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不斷重構的女性主體 

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結論，綜合 20 多位的受訪者自我述說，研究者以現代性

自我反思計畫作為後設觀點，提出一個現代性女性主體形構的模式。當身體與自

我認同愈趨高度協調，身體被認為反映出自我的狀態，我們自己都必須負起身體

設計之責。乳房外觀的失控狀態被清楚定義，女人必須經過嚴密監控才能維持乳

房於青春不墜的樣態。在此情況下，胸罩就成了一項協助女性管理流體脂肪、並

適切表達陰性氣質的自我技術。儘管自我控管會帶給行動者持續的焦慮，但成功

地掌握自我也能成就她們的自信和愉悅。 

最後，研究檢討從方法論和研究架構兩層面檢討本研究對研究計畫

（proposal）的修正，其中紀錄了執行經驗性研究時遭遇的困境和變通方法，提

供後續相關女性經驗研究作為參考。 

 

第一節  後設觀點：不斷重構的女性主體 

主流女性主義對熱衷從事減肥、瘦身，或美容手術的婦女毫不留情的大加

撻伐：「無主見的追隨流行或喪失自我的一窩風」（卡維波，2004：168）。為了替

各種「做身體」方式的污名化平反，相關研究者往往挑選外顯程度極高的「做身

體」自我技術為研究案例，如美容手術（Davis, 1997）、厭食症（Giddens, 2005）、

刺青（taboo）等，這些勇於以激進方式改變身體外觀的女人或次文化青少年，

被推崇為積極掌握自己身體、使自我慾望和身體外表身心合一的高度自折式主

體。 

對「做身體」貶抑（disempower）與賦權（empower）的一來一往中，日常

生活中有些更細微、更頻繁的「做身體」自我技術卻被忽略，如穿胸罩。主流女

性主義批評穿胸罩是父權施壓於女性的規訓；然而，相較於那些以更激進改變身

體外觀的手段而言，穿胸罩的女人改造身體的決心和意志力相形之下又顯得微不

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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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的最後，研究者試圖從現代性的理論後設觀點為「穿胸罩」的女性

日常生活行為賦權，這些不願以開刀手術、而以物理性壓力原理穿著機能性胸罩

控管乳房外觀的現代女性，她們努力學習知識（knowledge）以駕馭胸罩這個人

工儀器（instrument），正展現了「高度現代性反身主體」（Giddens, 2005）運用

「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self）（Foucault, 1988）節制控管自我的肉身。行

動者充分掌握使用身體表達現代陰性氣質（modern femininity）的適切感後，會

產生積極正向的自我觀感、自我形象和自尊、自信（Jantzen, Ostergaard, and Vieira, 

2006）。 

然而，以胸罩控管乳房外觀的改變程度低、維持時間短，不可能達到美容

外科手術「改造」身體外觀的成效；但是，受訪者卻又普遍拒絕這類侵入性外科

手術對身體帶來的風險（拒絕手術的原因複雜，待後面說明）。這些不輕言動手

術的受訪者並非出於不得已的心態只好被動接受自己的身體；相反地，她們必須

積極地重新建構自我認同，重新肯定自我價值和身體形象，才能維持身心合一的

良好自我感覺。 

 

一、胸罩作為自我技術的工具 

Christian Jantzen, Per Ostergaard, and Carla M. Sucena Vieira（2006）以傅柯

提出的自我技術概念解釋胸罩之於穿著者的意義：為了表達各種稱職

（competent）的現代陰性氣質（modern femininity），女性出席不同場合選擇不

同胸罩穿著，掌控了自我身體的節制權力之後，主體會產生自尊、自信，以及各

種身體知覺力（bodily sensations）和愉悅。 

傅科早期的作品著重分析治理現代社會的權力技術（technologies of 

power），學校、軍隊、醫院、工廠、刑罰矯治機構的規訓與懲罰都包含其中；後

來他的研究興趣轉向自我技術：「自我與他人的互動，以及個人統治的技術（the 

technologies of individual domination），個體如何在自我技術下按照他自己

（himself）行事的由來」（Foucault, 198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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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技術此概念打破了我們對於外在於自身的單向壓迫性統治權力的想

像，主體必需藉由自我技術成功地節制並管理他們的身體、思想和行為，唯有掌

握全面自我技術的能力之後，主體才能獲得徹底的自由。傅科的自我技術概念同

時強調知識/權力之於主體的生產力和愉悅性雙面向：「克服了傳統統治者與被統

治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強者與弱者之間的二元對立論」（Jantzen, et al., 2006: 

182）。 

傅科提到各種自我技術的方法包括宗教式告解、個人反省和書寫等形式，

Nikolas Rose 則進一步指出，二十世紀晚期的自我技術趨於肉身化（somaticalize）

的現象：當前人們對生命問題的關懷與憂慮都環繞著肉體，從國家政策的健康推

廣，到流行文化的健身、節食風潮，都顯示了自我意識和自我形象的建構與物質

化主體意識的肉身關係重大（轉引自周平、林文源，2004）。Giddens 也指出，「自

我，當然是由其肉體體現的」（Giddens, 2005: 92），因此，身體成為構成現代反

身性的一部份：「我們對我們自身的身體設計負責」（Giddens, 2005: 152）。身體

狀態被視為其擁有者狀態的反映，因為身體被當作可被加工的對象，也逐漸使用

商品對其進行改造（Slater, 2003: 160）。因此，負責設計經營自我身體，就成了

高度現代化女性表達她們陰性氣質的一項重要自我技術。 

Feenberg 指出，技術的物質化形式有兩類，一類是指機器（machines）、建

築物（architecture）或其他儀器（devices），另一類則是指導身體朝向更生產性

地使用的標準化行為（轉引自 Jantzen, et al., 2006）。從這個角度看來，胸罩可被

視為女性打造「肉身化個性體」、進而使穿著者產生良好自我感覺的文化人工物

品或工具（轉引自 Jantzen, et al., 2006）。「技術」、「科技」或「工具」一般被認

為是中立的，為人們的存在目的而服務。然而，科技高度發展的社會中，人與技

術的界線卻越來越模糊，不僅人建構了科技，科技也是建構人的必要要素（周平、

林文源，2004）。 

女人身體和胸罩的界線也變得越來越模糊。以各種廣泛的內衣為例，包括

胸罩、緊身胸衣、束腰和腰夾等，它們都具有再塑女體的功能。每個時代崇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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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態恰恰反映了西方流行時尚的變遷，如「中世紀後期的『銳角三角形』，到十

