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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打從出生，外貌就跟隨著人們身經百戰，擁有外表的優勢是不是就能藉此在

職場上有較好的升遷機會、較優渥的薪資，甚至在婚姻市場上也較具上風呢？不

管結果是如何，不可否認的是外貌該一特質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經濟學

家及社會學家對於此特質在經濟及心理層面上也有許多重要的研究及推論結果。 

 

第一節 外貌對勞動及婚姻市場的影響 

     

    外貌如前所述，通常可分為相貌以及體態兩部分。若將從相貌和個人在工作

職場上的關係來看，大多數的文獻多以薪資上的差異做為探討主題，根據

Hamermesh and Biddle (1994)的研究，將回應問卷的民眾的外表分為上、中、下

三類，在控制其他變數不變的影響下，如教育或者是工作經驗等，從中發覺有所

謂的「醜陋罰款」高達 9%，也就是說當外表屬於「下」階層者的平均時薪會比

「中」階層者低 9%，反之，也有「美麗利益」，也就是外表屬於「上」階層者時，

平均時薪會比「中」階層者高 5%，其中美貌對男性薪資的影響稍微大於對女性

的影響，這種外貌所帶來的優勢以及男女間普遍的差距存在於大多數的行業，而

根據該篇研究，他們認為造成此一差距的主要原因為雇主的歧視。此外，根據 

Alesina et al. (2007)一文，若以 GBT6原則來課稅，基本上最適法則是對勞動供給

彈性高的(通常為女性)課予低的稅，但同時政府面臨了兩難的問題，一方面若課

較高的稅會使屬於勞動供給彈性高的女性退出勞動市場，男女性在家事方面協調

能力上惡化並產生代溝，另一方面則是若課較低的稅，怕會因此破壞男女性在專

業化分工上的能力。 

                                             
6 Gender Based Taxation (GBT) 符合 Ramsey 法則的稅制，對勞動供給彈性高的課較低的稅，對

勞動供給彈性高的課較低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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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貌優劣對薪資的影響在各種不同行業有所不同，以教師這行業為例，

Hamermesh and Parker (2005)指出相貌優秀的老師在教學評鑑上會有正面且顯著

的結果，其中美貌對男性教授的影響也大於對女性教授的影響。因為相貌的優勢

使得評鑑分數較高，學校也會參考評鑑分數而決定薪資，因此美貌會影響教職員

的薪資。此外，好的外表也會使得教師更有自信於教學，在教學上自然能吸引學

生，進而使教學品質提高，這可視為一種良性循環，但在這當中也同時隱藏著在

教學評鑑裡有歧視的存在。 

      

    若以律師業為例，根據 Biddle and Hamermesh (1998)的研究，他們調查美貌

對律師薪水的影響，資料來源採自同一所法學院的畢業生，再由畢業生中依照註

冊照片作美醜的排序，若男性律師自 1970s 畢業，其中美醜排序高於平均值，畢

業五年後，其薪資會高於美醜排序低於平均值的律師將近 10%，15 年後更達至

12%，由該實證分析得出，一般而言雇主會傾向使用面貌較為姣好的員工，消費

者同時也存在著歧視，偏好與面貌優秀的律師合作，他們認為面貌優秀代表著有

較好的溝通及工作能力，亦即美貌是生產力的證明。此外，他們同時也研究在公、

私部門工作的法律專業人員有何差別，平均而言，私部門的員工長相會優於公部

門的員工，同時也較具有吸引力，也就是當員工於在私部門工作其美貌帶來的利

益會較公部門的大。在工作性質不同的狀況下，美貌的重要程度也會隨之不同，

如前所述，當員工需要與顧客直接接觸時，美貌對員工的表現有直接加分的效

果，但對於穿著防菌衣，帶著防菌口罩的實驗人員來說，美貌的重要程度對實驗

結果並不會有所影響，那麼是不是個外貌優秀的人就不會如此重要。 

      

    以廣告業看，Pfann et al. (2000)主要是針對荷蘭的廣告業所做的研究，探討

公司主管的美貌與公司營運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廣告業務和主管的美貌是呈正

向關係，公司雇用美貌的主管階層人員所付出的人事成本都低於這些主管所創造

出的收益，也因此認為美貌是一種人力資本，主管的美貌會帶來公司的利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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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貌在廣告業對薪資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正相關。  

