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章，我討論了我的受訪者如何進行肌膚保養的實踐，在本章中，我則想進

一步討論，究竟我的受訪者為什麼要進行這些肌膚保養的實踐？肌膚保養的實踐對

她們來說有些什麼樣的意義？肌膚保養的實踐有什麼樣的社會意涵？ 
要回答這幾個問題，仍然不能脫離受訪者本身的經驗與感受，因此以下我將呈

現四個女人的肌膚保養實踐經驗與自我表述，來幫助我們找到這些問題的解答。除

此之外，我還要討論兩項富有特殊意涵的肌膚保養實踐：做臉及自製肌膚保養品。 

   

——  

21 歲的筱雯是一個大學四年級學生，她平常的生活除了上課之外，每週會有二

到四天的晚上到學校附近的飲料店打工，其他的時間就是和朋友及同學吃飯、聊天

以及和男朋友約會。她只要在宿舍裡，一定會打開電腦和電視，一面連上 msn 和朋

友聊天，一面看電視節目，同時也會把鏡子放在面前不時看看自己的肌膚狀況。 
    每天白天當筱雯起床出門前，她都會用洗面乳洗臉、擦上化妝水、保濕凝露和

隔離霜，再畫上彩妝。晚上回家睡覺前，她則會用卸妝油卸妝，再用洗面乳洗一次

臉，並且擦上和白天一樣的化妝水和保濕凝露。 
除此之外，她每週會幫臉部去角質一次，當隔天有重要的事情，或感覺肌膚黯

沈時，她就會用面膜敷臉。為了不要長青春痘，她隨身攜帶痘痘藥，只要一發現有

青春痘快要冒出來了，她就會立刻擦上痘痘藥消炎。另外，她只要發現身體皮膚乾

燥時，就會擦上身體乳，她每個星期還會幫腳部護膚一次，先把腳放在溫水中浸泡，

再用磨石磨腳後跟的腳皮（先用粗的磨一次，再用細的磨一次），最後再擦上護腳霜。

她也會注意飲食控制，為了不要長青春痘，她會盡量避免吃油炸食品。 
筱雯說她會進行肌膚保養實踐是因為 

這樣就可以變漂亮，而且感覺就是如果一直放任它的話，到老的時候一定

會後悔，就什麼斑啊什麼一堆，因為我覺得現在改善的話，以後老了的問

題就會減少很多，而且現在不改善，然後老了可能就沒辦法就只能接受

他，所以這樣我就覺得，那我就趁年輕的時候趕快把皮膚弄好，而且這樣

比較漂亮……因為有時候看那種媽媽啊，她們可能有老人斑，我就想「我

不要老人斑，我不要老人斑」，就會警惕自己說：「喔，我要小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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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實同學也會說：「啊，你最近痘痘長得比較多」，就是他們可能看到

