」，控制

「雜誌類型」後，「封面人物性別」對封面「人物表情動作性意涵」的影響結果

如表4-2-11： 

表4-2-11：控制雜誌種類變項下，以封面人物性別預測人物表情動作性意涵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2) -.714 .510 .461 -.714 .009** 

女性雜誌(n=14) -.167 .028 -.053 -.167 .569 

 

在這個類目中，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間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在「女性雜誌」

的資料中，性別變項對於封面人物表情動作性意涵並無顯著影響，即封面人物無

論男性或女性，在其「表情動作是否含有性意涵」上並無顯著差別；然而，「男

性雜誌」的封面樣本中，「性別」變項的影響達到顯著，且相關方向為負，意即

在男性雜誌中，封面人物的「表情動作含有性意涵」與其「性別」有顯著相關，

關聯方向為封面人物若為女性時，其表情動作越可能含有性意涵，相關係數值高

達0.714。 

回顧之前的討論，男性雜誌封面的女性形象，在表情上有四成帶「引誘性」

的意涵、全數皆有裸露，動作也多以展示曲線呈現，動作多含有性暗示訊息等，

若以男性雜誌的男性氣質定義功能切入，顯然男性雜誌在這個面向上，將男性氣

質的維護建立於女性性別角色的「單一化」、「表面化」、「性對象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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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吸引男性閱聽人購買雜誌的封面圖片中，挑選同質性高的女性模特兒，以

帶有性意涵的形象呈現，凸顯女性封面人物的「被觀看」角色，確立男性讀者作

為「觀看」主體的主動角色，在性別角色印象上的再製，確有刻板化的疑義。 

 

五、封面標題性別角色訊息 

(一)標題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時尚雜誌的封面除了人物圖片，也包含有當期人物訪問文章的標題，作為內

文人物類文章的預告。其形式通常是給予該人物一個稱號，或是一段描述文句，

內容通常與當期該人物專訪文章的主題相關，但為收具賣點或話題性之效，往往

是較為隱諱、間接的聯想性標題，常運用一語多關、嵌字形式表現。 

然而不同性別的報導人物，採用的「封號」與象徵字句，卻亦帶有不同的性

別角色印象訊息：女性報導人物，多以「暱稱」方式稱呼之，例如：「寶貝」、

「甜心」等，標題內容多與外貌身材等描述連結；男性報導人物的標題，則多以

其工作與專業上的成就作為主題，慣用的封標幾乎沒有親暱的稱呼，反而是「國

王」、「天王」等具支配性男子氣概意涵的字眼。依序控制「雜誌種類」與「報

導人物性別」變項後，變項間影響關係如下表4-2-12： 

表4-2-12：控制雜誌種類下，以人物性別預測封面標題含刻板印象訊息之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69) -.606 .367 .357 -.611 .000** 

女性雜誌(n=61) -.029 .001 -.013 -.026 .812 

 

表 4-2-12是控制「雜誌種類」下，「報導人物性別」對「封面標題含刻板印

象訊息」變項的影響。結果顯示，在男性雜誌中，人物性別的不同會造成依變項

的顯著差異，且影響方向為負，意指封面標題會因其所指稱對象性別差異，影響

其有無含有刻板印象訊息；通常報導人物是女性時，封面標題即會含有性別刻板

印象訊息，其中關連強度為 0.606。然而在女性雜誌中，報導人物的性別與封標

含刻板印象與否並無顯著關連，顯然在這個部分，女性雜誌不如男性雜誌有顯著

性別角色呈現上之偏頗。 

進一步控制報導人物的性別時也證實，「雜誌類型」對「封面標題含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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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訊息」的影響程度有異： 

表4-2-13：控制報導人物性別變項下，以雜誌類型預測封面標題含刻板印象訊息之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報導人物(n=61) -.044 .002 -.013 .041 .716 

女性報導人物(n=69) .615 .378 .369 .626 .000** 

 

當報導人物為男性時，該人物在封面出現的標題所含之刻板印象訊息，於男

性和女性雜誌上並無顯著的差異；但若報導人物為女性，則「雜誌類型」會是影

響「封標含有刻板印象」的顯著因素，且男性雜誌上的女性報導人物，封面標題

越多含刻板的性別印象訊息。 

 

(二)標題的性意涵訊息表現 

回應先前針對封面人物圖片中，人物動作表情含有的性意涵討論，這裡由標

題文字來表現的性意涵訊息，也是封面上與性別角色相關的資訊。下列表4-2-14

中的數據是在控制「雜誌種類」下，報導人物的「性別」對於「封面標題含性意

涵」的預測表現，可發現相較於女性雜誌中性別差異的不顯著，男性雜誌的數字

再度顯示，女性報導人物相較於男性，更顯著會在男性雜誌封面上出現具有性意

涵訊息的標題。 

表4-2-14：控制雜誌種類變項下，人物性別對封面標題含性意涵之預測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69) -.584 .342 .332 -.523 .000** 

女性雜誌(n=61) .112 .013 -.002 .046 .348 

 

而若控制「報導人物的性別」，專看「雜誌類型」對「封面標題含性意涵」

的影響，可知： 

表4-2-15：控制報導人物性別下，雜誌類型對封面標題含性意涵之預測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報導人物(n= 61) -.043 .002 -.013 -.020 .725 

女性報導人物(n=69) .628 .394 .385 .548 .000** 

若報導人物為男性，其封面標題少出現性意涵，不論在男性雜誌或女性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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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然；然而若報導人物為女性，在女性雜誌的封面標題仍少有性意涵，但男性雜

誌上就多有出現帶有性意涵訊息的標題，且其間差異具有顯著性。 

由上述結果，可知縱然在封面人物圖片的服裝造型以及人物形象上，女性雜

誌與男性雜誌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呈現方式並無太顯著差異，即雜誌類型的不

同，對於性別角色呈現不一定有著顯著影響；但是若由人物「性意涵」的呈現上

來看，則雜誌種類以及人物的性別，都是顯著影響的關鍵因素，更明確的說，「男

性雜誌」封面上的「女性」呈現，有極大比例是帶有性意涵訊息的，包括女性封

面人物的「身體裸露」比例、「表情與動作的性暗示意涵」，到「封面刊載標題」

所含有的，描述內文報導女性字句中帶有的性意涵，都顯示出在男性雜誌封面

上，女性性別角色的「性對象」角色印象被大比例的採用，而忽略了女性的其他

性別角色形象，若站在封面的吸引力與雜誌閱讀銷售率之間的關係來看，男性雜

誌編輯與讀者，必然有著「性感女性封面＋聳動煽腥標題=好賣/好看雜誌」的共

識。然而這除了女性身體圖片商品化的流通實現外，也是男性將所謂男子氣概建

立於對性大方的談論等「性主動」形象、消費觀看女體的「性支配」形象上之展

演。 

 

第三節、人物報導文章所呈現之性別角色訊息 

一、報導人物人口特徵 

(一)報導人物性別 

    在研究主要專注的研究對象：男性雜誌GQ、與女性雜誌VOGUE中，所有人

物類主題報導文章樣本，總計共有283篇，其中報導人物由性別分類統計後，計

男性報導人物有119篇；女性報導人物有164篇，詳如表4-3-1所示： 

4-3-1 (n=283)表 ：雜誌名稱與報導人物性別交叉表

50 69 119
42.0% 58.0% 100.0%

98 66 164
59.8% 40.2% 100.0%

148 135 283
52.3% 47.7% 100.0%

GQ

VOGUE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由表中數據可知，在一整年度的時尚雜誌人物類文章總計中，男性雜誌 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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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人物性別比例約為男六女四；在女性雜誌 VOGUE中，比例則為男四女

六，意即男性與女性雜誌均依照該雜誌主要讀者性別，刊登較多同一性別的報導

人物類文章，比例均為六四比：主要讀者同性別的人物文章六成；主要讀者異性

別的人物文章四成。 

若以分期的數據檢視，則每期人物文章的報導人物性別比例略有增減，平均

百分比為在男性雜誌中，男性比女性約為 53%對 47%；女性雜誌中，則男性報

導人物平均每期約有 60%、女性 40%，較貼近一年度的文章總和比例值。 

這樣的數據顯現了時尚雜誌以人物類主題文章作為引導、建立讀者「性別角

色模範」的功能面。讀者在閱讀雜誌同時，對雜誌內刊載的人物報導，不論文字

內容或是服裝示範等，自會予以投射，因此在報導人物的選擇上，編輯自然易於

去選擇具有角色模範意涵的對象。而在角色模範的概念中，「性別」的差異具有

關鍵地位，這也是時尚雜誌以性別作為分眾依據的主要出發點，是故在時尚雜誌

中，與主要讀者眾同性的人物報導便較為著重。 

然而「性別角色模範」也非時尚雜誌唯一選擇報導人物依據，正如「角色」

內容不應完全以「性別差異」作為定位標準，因此時尚雜誌中與主要讀者眾異性

的人物報導文章亦不與匱乏，在某些月份中7，也有與主要讀者眾異性的報導人

物比例更多的情形，不過綜合說來，仍以與讀者同性的人物報導比例較高。 

(二)報導人物職業身份 

時尚雜誌人物報導文章中所報導的對象，其職業身份的次數分配如表4-3-2

所示： 

4-3-2 (n=283)表 ：雜誌名稱、人物性別與報導人物職業身份交叉表

32 13 2 1 2 50
64.0% 26.0% 4.0% 2.0% 4.0% 100.0%

28 2 11 4 8 7 3 2 4 69
40.6% 2.9% 15.9% 5.8% 11.6% 10.1% 4.3% 2.9% 5.8% 100.0%

60 2 24 6 8 8 3 2 6 119
50.4% 1.7% 20.2% 5.0% 6.7% 6.7% 2.5% 1.7% 5.0% 100.0%

71 5 7 7 1 1 4 2 98
72.4% 5.1% 7.1% 7.1% 1.0% 1.0% 4.1% 2.0% 100.0%

44 7 5 9 1 66
66.7% 10.6% 7.6% 13.6% 1.5% 100.0%

115 12 7 12 1 1 13 3 164
70.1% 7.3% 4.3% 7.3% .6% .6% 7.9% 1.8% 100.0%

報導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娛樂事業
台前工作者

    娛樂事業
台後工作者 模特兒

文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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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總和

 

                                                 
7 GQ雜誌第 71、72、75期；VOGUE雜誌第 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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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中，透露出時尚雜誌的報導人物職業身份所隱藏的性別角色意涵訊

