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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提案中的宣稱是基於「為女性」但遠離「女性主義」的

現象在台灣也顯現了，因而設計研究分析。重要的不是女性主義服務

的對象――女性――選擇與主義或遠或近，要提問的是，我們的節目

裡呈現的是什麼樣的女性主體經驗？本地的特定女性族群怎麼看

待、回應這樣的（多樣的）主體經驗呈現？分析結果可以如何回饋為

女性的節目製作再現？當反轉過來，女性主義研究者努力瞭解不同的

女性主體經驗、瞭解大眾媒體呈現再現不同的女性主體經驗而達到為

不同位置的女性提供解放的力量的可能性時，核心化而不本質化的確

是最大的挑戰。  

 

2005 年夏天，研究一開始，我們進行的是台灣本地電視節目的屬性確認、

確定要分析的本地有線無線電視節目中的「女性節目」。所謂「女性節目」，是指

為 1）女性製作的？而這所謂「為女性製作」意指市場顯示女性愛看的還是從女
性意識、女性主義觀點出發是建立女性主體性的節目？是指 2）深受女性觀眾喜
愛，而閱聽率調查顯示女性觀眾是最大收視群的節目？ 
 
而從閱聽人端來看，女性閱聽人接觸的大眾/小眾/分眾媒體/節目類型究竟有

哪些？哪些是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品味興趣的女性最喜歡的節目？ 
為回答此一問題，可以： 
（1）找尋過去現在進行的相關調查資料（ACNielson）; 
（2）焦點團體座談； 
（3）日記法記錄； 
（4）針對特定節目找尋收視資料； 
 
在確認定義、收集到前述資料之前，近年在台灣電視節目中大量出現的是與

女性相關的電視節目；各家有線電視台從晚間九點起，紛紛製播暢談女性經驗的

節目，節目大多環繞在女性美體美容、美化生活的議題上。自 2005年 2月到 2005
年 8月底止，從收視率調查看來，TVBSG的「女人我最大」、ETTV的「生活智
慧王」、與 STV 的「今夜女人幫」（CtiE的「美麗藝能界」曾經後來居上，但是
8月份收視率下滑）分居「女性節目」收視率前三名。雖然，鎖定女性族群晚間
9點到 11點的收視樣態調查發現，這些節目都不在 18歲以上的各年齡層女性收
視族群的前十大收看節目當中；各年齡層女性在晚間收看的電視節目類型前三類

是戲劇類、綜藝類、以及新聞類節目。因為 2004年底開始大量出現標榜為女性
而製作的電視節目，至今方興未艾，因此，雖然這類節目並未躋身女性收看電視

節目前十大，我們當初從節目立意出發，希望探究這一類節目所標榜、所展現的

女性意識與精神為何。到了 2006年，報端出現批評這類節目的聲音，探究節目
商品化的程度與方式，進一步挑戰名為「為女性」的節目實則「為銀子」的操弄

手法，而在此同時，這類節目中收視率較高的節目也開始多角化經營，除了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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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網路上節目介紹過的商品的銷售、以電視節目為名的專題雜誌的出刊，在

在都顯示商業節目 business model 的成氣候，以及離開不同生活經驗的女性愈來
愈遠的傾向。 
 
為不同女性量身打造的電視節目的樣貌可能是什麼？我們於 2005年 9月、

10月間上網搜尋各國女性電視頻道、節目的樣貌。我們注意到美國女性專有電
視頻道（Lifetime Television）的節目規劃與播出―― 女性節目規劃的標準、設
計、成果等等。此一電視台確實為以女性為主要訴求的電視台，旗下有數個頻道。

就節目而言，戲劇類的節目包括有 Designing Women、Golden Girl、Mad about you
等、綜藝、情境類節目有 Head 2 Toe (節目請來兩位女性，讓彼此改造彼此裝扮，
使彼此更搶眼)、How Clean Is Your House? (兩位女性教導觀眾、應徵者如何打
掃、整理住處)、I DO diaries（各種婚禮錄影帶、求婚片段等等）、What Should You 
Do?（也是真人實境的節目，女性主持人介紹說明危急情況的處理樣態，例如
CPR、在野外迷路、目擊犯罪等等）、以及女性紀錄片等等。節目中有相當高的
比例是近年流行的真人實境類節目。由節目可知，Lifetime電視針對的仍然是中
產階級女性，但是就年齡層而言，節目針對的年齡群相當多元。在網站上針對各

個不同節目的介紹中，我們發現介紹詞相當強調「同理共感」（compassion）、強
調節目能帶給女性同理共感的內容、強調某些戲劇角色性格特質為同理心強等

等，由此可見為女性的節目強調設身處地的精神。 
 
同時間，我們進行文獻閱讀與整理。在文獻閱讀上，我們注意文獻中對於幾

個問題的處理： 
1 作者說明選定這幾個節目的理由（既然是要探討 feminism on TV,和我們主旨相
近，要注意她選樣說明）； 
2 作者於文中如何分析女性主體/意識？如何看出 prowoman（親女性） but 
antifeminist（反女性主義）? 
3作者怎麼拆解 televisual discourse?研究方法與步驟？ 
4 這篇論文有無提供我們對於「女性節目」這類屬的瞭解？特質特徵？可資找尋
本地女性節目的線索？ 
 

