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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誤入學術殿堂的小白兔 

能考上師大大傳所，真的是一不在人生規劃裡面的事情，也有可能早在心底面醞

釀了很久，只是自己尚未察覺，缺一個臨門一腳的契機。2008 年金融海嘯，本

人也非常榮幸地參與這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一年，那年便利商店的雜誌有很多相

關的主題，例如，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不會再想當工程師或再給我一次機會，我

會去環遊世界等等。當時後，我也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被炒魷魚得話，或者是我

現在真正想做什麼呢？真的是天賜良機，我於 2008 年 10 月底被公司告知要開除

我，其實在那年 4、5 月份，就有感覺訂單量減少，公司工程師也非常優閒，上

班氣氛非常詭異，主管每周一開會都會發飆、罵人。被開除後，我從新竹返回台

北，又開始重新找工作，但都沒有下文，我一開始很難過，常常在房間裡痛哭，

12 月份時候，我哥說，之前大學不是有考過大眾傳播研究所，反正現在也快到

研究所考季，就再考一次吧！我當時心裡面有點抗拒，因為我想要賺錢，但從

11 月份返家到隔年一月份，履歷表投了上百封，全部都沒有下文，跟所有失業

者一樣，我去了勞工局申請失業補助，第一次去的時候，從下午三點排到晚上十

一點才申請到，原來好多人都失業了！如果這麼多人也都失業，這是整個市場的

問題，我不該認為自己是沒用也不該花這麼多時間難過，我決定趕快找個目標來

追求，那就是研究所考試。危機真的是轉機。我就這樣一邊準備研究所考試，一

邊領失業補助金找工作，失業補助金的領取需要證明自己雖然已經，但每個月都

有認真地找三份工作以上，說實在，我一個月不只找三份工作，後來，也幸運地

在研究所放榜兩三個月前找到薪水不錯且距離家裡很近工作（騎車不到五分鐘）。 
 

過程越苦，回憶越甜 

我不是很聰明且很勤勞的研究生，所以，我成績一直都是班上的最後一名，不知

道誰發明了全班名次排序這種東西，害我每次打開成績單系統，都有點難過，另

外，我每次也在想倒數第二名是誰呢，她應該感謝我，因為我永遠在替她墊底。

讀研究所過程是非常焦慮的，因為我家是單親，我母親身心狀況不是很好，常常

隔天要交報告或者是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媽總是會出一些問題，真的很苦。碩三

那年更苦，換成我自己身體狀況不好（當然我知道，心裡先生病，身體才會生病），

且我連個自己喜歡的題目都沒有，雖然有個題目，但自己打從心裡面不想去碰

它，我題目真正產出的時間是在碩三下學期，在這過程中，我也沒跟任何人討論

過這個問題，包括指導老師、家人和同學們，所以我家人對我非常地不爽，我又

是非常ㄍㄧㄣ的人，真的很苦，這段期間有在打工，但只是變相逃避，只是想讓

家人知道自己並不是無所事事。碩二結束課程時，雖然我有一個題目，但我很不

喜歡這一個題目。碩三下，某次跟研究所同學們去吃飯，她們群起給我一大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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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要我做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題目等等建議，當下聽了很難過與不爽，因為，

我已經在寫前三章，這時候要我換題目，會造成我很大的壓力。後來想想她們的

話，似乎有點道理，我真的覺得每個過程或每個身邊的人都是有意義的，且到最

後都會變成對自己是有好的意義的，要不是某一同學直叫我去參加同學聚餐，我

真的很不想參加任何聚會，沒想到當下排斥的，去了，反而給自己另外一個好的

契機去下定決心改變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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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還有學妹劉旻和學弟智凱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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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謝謝所有老師們： 
首先，非常謝謝我的指導老師林東泰老師，我不是一個好學生，常常遲到，又常

常沒按時交作業和報告，但他絕對是一個好老師，因為他很少管我，哈，不是，

是他真的很包容我且對我非常有耐心，Meeting 時，常常花一個小時跟我討論一

些論文和人生觀念等事情。 
 
非常謝謝 Eva 老師，需要常常收到我負面情緒的信件，無條件地接受我的負面情

緒，但從來不跟我講大道理和訓話，常以自身過來者的經驗來鼓勵我，也會非常

坦誠地和學生分享自己所遇到過的低潮、困境。 
 
非常謝謝陳炳宏老師，雖然您碩一常常講一些嚇學生的話，但學生還是知道您是

一個非常慈悲的老師，希望您繼續嚇以後的學弟妹們。 
 
非常謝謝胡幼偉老師，您常教導我們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和讀書、寫論文的方

法，也從您的身上看到，「生活就是一場遊戲，認真就輸了」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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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非常謙虛地說，我也還在學著當老師。 
 
非常謝謝 Kelly 老師，說實在很不熟，哈，但總是跟老師很有緣，也能從老師身

上感受到一股小孩般好奇且熱情的生活態度。 
 
非常謝謝我的口委們，首先是張錦華老師，老師真的是一個非常嚴格且慈悲的老

師，非常謝謝您在 Final 時給我的人生建議，「不要盲目地去追隨主流價值觀」也

非常謝謝老師看見我的美麗（哈）。還有，莊佳穎老師，第一眼從外表來看，會

覺得莊老師是一個非常可愛和溫柔的老師，但我也同時看到老師的堅持和果斷的

一面，非常謝謝莊佳穎老師一直出手幫助我回答張老師的問題和態度溫柔、體貼

地替我著想和問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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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依據Fairclough的三層次分析去分析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

背後所隱藏的話語秩序和意識形態，此三個層次分別為：第一個層次是探討日系

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是如何地去再現女性身體形象和氣質；第二個層次是探討日

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背後所依循的話語秩序為何；第三個層次試探討日系國際

中文版女性雜誌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和霸權。 

 

 本研究把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依照年齡區分為三個世代的年齡層，分別

為 12 到 18 歲的《Popteen》；18 到 24 歲的《MINA》、《VIVI》和《WITH》；24

到 30 歲的《Ray》和《東京 ef》。根據 Fairclough（2003,2006,2010）的三層次分

析所得出來的資料分析，在第一層次女性再現的方面，可以明顯地知道日系國際

中文版女性雜誌會依循各個年齡層來建構一個美麗標準，在 12 到 18 歲為主的女

性，強調體貼可愛的女性形象，18 到 24 歲為性感且略帶獨立的形象，也可感覺

得到日系女性雜誌開始挪用女性主義在雜誌內文，24 到 30 歲開始強調一種獨立

新女性的形象，可以在職場上展現專業幹練的形象也可以溫柔地把家裡照顧地很

好。第二層次的話語秩序的探討，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基本上是一本廣告

型錄，所以最主要是建構許多話語去吸引女性去消費雜誌內的廣告商品。第三層

次的社會結構層次探討，日系女性雜誌複製父系霸權且充滿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

態。 

 

關鍵字：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CDA、批判話語分析、女性主義、父系霸

權、資本主義、美麗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性別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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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John Berger 說，「男人看著女人，女人看著男人眼中的自己」(Men look at 

women. Women watch themselves being looked at)（轉引自，Wolf,1991）。女性雜

誌雖以女性為主要消費對象，但其中對於女性身體與氣質的再現，卻是以一種男

性的眼光來呈現的，複製傳統男女二元對立的刻版印象，例如，女性雜誌常教導

女性如何成為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使得女性淪於父系霸權宰制的對象，現代女

性雖在經濟上已獲得高度自主權，但在身體意象與女性氣質定義上面卻依舊被男

性霸權所控制，何謂「女性」？何謂「美麗」？定義權似乎不在女性自身手裡。 

 

  日系女性雜誌在台灣發行已有十餘年，台灣的本土女性雜誌的編排和內容也

深受日系女性雜誌所影響（唐筱恬，2010）。可見日系女性雜誌深受台灣女性的

認同和喜愛，另外，本研究也可以在各大網路拍賣、夜市和百貨公司看到業者打

著日系雜誌風、VIVI 風或者是最近流行的日系森林系女孩風格作為商品訴求，

日系風似乎是一種流行的象徵，也是一種品質的保證，日系最好的迷思，似乎也

逐漸內化成台灣人的價值體系，日本文化商品在台灣的流行和高度認可，除了透

過全球在地化的行銷策略之外，也因其台灣政府於 90 年代對於日本文化解管制

有關。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搭著台灣文化解管制政策的便車，約在 90 年代挾

帶著龐大的資本，扮演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傳遞日本流行資訊到台灣，透過全球

在地化的行銷策略消磨台日間文化的隔閡，例如翻譯成中文，封面女孩由台灣女

明星來擔任等。自從 1993 年底，新聞局對日本電視節目解禁之後，大量日本文

化輸入台灣，從日本的偶像、價值觀與聲形態，對台灣文化產生很大的影響，日

本的文化產品在台灣擁有一個重要的場域（李丁讚、陳兆勇，1998）。岩瀏功一



2 
 

（2003）也認為，日本在整個東亞地區擁有一個殖民強權，對整個東亞地區的文

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台灣的文化相關政策的開放，使得

日本文化大量輸入台灣，於是乎在台灣的青少年間形成一種哈日的次文化風潮。

因此，可以知道日本文化得以流行於台灣，並非只是資本家透過行銷策略，還得

利於台灣政府對於日本文化的解管制政策。另外，雖然日本是一個高度西化的國

家，在政策上面更提出脫亞入歐的口號，從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典章制度極力

仿效歐美文化，欲建立一個和歐美文化並駕其軀的亞洲國家，但在男女角色的方

面是非常傳統的，仍然認為女性是次於男性的社會階級地位，在許多日本偶像劇

或是日本的政壇到處可見男女階級地位不平等的現象，當然也包括國際中文版日

系女性雜誌。 

  

  在現代消費社會裡面，依其布希亞的概念，物品必須變成符號才得以消費市

場中販賣，本研究可知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利用美麗的模特兒和特殊的燈光

和背景安排，建構一個羅曼蒂克的氛圍，吸引女性去消費其中的商品，女性雜誌

替女性定義美麗、流行時，鼓勵女性去打扮自己、去消費雜誌所呈現的服裝或化

妝品，藉此去證明自身的經濟獨立和愛自己的表現，但其背後乃是依循資本主義

的運作邏輯，除此之外也暗藏著父系霸權對女性宰制。女性主義者普遍認為，女

性所追求的美貌是由父權體制建構的，規訓女性的身體外觀必須符合男性父權的

眼光，此種意識形態宰制，促使女性需要透過購買保養品或打扮去維持甚至改變

她們的面貌（吳佩琪，2003）。例如，可以在日系女性雜誌常可看到文章標題為

「如何吸引男生的眼光」、「如何成為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對於台灣女性消費者有著深遠的影響，除了藉此得

知目前的流行趨勢之外，也希望從雜誌中得知男性眼中理想的女性形態，因此，

女性雜誌不僅只是一本流行指南，也是一本男女兩性之間的兩性戀愛指南，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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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僅受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宰制，也被父系霸權的意識形態宰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由於台灣和日本的地緣和文化關係，1980 年代隨著台灣的解管制和全球化

的影響，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以一種後殖民方式傳遞日本在地的流行文化給

台灣。加上，當時日本偶像劇成功進入台灣電視圈，引起年輕人的哈日風潮，更

助長了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發行（唐筱恬，2010）。 

 

  首先，爬梳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在台灣的發展歷史過程，1990 年代女

性雜誌市場尚未發展成熟之前，日本原文女性雜誌《Non-no》每期的銷售量即有

六萬多本的銷售量，由此可見，當時台灣整體社會已有日本女性雜誌的發展空間

（戴秀釧，1998）。1980 年代開始，隨著台灣第一本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伊

蓉坊》在台灣發行，本土創刊的《儂儂》和《薇薇》兩本女性雜誌也開始介紹女

性流行服飾（張婉珣，2006）。由於文化與地理接近性因素，台灣本土的女性雜

誌的編輯內容也開始模仿日本女性雜誌內容（賴永忠，1993）。 

 

  到了 1990 年代，跨國雜誌集團紛紛在台灣出版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日系

《Cawaii 少女流行誌》是台灣第一本日系時尚女性雜誌於 2000 年進入台灣女性

雜誌市場，由青文出版社發行。消費讀者群鎖定在年輕女性身上，介紹東京、涉

谷年輕少女的打扮（台北市雜誌商業同業公會，2008）。 

 

  2001 年，日本主婦之友社與華文網共同合作發行《e’f 東京衣芙》的國際中

文版，消費讀者群主要是鎖定上班族女性為主，雜誌內容所介紹的穿衣服搭配風

格以日系 office lady 端莊、優雅的打扮為主（陳柔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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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2003 年左右，日系女性雜誌開始蓬勃發展，例如《Popteen》、《spring

春天時尚》、《Ray 瑞美人時尚國際中文版》和《With 時尚雜誌國際版》等日系國

際中文版女性雜誌，主要也是針對年輕少女為主要消費讀群所發行的日系國際中

文版女性雜誌，除了依循以往會介紹女性的流行服飾，也討論著女性較隱私的話

題，例如：男女問題、減肥、化妝技巧（台北市雜誌商業公會，2008）。這時期

的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也開始多元化，目標消費者也開始分眾化，包括不同

世代的女生，例如，學生族群、上班族群和家庭主婦。 

 

  2004 年左右開始，由青文出版社所出版的《VIVI》和《Mina》日系國際中

文版女性雜誌，雜誌內容強調最新、最流行的日本當地流行的服裝穿著搭搭技巧

與生活風格，除了介紹流行衣物的穿著和飾品的搭配之外，也會介紹日本當地女

性的生活，例如，家居擺飾、男女約會型態和感情問題等（台北市雜誌商業公會，

2008）。 

   

  在台灣流行文化裡面，日本流行文化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引領台灣時尚

風潮，而日系的女性雜誌則提供一個獲取資訊與學習日本流行文化的管道（張小

虹，2004）。在台灣的日常生活場域裡面，也常可看到日系雜誌所帶來的流行軌

跡，例如台灣的夜市、網路拍賣網站和百貨公司裡面，也常打著 VIVI 風、日系

雜誌風或者是 MINA 風來做為商品行銷策略，藉此吸引消費者購買物品，女性

藉由消費日系雜誌所展現的商品或品牌，來建立自身在整體生活場域裡的生活品

味和階級地位，消費日系商品對於台灣女性消費者而言，不僅是一種經濟資本的

展現，也是一種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的展現，由此可見，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

誌在台灣女性消費者心中有著高度的認同與影響力，似乎也可藉著探討日系女性

雜誌的流行，進而試圖呈現台灣女性在整體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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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對於本研究而言，閱讀女性雜誌是一種愉悅（後現代），亦也是一種哀愁（父

系霸權宰制），藉著女性雜誌的閱讀，逃避現實生活中煩人的瑣事，沉浸在女性

雜誌中所建構的美麗新世界裡面，但卻又同時被女性雜誌所建構的美麗迷思所支

配，不斷地對自己的身體形象進行規訓，看似一個主動的閱聽者，卻一再地成為

父系霸權底下男性凝視(male gaze)的被動客體。 

 

  除此之外，在資本主義運作的消費社會裡面，女性也希望透過消費來證明其

自身的經濟獨立和生活品味，但卻不知道品味與流行的定義是由擁有強大資本的

文化工業所定義的。Peter 認為，「女性主義」在消費社會裡，變成一種可販售的

符號，也就是說，廣告商和廠商聯手「獨立、參與職場、個人自由與自我控制」

的符號象徵，灌輸女性消費消費者，可以透過消費來成為女性主義者，「專業幹

練」的形象是可以透過名牌套裝來展演、房車也成為「自己的房間」的象徵延伸、

「認真的美麗女人」得擁有信用卡，至於逛街購物更是成為「經濟自主」與「寵

愛自己」的表現（轉引自王宏仁，2010）。 

 

  綜所以上，女性雜誌雖是以女性為主要消費對象，除了介紹女性流行趨勢之

外，也以一種男性凝視來規訓女性的身體和氣質，複製傳統男女二元對立的性別

刻版印象，例如女性柔順的特質；在資本主義宰制的方面，女性雜誌也會一再地

告訴女性消費是一種品味和愛自己的表現，女性本身也希望藉由消費來展現自身

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楊芳枝（1999）也認為，90 年代資本的商業運作邏輯環

環相扣商品消費需求，從微觀和巨觀的商品消費邏輯把女／男人馴服，消費能

力、自我穿衣風格和生活品味，決定一個女性的自主及自我認定，90 年代後期，

隨著跨國集團的發展、全球化、自由競爭的市場運作邏輯，使得國際女性雜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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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品形成商品利益的共生結構關係，並且以商品殖民及商品價位形成我群／

他群兩種對立關係，品味於是乎成為一種象徵「後殖民」與「階層化」的符號。

布希亞也認為在現代社會裡，消費是認同也是一種階級的形成（馮建三，1995）。 

 

  另外，關於白皙皮膚的意義上面，日本人似乎有著不一樣的意識形態思考邏

輯，在許多美白廣告的呈現上面，告訴女性消費者一白遮三醜，但日本人是認為，

白皮膚的階級地位比較高。楊芳枝（1999）認為，日本人是一個崇尚歐美文化的

民族，認為歐美人士的白皮膚是一種階級優越的象徵，日本引進西方的後殖民論

述，將「亞洲」視為他者，在日系女性雜誌的呈現上，日本人較為白皙，如同西

方人一樣優秀。亞洲人是黃皮膚，但其文化本身的意識形態認為，女性一白遮三

醜，白皮膚擁有較高的階級地位，使得各式各樣的美白產品在市面上得以不斷地

推陳出新且大受女性消費者歡迎。 

 

  因此可以知道，身為跨國媒體集團一員的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隨著全

球化，利用著全球在地化策略，形塑高度的文化接近性，傳遞著西方資本主義世

界的生活消費型態，也維繫著父系霸權的意識形態，讓台灣女性透過閱讀雜誌，

對自己的身體、價值觀和行為受到宰制，進行一種自虐式地身體規訓，卻渾然不

知。因此，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目的，乃是透過批判話語分析，企圖解構文中隱

藏的霸權與意識形態，進而自我反思以達到自我的真正解放。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藉由 Fairclough（2003,2006,2010）所提出之批判話語分析的三層次

架構剖析日系國際中文女性雜誌中所再現的女性身體形象和特質，以及揭露文本

後面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2003 年以前 Fairclough 提出批判話語分析的三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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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架構：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層次；2003 年以後，Faiclough 針對

原有的三層次分析架構，稍做修改成：社會事件、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 

 

  在 2003 年以後，Fairclough 所提出的三層次分析架構，將文本層次轉換為更

具體的社會事件層次，從過去著重在文本之內的語言學分析，社會事件層次更著

重在語言和外在社會的關係，關心在社會中發生的具體事件，希望能更和外在社

會連結更緊密，在話語實踐層次則改為社會實踐層次，強調批判話語分析不單純

只是話語實踐，也包含了話語與各種社會實踐，最後是從原本的社會文化層次轉

換為社會結構層次，此兩層次皆為探討最高層且抽象的層次，乃是探討整體社會

的結構和文化，此三層次仍然相互辯證的關係，彼此互相影響。 

 

  Fairclough(2003)認為，批判話語分析主要是關注當代社會的變遷過程，特別

是資本主義變遷過程中對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影響。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挾

帶著充沛的資源，透過文化在地化策略和精準的分眾市場行銷，替不同年齡層世

代的女性定義美麗和時尚，但此一定義過程似乎夾帶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父

系霸權，本研究欲尋著 Fairclough（2003,2006,2010）所提出的分析架構，探討文

本所再現的女性形象和特質，並試圖了解文本產製背後的話語秩序和文本中所隱

藏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  

  因此，本研究的問題如以下： 

一、「文本／社會事件」層次：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如何再現女性身體形象 

  和特質？ 

二、「話語／社會實踐」層次：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所再現女性身體形象 

  和特質和生活風格，其背後所依循的話語秩序為何？如何影響文本的產製？ 

三、「社會文化／社會結構」層次：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流行，潛藏何種

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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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以 Fairclough（1992,1995,2003,2006,2010）批判話語分析做

為本研究主要的分析架構，輔以其他有關女性主義、媒體再現和探討現代消費社

會相關的理論作為本研究的分析理論基礎，希望以批判的視角去分析日系國際中

文版女性雜誌中所潛藏的意識形態。 

 

第一節 媒體與再現  

  

  對於真實社會的認知與了解，人們不能直接親身接觸，於是透過大眾傳播

媒體，但大眾傳播媒體基於組織或個人的考量，不能像面鏡子般反映社會真實，

乃是透過符號再現社會真實，再現是一種選擇、強調和刪除的過程，每一個步驟

都涉及意識形態的考量。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因其本身的資本主義運作邏

輯，透過文字和照片的編排再現女性身體意象和女性氣質，長期閱讀會使得女性

內化雜誌所再現的內容，進而相信雜誌所建構的意識形態乃是真實的，例如，美

麗女人是高挑而且白皙的，只有美麗順從的女人，才能獲得愛情等錯誤的價值觀。 

 

一、女性雜誌與女性形象 

 

  女性雜誌替女性定義美麗，在雜誌封面常是大眼小臉的女性做為封面人

物，雜誌內文則強調「高、瘦、白」才是美麗唯一的定義，建構一個美貌的迷思。

女性主義者認為，美貌體制是一種宰制的機制，灌輸女人錯誤的想法，使女性相

信只要控制自己的外表，就能掌握快樂，得到幸福的人生，雜誌所建構的完美女

人形象，常使女性因達不到標準而痛苦自責（陳淑芬，2000）。常可看到電視或

者是雜誌針對女性的廣告常打著「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似乎女性身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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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是社會大眾所認可的，即代表此女性一定是比較懶惰。 

   

  張錦華（2002）也指出，媒體會將瘦身或擁有美麗的外表把成功與快樂畫上

等號，女性自身常為了追尋媒體所建構出來的美貌迷思，不斷力行各種減肥方

是，因而使得身體健康逐漸敗壞。媒體持續地為女性定義美麗的形象與特質，使

女性的主體性受到限制，女性常花費大量的金錢與心力在自我的身材的保養。但

女性雜雜誌背後是一文化工業，包含著美容工業、廣告業，它們所希冀的無非是

女性能掏出荷包消費文本所呈現的商品（Davis,1995，張君玫譯，1997）。趙景雲 

（2004）提出，女性改變體型的行為是受到女性美貌迷思的規範所主宰，而這套

美貌迷思的規範是由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交織而成。因此，美麗形象的定義夾雜

著資本主義和父權意識形態運作，迫使女性追求媒體所建構出來標準化的美麗定

義，如果無法符合這套標準化的定義，媒體就會貼上負面標籤，例如，廣告裡面

常出現的台詞：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似乎無法符合媒體所建構的美麗標準

就代表此一女性為懶散的。 

 

  關於身體形象方面，雜誌文本收編了資本主義和父權意識形態，鼓勵女性花

費美白與瘦身的保養品才能符合美麗的定義，對於體重和身形有一定的標準，制

訂了一系列的魔鬼數字，定義何謂才是身材的黃金比例，骨瘦如柴的身體形象才

能獲得愛情（邱麗珍，2001）。於是乎，瘦和白似乎才是美麗女人的唯一定義，

在市面上面可看到許多美白和瘦身的產品，例如，美白乳液、美白晚霜或是美白

BB 霜甚或是美白牙膏，如果這些產品再搭配一個美麗的女明星或者是模特兒和

一個吸引人的廣告標語，產品再貴也有人購買，似乎買了這些產品就可和那些美

麗女人享有愛情和她（他）人的尊重。似乎美麗就是要白和瘦，如果無法達成此

一美麗標準的話，即代表此一女性自身不努力、很懶散，若在加上此一女性單身

的話，則會被貼上「敗犬」或「腐女」等負面標籤，廣告標語常打著「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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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才會愛妳」，在消費社會裡面，愛自己的表現乃是藉由購物或者是打扮來展

現，女性雜誌也會常鼓勵女性藉由購物和打扮來好好愛自己。本研究不禁納悶女

性藉由不斷構物和打扮，男人才會愛妳？另外，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特質方面

複製刻板的女性形象，強調女性必須服膺於男性，做一個柔順且居家的女孩，女

性雜誌雖是以女性消費者為主要對象，但其文本中所呈現的內容卻一再地站在男

性的眼光來看待女性，雜誌等媒體刊物多少反映著一個社會的整體結構，雜誌編

輯通常都能洞悉消費者的心態，大概是知道整體經濟大權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

女性消費者希望洞悉男性的心態，進而透過打扮自己來成為一個男性心目中的理

想女性，得以維持日常經濟生活。例如，楊芳枝（1999）指出，女性雜誌仍然強

調家是女性的舞台，會鼓勵女性購買居家用品來營造羅曼蒂克的居家環境；岡田

章子（2003）也指出，在女性雜誌裡面的茶廣告的女性形象仍然是男人渴望中的

女性形象，給人一種「清純、無垢、健康、堅定沉穩、安靜服從」的傳統女性特

質。 

  

  透過以上可以知道，女性雜誌雖然是以女性為主要消費者對象，但其再現的

女性身體意象和氣質仍然是複製傳統男女兩性的刻版印象，女性在雜誌中所再現

的氣質是柔弱與順從，並起鼓勵女性做一個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正如 John 

Berger 說，「男人看著女人，女人看著男人眼中的自己」(Men look at women. 