息：首先，不同雜誌的不同性別人物中空格數比例，呈現了在職業身份上角色數

目的差異，男性雜誌中男性人物的職業角色較豐富，在每個職業身份類目中皆有

表現；女性人物則只在四個類目中出現，且集中在娛樂事業台前工作者，以及模

特兒兩職業角色中，共佔有九成的比例，顯示了在職業角色多元性的部分，女性

人物遠遠比男性的角色類型狹窄。女性雜誌中亦有相同模式，即與主要讀者眾同

性的職業角色較多，這裡的情形為女性人物，除了「專業人士」類目外其他職業

身份角色均不缺乏；女性雜誌中的男性人物則也僅類屬四種職業身份，然而除了

約66%的男性人物職業為演員、歌手等娛樂事業台前表演者外，其他台後工作

者、文藝創作表演人、與流行業工作者三職業身份類別就呈較為平均的分佈。 

進一步檢視人物的職業身份類別意涵，則不論雜誌類型，報導人物最多的職

業身份都為「娛樂事業台前工作者」，包括電影演員、歌手等，如同之前關於「明

星」的「迷」之討論，這類人物由於其知名度以及其與流行產業的關係接近性，

一向是時尚雜誌中所偏愛關注的報導人物主角，人們印象中明星形象與消費生活

風格的光環，加上喜愛這些明星的「迷」的追隨模仿效應，相乘結果被預期能表

現在雜誌廣告主的商品銷量中。而比較不同性別人物在不同雜誌種類的呈現，則

可發現男性雜誌中的男性人物在該類職業身份人物比例上相對最少，女性雜誌中

的女性則相較最多，意謂了男性的台前表演者職業角色雖在同為男性雜誌中的男

性人物職業人物比例佔最多，但為時尚雜誌中選擇報導人物之職業身份特性使

然，若與其餘相較，則可看出男性人物的職業身份中，作為「台前表演者」的角

色是相對較不被突顯關注的，而女性人物則均有較多此類職業角色，在女性雜誌

中尤多，除了顯示女性人物此類職業角色比男性人物更易被突顯，也間接說明了

女性人物在公領域中能夠成為「知名人物」的職業角色侷限性。 

模特兒的職業身份角色與人物性別也有相似的關聯模式，模特兒職業性質中

「外在形象」為主要的條件，工作內容中之表現、示範商品部分帶有附屬角色意

涵，當模特兒本身的身體是為販賣的商品時，則被觀看、物化的角色鮮明，這類

刻板印象都是與女性人物連結的。因而，男性雜誌中女性模特兒角色的集中，對

比於女性雜誌中男性模特兒角色的缺乏，都是刻板性別印象之展演。 

在「企業經營管理者」與「專業人士」部分，由於此兩類職業身份帶有統御

性、管理特質與工具性等意涵，與男性化角色形象較為相符，故男性雜誌中的女

性人物職業身份為此二類的僅有2%，男性人物則有顯著比例人物之職業身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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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類別。然而女性雜誌中的人物職業身份，為此二類別的人物更少，只有女性

一人，男性完全沒有。女性雜誌中男性管理者、專業人士職業角色的缺乏，可以

解釋為女性雜誌透過了對男性人物性別角色中刻板職業形象的規避，營造女性讀

者的解放空間，在女性雜誌文化場域中，女性讀者可以透過閱讀觀看非刻板職業

角色的男性，減低作為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被管理者」、專業人士的「被指導者」

等附屬角色。而女性人物在具領導性、專業形象的職業身份中的缺席，則反與女

性雜誌作為女性解放媒體的形象相抵觸，檢視女性雜誌中的所有女性職業角色比

例，也可發現雖然職業角色的確較男性人物多，但在「娛樂事業台前工作者」的

類目集中度卻也是最高的，可見女性雜誌在宣稱解放、教育女性同時，其背後的

商業邏輯，仍然引導女性雜誌不脫作為商業廣告文本的主要功能。 

 

二、人物報導文章篇幅 

(一)報導文章佔全書篇幅百分比 

不同性別人物的報導文章，除了前述以篇數作為計量單位外，在此另以每篇

文章的頁數作為單位，計算在當期雜誌中所佔的篇幅百分比，作進一步的討論。

平均每期人物報導文章佔全書百分比統計結果如表 4-3-3： 

 

表 4-3-3：雜誌名稱、人物性別與文章佔全書百分比交叉表 

1.76 .85 .87 .99
.68 .60 .52 .46

GQ
VOGUE

平均篇幅
a

標準差

女性

平均篇幅 標準差

男性

文章篇幅佔全書的百分比平均。a. 
 

表中數據顯示，每篇文章的篇幅佔全書之百分比差異頗大，然而綜合比較結

果，不論在男性雜誌或女性雜誌中，平均說來女性報導人物的篇幅都較男性來的

多；而若比較雜誌類型，則男性雜誌中，人物報導文章佔全書篇幅之百分比，不

論人物性別均皆比女性雜誌來的高。 

以迴歸方法分析結果，「雜誌類型」與「報導人物性別」兩變項在預測「文

章篇幅百分比」效果上，有20.9%的解釋力，且兩變項迴歸係數值皆達顯著水準

(p<.000)，顯示男性雜誌中人物報導文章篇幅顯著較女性雜誌多、報導人物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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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文章佔全書百分比平均也較男性高。 

人物報導文章之所以在男性雜誌中篇幅比例較高，主因為女性雜誌總頁數原

就較男性雜誌來的多，以整年份的頁數比較：男性雜誌GQ平均每期246頁、女性

雜誌VOGUE則每期平均433頁，相差近200頁之多。而兩雜誌頁數之所以相差懸殊

之因素，主要是在「廣告頁」量上的差異，由於雜誌等大眾媒介的經營，一向與

廣告主的資金傾注有絕對關係，相較於其他媒體時尚雜誌尤然，在時尚雜誌中廣

告扮演的角色與其佔有的畫面、篇幅，遠遠高過其他媒體，閱讀時尚雜誌的讀者，

對於雜誌內的廣告內容也為閱讀之重點。廣告量又因媒體的閱聽率而影響其多

寡，在銷售量與閱聽率的比較上，女性雜誌的確遠遠高於男性雜誌，也因此女性

雜誌中的廣告量一向較男性雜誌來的多。在這裡總頁數的計算並未剔除廣告頁

數，故女性雜誌中人物報導文章的平均頁數，也因受母數的膨脹而顯著的少於廣

告頁較少的男性雜誌。 

然而在同樣雜誌類型類目中的比較，男性雜誌中女性報導人物篇幅顯著較男

性多；女性雜誌中雖女性人物文章亦較多，但與男性人物兩者間的差異並未達顯

著。結果如表4-3-4所示： 

表4-3-4：在控制雜誌類型變項下，報導人物性別對文章篇幅百分比之影響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19) -.431 .186 .179 -.893 .000** 

女性雜誌(n=164) -.141 .020 .014 -.157 .073 

 

將平均頁數佔全書篇幅的比較結果與前節中專就「篇數」的統計結果相比

較，可發現在女性雜誌中不論平均篇數或平均篇幅百分比，都是女性人物較多，

符合先前針對與著重主要讀者眾同性人物報導的預設。然而男性雜誌的數據中卻

是男性人物平均篇數較多、但女性人物平均篇幅較多，這樣的結果似乎不再適用

先前根據「性別角色模範」的討論，容於釐清報導文章中的圖文配置結構與報導

內容後，再提出一綜合性的解釋。 

 

(二)報導文章頁數比較 

單就人物報導文章平均頁數來論，則可以將廣告頁的影響消除，更清楚看出

「雜誌種類」與「報導人物性別」對文章篇幅的影響。表4-3-5中，以交叉表方式

報導不同雜誌種類中，不同性別人物文章頁數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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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雜誌類型、報導人物性別與文章頁數之交叉表 

4.36 2.06 2.02 2.13
2.77 2.19 2.13 1.85

GQ
VOGUE

平均頁數 標準差

女性

平均頁數 標準差

男性

 

與「文章佔全書百分比」的數據相較，可以看出雖女性人物的平均頁數仍較

男性人物多，但女性雜誌中的人物報導文章平均頁數不再顯著少於男性雜誌。 

在控制「雜誌種類」變項後，則在男性雜誌類目下，女性人物的報導文章頁

數顯著多於男性人物；在女性雜誌中則兩性別的人物文章頁數並無有顯著差異，

如表4-3-6所示： 

表4-3-6：在控制雜誌種類變項下，報導人物性別對人物報導文章頁數之影響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19) -.484 .235 .228 -2.338 .007** 

女性雜誌(n=164) -.151 .023 .017 -.638 .053 

若控制「報導人物性別」變項，雜誌類型對人物文章頁數的解釋力如表4-3-7： 

表4-3-7：在控制報導人物性別變項下，雜誌種類對人物報導文章頁數之影響結果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報導人物(n=135) .028 .001 -.007 -.110 .749 

女性報導人物(n=148) .333 .111 .105 1.590 .000** 

顯示男性報導人物在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中的文章頁數並無顯著差異，然而

女性的報導人物，在男性雜誌中的文章頁數就比女性雜誌顯著更多。 

這裡的數據與先前單就不同性別人物「篇數」單位，以及「篇幅佔全書百分

比」單位等結果有所不同，若依循先前「時尚雜誌中的人物報導文章作為建立角

色模範文本」之功能，無法用以解釋男性雜誌中女性人物報導文章顯著較多的統

計結果。顯見在男性雜誌中，相較於女性雜誌中對兩性報導人物頁數的平衡，以

及男性報導人物在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中相去無多的平均頁數，男性雜誌中所刊

載的女性報導人物頁數顯著為多。若女性雜誌中兩性人物頁數的平衡報導，代表

給予兩性相同的關注程度；男性雜誌的人物報導則顯現出「男性人物文章篇數

多、女性人物文章頁數多」的圖像。在不論文章頁數中的內容，單就頁數本身的

數字來看，或許可說男性雜誌中女性角色雖較男性人物角色少，但卻能給予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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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而有較深入報導。然而若把文章的圖片與文字所佔之比例納入檢視，則反將

呈現出一截然不同的圖像。 

 

(三)報導文章圖文比例 

由於雜誌內報導文章主要由圖片及文章的內文構成，研究便將人物主題報導

文章結構分作圖片與內文兩部分，其中文字為對該人物的報導或訪問內容、圖片

則可能為該人物照片，或該人物的作品圖片、劇照等與該人物相關的圖片均包含

在內，一併計算其篇幅。 

這裡由「頁數」作為單位來計算篇幅，統計出每篇人物報導文章平均文字部

分與圖片部分，佔全文章頁數的百分比例，再以雜誌名稱和報導人物性別予以分

類，數據如下表4-3-8： 

表4-3-8：雜誌名稱、人物性別與文字及圖片分佔文章百分比交叉表(n=283) 

19.25 11.74 26.69 16.31
38.13 15.42 44.55 12.99

GQ
VOGUE

平均文
字篇幅

a
標準差

女性

平均文
字篇幅 標準差

男性

文字部分佔人物報導文章的百分比平均數。a. 