九世紀初期的『長方形』；十九世紀五零年代的『半球形』；十九世紀六零年代的

『直角三角形』；十九世紀九零年代的『S 型』」（葉立誠，2000）。因為具有改造

體態的功能，內衣又有「第二層骨架」之稱。內衣和胸罩不只是外在於穿著者肉

身的工具，身體在內衣工具的操作下變成可以重新改造設計的對象（object），限

制並引導穿著者如何「適切」地使用自我身體（Jantzen, et al., 2006），穿著者的

自我身體感覺也會透過胸罩這個技術中介被感受。 

 
圖 7-1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西方女性體態輪廓的演變（左→右） 

資料來源：葉立誠（2000）。《中西服裝史》，頁 282。 

Jantzen 等人提到，技術的操作依賴於知識，知識又可區分為兩種層次，一

種是知識的內容（content），對胸罩技術而言指的就是身體知識；另一種是程序

知識（procedural knowledge），意即關於如何著手的知識。Jantzen 等人分析丹麥

婦女對胸罩技術的操作偏重程序知識的層面，她們能夠掌握依據不同場合、穿著

不同胸罩、表現不同自我形象的訣竅，但卻隻字未提知識的內容層面，也就是穿

著者必須掌握的身體知識和胸罩知識。 

也許因為國情的不同，台灣本土女性消費者非常注重胸罩的機能性，本研

究反而沒有發現受訪者明顯地依據不同場合變換不同樣式胸罩的情形。要能善用

工具，就必須先具備相關知識，以下將探討台灣胸罩產業建構出哪些相關的胸罩

知識？隨著技術越來越進步，和自我管理越來越嚴格，這些知識歷經哪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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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胸罩的身體知識 

由於身體在現代社會裡被視為可加工、可改造的，因此，身體擁有者必須

為她們的身體形象負經營管理之責，身體的外觀與形象被認為是身體擁有者欲求

體現自我的具體形式。相對的，失控的身體，如過重、不修邊幅、跟不上流行等，

則被看作道德失序的體現，癥結可能在於錯誤的消費行為：身體之所以失序，是

因為他/她曾消費了錯誤的商品，或無力去消費正確的商品（Slater, 2003）。 

本研究發現各種維持乳房外觀的技術，包括穿胸罩、運動胸罩、束胸、緊

身胸衣、胸貼、透氣膠帶、矽膠、乳房重建手術，還有趁立正罰站的機會練習肌

肉的方法。女性若要經營設計自我身體以表現適切的現代陰性氣質，那麼她必須

先對自我、身體、商品和環境具備充分的知識和足夠的了解下，最後才能做出道

德的選擇，每一種維護身體的自我技術都不應被自然化。 

穿著胸罩是時下台灣婦女最普遍使用的技術之一，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穿

胸罩是上述幾項技術中最「安全」的一種方法。這裡所指的安全有兩種層面，第

一是社會心理的安全感，第二是技術上的安全。 

首先，胸罩鞏固穿著者本體論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Giddens, 

2000/ 2005），讓她們得以在不違反社會規範的安全前提下，同時又體現女性性感

的潛力。維多利亞時期是緊身胸衣最普遍流行的高峰，緊身胸衣對女體施行的物

質性壓迫被認為與當時嚴厲的基督教禁慾主義有關。然而，Kunzle 認為緊身胸

衣是所有控制婦女身體的方法，唯一發揮了「雙重作用」的：「它既意味著舊的

性觀念，同時又有可能使婦女們從這種嚴格的性觀念中解放出來」（轉引自 Craik, 

2000: 176）。 

覃思齊（2004）研究 1970 年代胸罩剛傳入台灣之初的幾則平面廣告指出，

當時的廣告將穿著胸罩教育成是一種禮儀，女性必須穿上胸罩才是「端莊」、「淑

女」、「嫻雅」的良家婦女。時至今日，穿著胸罩遮掩乳頭雖然還是一項重要的原

因，但自現代化胸罩產業在 1990 年代推出「魔術胸罩」以來，女性消費者更希

望透過胸罩技術呈現「集中」、「托高」、「乳溝」的慾求身體（desire body）。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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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胸罩或機能型胸罩穿出乳溝、表現性感的女性，在不違反「婦女必須穿上胸

罩遮掩乳頭」的主流社會規範下，不但確保了她們「不受傷害性」的感受，形成

免於被公眾監視和社會批評入侵的保護層而鞏固本體安全感，同時也衝撞社會上

對於「淫婦」「做性感」（卡維波，2004：185）的道德壓抑，是維持主體安全情

境下的積極解放行為。 

胸罩另一個安全的意義則體現在它的物質性技術上：它是一項避免打針、

吃藥、手術等侵入性治療造成的風險和後遺症的安全技術，它的原理是對身體施

以物理性壓力，布料的張力和鋼圈的「防堵」可以讓贅肉變乳房。 

胸罩的身體知識隨著技術進步一直處於不斷修正的過程，綜觀歐洲服裝

史，胸罩的前身是中世紀出現的緊身胸衣，那時的材料以鯨骨、木條板、獸角和

金屬條當撐骨，維持胸衣的挺直（Yalom, 2000），並且以繩索暴力地束緊女性軀

幹，形成漏斗型身材。這種束縛性衣飾對身體的強度壓迫力，日積月累以來造成

內臟移位，不僅束住橫隔膜自成呼吸困難，也壓迫到下腹部，引發卵巢炎、膀胱

炎、子宮神經痛、無經症等綜合併發症（Davies, 1982）。 

20 世紀以來，因應中產階級婦女工作和戶外運動之便，連身式緊身胸衣漸

漸被捨棄，而改採上下分離式內衣褲，乳房藉由胸罩肩帶提供支撐力。1995 年

開始，台灣胸罩市場吹起魔術胸罩熱潮。根據質量不變定律，乳房份量不可能無

中生有，因此魔術胸罩這類產品的設計原理，主要技術是在胸罩下緣內側外加添

加物，再由兩側向中間擠壓、兜攏（聯合報，1995. 5. 22: 48 版），使得原本乳房

小的女性也能穿出乳溝乍現的視覺效果。魔術胸罩的添加物種類很多，如絲棉、

泡棉、QQ 棉、水餃墊、月牙側片，還有以填充甘油或乳狀物的「真水」襯墊（聯

合晚報，2006. 2. 28: 16 版）。 

近年來消費者的要求越來越高，魔術胸罩的厚重襯墊不但穿起來悶熱、不

舒適，硬是墊出來的乳房也被認為「假假的」。因此，一直以來胸罩技術一面致

力於提高機能性，同時也並重舒適性的改良，研發出越來越輕薄的添加物。若說

魔術胸罩當紅時強調的審美觀是「大」，那麼這幾年來胸罩的機能性知識又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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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了，強調的是「胸型美」，而不只是「大」。根據研究者搜尋聯合資料庫的相

