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

士論文 

 

 

我衣如我是─台灣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之研究 

I am What I Wear:  

The Study of the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 in Taiwan 

 

   

 

指導教授：楊翠竹 博士 

  研究生：黃致寧 

 

 

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五月 

 

 



i 
 

謝誌 

能完成這份論文真得一點都不僥倖，好幾次說服自己放棄想放棄的

念頭，騙自己牙根ㄧ咬就過去了，如今才終於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本書，

大概以後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 

能夠完成此論文，最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楊翠竹老師，他亦師

亦母，嚴而不苛，我如沐春風在他悉心的指導下，不止是學習到如何完

成一份論文，更有心靈的成長。寫論文過程中好幾次遇到撞牆期，心灰

意冷想要逃避，老師總比我還積極的鞭策我，適時地給我很大的鼓勵與

動力，告訴我要有完成論文的信念就一定可以完成，提醒我不要一直埋

首在論文，而是有時候出去走走，剪個頭髮、看場電影、換個心情。也

非常感謝兩位口試委員鄭靜怡老師及葉立誠老師的寶貴建議，使得本論

文更臻完善。此外，也特別感謝十二位受訪者，因為你們願意分享，讓

我有機會透過訪談，探索青少年外觀社會化的歷程及外觀自我管理的動

機、策略等，能夠參與你們的成長經驗，我深感幸運。 

其次，要感謝我的家人和待我如自己女兒一般的鄰居~柯阿姨，謝謝

你們的關心、照顧，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專心寫論文，尤其在我杞人

憂天的時候，提醒不用擔心自己無法掌握的事，以及專注眼下的工作，

你們是我堅持下去的動力。還要感謝我好多很棒的朋友們，當然包含我

從小到大的知音，和在 ITI 一起上課的同學，謝謝你們帶給我那麼多的快

樂，讓我有能量面對上萬字的文字和文獻，也謝謝你們一直包容我延後

的赴約，但這次論文交出去之後我一定不會再延遲任何邀約。 

最後，感謝主在我生命的每ㄧ個時期都安排了朋友、貴人。就像聖

經上說的「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

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謝謝祢為我預備一切我所

需要的。是的，謝謝祢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ii 
 

中文摘要 

服飾外觀是個體的一部分，也是社會互動的門面，由服飾外觀所帶來

的生活經驗會回應個體自我概念的發展。許多研究已經證實服飾外觀是自

我概念的具象展現，而透過服飾溝通所獲得的社會回應也會影響自我概念

的建構，過去的文獻著墨於探索影響服飾外觀展現的變項，較少專注於服

飾外觀展演與自我間的動態關係。是以，本研究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以

質性深度訪談的方式，探討灣青少年在制服文化下，外觀知覺和管理的經

驗，檢視青少年外觀社會化的歷程是如何發展？ 

本研究共邀請 5 男 7 女等 12 位受訪者，年齡分布於 18－22 歲，受訪

者的專業背景共涵蓋文史、教育、理工、藝術、社工、衛教等系所。研究

結果發現個體外觀社會化歷程大致可以分為萌芽探索期和穩定期。萌芽探

索期主要的特徵是個體對服飾外觀的知覺提高，開始會思考與探索自我、

服飾外觀與社會互動之間的關係；穩定期則是個體能依據不同場域，穿出

與自己合適的服飾外觀，且感到自在。萌芽探索期和穩定期並沒有明顯的

界線，不同個體從萌芽探索期到穩定期的發展時間也有長短差異或是兩時

期有反覆出現的狀況。而穿著制服會影響青少年自我外觀管理的動機，青

少年的主要照顧者，特別是家中女性長輩對其外觀自我知覺與管理的態度

影響很大，而同儕之間的互動是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的重要影響因素。 

總體來說，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與自我概念相關，但兩者並非平行

發展。研究建議學校及家庭可以站在輔導的角色，給予青少年學習外觀管

理的空間與機會，並運用相關經驗及資源協助青少年在外觀的社會化與自

我概念的發展。 

 

關鍵詞：制服、服飾、自我、家庭、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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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earace is part of oneself, and it is also considered as a means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e life experiences related to appearance 

will shape an individual’s self-concept. Many studies have proven that 

appearance and self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but most of them ar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ddition, the past literatures in Taiwan put much emphasis on the 

link between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self; however, clothing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dex of socialization and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elf.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adolescents in Taiwan develop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The study is based on grouding theory and is conducted by in-depth 

interview. 12 interviewees 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including literature, 

history, education, science, art and social worker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of Taiwan’s adolesc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the explorational period and the stationary period, but 

there is no obvious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This study found that 

socialization agency is a main factor that triggers one’s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but the uniform regulations weaken adolescents’ motivation of 

appearance self-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And, female caretakers and pe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of adolescents. Besides, the 

interviewees still have gender stereotypes, and their expectation of their 

appearance is affected by the gender stereortype, but the interviewees won’t 

judge others appearances based on gender bias.  

 



iv 
 

 Overall, appearance and self-concept correlate with eac other but the 

process of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concept are not 

synchronized.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chools and families can undertake the 

role of counseling and guiding teenagers to feel how their appearance and self 

affect each other and assist teenagers to develop their self-concep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uniform, clothing, self, family,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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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地區沿襲日據時期的規範，學生穿制服已成為習以為常的現象，制

服規範學生呈現一致的外觀，一方面有利於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另一方面也

透過外觀的規範限制學生應專注於讀書升學的角色本分。雖然民國 76 年，

教育部行文廢止對學生髮式之限制，正式解除髮禁（台(67)訓字第 02889 號

函）1，且近幾年也常見台灣中學生對校制服的反動，例如繼 2010 年台南女

中的學生在朝會集體脫下長褲，表示反抗校方制服的規範，且北一女、台中

女中、嘉義家職的學生也相繼爭取服儀自主權（游昇俯，2016）。 105 年 4

月我國第一位女性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在和中山女高生座談中，也表達支持女

學生爭取服儀自主的立場(顧元松、陳乃瑜，2016)，且同年 5 月 20 日新政權

交接後，教育部就在當天公告新修正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明訂「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簡言之，