80.75 11.74 73.31 16.31
61.87 15.42 55.45 12.99

GQ
VOGUE

平均圖
片篇幅

a
標準差

女性

平均圖
片篇幅 標準差

男性

圖片佔人物報導文章的百分比平均數。a. 
 

雖文字與圖片佔文章百分比之兩變項數值互補，但求解釋方便故在此一並報

導。總和說來，在時尚雜誌中，圖片還是構成人物主題文章的主要部分。在文字

篇幅部分，不論報導人物的性別，女性雜誌皆較男性雜誌為多；由人物性別來看

則男性報導的平均篇幅較多。相對的，此結果意謂男性雜誌的報導中圖片較多；

且不論雜誌種類，女性人物報導中的圖片篇幅也平均較多。 

以迴歸方法分析之，則「雜誌種類」與「報導人物性別」兩變項對圖文比例

都有著顯著影響效果。進一步控制變項，則上述的結果均有通過檢定考驗。 

分別探討數據意義，由女性雜誌來看，文字的報導較多，相較於圖片僅能呈

現人物外表的限制，讀者可由對報導人物的文字敘述說明，瞭解到較為深入的部

分，包含未能外顯的態度、與較難單以幾幅平面圖像表示的日常習慣、行為模式

等。因此可以預設，相較於男性雜誌，女性雜誌的人物報導文章可以觸及較內顯

的部分，也較有可能在文字敘述中包含較多內在價值的訊息，提供讀者知識與價

值觀的學習文本。而男性雜誌中偏重圖片輕文字，結構蘊藏的意義可歸為較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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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化、較重視視覺上的印象滿足，而較輕文字中人物訊息與內涵的傳達，若未論

文字報導的內容，專就圖文結構來看，則男性雜誌的人物報導文章性質較為偏重

視覺滿足與娛樂性；女性雜誌則有較多文字傳達教育性意涵。 

若與男性雜誌中男女人物報導平均頁數相連結，則更明確發現，男性雜誌中

女性人物文章頁數之所以顯著較多，與男性雜誌的人物文章中圖片比例較高有

關，尤其當報導主角人物為女性時，平均圖片佔文章比例更是高達八成，可說在

男性雜誌中女性人物顯著多出的頁數是由於圖片較多使然，相較於文字能負載的

內涵，圖片連結的概念偏向表面化、視覺化、觀看性質、去內容脈絡等意涵，因

此可說相較於女性雜誌在文章篇幅與圖文分佈上的兩性平衡，男性雜誌呈現的是

較多男性角色、較多男性人物文字敘述，與較少女性角色但較多女性人物圖片，

強調女性的外在展現與媒介中之被觀看角色，而低減文字可以表達之女性內涵價

值觀，以及文字可以賦予的發聲機會。 

 

三、報導人物服裝造型 

(一)報導人物服裝形象 

服裝形象的部分，依照報導人物在文章刊載的人物圖片中所穿著的服裝造

型，區分為偏向男性化服裝形象、女性化服裝形象與介於兩者之間的中性服裝裝

扮，計算出每篇文章中不同服裝形象佔全部人物圖片數的百分比例。在分別控制

「雜誌類型」變項，與「報導人物性別」變項下，「人物性別」和「雜誌類型」

與不同服裝形象圖片百分比之相關矩陣如表 4-3-9所示： 

表 4-3-9：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報導人物服裝形象之相關矩陣(n=283)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n=119) 

女性雜誌

(n=164) 

男性 

(n=135) 

女性 

(n=148)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形象圖片百分比 .966** .926** .055 －.118 

中性化形象圖片百分比 －.155 －.272** －.063 －.167* 

女性化形象圖片百分比 －.923** －.802** .08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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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雜誌類型下，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中的報導人物之圖片，絕大部分都

穿著符合自己性別角色形象的服飾衣著，尤其是男性報導人物，更是極少以非男

性化形象的服裝造型出現；然而女性報導人物圖片中，雖大多也穿著偏女性化的

服裝，但是在中性化服飾的類目中，女性人物出現較多。然而比較男性與女性雜

誌也可發現，男性雜誌中性別與服裝形象的關係較女性雜誌更為顯著有關，即穿

著符合性別角色印象的人物圖片更多，中性形象雖然有之，但是在統計數據上並

未達顯著的關聯；女性雜誌圖片中則女性人物與中性化形象的服裝類目，有顯著

的關聯，顯示雖然在女性雜誌中男性人物亦符合男性服裝形象，然而女性人物能

有較多非女性服裝形象的展現。 

進一步在控制性別變項下，也可清楚看出這一點，男性人物在不同類型雜誌

中的服裝形象呈現無甚差別，然而在中性化服裝形象的部分，則女性雜誌顯著多

於男性雜誌、女性化服裝形象的部分，男性雜誌中出現的比例又顯著高於女性雜

誌。因此，不同類型的時尚雜誌在人物服裝形象的表現時，未能達到零合程度的

區別，不論男性女性雜誌，皆循符合性別角色印象的服裝來作呈現，然而卻還是

有程度上的差別：男性雜誌中的「女性」，比女性雜誌更多以女性化服裝形象呈

現，在人物衣著上有更多刻板印象訊息。 

 

(二)報導人物服裝色系 

以報導人物圖片中服裝色系作為分類類目，將服裝色系粗分作白色、黑色、

冷色系以及暖色系，分析結果之相關矩陣如表 4-3-10： 

表 4-3-10：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服裝色系之相關矩陣(n=283)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n=119) 

女性雜誌

(n=164) 

男性 

(n=135) 

女性 

(n=148)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白色系服照片百分比 .0 .105 －.084 .0 

黑色系服照片百分比 .110 .070 .055 －.032 

冷色系服照片百分比 .045 .032 －.045 －.077 

暖色系服照片百分比 －.239** －.25** －.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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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人物照片中，著不同色系服裝百分比在不同雜誌種類、人物性別之

間，並無顯著的差異，顯示若由服裝顏色來思考劃分性別角色的形象區分，只用

白、黑、冷、暖等類目來分類，可能過於粗淺，不能夠看出其間真正的影響有無

與程度。 

然而其中唯獨有顯著關聯的，是在控制雜誌類型下，不同人物性別與穿著「暖

色系服裝」的圖片比例間之相關。結果顯示，女性人物與著暖色系服比例有.24

左右的顯著關聯，不論在男性雜誌或女性雜誌中皆然，意即在雜誌報導文章圖片

中，女性顯著比男性更多有穿著暖色服裝出現。暖色系的色彩印象可以連結到溫

暖等特質，與女性角色中被強調、期待的溫暖表達特質相符，因此這裡女性比男

性顯著的「暖色系」印象，不啻為符合性別角色形象的表露，也同時說明了「服

裝顏色」與「性別角色」概念的關聯性，因此如果做有更細緻的色系劃分，其中

的關聯關係與形式應該可以更清楚有力的顯現出來。 

 

四、報導人物裸露程度 

(一)裸露程度 

此一部分的分析如同在上一節中，針對刊載在雜誌封面上之封面人物圖片

中，人物的裸露程度分析，而將人物報導文章中的圖片部分，依照人物裸露的程

度，分別計算圖片的百分比，並分別控制「雜誌類型」及「報導人物性別」，結

果如表 4-3-11： 

表 4-3-11：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裸露程度之相關矩陣(n=283)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n=119) 

女性雜誌

(n=164) 

男性 

(n=135) 

女性 

(n=148)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無裸露圖片百分比 .903** .274** .221** －.541** 

低胸裸露圖片百分比 －.588** －.449** .062 .190** 

泳裝裸露圖片百分比 －.532** .0 －.155 .463** 

半身裸露圖片百分比 －.161 .152 －.141 .167** 

全身裸露圖片百分比 －.181* --- ---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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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之相關矩陣中，男性雜誌類目下，報導人物性別為男性者，與圖片無

裸露有高度的顯著關聯；而在有裸露的圖片上，則除「半身裸露」外，都與女性

性別顯著關聯，低胸與泳裝的裸露皆與女性人物有.5以上的相關程度。在女性雜

誌中，則男性也顯著的與無裸露相關，然而相關係數比起男性雜誌中的.903，相

對的低了許多；而女性也與低胸裸露有近.5的顯著關係，不過相較於男性雜誌在

泳裝裸露、半裸圖片上的表現，女性雜誌這兩個變項反而一與人物性別沒有關

聯、一與男性關聯---不過亦未達顯著結果，且由於女性雜誌中並無人物全裸圖

片，因此最後一個類目數據付之闕如。 

若在控制性別變項的情況下，則變項間的關係更能清楚顯現：報導人物為男

性時，在男性雜誌中顯著比女性雜誌更少裸露；報導人物為女性時，則無裸露的

情形與女性雜誌顯著相關，其他由低胸裸露到全裸等，均與男性雜誌顯著相關。 

這裡又再度看見男性與女性在媒體圖片上之身體形象相異之處，女性身體的

裸露比例遠高於男性，裸露程度也較男性為多。加入雜誌類型變項思考的話，在

女性雜誌中，無裸露的圖片顯著與男性人物關聯，女性則以低胸裸露在圖片中出

現；男性雜誌中，男性人物更是幾乎皆以無裸露圖片呈現，反之女性則顯著多以

低胸、泳裝裸露、全裸形象出現，可見男性雜誌的女性報導人物圖片中，傳達出

的女性形象訊息再度與「性感」、「被觀看」等帶有「性對象」之形象意涵相連結。 

若嘗試將裸露程度以等級方式予以配分，並以圖片百分比加權，創造一「裸

露分數」統計值，則其以迴歸方法分析結果，在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中，女性的

裸露分數都顯著比男性來的高8，顯見女性形象的裸露在時尚雜誌中仍然是未能

與男性平衡，即使在女性讀者所閱讀的女性雜誌中亦然。 

 

 

 

 

(二)有無裸露 

將人物裸露圖片區分作有無裸露兩類別，再加以分析結果，相關係數如下所

示： 

                                                 
8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性別為影響裸露分數的顯著變項，女性有顯著更多的裸露，而雜誌類型反
不構成顯著影響變項，性別變項的迴歸係數為-.561，顯著性為 p<0。模型解釋力為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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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2：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圖片中有裸露之相關矩陣(n=283)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n=119) 

女性雜誌

(n=164) 

男性 

(n=135) 

女性 

(n=148)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有裸露圖片圖片百分比 －.903** －.333** .118 .575** 

 