關消費新聞顯示，2000 年以後強調胸罩「脇邊加高」、「防堵副乳」等機能的訴

求越來越多，以下這則報導說明現在的胸罩技術不強調「增大」，而是強調「位

移」，「把肉放到該放的部位」： 

身上的肉肉說穿了是「不患寡而患不均」，壯觀的胸部下垂或外擴，

就是肉肉長錯了位置！有效地利用內在美把肉肉乾坤大挪移，可以巧妙

把肉放到該放的部位，改善的時間雖比動手術美容來得慢，不必動刀、

花費不多，應該是多數婦女朋友可以接受的方式（民生報，2003. 9. 5: A8
版）。 

曼黛瑪璉這個品牌能在國內胸罩產業的寡占市場中異軍突起的原因，就在

於它成功地將傳統機能型內衣的功能性轉化到內衣商品上。當華歌爾與黛安芬紛

紛將精力投注於流行性商品時，曼黛馬連則將主力鎖定機能內衣上，尤其「脇邊

加高、側邊加寬」的商品獲得不少擁有副乳困擾的消費者青睞。這個策略讓曼黛

瑪璉在短時間內攀上百貨公司業績排行的第 3 名，羨煞同業（大紀元，2006. 3. 1.）。 

強調胸罩的移位技術表面上擷取了老祖宗的智慧，但是由於彈性材質和人

體工學設計的技術進步，在強調機能性的同時，也大大地提升了舒適性。早期的

緊身胸衣以繩索束緊並勒緊身體，雖然能夠有效地營造漏斗型身材外觀，但卻帶

給穿著者很大的生理痛苦。現代胸罩的位移技術不強調「束緊」的功能，而是「包

覆」的功能，以伸張力強的布料包覆並由下往上支撐脂肪，減緩女性肉體隨著年

齡而老化鬆弛的程度，並將下垂、外擴的贅肉「歸位」。若不了解自己的胸部尺

寸而選擇錯誤的胸罩，一味地束緊反而使沒有收容好的贅肉四散到腋下、上手

臂、胃部、背部、肩膀等各處，形成肥胖扁平的寬扁型體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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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圖解胸罩「脂肪位移」效果 

資料來源：劉亭華（1989）。《內衣的選擇與穿著》。台北：星光出版社。頁 16。 

胸罩的移位理論基本上將人體脂肪視為可塑性強的流動體，因而具有移

動、歸位、調整的潛力。在許多介紹胸罩功能的圖片中可以看到帶著箭頭的線條

被用來說明各部位胸罩結構施力於脂肪的各種力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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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胸罩商品力學圖（1） 

圖片來源：PC Home女性購物（http://ladyshop.pchome.com.tw/index.htm） 

 

圖 7-4  胸罩商品力學圖（2） 
圖片來源：PC Home女性購物（http://ladyshop.pchome.com.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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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罩技術整合了更多專業領域而獲得技術的提升和進步：時尚流行的資訊

教導女性如何選擇內衣以搭配不同剪裁的外衣：要露？不露？要怎麼露才得宜；

美容醫學則界定了乳房和身材的黃金比例；人體工學著重人體活動與空間、設備

間之合理關係，試圖以最少的作用力獲得最高機能效率。應用在胸罩設計上，包

括材料科技的進步（高壓力、高透氣性的布料、記型鋼圈、U 形背帶等），還有

在人體（包括人體測量學、人體解剖、人體生物力學）和工具（工程學）兩者間

精密的計算與控制，設計出以最低的物理壓力達到最大機能的胸罩。若女性想要

操控胸罩這門自我技術，她被期望在自我、身體，和上述這些的商品知識和環境

所構成的生活系統中做出道德的選擇，實在不是一件自然而然、輕而易舉的事情。 

儘管胸罩技術提供越來越多的知識解決消費者建造（make）自我的過程所

遇到的難題─乳房下垂和外擴；然而，胸罩技術同時也是製造這些問題的來源，

唯有不斷為消費者製造難題，胸罩技術的專業才有立足之地。因此，即便婦女已

經掌握了操作胸罩機能的秘密，但是，她們對下垂外擴的憂慮始終無法完全解

除，她們必須時時刻刻保持對自我身體的監控和注意力，否則流體脂肪一旦失控

就難以救回，使身體擁有者落入道德失序的自責和沮喪。 

「托高」、「集中」幾乎是每位受訪者都認同的乳房審美觀；相對的，「下垂」、

「外擴」、「副乳」則是她們共同對抗的目標，甚至被視為一種需要接受「矯正」

的「症狀」（symptoms）。所謂「症狀」是指在地的人們可以正確地描述並相互

理解這幾項生病特徵的標準化真相（truth）。某些症狀在某種歷史文化背景下，

或者對於不同階級、種族、年齡與性別的人們而言具有特殊意涵。譬如，更年期

是白人中產階級中年婦女特殊的怨訴，但是其他大部分文化的婦女很少把「停經」

這個生命轉化階段當成症狀和病痛。白人中產階級中年婦女處於商業宣傳集中崇

拜青春與性吸引力的社會，她們對停經期的怨訴是因為害怕生命轉向老年與無性

的無經期階段（Kleiman, 1994: 22）。 

同樣的，「下垂」、「外擴」、「副乳」成為台灣婦女害怕抗拒的身體症狀，被

後的特殊意義是她們對於流體脂肪失控的焦慮。「下垂」、「外擴」原本是皮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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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老化的正常生理階段，組織失去彈力使得乳房外觀不易支撐起來。老化對她們