以出自 Turning it on: A reader in women and media (edited by Helen Baehr 
and Ann Gray)的Women’s genres（by Annette Kuhn）為例，Kuhn問的問題是：
what does aimed at a “female audience” mean? 作者致力於從 film theory、電視研
究兩方面理論的對話來了解什麼是女性文類的特質，重新概念化 audience以了解
women genre，認為在了解 popular female genre時需重視 audience角色。 
再現和文化生產理論中特別重要的三個問題：1. The problem of gendered 
spectatorship.  2.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universalism a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specificity of conceptualizations of gendered spectatorship. 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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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and television text and their social,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電影理論：text-spectator的關係。精神分析說明性別化主體(gendered subect)的組
成，引起關於再現和女性主體(feminine subjectivity)的問題。 
作者引述了相關學者的論見，像是Mulvey認為的女性觀視的不可能、Modleski
所強調的 soap opera的各種敘事等結構都是訴求（address）女性觀者(female 
spectator) ―― Soaps的文本過程在某種程度和特定的女性文本(feminine texts)
相似；Soaps不只以女性觀者為訴求。同時，Spectator、audience兩者概念不可
融合，應區分。而他在強調電視時，強調脈絡層次的決定角色(既關心 TEXT，
亦處理 CONTEXT。她認為 Spectator是具有顯著性的主體，被電影或電視文本
interpellated，但這並不是指 spectator只是文本的 effect，因為主體性的模式（在
外在 spectator-text的關係下運作）是由 spectators-text關係驅動。Spectator是在
文化、而不是在再現中被建構。 
 
而在 2004年 Feminist Media Studies第四卷第二期的專題 Reality Television: 

Fairy tale or feminist nightmare?中， 各篇的論點似乎都傾向二元化，要不就是認
定真人實境傑目是 Fairy tale，要不就是 Feminist nightmare。首先，從文類引發
的偷窺問題討論，將 Gender作為變項來討論 reality TV。其次，作者探討這類節
目是為女性觀眾設計的，或是只是把她們視為 worth to the advertisers? 是否預示
了公共/私人領域的新分野？依照專題中的各篇文章分析來看，如酷男的同志經
驗、身份，事實上仍然是在異性戀之下被掩蓋、忽略的，而女性在其中仍然消失，

階級問題也依然存在，似乎並沒有看見多大的翻轉既有社會框架之可能？Fab 
Five等人表現的便是很「女性」的舉動、品味，似乎再次確立異性主導的世界中，
女性/男性原本的性別角色。而就這些這些節目的閱聽人收視人口組成，以及對
節目的看法，若光就文本本身分析，似乎比較會變成各家自成一說，又各自成立

的矛盾(也可說是多元性)。專題中的各篇論述對於一個節目是 nightmare or not，
似乎泰半由論者立場所自由論述決定。Wood & Skeggs提供的是 overarching 
frame within the other essays are located；Allatson研究酷男異想世界，認為節目囊
括了由美國所 promote的 new world order。強調異性戀經濟；.Deery的研究顯示
女性在這些節目中是消失的(例如也沒有女同志等等)；第四篇是Meyer & Jelly的
作品，討論酷男異想世界中的性別和種族政治，用後殖民式的分析架構，Gay men
變得可見；Catherine以 Survivor為研究對象，討論女性(female sexuality)在節目
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物化女性、女性以其性徵作為生存工具等問題，在節目中及

在閱聽人中的男性仍然控制了女性(female sexuality)；.Kavka研究的是
modalities，他認為文類由此維繫、也由此衍生傳續，展現「真實」的情感、情
緒、生氣等等；Gallagher分析「酷男異想世界」，強調私人/家庭領域的勞力(labor)，
將家務苦工轉變成節慶式的、歡樂的。雖然節目強調異性戀，抹除了同志經驗，

Gallagher仍相信節目對於 refreshing solidarity between the Fab Five and the 
Straight men could have a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formulation of US famil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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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討論的是MTV的 real world中及其他的 reality game shows中，女人的再
現。參與者踰越又同時再確立了優勢的男性特質(hegemonic masculinity)和被強調
的女性特質(emphasized femininity)，再次確認了父權社會的性別角色。最後一篇
是 Pearson & Reich的作品，再回到「酷男異想世界」，認為 Fab Five就像是 19
世紀白人新教傳教士。公民化的論述支撐了節目重塑 straight men as 原始、粗暴
守舊的(尼安德塔)人，而對日常生活的教育式的學習，開啟了新的挑戰異性戀的
論域空間。 

 
這份文獻的意義正在於從一個過去罕見的新類型節目（文類）去探究該節目

對女性的意義、為女性抑或為了女性消費者的種種可能。在概念建構與發想

上對本研究的啟迪甚大。 
 
第一年的研究計畫止於文獻閱讀整理摘要以及針對選擇的女性電視節目的

文本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