Women watch themselves being looked at)（轉引自，Wolf,1991）。使女性的性別階

級地位次於男，因此，本研究可以知道，如果長期閱讀卻不質疑、批判女性雜誌

裡面的所再現的女性身體意象和女性氣質，會使得女性不斷地對自身的身材產生

挫折和自我責備，另外，在女性氣質方面，也會使得女性認為，如果不會煮飯、

或者是對男性表現柔順的一面，即代表自身是不可愛、不漂亮的女生，所以才會

得不到愛情，由此可知，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身體形象和特質的論述背後，除

了服膺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潛藏父系霸權對女性的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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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現與意識形態 

 

 西蒙波娃說，「世界的再現，如同世界本身一樣，都是男人的作品，他們從其

自身的觀點描述它，並與絕對真理加以混同。」（de Beuvoir, 1972: 175）。女性在

大眾媒體上面的呈現，總是被邊緣化、瑣碎化且物化，一再複製傳統價值觀中女

人的形像，並未如實地反映女性生活和經驗的各種面貌。另外，再現牽涉意識形

態的權力運作，因為再現代表著大眾傳播媒體在報導女性相關議題時，有其自身

的框架，透過自身的判斷對其文本加以選擇、刪除與強調，這一過程即意識形態

權力的運作。 

 

  Althusser（1984）認為，意識形態是個人對其真實存在的想像關係，存在於

再現的表徵系統裡面。因此，人們透過媒體所再現的社會真實來認知所處的真實

世界，但是此一媒介真實透過符號的再現已存在著某種支配性意識型態。女性雜

誌雖以女性為主要目標消費者，但其內容的呈現，依舊複製傳統女性刻版印象 

。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與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

認為，可透過對文本作語言學的分析，他們認為媒體對性別的建構是透過一組對

言談與書寫語言結構的選擇與操縱而來，如，Flower(1991)認為，性別歧視會透

過語言來實踐與建構，對於女性的歧視，如果在文本中大量的書寫，它就會形成

一套很有力的論述規範。另外，Faucault 的論述分析，認為媒體再現女性其背後

有一套論述，會在社會中發揮宰制的力量，不同的時代對於女性身體和特質皆有

一套論述策略，這套論述主導著媒體對女性再現的生產，而研究者的任務之一亦

就是嘗試將這套論述揭露出來（Woodward, 1997: 253-254）。 

     

  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一種權力，潛藏在日常生活當中，女性雜誌擁有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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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本，透過文字和照片的編排，使得商品不再只單單只是一項物品，而是一個

符號，使女性相信雜誌所呈現符號意義，例如，擁有此項商品即代表流行，擁有

美好的身材即代表擁有良好的兩性關係，女性雜誌的再現除了作為一種資訊和文

化的傳遞，再現的背後涉及選擇、強調與刪除的媒介運作過程，因此，再現即是

是一種意識形態權力的運作，可能複製且鞏固支配性論述，欲了解女性雜誌為何

如此再現女性，就必須深究女性雜誌背後所運作的話語秩序為何？ 

  

第二節 父系霸權與女性 

 

  在父權意識形態的運作之下，男女兩性在社會過程中，學著如何當一個 man

的男人，和一個 lady 的女人，男人陽剛的特質和女人優柔的特質，不斷地被社

會所強調和認可，傳統價值觀裡面，女性被要求服從丈夫，在家相夫教子，男性

則可自由外出賺錢，擁有經濟大權的男生，透過經濟給予的多與少或給不給，掌

握了女性的行為和身體。性別不是一種生理上的差異，同樣也代表了女男不平等

的權力關係。Firestone（1970）指出，性別差異不只是把社會分類成男／女，並

且也建構了一種性別的權力／知識權力，男人在身體論述中，擁有創造論述的權

力，掌握規訓權力的宰制者，女人於是乎變成了這種性別階級關係中的被宰制者。 

 

一、女性雜誌與父系霸權 

 

  Tseelon (1995) 認為，在父系霸權下，女性氣質的再現不是女人的本質，而

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社會集體認同。在女性雜誌裡面，常以男性的眼光，教女孩

子如何當個溫柔婉約的小女人，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女孩藉由閱讀女性雜

誌，把雜誌所教導的價值觀內化成自身的知識體系，複製父系霸權的意識形態，

也讓女孩以一種男性的眼光看待自身的身體形象，女性的自我身體形象的塑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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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來自於無所不在的男性凝視所監控，女性更進而內化成自己的價值體系，

規訓自己的身體，同時也對規訓她人，互相監督同性她人的身體形象，於是乎女

性只能透過她／他者的凝視，才能獲得自我身體的認同，因此，女性雜誌雖以女

性為主要的銷售對象，但似乎也維繫著父系霸權無所不在的宰制。 

 

  Wolf（1991）認為，女性之所以會這麼相信女性雜誌裡面建構出來的「美貌

迷思」(the beauty myth)乃是因為妝飾、打扮在女性文化裡面，占有一個非常重

義的角色，也提供女性一個快樂的來源，女性在雜誌中被再現的女性形象，並非

來自身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出自於現今權力、經濟和文化結構中的需要，是對

女性進行控制的一種武器。除此之外，女性雜誌不僅鞏固父系霸權，也鞏固資本

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明顯看出女性雜誌是一本的專為女性製作的廣告型錄，整

本內容都是商品的置入。Bagdikian（1992）指出《VOGUE》女性雜誌的創辦者

Nast 就曾明言，創辦女性雜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吸引成千上網的美國女性去消費

雜誌內所呈現的商品（轉引自：蕭蘋，1998）。雜誌內容建構女性對於美麗與愛

情的浪漫渴望，背後依循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真正訴求乃是鼓勵女性大量消

費，因為女性意識高漲，雜誌不再全多強調女性需要依附男性之下，告訴女性不

需要刻意去討好男性的眼光，進而打出「我消費故我在」、「女性經濟自主」的口

號，鼓勵女性消費乃是一種愛自己的方式，因此可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父系

霸權意識形態兩者一同建構出女性的虛幻美好想像。 

 

  除此之外，整體社會所暗藏的父系霸權強調「男主外，女主內」、「女生只要

嫁個好人家」「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樣的思想也一直地讓女性淪為男性的附屬品，

讓女性失去自我，女性的所有外在與外在涵養的追求，只為了在父系社會裡面生

存，順從男性、取悅男性，美麗變成一種讓自己生活變美好的手段。女性的身體

成為一種交換男性經濟資源的性商品（夏曉鵑，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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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凝視 

  莫薇於 1973 年完成〈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一文，發表於英國的電影期刊

《Screen》，此篇論文援引弗洛伊德和拉岡的理論為基礎，帶入電影分析裡，述

說在傳統主流好萊塢電影中，女性是如何成為男性凝視下的被動客體。女性雜誌

是一女性為主要的銷售群，女性雖主地去閱讀雜誌中的內容，但女性雜誌所再現

的內容，卻一再地複製父系霸權，女孩物化自己的身體去迎合男性的凝視。John 

Berger 也說，「男人看著女人，女人看著男人眼中的自己」(Men look at women. 

Women watch themselves being looked at)（轉引自，Wolf,1991）。 

   

  Foucoult(1995)援引 Bentham 的全景場式建築來說明權力的無所不在與監

控，在圓形的監獄裡面，看守塔象徵著權力的中心，也暗示著權力位階的差異，

在中央的看守者並為被凝視著，但卻凝視著周遭的囚犯，讓囚犯即使在黑暗中，

也要隨時注意、規訓自己的言行舉止，另外，在 Faucault 的概念裡面，權力是無

所不在的，對於 Faucault 而言，似乎並不關注誰才是真正擁有權力的人，而是關

注在權力關係是如何透過特定的論述在身體上進行烙印與規訓。女性雜誌提供了

一個女性自我凝視的空間，告訴女性美義的定義，標準化了女性的身體和女性特

質，女性藉著閱讀，把雜誌內容內化成自己的價值觀，藉以凝視自己，也凝視別

人。一旦意識內化，被凝視者便自動自我凝視，也能確保權力自我運轉（毛榮富，

1992）。因此，女性雜誌所建構的美貌迷思，似乎是一對女性的詛咒，使女性自

我囚禁在自我建構的牢籠裡面，看守者不僅是男性，也是女性自我，規訓自己也

規訓她人，正如社會建構論者認為，身體的認同，來自於社會的建構，由此可知，

彼此互相的監督無形中剝奪了女性自我形塑面貌的自主權，女性自身透過自我凝

視和凝視她人，無疑地又再次地鞏固雜誌中所建構的單元的美麗定義。 

 

  Ferguson(1983)認為，女性雜誌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體制，它既塑造了女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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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看法，也塑造了整體社會對女性的看法，不停地控制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女性雜誌其實是在宣揚一種「女性宗教」，它不只反映了什麼是一個社會中的適

當女性角色，也提供了對這個角色的定義及社會化過程。由此可知，女性雜誌雖

以女性為主要的訴求對象，提供女性一個生活、流行的指南，但其內容的再現，

乃是自然化了現實生活中的權力關係，告訴女孩子美貌的唯一定義，束縛女性身

體的自由發展，以一種男性的凝視去規訓自己的身體，如何才能符合父系霸權的

單元身體景觀。 

 

二、自我規訓  

 

  女性雜誌滿足了女性的視覺饗宴，也透過照片和文字標準了美麗與時尚的定

義，女性透過雜誌規訓自身的品味與身材。規訓 (Discipline) 是一種對個體和群

體的權力運作，目地是在使個體和群體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重新塑造一個身體

和心靈，來生產一個有用且順從的主體（朱元鴻，1994）。規訓常透過媒體、教

育和政治等手段，來達到形塑個體的目的。 

 

  女性雜誌標準化美麗與時尚的定義，Ferguson（1983）認為，女性雜誌本身

就是一個社會體制，它提供女性看自身的一套標準，也提供整體社會對女性的看

法，它反映了社會中女性應該有的形象，女性雜誌不僅再現了女性的日常生活，

更具有一種文化的權力。因此，本研究可以知道，女性雜誌在傳遞流行文化的同

時，無形中也鞏固了社會權力關係。 

    

  McRobbie 研究英國少女雜誌指出，少女雜誌教導女孩子運用服裝和化妝，

改善自身的身材樣貌和流行品味，但其背後的意識型態卻鞏固傳統女性價值，如

順從，McRobbie 認為，英國少女雜誌灌輸資本主義的消費形態也鞏固了父系霸

權(McRobbi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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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可以知道，女性雜誌依循著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和父系霸權的傳統對女

性的價值觀，提供一套標準化美麗與人格特質的定義，使女性喪失自我身體的自

主性，身體變成一種標準和資本（流行品味），女性長期閱讀女性流行刊物，透

過閱讀雜誌達成社會化過程，把雜誌所潛藏的意識形態內化成自己的價值觀，冀

求自己的身體意象與人格特質能符合標準的社會期望，進而規訓自己的外貌和特

質。 

 

第三節 自我東方論述 

 

  日本對於世界文化權力的位階想像乃是歐美／日本／亞洲，欲做一個亞洲

的西方，極力模仿歐美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內容，試圖擺脫亞洲各國，日本於明

治維新之時，即大力提昌脫亞入歐的口號，希望使日本自身做為亞洲第一名的國

家，統治整個亞洲地區。日本本身所發展出來的自我東方論述，乃在區別我者（日

本和歐美）／他者（亞洲）的權力位階關係。在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裡面，

可看到日本對於歐美文化的崇拜，例如，雜誌常教人如何化裝成混血兒，或是介

紹具有歐洲風味的「波西米亞」或是「北歐風」等服飾打扮，由此可知，日系國

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扮演著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傳遞歐美和日本的流行文化給台灣

社會。 

 

一、東方論述 

 

  在討論到殖民帝國與殖民者，通常會引用 Said 對於東方主義的描述，Said

認為，所謂東方主義論述是被帝國國家所建構、再現的，西方社會刻意去區分我

者／他者( the others) 的二元對立關係，其中也牽涉意識形態和權力的關係（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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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鴻，1999）。 

 

  Said 援引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和 Faucoult 知識與權力的理論為自身的理

論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網路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知

識在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被殖民者、西方／東方不平等權力關係一一揭露，

西方的東方主義論述乃是，藉由對東方、他者的再現，以區分我者／他者之間的

權力階級關係。最常再現的方式就是，把東方再現成危險、神秘、非理性的與落

後的。在許多好萊塢的電影，都可明顯看到美國電影再現亞洲東方的社會文化為

一種神祕且落後的民族（王志鴻，1999）。 

 

二、自我東方論述 

 

  但是，對於日本而言，卻發展出一套自身的東方主義論述(self-orientalising)，

崇洋卻也同時鄙視同為亞洲的其他各國。岡田章子（2003）在〈日本女性雜再現

下的亞洲流行意象〉裡面指出，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建構自身國族國家時，極力模

仿各種歐美體系與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日常消費文化也深受歐美文化的影

響，90 年代時，日本發展出一種自我東方主義論述(self-orientalising)，其主要論

點是「去發現被西方人予以評價的優質日本」。例如，日本的科技技術與影視文

化會透過美國的優質認可保證，再去建構自己的認同。由此可知，日本雖被西方

社會殖民過，但卻不是那麼排外且仇視西方，更甚而，仿效西方的法規制度與文

化等，日本的自我東方主義論述把自己權力位階置放在亞洲之上，試圖擺脫宗主

國漢文化的影響，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展現出自身乃是與西方各國並駕齊驅的。 

 

三、再製東方文化的想像 

 

  東方主義論述是一種透過西方人對東方文化的刻板印象，而日本的自我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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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論述 (self-orientalising)，乃強調日本與其他亞洲各國式不同的，並且優於其

他亞洲各國，但是在文化的再現上面，卻又鞏固了西方人的東方的文化想像。岡

田章子（2003）談到，日本女性雜誌所再現的亞洲魅力，其實很多時候是日本人

內化西方人看東方的扭曲眼神，西方人對於東方的想像，例如，很多日本女性雜

誌開始刊登日本國內的旅遊資訊，再加上，60 年代以後的日本逐漸開始都市化，

所以女性雜誌開始大量介紹「日本鐵道旅遊」，希望日本女性去一些不受空氣汙

染的純樸地方，被認為是一種具有懷舊樸直的休閒活動，但是，岡田章子（2003）

認為，這種懷舊之旅的再現，乃是一種透過「西方人」的眼神去凝望、再現的。 

 

  由此可見，日本女性雜誌的內容呈現，依舊落入一種西方人對於東方的文化

想像的窠臼裡面，再次地鞏固西方人對於東方人的刻版印象。林沛理（2006）也

指出，在以全球市場為訴求的中文電影裡面，東方女性在電影裡面的形象呈現常

迎合西方對於東方女性的想像，這個女人搔首弄姿、風情萬種，對西方男性觀眾

慾望的目光欲拒還迎，隨時準備迎合西方男權/主人文化對東方和東方佳麗的預

期，例如，電影《藝妓回憶錄》。 

 

四、小結 

 

  由此可見，日本自身發展出來的自我東方主義論述 (self-orientalising)，非但

沒有質疑、挑戰西方人對於東方人的文化想像，反而一直提供、鞏固西方對東方

的文化想像、優越感和滿足，所以，自我東方主義論述並非是對東方主義論述的

一種反彈，反而使得日本孤立於亞洲各國，又使得本身在與歐美各國在政治、經

濟與文化權力位階相比較之下，更顯地卑微， 

 

  另外，女性雜誌近來年，似乎也嗅到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獨立自主，力圖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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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霸權控制的強力決心，但卻又再一次地陷入資本家的所設下的陷阱。坂本佳

鶴惠（轉引自：岡田章子，2003）， 指出，日本女性雜誌（例如，anan、non-no）

常鼓勵女性獨立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空間和時間，和去訂做一個屬於自己的身體形

象，例如，教導女孩子如何把自己的房間布置成歐美日常生活中羅曼蒂克的空間

氣氛，鼓勵女孩子安排自己時間去實踐單身旅行。由此可見，日本文化深受歐美

文化所影響，同時也被西方歐美的消費主義生活意識形態所宰制，歐美式羅曼蒂

克的空間氛圍是一種建構女孩子對美好的想像與憧憬，實質乃是鼓勵女孩去消費

歐美的生活家居品；至於旅行的安排，本研究認為，女性雜誌在介紹女性單身旅

行的同時，也強調旅行時的穿著打扮和必備一台單眼相機，單眼相機的商品也隨

著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獨立自主心態，趁機置入在女性雜誌裡面，因此，資本主義

全球化並非提供了全球消費者更多的選擇，反而是透過在地化的策略包裝，讓消

費者自以為自由地選擇了自我的風格，認為透過消費即可產生自我認同，無非是

被西方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宰制。 

 

  眾所以上，日本自身所發展出來的自我東方主義論述，除了並非一種對東方

主義論述的反彈，卻因自身對歐美文化崇拜的心態，導致自身的文化被西方的資

本主義消費型態所宰制。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常強調「北歐風」、「公主風」、

「波西米亞風」等西方思潮，雖是日系雜誌，但實質是一種日系混雜(hybridization)

歐美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混血產物，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因日本的崇

拜心態，潛藏在日系女性雜誌裡面。 

 

第四節 批判話語分析及其應用 

 

  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為 CDA，是一門跨學科的理論

研究，結合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對話分析與社會符號學等等，這些理論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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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相交錯和結合的，批判話語分析是在 1970 年代於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發展出來的理論研究取徑，最主要是以系統語言學為基礎，認為文本具有認知、

人際和文本的功能。Fairclough(1995)援用 Halliday 的觀念，認為（一）認知的功

能：語言能夠再現社會真實；（二）人際的功能：語言能再製社會關係與產生認

同；（三）文本的功能：獨立的句子能夠組織意義的文本。Fairclough 認為，文本

的組成是在一個系統中進行選擇文法和單字的結果，指出文本能夠再現真實世

界，並且能決定社會關係和建構認同，然而在文法的選擇構成中，背後則充滿了

意識形態權力關係，批判話語分析就是要從文本中去揭露語言所隱藏的意識形態

權力關係。 

 

  Faircloguh(2003)認為，語言可同時再現社會世界的各種面向，並且也可透

露出社會世界中參與者的態度、欲望和期間的社會階級關係，文本和整個社會脈

絡是互相影響，並且指出論述同時也一種社會實踐，但文本與社會實踐的關係並

不是單向的，乃是互相辯證交錯(dialectical)的影響。批判語言學分析或是批判話

語分析，其學者皆強調書寫語言與再現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研究者可透

過語言學要素的分析，將書寫文本中所存在的誤現（misrepresentation）或歧視

（discrimination）揭露出來（倪炎元，1999：90）。 

  

 批判話語分析非常強調語言使用和整體社會情境脈絡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Richardson(2007)指出，批判話語分析可用來分析具體語言的使用和整體社會結