的意義不是肉體的衰弱和死亡，而是肉體的失控；相對地，維持住「集中」、「托

高」的胸型則表現出身體擁有者的青春意象：她是有精神、具性吸引力、也是有

智識的，時時妥善管理她的身體。 

儘管第二波女性主義者批評那些追求青春美麗的女性是無知、盲從且不理

性的，然而，從上述探討複雜的胸罩知識與技術的提升，本研究肯定女性越來越

能掌握胸罩技術以管理並展現女體，也許女性害怕老化的慾望看起來是不理性

的，但是她們追求延緩老化的技術卻非常理性，而且越來越進步、越來越嚴密。

魔術胸罩以添加物墊出豐滿乳房效果，但是，近幾年來強調防副乳的胸罩商品反

映出婦女對自我身體的經營管理有更嚴格的要求：「我們不要假的填充物，只要

把流體脂肪善加管理歸位，每個人都能擁有好看立體的胸型」。 

不同於前現代緊身胸衣以規訓、壓抑、控制婦女身體為目的；現代婦女能

夠操作胸罩的機能管束好自己的乳房外觀，不但代表著她主動吸收科學理性的商

品知識的能力，也代表者她持續對自我身體的關心、對身體感覺有很敏銳的知

覺，她才有能力操縱胸罩商品並有效地表現出適切的身體樣態。身體的自我監控

雖然帶給婦女持續的焦慮感，但成功地掌握自我身體技術同時也產生自我肯定和

愉悅感。因此，她們費力、持續地對身體進行經營、監控、改造，不應被精英女

性主義者訕笑為無知而不理性的，而應被肯定為女性挑戰自然極限的自主積極行

動。 

 

三、不斷重構女性主體的過程 

肉體，是自我的承載物；身體，是自我實現的具體表現，是構成連貫自我

認同感的一部份。藉助全面而持續地控制身體規則化，積極的自我認同感的才得

以維護。當個體偶遭突發事件或攻擊事件時，她們身體整體性感受和身體自我安

全的感受被戳破，接著，會出現斷裂和自我懷疑，個體必須想辦法修補自我認同

的危機，重新掌握良好的自我感覺。因此，反思性自我不是持續穩固的狀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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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歷經全面且持續的重構過程。 

穿胸罩不是一個自然而然的行為，女性費力地操作胸罩和身體之間的協

調，有助於穩固本體安全感。所謂本體論的安全感是在協調的日常生活和慣例之

上建構的防護甲或保護層，幫個體在日常生活行動中「過濾」掉許多危及自我完

整性的威脅。雖然偶發事件的入侵會暫時性地撕裂並穿透保護層，並威脅能動者

身體和心理上的完整性，但基於個體對未來和環境的基本信任，「不受傷害」的

感受又會馬上湧現。本體安全保護層使得個體能以自然態度面對例行化日常生

活；而對日常互動的例行化控制也主動地再生產了保護層，並構成行動者本身穩

定的自我認同，及身體上、心理上的完整性（Giddens, 2005: 72-3）。 

abby 從國中發育時，男同學會從背後故意「戳」她的胸罩。她認為都是胸

部害她成為被男同學嘲笑的對象，長久以來無法建立起正面的身體感覺，乃致於

無法肯定自我的陰性氣質。男同學的捉狹造成她對環境感到不友善和不安全，自

我認同的危機也反映在她無法順利地建立起本體安全的保護層。由於 abby 未建

構起健全的本體安全保護層，無法積極肯定自我的陰性氣質，難以自然地操作身

體和動作表達成熟女人的氣質， 連調整一下內衣、撥一下肩帶這類日常生活中

的小動作對她而言都極不自然，不敢輕舉妄動。 

abby：有些女生她們好像已經很習慣穿胸罩了。對我來講，感覺她們

好像年齡比我大的感覺，可是她們其實年齡跟我一樣，可是她

們的外表上看起來比要成熟，而且她們好像不會覺得穿胸罩是

一件「怎麼樣」的事情。 
研究者：妳覺得她們穿內衣「很自然」？ 
abby：譬如說在廁所裏面的時候，她就會調整她的內衣啊，她也覺得

很自然啊。可能上課的時候撥一下什麼的，她也不會覺得怎樣。

可是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覺得還蠻害怕讓別人看到我做這一類

的動作，我沒有這樣的習慣，把這種東西當成是很自然的東西。 

從 abby 的例子我們可以看到自然態度的脆弱性：自然態度將有關我們自

身、他人和客體世界的種種問題視為理所當然、置而不論，避免打斷日常生活的

連續性（Giddens, 2005: 70）。然而，當 abby 的身體處於不友善的環境裡（異性

的訕笑），面臨自我認同的危機時，女性舉手投足間不經意地調整內衣、撥弄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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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這類習慣性動作都會被 abby 加以問題化。我舉 abby 這個例子是為了說明她已

經發現在日常互動場域中純熟地表現「做女人」有關的正常外表和行為舉止，事

實上需要透過自我高度反省和嚴密監控得以達成。在穩固的本體安全保護罩之

下，「個體可以繼續現行的活動而無須對環境的穩定性投以太多關注」（轉引自

Giddens, 2005: 94-5），維繫日常生活連續性的自然態度，使得人們已經忘記「行

走、穿越馬路、造句、穿衣、繫鞋和填寫表格，所有這些現在不需思考就能很好

履行的慣常活動，是在過去通過一個習得過程而達到的，而這些過程的早期階段

的商定則充滿著艱難」（轉引自 Giddens, 2005: 93）。 

自我，是個體負責實施的反思計畫，「我們不是我們現在的樣子，而是對自

身加以塑造的結果…個體的變化依從於他與她所參與的重構努力」（Giddens, 

2005: 120）。構成自我之部份的身體受到持續且全面地自我監控，同樣的，自我

的反思性也是處於持續的、無所不在的重構過程中。「成為女人，是一項充滿風

險的事業」（Giddens, 2005: 159），自我和身體的形構是發生在風險社會的框架

中，個體隨時都有可能因為外在的突發事件暫時性被穿透本體安全保護層，造成

自我認同的危機。然而，危機就是轉機，主體為了維持合諧一致的自我認同，必

須重新肯定自我價值，再一次創造良好的自我感覺。 

活在媒體中介經驗容易入侵日常生活的現代社會中，媒體真實和日常生活

失去了明確的界限，讓女性閱聽人將加工後的媒體美學影像視為可追求的身體設

計遠景，對自己不完美的身體感到缺乏自信。Spadola 曾舉例一位在舊金山執業

的整形醫生羅倫‧艾斯肯納基說，顧客往往告訴她，她們只是想要「標準」的胸

部而已，然而她在檢視過一對又一對的標準胸部後，才明白顧客所要求的其實是

「不尋常」的胸部，也就是媒體替我們塑造的「理想」胸部形象（Spadola, 2000: 