在男性雜誌中，女性人物顯著與「有裸露圖片」有關，且達.903的高相關，

幾乎呈現在男性雜誌上的女性人物圖片，都是以有裸露的形象呈現；而女性雜誌

中，女性人物也比男性人物出現更多有裸露的圖片，雖然不如在男性雜誌中的高

度關聯，然而也與男性的裸露圖片有顯著差異。 

在控制性別變項下，男性人物有裸露圖片的百分比在雖然男性雜誌中較多，

然而未與女性雜誌有顯著差異，且相關強度也並不高，表示男性人物的裸露圖片

仍少出現，不論在男性或女性雜誌中皆然；但在女性人物類目下，男性雜誌則顯

著與有裸露圖片相關，可見相較起來，男性雜誌有著更多女性身體的暴露、更多

女性裸露形象的呈現、更少女性性別角色的圖像。 

男性雜誌中女性裸露顯著較多，且比女性雜誌中的女性裸露多，但女性雜誌

中的男性裸露反而很少，也少於男性雜誌中男性的裸露，可見男女身體圖片在雜

誌媒體上呈現的偏頗比例，除了男女性在文化中，對自己身體權力掌握上原本既

存的差異，也加上對於看待異性身體的觀念上之差異。若將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

當作呈現不同性別文化的場域，顯然在男性性別文化中，男性的身體裸露是不慣

於被彰顯表露的，或可說是不需要出現在顯而易見的媒體圖片中，不需要被觀

看、討論、批判或接受，因著男性身為文化的創造主體，自然注定了作為觀看主

體、進行討論的主體、選擇批判或接受的主體，而女性才是此些行動的客體。比

起一般未區分性別文化特定場域的現在社會與一般媒體，在男性雜誌這種全然負

載男性性別文化的場域中，女性身體裸露形象被加倍的強調，透過觀看、消費這

些圖像的過程，能夠提供讀者確認、強化自己的男性化角色模式，因此這些刊載

高比例女性裸露圖片的行為、閱讀女性裸露圖片的行為，都是男性化定義生產與

體現的再確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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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雜誌中的裸露圖片呈現，仿又強化了這樣的價值，不若男性雜誌對觀看

女性身體的堂皇頻繁，女性雜誌對於男性有裸露圖片的刊載，反而仍不如男性雜

誌為多，顯示在女性性別文化場域中，對於男性身體的觀看與消費，遠遠不及男

性雜誌對女性身體的進程，缺乏主動性，故觀看消費男體的行為，並未能與女性

化角色模式關聯。體現女性化定義過程的，反而是以描述女體、刊載低胸圖片等

強調女性性徵的呈現，來加以標誌女性化。對歡慶贊同流行文化中之女性論述的

後結構主義女性學派來說，女性有著定義自己身體、展現性感、擁抱裸露並從中

尋求愉悅的權力，這並不與女性主義價值相抵觸，反而是一種積極的行動。然而

若加入男性化的觀點來比較，定義裸露意涵的界線似乎變得曖昧不明，且男性觀

看、評價女體的行動，似乎又間接能得其鼓勵，自主與被動的行動目的變得更諱

昧不清。 

五、文章標題性別角色訊息 

(一)標題主題類目 

此部分的分析，依每篇人物報導文章標題所指稱的主題，加以編目歸類，而

主題類目的決定與內文段落主題分析所使用的分類一致，均按照「性別角色」概

念所牽涉的人物外顯行為與內在態度等，並參考時尚雜誌文章主題形式而決定，

共分為「行為動作表情」、「外貌身材描述」、「服裝穿著造型」、「工作專業表現」、

「休閒生活形式」、「情感家庭面向」、「價值處世態度」等七項主題。而標題文字

主題若未在此類目中，或未有一清楚的主題，則歸納為其他。表 4-3-13呈現雜

誌名稱、人物性別與標題主題次數分配之交叉表： 

4-3-13 (n=283)表 ：雜誌名稱、人物性別與標題主題交叉表

14 22 1 8 1 4 50
28.0% 44.0% 2.0% 16.0% 2.0% 8.0% 100.0%

1 3 1 45 1 3 9 6 69
1.4% 4.3% 1.4% 65.2% 1.4% 4.3% 13.0% 8.7% 100.0%

15 25 1 46 1 11 10 10 119
12.6% 21.0% .8% 38.7% .8% 9.2% 8.4% 8.4% 100.0%

6 14 12 32 2 3 13 16 98
6.1% 14.1% 12.1% 32.7% 2.0% 3.1% 13.3% 16.3% 100.0%

1 5 41 6 13 66
1.5% 7.7% 62.1% 9.1% 19.7% 100.0%

7 19 12 73 2 3 19 29 164
4.3% 11.6% 7.3% 44.5% 1.2% 1.8% 11.6% 17.7% 100.0%

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行為 外貌 服裝 工作 休閒 情感 價值 其他

標題主題

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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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的意義，往往是代表此報導的內容主旨；而其功能則除了提綱挈領，給

讀者一個針對該篇文章的綜合全覽，或是針對該人物的簡潔描述、對該人物作為

的讚詞或評斷等，也需負吸引讀者閱讀興趣之責。因此對標題主題的分析，除了

可看出時尚雜誌中描述不同性別報導人物的方式，也可獲知編輯為了吸引讀者，

用標題來強調的人物角色部分，有何性別差異。 

檢視不同雜誌種類下，報導人物性別與標題主題的關係，則男性雜誌GQ中

的男性報導人物，文章標題的主題多涉及其「工作專業表現」，比例達65%，顯

示男性雜誌中在標題部分，給予讀者多為「working man」的男性角色形象，利

用突顯其工作上的表現成就，樹立「男人要事業成功」的角色模範；而其他的主

題比例則遠遠不及「工作專業表現」類，唯「價值處世態度」有一成以上，其餘

雖主題有多類，但相對比例都很少。而男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文章標題，「工作

專業表現」主題的出現次數與男性不成比例的少，僅有一則，主要的標題主題是

「行為動作表情」、「外貌身材描述」、「情感家庭面向」等三類，尤其是以「外貌

身材描述」為主題的標題佔了四成，這三個類目指稱的是較表面外顯、可觀看性、

附屬角色、表達性意涵等，偏向女性刻板印象的概念，而男性雜誌多使用帶有這

類意涵的標題，來簡化、定型化女性人物，顯見男性雜誌的標題論述中，不論男

性或女性人物，都仍舊服膺著刻板的性別角色印象。 

女性雜誌VOGUE中的人物標題主題，在男性的部分，也有與男性雜誌同樣

的特性，對男性人物的「工作專業表現」上的形象極為著重，有六成的標題與此

有關，顯見女性雜誌中的男性角色，也受到傳統「working man」印象的侷限，

標題主題類目較少，強調的角色形象較單一。女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標題主題，

則包含有較多的類目，顯示角色較為多元，其中最多的主題類別出現在「工作專

業表現」上，佔有三分之一，意謂女性雜誌中的專業性婦女角色形象是受到強調

鼓勵的，相較於男性雜誌中的缺乏，女性雜誌作為女性價值教化的文本，職場女

性的角色形象確為不可偏廢的價值。然主題為「外貌身材描述」與「服裝穿著造

型」的標題，則是第二多的，加總也有近乎三成的比例，顯示在女性雜誌文章標

題中強調的女性性別角色，可以歸納為「外貌身材美好、穿著妝扮流行、工作專

業自信」的形象，不過總而說來角色較為多元；而女性雜誌中的男性人物則也與

刻板男性角色印象相符，較為單一。作為以刊登流行服飾商品為主要內容的時尚

雜誌來說，這樣的結果似乎理所當然，然而這也說明了女性主義者對「女性雜誌」

這樣的流行文化，有著既愛又恨的複雜態度。女性雜誌對女性外在形象的注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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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若單純解釋為父權文化的複製，等於抹滅了女性讀者獨立思考決定的自我

意識價值；但若將女性追求外在形象、美貌與身材的行動視作動機上完全的自

由，又忽略了女性雜誌背後的經濟資本運作。 

 

 

(二)標題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如果以文章標題所含有的刻板印象訊息與否來分析計算，則可得到表 4-3-14

的結果： 

4-3-14 (n=283)表 ：雜誌名稱、人物性別與文章標題刻板印象訊息交叉表

8 42 50
16.0% 84.0% 100.0%

38 31 69
55.1% 44.9% 100.0%

47 72 119
39.5% 60.5% 100.0%

65 33 98
66.3% 33.7% 100.0%

54 12 66
81.8% 18.2% 100.0%

119 45 164
72.6% 27.4% 100.0%

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無 有

文章標題含刻板印象訊息

總和

 

男性雜誌GQ中，女性人物的文章標題有高達八成以上含帶有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的訊息，男性人物的標題具有刻板印象訊息的也近半數；比較起來，女性雜

誌VOGUE的文章標題中，相對較少含有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訊息，然而女性人物

的文章標題仍然比男性人物有更多的比例是含有刻板印象訊息的。 

進一步以迴歸方法分析，分別控制雜誌種類與報導人物性別來看： 

表4-3-15：控制雜誌種類變項下，報導人物性別對文章標題含刻板印象訊息之影響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19) -.374 .140 .133 -.371 .000** 

女性雜誌(n=164) -.163 .027 .021 -.149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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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6：控制報導人物性別變項下，雜誌種類對文章標題含刻板印象訊息之影響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報導人物(n=135) .283 .080 .073 .265 .001** 

女性報導人物(n=148) .460 .211 .206 .487 .000** 

 

在控制雜誌種類變項時，不論是男性雜誌或女性雜誌，人物報導文章標題含

有刻板印象訊息的，都是女性人物顯著較多。而控制報導人物變項時，則是男性

雜誌比起女性雜誌，不論報導人物為男性或女性，其文章標題都顯著含有較多刻

板印象訊息。 

此結果再一次顯現，女性人物相較於男性，更容易以刻板的性別角色印象出

現，包含在人物標題的使用上，也很難避免的顯現出性別角色文化中，男性與女

性之間的差距。傳統的性別文化原即男性的角色較為多元豐富，而女性能夠獲致

的角色較為侷限，以標題來簡化一篇報導文章時，女性就變得更容易多強調其外

貌與身材的完美、個性的溫柔可親等，也更可能以挾帶刻板印象訊息的暱稱來形

容稱呼之。這樣的情況在男性雜誌中尤然，在男性雜誌GQ的50則女性人物標題

中，有16則相當於32%的標題中以所謂「暱稱」來稱呼該女性人物，男性則只有

2則(2.9%)；女性雜誌中也有11則約11%的標題中以暱稱稱呼女性報導人物，然而

以暱稱稱呼男性則完全沒有。顯然女性作為「可親近的」、「被動的」、「附屬

的」等刻板角色的形象，在一般時尚雜誌的行文之間仍將之當作慣用的語言來使

用，在男性雜誌這樣可歸納為代表男性性別文化的場域中更為受用，因此男性雜

誌標題呈現出的報導人物圖像，男性與女性都是非常刻板的性別角色形象，男性

為主動支配者：「本色英雄」、「夜店先驅」、「機會掌握者」都是男性人物專

屬的稱號，女性則被親暱的喚為「甜心小女人」、「天使般女孩」，或被比喻為

可入口的「巧克力」、「軟糖女人」等，呈現如孩子般逗人喜愛的樣貌，不附有

主動與威脅感，唯獨在牽涉到「性意涵」的標題文字，才可能賦予女性人物主動

性角色的地位，以突顯女性作為「性感尤物」的性別角色次類型，對女性角色的

呈現相當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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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題的性意涵訊息表現 