穿制服一直是台灣中學生日常的服飾外觀，雖然現在的制服規範較早期寬鬆

許多，制服仍有其特定的意涵，從學校的立場而言，制服是校方管理學生的

一種形式，從文化角度而言，每天穿制服可以減少學生在外觀打扮的時間，

有利於學生專注於課業學習。這樣的制服規範對學生外觀社會化有何影響？ 

研究者曾經在國中教學實習一學期，觀察到學生很在意自己的外觀，不但

在上課時間會照鏡子和梳頭髮，還喜歡看流行服飾、髮型、穿搭等雜誌，也會

嘗試模仿雜誌上模特兒的造型。研究者還注意到不少中學生喜歡在不違反校規

的情況下逕自修改制服或是書包，而且特定的團體會出現類似的裝扮模式，例

如：吉他社的學生傾向把書包的背帶弄得很短，熱舞社的學生喜歡將制服的褲

管改得很緊，其中特別受歡迎的群體甚至會引領全校的裝扮風氣。換言之，中

                                                      
1.教育部函台訓（一）字第 02889 號 1987 年 1 月 20 日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944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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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適逢外觀社會化的發展期，即便在制服規範下仍嘗試掌握自己的服飾外

觀，這樣的主體性引發研究者的好奇，到底台灣的制服規範對青少年服飾外觀

社會化有何影響？青少年如何在規範與主體性之間尋求平衡點？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服飾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是個體外觀的一部分，個體會運

用服飾來展現自我，學者也曾指出服飾外觀可視為人體的第二層肌膚

(clothing as the second skin)，是自我概念的延伸，也是自我展演的一部分

(Horn, 1968)。在人際互動上服飾外觀更具有符號溝通的功能，常被賦予各種

意義。符號互動學者認為在社會互動情境中人與人間常透過符號進行溝通與

協商，因此服飾外觀符號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具有重要任務，個體有意或無意

透過外觀傳遞訊息，也從他人對自我外觀的回應接獲他人對自己的看法，進

一步回應自我知覺與認同(Cooley, 1902；Goffman, 1959)。 

符號互動理論學者史東(Stone, 1965)曾關注外觀與個體社會化歷程的關

係，史東認為外觀的知覺與管理會隨著個體社會化的過程而逐漸發展，他認

為外觀社會化歷程會經歷「由父母指定」、「開始自主選擇服飾」，到「運用

服飾外觀展現自己」三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個體透過外觀知覺和管理與

社會他者進行雙向的互動與協商，個體也會隨著生命歷程和身分角色的轉

變，反覆地經歷外觀和自我的對話，這樣的歷程是個體在社會化的歷程中持

續學習的重要課題，也是多位學者關注的議題(Greekmore,1974; Davis, 1985; 

Cosbey, 2001)。而台灣地區與這主題相關的研究有以華人為對象探討穿著態

度(蕭丞傑、丁興祥&羅麥瑞，2007)，服裝興趣與服飾外觀間的關係(蕭丞傑，

2009），還有醫藥或運動休閒領域討論身體外觀與自我概念的研究（胡凱揚、

王俊明，2005; 靳晨瑄，2010）等。簡言之，目前台灣地區與「外觀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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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研究偏重於身體與自我概念間的探討，甚少關注外觀社會化歷程中自

我概念的轉變。 

青少年正值「形式運思期」(period of formal operations)2，進入青少年階

段個體逐漸發展抽象思考的能力，能主動覺察團體中隱形的約定和社會群體

的規範，加上青春期生理外觀的明顯變化，青少年會更注意自身外觀與社會

互動的關係，並發展自己對外觀的看法與態度 (Kaiser, 1997)。此外，

Elkind(1967) 認為青少年常有想像觀眾3（imaginary audience）的錯覺，使青

少年覺得自己彷彿在舞台上表演（on stage）般隨時隨地都有人在關注，青

少年因而會特別在意他者對自己的回應或評價，相對的在外觀自我知覺的敏

銳度也會提高(Gillivray, Sweeney, &Jeannette, 1997)。換句話說，生理外觀的轉

變加上心理認知的發展，青少年進入外觀社會化學習的高峰期，對外觀在乎

程度與外觀管理的學習興趣提高。同時，青春期階段的少男少女也正處於自

我概念發展的關鍵時期，服飾一方面提供青少年體驗認識自我的身體與外

觀，也是青少年社會化歷程中與他人互動的重要媒介，因此，本研究欲探討

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服飾外觀與自我概念間的關係。 

穿制服反映台灣教育系統長期重視特定考科的文化，忽視青少年在生活

經驗上的探索與全人的學習，如何穿著打扮或是如何管理外觀，在目前的中

等學校教學內容中是不被重視的次要課程，教育系統的制服管理條例也常忽

視學習裝扮與自我發展間的關係。依研究者教學實習之觀察，多數青少年很

在乎自己的外觀，也很在乎他人對其外觀的看法，然而，中學生到校必須穿

著制服，放學後往往也直接穿著制服去補習班，如果說學生大部分的時間不

                                                      
2. Piaget 提出認知發展理論，將個體的認知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 0-2 歲的感

覺動作期、3-7 歲的前運思期、8-11 歲的具體運思期，以及 11 歲之後的形式運思

期。其中形式運思期才開始發展抽象思維，而青少年正好處於這個時期的初期階

段。 

3.想像觀眾(imaginary audience)是 Elkind 認為青少年自我中心的四大特徵之一，由

於過高的自我意識會使青少年一直以為自己是大家注意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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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學校就是在家裡，那麼台灣的青少年大多只體驗了制服或居家服的服裝

外觀，似乎缺少裝扮練習以及外觀管理的機會。因此本研究欲探索了解我國

青少年在制服規範下，外觀社會化歷程中的學習與主體性之間的關係，透過

符號互動論的觀點，進一步探討青少年在哪些情況下會開始進行自我與外觀

管理之對話？又，其外觀社會化學習歷程之路徑為何？具體可操作的研究問

題如下： 

1. 制服規範下，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中自我概念與外觀管理間的關係？ 

2. 在制服規範下，引發青少年重視自我外觀的動機為何？ 

3. 在制服規範下，青少年學習與管理自我外觀的策略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青少年 (Adolescence)：依生命周期發展的順序，青少年是個體脫

離童年，進入成年之前的準備階段，始於生理成熟，終於心理成熟 

(Levinson, 1995)。若依年級可細分為青少年前期、中期和後期，約

介於 13-20 歲(Tanti, Stukas, Halloran, & Foddy, 2011)。 

二、 外觀社會化歷程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個體學習與外觀相關

的社會規範，並且在遵守文化規範的同時能以外觀的形式展現獨特

自我的過程（Stone, 1965）。 

三、 自我概念 (Self-concept)：個體對自己各方面知覺評價的總和，例

如：對自己的個性、能力、興趣、人際關係，包含處理事物的經

驗，以及對生活目標的認識與等等（張春興，1989）。 

四、 外觀自我知覺 (Appearance self-perception)：個體主動察覺並內省自

我外觀的能力(the “inside view” of appearance) (Cash,1990)。 

五、 外觀管理 (Appearance management)：個體計畫、思考或執行改變外

觀的過程(Kais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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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自我與外觀 