4）。這就是主流女性主義媒體批判的核心論述：廣告/消費/通俗文化單一化女性

身材尺碼，對廣大無知的婦女進行洗腦。這些一窩蜂跑去整形瘦身的婦女，被貶

抑為無法辨別商業和父權陰謀的文化呆瓜（cultural dumb）。卡維波將主流女性主

義的批判邏輯簡化為三部曲：（a）媒體呈現出一個美貌性感的苗條女體，（b）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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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到後腦海中就慾望並認同這個苗條女體圖像，（c）因而就開始以行動（減肥

瘦身）來改造自己的身體（卡維波，2004：157）。 

與受訪者訪談的過程中，的確可以發現某些乳房特徵是被她們慾求的，譬

如大罩杯、集中托高的胸型，還有粉紅色的乳暈。一向對自己身體很滿意的小狐

狸，有一次不經意地看到室友 E 罩杯的胸罩，第一次懷疑自己只有 B 罩杯有點

「不夠看」。後來她又重新發現自己身材的優點：平均尺寸的身材有更多成衣樣

式的選擇，這個發現不但使小狐狸恢復了良好的身體感覺，而且比起以前又更加

喜歡自己的身體。 

之後我覺得胸部太大在台灣衣服很難買。我後來發現我那個學

妹，她穿衣服都是穿那種很寬大的 T 恤，運動型的。就不像我，可以

穿比較貼身的，譬如針織衫。她一穿就會特別突顯。雖然她的胸部比

我大，其實我能選擇的衣服，不管是外衣或內衣，或者是我能做的打

扮，其實在外衣的選擇其實比她多很多。我的身材其實也沒什麼不好

啊，在台灣就是屬於那種平均尺寸，所以我的選擇很多，她們的選擇

就比較少。所以後來就對自己的胸部蠻滿意的。 

受訪者小菱身材稍胖，周遭的好友都促她減肥。她回想起過去雖然胖胖的，

但卻不會感到非常自卑沮喪，是因為她認為自己不管如何肥胖、邋遢，至少胸部

還是很傲人，路人可以一眼就辨認出她是女的。不必像其他女人必須刻意打扮經

營她們的陰性氣質，小菱用最原始的性身體（sexed body）就可以最具差異性的

方式表現女性的陰性氣質。 

小狐狸和小菱自我認同構成盪於三部曲「之間」，她們的自我感覺的確對受

到媒體再現的某種審美觀威脅，或者她們的確慾求某種樣態的身體外觀，但不見

得會立即具體化地改變自己的身體。小狐狸和小菱為了修補良好的自我感覺，她

們重新在自己身體上發現具有優勢的特質，解除了自我認同的危機，直到下一次

突發事件穿透她們主體安全的保護層。 

審美觀不是普世（universal）且穩固（fixed）的判斷，沒有哪個女人是絕對

完美或絕對缺陷的。審美觀也不全然出於男性慾望，個體能積極掌握審美觀的主

動詮釋權。小狐狸和小菱在身體感覺遭受破壞之際，重新詮釋了她們身體特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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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並「過濾」掉那些威脅到自我認同完整性的審美條件。另一位受訪者小欣，

她對自己的乳房非常滿意自豪，因為她的乳房符合了時下評判美麗乳房的審美

觀：大小適中、乳房形狀沒有下垂外擴的情形、乳暈大小和顏色都恰當。但是，

小欣說到一個重點，今天她能喜歡自己的乳房，不只是因為她的乳房符合主流審

美觀的標準，事實上她根本掌握了詮釋審美觀的主動權力，即使遇到抵觸主流審

美觀的威脅，她也能找出「自圓其說」的角度，重新找回良好的自我感覺。 

但是今天我的乳房是不符合主流的樣子，譬如說外擴或者（乳暈

色素）很黑什麼的，我覺得我應該也會想一套方法來認為我很漂亮，

或者是覺得沒有什麼好自卑的。 

基進改造身體的行為（如整形手術、刺青、厭食症）被新左派平反為個體

為了努力掌控自我感覺的積極作為，而且身體改造的程度越大，象徵個體對自我

和身體的操控意志力更強，社會反抗力越猛。相較之下，上述這些對自己身體時

而感到不滿、卻沒有積極改造的女性，似乎被貶抑為懦弱、被動，及安於現狀的；

女性消費不同於驚人次文化的消費行為（例如胸罩購物），也被貶抑為被動、受

操控、服從主義式的主流消費。 

有幾位受訪者跟我談過曾有想過整形手術的念頭、卻沒有真正去做的原

因，我不認為這些沒動手術的女人只是礙於害怕改變現狀而被動地接受自我身

體。例如認為擁有男人心理和女人生理的 Paco，曾經動過做變性手術的念頭，如

此一來她愛女生的性傾向才可以被社會接受。女變男的變性手術是把大腿內側的

肉割下來做出男性陰莖，Paco 評估後認「很傷身」、「會早死」，從此就打消了變

性手術的念頭。Paco 並不是缺乏接受變性手術的勇氣才作罷，「成為男人」只是

她經營身體的一個項目，她同時還必須評估身體完整性、受損程度和生存機率等

其他項目，身體經營是一個全面性的評估考量。 

穿上束胸使得女性乳房頓時轉化為男性結實的胸膛，使得 Paco 得以營造出

她高度一致的「男人樣」性別展演。Paco 不只是被迫接受現實的女性身體，就像

她沒有把過去穿的胸罩全部丟掉一樣，女性身體和胸罩也許有一天還有再利用的

機會，為自己保留更廣的性別踰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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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生一點也是我的樣子啊。只是我在不同的面前，會有不同的樣