你就會有壓力，而且就覺得皮膚好就會真的就是漂亮，我看到臉上沒有瑕

疵就會覺得比較漂亮。 

    對筱雯來說，她會想進行肌膚保養實踐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可以幫助她解決現在

的肌膚問題（例如青春痘、皮膚乾燥），以及預防老年的肌膚問題（例如老人斑），

讓她的臉上沒有瑕疵，使她現在能夠變得更漂亮，未來也能保持在漂亮的狀態，也

就是說，筱雯希望能夠透過肌膚保養的實踐來追求美麗。 
英語有一句俗諺：「Beauty is only skin deep」，它原本表達的意思是：美貌只是

外表的現象，無法看出一個人的內在，因此不能以貌取人。但我們若從另一個角度

來解讀這句話，可以發現，它正一語道破這層薄薄的肌膚其實是一個人的美麗的居

所（所在地），若要讓人看見一個人的美麗，最直接的便是將它呈現在肌膚上。蕭春

雷（2004）也說，古代的美女之所以「膚如冰雪」、「膚如凝脂」，皮膚的細嫩讓人擔

心「吹彈得破」，便是由於她們知道「所有的美，除非陳列在皮膚上，否則毫無意義」

（114），一般而言，凡屬完美無瑕的事物，都可被視為美麗的，同樣地，肌膚的完

美無瑕，正是美麗的象徵，於是可以幫助人們追求肌膚完美無瑕的肌膚保養實踐，

便成為一個人追求美麗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  

    現年 64 歲的美芳，從二十歲就開始從事修甲師的工作，一直到現在，她都還是

偶爾會幫顧客修指甲，因為三個女兒都已經出嫁，也不需要幫忙照顧孫子，生活中

沒什麼負擔，她說：「感覺也很無聊嘛，就做一做」。除了工作之外，她每天清晨會

和先生一起去住家附近爬山做運動，其他時間就做做家務和看看電視，若要出門到

附近買東西或拜訪親友，她都會騎腳踏車代步順便運動。 
    美芳每天白天出門運動前都會用洗面乳洗臉、再擦上化妝水、乳液、眼霜和隔

離霜，再拍上一層薄薄的粉底。晚上洗澡時她會先用化妝水把彩妝擦乾淨，再塗上

卸妝油，用面紙將卸妝油擦乾淨後，再用洗面乳洗一次臉，先用溫水沖洗乾淨，再

用冷水沖洗一次幫助毛孔收縮，洗澡後擦上和白天一樣的化妝水、乳液和眼霜。 
每週她都會用面膜敷臉一次和用按摩霜幫臉部按摩一次。除此之外，她每天洗

澡後還會幫全身的肌膚擦上一層身體乳，冬天則會幫手部擦上護手霜。每當她要出

門騎腳踏車時，她都會戴上帽子、穿長袖上衣遮陽防曬。她說她之所以會做肌膚保

養，是因為 

現在年紀大啦……更需要保養，雖然年紀大，但是你有保養的話，最起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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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起來還是比較年輕一點，自然看起來也比較好看一點，是不是這樣

子？……更想要注重保養，更會用心去保養。 

    在肌膚保養實踐中，她又特別重視防曬，原因是希望不要長出「老人斑」，因為

她覺得「老人斑」會讓人顯得年紀很大 

像我們的年紀很怕去曬太陽……有的人像我這個年紀，這裡（手臂上）已

經長老人斑了耶，有的年紀比我輕，這裡也長斑了，這裡也長斑了（指給

訪員看）……我感覺這個斑一在，整個感覺就年紀很大……那個斑就有點

真的像「老人斑」了……我盡量我能做的我能預防我就盡量預防。 

    也就是說，美芳是因為感覺到自己的年紀大了，擔憂皮膚上會出現老化症狀（老

人斑）而讓她看起來不再年輕，因此希望能夠藉著肌膚保養實踐預防，讓自己保持

青春（對她來說也代表好看）的狀態。 
為什麼肌膚保養的實踐會成為美芳追求青春的方式呢？蕭春雷（2004）說：「年

輕人的皮膚總是那麼清新嬌嫩，隨著年齡增長，細胞的更新速度減慢，皮膚逐漸變

得黯淡，缺乏光澤。可以認為，皮膚能夠比較準確地表現出我們內在的生命活力」

（115），或許就像蕭春雷說的，因為皮膚被視為可以如實地表現出人們內在的生命

活力，可以呈現出人體內部的青春或衰老，倘若能維持表皮的青春狀態（沒有老人

斑或皺紋等等），也就意味一個人還擁有豐富的生命活力（青春），儘管他的身體內

在已經不再年輕。這在沒有各種肌膚保養方式可供運用的時代或許是達不到的，人

們的外在必然會與內在連結，但在今日，經由肌膚保養的實踐卻可以改變人體外在

與內在的這種真實的連結與反映，於是透過肌膚保養的實踐達到外表（肌膚）的青

春便成為人們追求青春的方式。 

Irene——  

    27 歲的 Irene 是一個雜誌編輯，她平常的生活除了工作外，每個週末她會去學

跳舞及參加社團，或是回到中壢的家（她目前是租屋於台北市，中壢是她的老家），

偶爾她也會和同事、同學或朋友聚餐聊天。 
    Irene 每天早上起床出門前，會先用洗面乳洗臉、再擦上眼霜、化妝水及乳液，

最後擦上一層粉底。每天晚上回家後，她會先用卸妝油卸妝，再用洗面乳洗一次臉，

最後擦上眼霜、化妝水及乳液。如果隔天有重要活動，她就會用面膜敷臉。她每天

都會在洗完澡時幫全身的肌膚擦上身體乳，偶爾想到的時候則會幫身體做去角質。

她說因為她在工作時常洗手，又經常待在冷氣房裡，所以她一感覺到手部肌膚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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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舒服時，就會擦上護手霜。 
她說自己想要進行肌膚保養實踐的原因是她覺得肌膚狀況的好壞會反映一個人