外觀是自我的一部分，而自我能透過外觀具體展現。這一節主要探討外

觀和自我概念如何相互影響，以及探討個體在社會化的歷程中如何發展用來

評價外觀的認知基模。 

一、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self concept)的名詞起始於 1890 年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乃

個體認為「我是誰」(Who am I ？) 的整體覺知，也可以說是個體對自己各

方面評價的總和，包括自己的個性、能力、興趣、人際關係，以及處理事物

的經驗、對生活的目標和對自我的認識與評價等等。社會學者庫里(Cooley)

於 1902 年提出「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一說，解釋自我概念如何產

生。他認為社會互動像是一面鏡子，個體在乎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表現，並想

像他人對自己各方面，包含外觀、行為舉止、人格特質等等的評價，且會依

他人觀點修正自己外觀的呈象，並從這樣的互動回應中逐漸形塑出對自己的

觀點與感覺，而自我概念就是在這樣的動態過程中累積形塑（張春興，

1989）。 

 米德(Mead)認同庫里的觀點，他認為自我概念非先天存在，而是經由社

會互動與自我回應逐步釐清對自我的認知。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個體是他人

評價的對象也是有覺察力的主體，而隨著生活經驗的累積，自我概念才逐漸

成形。米德延伸 William James 的概念認為自我是主體我（I）與客體我

（Me）構成的二元實體。主體我，是指最原始樣貌的我，這樣的我（I）可

能是具衝動和創意的；客體我，乃自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學習社會規範、團

體價值等意識形態後的樣貌，而這樣的我（Me）扮演監督主體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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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主體我隨機不可預測的衝動行為(Kaiser, 1997)。主體我和客體我之間

沒有明顯的界線，而個體社會化的歷程是指個體的主體我與客體我不斷透過

對話，達到內外和諧的過程，如使個體能而有合乎社會規範的表現但又不失

自我獨特性，因此社會化的歷程也與自我概念發展的過程是重疊並進的。 

米德所提議的主體我/客體我之概念也可從物質我(material self)、社會我

(social self)和精神我(spiritual self)三個層次的互動關係來瞭解。其中物質的

自我，乃個體所擁有物質性的所有物，包含容貌、體型、服裝等等，個體的

外觀即屬於物質我的部分；社會的自我，乃他人眼中所認定的個體，或是說

個體所處的社會體系中所扮演的身分角色、職業地位等等，社會我可視為個

體外觀管理的依循；精神的自我，乃個體擁有的內在經驗，包含能力、價值

觀、理想等等，精神的自我則影響著個體面對物質自我與社會自我的態度

（張春興，1989）。 

自我概念的形塑可視為主體我與客體我在物質我、社會我與精神我不斷

對話形成的穩定狀態，當三種自我層面之間有所衝突，主體我與客體我會試

圖做出調適，使自我維持一種平衡的狀態，例如當個體的覺得物質的我的體

重太重，便可能採取運動或飲食控制等減重行為；或是個體在不同的社會情

境中，對自己有不同的角色認知（精神我），而呈現不一樣的行為表現（社

會我）。 

自我概念也受個體真實自我的狀態和理想自我的狀態影響，美國人本主

義的心理學者羅吉斯(Rogers)於1951年提出自我概念是個體與環境互動的產

物，包含兩個層面，分別是「真實我(real self)」和「理想我(ideal self)」。前

者真實我是指個體覺知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後者理想我是指個體期望自己

成為怎樣的人；而真實我與理想我之間存有差距，差距的大小會影響個體的

自我概念（張春興，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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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的形塑是動態持且持續終身的歷程，青少年時期開始進入抽象

認知發展期，也是自我概念發展的重要時期。根據Erikson的社會發展心理理

論，個體發展在青少年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自我統整，統整不良的青少年容

易出現角色混淆等狀態(Gillivray, Sweeney,& Jeannette, 1997)，Ungar等人(2007)

一項跨國的青少年研究也指出自我身分認同是青少年在惡劣環境下是否具有韌性的

關鍵，而有清楚的身分認同能協助自我概念之建立。 

總之，自我是多元複合且動態的概念，自我概念乃個體自我系統的核

心，會主導或影響個體對的自我外觀以及自我形象的看法。青春期是個體外

觀明顯變化的階段，也是發展自我概念以及外觀管理的關鍵時期。 

二、外觀與自我概念 

外觀係指個體外在所呈現的視覺意象，包含了容貌(face)、體態(figure)和

裝扮(dress) (Cooley, 1902)。一般而言，個人的體態可以藉由運動和調整飲食雕

塑，也可以運用服裝的色彩、線條達到修飾的效果；裝扮更是可以透過各種造型設

計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相較之下，個人五官容貌的自我調整性最低，但也可以透過

化妝呈現不同的視覺效果。外觀是自我的一部分，由外觀提供的視覺訊息是他

人了解我們的線索；他人對我們的外觀有意或無意的回應，都可能形成我們

對自己外觀的看法，而這些由外觀而來的生活經驗也影響著個體自我概念的

形塑。 

史東 (1960) 指出服飾對個體的身心都有正向的影響，因為服飾不只具

有外在溝通的功能，也具有與內在連結的作用，服飾是個體外觀很容易被注

意到的部分，合適的服飾不只可以做為良好社會互動的催化劑，還可以提升

個人的自我認同、心情、認知態度等等。在社交活動個服飾以非言語的形式

溝通，不只留給他一個人印象(image)，也傳達「我是誰」的訊息(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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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可以用來解是為何人們傾向與自己裝扮接近的人交往(Buckley, & Roach‚ 