構間的關係。Van Dijk(1998)認為，論述是一個傳播事件，其中涉及了結構、文

本策略和談論等層次，也包括了脈絡。Weiss & Wodak（2003）指出，批判話語

分析必須合併語言學和社會學才能恰當地分析論述與整體社會脈絡間複雜的交

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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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clough（1989）發表《語言和權力》，認為語言論述具有意識形態；1992

年出版《論述與社會變遷》（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揭示了他對論述的特

殊觀點，也發展一套他對論述分析的特殊分析架構，也將論述界定為透過特定觀

點再現既定社會實踐的一種語言運用，且強調語言和整體社會的辯證關係，一方

面論述可形構社會結構，但另一方面也受社會結構所制約；1995 年的《媒介論

述》也將自己所發展出的分析架構應用在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媒介文本的分析上。 

 

  Fairclough & Wodak(1997)曾指出，批判話語分析取徑俱備了八項主要的原

則： 

（一）、批判話語分析關注社會問題。 

（二）、論述可反映權力關係。 

（三）、論述建構社會文化。 

（四）、論述是一種意識形態工具。 

（五）、論述存在於歷史文化脈絡。 

（六）、文本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是透過「話語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中介的。 

（七）、話語分析是詮釋性的和解釋性的。對於不同的聽者／讀者，由於自身的

文化背景不同，由於是由於對於有關背景所掌握的訊息量不同，對於同一個文本

會產生不同的詮釋和解釋。 

（八）、論述是種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的形式。批判話語分析可揭露語言背

後的不平等關係，進而促進社會進步，例如，批判話語學者研究醫生與病人之間

的對話，產生一套新的規則去教導醫護人員如何與病人產生良好的關係，另外，

由於批判話語學者的努力，很多國家在推廣使用非歧視性的語言，因而改善了女

性的形象和地位。 

 

  Fairclough 於 1992 年提出批判話語分析的分析架構共分為三個層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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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text)、（二）話語實踐(discourse practices)和（三）社會實踐(socio-cultural 

practices)。在「文本」層次裡面，研究的重點以文本做語言學的分析，屬於描述

部分；在「話語實踐」層次，則是探討文本是如何產製與消費的過程，企圖了解

其間的權力關係，藉以探索在論述實踐下各個文本的互文性分析，在批判話語分

析裡面屬於詮釋的部分；「社會文化實踐」層次，則是探討文本產製當時的社會

脈絡之間的關係，找出影響文本產製和詮釋的社會文化情境，以藉此探討意識形

態的運作軌跡，屬於解釋的部分。 

 

  Fairclough 於 2003 年之後，將原本的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轉換為社會

事件(social events)、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和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s)三層

次。Fairclough 希望能以新的三層次分析更貼近社會，Fairclough(2006)指出，「社

會事件」乃是具體發生在社會中實際的案例，位於中間層次的「社會實踐」層次，

則是指涉的是那些人們習以為常、儀式的、制度化的行事方式；最後「社會結構」

層次，則是比原本的社會文化實踐層次的概念還要進階，更能彰顯社會文化的深

度和廣度，也代表著在社會裡最普遍且最持久的特性，而它也限定了其他的可能

性。 

   

  倪炎元（2011）指出，Fairclough 於 2003 年後，所發展出來的新模型和舊模

形的確有很大的不同，文本基本上是由不同權力與資源在論述秩序間交互角逐與

競爭下的結果，論述秩序則是由不同論述、不同文類與不同風格所形成的相對穩

定的羅聚體（relatively stablilized configuration）所組成，文本對於 Fairclough 而

言，不同論述之間的混雜物（interdiscursively hybrid），不斷形成新的雜交混血的

論述、文類和風格，並融入混進既有的論述秩序裡面。Fairclough 將原本的文本

層次分析改為社會事件，社會事件指涉的那些實際在社會中發生的案例，文本被

視為具有因果效應的社會事件的單元，建構了社會事件的符號化當下，，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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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文本內的語言學分析，轉會為著重語言和外在社會之間的關係；論述實踐層

次則轉換為社會實踐層次分析，關注的不再只是話語實踐，而是包含論述與各種

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社會文化層次分析則轉換為社會結構層次分析，兩者皆為

探討整體社會文化脈絡與結構，是批判話語分析裡面最高層次也最抽象的

（Fairclough,2003;Fairclogh,2006）。 

 

   另外，Fairclogh(2003)指出，批判論述分析關注的是社會變遷，尤其是社會

變遷過程中，資本主義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批判論述分析只要是透過文本來了解

資本主義對整個社會的變遷影響，包含政治、教育與藝術各個層面，揭露文本背

後所隱含的意識形態。在 Fairclugh 於 2001 收入於《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for 

Analysis》，文章標題為〈新工黨的論述：批判話語分析〉(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即指出，批判論述分析可以被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語言立場

所發展出來的批判性分析（Fairclugh,2001），因此可以知道，批判話語分析主要

是以文本為出發，以批判性的思維探討資本主義社會中被文本所再現或者是一再

鞏固地不公平權力關係，Fairclough 也將此種社會不公平的再現與鞏固稱之為社

會錯誤（social wrong）(Faircough,2010)。 

  

  綜合以上可以得知，CDA 主要是關注（一）論述的建構與再現(representation)

的功能；（二）文本再現中的權力與社會關係；（三）意識形態；（四）霸權。批

判話語分析取徑乃是透過所選取的文本做為切片分析，試圖去還原其背後的社會

結構（倪炎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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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圖 2-1：2003 年前的批判話語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參考自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p.73),by Fairclough,1992,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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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003 年最新批判話語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參考自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p.30), by Fairclough, 2006, London: 

Routledge 

 

一、文本／社會事件 

 

  Fairclough 結合 Halliday 的文本多功能提出文本具有三種意義，再現

(representation)、認同(identities)和關係(relations)，認為文本的任一部分都存在有

再現和設定認同、關係的功能。Halliday 的文本多功能，認為文本具有認知、人

際和文本三種功能。Fairclough(1992,1995)認為，文本中的認知功能，主要是由

句法的及物系統來體現，藉以再現社會真實，並建構知識和信仰系統，他認為，

語言與社會結構存在一種辯證的(dialectical)關係，一方面論述受到社會結構所制

約，但另一方面，論述也建構社會結構。因此，如果文本與整體社會有著相互辯

證的關係，即代表著隱含著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文本也代表著可生產或再生產（複

製）不平等權力關係。批判論述分析企圖剖析媒體如何合法化主流的意識形態，

以及使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去合法化，以文本為中心企圖揭露文本中意識形態與權

力關係（倪炎元，2003）。 

  

  Fairclough 在 2003 年的《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把文本當作一種社會事件(social events)，認為有些社會事件具有高度

文本特色（text character），有些則沒有，例如足球比賽是一種非語言的行動，另

外，如果只關注文本中的語言要素的話，那將是一種限制，例如，如果要研究電

視節目，但是電視節目不只包含語言也包括視覺印象和聲音影響（sound 

effects），也提出文本是一種符號化的當下（semiotic moments），即強調文本乃是

一種社會事件的符號化表現。由此可見，Fairclough 於 2003 年之後，視文本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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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事件，企圖透過批判話語分析展現自己對於社會高度關心的態度。 

 

  另外，Fairclough(2003,2006)強調文本分析雖是批判話語分析的一部分，但

是批判話語分析不僅僅只是針對文本中的語言做分析，新的模式裡面的社會事

件，並非只是分析文本或稱文本內在的關係（語態、字彙、語法等），而是著重

在文本與外社會之間的關係，亦即語言的外部關係，探討語言如何再現外在真實

世界，進而去了解文本與社會事件、社會實踐和社會整體結構和文化脈絡之間的

關係。因此，可以知道在新模式裡面，從以往探討的語言內在關係擴展到語言的

外在關係。Fairclough（2003）任何單純的文本分析，如果僅僅只是針對文本內

的語言做分析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研究者如果要真正了解文本所呈現的意義，

必須了解文本所存在的特定社會生活(social life)，同時也指出，文本不僅僅只是

受到語言學結構和話語秩序的影響，也會受到其他社會結構和社會實踐的影響，

於是要切割文本與整體社會結構和社會實踐是很困難的。倪炎元（2011）也指出，

Fairclough 在新的模式裡面，他已經文本和脈絡置放在一個更複雜雜的總體架構

當中，基本分析依舊是一種互文性分析，只是在操作上面更顯複雜，文本與話語

秩序的分際已不存在，文本代表著是一種暫存於某一話語秩序的層次體上面，以

脈絡化或再脈絡化過程進行交替轉化，在分析上乃是處理文本在不同層次的「再

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過程。  

 

  新模式裡的社會事件包含了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其中包含了所有行

動和正在發生的事件，Harvey 稱此為社會過程的建構，文本則是所有事件話語

的當下，並與其他的當下產生關係，文本是社會事件當下發生的話語(semiotic 

moments)，也是社會事件的其中元素之一，抑是一種人際互動（Fairclough,2003）。

由此可知，文本即社會事件，跟 2003 年以往不同的是，以往拘泥在文本的語言

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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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話語實踐／社會實踐 

 

  話語實踐主要是以文本為出發點，關注不同社會情境脈絡下，媒介文本是如

何產製與消費。Fairclough（1995）認為，話語實踐為文本與社會文化實踐的中

介，社會文化實踐需要透過話語實踐才能形塑文本，話語實踐所要探討的是文本

在產製和消費過程是如何被建構和詮釋的，例如，哪些話語類型被使用，以及它

們是如何的被組織在一起。 

 

  Fairclough(2003,2006)從原本的話語實踐層次分析改為社會實踐層次，所謂

的社會實踐乃是一種人們習以為常的、儀式的、制度的行事方式。社會實踐屬於

第二層的中間層次，中介最抽象的社會結構和社會事件。Fairclough(2003:23)文

本不是以一種簡單或者是直接的方式影響抽象的社會結構，它是透過社會實踐來

中介的。文本中存在著話語秩序(order of discourse)，並指出話語秩序控制著社會

生活領域中語言的多變性，所以話語秩序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和語言變化性的控制。也指出，社會實踐指涉的是那些人們習以為

常的、儀式的和制度化的形式作風，社會實踐中介抽象且巨觀的社會意識形態和

文本層次，社會實踐控制了文本結構的選擇方式，選擇了某種可能性後，也暗指

著排除了其他的可能選擇方式，這乃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運作。Fairclough（1992）

認為，話語實踐是一種社會實踐。到了 2003 年時，指出，社會實踐不應該只是

話語實踐，話語實踐雖為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全部，因此第二層次改為

社會實踐，社會實踐應包含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實踐，而話語實踐只是其中一種，

但不論是新舊模式，此層次都視為社會結構（社會文化）與社會事件（文本）的

中介。但是，本研究主要仍然以文本為出發，探討社會實踐中的話語面向，即話

語秩序。因此，可以看到 Fairclough 從文本改為社會事件，從話語實踐改為社會

實踐，都一再地擺脫過去關注於語言的內在分析，希望能把研究範圍拉到整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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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語秩序是一種社會事件文本當中所存在的普遍原則。 

 

  話語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是文本選擇的控制手段，話語實踐的規則，

它存在於特定的情境脈絡之下，在文本內不斷發生，且長期呈現一種穩定的狀

態，話語秩序控制了文本選擇的可能性，此一選擇涉及了意識形態權力關係。社

會實踐的話語面向（話語秩序）扮演了社會事件和社會結構的中介關係，決定了

社會事件／文本表現的特定形式(Fairclough,2001)。話語秩序是由各種不同文類

(Genres)、話語(Discourse)和風格(Styles)互相交錯影響而成的，在話語生產的過

程中，產製者和接受者如何透過話語秩序內的各種文類、話語與風格交互產生各

種不同的形態且形成一種可以被人們所了解的文本，文本的產製與詮釋取決於當

下的社會脈絡，社會脈絡提供了人們理解文本的框架，這框架涉及普羅大眾所認

可的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因此理解話語實踐層次必須要透過交互文本，方能

接露出特定文本所隱含的意識形態框架（Fairclough,2003）。因此，可以知道文本

中的話語秩序再現了社會真實，影響了人們對於社會真實的想像與認知，另外，

人們藉由文本去了解社會關係，產生自我的身分認同。   

 

三、社會文化實踐／社會結構 

 

  Fairclough（1995）由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理論觀點出發，認為意識形態是

一種社會真實的意義建構，有助於宰制權力關係。日常生活中，閱聽大眾常視意

識形態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常識，但其中包含各種權力宰制的意識形態，閱聽大眾

身在其中卻渾然不知。在當代的社會結構是由不同的權力關係所宰制、支配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控制著社會結構關係，但 Faucoult 則認為，知識是一種權

力，透過論述宰制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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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層次在批判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研究架構裡面，

是最高層且巨觀層次，同時也是最抽象的層次，Fairclough（1995）指出，社會

文化實踐層次涉及了多種不同的面向，其中包含當下社會的情境脈絡（context），

文本所存在的組織實踐脈絡，以及更廣泛的社會與文化的意識形態框架，透過文

本的層層分析，可以讓我們理解整體事件在其存在脈絡的意識形態，例如，在巨

觀層面的話，包含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意識形態，微觀層面也可理解個人的

身分認同。 

 

  在 2003 年以後，批判話語分析第三層次的社會文化層次分析更改為社會結

構，Fairclough(2003)指出，社會結構比社會文化擁有更進階的概念，更能彰顯社

會文化的深度與廣度，社會結構是最抽象的層次，是社會中最普遍且持久的特

性，它是一組可能性組合，限定了某種可能性，並且也排除了他者。社會結構是

一個非常抽象的實體（entities），社會結構包含經濟結構(economic structure)、社

會階級（social class）、親屬關係（kinship system）或者是語言（language），另

外，社會結構和社會事件是處於相互辯證的關係，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影響了

文本的選擇，但是文本可能重新形構社會結構（意識形態）。Fairclough(2006)認

為，社會實踐的再脈絡化可以改變社會結構，並產生新的話語秩序、文類、話語

和風格。因此，可以知道社會結構雖是最普遍且持久的，但並非一成不變的。 

 

  因此，社會結構隱含了權力位階的關係，它提供人們互動的準則，人們可依

照這個準則在社會上和他人穩定的互動，例如，學校結構裡老師和學生的關係、

醫院結構裡面醫生和病人和公司結構裡面老闆和員工等關係。批判話語分析乃是

透過文本去了解整體社會結構，並去探討社會結構的權力不對等關係。社會結構

是一種長期的穩定發展，透過話語實踐去鞏固這不對等權力關係的社會結構，但

是 Fairclough 也認為論述可以鞏固社會結構，但也有解構與重組社會結構的可

能，社會結構並非一成不變的，是有可能被顛覆的。本研究可以知道，在資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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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社會裡，擁有龐大資源的跨國性媒體，透過一套論述話語秩序再現女性身體形

象與特質產製雜誌文本，其中潛藏父系霸權意識形態，宰制與剝削女性自身的經

濟與身體自主權，因而，女性雜誌乃是資本主義和父系霸權共謀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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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 Fairclough(2003,2006)所新提出的批判話語分析的三層次分析為

分析架構：社會事件、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欲探討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文

本所再現的女性身體形象和特質，並試圖從中找出媒體產製文本時，背後所依循

的話語秩序為何，最後則是探討背後所隱含意識形態。本章分成三小節：第一節

先介紹本研究的分析對象；第二節則詳述本研究的分析範圍；第三節為本研究的

研究策略；第四節本研究的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文本 

  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於 2000 年左右進入台灣，本研究將依照目標年齡

層來區分介紹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在台灣總共有 七本日系國際中文版女

性雜誌。 

 

表 3-1: 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文本 

雜誌名稱 母公司 子公司 進入年分 行銷年齡層 

Popteen 日本角川春樹

事務所 

尖端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2002 12-18 

Mina 米娜時尚

國際中文版 

日本主婦之友 青文出版集

團 

2002 18-24 

ViVi 唯妳時尚

國際中文版 

日本主婦之友 青文出版集

團 

2006 18-24 

With 時尚國際

中文版 

日本講談社 青文出版集

團 

2004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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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 瑞麗美人

國際中文版 

日本主婦之友 檸檬樹國際

出版公司 

2003 24-30 

ef 東京衣芙 日本主婦之友 日本主婦之

友 

2001 24-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的圖表可以看出，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目標閱聽眾的年齡區分

共可分為三大族群：一、12 至 18 歲的青少女學生族群，此族群本研究把它稱為

完全未獨立的女性族群，此族群的最大特色是在經濟上完全依賴家庭的協助，且

在心智年齡方面尚未完全成熟；二、18 至 24 歲的大學生或者是剛出社會的 OL，

本研究把此族群稱為半獨立的女性族群，此族群的特色為在經濟上已有自主權，

但並非完全擁有，例如，此年齡的學生一半經濟來源可藉由打工，另一部分仍然

是由家庭負擔，或者是剛出社會的 OL 經濟狀況尚未完全穩定，仍要由家庭支出

少部分花費等；三、24 至 30 歲的女性消費者，本研究把此族群稱為完全獨立的

女性族群，因為此族群在經濟上或者是生活上可完全獨立，透過自身的努力獲得

自己想要的生活。 

 

表 3-2 閱聽眾分類 

族群名稱 年齡範圍 代表雜誌 

完全未獨立女性族群 12-18 歲 Popteen 

半獨立女性族群 18-24 歲 Cawaii、MINA、VIVI、

WITH 

完全獨立女性族群 24-30 歲 RAY、ef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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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所以如此區分，主要是想了解在經濟上與生活上完全獨立與擁有自

主權的女性閱聽眾，女性雜誌在內容的女性再現或者是論述兩性關係時，是否站

在女性的角度去編撰雜誌內文，而非完全以一種「做一個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去建構女性的形象，試圖從雜誌文本中，研究是否在完全獨立的女性消費者族

群，此消費族群不論在經濟上與思想上可以稱為獨立且成熟的女性，那麼以這類

族群為主要消費者的女性雜誌在其內容是否會顛覆男女兩性的權力關係，或者是

以不同角度去編撰雜誌內容，例如，Peter 認為，「女性主義」在消費社會裡，變

成一種可販售的符號，也就是說，廣告商和廠商聯手「獨立、參與職場、個人自

由與自我控制」的符號象徵，灌輸女性消費消費者，可以透過消費來成為女性主

義者，「專業幹練」的形象是可以透過名牌套裝來展演、房車也成為「自己的房

間」的象徵延伸、「認真的美麗女人」得擁有信用卡，至於逛街購物更是成為「經

濟自主」與「寵愛自己」的表現（轉引自王宏仁，2010）。女性消費與打扮不是

為了去符合男性的凝視，而是愛自己的表現方式之一。 

 

  另外，在雜誌內容方面根據陳燕琪（2007）將女性雜誌的內容分成主要的八

個類目，如以下： 

一、美髮造型：美髮商品、髮型技巧和美髮保養。 

二、美容技巧：美容資訊、美容商品、美體保養、彩妝等等……。 

三、流行服裝：服裝商品和服裝搭配等等……。 

四、服飾配件：服飾配件商品（例如，皮包、項鍊等飾品）和服飾配件的搭配。 

伍、名人時尚：名人資訊和介紹名人之事與物。 

六、流行資訊：該季節的商品資訊、服裝搭配和流行資訊。 

七、專欄資訊：連載專欄、Q&A 的內容、編輯的日記和星座運勢等等……。 

八、其他資訊：不屬於以上七項內容，例如，旅遊、電氣、書籍、音樂、衛生用 

  品、醫療資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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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雜誌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使用大量的圖片，輔以少量文字說明，但其中

專欄資訊或其他資訊則是文字為主，輔以照片說明，例如，關於青少女的戀愛教

室或是明星訪問……等等，本研究於雜誌內容的文本挑選主要聚焦於專欄資訊的

文本研究分析。 

   

  另外，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還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

雜誌都會有屬於自己的專屬模特兒，例如，MINA 雜誌的專屬模特兒是田中美保，

有時候在雜誌內頁，會有專屬模特兒的專欄訪問，或是以圖片為主的照片，介紹

模特兒的流行穿著和化妝技巧等等……，雜誌的專屬模特兒代表雜誌欲呈現的風

格與形象，因此也最能反映雜誌欲呈現女性的形象和氣質，因此，本研究除了聚

焦於專欄資訊之外，也希望從各個雜誌的專屬模特兒在雜誌中的呈現上去了解雜

誌如何再現與定義女性的美麗，另外，女性雜誌上基本上就是一本廣告型錄，本

研究也希望從各個雜誌所刊載的廣告商品來了解雜誌所欲呈現的女性形象和氣

質。 

 

 綜合以上，本研究聚焦於雜誌中三個主題，第一：專欄資訊，例如，兩性的

愛情問題、明星訪問……等等文字內容；第二：專屬模特兒的訪問和照片的呈現；

第三：廣告商品。 

 

 至於雜誌選擇的期限範圍，主要是以 2013 年近期所出刊的雜誌為主，再來

則是選擇特定節日所出刊的雜誌，例如，聖誕節和情人節當月所出刊的雜誌，因

為這兩個節日會有較多的專欄資訊，例如，聖誕節如何和另一半度過，或者是情

人節的約會打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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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策略 

 

  關於「社會事件」，社會事件是批判話語分析裡最具體的層次，由於文本（text）

乃社會事件符號化的當下（semiotic moments）（Fairclough,2003）。因此本研究主

要是把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文本內容視為社會事件，在社會事件層次裡

面，本研究欲探討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如何再現女性身體形象和女性特質。 

 

  「社會實踐」層次，指涉的是那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行事方式，它控制了特定

社會結構的其他可能性（Fairclough,2003）。意即，文本是如何產製的，本研究試

圖以文本為出發，探討文本產製背後所依循的話語秩序。 

 

  「社會結構」層次，在批判話語分析裡面，是最抽象且複雜的概念，以文本

文出發，探討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因此，乃是藉由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

雜誌文本去找出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和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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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圖 3-1 研究流程圖 

 
 
 
 
 
 
 
 

 