     

    從政治層面來看，多數先進國家中有賴於選舉活動的進行而使民主機制運作

得更為順利，在該機制體下民意代表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因為他們來自於人民的

選舉，其主要的職責之一就是反映民意，為人民喉舌，而在這樣重要的選舉機制

下是否政治參選人的外貌對選民投票傾向會有所影響呢？根據 Hamermesh (2006) 

的研究，其主要目標為探討參選人的外貌改變會如何影響勝選的機率，當然不只

外貌這個變數會影響勝選的機率，Donald and Hamermesh (2006)也指出參選人的

學術背景同樣對選舉勝利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但在維持其他變數的影響不變

下，美貌的提升的確會使勝選機率增加。當然，若參選人所提供的照片改變亦會

改變選舉結果，或者是參選人維持相同照片下，但其他競爭者照片的改變，選情

也會有所變化，依 Rosenberg and McCafferty (1987)的研究，由不同角度拍攝同一

位參選人，或者是參選人拍攝照片時臉上表情的不同，都會影響參選人所展現出

來的照片，而這也會使選民對該參選人的投票選擇有所不同。這結果也適用於台

灣社會裡，李承達及駱明慶(2007)研究美貌對候選人得票率的影響，以 2004 年

台灣立法委員候選人為分析對象，控制其他解釋變數7下，當相貌提高了一個標

準差會使得得票率增加 20.5%，但若針對四個主要政黨的參選人，美貌對其影響

並不存在，因為主要政黨採取配票的策略會使參選人的角色較為突顯，而削弱了

美貌對得票率的影響力，反觀，對於無黨籍或其他非主要黨籍的候選人而言，相

貌提高一個標準差將會使得票率提升至 50%，可見在台灣政治生態中美貌的確是

個不容小覷的特質。  

     

    若以體態中的身高對薪資產生的影響來觀察，根據 Engemann and Owtang 

(2005)指出，在五百家公司中的 CEO 將近有一半的 CEO 比美國男性的平均身高

                                             
7 解釋變數請參照李達承、駱明慶 (2007)“美貌對候選人得票率的影響—以 2004 年立委選舉為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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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了三英吋，而 Nicola et al. (2004)的研究則是試圖去解釋身高優勢帶來的利

益，為了排除種族以及性別可能造成的歧視，他們只研究白人男性，並且在控制

家庭特質下，觀察身高和薪資的關聯性，其結果發現，當身高每增加 1 英吋，薪

資亦會增加 1.8%，其中成年男性的身高和其 16 歲時的身高有極大的關聯性，當

成年男性有相同身高時，追溯其青少年時期身高，若 16 歲時的身高每多 1 英吋，

成年後薪資則會隨之增加 2.6%，這也說明真正影響薪資的是青少年時期的身高

而非成年時期。這的確是相當有趣的發現，身高的提升會增加社會技巧，如信心，

進而使薪水增加，更可發現在人際間的互動，也多主導於身高較高的人，較高的

人在青春期時較早累積人力資本，在累積過程中因為具有優勢，也較容易成為領

袖，較矮的人則被視為一種恥辱8，被認為較不積極，在成長過程中較矮的人也

因遭受歧視而害怕與人接觸，因此在發展互動技巧時較為困難，同時也缺乏正面

的自我認同觀念。除了身高對於人力資本累積有所影響外，Sabia (2007)提出肥

胖和青少年的學業表現的關係呈負相關，因此肥胖也會影響早期累積人力資本的

能力。 

    

    外貌這方面的文獻除了分析在經濟上的報償外，對於體態在婚姻市場上也有

所著墨。以 Averett and Korenman (1996)的研究來看，肥胖對於薪資是有負面影

響的。他們使用美國 NLSY9的資料，其中所取的樣本在 1981 年，年齡層為 16-24

歲的個體，在 1988 年時，年齡層則增為 23-31 歲，研究發現當在 1981 年以及 1988

年都未落於應有的 BMI 標準範圍內的樣本，其薪資會減少 17%。肥胖除了對薪

資造成影響，對女性的傷害更劇，因體態的肥胖使結婚機率或配偶所得都處於劣

勢，從 Fisman et al. (2005)的研究得知，男女挑選配偶時會有所區別，男性挑選

女性時主要是依照體態的吸引力，而女性挑選男性時則是依照男性的社會地位、

成長環境以及智慧，這也驗證了我們上述所述，體態吸引力較不佳的女性在婚姻

                                             
8 Carr and Friedman (2005)：Goffman (1963)認為恥辱是個人特質被嚴重的損毀。 
9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 



 