身體的健康狀態，所以她希望能夠擁有好的肌膚狀況，讓自己看起來比較健康。例

如她覺得自己的膚色雖然白，卻不是健康的白，而是「暗暗的」，感覺臉色很不好，

顯得身體不健康，她的媽媽也會說她的臉色是「死白」 

像我媽就會說我的臉色是「死白」，我以前更白，就是會覺得很不健康的

那種，看起來不是很健康的那種白。 

於是她就使用美白肌膚保養品，目的是讓她的皮膚能夠「變亮」，因為她認為若

能讓膚色「變亮」，就能讓自己「看起來健康一點」，她說：「我要看起來健康一點，

所以我就想要變亮」。由此可知，對 Irene 來說，好的肌膚狀況可以象徵身體的健康，

因此她會進行肌膚保養的實踐，其實是希望能夠藉由好的膚況呈現出健康的身體狀

況。 
石田かぉり在《美麗是妝出來的—為什麼女人不化妝就不出門？》（2000/2005）

一書中即指出，人們常會用臉色判斷別人的健康狀態，例如人們可能會說：「臉那麼

紅，會不會是發燒了？」或者是「臉色那麼菜，會不會生病了？」而且內臟器官的

疾病，也經常會反映在皮膚上，就像人的生命活力與青春狀態會呈現在肌膚上一樣，

人的健康狀態也會反映在皮膚上，Irene 之所以想要進行肌膚保養的實踐，正是由於

肌膚狀態可以象徵一個人的健康狀態，是用來判斷一個人是否健康的標準，而進行

肌膚保養的實踐，是讓她擁有良好肌膚狀態的方法之一，也因此成為她追求健康的

途徑。 

——  

    39 歲的雪芬原本是一個資訊業的行銷經理，工作十分忙碌，但一年前突然得了

內分泌失調的疾病，於是請辭工作專心在家養病，在這段時間中，她接受醫生的治

療吃藥，並且學習瑜珈來調整健康狀況，因為病情已經好轉許多，所以她現在又開

始面試尋找新工作。 
雪芬告訴我，她生病時，臉上突然長了大量的青春痘，因為當時用了錯誤的方

法處理（自己用手擠），所以造成皮膚組織的壞死，青春痘化膿並留下許多痘疤，肌

膚狀況變得非常糟糕。她回想當時的狀況 

那時候太恐怖了，我沒有辦法見人，我整個臉是黑的，我小姪女看到我會

怕，她會哭，因為整個臉是返黑的，就是痘子然後同樣部位一直長一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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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那個膿是多到你自己會嚇到……我出門都要用口罩這樣矇著，然後才

敢出門……當然心裡也自卑啊，那另外一個原因是說，我也不希望引起路

人太多的眼光，因為我覺得基本上那也是一個禮貌，你不要讓別人覺得臉

這樣，看起來怪怪的。 

    於是她開始到美容診所找醫生看診，一週打兩次脈衝光，除此之外她還在美容

診所買了「療程」（類似做臉），在每次打完脈衝光後再由美容師幫她按摩與敷臉，

另外還吃 A 酸和打美白針（用點滴注射含有美白成分的液體進入身體），花費大約

二十萬元在肌膚保養實踐上，終於讓她的肌膚有了一定程度的復原 

現在自己肌膚狀況雖然沒有年輕的時候好，可是我至少又找回到不會太差

了，至少就是它目前雖然還是會長痘痘，但是至少保養到某一種程度。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發現，對雪芬來說，不論是他人的反應（小姪女看到會怕、

會哭），或是自己的想像（擔心路人會覺得自己很怪而戴口罩），青春痘及痘疤已經

讓她變得和原本的、正常的以及她所認為的她不同了，讓她變成了一個「異常」的

人，而肌膚保養實踐則可以說是她用來幫助自己「恢復正常」、「找回自我」的方法。 
在前面文獻探討的章節中，我曾討論過 Kathy Davis 在研究接受美容手術的女