研究目的與問題確立 

選取架構確立 

文獻蒐集與整理 

以 CDA 分析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女性身體意象與氣質的

再現（社會事件層次） 

以 CDA 分析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背後的話語秩序（社會實踐

層次） 

以 CDA 分析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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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根據 Fairclough（1992,1995,2003,2006,2010）批判話語分析的

三層次分析來探究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第一層次是社會事件層次，主要是

分析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身體形象和氣質，具焦在國際中文版

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專屬模特兒、戀愛教室、名人訪問和廣告商品，第二

層次的社會實踐，主要是探討影響文本產製背後的話語秩序，第三層次的社會結

構，主要是探究文本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和霸權。 

 

第一節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社會事件層次 

 

一、《Popteen》－12 到 18 歲的女性族群 

 

  《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的主要閱聽眾年齡是 12 歲到 18 歲的女性學生，因

此，雜誌的專屬模特兒或是封面女孩的年齡也大約介於此範圍的女性，雜誌內容

也和其他年齡層的女性雜誌一樣，會介紹如何瘦身和化妝的女性話題，因為，此

本雜誌主要是針對女性學生，所以，雜誌內容會特別介紹女性在學校和放學後的

打扮，例如，如何成為制服系女孩，或者是放學後的約會打扮，從中也可看出國

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有明確的目標閱聽眾，以下分別透過此雜誌的封面女孩、

專屬模特兒、戀愛教室、名人訪問和廣告商品來探究《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

如何再現女性的身體形象和氣質。 

  

 
（一）、封面女孩：「可愛」搖滾女孩－西野加奈和久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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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有時候是由日本當地的女明星或者是

雜誌專屬模特兒來擔任，從日本進來台灣的日系女性雜誌，之所以沒有全面改成

台灣女明星或模特兒來擔任封面女孩，乃是因為台灣女性閱聽眾對於日本的女明

星有一定的熟悉感，加上台灣閱聽眾對於日本文化有高度的接受度，另外，有時

候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會邀請台灣女明星擔任，乃是由於國際性雜誌的全球

在地化行銷策略（郭詠萱，2007），因此，可以知道封面女孩有時候是雜誌專屬

模特兒、日本女明星或是台灣女明星來擔任，雜誌的封面女孩能反映雜誌欲呈現

的風格類型，就像是廣告商品需要有品牌代言人一樣，因此，本研究把封面女孩

當做研究項目一。 

 

  《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的目標閱聽眾是介於 12 至 18 歲的高中女生為主，

所以，在封面女孩的選定上面，封面女孩的年齡會比較偏低，例如，《Popteen》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在 2012 年 10 月份的雜誌的封面女孩是由兩位日本女明

星擔任，兩位日本女明星的年齡分別是 21 歲和 23 歲，在雜誌的內頁有 4 頁的篇

幅在介紹兩位封面女孩的初次認識過程、穿衣打扮和戀愛話題，雜誌的內頁也使

用大量的兩人合照的照片，雙手捧臉頰、嘟嘴和用手比成愛心的姿勢，配合文字

搭配來塑造女性所謂漂亮和可愛的形象，例如，其中一位女孩稱讚另一位女孩子

的微翹嘴唇是最可愛的特徵，兩位封面女孩雙手捧臉頰的照片則是在照片上方寫

著怎樣的穿著是最令人嚮往的可愛女性形象，例如，「我好想用今年超愛的貓咪

圖案及鉚釘配件打造可愛的搖滾形象」（p119）。這一期《Popteen》的雜誌主題

是搖滾，搖滾是一種叛逆的感覺，但雜誌把搖滾建構成一種可愛的感覺，封面顏

色除了使用代表搖滾的黑色之外，也大量使用粉紅色，讓搖滾變成不是黑色、負

面與充滿鉚釘的叛逆，而是一種屬於小女孩的微甜搖滾形象，本期雜誌其中有一

個主題是在教導女孩子如何穿出微甜壞女孩的搖滾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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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屬模特兒：大眼、小臉、嬰兒般臉龐和纖細身材－舟山久美子等模特

兒 

  《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每期都會邀請雜誌本身的專屬模特兒來分享自身

的化妝技巧、減肥經驗或者是私生活的分享，由於是針對女性高中生為主要閱聽

眾對象，所以，雜誌會介紹如何在上學途中如何減肥瘦身，如何化一個上學的妝

容，另外，模特兒的身高跟其他年齡層的雜誌也是偏向於嬌小型的女性，以取得

此族群閱聽眾的認同感。 

  

 2012 年 10 月份的《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的目錄就有九個標題是在分享雜

誌專屬模特兒得化妝技巧、瘦身過程和愛情觀，可見雜誌專屬模特兒除了替雜誌

做了明顯的分眾年齡定位，另外，也表示雜誌專屬模兒對於雜誌本身的銷售量也

一定的幫助，也可看出高中女生對於雜誌專屬模特兒是有一定的認同感，本節欲

探究雜誌欲再現的女性氣質和身體形像，所以，本研究挑選三個主題來分別敘述

雜誌建構的女性形象和氣質，第一個主題是臉部；第二是身材；第三是流行打扮，

以下分別敘述關於《Popteen》雜誌的專屬模特兒針對以上三點的呈現，雜誌選

擇日期為 2012 年 10 月份的專欄報導。 

 

 第一個標題：Pop 模特兒們熱情的秋服、秋髮和秋顏(p28)。 

  內文：Pop 模特兒的心情已完全切換為秋天！所以我們針對大家的秋季穿搭

做出這麼豪華的大調查！相較於夏天，大家想變成熟女性的意願更強烈。不論服

裝、髮型和彩妝，全都改走成熟風，時尚感也更加提升了，還付上今年秋天我要

做什麼的宣言！千萬別錯過本期的精采專訪唷！ 

 

  上文中 Pop 的意思是指《Popteen》內容為十位模特兒針對秋季打扮有什麼

重點的分享或試自己的心情宣言，雜誌花了十五頁的篇幅來介紹模特兒的打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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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宣言，第一頁是這十二位模特兒的全身照，每張個人照的旁邊都會有秋季的

服裝宣言和愛情宣言，例如，「今秋我要大聲宣布一定要交到象山下智久的帥哥

男友」、「服裝打扮、髮型和彩妝全部要變成秋季的久美子風貌」。接下來幾頁，

開始介紹各個模特兒喜歡的打扮、化妝重點、包包內含物和秋季的宣言。日系女

性雜誌每個季節都會有屬於那個季節的流行趨勢，例如，這期雜誌介紹秋季流行

的顏色為橘色和黑色。本主題雖是介紹女性流行趨勢，但也可看出女性裝扮幾乎

是為了獲得愛情而去裝扮自己。 

 

 第二個標題：Pop 模式！「適合自己麻豆彩妝」圖表！(p68) 

 

 這一部分主要是在介紹模特兒們化妝的技巧，雜誌把臉部分為眼睛、鼻子和

臉型來分別介紹模特兒如何把眼睛話得又圓又大，如何把塌陷的鼻子畫的高而

挺，如何把各個不同的臉型畫成小臉美女，例如，其中一頁是在介紹雜誌專屬模

特兒舟山久美子（21 歲）的彩妝技巧，眼睛著重在如何善用本身的圓眼睛打造

自然又溫柔的雙眸，臉部的部分則是利用腮紅來畫成如同嬰兒般的臉龐。大眼

睛、小臉和嬰兒臉龐似乎是女性雜誌化妝訴求的重點，除了化妝技巧之外，像是

美容保養品廣告，也在追求如同嬰兒般的光滑臉蛋，光滑不限於臉部，身體肌膚

也在追求光滑的理想身體形象，例如，身體乳液和一些女性除毛的用品，日本學

者岡田章子（2003）認為，日系女性雜誌雖是給女性閱聽眾觀看的雜誌，但是其

實是透過男性的眼神去再現女性身體形象。 

 

 第三個標題：Pop 模特兒的瘦身之路成功＆失敗血淚心酸史(p78)。 

  內文：以美麗為目標的麻豆們，從成功和失敗的瘦身經驗中，徹底自我分析！

把結果拿來和自己相比，只要能找到適合的瘦身方法，絕對可以成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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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專題主要是在介紹《Popteen》模特兒們從 17 歲左右的青少女時期開始實

行過的減肥方法，從錯誤的斷食減肥到均衡飲食，並且透過運動來維持理想體重

的減肥過程，每個模特兒都有自己理想身材的對象，例如，其中一位女孩子希望

自己的身材像是《VIVI》日系女性雜誌的模特兒藤井麗娜一樣的漂亮身材，另

外一位女孩子希望自己可以透過減肥塑造出纖細，卻觸感柔軟，跟《MINA》日

系女性雜誌的模特兒佐佐木希一樣的身材，雖然每位模特兒都有不一樣理想身材

的對象，但其理想身材樣貌都是一樣的，那就是纖細的身體和雪白的皮膚。 

 

透過圖片和文字所建構的女性形象可以得知，《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對於

女性理想的身體是纖細、結實、肌膚觸感柔軟，這樣的女性身體形象被定義為好

的、美麗的、成功的，雖在雜誌沒有論述何謂所謂不好的、失敗的和醜陋的身體

形象，但是已隱含不纖細、不結實和肌膚觸感不柔軟則是屬於失敗、醜陋的，女

孩子必須持續不斷地對身體進行規訓才是邁向理想身材的途徑。 

  

小結： 

 綜所以上，針對 12 到 18 歲女性的《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透過模特兒做

為一種權威者和美麗者的角色，替女性定義何謂流行和美麗的形像，另外，由於

此雜誌主要是針對 12 到 18 歲的女性閱聽眾為主，所以，可以看到雜誌不斷告訴

此年齡範圍的女性可愛為擁有纖細的身材和無辜臉蛋，再加上配合模特兒微笑的

照片，隱含告訴女性閱聽眾，因為擁有了這樣的身體形象條件與流行裝扮，所以，

模特兒們是快樂的，換言之，如果擁有了肥胖的身材，乃是失敗的身體形象，需

要對自己的身材和品味不斷改進，進而達到和模特兒一樣成功、美麗的身體形象。 

 

（三）、戀愛教室：努力成為他理想的女性 

 《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在每期雜誌的最後，都會有關於針對青少女的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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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問題，或者是請模特兒來分享自身的感情經驗的戀愛專欄，2012 年 10 月份的

《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是由五位《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的模特兒來分享自

身的戀愛經驗，這五位模特兒分別是名為佐野友妃子（18 歲）、村田莉（大學３

年級）、西川瑞希（19 歲）和舟山久美子（21 歲），以下分別描述各個模特兒的

戀愛經驗過程。 

  

 第一個主標題：左野友妃子－是他造就了今日的我，最初與最後的戀情

(p102)。 

 副標題：友妃子說：「遇到了他，我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愛情。」為了迎合

他的標準，使出全力後面追趕。友妃子與年長男子的戀愛故事！ 

 

  「想成為能讓他自豪的女人，服裝打扮與髮型全都要改變」（P102）。內文的

第一段以這句話為開始，接下來開始描述與男友的戀愛過程，描述每次約會時，

都會打扮成他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像，來取得男友的歡心，最後結尾以這句話結

束「為了成為他的理想女友，一直都在自我磨練」(P102)。 

 

 第二個主標題：村田莉－無法勇敢地表達心意，令人懊悔不已的戀情

（p103）。 

 副標題：雖然兩人相親相愛，小莉卻因為害羞而沒有告白。直到對方有了女

朋友，才懊悔如果那時候告白就好了，公開一段讓人懊悔的戀愛故事。 

 

 文中描述女主角小莉高中時，因為和男性友人聚會而認識了一位比自己年長

許多的男性，情人節也送了和他年紀同數目的白玫瑰，但是後來還是沒有真正和

對方表達心意，在某次聚會中，透過其他友人才得知，那位她心愛的男性已有了

女朋友了。最後的結語是「只是一昧地自作多情，這是一段笨拙的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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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主標題：西川瑞希－人生第一次哭得這麼悽慘的戀情(p104)。 

 副標題：讓我知道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原來也可以愛上某人。 

 

 文中女主角描述自己本來認為自己是一個冷靜看待愛情的人，但沒想到會愛

上一個比自己年紀大很多的男性，此男性年齡為 25 歲，文中描述兩人在談戀愛

的過程，只要男朋友不回簡訊給自己，女生都會放聲大哭，兩人在一起時，女生

會壓抑自己不好的情緒，表現出開心的一面，但是後來還是分手，但女主角很開

心自己曾經擁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最後期許自己在下一次的戀愛能更堅

強。 

 

  第四個主標題：舟山久美子－她已經不在我身邊，就連手也不想牽(p105)。 

  副標題：被交往三年的男朋友背叛的愛情故事。 

 

 文中描述女主角－舟山久美子在國中一年級與同班男同學交往三年的愛情

故事，兩人起初感情非常好，女主角一度認為這就是可以結婚的對象，後來，男

主角消失了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原來男主角已經另有新歡，文末女主角自我

勉勵地說，在跟他分手之後，才發現自己變得更堅強，不管發生任何事情，每件

事情都會有所含意 

 

小結： 

  綜所以上，《Popteen》模特兒的愛情故事可以歸納以下幾點，女主角通常會

愛上比自己年紀大的女生，並且努力地使自己成為男主角心目中的理想類型，雖

然最後都已分手結尾，但都從失戀的經驗中，使自己變得更堅強，另外一種愛情

故事則是有喜歡的男性對象卻不敢告白，女主角則是會非常懊悔，並且鼓勵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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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同樣經驗的女生，如果遇到喜歡的男性就要勇敢地和對方表達心意，另外，

在女性氣質的再現上面，可以知道女性被再現成一個柔順、體貼和婉約的女性形

象。在東方及亞洲女子在大眾文化的再現裡面，有以下的特點：童稚、柔順、瘦

小和情慾的（劉仰芳，2012；Kelsky，2001；張德瑩，2008），岡田章子（2003）

認為，雖女性雜誌是以女性為主要閱聽眾，但是女性雜誌再現的女性形象是以男

性之眼所建構，會激發男性去東南亞國家消費女性的欲望。 

 

 雜誌在編排地處理上，在分享完模特兒的愛情故之後，都會有一個戀愛教室

Q&A 的愛情煩惱諮詢室，處理讀者對於愛情上的煩惱，由雜誌專屬模特兒來回

答讀者對於愛情上面的煩惱，例如，有讀者發問，男朋友為了社團的事情，忙到

沒時間見面，該怎麼做才能見他一面呢？模特兒們的回答則是，無法見面時，是

自我磨練最好的時機，或者是建議可以找午休時間，兩人一起吃午餐。 

 

小結：  

透過以上可以知道，雜誌專屬模特兒不只是扮演一位美麗時尚的定義者，同

時也扮演一個愛情專家，替雜誌閱聽者解決愛情上面的煩惱，另外，在圖片的處

理上，每段愛情故事和在愛情煩惱諮詢室的愛情專欄，都會有許多模特兒穿著粉

嫩系顏色服裝擺出微笑，比勝利姿勢、嘟嘴和掩面大笑的照片，由此可看出，在

雜誌中的女性再現為可愛、體貼、渴望愛情，為了愛情不惜會改變自己以符合對

方的形像。在英美的脈絡而言，東方及亞洲的女子在大眾文本的再現上，經常有

幾個特點：臣服、童稚和情慾的（劉仰芳，2011）。 

 

（四）、名人訪問－佐藤建「我很喜歡像神谷薰那樣清秀的女孩」。 

 Popteen 日系女性雜誌 2012 年 10 月份的名人訪問是邀請日本男演員－佐藤

建來接受訪問，屆時剛好是佐藤建電影「建心」的宣傳期，在訪問的報導專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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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建親自回答《Popteen》讀者的問題，讀者的問題一：建心是為了大家貢獻

自己的能力，佐藤會想為心愛的人做些什麼事情呢？佐藤回答：如果是朋友，當

對方難過和傷心的時候，我會想陪在他身邊。陪他一起喝酒，為他打氣，總之就

是多陪對方。 

 

  讀者問題二：你喜歡的女性類型是向電影裡的小薰那樣成熟內斂，還是積極

樂觀的女性呢？佐藤建回答：如果要我選 2選 1，我會選擇小薰。其實這兩種女

性都很有魅力，但是我更喜歡小薰那樣的外冷內熱的個性，還有的感覺。我認為

女性一定要有清純的氣質！」 

 

 讀者問題三：當你跟心愛的人在一起，如果對方感到很害怕，你會如何守護

她？佐藤建回答：最好的方法應該就是一起逃跑吧！如果跟敵人談判或打鬥失敗

了，兩人不就都會報追殺。為了不讓心愛的人陷入險境，首先我會選擇逃跑」。 

 

小結： 

 透過以上的一問一答中，建構出男性為一種擁有權力的保護者形象，然而女

性則是柔弱需要被保護，一如一般地王子公主的童話故事戲碼，男性擁有權力、

剛強的體魄和心臟，去解救受苦受難中的女主角，在此專欄訪問中塑造出男性為

一種英雄保護者的形像，另外，也透過男主角的角度來定義何為比較受男性歡迎

的女性形象，受歡迎的女性形象為清秀和外冷內熱的個性像電影女主角小薰那樣

的女性形象。 

 

（五）、廣告商品：萌系文具－蘑菇人 ＆ 大眼娃娃－小布 

 《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除了因應化妝技巧和流行打扮而介紹的睫毛膏、

腮紅、碎花短裙之外，也在雜誌中介紹最近在連鎖便利商店消費達到一定金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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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贈送的蘑菇文具，2012 年 11 月份的《Popteen》雜誌中有一個專欄專門介紹蘑

菇人文具，除了透過化妝和穿著去呈現此年齡範圍的可愛形像，雜誌也會介紹一

些萌系文具來教導女孩子如何透過文具來使自己變得更可愛，此專欄有兩個頁

面，使用大量的蘑菇人文具的圖片，和幾位穿著制服的女高中抱著蘑菇人玩偶，

建構出一個女性高中生如何才能變得更萌、更可愛，另外，透過文字也建構一種

如果擁有了這項文具，也可使上課得心情變得更好的感覺，例如，文中描述蘑菇

人文具讓上課心情更愉快的療鬱級商品，因此，透過文和圖建構出蘑菇人如同一

個萌系女高中生一樣可療鬱別人的心情。 

 

 小布娃娃是一個大眼睛小臉的娃娃，在《Popteen》雜誌中使用很多的布偶，

例如，有小熊或者是小兔子，在 2012 年 11 月有一個專欄是專門介紹教導女孩子

如何畫一個如同小布娃娃一樣的妝容，主標題：這些就是大家夢寐以求的大眼條

件(p10)。內文：一、小步洋娃娃風格的圓潤度與大小，二、以微垂水滴形增加

寬度，三、雙眼皮膠條打造出深邃明顯的雙眼皮，四、瞳孔上的假睫毛必須要明

顯往上捲翹。 

   

小結： 

 從萌系文具和萌樣的小布娃娃的文圖建構出一個女性高中生的形象為一種

無辜、可愛和楚楚可憐的形象，如同先前在男明星訪問中，女性的形象建構也是

一種柔弱需要被保護且一種純潔、無害且童稚的。 

 

二、《MINA》、《VIVI》、《WITH》－18 到 24 歲的女性族群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MINA》、《VIVI》和《WITH》，此三本雜誌主要

的閱聽眾年齡範圍為 18 到 24 歲，針對此年齡範圍的女性族群，不同於《Popteen》

日系女性雜誌，此三本雜誌會介紹上學或者是上班的穿著或者是親子穿著，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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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教導女孩子如何成為制服系女孩和書包裡面該放哪些可愛的文具，此四本雜

誌也開始會介紹電影、理財、書籍和養生等知識含量較高的資訊，本研究也從封

面女孩、專屬模特兒、戀愛教室、名人訪問和廣告商品去描述雜誌如和再現女性

身體形象和氣質。 

 

（一）、封面女孩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通常都是日本女明星或是雜誌專屬模

特兒，有時候會是台灣的女明星，乃是由於國際中文版的全球在地化策略。另外，

由於台灣對於日本文化有一定的熟悉，所以，有時候雜誌會直接採用日本當地所

出刊時所用的日本女明星或是模特兒（郭詠萱，2007）。 

 

1.《MINA》封面女孩－甜美無邪的謝新穎 

 2012 年 12 月份的《MINA》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是台灣女演員謝新穎，

雜誌中也有兩頁的篇幅來介紹自己的身分和喜愛的穿著打扮，第一頁敘述自己由

於拍了很多電影和電視劇，因而使得自己漸漸地從中成長許多，變得更專注、沉

穩和自信，這也是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訪問的一個特色，封面女孩不僅擁有

甜美的外表，也有樂觀正向的個性。專欄訪問也插入了許多謝新穎的特寫大頭照

和露腿全身照，照片顏色則以柔和的粉嫩色系，營造謝新穎一種清新和柔和的甜

美形象，另外一頁則是訪問謝新穎喜愛何種穿著搭配，謝新穎回答，喜愛率性的

街頭風，並且透過穿著能擁有美好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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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012 年 12 月份《MINA》封面女孩謝新穎的訪談內文。 

 

於第二頁介紹自身的喜愛穿著打扮，文章標題為「不論是化妝或是穿著都是

讓自己變漂亮又開心的方法喔！喜愛率性街頭風和睡前按摩保養」（p21-22）。標

題中隱含了如果想要像謝新穎一樣擁有美麗的外表和好心情，必須要透過服裝打

扮，和對自我身體不斷地規訓，例如，謝新穎在文中表示，她為了能擁有美好的

心情，除了會穿著不同風格的衣服，也會對自己的身體塗抹一些滋潤性高的保養

品。 

2.《VIVI》封面女孩－白色的安室奈美惠 

 2013 年 6 月份的《VIVI》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是安室奈美惠，安室奈

美惠常擔任《VIVI》的封面女孩，會在雜誌內文介紹衣服的穿搭心得、出身背

景和介紹安室奈美惠演唱會相關的訊息，例如，在這期 2013 年 6 月份的《VIVI》

日系女性雜誌，除了介紹最近在巡迴的演唱會資訊，也介紹衣服穿搭的心得。另

外，安室奈美惠是混血兒，母親是日本和義大利的混血，父親是日本沖繩原住民，

安室奈美惠擁有立體的五官，媒體稱她是九頭身美少女，小臉蛋和立體的五官經

常是日系女性雜誌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另外，因為這期雜誌的主題是「白色」，

所以安室奈美惠在雜誌內文的照片，全身上下都是穿著白色，透過不一樣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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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穿出不一樣的風格，日系女性雜誌的色調常出現偏向粉嫩的色調，給人一種