 10

市場的確是較為吃虧，此外肥胖和個人的社會經濟特性亦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再

根據 Harpper (2000)的研究，他使用了 NCDS10的資料研究外貌對勞動市場和婚姻

市場的影響，所得出結果也和前述的相同。  

      

    肥胖是不是就一定會遭受到如此不平等的歧視甚至被視為一種恥辱呢? 根

據 Carr and Friedman (2005)的研究，肥胖在人際關係或者是工作機構間的確是存

在著歧視，醫療提供者對肥胖病人存著負面的態度，也因為這樣的歧視，使得肥

胖者減少就醫，導致健康風險的提升，此外肥胖的人也常被視為是一種性格缺

點，如懶惰、喜愛大吃大喝，甚至是缺乏自制力，這些先入為主的觀點對肥胖者

而言是一種個人經驗的歧視、地位的損失，同時也損害了生活機會，這都算是個

人特質被嚴重的損毀。 

 

    個人外貌無庸置疑地對經濟層面產生了影響，李承達及駱明慶(2007)也對其

解釋分為 3 類：「(1) 個人特徵以某種方式與生產力發生關聯，進而影響其薪資，

甚至影響公司獲利與成長；(2) 雇主歧視；以及(3) 消費者歧視。」 不管透過何

種管道來對經濟層面產生影響，可以確定的是外貌的確是影響勞動以及婚姻市場

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節 體態對健康層面的影響 

     

    隨著國家經濟繁榮發展，國民生活飲食習慣逐漸西化，肥胖的困擾也隨之而

來。根據國民健康狀況變遷調查顯示，過去七年來，台灣成人平均體重增加 2

至 4 公斤，一般民眾也普遍有「發胖不是福」的觀念，這對窈窕身材追求的台灣

社會而言，確實是掀起了一波減肥熱潮，不只是為了健康，同樣地也為了自身的

                                             
10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 (N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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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肥胖是體內脂肪過度的累積，雖然不會有立即的生命危險，但行政院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指出肥胖對心臟血管系統會造成影響，如慢性病高血壓，或是因為

脂肪堆積過多造成代謝異常而產生心臟病及中風等，都與肥胖有所關聯。 

    

    以先進國家美國為例，雖然經濟發展程度相當的高，但卻也須面臨在這樣繁

榮富裕的社會下所帶來的文明惡果—肥胖。Brownell and Battle (2003)針對美國肥

胖人口快速增加的情況，使用了「肥胖的危機」如此嚴重的字眼來突顯這問題的

重要性， Flegal et al. (2002)的研究更提出有四分之一的美國成年人被歸類為肥

胖而且 BMI 值超過 30，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六十的成年人被歸類為過重或肥胖

同時 BMI 值超過 25，由此可知美國的肥胖人數確實是相當可觀。此外更值得注

意的是，由 Fontaine et al. (1998)的研究得知肥胖者認為醫療提供者會因其體態而

瞧不起他們，也因此降低體態肥胖者就醫的慾望，進而使其健康風險提高。若從

醫療提供者的角度看，Carr and Friedman (2005)指出當醫療專業人員與體態肥胖

的病人相處時的確是持著負面的態度，對於肥胖的歧視從醫療層面亦可嗅出。台

灣肥胖盛行率雖然不及美國，但人數的確有逐年攀升的趨勢，依鄒孟婷(2006)的

研究，當 BMI 值超過 27 以上的成年人，平均會有八成五的會出現肥胖相關的代

謝疾病，政府理應當宣導正確的體重認知和控制方式，以降低肥胖所造成的醫療

支出。根據 Chouinard et al. (2007)一文，美國肥胖人口所佔的比率自 1960 至 2002

年來，已經由 45%提升至 65%，也因為肥胖問題所引起的慢性疾病，造成醫療

成本的上升，根據該文指出，過重或肥胖人口所付出的醫療成本也比 BMI 值落

於正常範圍的民眾平均多出了 37%，其所預測之金額約每位肥胖人士多出美元

$732 ，除了直接的健康成本外還有間接成本－生產力的損失，因此政府或者是

許多機構致力於降低肥胖率，卻效果不彰。截至目前，美國將近有一半的州政府

開始施行肥胖稅，但肥胖率仍舊提升，許多美國公共政策專家及學者稱肥胖稅為

「Twinkie Taxes」或「McTaxes」，她們認為像麥當勞這種速食就是造成肥胖的主

因，基本上可以分為對清涼飲料課稅或者是對容易致肥的食物成分課稅，美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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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針對乳製品食物課稅，因為將近所有的家計單位都會消費乳製品，而且乳製品