性後發現，這些受訪女性都認為她們之所以進行整型並不是為了變漂亮，而是想變

得跟其他女人一樣正常，美容手術對她們來說「是一個機會，讓她改善和自己身體

之間的關係，並透過身體，重新調整自己和週遭世界的關係……藉以成為一個擁有

身體的主體」（Davis, 1995/1997: 211），Davis 並且說道： 

女人整容並不是為了美貌，而是因為認同的問題。一個女人倘若覺得自己

的身體違背了她的認同，覺得自我被困在一個不屬於她的身體裡頭，她可

能就會借用美容手術來改變身體，藉此協調她的認同（Davis, 1995/1997: 
214）。 

    暫且不論女性是否為了變漂亮、變美而進行肌膚保養的實踐（事實上在前面的

討論中已發現美麗仍然是受訪者進行肌膚保養實踐追求的社會價值之一），和 Davis
訪談的女性一樣，對雪芬來說，肌膚保養的實踐也可以視為是她為了「恢復正常」

與「找回自我（認同）」而做的努力，因為這個臉上長滿青春痘與處處痘疤的自己，

並不是別人及她自己認識的那個原本的、正常的自己。 
從以上四個女人的肌膚保養實踐經驗及自我表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她們透過

肌膚保養的實踐來治療與預防各種肌膚問題（老人斑、青春痘、痘疤、膚色的暗沈、

皮膚乾燥），讓自己的肌膚變得更完美無瑕，目的其實是要追求完美肌膚所象徵的「美

麗」、「青春」、「健康」或「正常」這幾種現代社會普遍推崇的價值，藉著擁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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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可以讓她們在社會中感到被肯定與自信。相反地，出現在皮膚上的缺陷

則讓一個人的「醜陋」、「老化」、「病態」或「異常」無所遁形，使人在社會中無地

自容，此一情狀，透過以下蕭春雷的這段話或許正可貼切地表明 

內臟的損壞屬於我們自己，痛苦，甚至死亡，都是能夠忍受的；皮膚的病

變屬於公眾，蔑視和厭惡，往往使受害者失去正常的社會生活（蕭春雷，

2004:114）。 

‧  

除了追求「美麗」、「青春」、「健康」及「正常」這幾種社會普遍推崇的價值外，

女性其實還在肌膚保養實踐的過程中，追求一種「自我控制」的感覺。例如上面討

論的第二個女人美芳希望透過肌膚保養的實踐追求青春，而當她確實透過肌膚保養

的實踐達到追求青春的目標時，她不僅為自己能夠擁有象徵青春的肌膚狀況感到高

興，也為自己的控制能力感到自信，在這段之前也曾引用過的話中，美芳提到 

有的人像我這個年紀，這裡（手臂上）已經長老人斑了耶，有的年紀比我

輕，這裡也長斑了，這裡也長斑了……我感覺這個斑一在，整個感覺就年

紀很大……那個斑就有點真的像「老人斑」了……我盡量我能做的我能預

防我就盡量預防。 

這段話表面上是在描述其他人的肌膚狀況，並表達她對老化的警戒之心，其實

同時也是在讓我瞭解，和其他人相較，她還沒出現老人斑的問題，這是因為她已經

做了足夠的「預防」（進行肌膚保養實踐）。除此之外，在我訪談美芳的過程中，她

曾經反問我：「你看我的年齡來講，我這樣是算行還是不行？」當我回答說：「我覺

得算不錯啊」，她立刻接著說：「不錯是吧，我比較注重保養」。在這個對話中，一方

面，美芳藉著我的回答肯定了她不錯的肌膚狀況（保持在較年輕的狀態），另一方面，

她則把這個狀態歸功於自己的肌膚保養實踐，也就是說，她能夠擁有這樣的肌膚狀

況，其實是她（積極、努力）進行肌膚保養實踐的成果，讓我感到她從肌膚保養的

實踐中，確認了自己的控制能力，並因而感到自信。 
另外，上面討論的第四個女人雪芬則是為了治療青春痘與痘疤，為了恢復正常

的狀態，而投入大量的金錢在肌膚保養實踐上。雖然她告訴我她現在會覺得她當初

不應該一下子花這麼多錢，但是她仍然對自己肌膚恢復的狀況感到滿意，她說：「那

時候我痘子好很快，我講真的，雖然我花很多錢，但每個人都很訝異說我怎麼好那

麼快」，在她「花很多錢」投入這些肌膚保養實踐後，不但她自己感覺到自己肌膚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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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快速復原，連別人也給予同樣的肯定，從中她透露出的不僅是她成功「恢復正