延續討論，將報導人物文章標題中含有性意涵的標題以其刊載雜誌名稱與人

物性別作一統計，結果如表 4-3-17： 

4-3-17 (n=283)表 ：雜誌名稱、人物性別與文章標題性意涵訊息交叉表

32 18 50
64.0% 36.0% 100.0%

69 69
100.0% 100.0%

101 18 119
84.9% 15.1% 100.0%

97 2 98
98.0% 2.0% 100.0%

66 66
100.0% 100.0%

162 2 164
98.8% 1.2% 100.0%

人物性別

女性

男性

總和

女性

男性

總和

雜誌名稱

GQ

VOGUE

無 有

文章標題含性暗示訊息

總和

 

男性雜誌GQ中的女性人物報導文章標題，有36%含有性意涵訊息，男性人物

則完全沒有；女性雜誌VOGUE中含有性意涵訊息的標題兩則都是出現在女性人

物文章中，男性則反而完全沒有。這裡女性作為「性對象」的角色形象又再度出

現，而男性則完全缺乏作為「性對象」的角色形象，顯示在性別文化中，男性作

為性主體的慣習，因此在一般的言說語境、媒體文本上，將男性人物的「主要角

色」與「性意涵」關聯的情況極微，多半這樣的連結只出現在「開玩笑」等較不

正式的場合，且這樣的玩笑也多在男性之間，在女性專屬的文本中，則完全不強

調男性與性意涵的連結。反之，女性就有相當大比例會被以「性對象」當作主要

角色形象來認定並強化之。 

表4-3-18與表4-3-19是說明當控制雜誌類型與報導人物性別下，兩變項對標題

中的性意涵之影響情形： 

表4-3-18：控制雜誌種類變項下，報導人物性別對文章標題是否含性意涵之影響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雜誌(n=119) -.496 .246 .239 -.360 .000** 

女性雜誌(n=164) -.091 .008 .002 -.02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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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9：控制報導人物性別變項下，雜誌種類對文章標題是否含性意涵之影響 

控制變項數值 r R-Sq Adj R-Sq b Sig 

男性報導人物(n=135) --- --- --- --- --- 

女性報導人物(n=148) .470 .221 .215 .340 .000** 

 

很明顯的，「男性雜誌」與「女性人物」是顯著影響的兩變項，男性雜誌對

於女性人物在標題中用帶有性意涵文句予以描述，若為採標題提綱挈領之效，則

意謂通篇文章要傳述的女性人物圖像就是「性感尤物」的角色；若為取標題引人

注目之效，則意謂男性雜誌「預設」男性會受帶有性意涵的女性角色描述吸引，

或甚利用此「教育」男性讀者應被這樣的描述吸引。如同媒介影響、反映輿論的

雙向功能，男性雜誌文類中對於女性人物角色的單一化、性對象化，不只是閱聽

人意見的反映，也會轉而影響強化讀者的印象，而且由於男性雜誌作為代表男性

文化的場域，與因此獲致的封閉性，使得男性雜誌中對於性別角色的描述，比一

般的媒體或普羅文化更為刻板、角色更為侷限，對女性角色的刻畫尤然。 

即使是娛樂性色彩，也只會更加強其偏頗，認為女性角色的單一、傳統、性

角色、附屬，以及職場女性形象的缺席，使男性雜誌成為在其中女性不具威脅性

的「男性全勝」場域，並以此為消遣休閒的樂土，豈非為性別平權的反動。 

 

 

六、人物報導文章內文之性別角色呈現 

(一)內文段落主題 

在內文部分，為兼顧計算單位的精細度、意義的完整性與編碼便利性，故以

「段落」作為計量單位，編碼統計每個內文段落中所描述、牽涉之主旨，並將其

分別歸類為「行為動作表情」、「外貌身材描述」、「服裝穿著造型」、「工作專業表

現」、「休閒生活形式」、「情感家庭面向」、「價值處世態度」等七類目。 

表 4-3-20是將每篇文章中的段落主題，依其佔該篇總段數之百分比例予以

標準化後，用迴歸方法分析的結果，並將控制變項為「雜誌類型」與「人物性別」

等兩種結果一併報導如下，以利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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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0：控制雜誌類型與人物性別變項，人物性別、雜誌類型與內文段落主題的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行為動作段數百分比 －.344** .084 －.126 .326** 

外貌身材段數百分比 －.200* －.259** .110 .114 

服裝穿著段數百分比 .055 －.297** .071 －.272** 

工作專業段數百分比 .545** .130 .071 －.383** 

休閒生活段數百分比 .0 －.045 .100 .077 

情感家庭段數百分比 －.519** .100 －.105 .522** 

價值處世段數百分比 .217* .122 .045 －.089 

 

分項來看，當雜誌類型為男性雜誌時，人物性別變項有顯著影響的段落主題

有「行為動作」、「外貌身材」、「工作專業」、「情感家庭」、「價值處世」等五項，

其中「工作專業」與「價值處世」兩類與男性人物關聯，其餘均皆在女性人物文

章中有顯著較多的描寫；女性雜誌中不同性別有顯著差異的段落主題則僅有「外

貌身材」與「服裝穿著」兩類，且兩類都在女性人物報導文章中較多。控制有人

物性別變項的情形下，報導人物為男性時，雜誌類型的差異對內文主題之影響均

不顯著；報導人物為女性時，則「行為動作」、「服裝穿著」、「工作專業」與「情

感家庭」等主題都會受雜誌類型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其中男性雜誌對「行為動

作」、「情感家庭」部分的描寫較為著重，女性雜誌則對「服裝穿著」與「工作專

業」著墨較多。 

將數據結果加以整理可知，男性雜誌的人物類文章中，針對工作專業表現的

部分，以及價值觀與處世態度等段落描述，多出現於男性報導人物的文章中，對

女性人物的描寫時這些涉及內在態度、思考方式與工作成就等的訊息極少出現，

而是多報導女性人物的外顯行為舉動、描寫外貌與身材、感情觀念等，透露的性

別角色呈現模式即男性為專業工作者、其價值觀與處世態度值得學習；女性則關

注外顯行為與小動作的觀察描述、是擁有美貌與身材的被觀看者與情感對象等，

是為偏頗的刻板角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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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雜誌文章中所呈現的性別角色圖像，在男性的部分則與男性雜誌相去不

遠，雖然關於男性人物情感面向與行為動作的關注稍較男性雜誌多，然而都沒有

達到顯著的差異，且工作專業方面的描寫也佔多數，仍用典型的男性性別角色刻

板印象來描繪男性人物。而針對外貌身材以及服裝穿著主題的描述，女性人物的

報導文章中就比男性人物還要顯著多被提及，顯然作為女性流行服飾的主要參考

文本，女性雜誌偏向的女性角色塑造，對於外貌身材的注重與服裝造型的關懷是

極重要的部分，另外在工作表現的報導上，比起男性雜誌的缺乏，女性人物的專

業表現也是女性雜誌關注的角色形象。因此，擁有美貌身材、穿著入時的職場女

性，就是女性雜誌偏好的女性角色形象。其中專業性婦女形象雖非與女性之「家

庭性角色」的刻板印象相連結，然而就外貌身材與服飾上的描寫，宣傳的仍然為

與商業資本主義邏輯合流的「外貌至上」刻板角色形象 

 

 

(二)內文段落之性別角色形象意涵 

本節分析專注於人物報導文章段落中，對於該人物的描述文字或訪問內容的

呈現，帶有著何種偏向的性別角色意涵。將段落文字依其敘述的方式與含意，區

分作偏向「男性化」描述、偏向「女性化」描述，以及不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

的「中性化」描述等，分別計算不同性質段落在全文中佔有的段落數百分比，並

以迴歸方法分析之，表 4-3-21是分別控制「雜誌類型」與「人物性別」變項下，

兩自變項對內文段落文字中的性別角色形象偏向的影響，以相關係數來呈現之結

果： 

表 4-3-21：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內文段落之性別角色形象意涵的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內文男性化段數百分比 .494** .283** .310** .032 

內文中性化段數百分比 .333** .114 －.197* －.375** 

內文女性化段數百分比 －.675** －.436** －.126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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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顯示在男性雜誌中，性別變項對文章段落文字中的性別角色形象

意涵有顯著的影響力，與偏向男性化、中性化及女性化的段落文字描述都有相

關，其中男性化與中性化描述的段落多出現在男性人物的報導文章中，女性人物

報導文章則顯著多偏好用女性化的描述來呈現；女性雜誌的情形，則性別變項對

男性化與女性化的描述比例顯著有關，男性人物有多比例的男性化描述、女性人

物則較多女性化描述內容。然而若在控制人物性別之下，則男性雜誌比起女性雜

誌，在報導男性人物時多採用男性化意涵的描述方式、報導女性人物也更顯著偏

向女性化一面的呈現；相對的，女性雜誌則比男性雜誌顯著更多使用不帶有性別

角色偏向的中性化段落文字陳述，不論是男性人物或女性人物皆然。 

由此可知，在人物報導文章的內文文字敘述中，男性雜誌偏好的人物側寫方

式是非常男性化的男性與女性化的女性，而且定義這裡的男性化與女性化的角色

典範為傳統的刻板性別角色印象，即使兩性的角色都頗為刻板典型，角色的刻板

程度在男性人物與女性人物之間亦有差別：男性人物有比女性人物較多機會以中

性化描述來呈現報導之，但女性人物則是高比例以帶有女性化意涵的敘述內容來

報導，且其性別角色呈現的刻板程度，也顯然高於女性雜誌。 

女性雜誌中雖然對不同性別角色呈現的報導方式，也與該報導人物的性別有

著顯著正相關，男性人物偏向男性化、女性人物偏向女性化，然而關聯的程度並

不如男性雜誌強烈，亦即相較起來，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呈現不如男性雜誌來的更

為深刻。並且，女性雜誌在文章內文的敘述中，中性化的描述段落比例不論男性

或女性都比男性雜誌顯著為多，顯示相較於男性雜誌呈現的高度刻板化程度，女

性雜誌文中承載有較多中性化、未偏向任一性別印象意涵的空間。因此若將人物

描述的性別角色刻板程度高低以光譜的概念譬喻，可說在雜誌文章內文意義的呈

現上，男性雜誌中的女性角色是相對最為刻板的，男性雜誌中的男性次之，而女

性雜誌中的男性更次之，相較起來較少刻板印象意涵的是女性雜誌中的女性角

色。 

 

(三)內文段落主題之分項討論 

此節將上述兩節討論的概念合併，探討人物報導文章的內文段落文字中，不

同主題分類下的性別角色意涵偏向描述，在不同雜誌類型與不同性別人物之間又

會有何種的交乘效果。以下分項由段落主題出發，共分為七個主題一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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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為動作表情 

人物報導文章中針對人物行為舉動與表情、小動作等相關的描述段落，依其

含帶的性別角色意象偏向再分類，統計出每類平均佔總文章段落數百分比之分配

表如4-3-22： 

表4-3-22：男性化、中性化與女性化偏向的行為動作表情主題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分配表 

16.25 11.03
1.15 1.37

15.88 3.43
5.84 13.21
1.40 2.10

10.74 5.95

男性行為段落

中性行為段落

女性行為段落

GQ

男性行為段落

中性行為段落

女性行為段落

VOGUE

百分比平均數a
女性

百分比平均數

男性

行為動作表情段落佔全篇段數百分比之平均數a. 
 