1974)。 

史東(1960)認為起初個體可能對服飾外觀毫無想法，只是先接受服飾在

社會互動對自我外觀的影響，過程也許有正向的回饋或負面的經驗，然後個

體開始連結服飾與自我外觀的關係，從中體會文化規範與自我以及自我外觀

的關係。許多文獻也同意史東的觀點，研究證實服飾所呈現的外觀屬於個人

公我的一部分，與自我的相似性極高，可視為自我概念的延伸(clothing as the 

proximity of self) (Miller, Davis, & Rowold, 1982; Suzanne Sontag, & Schlater, 

1982; Cosbey, 2001)。 

Kinley (2010) 一項研究服裝尺寸與女性自尊關係的文獻指出：當體型偏

大的年輕女性套上尺碼顯示小一號，但服裝尺碼大小並沒有小一號的服裝

時，容易感受到服飾外觀帶給他們的正向經驗，而且這樣的正向感受使他們

更滿意自己的身體外觀，可見個體對自我外觀的感受與個體的社會經驗和個

體對外觀的認知有關。國內也有許多研究證實個體對外觀的知覺會影響個體

的自我概念（王婉馨、邵于玲， 2012; 王韻、詹夢菱， 2011; 靳晨瑄， 

2010）。以王韻和詹夢(2011) 的研究為例，他們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女大學生

對自己身體意像的滿意度對自我概念的影響，結果發現越來越多大學女性持

有「瘦即是美」的觀念，且該研究發現那些堅信越瘦越美的女性，比較容易

覺得自己太胖或不夠瘦而不滿意自己的外觀，表現出較低的自尊，甚至可能

出現過度節食等不健康的瘦身行為。雖然前述的研究多以女性為主，近幾年

國內也有研究發現「男性要具備陽剛外觀」的觀念也逐漸進入青少年的認

知，越來越多的年輕男性不滿意自己的身體外觀，而有較差的自我形象（胡

凱揚、王俊明，2005；郝天行，2011）。 

青春期賀爾蒙的改變，使青少年的身體外觀出現明顯的變化。半個世紀

前就有研究身體的吸引力和身體的效能與青少女和青少男自我概念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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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個體的身體外觀越合乎異性認為的性感或陽剛，個體的自我概念越

佳 (Lerner, Orlos, & Knapp, 1976)。Seidah 和 Bouffard (2007) 的研究發現青

少年可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的青少年以「我之所以為我」為榮(being proud of 

oneself as a person)，而另一類的青少年以「自己的身體外觀」為榮(being 

proud of one’s physical appearance)，結果證實青少年對身體外觀抱持的認知

態度會影響青少年的自我價值，且後者的青少年存有「我的外觀代表我」的

價值觀，相較於前者比較不滿意自己的外觀，其自我價值感也比較低。 

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解釋外觀對自我概念的影響，不過事實上自我概念

和外觀是相互影響的。Perry, Schutz 和 Rucker (1983) 的研究發現個體自我實

現的程度和對外觀關切的程度呈負相關。換句話說，個體自我實現程度越高

者，外觀對其自我概念的影響力越低，而 Perry 等人對其研究結果的解釋是

服飾是個體用來展演自我的一種客體，但是當主體能夠達到自我實現的程度

時，對客體依賴的程度就會減低。 

綜合上述，個體對外觀的關切度與其自我概念有密切的關係。外觀扮演

表象自我，是我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的媒介，而社會互動的經驗又會形塑一

個人的自我概念。過去與自我和外觀相關的研究多以量化為主，但研究者認

為影響自我概念的因素之多，且其形塑之過程是緩慢累積而成，外觀和自我

彼此產生的影響應該是經歷多次心理對話的過程，而量化研究無法呈現其間

細微的心理變化。 

三、外觀與自我基模的關係 

自我具有穩定和延伸的概念，而外觀是自我延伸的具體呈象。日常生活

中每個人常在進行外觀評估的工作，不只覺知自我的外觀，同時也會評估他

人外觀所傳遞的訊息，而個體用來評估外觀的認知基準謂之「外觀基模」

(appearance self-schema)。外觀基模是自我基模(self-schema) 的延伸概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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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模是個體處理任何與自我有關的基本認知結構，而外觀基模是個體處理

任何與外觀相關的基本認知結構(Jung, & Lennon, 2003)。換句話說，外觀基模

是個體對自己外觀所持有的價值態度，不只會影響個體如何看待、評價自我

的外觀，也會影響個體管理外觀的行為表現，例如對身體外觀的滿意與否，

會影響個體的飲食行為。 

外觀基模建立的過程與自我基模(自我概念)的發展路徑重疊，是個體與

社會環境互動過程中逐步成形的認知價值，因此舉凡會影響個人自我基模的

因素，例如心理狀況、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會文化也都會影響個體外觀

基模的建立。以下根據 Kaiser (1997) 服裝社會心理學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lothing 一書的第四章說明自我基模發展的過程，以及外觀和自我基模的

關係。 

1934 年符號互動論學者 Mead 提出自我概念（自我基模）發展兩階段

論，他認為個體會經過玩耍(Play)和遊戲(Game)的階段，慢慢發展出主體我

(the I)和客體我(the me)。爾後在 1965 年，史東將米德自我概念發展的歷程

延伸加入了前玩耍階段(Pre-play)，此三階段也是個體社會化的歷程，又史東

認為個體服飾外觀所攜帶的符號具有社會互動的功能，在個體社會化的歷程

占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是以個體學習外觀管理的歷程可視為社會化的歷

程，稱做外觀社會化歷程，也是個體外觀基模發展的路徑。 

史東指出就生理成熟的順序，剛出生的嬰兒還沒有能力自行選擇服飾，

必須由他人(照顧者)指派(investiture)自己的外觀，儘管如此，該階段的嬰兒

已經開始從他人的反應認識自己，這是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前玩耍階段；當進

入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玩耍期，個體逐漸發展出客體我的認知概念，而客體我

會使個體將自己與自我以外的具體物質（客體）連結，例如服裝、玩具等

等，並且將客體視為自我的一部分。該階段的孩童透過角色體驗的方式，學

習管理自己外觀，而角色體驗的方式分為兩種，其中一種為「期待式的角色

 