常」的喜悅，也透露出她對於自己掌控肌膚狀態的能力的自信與滿足。 
    由上可知，對美芳和雪芬來說，肌膚保養的實踐還可以看做是她們追求「自我

控制」的方法，這可以明顯表現在她們成功治療與預防了肌膚問題（例如沒有長出

老人斑、青春痘與痘疤的減少），或達到了她們所欲追求的社會價值後（例如看起來

年輕、恢復正常），她們所散發出的一種對於自我控制能力的自信。 
那麼，為什麼她們可以在肌膚保養的實踐中得到這種自我控制能力的自信呢？

我認為這是因為肌膚保養實踐本身就是一種身體管理實踐，也就是一種自我控制的

方法，可以運用來控制（治療與預防）肌膚問題，獲得更完美無瑕的肌膚，以及追

求上述現代社會普遍推崇的價值，因此這些讓她們困擾的肌膚問題能否受到控制，

以及這些社會價值能否達到，便可以決定她們自我控制能力的高低，若她們成功控

制了肌膚問題，或是達到了這些社會價值，也就證明她們擁有一定程度的自我控制

能力，又因為自我控制的能力，也是現代社會普遍推崇的價值之一，因而也能為她

們帶來自信。 
因此，從上述討論看來，我們或許可以說，肌膚保養的實踐正是這些受訪女性

追求美麗、青春、健康、正常與自我控制這幾種現代社會普遍推崇的價值所進行的

努力，而最終的目的則是獲得社會的認可與個人的自信。 

  ——  

在上一章中我曾討論受訪者採取的肌膚保養方式，包括使用肌膚保養品、增減

飲食、做臉、進行美容手術與看皮膚科醫生接受藥物治療等等，而在上一節中我也

以四位受訪女性的肌膚保養實踐為例討論了肌膚保養實踐的社會意涵。然而，在這

些肌膚保養方式中，「做臉」這項實踐除了有上一節所討論的意涵，還有其他不同的

意義。 
45 歲的謙謙是位鋼琴老師，因為長期彈鋼琴的關係經常會感到腰酸背痛，再加

上工作經常相當忙碌，因此當她覺得身體不舒服、太累及壓力很大時她便會去做臉。

對她而言，到美容沙龍做臉不僅是為了保養肌膚，還是她放鬆自己、抒解壓力的重

要方式之一 

偶爾去一次因為我就是會痛嘛，身體很不舒服，然後壓力很大的時候，想

要抒解抒解，就是這樣子……做臉的話他不是就會從這裡（頸部）開始一

直按一直按都會按……我去到那邊，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放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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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已經整個人沒辦法了，因為真的工作到那種很累很累，然後都不知道

該怎麼去抒解了，然後就去那邊，因為他幫你按摩之後喔，你就會發現，

很好睡。 

而上面提過的雪芬也告訴我，在她還沒生病時，因為經濟能力不錯，又想預防

皮膚老化，所以她想：「好吧，拿出一筆錢來，來犒賞自己」，於是她當時一個月大

約會去美容沙龍做臉三次。她覺得做臉除了有保養肌膚的功用，還可以讓她在舒適

的環境中充分地放鬆、休息，並且享受一種被人疼愛的感覺 

他按摩喔，包括這邊（頸）還有這邊（肩），還有背部，整個都按摩，然

後發現只要按摩我就會想睡覺，昏昏沈沈的，而且又一個人的房間昏昏暗

暗，然後又給你聞精油……然後他放那種大自然的音樂很小聲很小聲，「啾

啾啾」的鳥叫，然後你就想睡覺……我會覺得我好像在那個地方被人家疼

愛的感覺。 

因此做臉對謙謙和雪芬來說，除了是一種保養肌膚的方法，另外一個共同的意

義在於它是一種放鬆身心的途徑，對雪芬來說，她還在做臉的過程中接收到受人疼

愛的感覺，同時她也覺得做臉是一種犒賞自己的方式，就像是一份自己送給自己的

禮物。 
做臉之所以會有這些不同的意義，與它本身的特性很有關係。首先，做臉時接

受做臉的人都是採取最放鬆的躺姿；其次，按摩是做臉程序中必備的一環，基本的

做臉程序大致皆包含了肩與頸部的按摩，有的甚至還包括背部、四肢或全身的按摩，

而按摩的本意就是要藉由按摩者的雙手撫觸幫助受按摩者的身心放鬆，因此，做臉

便很自然地成為人們尋求放鬆身心的途徑。 
而雪芬在做臉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一種被疼愛的感覺，也是因為做臉及美容工作