所帶來的熱量占美國人一天熱量來源的 11%，但究竟這樣是不是會降低肥胖率

呢？所得結果不然，因為乳製品的替代彈性小，也因此 50%的肥胖稅僅比 10%

的肥胖稅多降低 3%的脂肪吸收率。          

     

    國外也有諸多關於肥胖與健康的文獻，根據 Graham and Felton (2005)提出高

肥胖通常是較易患有嚴重疾病的族群，甚至死亡機率較大，而高肥胖的族群多半

是老年人、低所得、以及教育水準較低的一群。Sobal (1989)的研究亦有提到肥

胖容易出現在教育程度和所得水準較低的階層，這個現象在女性族群尤其明顯。

因此鄒孟婷(2006)便針對上述問題作了一些研究，其研究主要目的是在了解台灣

成年女性身體質量指數(BMI)與自覺肥胖情形，並且探討健康知識、教育程度和

客觀及自覺肥胖的關係。在 31%的女性11根據 BMI 的定義屬於標準或過瘦體態

下，卻主觀認為自己體重過重或肥胖；相反地僅有約 1%的女性屬於肥胖，但卻

主觀的認為自己體重標準或過瘦，這也顯示肥胖對女性帶來的社會壓力相當高，

台灣女性普遍追求較為纖細的體態，最後透過模型12所得出的結果顯示教育有助

於減少肥胖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台灣政府可針對教育程度較低的民眾加強肥胖的

衛生教育，來提升正確的體重認知。 

     

第三節 體態對心理層面的影響 

     

    「十個胖子九個呆」、「大塊呆炒韭菜」等，這些俚語都是對於體態肥胖者的

一種嘲諷，這種既定的刻板印象，讓肥胖者多處於自卑的狀態，進而影響到社經

地位以及人際關係的建構。體態對於人們的影響的確是無庸置疑的，不管是在先

                                             
11 針對 2002 年 7 月至 12 月至台北市立馬偕紀念醫院接受成人免費健康檢查的成年女性為研究

對象。 
12鄒孟婷 (2006)“台灣成年女性肥胖、自覺肥胖和健康知識與教育程度之關係”一文中所指之「聯

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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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提及的經濟層面和婚姻市場，或是本節所要探討的心理層面，體態都具有一

定的影響力。根據蔡文玲(2004)的研究指出，近年來對於肥胖健康功能的研究愈

來愈以重視個人為主導的所謂「健康生活品質」調查。健康生活品質主要特質是

強調個人的經驗及感受，探討生理、心理、社會三方面的健康功能、以及與健康

相關之症狀。 

    

    在生理方面，如本章第二節所提，體態的肥胖跟許多慢性病有關聯，因為疾

病的纏身，生活品質也會因此下降，生活滿意程度亦降。在心理方面，依 Oswald 

(2007)的研究，充沛的物質生活改變了人們的生活，讓人們過得愜意，人們開始

過著只在乎當下是否快樂的生活，經濟的成長並未使人們過得更開心，反倒是經

濟社會的蓬勃發展讓人們喪失了自制力，自我控制失序的問題愈益嚴重，其中暴

食、家庭失和、上癮性的行為等都是使生活更糟的原因。有將近一半的英國人民

認為自己是超重的，此外，不僅是在英國或是德國，體態肥胖的人在身體及精神

健康上都是較不佳的，更有數據明顯指出，BMI 值上升 10 分 精神健康大約會

下降 0.3 GHQ13分，一般而言，理性的消費者會因為攝食而獲得效用，但當過度

攝取食物而造成體態肥胖時，效用也會因肥胖的存在而下降，Oswald (2007)同時

也認為生活的滿意程度主要是視個人相對收入以及身分地位而定。Kurth et al. 