11 
 

體驗」，另一種則是「幻想式的角色體驗」；前者是指遊戲涉及某些假設的

身分，而且這些身分也發生在現實的生活中，從扮演不同的角色，模仿學習

該角色的外觀、行為等等，例如扮家家酒中模仿母親與客人的角色；後者是

指，藉由服裝和外觀的改造，扮演某個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角色，提供實現

幻想的機會，例如在萬聖節時裝扮成童話故事中的角色。不論是期待或幻想

式的角色體驗的方式，在玩耍的過程中孩童會記住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對

他們行為或外觀表現的反應，而該階段的孩童已經開始學習從他人的眼光看

待自己，也開始具有自我概念。不過在進入遊戲階段以前，上述的兩個階段

仍然屬於初級社會化歷程，而文化環境以及個體所處的社會代理機構，例如

家庭環境，在這段歷程給予個體的經驗將會影響其日後人格以及自我概念之

發展。 

進入次級社會化歷程，或外觀社會化歷程的遊戲階段需要有邏輯思辨的

能力。青春期開始個體逐漸發展抽象思考的認知能力，使青少年更能認識世

界的遊戲規則，且比之前容易察覺到社會和團體的潛在規範。此時加上生理

賀爾蒙的緣故，青少年的身體外觀出現明顯的變化，個體原本的外觀基模受

到挑戰，會特別留意與外觀相關的訊息。Gillivray 等人 (1997) 的一份橫斷

性研究青少年與服飾興趣關係的研究顯示，不同年齡層的青少年在選擇服裝

和對外觀抱持的態度有明顯的差異，而社會化的程度會影響青少男和女在選

擇服裝和看待外觀的態度。青少年在服裝搭配上開始有更多的自主意識，透

過同儕互動或參與其他有組織的社交活動中，個體會學習團體規範和社會文

化價值等抽象概念，也從中開始發展自己的價值信念，而個人對外觀所持有

的價值態度，即外觀基模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從青春期開始到生命的

終了都屬於次級社會化的歷程，個體在次級社會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學習社會

的潛在規範，也不斷地和內在自我進行對話，而自我概念也一直不斷地形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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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外觀社會化歷程共有三個階段，分別是前玩耍(Pre-play)、玩耍

(Play)和遊戲階段(Game)，是個體學習與外觀相關的社會規範，並且在遵守

文化規範的同時能以外觀的形式展現獨特自我的過程，期間個體知覺自我外

觀及管理自我外觀會持續交替進行，且逐漸建立外觀基模，而隨著個體的生

命進程，此三階段也可能會反覆出現在人生的不同階段。 

 

第二節 外觀社會化歷程 

外觀是個體給人的視覺意象，外觀自我知覺 (Appearance self-perception)

是個體主動察覺並內省自我外觀的能力(the “inside view” of appearance) 

(Cash,1990)，而外觀自我管理是個體整飭自我外觀的行為。本節主要探討外

觀社會化的歷程，個體知覺及管理自我的外觀的交互關係。 

ㄧ、外觀基模的影響及形塑 

許多研究已經證實外觀基模會影響個體對自我外觀的態度。以身體外觀

為例，在媒體的影響力之下，「性感」和「吸引力」常與「瘦」的身體意象

相結合，個體持有「要美就是要瘦」的認知(外觀基模)，越容易覺得自己不

夠瘦，且不滿意自己的身體外觀，其中有許多女性的體重都在 BMI 標準範

圍內(介於 19.8~24.2)，並且多數女性表示自己曾經有減重的經驗或想法 

(Adomaitis, & Johnson, 2008; Arnett, 1995; Ata, Ludden, & Lally, 2007; 

Cash,2005; Yu-Jen C., Ying-Mei L., Shuh-Jen S., & Mei-Yen C., 2004)。然而，

另一項以受西方傳播媒體影響較少的非洲地區做研究，發現許多非洲國家反

而認為豐腴才是富足的象徵，因此豐腴女性的反而比苗條女性更滿意自己的

外觀 (Walcott, Sullivan, Dan, & Logan, 1995)。在特定文化成長的族群會有類

似的價值態度，可見外觀基模和個體成長過程所吸收的社會文化有關，且會

影響個體對自身外觀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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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基模不只影響個體對自我外觀的看法，也會影響個體外觀管理的態

度，且外觀基模的形塑不只和社會文化有關，也和個體成長的社會化場域息

息相關，而就青少年而言家庭和學校是主要的社會化場域。家中長輩或孩子

的主要照顧者對其自我外觀知覺的態度會影響青少年外觀基模的建立，其中

以母親對女兒的影響力特別大(Levine, Smolak,& Hayden, 1994)，Levine等人

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出現減肥行為與家中母親有沒有以飲食控制體重習慣相

關，也就是有飲食控制習慣的母親，有較高的機會教育出有減肥行為的青少

年；此外，有些父母時常在孩子的面前表示不滿意孩子的外觀，雖然父母本

身並沒有飲食控制的行為，也會減低青少年對自己身體外觀的滿意度，使青

少年選擇以節食來改變自己的外觀 (Benedikt, Wertheim, & Love,1998; Moreno 

& Thelen, 1993; Ogle & Damhorst, 2000, 2003; Pike & Rodin, 1991; Thelen & 

Cormier, 1995)。Evans、Rich和Holroyd (2004)一項研究學校做為一個社會化

場域對青少年外觀管理的影響，結果發現許多英國青少女出現節食等飲食行

為控制體重是因為教練建議以減重來增進運動場上的表現。 

除了社會化場域青少年接觸的媒體文化，以及青少年的同儕也是形塑青

少年外觀基模的重要因素。Gillen 和Lefkowitz (2009)一項研究青少年接收資

訊的來源對其身體意象的影響，該研究調查154位大學生，結果顯示同儕和

媒體是引起青少年關注外觀訊息的主要來源，青少年會特別關注與外觀吸引

力有關的評論，且他們接收的訊息也證實會影響他們看待自我外觀的態度，

其中青少女比青少男更容易受媒體或同儕影響，對自己的外觀產生負面的感

受。 

儘管外觀基模的形塑受個體成長的文化、社會化代理機構的教導、及同

儕或個體所接觸得文化等影響，外觀基模的建立也與個體本身的特質有關，

例如有些人任何事物都可以與「體重」或「身材」聯想在一起，心理學家將

這類型的人稱做「基模建構者」(schematics)，他們可以將各種事物組合並和

自己的認知基模結合；反之「非基模建構者」(aschematics) 比較不會將不同

的刺激整合思考，自然也比較不會將客體與主體的連結，身體外觀和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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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也相對較低 (Markus, Hamill, & Sentis, 1987)。一項韓國和美國的跨文化