純潔無暇的感覺，塑造女性一種清新、無垢，如同女神般的聖潔。 

 

 

圖 4-2：2013 年 6 月份《VIVI》封面人物安室奈美惠訪談內容。 

 

標題：AMURO IN THE White World 安室奈美惠的白色（p20）。 

內文：去年，迎接出道 20週年的紀念年度後，再度展開全新旅程的安室奈

美惠，前陣子也成功完成了五大巨蛋的演出，現在，正以世界的安室奈美惠之姿

進行亞洲巡迴演出，VIVI 也在此批露，這般愈加磨練的她，這次時尚主題是＂

全身白色＂，從＂女孩風白色＂到＂透膚休閒混搭白色＂，為我們穿上最具當季

風的造型。 

 

女性雜誌雖是以女性閱聽眾為主要對象，但照片和內文似乎是以男性之眼來

凝視女性身體和氣質，像這期的日系女性雜誌以白色為主題，白色給人一種清

新、無垢的女神形像，另外，內文有提到「透膚休閒混搭白色」，透膚的意思是

即使穿上衣服，也要稍微顯露於衣服下面的肌膚，穿衣服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不是

為了遮蔽，而是一種展現身分的象徵，在這期的《VIVI》雜誌的呈現，則是為

了展現性感，是為了迎合男性之眼去凝視女性身體。 

3.《WITH》封面女孩－清新可人的陳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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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3 年 6 月份的封面女孩是台灣女演員陳意涵，有兩頁的篇幅來介紹陳

意涵的內心世界。 

 

圖 4-3：2013 年 6 月份《WITH》封面女孩陳意涵的訪談內文。 

 

 標題：陳意涵大剌剌的過生活(P30)。 

 副標題：瓜子臉加上一雙有靈氣的大眼睛，就像文藝小說中的女主角，清新

又可人，但實際上卻是大剌剌地像男孩般的豪氣，完全符合 WITH Lady 的憧憬，

本月就來窺探她的內心世界。 

 

 透過主標題和副標題可以明顯知道，《WITH》日系女性雜誌所欲呈現的美麗

女性形象為瓜子臉和大眼睛，這也是絕大部分女性雜誌所呈現的女性樣貌，內文

使用了兩張陳意涵的照片，一張是陳意涵的穿著無袖洋裝露出小腿得全身照，一

張是陳意涵露齒微笑的大頭照，給人一種如同標題所敘述的清新可人的形象，也

展現出一種性感。另外，在內文則是對於陳意涵訪問的 11 個問題，有一個問題

詢問陳意涵，會用什麼動物比喻自己呢？答：松鼠（P30）。女性雜誌有一個特色，

常會有許多動物的插圖，因為動物給人一種可愛且無心機，正如同女性雜誌欲建

構的女性氣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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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屬模特兒 

1.《MINA》雜誌－矢野未希子和山口別府 

 2013 年 6 月分的雜誌介紹《MINA》雜誌專屬模特兒的穿搭技巧，文章的標題

是「不穿迷你下半身也能擁有美腿，春日流行宣言」(P141)，內文：「要說能拿

來炫耀的美腿，我感到自卑」，內容則是在敘述，春天的來到，如何遮掩肥胖的

下半身，文中隱含如果露出肥胖的下半身，是一種很丟臉的行為，告訴女孩子透

過靴子和長裙遮掩下半身。 

 

 在女性雜誌中，正常美麗的身體是有一個標準，如果無法符合這標準，女性

必須透過減肥方法或者是服裝穿著搭配，來遮掩這令人「羞愧」和「自卑」的身

體特徵。此期的專屬模特兒的穿著搭配分享文中，透過文字的圖片的再現，女性

如果擁有肥胖的雙腿，是一種丟臉，必須要沒有自信，要透過服裝遮掩起來。 

 

2.《VIVI》專屬模特兒－藤井 Lena 

 藤井 Lena 是《VIVI》雜誌的專屬模特兒，每期雜誌都會有藤井 Lena 的專欄

訪問，介紹藤井 Lena 的出道過程、穿著或是私生活，在夜市或者是網路拍賣上

面，都會打著藤井 Lena 穿過的衣服，由此可見，藤井 Lena 對於日系流行服裝趨

勢有一定的影響。 

 

 藤井 Lena 是混血兒，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日本人，擁有混血兒的外表，

在《VIVI》日系女性雜誌理面，有許多模特兒都具有混血兒的血統，此外，《VIVI》

雜誌中也常教導女性閱聽眾如何畫出混血兒的妝感，例如，4 月分的《VIVI》日

系女性雜誌中有一個主題是在介紹如何畫出混血兒的妝感，文章標題是「好想擁

有外國少女般容顏」（P170）。文中請來具有混血兒身分的四位《VIVI》雜誌的專

屬模特兒來介紹如何透過化妝技巧畫出像外國少女依樣得妝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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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2013 年 4 月份《VIVI》混血兒妝容的化妝技巧。 

 

  在 2013 年 4 月份的《VIVI》日系女性雜誌理面，有一個主題是在介紹藤井

Lena 的出身背景、服裝打扮和化妝技巧。 

 

 標題：Lena 的孩提時代照片大公開。 

 內文：1.兩歲的時候住在日本，Lena 是日本人媽媽、美國人和日本人混血

的爸爸所生下的 1/4 混血兒。2.Lena 小時候的髮型和穿搭是？Lena 從小就對衣

服和髮型和隨身物品清楚表示我要這個的小孩。3.要怎麼樣才能擁有像 Lena 一

樣的身材呢？Lena 最愛吃的是納豆。吃的零食不是點心，而是納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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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013 年 4 月份《VIVI》的專屬模特兒井 Lena 的介紹。 

 

 文中說明了 Lena 的混血兒身分，是日本人母親混美國人父親，除了建立一

種和日本人同種的形象，也建立了一種優越的血統形像，因為日本人是一個非常

崇拜歐美文化的民族，另外，藤井 Lena 最喜歡的食物是納豆，營造出一種 Lena

雖在美國長大，但是愛吃的食物是日本的食物，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介紹完 Lena

的身份之後，另外四頁則在介紹 Lena 私底下的服裝、全身所使用的保養品，和

如何畫出混血兒的妝容，著重在光滑的肌膚、腮紅和睫毛。 

 

3.《WITH》專屬模特兒－想要結婚的念頭之平野由實 

 平野由實是《WITH》日系女性雜誌的專屬模特兒，擁有白皙的皮膚、大眼

睛和微捲的長髮，是典型的日系女性雜誌專屬模特兒的形象，在 2003 年 5 月份

的《WITH》日系女性雜誌中，介紹如何利用彩妝來吸引男性的注意。 

 

 標題：戀愛是用彩妝，讓第一印象 UP 

 內文：只要是明亮氣息的女性，眼神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追隨著她，這就是得

到男性連番證實的真心話……。給人像是好家庭出身感覺的女性，一看就覺得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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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就是自然又開朗的女性，感覺就是在被愛中成長。……男性喜愛是最簡單的

粉紅色，適合甜美笑容的明亮肌膚底妝……，對於平凡甜美的女性，對親吻的準

備也不能懈怠……（P152-153）。 

 

 另外，平野由實在《WITH》2013 年 3 月分的日系女性雜誌裡面被再現成女

秘書角色，對於兩性雜誌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存在於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

面，女性的職業只能做些文書處理和秘書的角色，在雜誌的內文：「正在回想昨

天的情況時，部長也丟了緊急狀況給我，我得快回去秘書室才行，也要趕快切換

到工作模式」（P87）。 

 

（三）、戀愛教室 

 《MINA》、《VIVI》和《WITH》這三本日系女性雜誌沒有直接討論兩性的

戀愛教室，但是此四本雜誌都會教導怎樣的女性，才能獲得美好愛情，例如，約

會時，該穿著露出小腿的裙子，擁有纖細的身材，才會有異性緣，還有，要時常

變換穿著才能抓住男友的心，從這些文字和圖片的論述建構一個女性身材標準，

擁有了這些特徵，女性才能有擁有愛情。 

  

（四）、名人訪問 

1.《MINA》名人訪問－搶救戀愛尼特女的炎亞綸 

 炎亞綸是台灣男偶像團體之一的成員，於 2012 年 10 月份發行個人首張的專

輯，演出過台灣的偶像劇，在 2012 年 12 月份接受《MINA》雜誌的專訪。 

 

 標題：搶救戀愛尼特女特別企畫，真實了解男孩心理－貼近炎亞綸（P142） 

 內文：拍攝當天，炎亞綸熟稔得走進攝影棚，除了清爽的私服和陽光的笑容，

讓人印象深刻外，手上拿著大量的限量公仔也讓人目不轉睛……喜歡的女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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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濃妝且自然不做作的女生……（P143）。 

 

 日系女性雜誌常會訪問男明星，詢問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從目標群

眾較年輕的《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到目標群眾較高的《MINA》日系女性雜誌

可以看出，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不外乎是清新、乾淨的女性形象，由此也

可看出，女性透過閱讀女性雜誌除了得知流行趨勢之外，也會想透過閱讀雜誌得

知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而去努力追求，例如在本期的《MINA》日系女性

雜誌中，有許多標題都是透過男性之眼來去規訓女性的穿著和身材，「抓住男人

的心的顯瘦穿著」、「受男性歡迎的戀愛妝」等標題。 

 

此則專訪的標題「搶救戀愛尼特女特別企畫」，尼特女的意思是沒有談戀愛

的女生，尼特是外來語直接音譯而成，英文為 NEET 是 Not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意思是沒有上學，沒有就業，也沒有進修的打算，日本常發名一些名

詞來形容社會上的某一些族群，像是干物女或是草莓族等，戀愛尼特女也是日本

的一齣日劇的名稱，在形容女性長期沒有談戀愛，跟 NEET 一樣具有負面的意涵。 

 

2.《VIVI》名人訪問－英格蘭玫瑰 Elli Rose 

 《VIVI》日系女性雜誌有一個連載單元，每期雜誌都會請來名模來談私生

活、穿搭哲學、感情觀或是心情分享，本期 2013 年 6 月份的《VIVI》日系女性

雜誌邀請具有混血兒身分的 Elli Rose 來談自身的戀愛觀和時尚觀。 

 

 標題：本月的美人代表 Elli Rose（p254）。 

 內文：盡情享受談戀愛的感覺，從內心發自保持快樂，如果要問我如何培養

女性魅力，應該是多談戀愛，從內心發自保持快樂，戀愛能有助於女性荷爾蒙的

分泌，希望台灣女生也能好好享受。……不曾素顏外出過，外表真的很重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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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是演出。 

 

 「外表真的很重要，不曾素顏外出過」，現在台灣的女性也漸漸習得日本女

性出門化妝是一種禮貌的生活方式，有些台灣的電視節目也會邀請台灣女明星上

節目卸妝，如果卸妝前後差很多，必定會遭女主持人的調侃，女性變得一定要遮

蔽原來自身的面貌，如果卸妝後的素顏，沒有擁有光滑乾淨的肌膚，除了會遭主

持人調侃之外，也會讓女性會產生一種羞愧感，有時候電視上卸妝後的女明星會

因此而哭泣，女性會努力去遮蔽原始暗沉且不光滑的皮膚去符合男性凝視，而為

何會有羞愧感的產生，則是資本主義和父系霸權所建構的美麗定義，在市面上可

看到各式各樣的女性化妝品或者是美容保養品，強調使用之後，會擁有像嬰兒般

光滑的肌膚，至於，父系霸權的宰制則是因為男性則偏好這樣無垢的女性樣貌，

如同日本學者岡田章子（2003）指出，日本女性雜誌雖是以女性為主要的消費者，

但雜誌中所呈現的無垢、清新的女性形象則是透過男性之眼去建構而成的。女性

雜誌有一個特色，非常重視外表和穿搭的膚淺表象，如果沒有達到雜誌所建構的

美麗與時尚標準，就是一種不合格的女性形象。 

 

另外，也可看到《VIVI》日系女性雜誌是一個非常崇尚歐美文化的一本雜

誌，雜誌從封面女孩常邀請具有混血兒身分的日本女歌星安室奈美惠，雜誌所擁

有的專屬模特兒絕大部分也具有混血兒的身分，另外，在雜誌內文中也會介紹如

何畫出具有混血兒妝感的化妝方式，除此之外，在《VIVI》日系女性雜誌有一

個連載單元，專門介紹歐美流行趨勢介，像本期 2013 年 6 月份的《VIVI》日系

女性雜誌就邀請來自荷蘭的部落客 Sietske 來介紹自身的穿搭哲學。 

 

 標題：世界的潮流因此孕育而生，月刊 Blogger（p18）。 

 內文：本月份登場的是來自荷蘭的時尚部落客 Sietske。來看看以今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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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色系單品為中心，有效運用螢光與運動單品的 Sietske 的高超技巧吧！ 

 

 《VIVI》日系女性雜誌雖名為日系，但雜誌內文常介紹歐美地區的流行趨

勢，可見歐美文化不只是存於日本的政治系統裡面，也存於日本的流行文化裡面。 

 

3.《WITH》名人訪問－惹人憐愛的石原里美 

 王子與公主的性別的刻板印象也散見在日系女性雜誌中，在先前對於

《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的資料分析中即可見到，在雜誌中的再現，男性通常

具有強壯的體魄和心臟，欲去拯救受困在牢籠中且楚楚可憐的公主，在以目標群

眾較高的《WITH》日系女性雜誌中也可見到此種性別科版印象，在 2013 年 5

月份的《WITH》日系女性雜誌中，訪問日本女明星石原里美。 

  

 標題：現在，最受大家喜愛的女性石原里美大研究（p21）。 

 內文：很有女人味的模樣，表情不停的變換，憐愛得可愛笑容，就像是現在

最受歡迎的新星，散發著閃亮的能量的女演員石原里美。雖然也對自己沒有自

信，也會遇到各式各樣得難關……。Off 就到海外解放，如果是我，說到解放的

方式就是休假的時候出國，所已在工作的節目上，我常常是一個人的單身旅

行……，似乎可以當個好妻子……雖然展現鎖骨也是可以，但是胸口沒有遮掩的

衣服就很危險，比起性感，更容易讓人覺得隨便……（p20-21）。 

 

 「可愛的憐愛笑容」，在日系女性雜誌中，常再現女性為需要男性保護的對

象，女性被再現為柔弱且無知的，另外，也會教導女性如何劃一個無辜的大眼妝，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女性形象依舊存在於現在 21 世紀的女性流行雜誌裡面。

另外，談到「好妻子」的話題時，仍然在乎男性的眼神是如何看待自身的穿著打

扮，以不要讓男生覺得隨便而去打扮自己，不只是在明星訪問的專欄裡面，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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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怎樣的女生才符合男性的心目中的理想形像，在其他教導女性如何穿著搭配或

者是瘦身的話題，也常以「這樣的女生，才是男性喜歡類型」類似的標語來做為

整篇文章的開場白。由此也可以看出，日系女性雜誌對於愛情論述似乎有點淪於

在乎表像穿著搭配和化妝的膚淺論述。 

  

（五）、廣告商品 
1.科技產品：白色的 Sony Xperia Z 

科技產品也出現在日系女性雜誌裡面，但其論述方式和男性雜誌裡面的科技

產品廣告有所不同，舉《VIVI》日系女性雜誌為例，《VIVI》日系女性雜誌在 2013

年 6 月份雜誌理面，有一篇是在介紹 Sony Xperia 智慧型手機，雜誌總共花了兩

個頁面來介紹。 

 

 標題：智慧美型生活 HOT 發表（P28）。 

 內文：雖然智慧型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強大，不過女孩們最重視的果然還是外

型吧（笑），知名部落客愛愛特別分享她的 Sony Xperia Z 時尚穿搭 LOOKS，看

她將手機做為時尚配件巧妙搭配的高超技巧，正是現在選擇 3C產品的時尚趨勢

唷（P28-P29）。 

 

 

圖 4-6：2013 年 6月份《VIVI》Sony 手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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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日系女性雜誌邀請台灣知名女性部落客介紹智慧型手機，但其介紹

文之中，缺乏深度的對於這樣產品的功能論述，只強調其外觀的美麗，雜誌內文

是知名部落客愛愛坐在咖啡店裡面享用美味的馬卡龍點心和咖啡，文字則是在介

紹如何透過白色手機與自身的服裝所有搭配，例如，在文中提到「圓點上衣加上

雪紡短裙，展現俏麗甜美的復古風情，將 Sony 鏡瀲白與法是粉嫩系馬卡龍色甜

美結合，整體以粉紅色和白色為主，尤其是配件類皆以白色系為主，創造出整體

看起來粉嫩又清爽復古俏麗的造型」（p28）。 

 

 可以明顯看出，日系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只能是重視外表的一個性別，認

對於 3C 科技產品的廣告介紹也這樣的論述，把女性再現為缺乏理性且無法深度

論述的一個性別族群。在兩性刻板印象裡面，男性被視為理性且對無敵鐵金剛和

科技產品有興趣，女性則被認為非理性且對巴比洋娃娃有興趣，日系女性雜誌似

乎一再地複製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 

 

2.料理食譜 

 在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後面幾頁，除了會有兩性關係的討論，有時候還會

教導女性如何整理家裡、裝潢房間或者是如何料理食物，像是在《WITH》2013

年 3 月分的雜誌裡面，介紹如何料理咖哩飯、漢堡排或者是麵包等食物。 

 

 標題：征服男性的受歡迎料理排行榜（P166）。 

 內文：要抓住喜歡的他的心，親手做的料理果然效果超大！調查男性最愛的

食譜和女性做了會讓對方開心的食譜後，介紹妳真心受到歡迎的料理。 

 

 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不斷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複製與強

調，另外，也透過男性的看法鼓勵女性多為男性燒菜煮飯，似乎家務事等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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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之事，而男性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品嚐。 

 

  
 三、《Ray》和《東京 ef》－24 歲到 30 歲的女性族群 
 
（一）、封面人物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通常都是日本女明星或是雜誌專屬模

特兒，有時候會是台灣的女明星，乃是由於國際中文版的全球在地化策略。另外，

由於台灣對於日本文化有一定的熟悉，所以，有時候雜誌會直接採用日本當地所

出刊時所用的日本女明星或是模特兒（莊詠萱，2003）。 

 
1.《Ray》封面人物－可愛迷人的泉里香 
 

 2013 年 5 月份的封面人物是《Ray》日系女性雜誌的專屬模特兒，同時她也

是日本的女演員，在日本演過卡通美少女戰士的真人版，身高 166 公分，在本期

的雜誌內文主要是介紹如何穿出可愛又迷人的褲裝打扮。 

 

 標題：泉里香的超可愛迷人褲裝 LOOK（P66）。 

 內文：單品為雪紡紗上衣和粉紅色褲子，加速女孩性感魅力的透明感上衣打

動男孩心；單品為彩色緊身褲，保有露肌感或是展現美麗身材曲線，即使緊身褲

也能 KEEP 女人味喔；單品為可愛蓬蓬感褲裙，不管怎樣就是要讓腰部周圍清爽

鮮系是實現迷人美 BODY 的關鍵（P66-72）。 

 

 透過以上可以得知，女性的穿著打扮是為了吸引男性的目光，展現自己的身

材，在圖中的泉里香擁有比一般人纖細的身材，在雜誌中搖曳身姿，時而低頭咬

嘴唇，或者是側著頭擺出無辜的眼神。 

 
2.《東京 ef》封面人物－居家好女人的友坂理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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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5 月份的封面女孩是日本女演員友坂理惠，2003 年與舞台劇導演結

婚，並於 2004 年生下一子，在這期《東京 ef》雜誌理面也有談到對於家庭生活

的看法與經驗。 

 

 標題：一定要變的幸福（p32）。 

 內文：……但是能和家人在一起吃飯還是深切地覺得很幸福，無論是做料理

或者是打理一切家務事，因為是替家人做，就會覺得很快樂。……在一天的早晨

的開始，會用笑容目送兒子和丈夫出門後，自己心情也會比較好，所以就算慌忙

的時候，也會盡量要自己不要生氣（p33）。 

 

 從訪問內容的呈現，可以知道在日本的女性是非常傳統的，在家要相夫教

子，打掃家裡和主婦，此訪談內容依舊複製傳統男女的刻板印象，男主外，女主

內，女性的氣質也表現出傳統女人的溫柔婉約。 

 

（二）、專屬模特兒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都會有自己雜誌的專屬模特兒，專屬模特兒代表雜

誌欲呈現的女性形象與氣質，因此，本研究把專屬模特兒在雜誌內的訪問和照片

作為分析的文本。 

 

1.《Ray》專屬模特兒－香里奈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絕大部分都是一種具備陰柔的女性

特質，但在目標年齡層為 24 到 30 歲的《Ray》日系女性雜誌，女性不再只是陰

柔，女性也可以展現男子氣概的陽剛氣味。例如在 2013 年 6 月份的《Ray》日系

女性雜誌，在介紹其雜誌本身的專屬模特兒香里奈的私底下的打扮，強調女性也

可以擁有陽剛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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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香里奈想擺脫一切的時候（p54）。 

 內文：偶爾以陽剛的個性穿搭改變風格，軍裝系的單品或皮革等等，穿上比

較具有攻擊性的服裝，反而會覺得心情平靜，這就是我的時尚小叛逆（p54）。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都是一種陰柔、溫順和童稚的女性形

象，但在《Ray》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則告訴女性，女性也可以擁有具有攻擊性

的陽剛氣味來展現自己的時尚穿搭，先前的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都會一再

地告訴女性如何打扮成純潔和可愛的女性形象，但在《Ray》日系女性雜誌則開

始告訴女性，女性的打扮也可以擁有陽剛味。 

 

2.《東京 ef》專屬模特兒－混血兒的 Christina 

 