(2002)更指出，男性肥胖者的失業率和離婚率都會比正常體重者高；女性肥胖者

通常有較顯著的精神疾病，如憂鬱症和自殺傾向等，而 Sabia (2007)也認為當學

童成績不理想時，容易引起暴食而肥胖，不僅惡性循環，情緒也更加惡化。根據

Graham and Felton (2005)的研究，長期自尊心過低是造成成年肥胖的因素之一，

Rosenberg (1965)認為自尊是對自我的積極或消極態度。這種態度既是整體的，

也是特定的，一個人會對自己本身的許多特質加以評價，也有可能將個別的特質

整合而形成一個整體的評價。人是不能離群索居的，在這樣的前提下，勢必在自

                                             
13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 分數是精神健康的測量標準，其問卷包含 12 個 心理壓力

問題，見 Oswald, Andrew J. (2007) “Obesity, Unhappiness, and 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 The 
Theory and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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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價時會受到社會輿論的影響，再加上台灣以及歐美國家對外在要求愈形亦重

的社會風氣，因此不論是在自我評價，亦或是他人對自己的評價，都會受這樣的

社會輿論以及風氣所影響，肥胖與自尊也如先前所提及的，是呈現負面的關係。 

     

    在社會方面，體態肥胖者常常會被貼上標籤，大多數的人認為肥胖就等同於

懶惰，缺乏自制力。根據 Carr and Friedman (2005)的研究，肥胖被視為是一種性

格上的缺點及損害，亦即恥辱，此外也提到了醫療提供者對肥胖病人的歧視，這

結果和蔡文玲(2004)的研究一致，有 63%醫師認為肥胖是病人缺乏意志力所致，

三分之一的醫師認為肥胖的病人是懶惰的，因而對於肥胖病人採負面的態度。在

勞動市場上，若同時具有肥胖的體態，上層白領階級的員工所受到的歧視是大於

其他工作層級的員工，Graham and Felton (2005)認為貧窮的白人比起黑人或者是

西裔的人有較大的肥胖成本，亦即在高所得族群下對於體態肥胖者的歧視程度盛

於低所得族群下的，在不同的社會地位下，對於體態肥胖的接受程度也有所不

同，以上都算是因種族的差異而對其要求有所不同。若以性別的差異來看，肥胖

對女性所造成的影響較大，根據 Averett and Korenman (1996)的研究，結婚機率

和配偶所得有 50%到 90%是 依照經濟地位而定，肥胖的人因遭受到歧視及刻板

印象，在幼時累積人力資本較少，自信心較缺乏，因而在社經地位處於劣勢，在

勞動及婚姻市場也因此受挫。在如此的社會精神壓力之下，體態肥胖者的心理層

面自然會受到影響。Graham and Felton (2005)同時也提出，在不同發展程度的國

家，對於肥胖有不一樣的解釋，在貧窮的國家，肥胖的人通常是富有的，但在富

有的國家，窮人才是肥胖的，縱使如此，不能否認的是，肥胖會造成健康上的問

題，當負面的健康效果已經主宰了生活滿足程度，以及肥胖時必須遭受到的歧視

效果存在之時，這些負面的效果都會抵減掉整體(富有)的快樂，同時他們也以生

活滿意程度為被解釋變數，在控制其他變數之影響下，肥胖以及過重的人確實是

比平均體重者較不快樂。當然除了肥胖所造成的歧視以及健康對生活的滿意程度

有所影響外，Graham and Felton (2005)也發現快樂與否的曲線和年齡會呈現 U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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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富有的人或是已婚的人都會較平均快樂，這有趣的發現也和先前文獻所提及

的一致，肥胖的人在婚姻市場是吃虧的，在遭受歧視之下，生活滿意程度也會較

差。 

     

    以上所提，不管是在生理、心理或是社會上，體態的肥胖確實是會對人們產

生負面影響，讓人們的生活滿意度降低，造成心理層面的不快樂。國外文獻在相

貌及體態之研究甚多，然而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卻相當欠缺，主要也著重在肥胖所

造成健康方面的負面影響，然而體態對快樂及生活滿意度之直接影響卻很少強

調，因此本文將選擇以往較少被探討的體態作為研究的主軸，研究體態和心理層

面的關係，並同時拓展至勞動市場、婚姻選擇以及生活滿意程度的關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