子。像那個時候在比較保守的公司工作的時候，穿著也比較中性一點。

我也會穿緊一點的 T 恤啊，還有穿內衣啊，這樣看起來會比較有線條，

這樣比較好做事情。可以叫得動別人做事情。因為男生是笨蛋啊，穿

成這樣男生比較會幫妳做事情，所以我不討厭男生，因為他們有時候

會幫我做事。 

福爾摩沙乳房重建基金會的羅阿姨，是本研究唯一曾經接受整形手術的受

訪者，但是，她仍不斷強調乳房重建手術和一般整形手術是不一樣的。姑且不論

她對一般隆乳手術的非議可能重挫女人「做性感」的主動性，她試圖藉由批判隆

乳手術強調乳房重建手術不但不會造成異化的自我，反而使她得以重新掌握身體

完整感，重構了羅阿姨罹患癌症之前的自信和自尊。 

羅阿姨：與身俱來的我們就接受啦，都不需要自怨自艾，對不對，父

母親給我們的，我們就接受。但是現在因為整形風很強盛，

很多年輕小姐去做，我覺得不需要這麼做，不要去做一些虛

假的動作。 

研究者：乳房重建手術的心態跟那些隆乳女性的心態是不一樣的嗎？ 

羅阿姨：不是、不是那種心態。完全是希望說，我失去的，再重新擁

有。我不太覺得要去做這些動作（按：隆乳），但是重建是完

全不一樣的。有的人認為說，哎呀，都是愛漂亮，不是，我

覺得不是愛漂亮。因為一方面是說，妳失去妳身上的一部份，

尤其是妳的胸部，妳會很在乎。還有就是說，妳會覺得回到

正常的生活，很高興。 

「成為女人，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業」（Giddens, 2005: 159）。女人必須持

續全面地監控自我身體，才能表現出適切的現代陰性氣質，維持穩定的自我認同

感。然而，成為女人的持續過程充滿風險，外在環境的突發事件都對婦女本體安

全產生潛在性的威脅，例如自然下垂的風險、乳癌病變、遭受異性嘲笑或性騷擾

的不安全環境、媒體美學影像的入侵滲透等。當本體安全防護罩遭受突發事件暫

時性入侵時，會造成個體自我認同的危機。美容手術是最徹底、最基進的身體技

術，但是對身體的侵入性和風險程度也是最高的。在同時考量身體外觀的經營和

生命系統的維持，以及身體和自我認同的協調性之下，速成的美容手術不見得是

最好的方法。因此，她們願意花更多時間、給自己更多機會，找尋其他更安全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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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技術縫合身體和自我認同的高度協調。這些拒絕美容手術的婦女不是出於無

力改變而被迫接受自我身體，她們必須重新掌握審美觀的積極詮釋權（小狐狸、

小菱），並且再次充分利用自我身體（Paco）。 

在反思性自我的建構過程中，自我不是穩固的。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突發

事件必定會造成個體間歇性的自我認同危機，在面臨自我懷疑的關鍵時刻，現代

反思性自我技術不是鼓勵個體拋棄自我、造成自我的決定性斷裂，而是在不危及

既有本體安全感框架的基礎上，幫助個體修補、穩固、強化、創新她的良好自我

感覺。研究的受訪者透過〈危機─修補─再重構自我認同〉的過程，她們越來越

能喜歡自己、肯定自己、重新認識自己、照顧自己，並且身體與自我的關係越趨

密切協調，甚至比沒有經過考驗的自我更加堅定，這就是本研究所謂「不斷重構

的女性主體」的積極過程。 

 

四、女性主義與生活政治 

本研究的受訪者對女性主義在生活上的援用是高度混雜的，所有在生活上

能實際幫助個體解決構成自我的難題的各種女性主義知識，被擷取、彙整、混雜

成女性追求生活政治的資本。 

台灣的婦女運動和女性主義學術發展受到政治經濟背景的影響，對西方女

性主義的引入有其獨特之處。早期台灣的戒嚴政治體使得媒體一直受到國家父權

的嚴格監控，媒體再現的女性身體，和新聞自由一樣，受到主管單位嚴格的規範。

也因此，直到現在，台灣主流女性主義媒體批判的論述，仍是以抨擊資本主義物

化女性身體為主要言論。反消費的論述壓抑並否認婦女「做性感」的愉悅，那些

愛美的女性不過是落入「女為悅己者容」的資本主義父權陰謀，追求美貌的虛榮

使得女性淪為從屬於男性的次等階級。 

然而，要婦女仇視男性的言論企圖崩解社會中既有的男女不平等性別權力

架構，卻毀壞了她們日常生活中的固有本體安全框架，因此，難以透過實踐層次

上真正落實反消費和反父權等主張。台灣婦女運動在 90 年走向差異化，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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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研究和多元性別認同等相關研究開始發展，產生更鬆動兩性性別政治的言

論。 

楊芳枝（2002）觀察國際中文版女性雜誌，歸納九零年代以來發展的「美

麗壞女人女性主義」：同時擁有溫柔愛美的女性特質，並掌握經濟獨立權。八零

年代以來，正當台灣消費社會興起、服務經濟導向和快速國際化之際，自由派女

性主義著重法律改革、爭取女性工作平等權和教育平等權，以及修改民法篇，的

確孕育出新一代高社經地位的女性。在婦女普遍認為消費能力是婦女運動的成就

之一的情形下，透過消費做性感、享受性愉悅、生活風格選擇權的這類學術論述

很容易與資本主義結合，並獲得女性消費者的認同。九零年代的女性雜誌已經很

少看到婦女與廚房構連的論述，而是以年輕、具獨立經濟能力的都會女性為訴

求，此時媒體強調「愛自己」、「愛享樂」、「有自信」的女性主體（楊芳枝，2002），

平反女性消費的罪惡感。因此，沒有任何單一取徑的女性主義，能夠解決同時擁

有經濟資本（工作權）和文化資本（教育水準）的獨特台灣新女性在經營自己所

遇到的難題。 

晚期現代性的特徵是生活政治，與女性主義一直以來「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的主張不謀而合。生活政治就是選擇生活風格和完成自我實踐的政治。Giddens

指出，女人日益地從家庭向外邁步，對於從封閉的家庭裡被解放出來的婦女而

言，認同就成了最突出的問題，也就是持續地思考「我要成為誰」的問題

（Giddens，2005）。充斥在各個領域、各門各派的女性主義論述，被婦女打破類

別、重新混雜組合成能夠幫助她們創造新的自我認同的自我幫助手冊。因此，儘

管解放的關懷仍然是婦女運動的根本，但齊頭式地主張男女平權對個別婦女而言

沒有迫切性和重要性。生活政治才是女性主義與一般婦女進行縫合的交匯點，經

過反思後的專家知識才能被個體高度信任和利用。 

羅阿姨援引馬克思女性主義為女性消費在家庭開銷的正當性賦權，就是一

個很好的例子。羅阿姨協助乳癌病友諮詢時發現，有意願藉由乳房重建手術修復

自我認同的婦女，面臨的首要難題是如何說服家中父權爭取 20 萬元的手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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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對家庭的勞務貢獻和開銷是隱性的，因此，父權家長認為省下 20 萬元的手