本身的特性。王靜慧在《照鏡子的女人：從美容業的女體養護現象看女性╱女人的

生活世界與身體知覺》（2001）這篇論文中，討論了美容師的工作內容，她發現 

「照顧」是美容師「作」客人時被耳提面命的工作綱領，對美容師來說躺

在椅上的身體不管是第一次遇見還是做過幾次臉之後比較熟悉的朋友，都

要抱著「照顧她皮膚」的熨貼細心去面對，這種「照顧」是關注著會流血

流膿，會減損破壞的生物身體，要「恢復」它原先某種的「好」（王靜慧，

2001:75）。 

由此可知，讓顧客感受到「被照顧」與「被疼愛」其實是美容師的責任之一，

因此雪芬之所以在做臉的過程中感受到被疼愛的感覺，其實是美容師熱愛自己的工

作、忠於自己的工作職責，以及用心和細心照顧顧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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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做臉又為什麼會成為一項犒賞呢？Daniel Miller（1998）曾討論女性在

為家庭購物時犒賞自己的行為（買個小甜點、買件衣服給自己等等），他發現女性之

所以會有這些犒賞自己的行為，是因為購物者（女性）會認為這些犒賞是對她們付

出的勞動的回饋，她們「會自行判斷她的勞動是否獲得了合理的獎賞」（Miller, 
1998:45），雖然雪芬的工作（資訊業行銷經理）並不同於為家庭購物，但同樣地，

她也會衡量她在工作上付出的心力應該獲得的合理獎賞，對於終日為工作勞累無暇

照顧自己而身心俱疲的她來說，將工作賺取的金錢確實地花到自己的「身上」是相

當直接的回饋，而做臉能提供的功能（保養肌膚、放鬆身心、受到疼愛）便成為了

她最佳的犒賞物。 
若回溯某些受訪者做臉經驗的開始，還可以發現做臉的另一項特殊意涵。當我

與受訪者談到她們什麼時候開始做臉且為什麼會開始做臉時，我發現有一個特別的

現象，就是部分的受訪者第一次做臉的經驗都與結婚有關。例如小玉就說：「我做臉

是結婚的時候才（開始的），那時候結婚當新娘的時候，都很注意臉不好上妝嘛，所

以就一定要做一兩次臉啊」；而美芳則是因為自己的大女兒在結婚前夕要去做臉，所

以自己就跟著去，「因為剛好大姊姊（指美芳的大女兒）要結婚嘛，就先去保養臉做

臉，我也一起去做」。 
在這裡做臉與結婚的聯繫似乎與過去挽面與結婚的關連有異曲同工之妙，在第

二章（「台灣女性肌膚保養實踐的社會背景」）中，我曾討論台灣社會早期的女性，

按照傳統必須在結婚前夕才能進行她們的第一次挽面，目的是希望女子可以透過挽

面時棉線在臉上一次次絞動的痛楚體驗做為成年人的責任，而現今的做臉雖然不需

要這樣咬緊牙根體驗痛苦，但似乎仍然有著要藉著這個讓肌膚煥然一新的做臉儀

式，從一個人生階段過渡到另一個人生階段的意涵。 

  ——  

在上一章中我曾討論使用肌膚保養品是我的受訪者相當普遍的肌膚保養方式，

因為有使用肌膚保養品的需要而取得肌膚保養品也是相當合理的狀況。不過，在受

訪者謙謙的身上，卻可以發現肌膚保養品的取得不只為了使用，而還存在其他的意

義，這源自於一項肌膚保養實踐——自製肌膚保養品。 
    上一節曾提過的鋼琴老師謙謙，她平常除了工作外，最大的興趣就是嘗試自己

做東西，她曾經做過許多十字繡和串珠飾品，也嘗試種花。她說無論是做哪樣東西，

她都會一直持續做到自己覺得份量夠了或到了一個段落，才會停止。 
    大概兩、三年前，她因為在電視上看到節目在訪問自製肌膚保養品的專家牛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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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好奇，就去買了牛爾寫的書（內容是自製肌膚保養品的教學）來閱讀，看了