 如同其他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在雜誌內文都會介紹如何畫出一個混血

兒妝感的化妝技巧，《東京 ef》雜誌在 2013 年 5 月分的雜誌裡，也由雜誌的專屬

模特兒 Chritina 來教導女性閱聽眾如何畫出一個混血兒妝感的化妝技巧。 

 

 標題：想要成為她－臉孔融合東西方的獨特優點，完美五觀比例成為女性夢

幻指標（p177）。 

 

 內文：混血兒結合東西方臉孔的優點，才讓臉蛋精緻地讓人忌妒，ef從底

妝開始到眼唇頰，整理出各部位彩妝要點，跟著 ef一步步完成自己的混血名模

彩妝（p118）。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所呈現的女性樣貌幾乎都是小臉、大眼睛和捲翹像

洋娃娃般的外表，內文也有提到想要像混血兒的臉蛋就是要擁有像洋娃娃般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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皙皮膚，白皮膚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女性特徵。岡田

章子（2003）認為，日本人認為白皮膚的擁有，可以使自己像是歐美人士，所以

自身的權力位階也如同和歐美人士一樣地高。 

（三）、名人訪問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會邀請日本或日本的知名人士，如男女明星

或是模特兒來分享自身的愛情觀、生活觀或者是服裝穿衣哲學，文本的呈現，有

時候是以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有時候則是以名人個人陳述為主。 

 

1.《Ray》名人訪問－瀨戶康史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在 2013 年 1 月份的《Ray》日系女性雜誌的名人訪問，邀請男演員同時也

具備模特兒身分的瀨戶康史，同時間瀨戶康史在日本當地參與演出富士電視台的

周日連續劇，在本期的《Ray》雜誌中訪問瀨戶康史，女生在約會的時候該如何

的打扮，希望透過男生的角度來教導女性的穿衣打扮。 

 

 標題：大受歡迎的瀨戶康史心目中可愛風約會迷你造型（p118）。 

 內文：知道自己適合什麼樣的風格就是最時尚迷人的女孩，我想沒有人會討

厭花紋洋裝那樣很有青春氣息的迷你約會造型，此外白色針織上衣給人純情的感

覺，也是不錯的選擇。看到那樣的女孩，會給人心跳加速的感覺。……我喜歡黑

色洋裝。還有，我也喜歡讓人驚艷的露肌造型，不過，絕對不能給人太艷麗的感

覺，譬如露肩或者是露個香肩即可。不經意的感覺才讓人心動。問：在浪漫節日

到來的時刻，你會計劃什麼樣的約會呢？答：可以高級一點，我會預訂法國餐廳，

希望她美美地出門，在帶她去看夜景。 

 

 因為，一月份的《Ray》日系女性雜誌，因為情人節的即將到來，安排了這

個專欄訪問，希望教導女性閱聽眾如何在情人節穿出男性心目中理想的約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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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在日系女性雜誌中的兩性問題，通常還是只是聚焦在外在的服裝打扮，缺乏

深度的兩性論述。這篇專欄訪問直接以男性之眼去凝視女性的身體和打扮，其他

在內頁的服裝搭配照片，也會在旁邊下一個小標，例如，「抓住男性的目光」等

標題。 

 

雖是以女性閱聽眾的日系女性雜誌，但其內文充斥著以男性之眼來規訓女性

的身材和打扮，另外，女性的身體變成一種性感物的象徵，其主要目的是抓住男 

人的目光，例如，在其內文有提到希望女友能在約會時，露出肩膀或背部。 

 

2.《東京 ef》名人訪問－事業有成的賴雅妍 

 

 在《東京 ef》的 5 月份雜誌裡面，訪問台灣女明星賴雅妍，首先在文章一開

頭即描述賴雅妍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女性，雖然文章最主要是在介紹美容產品，但

不像其他日系女性雜誌，總會這樣編寫「使用這項產品會獲得愛情」（p111）。 

  

 標題：賴雅妍與妳一同見證每個美麗時刻，銀貂神話成就鑽石美肌。 

 內文：演藝事業交出亮麗成績的賴雅妍，不論工作在怎樣忙碌，也不忘保養

肌膚的重要性……（p111）。 

 

 幹練的新女性形象在年齡層 24 歲到 30 歲為主的日系雜誌裡面時常出現，不

會像年齡層較低的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那樣要求女性要去符合男性心目中

理想的女性形象，而是以一種新的都會女性形象出現，此種女性形象有自己的事

業，主動積極，不依附男性。 

 
（四）、戀愛教室 

 女性雜誌通常在雜誌最後幾頁會有戀愛專欄，可能是邀請雜誌模特兒分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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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戀愛經驗，或者是邀請專家或者是模特兒來替閱聽眾解答有關戀愛上面的問

題，本研究欲探究透過戀愛教室的專欄，女性雜誌是如何建構女性形象和氣質。 

 

（五）、廣告商品 
 
1.Oriental Culture Collection：精品配件 
 

 《東京 ef》日系女性雜誌的目標女性閱聽眾年齡介於 24 到 30 歲，所以雜誌

內文所介紹的配件單價價位偏高，而且款式也比較成熟，在《東京 ef》日系女性

雜誌 2013 年 5 月分的雜誌內文中，介紹許多珠寶專櫃的精品配件。 

 

圖 4-7：2013 年 5 月份《東京 ef》中國風珠寶的介紹。 

 標題：「Chinese Craze」中國風潮全球蔓延（P104）。 

 內文：1.單品配件：翠玉項鍊和耳環，翠玉代表東方風格，飽滿而潤澤的形

象；2.單品配件：古畫耳環，擷取中國古畫上花卉線條，細膩傳達深層祝福；3.

白玉耳環，傳白潔淨透著生命力的光輝，代表純潔與愛情，具有淨化即避邪的功

能，更是吉祥之物；4.格格系列耳環，青花瓷上的細緻牡丹，充滿富貴吉祥的寓

意 5.單品配件:手錶和戒指，純白剔透，繁雜紛擾的塵世中，我們都需要一絲淨

白，一縷晶透，無暇的淨化一切塵埃（P1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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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 ef》日系女性雜誌的這的單元介紹，主要是要介紹具有中國風的流行

配件，雜誌內的模特兒畫上細長的眼妝，有如卡通花木蘭的丹鳳眼的眼睛，配戴

具有「中國風」的流行配件，單品配件的下方和女模特兒照片的下方都會有配件

的品牌和價錢，平均價錢約一萬元以上，另外，雜誌內的色調也大量採用白色，

最後一頁是介紹白色的手錶和戒指，可以知道，女性常和粉紅色和白色，比較偏

粉嫩系的色調做連結，因為這樣的女性形像給人一種純潔與無垢的感覺。 

 

2.旅遊書和旅行必備裝扮 

 

《Ray》4 月分的雜誌中介紹日本旅遊地點，並且在其他期雜誌裡面開始鼓

勵女性單獨旅行，不依附男性，享受一個單身女子的旅行，如同岡田章子（2003）

所言，日本女性雜誌挪用女性主義在雜誌裡面，提到女性應該是獨立的個體，不

為異性而生存、打扮，而是為了自己。女性愛自己與享受一個人的旅行，這樣子

的女性主義論述，背後仍然是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女性愛自己必須買東西犒賞平

日上班的辛勞，女性一個人去旅行是一種獨立自主的表現，但仍然是鼓勵女性消

費。 

 

  標題 1：岩手－歷史的黃金之國，踏進如時代劇般的歷史景緻（P192）。 

內文：平安時代的千年歷史，穿越時空浪漫復甦……（P192）。 

 

標題 2：青森－蘋果和睡魔的故鄉，自由自在曼不城下町（P193）。 

內文：冬季的懷舊風，物詩暖爐列車出發，12月 1日到 3月 31 日限定行駛

的暖爐列車……單身女性邂逅幸福的心發現之旅（P193）。 

 

在這期《Ray》4 月分的日系女性雜誌主要是和飯店和餐廳業者合作，文章



67 
 

中也置入飯店和餐廳名稱和電話。基本上，女性雜誌就是一本廣告商品型錄，透

過各式各樣的論述建構，鼓勵女性愛自己與做自己的同時，背後最主要的目的是

在鼓勵女性大量消費。當然，旅行地點的介紹也是在置入廣告商品，例如，旅遊

書或者是衣服配件，雜誌會介紹女性出外旅行的穿著打扮，例如，在《東京 ef》

5 月份雜誌裡面，介紹女性去國外度假勝地該如何打扮自己。 

 

 標題：希臘，令人流連忘返的美麗國度（p184）。 

 內文：聖多里尼島蜜月熱門小島……，藍頂教堂和伊亞夕照必遊景點……，

漫步雅典市區感受希臘風情……（p184-185）。 

 

3.3C 科技產品：手機、電腦和筆電等 

《東京 ef》五月份的日系女性雜誌裡面，介紹許多 3C 科技產品，但有別於先前

目標年齡層介於 18 歲到 24 歲的日系女性雜誌，《東京 ef》日系女性雜誌內文的

3C 科技產品沒有搭配模特兒或是一些女性流行服飾，而是單純地介紹 3C 科技產

品。 

 

 標題：時尚新潮 3C豐富風活體驗（P112）。 

 內文：Cannon 數位單眼相機 EOS 700D 新上市……搭載 1800 萬像數 APS-C

尺寸 MOS 影像感測器和 DIGIC5 數位影像處理器……（P112）。 

 

 由此可以看出，在《東京 ef》的日系女性雜誌裡面，3C 科技產品有很詳細

的規格介紹，也不再只是純粹強調外型，有別於先前日系女性雜誌對於 3C 科技

產品的介紹，內文也只呈現 3C 科技產品的照片，而無其他模特兒和服飾配件的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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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社會實踐層次 

 
  Fairclough（2003,2006）從原本的話語實踐層次分析改為社會實踐層次，所

謂的社會實踐乃是一種人們習以為常的、儀式的、制度的行事方式。社會實踐屬

於第二層的中間層次，中介最抽象的社會結構和社會事件。Fairclough(2003:23)

文本不是以一種簡單或者是直接的方式影響抽象的社會結構，它是透過社會實踐

來中介的。本節只要是探究社會事件／文本產製背後的話語秩序，第一：男性凝

視；第二：崇尚歐美文化；第三：販賣廣告商品。 

 

一、男性凝視 
 

 莫薇於 1973 年完成〈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一文，發表於英國的電影期刊

《Screen》，此篇論文援引弗洛伊德和拉岡的理論為基礎，帶入電影分析裡，述

說在傳統主流好萊塢電影中，女性是如何成為男性凝視下的被動客體。女性雜誌

雖然是以女性為主要的消費者讀群，但女性雜誌所再現女性形象和氣質，乃是要

求女孩物化自己的身體去迎合男性的凝視。John Berger 也說，「男人看著女人，

女人看著男人眼中的自己」(Men look at women. Women watch themselves being 

looked at)（轉引自，Wolf,1991）。 

 

（一）、《Popteen》的男性凝視： 

 

 從以目標群眾較年輕的《Popteen》，此本雜誌的目標閱聽眾是以高中生為

主，雜誌花了十幾頁分享模特兒的愛情觀和為閱聽眾解答有關愛情的問題，絕大

部分都是以成為男性眼中理想的女性對象為主軸去編寫雜誌文章內容，例如，在

2012 年 10 月份的《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中，訪問一位模特兒的愛情觀時，模

特兒的回答是 「想成為能讓他自豪的女人，服裝打扮與髮型全都要改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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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為他的理想女友，一直都在自我磨練」(P102)，另外，在服裝打扮方面，例

如在同期雜誌，則常以這是男生會喜歡的女生打扮或者是抓住男人的心為標題去

編寫雜誌內文，一本服裝流行雜誌，其內文常是以男性的眼光來教導女性如何去

打扮，在兩性交往過程中，如何去取悅男性。在其服裝打扮方面，也常在服裝搭

配的照片旁邊下一個標題，其標題仍然是一種男性凝視，例如，這樣的打扮才能

抓住男性的目光。 

 

（二）、《MINA》、《WITH》和《VIVI》的男性凝視： 

 

 在目標群眾為 18 到 24 歲為主的《MINA》、《WITH》和《VIVI》日系女性

雜誌中，男性凝視仍然存在，只是和《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相比之下，所佔

的篇幅比較少，例如在《VIVI》雜誌 2013 年 6 月分訪問日本女歌星安室奈美惠

的專題訪問，大量使用白色，文中認為白色可以顯現肌膚，依舊把女性身體視為

一種性感物的象徵，透過白色的服裝打扮，能給人一種純潔與無垢的女性該有的

氣質形像，如同岡田章子（2003）認為，日本女性雜誌中的茶飲料廣告中使用的

女性模特兒，強調一種清新與無垢的女性氣質，此氣質乃是透過男性凝視所建構

而成的，另外，日系女性雜誌也充斥著美白與瘦身的廣告，透過模特兒的展演與

產品的試用，白皮膚的身體與纖細的身材，這樣子的美麗定義，不停地規訓女性

的外在軀體，身體是女性的，但其身體美麗的定義，卻是資本主義和男性凝視下

對女性身體進行規訓與折磨的。另外，在《WITH》日系女性雜誌中，在訪問專

屬模特兒石原里美的訪談中，也可看到女性的形象是透過男性凝視建構而成的，

在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女性的再現，通常都是流於表面的膚淺論述，「使人憐愛」

這樣女性特質常出現在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女生是被動且柔弱地需要男性的保

護，這樣的再現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在《MINA》的名人專訪裡面，則是請來台

灣男偶像炎亞綸，直接透過男性的角色來定義女性的美麗，炎亞綸在雜誌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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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喜歡不畫濃妝，自然不做作的女生」，這依舊符合岡田章子（2003）所謂的

純潔、無垢的女生，純潔無垢這樣的女性形像充斥在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因為這

樣的女性形象也符合女性是被動的性別刻板印象，濃妝的女生常給人一種具侵略

性，較積極主動的形象，不畫濃妝則給人較容易掌握的感覺，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這篇專訪的標題是「搶救戀愛尼特女」，尼特是英文 NEET 的意思，no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本是用來形容沒有上學，沒有工作和沒有接受訓練的一群

人，戀愛尼特女的意思是沒有戀愛的女性，為何沒有戀愛的人需要被搶救呢？戀

愛尼特女是對沒有戀愛的女性一種負面的標籤，認為沒有戀愛的女性一定是有什

麼缺點，在這邊專欄訪問中，也可以看到，日系女性雜誌在論述兩性戀愛關係時，

常是以非常膚淺方式在論述，認為女性只要注重外表和身材就可以獲得愛情，邱

麗珍（2001）也提到，女性雜誌定義何謂才是身材的黃金比例，骨瘦如柴的身體

形象才能獲得愛情。 

 

（三）、《東京 ef》和《Ray》的男性凝視： 

 

 在目標群眾為 24 歲到 30 歲的《東京 ef》和《Ray》日系女性雜誌，雜誌中

的女性再現角色從《Popteen》的女高中生形像到《MINA》、《VIVI》和《WITH》

上班族或大學生到《東京 ef》和《Ray》的女性再現角色變為家庭主婦和上班族

為主，由此也可以知道，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有明確的年齡區分的市場定

位，雖然角色已變為上班族和家庭主婦，但是雜誌中的女性形象仍然是透過男性

凝視所建構而成的，例如，在《Ray》日系女性雜誌裡面，邀請正在主演富士電

視台戲劇的瀨戶康史，訪問他，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約會打扮是如何的？瀨戶

康史在訪問中回答，希望可以穿上白色的針織衣和稍微露個背部和肩膀（Ray，

2013）。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常會邀請男明星或是不知名的男生來評斷女生

的穿著或者是直接說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為何？在瀨戶康史的訪問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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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男性迷戀女性的純潔和清純的感覺，瀨戶康史希望女性穿著白色的上衣，

乃是因為白色給人一種純潔和清純的感覺，從《MINA》雜誌訪問台灣男明星言

亞綸就可看出，男性一致偏好純潔和無垢感覺的女性形象，除此之外，日系女性

雜誌常會介紹美白的方法和擁有光滑肌膚的方法，都是透過一種男性凝視所建構

的女性形象。 

 

（四）、男性凝視下的白皮膚與纖細身材： 

 

白皮膚與纖細的身材常是日系女性雜誌對於模特兒與封面女孩的基本要

求，這樣的女性形象也符合男性凝視下女性柔弱、需要被保護的性別刻板印象。

在童話故事中王子騎著白馬來營救受困在鐵籠中的公主，王子擁有強壯的身體，

展現所謂的男子氣魄與壞人生死對決，而女主角白雪公主只能無助地等待王子的

解救，在日系女性雜誌中，女生就像是白雪公主，擁有一頭浪漫的長捲髮，無辜

大眼和捲翹的長睫毛，纖細的身材和有如白雪般的皮膚，女生只能被動且追求被

定義的美麗，規訓自身外貌以去符合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國際中文版日系

女性雜誌雖是給女性看的雜誌，但在裡面所再現出來的女性身體形象和氣質都是

從男性的角度來呈現的，有些是以直接男性的眼光呈現，例如，在《Popteen》

日系女性雜誌 2012 年 12 月份的名人專訪佐藤建的訪問中，可以明顯知道女性只

能處於被動，展現女子氣概受男性的保護，內文訪問佐藤建，問：當你跟心愛的

人在一起，如果對方感到害怕，你會如何守護她？你喜歡的女性類型是像電影裡

面的小薰那樣成熟內斂還是樂觀積極的女性呢？（p110）答:如果要我 2選 1，

我會選擇小薰。……小薰那樣的外冷內熱的個性，還有清秀的感覺，我認為女性

一定要有清純的氣質。在其訪問中，可以知道女性是受被保護的柔弱角色，就像

白雪公主一樣，默默地等待王子前來營救，然而，在女性氣質的要求上面，則是

清純的女性形象，不只是訪問內容如此地呈現女性該有的氣質，另外，有一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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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呈現的，岡田章子（2003）認為，日本女性雜誌所呈現的一

種無垢、純潔的形象，是透過男性之眼所建構而成。例如，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

性雜誌內文也常出現女性形象必須符合純潔、白皙和無垢的，這樣才能稱作美麗

的女孩，教導女孩子如何美白，如何透過穿著顯白，展現女性純潔無瑕的感覺。

除了教導女性如何美白之外，也教導女性如何纖細身材，這樣子纖細柔弱的身體

形象在雜誌裡面被定義成美麗的象徵，如果想要擁有愛情就該有一個纖細的身

材，女性雜誌常這樣簡單化兩性愛情關係，也把美麗女生的定義單元化，女性只

能展現白皙、柔弱的身體外觀，如果不是，則被貼上不努力的標籤，例如，「只

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一白遮三醜」等等……。 

 

另外，在《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中，常提到女孩子必須要很萌，萌的意

思是很可愛、很無辜的意思，雜誌透過圖與文，把女性建構成知識含量較低的一

個族群，理性與深度論述似乎與女孩子沒有關係，再再地複製男女性別的刻板印

象，男性與科技理性有關係，女性則被歸於不理性且無法理性論述的一群，在國

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內文所呈現的 3C 產品，也都只是強調外觀的好看，而缺

乏功能論述這一項目，例如，在 2013 年 6 月分的《VIVI》日系女性雜誌裡面，

邀請一位台灣女性網路部落客來介紹 Sony 的智慧型手機，在內文即指出，女性

不會注重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注意的是智慧型手機的外觀。女性在雜誌裡面被再

現成只注重外表的膚淺族群，功能論述擺一旁，外觀的好看與否才是女性最注重

的一個環節，另外，日系女性雜誌對於愛情的論述也是只著重在外表的描述。另

外，雜誌除了邀請擁有白皮膚和纖細身材的女明星或是模特兒來擔任封面女孩，

在雜誌內文也會介紹許許多多的美白與瘦身的方法，這些內容再再地要求女性去

符合男性凝視下女性形象唯一的美麗標準定義。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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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系女性雜誌是以女性為主要閱聽眾，但在雜誌裡面女性再現的形象乃

是透過男性凝視所建構而成的，除了常常直接邀請男明星或者是男性來評斷女性

穿著或只是邀請男性講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類型之外，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常教

導女性美白和瘦身的方法，欲建構一個柔弱、纖細和純潔的女性形象，這樣的一

個洋娃娃和白雪公主的女性形象，乃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透過日系女性雜誌一

再地複製這種錯誤的性別刻板印象，女性的身體是自己的，身體的樣貌和氣質應

是多元的，但擁有權力去定義和建構乃是他者男性的，如同 Tseelon (1995) 認所

說的，在父系霸權下，女性氣質的再現不是女人的本質，而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

社會集體認同。在性別刻板印象裡面，女性玩洋娃娃，男性玩無的鐵金剛；女性

是情緒化、膚淺的，男性則是理性具備深度論述能力的；女性是陰柔的，男性是

陽剛的，這樣性別刻板印象，透過傳播流行文化的日系女性雜誌傳播給予追求流

行趨勢的女性消費者，從打扮、化妝、兩性戀愛關係等雜誌單元，每個單元都在

追求男性凝視下的女性形象，廣告乃是文化的表徵，透過日系女性雜誌所建構的

女性形象，加上日系女性雜誌在台灣已經發行十幾年，在平面通路的銷售量和電

子雜誌的銷售量擁有一定的市場，從這些都可以看出，台灣女性在追求流行趨勢

的同時，也同樣隱約地在追求男性凝視下的女性形象，什麼樣的女性才受男性歡

迎，變成台灣女性的功課之一，不論是男性或者是女性，身體景觀乃是多元的，

如同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式各樣的文化思潮，越開放越多元的身體景觀和思潮才

是自由社會應有的價值觀，但在媒體不斷鼓吹和傳統亞洲文化性別的價值觀影響

下，男性凝視的無所不在，規訓女性去符合那樣單元的身體形象和氣質，陳淑芬

（2002）指出，女性常因無法達到雜誌所建構的女性形象而時感挫折和自我責備。 

 
二、崇拜歐美文化 
 

  岡田章子（2003）在〈日本女性雜再現下的亞洲流行意象〉裡面指出，二次

大戰後的日本建構自身國族國家時，極力模仿各種歐美體系與制度，包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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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常消費文化也深受歐美文化的影響，90 年代時，日本發展出一種自我