術費可以用作其他家戶開銷。乳癌婦女想要透過乳房重建手術重新「做性感」的

需求被家中父權判定為不必要的開支，婦女被趕回封閉的家庭裡做一個無性的良

家婦女。 

當婦女意識到父權成為她們「做自己」和「做性感」的障礙時，她們才開

始思考反省如何與父權對抗的問題，並從各種女性主義論述中找出可以協助解決

自我問題的知識資本。羅阿姨援引馬克思女性主義的主張，要病友重新肯定 10

幾年來被隱形化的家務勞動價值，理直氣壯地跟家中父權爭取 20 萬元手術費。

羅阿姨教這些病友回去跟先生說：「欸，你去找一個外傭吧，我也去外面幫人家

照顧小孩、照顧家庭，還有得賺」。儘管羅阿姨對於煽動婦女與家長父權對抗，

可能會造成別人家庭不和諧而感到不安，但她鼓勵婦女應該「自強」，只有自己

才能捍衛「做自己」的自由。 

1960 年代，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在西方國家出現。與過去

基於馬克思「基礎/上層結構」（base/ superstruction）的經濟化約論，克服剝削、

不平等的社會關係的政治運動不同。政治運動的取向是帶領個體「脫離」限定框

架，而非「朝向」慾求的生活風格。生活政治關心的則是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也就是個人身分的宣稱（woodward, 2004: 35）。未來生活政治的關懷

會滲透到更多生活領域中，例如，身體不再是固定生理學上的實體，而成為「互

動、佔有與再佔有以及將反思性的組織過程與系統化的有序專家知識連結起來的

場所」（Giddens, 2005: 306）。我們必須承認生活政治是晚期現代系統的特徵，若

女性主義的認同政治實際上仍預設了男女的「基礎/上層結構」，女性主義運動宗

旨在於爭取男女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將抹煞了女性內在更複雜的差異性認同政

治。因此，各門各派的女性主義再也沒有競爭「正當性」的必要，沒有所謂「真

的」與「假的」女性主義，各個門派的縫合，還有來自學術和商業的專家知識與

一般人的縫合，都是以生活政治為關心點才能打破類別、重新組合為能夠幫助女

性解決自我認同危機的自我幫助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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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解放政治與生活政治 

解放政治 生活政治 

一、把社會生活從傳統和習俗式權力的

僵化生活中解脫出來。 
一、從選擇的自由和產生（作為轉換性

能力的權力）中得來的政治決策。

二、減輕或削減剝削、不平等或壓迫。

所關心的是權力或資源的差異性

分配。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創造能夠促進自我

實現的道德上無可厚非的生活形

式。 

三、服從於正義、平等與參與的倫理學

的律令。 
三、在一種後傳統秩序中提出有關「我

們應該怎麼生活？」這樣的問題倫

理，並抗拒存在性問題的背景。 

資料來源：Giddens（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頁 302。 

 

第二節  研究檢討 

本節欲檢討本研究對論文計畫的修正。進行研究之前，我從學術研究的角度

在研究計畫裡提出四大女性日常生活脈絡作為本研究執行的架構。以下將探討正

式研究時遇到的困難，以及為了完成研究如何修正原本的研究架構。 

正式訪談前，我以學術興趣將女性的主體性想像並切割成媒體閱聽人/消費

者經驗/個人生命史/異性戀實踐這四項，在這幾個不同情境、場域，與他人、制

度和結構底下，探討台灣婦女的身體如何參與反思性自我的形構過程，並產些哪

些多元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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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四大主體脈絡之架構圖 

 

為了執行研究架構，我的訪談大綱也是依據這四大主體脈絡所設計的，各

部份設計了 5 到 10 個問題，整份訪談大綱總共包含 35 項問題。以下節錄自當初

設計的訪談大綱供讀者參考。 

 

 

 

 

 

 

 

 

 

 

女性主體

媒體閱聽人 消費者經驗

個人生命史 異性戀實踐

女性主體 

everyday life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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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第一部分：生命史或個人成長過程 
1. 您對於自己乳房或整體身材的評價為何？ 
2. 您覺得乳房和胸罩對你來說有什麼意義？ 
3. 您是否曾經做過胸部整型手術？為什麼？ 
4. 您是否曾經在胸部發現硬塊？結果如何？ 
5. 您對胸部的老化有何感受？ 
 
第二部分：對內衣廣告的觀感 
1. 您生活中曾注意到哪些不同媒體形式的內衣廣告、目錄或 DM？ 
2. 請問您對女性內衣廣告的注意程度？ 
3. 請問您在什麼情況下會跟其他人談論到內衣廣告？ 
 
第三部分：胸罩與異性 
1. 您的胸部或身材曾受過異性的「讚美」或「騷擾」嗎？ 
2. 您的乳房和乳頭在性愛中扮演何種角色？ 
3. 請問您是否知道您的伴侶喜歡什麼樣式的女性胸罩？ 
 
第四部份：內衣消費的部分 
1. 您認為胸罩是奢侈品或民生必需品？ 
2. 請問您購買內衣的習慣為何？(購物地點？品牌偏好？敏感價格？多

久買一次？一次買幾件？成套 or 不成套？找認識的專櫃小姐嗎？試穿

or 不試穿？) 
3. 您認為專業的專櫃小姐必須具備哪些條件？ 

    論文的尾聲，將要檢討當初設計的研究架構（個人生命史/媒體閱聽人/異性

戀實踐/消費者經驗四大主體脈絡），和研究工具（訪談大綱）在執行期間遭遇哪

些困境，以及經過哪些修改，最後才能完成本篇探討消費胸罩之於婦女形構自我

認同意義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的修正 

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趙彥寧指出，研究者的興趣不見得能完全對應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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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的興趣（註：論文計畫審查時給的意見）。訪談大綱是基於理論基礎設計