表中數據顯示，男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文章中有較多的行為動作類主題的段

落，而其中男性化的描述比女性化的形容平均多了一些；男性人物則偏向男性化

角色的描述。女性雜誌則女性人物較多女性化的行為動作表情描述、男性人物較

多男性化描述，服膺刻板的性別角色呈現模式。 

表 4-3-23中進一步控制雜誌類型與人物性別變項，報導兩變項與不同性別

角色意涵偏向的行為主題段數比例間之相關矩陣： 

表 4-3-23：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行為動作表情段落比例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行為段數百分比 －.130 .263** －.063 .305** 

中性化行為段數百分比 .032 .063 －.063 －.032 

女性化行為段數百分比 －.354** －.155* －.089 .145 

 

男性雜誌中女性人物與女性化行為段落描述顯著相關，但若控制人物性別為

女性時，男性雜誌比女性雜誌在描述女性的行為動作表情時，給予偏向男性化的

敘述方式，這裡似乎與先前的討論有矛盾之處，然而之所以在這行為動作主題類



 67

中，男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呈現出顯著較多男性化的角色模式，主要與男性雜誌

中對於女性人物次類型概念的建立與操作有關。如同先前的研究所發現，女性人

物角色常被簡化歸類為「家庭婦女」、「專業性婦女」與「性感尤物」等次類型，

在本研究中也證實，男性雜誌中對於將女性報導人物作偏似「性感尤物」次類型

的報導與描繪比例十分高，在段落主題歸類方式中，許多針對女性人物的舉動與

日常慣習行為等描述，會因蘊含有「對性方面主動、大方、積極」等意涵，或以

強調其舉止的大膽等，營造一種「危險女人」的形象，並在行文之間鼓勵挑起男

性讀者去「征服」、「挑戰」的印象。因此縱然因而有在意義上偏向男性化角色概

念的描寫，然而根本的出發即「性感尤物」等性對象角色的營造目的仍然是將女

性角色予以刻板化的表現。 

2.外貌身材描述 

外貌身材描述的段落主題，區分成帶有性別角色意涵的類別分項計算，呈現

出的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如表4-3-24： 

表 4-3-24：男性化、中性化與女性化偏向的外貌身材描述主題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分配表 

.18 6.41

.33 .00
15.65 .24

.85 2.10
1.64 .13
8.79 .51

男性外貌段落

中性外貌段落

女性外貌段落

GQ

男性外貌段落

中性外貌段落

女性外貌段落

VOGUE

百分比平均數a
女性

百分比平均數

男性

外貌身材描述段落佔全篇段數百分比之平均數a. 
 

不論是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同樣都維持著與人物性別相符的性別角色意

涵：報導人物為男性的文章中，外貌身材敘述偏向帶有男性化角色訊息；報導人

物為女性時，文章中針對外貌身材的描寫就偏向女性化角色印象。然而在程度上

則頗有差異，男性雜誌中的女性外貌身材敘述極偏向女性化刻板形象；對男性外

貌描述較少，然而也都偏向男性化刻板印象特質。女性雜誌中對男性人物外貌與

身材的描述最少，也偏向男性化，但與出現女性化訊息平均比例間的差距較小；

女性人物則最多含帶女性化的外貌身材訊息，不過中性化與男性化的相對比例差

距亦沒有男性雜誌來的大，即還是有一定部分的外貌與身材描述中帶有中性化或

男性化的角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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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5：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外貌身材描述段落比例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外貌段數百分比 .170 .105 .122 －.077 

中性化外貌段數百分比 －.110 －.141 －.089 －.110 

女性化外貌段數百分比 －.458** －.292** －.055 .167** 

 

表 4-3-25是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外貌身材描述段落中帶有不同性別角色

意涵偏向的平均段落百分比間之相關矩陣，數據也說明了在外貌與身材主題段落

中，女性人物很顯然被描述作帶有女性化刻板性別角色印象的模式，例如注重自

己外貌身材、因外貌自負或自卑、在意身體部分、不滿意自己體重等等。而在控

制性別變項為女性時，男性雜誌中帶有女性化意涵的段落比例又顯著比女性雜誌

更多，顯示在外貌與身材主題段落中，女性更容易被塑造成符合刻板性別角色印

象的形象，在男性雜誌中尤為明顯。 

 

3.服裝穿著造型 

在描述服裝穿著造型的主題段落中，區分不同偏向的性別角色意涵結果，如

表4-3-26，其中男性雜誌對這類主題的文章段落著墨較少，雖然仍然維持符合刻

板角色印象的呈現方式，但平均佔有文章的段落數都未達一個百分點。 

表4-3-26：男性化、中性化與女性化偏向的服裝穿著造型主題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分配表 

.00 .76

.10 .04

.34 .07
2.21 .41
3.14 .00
6.52 .00

男性服裝段落

中性服裝段落

女性服裝段落

GQ

男性服裝段落

中性服裝段落

女性服裝段落

VOGUE

百分比平均數a
女性

百分比平均數

男性

服裝穿著造型段落佔全篇段數百分比之平均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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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雜誌在這類主題上有較多篇幅，且雖然女性化的描述佔較多，但中性化

與男性化的描寫也有相當比例；女性雜誌中的男性人物則也極少描述，且落於中

性化與女性化類目的服裝穿著造型敘述完全沒有，只有平均.41的男性化性別角

色印象描述。 

表 4-3-27是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偏向不同性別角色意涵的服裝穿著造型

類主題段落數平均百分比間之相關分析結果： 

表 4-3-27：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服裝穿著造型段落比例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服裝段數百分比 .122 －.141 .055 －.164** 

中性化服裝段數百分比 －.063 －.158* .084 －.141 

女性化服裝段數百分比 －.110 －.217** .084 －.190** 

 

可知女性雜誌中以偏向女性化與中性化特質來描述平日服裝穿著風格、造型

形象的報導人物多為女性，不過也因女性雜誌中針對男性人物服裝造型的文字報

導內容太少所致。在女性人物中，女性雜誌在男性化服裝段落數與女性化服裝段

落數的刊載都顯著多於男性雜誌，也部分是因為男性雜誌中本類主題刊載比例就

較少之故。不過女性雜誌中對女性人物服裝風格的兼容，男性化與中性、女性化

之並存，是並不容否認之處。然而縱然如此，女性雜誌中針對女性人物服裝穿著

的習慣與風格之報導與強調，除了符合雜誌媒體事業運作背後的商業資本主義邏

輯外，也相當程度符合女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中，女性對於外在服裝穿著的關心

與注重、重視服裝造型的美觀與能否受人觀看稱讚的部分。 

 

 

4.工作專業表現 

工作專業表現主題段落中，依照性別角色訊息呈現的差異分別計算男性化、

中性化與女性化意涵的敘述人物之工作相關的平均段落百分比如表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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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8：男性化、中性化與女性化偏向的工作專業表現主題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分配表 

5.17 31.36
3.14 13.86
2.23 1.37

16.89 19.95
13.76 21.33

3.51 1.01

男性工作段落

中性工作段落

女性工作段落

GQ

男性工作段落

中性工作段落

女性工作段落

VOGUE

百分比平均數a
女性

百分比平均數

男性

工作專業態度段落佔全篇段數百分比之平均數a. 
 

男性雜誌中對女性人物報導文章相對很少出現工作專業表現方面的描寫，然

而在出現的比例比較下，偏向男性化意涵的描述平均多於中性化與女性化；男性

人物則平均比例相當高，且其中平均佔 31.36%文章篇幅的都是帶有男性化工作

角色形象的內容段落。女性雜誌中針對女性人物工作專業主題描述的段落相對較

多，帶男性化角色意涵的段數平均最多，中性化次之不過相去不遠，女性化描述

最少；男性人物報導文章中關於工作專業表現的敘述段落佔有比例更高，其中不

帶有性別角色偏向的段落最多，帶男性化角色意涵的次之，女性化意涵的平均段

數比例極少。 

表 4-3-29：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工作專業表現段落比例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工作段數百分比 .481** .071 .207** －.293** 

中性化工作段數百分比 .342** .182* －.187** －.293** 

女性化工作段數百分比 －.095 －.164* .032 －.084 

 

表 4-3-29是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不同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工作專業表現

主題段落間之相關模式。男性雜誌中男性人物與其報導中男性化、中性化工作段

數比例都有顯著的正相關，控制有男性人物變項類別時，男性雜誌的男性化工作

段數比例也顯著比女性雜誌更高，顯然在男性雜誌中的男性人物報導，的確極高

比例的內容是呈現其專業表現與工作態度的部分，而且即使沒有透露性別角色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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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中性化描述頗多，偏向男性化意涵的段落比例還是最高的，意指男性雜誌中

所塑造的男性人物形象多為帶有高成就動機、工作表現傑出、並將成功歸納為人

物本身能力等之事業成功男性之角色印象。 

男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工作專業主題段落比例低，但其中男性化訊息平均比

中性、女性化較多之原因有二：一是在側寫人物時多會提及其職業身份與工作表

現，由於報導人物多為知名人士，因此文章中多會將人物的傑出工作成績予以報

導作為訪問背景，因此會膨脹定義男性化角色訊息中的「高事業成就」部分。二

為男性雜誌中對於區分女性人物其一之「專業性婦女」次類型的描述，這一類的

女性報導人物就會有較多成就動機、能力歸因等意涵的描寫，但是在與其他男性

雜誌中的女性角色形象相比，相對比例上仍然太少。 

女性雜誌中的情形為女性人物比男性人物有更多女性化意涵工作段落描

述，不過若在控制人物性別為女性之下，則男性化與中性化的工作主題段落比例

都比男性雜誌中的女性高。後者是由於女性雜誌 VOGUE的主要訴求讀者為有自

己的專業工作領域的「專業性婦女」，因此帶有企圖心、成就動機與高事業成就

的專業性婦女角色形象的建立，即是為主要訴求讀者塑造「角色模範」之操作結

果。雖然相對的，以帶有成功恐懼、成就衝突的女性化刻板印象意涵描寫女性人

物的段落比例未有缺席，然而總結女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仍多呈現非符合刻板

性別印象的女性角色形象。 

 