東方主義論述(self-orientalising)，其主要論點是「去發現被西方人予以評價的優

質日本」。由此可見，日本不只是崇拜歐美文化，也渴求自身文化能被西方世界

所認同。 

 

（一）、西方凝視東方 
 

 岡田章子（2003）談到，日本女性雜誌所再現的亞洲魅力，其實很多時候是

日本人內化西方人看東方的扭曲眼神，日本人所發展出來的自我東方論述，其時

一再地複製西方人對於東方的想像。例如，常可看到日系女性雜誌裡面，介紹日

本的旅遊地點，但其旅遊地點的選擇都是一種復古懷舊的感覺，例如，日本鐵道

之旅的介紹，乃是日本人内化西方之眼來呈現的東方旅遊行程。例如，在 4 月份

的 RAY 雜誌裡面，介紹了許多日本的旅遊地點，。 

 

 標題 1：岩手－歷史的黃金之國，踏進如時代劇般的歷史景緻（P192）。 

內文：平安時代的千年歷史，穿越時空浪漫復甦……（P192）。 

 

標題 2：青森－蘋果和睡魔的故鄉，自由自在曼不城下町（P193）。 

內文：冬季的懷舊風，物詩暖爐列車出發，12月 1日到 3月 31 日限定行駛

的暖爐列車……（P193）。 

 

由以上的標題和內文可以看出，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在介紹旅遊地點

時，都是一種西方凝視東方眼光去再現日本旅遊地點，呈現一種復古和懷舊的感

覺。 

 

除了旅遊地點的呈現之外，在流行文化方面，也會有西方凝視東方文化的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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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再現，例如，在 6 月份的《RAY》日系女性雜誌中，介紹具有東方風的流行配

件時候，雖內文有提到說，「如果妳對於中國風還存在舞龍舞鳳的舊印象，那麼

就太狀況外了」（P105）。但其雜誌內文所呈現的女性模特兒和流行配件，仍然是

一種傳統西方對於東方傳統的想像與凝視，雜誌內的模特兒畫上細長的眼妝，有

如卡通人物花木蘭的丹鳳眼，在流行配件的介紹裡面，有一再地提到古畫、翠玉

和蓮花等傳統東方素材，由此可見，日系女性雜誌的東方風或者是中國風，實際

上，是一種透過西方之眼來凝視東方的流行文化。 

 

（二）、混血兒的妝容 
 

 許多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都會教導女性閱聽者如何畫出混血兒的妝

容，除此之外也會邀請具有混血兒身分的模特兒來擔任雜誌的專屬模特兒。例如

在 2013 年 4 月份的《VIVI》日系女性雜誌，文章標題是「好想擁有外國少女般

容顏」（P170）。 

 

 內文：外國少女容樣到底是什麼模樣呢？1.無論如何皮膚一定要白皙有彈

性，2.幾乎不上眼妝眼睛卻充滿力量，3.運用粗眉及粉嫩腮紅營造女孩羞澀氣息。 

 

  除了此期《VIVI》雜誌有介紹如何畫出外國人妝容的化妝技巧之外，其他

日系女性雜誌也會介紹混血兒妝感的化妝技巧，由此可見，日系女性雜誌對於女

性美麗的定義是擁有雙眼皮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膚和捲翹的睫毛，文中也請來四

位《VIVI》雜誌的專屬模特兒，此四位模特兒都具有混血的身分，分別是名為

Rina、Arisa、Tina 和 Elli-Rose 來教導女性如何畫出混血兒的妝感，帶瞳孔放大

片、刷上睫毛膏、抹上顯白的底妝。混血兒的外表變成女性爭相仿效的美麗範本，

進而也帶動了整形美容產業（劉仰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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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血兒的模特兒和女明星 
 

 《VIVI》日系女性雜誌的專屬模特兒幾乎都具備混血兒的身分，例如，最有

名的女模特兒是藤井 Lena，在台灣的夜市或者是網路拍賣上面，常會看到打著

藤井 Lena 穿過的衣服或配件，藤井 Lena 也變成《VIVI》雜誌的代言人，《VIVI》

風似乎等同於 Lena 風，在雜誌內文，也會特別強調這些模特兒的混血兒身分，

混血兒的身分在以前台灣社會是一種負面的表徵，例如在早期的台灣社會稱混血

兒為雜種，但在現今卻變成一種美麗流行的象徵，除此之外，國際中文版日系女

性雜誌的封面人物也常邀請具備混血兒身分的女明星來擔任封面女孩，例如，安

室奈美惠和土屋安娜這兩位具有混血兒血統的女明星就常受邀擔任日系女性雜

誌的封面人物，而且自身的打扮和化妝技巧也常受到時下女性閱聽眾模仿，台灣

早期也有掀起一陣安室風潮，台灣女性會模仿安室奈美惠的穿著和化妝技巧。 

 

（四）、歐美名人與流行趨勢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雖然是日本出產的雜誌，但在雜誌內文不單單只

是介紹日本的流行趨勢與日本的名人，例如在《VIVI》日系女性雜誌就有一個連

載的單元，每期都會有一位歐美名人來介紹自身的穿搭技巧與風格，例如在 2013

年 6 月份的《VIVI》就由一位荷蘭的女性部落客來介紹自身的穿搭，雖然部落

客身上的衣服沒辦法買到，但是這位荷蘭部落客主要是在介紹歐美國家現在流行

的元素，例如在文中提到現在歐美流行螢光色系的衣服，雜誌內文也會介紹許多

螢光色系的衣服和配件，所以最主要還是在販售雜誌裡面所提到的產品。 

  

 
（五）、歐美節日 
 

 在每年的聖誕節和情人節等西洋節日，日系女性雜誌也會推出這些節日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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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單元，例如，在聖誕節如何與另外一半度過，在聖誕節如何打扮，情人節該

送給另外一半什麼樣的禮物，在所謂日系女性雜誌裡面都會介紹，在 12 月份的

《MINA》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就有兩個單元是在介紹聖誕節和跨年要如何打扮。 

 

因為，12 月份正值聖誕節和跨年，所以這期的雜誌介紹了許多聖誕節打扮

的資訊，另外，在 1 月份的《MINA》日系女性雜誌中，也介紹了許多聖誕節該

送些什麼禮物給另外一半的資訊。 

 

（六）、歐美旅遊地點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除了會介紹流行衣物的穿搭資訊、美白方法和減肥

資訊等女性關注的話題之外，也會介紹一些旅遊地點，歐美地區的旅遊地點常是

日系女性雜誌介紹的地方，另外，也常在雜誌內看到模特兒穿著比基尼在峇里島

或者是夏威夷等歐美地區，在 5 月份的東京 ef 日系女性雜誌，有介紹希臘的自

助旅行。 

 

 標題：希臘，令人流連忘返的美麗國度（p184）。 

 內文：聖多里尼島蜜月熱門小島……，藍頂教堂和伊亞夕照必遊景點……，

漫步雅典市區感受希臘風情……（p184-185）。 

 

 因為《Ray》日系女性雜誌主要的閱聽眾是 24 到 30 歲的女性，所以在介紹

旅遊地點時，會針對此年齡層的女性編輯雜誌內容，本期雜誌內容除了介紹女性

單身旅行之外，最主要是介紹雜誌所欲販售的旅遊書。 

 
三、販賣廣告商品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基本上是一本廣告型錄（郭永萱，2007），利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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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模特兒和女明星，結合雜誌編輯和攝影營造出一種屬於女性的羅曼蒂克的感

覺，使得欲販售的商品，不只是一個商品，而是一個美麗與流行的象徵，因此可

以知道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的商品是一個多重加工後的美麗物件，本

研究整理歸納出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透過圖與文所建構的十大迷思。 

  

（一）、「封面女郎是漂亮指標」的迷思： 

 

日系女性雜誌除了會有雜誌專屬的模特兒之外，還會邀請對於台灣消費者所

熟悉的台日女明星來擔任封面女孩，此乃一種全球在地化的行銷策略（郭詠萱，

2008）。雜誌內文也會有幾頁是針對這些封面女孩專訪，例如，在《Popteen》的

2012 年 12 月份的封面女郎邀請西野加奈和久美子來談對於愛情與服裝打扮的想

法，之後在談完這兩項女性最在意的話題之後，下一頁即介紹西野佳奈正在發行

的專輯，封面女郎除了可建立雜誌的風格與形像，對於封面女郎本身而言，也可

宣傳自身欲宣傳的商品， 

 

《VIVI》日系女性雜誌在 2013 年 6 月份時，邀請已經出道滿 20 年的日本女

明星安室奈美惠做為封面女郎，此時剛好也是安室奈美惠推出新專輯和宣傳演唱

會的時候，雜誌花了 6 頁來介紹安室奈美惠的出道歷程，也在內文安插了多張安

室奈美惠的照片，藉此展示安室奈美惠身上的服飾，頁面的下方會有一個小的框

框，裡面標示服裝的品牌和價格，女性雜誌並不會直接宣傳產品，而是藉由模特

兒和女明星來展示產品。 

 

  《MINA》日系女性雜誌於 12 月號的封面人物則是邀請台灣女明星謝新穎來

擔任，雜誌花了兩頁介紹謝新穎的穿搭哲學和美容保養，在雜誌內的照片，謝新

穎穿著一身粉嫩系的洋裝，在雜誌下方標示衣服的品牌和價格，正時也剛好是謝

新穎宣傳自身所主演的台灣偶像劇的宣傳時期，女明星宣傳偶像劇與建立自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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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風格，雜誌則是欲販售雜誌內的廣告商品。 

 

 《Ray》五月號的封面人物則是邀請自身的專屬模特兒來擔任封面人物，在

雜誌內文也花了 7 頁的篇幅來介紹泉里香的穿搭哲學，模特兒擺出許多不同的

POSE 在許多不同的地點，展演身上的衣服和配件，在雜誌的下面也會標示雜誌

的品牌和價錢。 

 

 由此可見，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透過模特兒和女明星展演身上的服裝

配飾，再經過編輯的文字和攝影的營造，建構出一幅幅美麗的照片和誘人的文字

宣傳，實際上是為了販售雜誌內的廣告商品。 

 

（二）、「混血妝容是流行且具有高階級」的迷思： 

 

 許多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常教導女性如何畫出一個混血兒感覺的妝

容，例如在《東京 ef》的 5 月份雜誌內有一個主題是「想要成為她的混血兒名模

彩妝」或者是在比較偏歐美系風格的《VIVI》雜誌的 4 月份雜誌有一個主題是「外

國少女容顏到底是什麼模樣」，雜誌內文一步一步地教導女性如何透過彩妝來劃

出混血兒感覺的妝容，另外，歐美人士的白皮膚也是日系女性雜誌常出現的話

題，岡田章子（2003）認為，日本人很迷戀白皮膚，因為日本人認為擁有白皮膚

的話，文化權力位階比較接近歐美，日本人對於全球文化位階乃是歐美／日本／

亞洲。 

 

 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介紹如何畫出混血兒妝容，一方面是因為

日本人對於全球文化位階的想像，另一方面是因為雜誌欲販售雜誌內所呈現的睫

毛膏、腮紅、粉餅和美白產品，在雜誌內也都會呈現這些商品的圖片、品牌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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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三）、「女性旅遊是象徵獨立」的迷思： 

 

 旅遊資訊不僅是出現在電視節目或者是旅遊專刊也出現在國際中文版日系

女性雜誌，但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所介紹的旅遊資訊，其論述方式不

同於電視節目或者是旅遊專刊，像許多日系女性雜誌會鼓勵女性去旅行，但是在

介紹旅行時該如何打扮，或者是該攜帶什麼品牌的數位照相機，或者是實際上是

為了宣傳某本旅遊書，例如，在 5 月分的東京 ef 日系女性雜誌裡面，花了兩頁

的篇幅介紹希臘美景，但在雜誌的下方，標示了一本希臘自助旅行的旅遊書和作

者的介紹，在同期的東京 ef 日系女性雜誌裡面，也有一個單元是在鼓勵女性旅

行，標題為「享受慵懶，奔向渡假」（p73），雜誌內文介紹了許多旅行必備的服

裝打扮，例如，拖鞋、項鍊、籐編的包包、草帽和短褲等女性衣物和配件。 

 

（四）、「名人說的話就是正確」的迷思：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常會邀請台灣或日本的男明星、女明星和知名模特

兒來分享自身的對於流行服飾的想法，或者是分享心情，包括對於愛情或者是人

生的想法，這些名人的形象一方面符合雜誌的風格，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名人有

某些宣傳，需要藉著雜誌平台來行銷自己的作品。 

 

 在《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裡面，訪問男明星佐藤建的喜歡的女性類型的

同時，佐藤建也順便宣傳自己正在上演的電影，另外，《MINA》日系女性雜誌

訪問台灣男明星炎亞綸對於愛情的看法，除了因為炎亞綸是台灣男偶像團體飛輪

海的成員之一，擁有眾多的女粉絲，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言亞綸為了宣傳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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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在《VIVI》日系女性雜誌，常邀請的日本女明星安室奈美惠，除了因為安

室奈美惠的形象符合《VIVI》日系女系女性雜誌的形像風格，安室奈美惠在訪談

文中，也會宣傳自己正在巡迴的演唱會和新發行的專輯。雜誌就像是一個廣告平

台，讓廣告商品和名人在此平台上面行銷自己。 

 

（五）、「歐美文化就是流行的指標」的迷思：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常會介紹歐美的流行趨勢，例如，訪問歐美網路部

落格詢問她們對於時尚穿搭的想法，最主要是在介紹當季的流行元素，在雜誌的

內頁同時也會出出現具備這些流行元素的衣物和配件，像今年春天流行碎花風格

的衣服，雜誌內頁也會介紹具備這些流行元素的衣物。另外，國際中文版日系女

性雜誌也會介紹歐美名人私底下的穿著打扮，雖然很難買到一模一樣的衣服，但

是雜誌會介紹類似風格的衣服，例如，在五月份的《Ray》日系女性雜誌裡面，

介紹貝克漢老婆 Victoria 私底下的穿著，雜誌邀請女模特兒穿著和 Victoria 差不

多的衣服，照片的下面標示著衣服的品牌和價錢。 

 

（六）、「這樣消費就是省錢」的迷思：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似乎也嗅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女性閱聽眾的消費力

下滑，所以雜誌有時候會介紹如何「一衣多穿」、「重覆穿搭」等服裝搭配的方法，

只要購買少量的必備單品，就能穿出多種風格的穿衣哲學，看似省錢，實則鼓勵

女性多加消費。 

 

（七）、「女生愛惜自己就是不斷地打扮自己」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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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一整天，好累」這是台灣女性生活用品的廣告台詞，訴求女生保養自

己，打扮自己不是為了取悅任何人，而是一種愛自己的表現，在國際中文版日系

女性雜誌也出現類似的廣告台詞，強調女性打扮和保養自己是一種愛己的表現。 

 

（八）、「身材纖細就是漂亮」的迷思： 

 

 女性雜誌常介紹的一個單元就是如何瘦身，瘦身似乎變成女性一生的志業，

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形象似乎都是擁有細長的雙腿、玲瓏有致的身材，但其背

後是在販售瘦身產品，由此可見，女性雜誌的女性再現形像既符合男性凝視，但

其背後是被資本主義所宰制。 

 

（九）、「符合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才是美麗女生」的迷思： 

 

 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所討論的兩性關係，其實是非常膚淺的，只是聚

焦在外表的改善，如何透過服裝或者是外在身材的規訓，使自己符合男性心目中

的理想女性形象，在《Popteen》訪談日本男演員佐藤建和《MINA》訪問台灣男

明星炎亞綸等人，都可知道這些男明星有一個共通的理想女性形象標準，那就是

要純潔，正好符合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所欲建構的女性形象，在雜誌內文中也充

斥著達到「純潔」女性形象的方法，例如，美白身體、穿著白色的衣服和透過化

妝來呈現光滑的肌膚。 

 

（十）、「美麗就是要高瘦白」的迷思：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替女性定義的美麗，無非就是「瘦」和「白」，雖

然不同年齡定位的女性雜誌，對於美麗有稍微不同定義，在偏低年齡的 Pop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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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女性雜誌所謂的美麗是一種可愛、甜美的感覺，在偏高年齡的日系女性雜誌

開始強調成熟風格的打扮，但雜誌內文一定會有一個共同的美麗女生的標準形

象，那就是瘦和白，不論是透過美容產品而達到的瘦和白，或者是透過穿衣服來

達到瘦和白的美麗標準，其背後主要仍然是在宣傳廣告商品，另外，雜誌也會告

訴女性閱聽眾，美麗的女生該具備哪些流行的衣服和配件，由此可以知道，國際

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基本上就是一本廣告型錄，透過不同的論述方式，使得女性

花費力氣和金錢去追求雜誌所建構的美麗定義。 

 

第三節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社會結構層次 

 
2003 年以後，批判話語分析第三層次的社會文化層次分析更改為社會結構，

Fairclough(2003)指出，社會結構比社會文化擁有更進階的概念，更能彰顯社會文

化的深度與廣度，社會結構是最抽象的層次，是社會中最普遍且持久的特性社會

結構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實體（entities），社會結構包含經濟結構(economic 

structure)、社會階級（social class）。本研究分析出影響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

內容產製背後的社會結構分別為第一：父系霸權；第二：資本主義宰制；第三，

文化權力位階。 

 

一、父系霸權 

 

（一）、做一個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孩 

 國際中文日系女性雜誌，從衣服穿搭、兩性關係的討論和美白瘦身等女性話

題，都是在規訓女生去做一個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另外，在雜誌中的女

性形象都是被再現成臣服、情欲且童稚的（劉仰芳，2011），溫順、可愛和體貼

的女性形象也往往讓男性覺得比較容易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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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雖是以女性為主要閱聽眾，但雜誌內文的女性再現

是站在男性的觀點去建構女性形象，物化女性，把女性視為一個性感物的表徵，

認為女性必須溫順、體貼去符合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對象。不論在兩性關係的

論述或者是科技產品的介紹，似乎都流於膚淺和表面化，認為女性只要注重外

表，即可擁有愛情，如果沒有擁有愛情的女性，乃是因為自身疏於打扮和保養身

材，這樣的兩性關係愛情論述，也如同規訓女性身材一樣，常使得女性備感自卑

和挫折，例如，在 5 月份《MINA》日系女性雜誌裡面，有一個單元叫作「搶救

尼特女」，尼特即代表負面的意涵，尼特女表示沒有戀愛的女生，為何尚未擁有

另外一半的女生需要被搶救呢？之前，也有一齣日劇叫作「三十拉警報」，台灣

也有一個偶像劇叫作「敗犬」，內容大概是在講一個年過 30 歲的女性尚未結婚，

因為這位女性有主見且有自己的事業，所以遲遲沒有戀愛的對象，「敗犬」給人

一種負面的意涵，表示年過 30 歲，但未有自己的愛情或家庭，乃是一種人生失

敗的象徵。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訪問男明星的問題裡面，絕大部分都

會詢問男明星喜歡的女生類型，希望能透過男生的觀點來定義何謂理想的女生形

像。 

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女性擁有時尚的衣服和纖細的外表，主要

都是為了去符合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一種溫柔、婉約和柔順的女性氣質

是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不斷地在強調的，如果無法符合，隱含著這樣的女性

是需要被搶救，是一種失敗的女性。 

 

（二）、王子與公主之性別刻板印象 

 

 兩性性別刻板印象裡面，認為男生擁有陽剛的特質，女生則是屬於比較陰柔

的性別，男性擁有權力、強壯的身體、展現男子氣概，在童話故事裡面的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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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擔任英雄的角色去解救受困的公主，然而女主角卻使不上一點力，這種性別

的刻板印象也出現在象徵流行的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 

 

 在傳統以父權為主的社會裡面，男性被要求要表現陽剛，女性被要求表現陰

柔，男性則被認為是理性、勇敢和果決，女性則被認是溫柔、同情、依賴和婉約。

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這樣的兩性刻板印象也不斷地被複製和強調，例

如，在《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裡面，訪問佐藤建的文章裡面，男性被再現成

擁有權力保護女性的角色，而女性被再現成一種文靜的傳統女性形象。 

 

 另外，在男性是理性的，女性則是非理性、注重外表的性別刻板印象，也出

現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有關於科技產品的介紹，女性雜誌裡面的

3C 科技產品似乎流於表象，缺乏深度的功能論述，把女性再現成一群膚淺，只

注重外表的女性形象。 

 

（三）、家務事等於女孩子的事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不僅教導女性穿搭和美容瘦身的方法，也會教導女

性如何整理家務，打掃家裡和煮飯，這是在男性雜誌裡面不會出現的單元，家務

事似乎也等於女性該做的事情，這是現代強調女男平等，家務共同分工的概念背

道而馳。 

 

 「男主外，女主內」傳統價值觀一再地被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所複製和

強調，雜誌中常教導女性如何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如何燒一手的好菜，例如

在 2013 年 3 月份的《WITH》日系女性雜誌裡面，有一個單元專門介紹女性如何

料理，當期雜誌的料理單元標題為「征服男性的受歡迎料理排行榜」，內文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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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喜歡的他的心，親手做的料理效果最大」（P166）。透過以上可以看出，除了

把女性歸類於家庭事務的勞動者之外，也告訴女性做料理的目的是為了討好男

性，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除了告訴女性透過服裝打扮來取悅男性之外，也告

訴女性透過做料理等家務來取悅男性。 

 

  《WITH》日系女性雜誌的目標年齡層為 18 歲到 24 歲的女性閱聽眾，此年

齡層的女性在經濟上面尚未完全獨立，在雜誌內容的描述上面，常教導女性透過

服裝打扮和做家事來取悅男性。 

 

（四）、女性的工作都是秘書？ 

 

 在兩性刻板印象裡面，男性較具競爭性、邏輯性和擁有管理人的天分，相反

之，女性則較沒有，所以在兩性工作角色的刻板印象裡面，女性擔任被支配性的

工作，例如，秘書等文書處理的工作。 

 

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也可以看到這種兩性刻板印象的工作角

色，例如在 2013 年 3 月份的《WITH》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在介紹專屬模特兒平