的，然而，預先將流動交錯的女性經驗切割、區隔，著手訪談時面臨與被研究者

在地日常生活經驗不相吻合的情況，空手而返。例如，在規劃研究之初，研究者

為了強調本論文出於傳播研究所的正當性，預設女性身為媒體閱聽人的主體性，

急切地想問出胸罩廣告對閱聽人的效果影響。然而，即便研究者再怎麼苦思如何

引導這類「答案」的問題，受訪者往往還是無動於衷地說：「我不曾注意到內衣

廣告」、「內衣廣告不曾影響我」。 

另外，雖然從這份訪談大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探索「意義」的研究，例如

「您覺得乳房和胸罩對妳來說有什麼意義」等問題，實際上這樣的問題卻讓研究

者問不出「意義」。「意義」是分析層次，不是描述層次，必須經過反身再詮釋的

過程才能產生。受訪者能提供的是她們寶貴的日常生活直接經驗，雖然有些受訪

者也具有高度反身性和分析意義的能力，但要求受訪者立即自我分析出一番「意

義」的問法，時常讓她們不知如何回答，顯現出研究者對受訪者的錯誤期待。 

基於在執行研究時發生上述兩點致命的困境，研究者改採生命故事研究方

法，視每位受訪者為擁有獨一無二生命經歷的個體，不再汲汲營營地從受訪者那

邊套出研究者想知道的答案，而是真誠地從頭開始認識每一位受訪者，傾聽受訪

者的生命經歷。既然如此，當初設計好的訪談大綱顯得累贅多餘，研究者僅以「請

回憶妳過去曾經發生與胸部和胸罩有關的事情」開啟訪談，這個提問讓研究者順

利地被受訪者帶領進入她們個別生命經歷的反思當中。 

 

二、研究架構的修正 

由於方法修正為生命故事研究方法，讓研究者順利地從受訪者的自我敘說

中取得豐富的生命故事，研究者接下來的任務就是把這些不同的故事整併、篩

選、構連之後，試圖分析出胸罩和乳房之於女性主體建構的意義。以下將檢討研

究之初設計的研究架構，如圖 7-5 所示，歷經哪些調整與變動。 

首先，不同女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胸罩或乳房生命體驗。由於本研究特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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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個體如何透過她們的身體反思喚起主體意識，因此，研究者對女性乳房生命經

驗的脈絡化想像是以生理現象為主，例如乳房發育、乳房（大）尺寸、哺乳期、

乳房病變（特別是乳癌）、乳房老化等。 

實際執行研究之際，我放棄了以學術興趣為出發點的深度訪談法，改採生

命故事研究方法，由受訪者提供的生命故事題材中，找出數個分析方向。也就是

說，生命經驗這部份被提升為支持整個研究取徑和方法的層次，指引本研究從方

法設計、資料蒐集到資料分析的各個步驟，將本研究從研究者導向轉為受訪者導

向，不只是四分之一的預設分析結果。生命故事提升到方法層次，突破原先研究

者從生理現象對乳房生命經驗的想像，受訪者提供了與他人互動而產生的五花八

門乳房生命故事，延伸了本研究討論胸罩和乳房社會文化意涵的觸角。 

乳房生理變化和特徵（乳癌病友、大罩杯女性），和其他胸罩穿著經驗（不

穿胸罩的女人、女同志對內衣的多重選擇），的確為女性帶來獨特生命經驗，進

而再形塑她們的自我認同，這部份仍是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之一。第六章即是在女

性胸罩和乳房的脈絡化經驗中，探討女性主體在不斷重構的過程裡面臨到「多元」

的環境、風險、他者，必須不時調整策略以及主體和世界的關係。 

第二部份欲探討胸罩消費的意義，最後被擴大為貫穿本論文的主軸。第二

章從歷史文獻探討台灣胸罩產業歷經三十幾年來高度現代化的發展，第四章從專

家系統（胸罩產業）、專家（專櫃小姐）、消費者和自成專家這些機構和人的互動

中，描繪出現代胸罩的集體消費特徵。第五章則微觀個別女性使用胸罩的不同方

式，為被正常化、消極化和去政治性的女性消費再次賦權，找尋胸罩消費提供主

體能動性的潛力。 

 第三部份將胸罩視為「做性感」的自我技術，欲探討胸罩影響婦女在性

（sex）、性別（gender）、情慾（sexuality）等不同層面的自我認同，並加入兩性

互動的觀點。然而，這部份並沒有發展成功，一方面礙於訪談技術的限制，受訪

者不願意透露更多私密的性事；另一方面受訪者可能害怕遭受「女為悅己者容」

的批評，而不斷向研究者強調消費胸罩的自主性不曾受到男友偏好的影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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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初想探討男性如何介入胸罩消費的構想也未達成。受訪者對於性的想像超

出了性（sex）、性別（gender）、情慾（sexuality）這三層學術建構概念，和男/

女兩性框架，再加上這部份的訪談資料不足，難以集結成具體的結論，因此散落

在各篇章裡。 

最後，是當初研究者為了增強本研究與傳播研究的構連，而預設廣告媒體

對消費行為必定發揮某種程度的媒體影響力。然而，許多受訪者都表示平時並沒

有特別注意內衣廣告，或不曾受到內衣廣告的影響，這樣的結果似乎看不出媒體

與女性日常生活的關連性。後來研究者發現，這樣的結果不能說明媒體再現與女

性消費是無關聯的，而是媒體發揮的影響力不侷限於消費行為層面。例如很多受

訪者都會跟我討論到「蔡依林和小 S的胸部到底是不是假的」的話題，還有專櫃

小姐也提到，許多消費者分不清楚經過人工修片的完美媒體美學影像，與自然

的、不完美的人體是不可相比的，一味地要求自己的乳房也要擠成刷卡機的樣

子。由上述兩個例子可以看到女性對自我身體的感覺受到媒體影像的入侵和中

介，那麼，又怎麼可以說媒體之於閱聽人是完全沒有影響力的呢？ 

經驗性研究鼓勵不同團體表達自我觀點，形成知識的相對主義，充實男性

觀點為主的既有知識論述。然而，進行以被研究者為導向的經驗性研究時，研究

者必須放棄預設的學術觀點，面對更開放的研究結果，難免產生無法掌控研究的

焦慮感。本節檢討經驗性研究在執行上遭遇的難題，希望提供日後各方面經驗性

研究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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