5.休閒生活形式 

休閒生活形式類主題的段落數比例，依照段落文字呈現的性別角色意涵偏向

的平均次數分配如表4-3-30所示： 

表 4-3-30：男性化、中性化與女性化偏向的休閒生活形式主題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分配表 

2.03 3.32
.18 .54

1.90 .42
.14 .66
.56 .44

2.08 1.03

男性休閒段落

中性休閒段落

女性休閒段落

GQ

男性休閒段落

中性休閒段落

女性休閒段落

VOGUE

百分比平均數a
女性

百分比平均數

男性

休閒生活形式段落佔全篇段數百分比之平均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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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主題段落是相對於其他主題段落平均出現比例最少的，不過仍然帶有相

似的關係結構：雜誌類型的不同影響了休閒生活主題段落中的性別角色意涵，男

性雜誌中為偏向男性化的描述；女性雜誌的呈現則偏向女性化。表 4-3-31是雜

誌類型、人物性別與不同性別角色意涵的休閒生活形式主題段落比例間之相關矩

陣： 

表 4-3-31：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休閒生活形式段落比例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休閒段數百分比 .055 .118 .138 .212** 

中性化休閒段數百分比 .063 －.032 .0 －.077 

女性化休閒段數百分比 －.170 －.077 －.084 －.0 

可看出在這裡性別變項的影響減弱，而雜誌類型的不同則為影響差異形成的

主因：當人物性別為男性時，雜誌類型雖無顯著的影響力，然女性人物的報導中，

男性雜誌比女性雜誌中顯著有更多帶男性化訊息的休閒生活形式描寫。顯示這裡

的特例是男性雜誌中針對女性人物的報導中，與休閒生活相關的描述偏向帶有男

性化角色訊息，包括較冒險的活動、喜愛競爭性遊戲等。其因素部分同於之前的

討論，即由於男性雜誌中對帶有「危險」形象的「性感尤物」次類型的關注。將

女性人物塑造為「性感尤物」角色的操作方式，除了對女性人物行為動作的描寫，

也會多報導其平日是否偏好較具冒險性的活動與生活形態，例如「愛嘗試各種不

同形式的夜生活」、「流連夜店」或「駕車在午夜的公路上高速疾馳」等，傳達的

是「危險的魅力」、「辣美眉」的印象，然而不免止於「你敢接受挑戰嗎？」的語

句，配合穿著裸露的圖片，利用畫面與情境的營造，勾勒出能讓讀者透過文字與

圖片意淫女性人物，故在這裡女性人物的男性化休閒生活形式描述，並非脫離刻

板印象的呈現，而是用來營造女性在男性雜誌中的「性對象」角色之操作過程。 

 

6.情感家庭面向 

有關報導人物情感與家庭面向的敘述段落，含有性別角色意涵訊息的百分比

平均數如表 4-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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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2：男性化、中性化與女性化偏向的情感家庭面向主題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分配表 

4.70 1.52
1.64 .41

15.19 1.49
.32 .94
.79 .80

2.36 3.96

男性情感段落

中性情感段落

女性情感段落

GQ

男性情感段落

中性情感段落

女性情感段落

VOGUE

百分比平均數a
女性

百分比平均數

男性

情感家庭面向段落佔全篇段數百分比之平均數a. 
 

在這個主題段落中，男性雜誌對女性人物的情感家庭面向呈現多為偏向女性

化意涵的印象；男性人物則分別在男性化與女性化兩類目上之呈現有相似的比

例。女性雜誌中則男性與女性人物都偏向女性化的情感家庭面向描述。雜誌類

型、人物性別與不同性別角色意涵的情感家庭面向主題比例相關模式如表

4-3-33： 

表 4-3-33：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情感家庭面向段落比例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情感段數百分比 －.207* .1 .071 .316** 

中性化情感段數百分比 －.200* .0 －.063 .105 

女性化情感段數百分比 －.477** .089 －.134 .463** 

 

在控制雜誌類型為男性雜誌的情形下，女性人物的報導中之情感家庭面向主

題的描述，在不論帶有何種性別角色意涵的類目中均顯著比男性人物報導得多，

其中與帶女性化意涵的段落數間關聯更強，即最多以帶女性化角色訊息的方式呈

現女性人物的情感與家庭部分。而在女性雜誌中，人物性別的差異，對不同性別

角色意涵的情感家庭描述間並無顯著的影響，即女性雜誌中不因人物性別為男性

或女性，而影響了描述其感情觀念與家庭觀念等面向的模式，且共同點為較偏重

女性化訊息的敘述，即較敏感、重感情、較少遊戲態度並在家庭中扮演情感提供

與照顧者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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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物性別為男性時，雜誌種類並無顯著影響，顯示男性人物的感情與家

庭面向在兩類雜誌中所呈現的形式沒有太大的差異，雖然帶有男性化訊息如在感

情中較多遊戲態度、情感抑制等在男性雜誌中較常被運用，但與女性雜誌間的差

異度並不大。然而女性人物在男性雜誌中的情感家庭面向呈現，則不管在男性化

或女性化的部分之比例都顯著高於女性雜誌。這裡有關男性化的女性人物情感觀

念態度呈現，與前節中討論的「性感尤物」次類型角色模式相符，因此男性雜誌

中對這一次類型女性人物的情感描寫會偏重於遊戲態度、較不依賴的感情態度。

而另外一類傳達女性化感情意涵的女性人物，則會以情感依賴的「小女人」、在

感情中被動的「等愛來臨」，與少遊戲態度的「專情女子」形象來呈現，以「清

純」形象對比「性感尤物」，然而共同的邏輯仍舊為刻板簡化的女性角色形象複

製。 

 

7.價值處世態度 

報導人物文章中針對價值觀與處世態度方面的描述報導，也可依據文中所含

有的性別角色訊息偏向，而予以劃分，表4-3-34中說明每個劃分類目下之平均所

佔篇幅百分比： 

表 4-3-34：男性化、中性化與女性化偏向的價值處世態度主題平均段落數百分比分配表 

5.97 13.09
1.39 5.31
3.47 1.82
6.02 11.28
4.01 5.75
3.77 1.34

男性價值段落

中性價值段落

女性價值段落

GQ

男性價值段落

中性價值段落

女性價值段落

VOGUE

百分比平均數a
女性

百分比平均數

男性

價值處世態度段落佔全篇段數百分比之平均數a. 
 

從數據上看來，女性人物的部分，在男性雜誌與女性雜誌的報導中，每項目

間並無太大的差距，男性雜誌中帶男性化意涵略多，女性雜誌中亦然。而報導人

物為男性時，男性雜誌集中於男性化偏向意涵的描寫，女性雜誌也有相似的分

佈，甚至三種性別意涵偏向間的平均段數比例呈現也相差無多，表 4-3-35於是

進一步控制雜誌類型與性別變項，看此二變項對不同偏向性別角色意涵的價值處

事段數比例有何關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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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5：雜誌類型、人物性別與帶有性別角色意涵偏向的價值處世態度段落比例相關矩陣 

控制變項 雜誌類型 性別 

控制變項數值 男性雜誌 女性雜誌 男性 女性 

             independent 

dependent 
性別(男性) 雜誌類型(男性雜誌) 

男性化價值段數百分比 .210* .202* .055 .0 

中性化價值段數百分比 .167 .077 －.0 －.412 

女性化價值段數百分比 －.077 －.141 .032 －.0 

 

表 4-3-35的相關矩陣表中，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幾乎皆極微，其中較顯著有

關的僅在男性化價值段落的部分，而這個部分的段數比例也只顯著與人物性別為

男性有關，即在價值觀主題段落中，唯獨男性有顯著較多的男性化意涵的價值觀

描述，其餘並無明顯的關聯模式可循。 

這裡也驗證了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概念，即與待人處事或內在態度、價值

觀等有關道德思考層面、責任義務的劃分等部分，會預設著男性擁有較明確的道

德定義，而提供建議者的形象也是重複出現在媒體、廣告、教科書等文本中的男

性角色印象，因此有關處世哲學的描述，會大比例的出現在男性人物的報導文章

中，強調男性人物的價值觀與處世態度是受人尊敬、值得學習的呈現，而且不論

男性雜誌或女性雜誌中都有相同的模式，但在女性人物文章中論及的就顯著較

少，這與女性的被告知角色、較少被詢問意見等刻板印象相符，雖然女性雜誌中

對女性價值觀與處世態度有較多描寫，然而在男性與女性雜誌間之相對比較上亦

無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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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討論 

綜合前兩節中分別針對時尚雜誌封面與人物報導文章分析之結果，可得到男

性雜誌與女性雜誌中，在刊載報導不同性別的人物時，對於其性別角色的描繪所

運用的方式，以及偏好採用的形象。在此節中便以不同雜誌種類中的兩性人物作

為劃分標誌，整理分析結果所透露的訊息，據此發展討論主題。 

 

一、男性雜誌中的男性---絕對的男子氣概 

男性雜誌中所形塑的男性角色，其帶有的性別意識意涵，非常符合刻板印象

中的「男性化」角色，如 Sharples(1999)所論男性雜誌內容中的「男子氣概」價

值強調，保持了男性雜誌定義「男性化」意涵的功能性。其操作方式多經由兩個

主要策略進行：一為避免透露出男性人物與「女性化」印象關聯的訊息；二為積

極強化男性人物具主導性、佔領導地位與 Goffman(1979)所謂相對「嚴謹」

(seriousness)的角色內涵。 

這樣的特徵從圖片、標題文字到內文的主題與描述方式，都可清楚見到。首

先，圖片中所傳達的訊息即男性人物穿著服裝多不帶綴飾、線條簡單且利於行

動，尤其封面人物通常著筆挺的正式西服，且顏色的選擇也偏好黑色、深藍等暗

冷色調，以避免暖色系服裝與帶有女性化意涵的設計。另外，男性人物也高比例

以無裸露的形象圖片展現。這些顯著的數據結果說明了男性雜誌利用創造出男性

人物與女性化意涵訊息的隔離，來傳達男子氣概的意涵，對男性閱聽眾作「男性

化」價值的再確立。這種男性性別文化中以對「女性氣質」的排斥和劃清界限，

來確立同儕間認同的模式，在許多研究中被強調是為男性建立性別角色認同的重

要過程。 

其次，男性人物圖片中的表情動作、標題與文章內容報導的主題，則正面的

認可男性角色主動積極、具支配性的形象。男性封面人物圖片中的動作多為正面

坐姿、無伸展且線條筆直，伴隨手插在口袋中等，臉部不帶笑意，這樣的動作傳

達出正式、主動、支配性等意涵。配合給予與男性人物工作成就相關的標題主題，

並以運用「封號」的方式，賦予足受尊敬的地位。在文章報導中給予男性人物的

文字敘述更多，且主題多集中在工作專業表現，以及價值觀和處世態度等描寫，

都是符合了 Goffman所稱相對於女性角色較為「嚴謹」的形象。因此報導男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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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多聚焦於對其「工作者」角色的刻畫，職業身份多元，但從事娛樂事業台前