研究證實兩種文化的女大專生，高度外觀基模者對身體外觀和自我的關聯

高，且有較低的身體滿意度 (Jung,& Lee, 2006) 。 

簡言之，外觀基模是個體外觀自我覺知及管理的基礎，且外觀基模的形

塑受社會文化、成長環境影響，也存有個別差異。 

二、外觀自我知覺及管理 

自我知覺的概念可追溯至 20 世紀初 Cooly 的鏡中自我，Cooly 認為他人

是一面鏡子，而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個體會從別人的反映建立自我概念（張

春興，1989）。之後於 1974 年 Duval 和 Wicklund 提出自我覺察理論 (self-

awareness theory)，主張個體的自我覺察可以分為兩個取向，其中一個為內在

的自我省思，另一個為外在的環境覺察，隔年 1975 年 Buss、Fenigstein 和

Scheier 將自我覺察理論延伸為自我意識理論(self-consciousness theory)，將原

本向內在的自省取向命名為私我意識 (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係指個體

關注自己內在的想法與感受；外在的環境覺察取向命名為公我意識 (public 

self-consciousness)，係指個體將焦點放在自我在社會規範下的外在能力、成

就、表現等部份，也就是個體將自己視為社會客體（social object）的程度。

依據自我意識理論，Buss 等人指出當個體的公我意識高漲，越能察覺自我在

公開情境下的表現，也越在乎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外觀屬於公我領域的部

分，若個體不滿意自己的外觀，則容易感到社會焦慮；反之，當個體處於某

種使其感到焦慮的社會情境下，會透過改善外觀來減低公我意識的焦慮 (引

自 Kwon, 1992, p295)。外觀是自我在公開場合給他人得視覺意象，根據自我

意識理論，個體在公開場合或特定領域公我意識會高漲，而提高自我外觀的

覺察力，當覺察自我外觀的敏銳度提升，外觀自我知覺也隨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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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自我知覺 (appearance self-perception)屬於自我知覺的一部分，指的

是個體主動覺察自己外觀的感知能力，而外觀管理是管理外觀包含管理自我

外觀的動機和行為，例如當我們從鏡中看到自己的容貌、體態和裝扮會有嘗

試管理以符合自我概念或是個體想呈現的「公我」外觀。而外觀自我知覺與

管理相輔相成、交錯影響，外觀的呈現常隨著個體的心情而變動，當外觀的

表現合乎個體外觀基模的期待時，個體會有較高的自信；反之當外觀無法表

達個體外觀基模的期待時，個體可能會調整自我概念或以行動修正外觀的呈

現(Kaiser, 1997)。 

Cash 與 Fleming (2002) 認為個體如何看待自己的外觀，與其如何看待自

己的身體有極大的關係，並且提出從評價(evaluation)和調查(investment)兩個

面向來檢視個體的身體外觀。前者「評價」是個體對自己身體抱持的態度，

主要將焦點集中在「自我」身上，當個體對自我身體外觀的評價高，會有較

高得身體外觀滿意度，在社交互動時也會表現較高的自信，反之亦然；而

「調查」是指個體感受他人對他身體外觀的看法，將焦點放在社會互動時身

體外觀呈現給他人甚麼樣的感受，而個體會為了呈現符合自己外觀基模的身

體外觀而進行外觀管理的行為，例如飲食控制等等。 

爾後，Moss 與 Rosser (2012) 認為身體只是個人外觀的一部分，因此將

Cash 等人的觀點擴充提出自我外觀知覺的兩個面向，分別為個體對自我外觀

產生的情緒感受(appearance valence)和預期他人對自我外觀的評價回應

(appearance salience)4。個人對自我外觀產生的情緒感受，簡稱「我觀點」與

Cash 等人提出的評價概念相似，而預期他人對自我外觀的評價回應，簡稱

「他人觀點」則與調查的概念相近，是以我觀點會影響個體對自我外觀的評

                                                      
4Valence：本是化學名詞「原子價」的意思，係指一個原子與其它原子結合的能

力，延伸在心理學的意義是刺激源對個體心理產生影響的程度。 

Salience：英文字面上的翻譯是「突出、顯著、特點」，這裡係指外觀上醒目或會

讓他人注意到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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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他人觀點協助個體預測自我外觀可能帶來的社會回饋，而兩者的動態關

係使個體外觀自我知覺與管理得以交錯進行。 

Moss、Lawson 與 White (2014) 的研究結果發現發自內在的我觀點才是

影響個體外觀自我覺知的關鍵，他人觀點則是以調節的方式影響個體對外觀

自我知覺的程度；換句話說，在個體評價自己外觀，他人觀點會強化我觀點

的對外觀知覺的影響程度，且當內在出現負面的我觀點時，特別容易受到他

人觀點的強化，使個體有更負向的外觀自我知覺。Moss 等人(2014) 對此結

果提出的可能解釋是，個體內在因自我外觀而產生負向情緒時，會提升個體

對自我外觀關注的敏感度，使得個體更聚焦在自己不滿意的外觀部位，此時

若個體傾向認為他人會注意到自己外觀上的缺點，會強化個體內在負向的外

觀自我知覺，有些個體甚至預測他人可能會批評其外觀的缺點，使個體更容

易感到焦慮和憂鬱。(Moss, & Rosser, 2012; Moss, Lawson, & White,2014)。 

Moss 等人的研究結果和早期及近期的研究互相呼應(Feather, Martin, 

&Miller, 1979; Moss, & Rosser, 2012; Moss, Lawson, & White,2014)，Feather、

Martin 與 Miller (1979)研究身障生和一般生在外觀自我知覺與管理的結果發

現，儘管身障生的外觀與一般生有明顯的不同，但兩者在乎程度與一般人並

無差異，但外觀管理的態度因為身體結構需求不同而有差異。Cosbey (2001) 

研究個體對服飾外觀滿意的程度是否會影響個體社交互動的行為，結果證實

個體對自我服裝外觀的滿意程度會影響個人的自我覺察的敏銳度，且與自我

知覺在社交表現、情緒穩定和領導能力有關係；個體對自己的服飾外觀越不

滿意，越容易覺得自己的社交表現、情緒控制和領導能力不佳。以上研究證

實了外觀明顯的特徵並非影響外觀自我知覺的主要因素，個體對自我外觀的

感受才是影響其外觀自我知覺的關鍵。 

Moss(2014)等人延續了先前的研究結果，進一步研究我觀點和他人觀點

與自我知覺和社會焦慮等關係，研究結果發現他人觀點會強化我觀點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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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就是說越能感受自我外觀會影響自我社會互動者，對自我外觀越有較