之後覺得很好玩很想嘗試，就去化妝品材料行買了各種化妝品原料，開始自製肌膚

保養品。 
經過兩、三年持續的嘗試與使用，加上從化妝品原料銷售人員、電視節目、網

站及其他書籍等資訊管道獲得更多資訊後，她說她現在已經「做得還滿有心得的」，

現在她所有的肌膚保養品（包括卸妝乳、洗面乳、精華液、乳液、眼膠、防曬乳、

護唇膏、面膜和去角質霜）都是自製的，她並且很驕傲地對我說：「我包括果酸都自

己做喔！」除此之外，她也逐漸不再依賴書籍或其他資訊管道建議的配方，而掌握

了一些化妝品原料調配的原則，並且根據自己的需求任意搭配化妝品原料創造新的

肌膚保養品，或是加重某些成分調製成加強特定功能的肌膚保養品，她告訴我她的

肌膚保養品都是她「亂調」的，但是她覺得沒有問題，因為「認識我的人都說我的

皮膚越來越好」。很有趣的是，就像市售的肌膚保養品一樣，她也幫自己做的肌膚保

養品取了一個品牌——鑽石牌，以及幫一罐她使用後感覺很有效果的精華液命名為

「特效精華液」。 
謙謙不僅自己使用這些肌膚保養品，她還將這些肌膚保養品分享給其他願意使

用的人（包括家人、朋友、學生和學生家長），而且也從這些人身上得到一定程度的

回饋而獲得了成就感。例如她的一位學生家長在使用了她做的肌膚保養品後，告訴

別人說：「老師做給我的那罐很好用」，後來她透過別人輾轉得知，便立刻又送給那

位學生家長一罐「特效保濕」。 
從謙謙的言談中，我發現從生產、創造、命名到分享肌膚保養品的這每個部分，

都成為她成就感的來源，並且成為她不斷持續自製肌膚保養品的力量。 
謙謙在自製肌膚保養品中獲得的成就感，或許可以從現代消費社會的特性來理

解。Robert Bocock 在《消費》（1993/1995）一書中認為，現代的消費主義（此一

主義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購買東西和成品的經驗）加強了消費者的「異化」

（alienation）。 
異化的概念是 Karl Marx 作品中的核心概念，Marx 指陳資本主義結構造成行動

者的異化，這包括四個層面：使行動者與自己的「生產活動」異化（生產活動隸屬

資本家，而不屬於行動者自己）、與他們勞動的「產品」異化（產品隸屬於資本家，

而不屬於行動者自己）、與他們的「同僚工作者」異化（工人間孤立分離甚至相互競

爭），以及和他們自己的「人類潛能」異化（個體被貶低為動物、牲畜或機器，而無

法表現人性）（Ritzer, 1992/1995）。異化的結果，造成工作在資本主義裡被化約成

只是勞動，個人從其中「不但不能肯定自己，更否決了自己；不但不能感到滿意，

反而是不快樂；不但不能發展他的肉體和心智的能量，反而腐朽他的軀殼、毀滅其

心靈」（Marx, 1932/1964，轉引自 Ritzer, 1992/1995:139）。 
Bocock（1993/1995）認為異化的現象也發生在消費過程中，因為「在越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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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規劃好的產品與活動中，消費者體驗創造力或自主性的機會越來越少」（52）。例

如美容產業包裝好各式各樣的肌膚保養品或美容服務供消費者消費，使現代的女性

無從參與生產與創造的過程，而無法從中肯定自己並喪失自主性；相反地，謙謙自

製肌膚保養品的實踐，可以說是某種程度地違反了消費主義的邏輯（雖然她還是必

須向化妝品材料行購買原料），而能夠逃離異化的命運，讓她可以發揮潛能，展現個

人創作力，並獲得成就感，進而肯定自己，這就是自製肌膚保養品的特殊意義。 

 

    在這一章中，我討論了四個女人的肌膚保養實踐經驗，並試圖從中發現肌膚保

養的實踐對她們的意義及其間存在的社會意涵，此外，我也討論了兩項對受訪者另

有特殊意義的肌膚保養實踐——做臉與自製肌膚保養品。 
首先，從這四個女人的肌膚保養實踐經驗與自我表述中，我發現肌膚保養實踐

是這些受訪者為了追求美麗、青春、健康、正常與自我控制這幾種現代社會普遍推

崇的價值而進行的努力，並藉此尋求肯定與自信；其次，我發現做臉不只是為了保

養肌膚，還是受訪者放鬆身心、受到疼愛與照顧及犒賞自己的方式，同時也有邁入

結婚這個人生階段的意涵；最後，自製肌膚保養品，不只是為了拿來使用，它也是

一個獲得生產、創作與分享的成就感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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