的表演者職業角色相對是最少的，指稱的即為「嚴謹」形象，而專業人士、企業

經營管理人等的職業角色，則帶有專業性與領導意涵。顯見男性雜誌中描繪的男

性性別角色，可歸納為具支配與領導力、形象嚴謹且成就受人尊重的工作者，並

且利用與女性氣質描述區隔的策略，宣召男性讀者性別角色上的同儕認同。 

 

二、女性雜誌中的男性---選擇性的複製 

女性雜誌中的男性人物角色，相較於男性雜誌中的全面男性化印象，容納了

一些「較不嚴謹」的男性角色形象：例如表現在男性封面人物圖片中，表情皆帶

有微笑，隱含友善易親的訊息，這種透露出含有溫暖與表達性取向的論述，即是

男性雜誌中較傾向避免之與女性化特質關聯的部分；表現在人物職業身份上，則

女性雜誌中的男性人物多為娛樂事業台前表演者，即藝人、明星等，而且更缺乏

專業人士、政治人物以及企業經營管理者等與男性化之工具性、領導特質關聯的

職業角色。若引Modleski(1984)對女性消費的文化產品中普遍具有之「為女性所

大量生產的夢幻」內容意義來分析，女性文類(women’s genres)中對於性別角色

描繪的非慣俗性，可以給女性讀者帶來幻想並獲致愉悅，那麼女性雜誌中男性角

色所透露的溫暖表達特質，以及專業性、領導地位職業角色的缺席，足視作與現

實生活、職場角色的隔離。 

然而除了上述的部分可在女性雜誌中讀出男性角色的非刻板化形象，其餘絕

大部分的男性人物仍然維持了傳統慣俗的角色印象，並不因女性雜誌的報導而與

男性雜誌中的「絕對男子氣概」有甚差異。如男性人物服裝亦少綴飾，低減裝飾

性、觀看性，而較具工具性意涵；少穿著暖色系服裝，以冷色和黑色傳達所謂「酷」

形象；報導文章中文字敘述部分相對比例為多，角色刻畫較具嚴謹性，也表現在

標題主題選擇及文章內文強調主題上---以「工作專業表現」及「價值觀處世態度」

的描述量最為顯著，透露有重視工作表現、能夠理性思考的意涵。 

綜合以上兩點可以歸結出，女性雜誌中的男性角色是對刻板化性別印象具選

擇性的複製，雖然允許部分非慣俗的形象描述，突顯男性人物可親近性及領導地

位的虛懸，給女性讀者近似夢幻的性別角色論述場域，然而其餘部分---而且絕大

部分---的男性角色描述，仍依賴傳統刻板的男性化關聯特質定義之，而且被選擇

加以去刻板化的角色內容，如人物動作表情、職業身份等，是角色外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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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人物文字描述中等允許潛在角色內容透露之處，仍為刻板印象的展演所在。 

女性雜誌中的男性角色描述還有一特徵，即「去性意涵化」。同樣為異性性

別角色的呈現，相較於男性雜誌對女性人物的性意涵展現，女性雜誌中男性人物

的圖片裸露、人物表情動作、標題性意涵等面向上的表現都是比較組別中最不顯

著的，這樣的現象說明了女性在性文化上的弱勢地位，女體作為身體論述的客

體，被男性所主導的性別文化所評批定義，男體也一向在有關性意涵的媒體文

本、文化論述中缺席，延伸到性意識發展上，女性不若男性在發展過程中有許多

接觸消費異性的身體圖片、性意涵論述機會，加上囿於傳統觀念，限制女性自主

發展對男體的觀看討論，因此在作為女性氣質教化文本的女性雜誌中，對男性人

物角色的性意涵呈現極微。 

 

三、男性雜誌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典範 

男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性別角色形象，可謂為刻板印象典範，仍是依循傳統

的刻板女性化特質，以及角色單一、次類型明確的方式描繪呈現女性人物。女性

角色刻板印象中主要次類型包含「賢妻良母」、「性對象」與「專業女性」等，而

男性雜誌中的女性角色幾乎全數依循此三類角色模式來描繪女性人物，若參照顧

玉珍(1991)對「性對象」角色中再區分為「清純玉女」與「性感尤物」的分類，

男性雜誌中的女性人物則幾乎都集中於「性對象」次類型中。是故女性人物圖片

中服裝顯著多著女性化服飾、極大比例都有裸露，且裸露程度相對最高；人物的

表情與動作則多含帶有性意涵、以不自然的動作展現身體曲線，代表的是被觀看

的角色。而職業角色少，九成集中於娛樂業台前表演者，即明星藝人與模特兒兩

身份；文章中圖片的比例顯著為高，文字敘述少，顯示角色的刻畫居於表面。而

標題中以暱稱呼之，主題集中於外貌身材、行為動作與情感部分，呼應了 Goffman

所稱「不夠嚴謹」(being saved from seriousness)的女性角色形象，工作角色與理

性思考的部分在男性雜誌中極少與女性角色連結，而外貌、行為等表面層次的描

述，以及情感家庭等與表達性質關聯的部分則均是主要使用的女性角色呈現重

點。 

在文字敘述的部分，在「行為動作」與「情感」的主題中，女性人物的形象

呈現非「男性化」即「女性化」，極少不帶有性別刻板印象的描述，這裡顯現了

次類型女性角色的操作策略：與女性化特質關聯的被動、依賴等訊息，指稱一依



 79

附男性的小女人形象，在感情上的無遊戲態度、專一敏感等均是描繪「清純玉女」

慣用的刻板呈現方式；相對的，若在情感上具主動性、較多遊戲態度，行為動作

較多主動性描述等，則為「性感尤物」的刻板印象呈現方式。 

男性雜誌中對女性性別角色的單一化、性對象化、刻板化描述，是相對於其

他比較組中程度最高的，若以Modleski對女性文類的特性定位來看，男性雜誌

文類中也是由男性編輯編寫給男性讀者閱讀的男性文類，作為單一性別文化場

域，男性雜誌文類中以符合刻板角色形象的論述方式描寫女性人物，而且可謂肆

無忌憚的將女性角色簡化，且女性的職業角色被淡化，不啻亦為為男性所「大量

生產的夢幻」，在其中女性角色明顯的是為男性的附屬，是男性讀者觀看的對象，

幾乎忽略了平權的尊重，專注於以刻板角色模式描寫女性，可謂為男性讀者提供

了對女性地位漸昇的脫逃之處。然而若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化，是男性文類中賴以

定義和維持男子氣概的價值的手段，那麼男性文類所要鼓勵的男性性別角色則將

永遠往刻板化的方向前進；且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化若一直是男性文類中全部女性

形象的刻畫法則，那麼性別文化中男性對女性的尊重與嚴謹態度，或會成為一種

苛求、一種負向社會動力。 

 

四、女性雜誌中的女性---資本主義邏輯下的辯證 

女性雜誌中的女性性別角色形象，容納了更多的非刻板印象呈現。相較於男

性雜誌中的女性角色，女性人物在女性雜誌中，較會被嚴謹看待，在封面標題訊

息、文章標題主題以及文章內文的主題中，會較著重描寫「工作專業表現」與「價

值處世態度」部分，而且此二類主題中的描述方式也會顯著以偏向男性化以及不

帶刻板性別意涵的方式呈現。 

然而若探究女性雜誌中的女性職業角色，則會發現娛樂業表演者，或謂演藝

人員的職業身份佔最多比例。首先，以職業隔離概念解釋，可能因為女性在其他

時尚雜誌中偏好報導的帶有意見領袖意涵的職業身份中，仍難獲致有足夠的能見

度，唯在演藝人員的部分，女性因職業地位帶來的可見度與知名度較高，因此女

性職業角色中的藝人角色被突顯。其次，若以角色楷模的概念解釋，演藝人員職

業角色所代表的，除了生活世界的奢華，主要還包含了擁有最亮麗光鮮的外貌身

材和服裝展演，這樣的角色楷模透露了女性雜誌對「女性氣質」的呈現方式，即

女性角色的外在形象是女性雜誌中相當重要的內涵，這裡可引用女性主義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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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雜誌內容中的「女性氣質」意義加以討論。 

女性雜誌作為女性文類，其中對於女性性別角色的描述，與本研究探討的其

他分類相較，是既有研究中相對較為豐富的。相關研究多由女性主義分析角度切

入，分析女性雜誌作為廣受女性讀者喜好的流行文化物件，其內容中對女性角色

的價值傳達影響力，其所揭示強調的「女性氣質」，與女性主義運動和政治間的

敵友關係。蕭蘋(2003)整理歸納女性主義研究者對於流行文化中「女性氣質」的

強調，由最初的「敵視觀點」---認為女性雜誌中的性別腳本是用來鼓吹女性特質

的「龐大宣傳機器」(Reed，1986)，Wolf更將女性雜誌中的女性形象視作女性解

放運動的反挫；到近年「互為盟友的觀點」---受後結構主義影響，強調文本多義

性，賦予女性讀者解讀與認同的主體性，並認可閱讀過程與認同女性氣質裝扮所

帶來的愉悅。 

然而這些眾多研究中正面肯定與負面否定的辯證性，其實都是在資本主義邏

輯下運作的，如 Currie(1997)指出的女性雜誌文本生產之物質基礎。女性雜誌作

為標幟顯著的商業媒體，其榮枯端賴廣告投資費用支撐，即使資本家不見得能夠

直接操控女性雜誌中的非廣告文本，但是這裡隱含的是結構性的影響力，女性雜

誌中對於女性裝扮自己的必然性、重視外貌、強調身材曲線標準完美等，間接導

引讀者正視並回應商業訴求，因此外貌美麗、身材窈窕、服裝品味佳的職業女性，

便是女性雜誌中所偏好的女性形象，職場女性的工作專業表現上的注重，縱然可

以歸結為女性職業角色的增加是女性地位提昇，與去「不夠嚴謹」性的展演，然

而職場女性所擁有的經濟自主性，也使得她們往往成為流行工業資本家商業訴求

的目標對象，因此對女性雜誌中展現的女性形象，不論是外貌服裝描述的刻板

化、與工作專業表現描述的去刻板化，都無法脫出資本主義邏輯的脈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