多的情緒感受，而有更敏銳的外觀自我知覺，且負向的感受尤其明顯。因此

越是在意他人眼光的個體，當他不滿意自己外觀的時候，更容易放大自己對

自我外觀不夠滿意的地方，而且會認為(或預期)他人也會注意到自己外觀的

不完美，而特別容易感到焦慮和憂鬱 (Moss, & Rosser, 2012; Moss, Lawson, 

& White,2014)。國內陳昱仁等人(2004)一項探討對自身體重不滿意女性之生

活經驗的質性研究，結果發現成長過程，尤其是青少年階段，曾經有因為身

體外觀（體型或體重）而產生負面的社會互動經驗者，成人以後會十分在乎

自己的身體外觀或體重，且人際互動是造成這類女性對自我外觀感到壓力的

原因，與 Moss 等人的研究相呼應。 

根據以上的研究可以證實外觀是自我延伸的部分，參與個體社會化的歷

程，且與自我概念相關。外觀基模會影響個體外觀自我知覺與管理，但外觀

自我知覺會隨個體所在的環境改變，個體在公眾場域或特定場所對外觀之覺

察力會提高，而進一步影響著個體外觀自我知覺及管理。研究也證實個體對

自我外觀之滿意程度會影響其外觀知覺敏感度以及對他人回應的在乎程度。 

三、身體外觀的自我知覺及管理 

個體對自己身體外觀的評價會影響其如何看待自己的整體外觀(Cash, 

2005)。身體是外觀的一部分，還是記憶、感受和知覺的儲存庫，身體意象

(body image)足以影響個體的自我概念，是聯繫個體內在自我與外在文化的

橋樑（林凱沁，2006）。 

身體意象乃個體對自己身體外觀所形成的心理圖像，也就是個體對自己

體型大小的知覺─覺得自己胖瘦高矮等等，屬於外觀自我知覺的一部分

(Fisher, 1968)。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外觀基模，做為評估自我外觀的基

礎，而個體根據自己的外觀基模會對自己的身體意象進行主觀、多面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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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價，進而對自我身體產生的情緒性感受，也就是身體滿意度(Body 

cathexis)，或稱為身體關注度(Fisher, 1986)。 

研究證實當個體不滿意自己的身體意象，其身體滿意度也會比較低，而

且對自己各方面的表現例如自信、飲食習慣、行為表現等等都有負面影響

(Cash, & Pruzinsky, 1990)。Littrell、Damhorst 與 Littrell (1990) 研究啦啦隊青

少女的身體滿意度與飲食習慣的關係發現，不滿意自己身體的青少女容易出

現以節食做為體重控制的策略，而 Kim 和 Lee (2014)進行跨美國與南韓文化

的研究指出，越不滿意自己身體的女大學生有較高的機率採取有風險的外觀

管理策略，例如服用減肥藥物或是整形。 

青春期開始出現第二性徵的青少年，身體外觀會有明顯的轉變，一般而

言，男性進入青春期的時間比女性晚兩年左右（張春興，1989）。Simmons 和

Blyth (1987) 的研究顯示生理的早熟和晚熟對青少年的身體意象有影響，而

且該影響存有性別差異。在講求「纖瘦的女性較有吸引力」的社會文化，早

熟青少女逐漸豐滿的體型使其對自己身體外觀的滿意程度、自尊和自我概念

都較晚熟的青少女低，且人際社交能力也不如晚熟女性；相反地，在講求

「男性要有力氣」的社會文化，早熟的男性相對比晚熟的男性占有優勢，早

熟青少男比晚熟的青少男更滿意自己的身體外觀，有較高的自尊，且自我概

念，人際社交能力也較佳。 

青少年階段同儕對個體的重要性提升，青少年會非常認真地看待朋友、

同學對自己的看法，而同儕對其外觀的回應，也會影響他們的外觀自我知

覺，任何語言或非語言的回應，例如讚美與皺眉，都會影響青少年對自己身

體外觀的看法（吳明燁，1998；Seock, & Merritt, 2013）。陳昱仁等人(2004)的

研究表示許多成人女性的低身體滿意度來自於青春期有被同學嘲笑有關身體

外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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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個體外觀自我知覺與個體對的身體外觀滿意度密切相關，且

會影響個體外觀管理的行為，而個體知覺自我外觀的感受與其社會化歷程的

成長經驗相關，是以外觀確實會對個體的社會化歷程產生影響，不過身體只

是外觀的一部分，影響外觀自我覺知的因素也不只有身體而已。以下將探討

服飾外觀與個體外觀自我知覺及管理。 

四、服飾與外觀自我知覺及管理 

外觀自我覺知是個體主動察覺並內省自我外觀的能力，當個體在與社會

互動的過程中發現，自我外觀不符合內在自我對外觀的期待時，便容易產生

社會焦慮等不安的情緒。Miller、Davis 和 Rowold 的研究(1982)發現，個體

為了減低社會焦慮，會採取各種外觀管理的策略，而其中服飾就成為一種常

用的外觀管理工具之一。符號互動理論認為，在社會互動中，外觀提供的非

語言訊息(符號)，甚至比語言更具說服力(Giles, & Chavasse,1975)。透過對個體

服飾穿著所呈現於外觀訊息的解讀，可以預測其情緒、能力、行為、人格特

質、社經地位等等，且在社會互動中，服裝呈現是留給他人印象的重要關鍵

因素(Workman‚1988; Kaiser, 1997)。 

服飾除了具備有遮蔽身體的物理功能之外，其色彩、樣式、風格、品牌

等，也可以直接改善個體的身體外觀而滿足其心理需求。個體對服飾感興趣

的程度稱作服飾興趣(clothing interest)，服飾興趣包含了對選擇服裝的內在價

值動機和外在行為模式 (Gurel, 1974)。1975 年 Gurel 和 Deemer 提出五個檢

視服飾興趣的面相: (1)外觀關切 (Concern with appearance)；(2)外觀試驗

(Experimenting with appearance)；(3)對服裝的高覺察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clothes)；(4) 個人獨特性(Clothing as enhancement of individual)；(5) 社交

安全感(Clothing as enhancement of security)。其中第一項「個體對外觀的關

 



20 
 

切度」被認為是服裝興趣的核心(Gurel, & Gurel,1979)，也是外觀知覺及管理

的核心。 

早在 1950 年代以前，學者 Bryer、Newmam 和 Nickerson 曾經調查 159

位大學生的服裝興趣和其人格特質5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在人格特

質類型和選擇服裝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但人格特質偏向藝術型(Artistic)