野由實的打扮時候，其內文「正在回想昨天的情況時，部長也丟了緊急狀況給我，

我得快回去秘書室才行……」（P87）。由此可以看出，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

也一再地複製傳統男女兩性工作角色分配的刻板印象，認為女性絕大部分只能處

理文書的工作，而男性則擔任支配管理性的工作。 

 

二、資本主義宰制 

 

  在資本主義物質豐裕的社會裡，人們對於物的需求，並不只是滿足生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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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而是一種欲求，同時透過物的符號象徵去裝飾或可說炫耀自己，另外，

也對於自身外表進行規訓以去符合主流社會所建構的美麗定義。 

 

（一）、美麗拜物教 

 

 現代女性不僅追求商品的品牌，也追求外表的美麗，布希亞認為，物品在資

本主義的消費社會裡面，物的功能已走向零度化，在符號消費的社會裡面，物的

符號形式取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就連美麗也不例外，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裡面，

美麗變成一個符號，美麗的身軀變成一個能擁有幸福和表示勤勞的載體，具有一

種神祕的力量，使得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裡面的女生不停地追求它。 

 

 大眾媒體充斥著對於美麗的定義與美麗追求的鼓吹，怎樣的女生才可以稱作

是美麗的女人，如果無法成為美麗的女人乃是因為女生自身努力不夠，「只有懶

女人，沒有醜女人」這樣的廣告台詞，使得女性不停地且自虐式地規訓自己的身

體，以去符合大眾媒體所定義的美麗標準，這樣的美麗定義也常使得女性備感挫

折和自我譴責。資本主義所定義的美麗標準，也變成每個人對於美麗的標準，不

論是男性或者是女性，似乎已變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凝視，凝視自己也凝視他人。 

 

 女性追求美麗，原本只是一種女性的天性，但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裡面，把

美麗添加上一些意義在裡面，認為不美麗表示懶惰，不美麗，表示沒有人愛，例

如，「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愛自己，別人才會愛你」，在國際中文版日系

女性雜誌裡面，所論述的愛自己，是不斷地買東西和減肥瘦身，做一個雜誌定義

的美麗女人。美麗的女生在雜誌再現裡面，代表此女生比較勤勞，美麗的女生是

一種愛自己的表現，追求美麗的女性形象本來是一種單純的人性欲望，但在資本

主義的消費社會裡面，美麗變成一個符號，嵌著一些意義在裡面，美麗的身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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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表示擁有幸福和表示勤勞的載體，具有一種神祕的力量，使得資本主義消

費社會裡面的女生不停地追求它。 

（二）、女性商品拜物教 

 

 物品在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不僅是交換的價值，而是一種象徵價值，商品也如

同美麗的身軀一樣，變成一個意義的載體，具有一種神祕的力量，使得資本主義

消費社會的人們不停地去消費購買物品，認為擁有了某物就代表美麗和時尚。 

 

 「日系最好」的迷思，不僅出現在對於科技產品的印象，也出現在日系產品

和台灣對於日本女性的印象，在台灣的夜市和網路拍賣常可看到打著「日系」產

品的標語，似乎打上日系就擁有一定的品質，擁有了日系衣物就可以像雜誌裡面

的模特兒擁有美麗，例如，在網路拍賣上面可看到賣家打著「VIVI 風」、「Lena

風」、「日雜風」、「日系森林系女孩風」或「田中美保風」等等……。 

 

 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認為早期社會賦予物，例

如，山川河水，一種神祕的力量，是山川河水擁有神祕的力量，所以人們向它們

祭拜，舉行宗教儀式，希望這些物為人們帶來平安和財富。在資本主義的消費社

會裡面，人們也賦予物品一種神祕的力量，認為擁有了這項產品，就代表著「時

尚和美麗」的表徵。本研究也是商品拜物教的成員，不僅常在網路拍賣搜尋日系

產品，平常出去逛夜市的時候，也會問店員，這樣產品是那個國家製造的，或者

是看到商品上面標示日系模特兒穿過的衣服，就會掏錢購買，或許這項物品的成

本比售價便宜很多，但因為是日本進口或者是日本模特兒穿過，就算價錢有點

高，本研究也願意掏錢購買，因為擁有這物品，同時也代表本研究是時尚、是美

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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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拜物教的論述裡面，描述的是人們對於物的迷戀和崇拜，認為擁有了

某物就代表某種特別的意義，另外，對於物的迷戀和崇拜，也可以引申為女性和

男性對於美麗身體的迷戀和崇拜，認為擁有了美麗的外表就擁有了愛情和財富，

例如，在國際中文日系雜誌裡面，常出現擁有了瘦白的身體，就會獲得愛情，因

此使得女性不斷地對自身身體進行自虐性地規訓。在法國有一位後現代女性主義

者 Lucy Lrigaray 提出「女性商品拜物」（woman’s commodity fetishism）為馬克思

的商品拜物教研究提出不一樣的研究新思考邏輯，Lucy Lrigaray 資本主義和父權

主義勾結，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裡面，女性的身體也如同商品一樣被賦予

一些意義，女性身體也變成市場上流通的商品，女性做為商品的價值不在於女性

的使用價值上面（女性的使用價值為做家務事和傳宗接代等），而是在父權社會

裡面，女性的價值多少承載了男性對於女性的要求和欲望上面，正如同，商品在

資本主義社會擁有的神秘力量，符合男性凝視下的女性身體才能擁有戀愛，這是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常出現的論述，Lucy Lrigray 也認為，女性對於自身的

認同常是透過男性之眼來認識自己，複製了男性之眼對自己身體和氣質進行規

訓，然而女性卻看不到自己被商品化的過程（李金梅譯，2005）。 

 

三、權力位階 

 

（一）、白皮膚的權力位階 

 

 Teng（2006）指出，膚色在文化上面是有權力位階的關係，此也呼應在民國

初年的知識份子康有為所提出的膚色權力位階關係為「白、黃、棕、黑」。國際

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常會介紹各式各樣得美白資訊，岡田章子（2003），

認為，白皮膚對於日本人而言，象徵著日本人和歐美人士一樣擁有白皮膚，所以

在權力位階上面，是和歐美人士一樣擁有較高的權力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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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白遮三醜」白皮膚不僅僅只是美麗的象徵，也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亞洲人天生就是黃色的皮膚，但是女性似乎不甘於黃皮膚，世面上充斥著各式各

樣的美白產品和防曬用品，廠商也不停地研發美白產品，例如，左旋Ｃ或所謂的

淨黑激素，號稱能使肌膚變得更白皙透亮，另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防曬產品，例

如，防曬乳和抗 UV 雨傘，女性雜誌裡面，也會有許多介紹美白的資訊，白皮膚

似乎是美麗女生基本的要求之一，另外，Davis（1995）也提到，白皮膚似乎是一

種「時尚與優越」的象徵，白皮膚是擁有較高的權力位階（張君玫譯，1997）。 

  

（二）、混血兒的權力位階 

 混血兒以前在台灣社會具有負面的意涵，但現今混血兒似乎是一種具備現代

性的表徵。混血兒在現代社會裡面被認為是一種無國籍的時尚表徵，這樣的種族

權力位階在流行文本之中一再地被鞏固（劉仰芳，2011）。 

  

 在台灣早期的社會，混血兒代表著一種負面的意涵，混血兒被認為血統不純

正，Jiwani（2005）認為，具有歐洲和亞洲混血的臉孔，被視為一種西方他者對

於亞洲女性的性侵略，所以，亞洲早期社會並不喜歡混血兒。但現今台灣社會具

備混血兒臉孔，被視為一種「現代性」的表徵（轉引自：劉仰方，2012）。混血

兒在現今台灣社會對於美的主流論述裡面，不費吹灰之力就佔盡各種優勢（劉仰

芳，2012），她們從小就一直被眾人所讚美，被稱讚擁有大眼睛、小眼和雪白的

皮膚，這些都是台灣人所沒有的，所以，在市面上販賣著各式各樣的美白產品、

睫毛膏和號稱可以把臉變小的粉餅和小臉器材，也刺激台灣整形美容的發展，在

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也會看到台灣整形美容業的廣告宣傳。 

 

 在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再現的美麗女人形象為「西方臉孔、東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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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雖然在台灣對於美麗的主流論述裡面，對於美麗女人的定義是擁有像西方

外表的臉孔，但女性氣質方面，仍然保留東方女人的傳統性格。 

 

（三）、歐美流行文化的權力位階 

 日本原本就是一個崇尚歐美文化的民族，加上歐美國家擁有強大的資本去建

構自身的流行文化，因此，歐美地區的流行文化不僅是日本，也是台灣自身模仿

的對象。 

 

 岡田章子（2003）指出，日本是一個高度崇尚歐美文化的民族，在典章文化

上面仿效歐美的典章制度去創見日本自身的典章制度，也在流行文化方面，高度

仿效歐美的流行文化，本研究不禁納悶台灣自身對於全球流行文化位階的想像又

是如何呢？台灣不僅哈美、哈日，最近也由於韓劇的引進，台灣也出現一股哈韓

的風潮，李天鐸（2003）指出，台灣青少年的認同模糊，他們想像自身為日本人，

以日本流行文本作為自身流行文化的參照。 

 

 台灣雖然也高度崇尚歐美文化，但是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的銷售量比歐

美系雜誌的銷售量還高（唐筱恬，2010）。但，由於歐美國家擁有豐沛的人才和

資金，所以全球流行文化仍然是以歐美為全球時尚界的龍頭，全球的流行元素的

趨勢仍然在跟隨歐美國家，每年的巴黎、紐約、米蘭和倫敦時尚週仍然吸引很多

各國時尚圈的人士前去取經，影響亞洲的流行趨勢。歐美流行雜誌像 Vougue 的

目標消費族群是以名媛、貴婦，主打成熟和高價的精品，不像日系雜誌那樣平價，

而且日系雜誌裡面所介紹的流行物品，在台灣的網路拍賣和夜市比較容易購買得

到。歐美系女性雜誌主要介紹「流行趨勢」，然而，日系女性雜誌主要是介紹標

榜「實用價值」，而台灣的女性雜誌則是「仿效日系」（唐筱恬，2010），透過以

上可以知道，台灣對於全球流行文化的權力位階想像乃是「歐美」／「日本」／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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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根據 Fairclough（1992,1995,2003,2006,2010）批判話語分析的

三層次分析來探究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第一層次是社會事件層次，主要是

分析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所再現的女性身體形象和氣質，具焦在國際中文版

日系女性雜誌的封面女孩、專屬模特兒、戀愛教室、名人訪問和廣告商品，第二

層次的社會實踐，主要是探討影響文本產製背後的話語秩序，第三層次的社會結

構，主要是探究文本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和霸權。本章的第一節是透過批判話

語分析所得到的研究發現，第二節則是研究限制和建議。 

 

第一節：研究發現 

一、不同世代、不同美麗、同樣的資本宰制 

 透過資料分析可以知道，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年齡市場區隔是非常明

顯的，對於以女性高中生為主的《Popteen》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雜誌內文

所建構的女性美麗定義乃是一種萌、可愛、天真無邪的小女生形像；對於以中年

齡 18 歲到 24 歲為主女性閱聽眾開始強調一種個性化、有主見且性感的女性形

象；對於 24 歲到 30 歲為主的女性閱聽眾的《東京 ef》則開始強調女性該有一種

幹練且獨立的形象，雖然不再強調女性外表和內在氣質的維持是為了討好男性，

但雜誌內文所呈現的女性形象仍舊被要符合瘦和白的條件。 

 

  以高中女生為主的《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內文所呈現的女性幾乎都是一

種天真無邪且略帶一種童化的女性形象，內八的腳、比勝利的手勢、嘟唇、睜大

眼，竭盡可能地表現一種比實際年齡還低的表情和姿勢，但是背後的邏輯仍然是

在強調雜誌內文所呈現的商品，例如，彩妝或者是美白、瘦身產品，這些女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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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配合模特兒的無辜天真表情，吸引女性消費者去購買它們，讓女性消費者認為

使用這些產品之後，可以變成和雜誌裡面模特兒一樣的天真無邪與受人喜歡，另

外，要強調的是日系女性雜誌常使用話語策略，除了明示或暗示女性消費者如果

使用了這些產品之後，會變的和雜誌內的模特兒一樣美麗可愛動人之外，那就是

如果把自己規訓成和雜誌內的模特兒一樣的外表和氣質的話，女性就可以獲得愛

情，像是在以女性高中生為主要閱聽眾的《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有很大的篇

幅和頁數都在討論愛情，告訴女性如何透過外在身材的維持和內在氣質的規訓，

把自己塑造成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類型，同樣地一再地灌輸女性必須符合男性

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類型，這樣的話語策略、廣告訴求也出現在以 18 歲到 24 歲

為主要女性閱聽眾的日系女性雜誌，例如，《MINA》日系女性雜誌等，告訴女性

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類型為高瘦白的身材外觀和溫柔婉約的女性氣質，也會直

接邀請男明星或者是男性來直接訴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類型，至於如何達到

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類型，就是要使用雜誌所呈現的產品，日系女性雜誌出現

大量的美白和瘦身的產品，基本上雜誌就是一本廣告型錄，透過模特兒、攝影師

和廣告文案人員層層編輯與建構，定義出一個美麗的標準定義，告訴女性消費者

符合這樣的美麗定義才能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如果不符合這樣的美麗定義就試

自身懶惰的緣故，例如，雜誌會告訴女性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胖是不好的、

黑皮膚是醜陋的，需要透過美白產品去遮掩或者是改善。另外，在以高年齡 24

歲到 30 歲的女性為主的日系女性雜誌，例如《東京 ef》日系女性雜誌，因為這

一個年齡層的女性已經經濟獨立，女性的自主意識也漸漸抬頭，所以不再一昧地

強調女性外在和內在的維持是為了去符合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類型，但雜誌基

本上還是一本廣告型錄，雜誌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這一年齡層的雜誌，雖然不

再一昧地強調女性該符合男性的心目中理想類型，但是可明顯看出女性主義被日

系女性雜誌挪用，幹練新女性的女性形象該穿著怎樣的衣服，該看怎樣書籍和電

影，依舊是在販賣雜誌裡面的廣告商品，只不過不在強調以低年齡層那樣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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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透過以上，可以得知日系女性雜誌有著明顯的年齡市場區隔，12 到 18 歲的

女性為一種童稚、天真無邪的形象，18 歲到 24 歲的女性形象為一種爛漫、異國

風情且性感的形象，24 歲到 30 歲的女性形象為一種幹練新女性的形象展現，但

不管是怎樣的女性形象，仍舊告訴女性透過消費雜誌內的廣告，才能符合資本主

義社會裡面大眾對於女性的期待與要求，雜誌乃是一本廣告型錄，透過模特兒、

攝影師和廣告文案等工作人員，層層編輯與建構不同世代的女性的美麗定義，但

背後最主要是在販售廣告裡面所呈現的商品。 

 

二、日系女性雜誌再次鞏固性別刻板印象 

  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男生理性，女生感性」、「女性應該順從男性」

和「女性陰柔、男性陽剛」等兩性刻板印象一直被日系女性雜誌所複製與強調，

身為現代流行文本的日系女性雜誌，除了引進日本現代流行的衣服穿著與化妝技

巧，也複製亞洲社會裡面對於女性形象與內在規訓的傳統價值觀。女性該有什麼

樣子，不是天生的，乃是透過社會化的學習兒漸漸習得的，追尋著社會所設定的

規則，才可以獲得讚賞與愛情，這樣的意識形態透過雜誌不斷地灌輸給女性，例

如，女生該維持自己的外在，才能獲得愛情，或者是女性該為男性煮飯，才能獲

得男性的肯認，或者是女生只能玩洋娃娃，屬於理性科技的那一部分是男性才能

享有的，女生就該是處於膚淺論述的外在容貌維持等這樣的男女性別刻板印象一

再地日系女性雜誌所強調與複製。 

 

 在這三個世代的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屬於低年齡層 12 歲到 18 歲為主要閱聽

眾的《Popteen》日系女性雜誌可以明先看出文本內容充滿了父系霸權的意識形

態，雜誌內文討論了較多的男女兩性的愛情問題，不斷地告訴女性要做一個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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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順從的另外一半，另外在其他服裝流行和彩妝介紹方面也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來

建構女性的形象和氣質，例如，不斷地告訴女性要瘦和白，這樣才會得到男性的

喜愛，女性就該和洋娃娃一樣擁有細白的肌膚和纖細的身材。女性似乎只能專注

在這些膚淺的外表規訓和論述，在日系女性雜誌裡面，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介紹

外表和流行時尚，女性膚淺和陰柔的氣質一再地被日系女性雜誌所強調和認肯，

這樣的女性才是符合社會期待，如果不符合就會被稱為腐女或干物女等充滿對於

女性外貌的負面形容，也會被認為乃是自身不努力或者是懶惰所造成的，充滿了

對於女性的歧視。在以中年齡層 18 到 24 歲為主要閱聽眾的《MINA》等日系女

性雜誌裡面，開始教導女性烹飪的技巧或者是整理家務的祕訣，女性在象徵現代

性的流行文本之中一就被劃歸為家庭，在高年齡層 24 歲到 30 歲為主要閱聽眾的

《東京 ef》，雖然女性主義被雜誌所挪用和強調，但是裡面所呈現的幹練新女性

是在家庭和職場上都能兼顧的女性，女性上班時候如何穿著的幹練，但是下班後

和假日仍然要在家相夫教子，照顧好家庭內的事情，雖然不再一昧地強調服裝和

化妝必須符合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但是女性依舊必須處理好家庭內的事情。 

 

 透過以上，可以得知，雖然日系女性雜誌是象徵現代性的文本，內容也可看

出高度地崇尚歐美流行文化，但是日系女性雜誌所成性的女性形象乃是一種具被

外國臉孔，但氣質必須符合東方文化的這樣一個女性，男女兩性的刻板印象不論

處於哪個世代為主的雜誌都一再地被複製和強調，只是論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

已。 

  

三、歐美流行文化的無所不在 

 日本是一個高度崇尚歐美文化的國家，在明制維新過後，大量仿造歐美世界

的典章制度，乃至於現在的流行文化，可以明顯在三個世代的日系國際中文版女

性雜誌裡面看到歐美流行文化的散見，例如，如何透過打扮穿著展現歐美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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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或者是如何透過化妝，擁有像外國人一樣的長睫毛和大眼睛。美麗與流行的

指標是追隨歐美流行文化。 

 

 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從模特兒、旅遊地點、歐美節日到歐美流行文化都

會有介紹。日系國際中文版裡面有許多單元是專門由歐美人士來介紹歐美當地現

在最流行的打扮和化妝技巧，另外，《VIVI》日系女性雜誌則是偏向歐美風格的

展現，此本雜誌裡面的專屬模特兒絕大部分都擁有混血兒的血統，也會大量介紹

一些歐美旅遊勝地，例如，海島型國家夏威夷，擁有混血兒血統的女模特兒穿著

三點式泳裝在海邊嬉戲，這樣的照片常常在《VIVI》日系女性雜誌裡面出現。另

外，接近聖誕節和西洋情人節時後，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會特別在這時候教

導女性如何去過聖誕節和如何在西洋情人節時後，好好地打扮自己去吸引另外一

半，另外，還有下午茶的習慣，下午茶這樣的文化是從英國傳進來的，近年來日

系女性雜誌也會告訴女性去享受下午茶和逛百貨公司的時光，當然這些都是在鼓

勵女性大量消費，但是雜誌不會單純地告訴女性要消費，例如，去喝下午茶乃是

一種貴婦或者是有錢有閒的象徵，代表自己是可以享受這一切生活品質，這樣的

廣告話語通常出現在中高世代為主要消費群的日系雜誌裡面，中高世代的女性已

經擁有經濟獨立且可不被父系霸權約束，可透過獨立旅行和自己買單的方式來證

明自己是不被整個社會潛藏的父系霸權文化所控制的，但資本主義依舊是要消費

者花錢買意義，獨立的女性雖不被父系霸權所宰制，但卻落入資本主義的宰制裡

面。 

 

 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的高度崇尚歐美文化，使得台灣女性在潛移默化中

也習得了日系中的歐美流行文化，但是有趣的是，本研究自己國高中時後，其實

是崇尚歐美文化，上了大學因為本身科系的關係，才漸漸去吸收與把自己改造成

日系女孩風，所以也可以知道，其實台灣流行次文化裡面已經存在有歐美流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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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日系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雖然把歐美社會的流行文化透過雜誌介紹給台灣女

性，但雜誌中的女性形象仍然在強調一種溫柔婉約的傳統女性形象，雜誌中所建

構的美麗定義是「歐美外表，亞洲性格」。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個限制是文本上的限制，因為時間和金費的關係，本研究的文本範圍主

要是以 2013 年上半年為主，缺乏大範圍的文本資料，而且本研究在文本挑選的

過程只聚焦在專屬模特兒、封面女孩和雜誌中的兩性訪問，其實每一本的雜誌內

容都有些許的不一樣，像是有些雜誌會介紹韓國流行資訊，因為我的文本挑選，

所以忽略了近幾年來也在台灣掀起流行風潮的韓國流行資訊，另外，由於時間和

金費的關係，本研究的文本範圍主要是 2013 年上半年的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

誌，而忽略其他不同時期的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 

 

 第二個限制是研究方法上面的限制，因為本研究採取批判話語分析，批判話

語分析主要是研究者透過文本來進行的批判性研究，但可能忽略了閱聽者主動性

的研究，也無法觸及生產者真正的想法。 

 

 第三個限制是時間和金費上面的限制，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在台灣已經

發行 20 多年，但是本研究的文本範圍主要是在 2013 年上半年的國際中文版日系

女性雜誌，可能在更長時間文本範圍或有不一樣的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因此透過以上，本研究的研究建議如以下，第一：可以探究韓國流行時尚對

於日本的影響或者是台／日／韓／歐美之間的權力位階關係；第二：可以結合不

同研究方法是分析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雜誌；第三：可以大範圍的研究國際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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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日系女性雜誌在女性形象和氣質上面有著怎麼樣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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