和經濟型(Economistic)的女性，則有高度的服裝興趣；理論型和宗教型的女

性對服裝興趣較低(引自 Rosencranz, 1949, p460)。可見，服裝興趣可能也與

個體的人格特質相關，而且存有性別差異，但 Gillivray 等人 (1997) 認為性

別在服裝興趣上的差異，與個體社會化的程度有關；換句話說，個體外觀自

我知覺在社會化歷程的改變，會反應在其外觀管理的態度上。 

服裝是個體進行外觀管理的工具之一，Miller 等人的研究(1982) 指出，

個體會運用服飾進行外觀管理以增進社會互動，外觀自我知覺與服飾興趣為

正相關，且服飾興趣高者與服飾興趣低者，其採取的外觀管理策略也有所不

同。外觀自我知覺高的個體有較高的服裝興趣，會善用服裝創造自己所欲呈

現的樣貌，藉此營造自己想留給他人的印象；而外觀自我知覺低的個體，其

服裝興趣雖不盡然較低，但有可能因為社會情境之故，而提升個體的外觀自

我知覺，即便其原本服裝興趣低，此時也會提高對服飾的興趣，以藉由合適

的服飾達到降低心理焦慮的目的。研究也發現，選擇大眾接受度高的服飾，

是服裝興趣低的個體常用的策略，Cosbey (2001)的研究結果也支持 Miller 的

說法，其研究證實個體的服飾興趣受公我意識的支配，公我意識高的人，有

較高的服飾興趣，服飾與自我之間的連結性較強，情緒也比較容易受到他人

對其外觀評價的好壞所影響。然而 Miller 等人和 Cosbey 的研究均為量化性

質，無法呈現受試者外觀管理行為下的內在動機或價值態度，畢竟影響個體

                                                      
5斯普朗格提出六種人格特質分別對應六種理想價值，「理想型」追求真、「藝術

型」追求美、「政治型」追求權、「社會型」追求愛、「宗教型」追求聖、「經濟

型」追求利。(引自 Kaiser, 1997, p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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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知覺及管理的因素之多，社會情境之複雜，量化雖然可以看出個體外觀

管理的行為結果，卻無法掌握外觀管理背後的動機，無法呈現受訪者做決定

前細微的心理變化。 

青少年公我意識攀升，會開始提高對外觀覺察的敏銳度，在沒有制服規

範的情況下青少年有較多機會練習裝扮各種服飾外觀，不只學習在什麼樣的

場合穿什麼樣的衣服，也從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更加的了解自己，然後逐漸

能夠以外觀的形式展現獨特的自我(Stone, 1965)。Drake 和 Ford 用因素分析

發現依青少年的穿著態度可將青少年分成兩組，青少年的服裝態度與社交情

形關係的研究指出，青少年在學習管理自我的外觀時，抱持「自我取向」

(dressing for self) 服裝態度的青少年，對自己的外觀有比較高的自我接納

度，且比較不會有「衣櫥總是少一件衣服」的感受；反之，抱持「他人取

向」(dressing for others) 服裝態度的青少年，不但不容意接納自己，而且比

較容易感受到「服裝不夠」的無奈，而且研究發現性別、年齡、種族在他人

取向的服裝態度有顯著差異：女性之於男性、高年級之於低年級、白人之於

黑人更有他人取向的服裝態度偏向 (Drake, & Ford, 1979；Drake, & Ford, 

1982)。 

由 Drake 等人的研究可以證實服飾興趣是外觀基模的一部分，受社會經

濟背景、職業、年齡、教育、居住環境等影響；一般而言，職業陞遷會提升

對服飾的興趣；住城市者比住鄉村者更重服飾外觀 (涂夢俠，1981; Karen 

Kaigler-Walker,1989; Barnes, &Eicher, 1993; Gillivray, Sweeney,& Jeannette, 

1997)。就青少年而言，性別、同儕與消費能力，都可能是影響其服飾興趣

的主要原因(Seock,&Chen, 2002; 張瑾芳、申屠光，2006)。研究發現，女性

的服裝興趣高於男性，受朋友或媒體影響而購買服裝的衝動程度也高於男

性。但不論男女，朋友都是青少年服裝資訊的主要來源之一，價錢則是選擇

服裝的重要因素(Seock,&Chen, 2002)。張瑾芳和申屠光的研究(2006)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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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金每月低於一萬元以下的台北大專生，在挑選服飾外觀時，比較偏重價

格和舒適感；而每月零用金高於一萬元以上者，挑選服裝時會重視名牌和品

質，且更重視服飾在社會互動的功能。 

總之，外觀自我知覺的提升，會提升個體對服飾在乎的程度，服飾興趣

高的個體，傾向會用服飾創造自己的形象；而服飾興趣低的個體，偏向選擇

接受度高的服裝外觀。然而，青少年的經濟狀況並非完全獨立，青少年選擇

服飾外觀的動機與其經濟能力有關，且青春期正值外觀顯著轉變的時期，又

處於容易受朋友影響的時期，性別和同儕也是影響青少年的服裝興趣的重要

因素。 

 

第三節 文化與制服規範 

儘管個人特質、生活經驗等因素，外觀基模因人而異，但社會文化卻可

以使生活在共同環境下的個體，有著相似的外觀價值態度。制服以限制個體

服裝外觀的方式，區別不同組織的成員，不同制服之下有著不同的規範，本

節主要探討學生制服對青少年外觀知覺以及外觀管理的影響。 

一、文化與制服規範 

外觀自我知覺及管理與個體所在的情境與成長文化有關(Miller, Davis, & 

Rowold, 1982)。Kaigler和Ericksen (1989)調查在不同文化背景成長的女性，

對服飾價值以及選擇服飾外觀的態度，研究結果發現墨裔美國文化、墨西哥

文化、英美文化在服飾的價值觀有顯著差異，且在選擇服飾外觀的態度上也

有差異。另一項近五年的研究也指出美國和南韓的女大學生在選擇有風險的

外觀管理行為時傾向採取不同的策略，美國不滿意自己外觀的大學生偏向以

藥物介入的方式改善外觀，南韓女大生則傾向以侵入性的整形手術來直接調

整自己的外觀(Kim,& Lee, 2014)，可見外觀知覺與外觀管理和個體所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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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環境有關。除了文化背景的差異，不同時代的族群，對服飾的價值態度

也不同，從流行文化的變遷，就可以看出不同時期價值態度的改變。服飾做

為社會文化的載體，不同時期的流行服飾，反映出各時期對外觀的價值態度

及美學觀點，也反映社會角色的差異。 

制服文化是與服裝有關的組織文化，一種以特定服裝連結團體與個人的

文化規範，不同團體組織以不同的服飾外觀區隔，而同一個組織下的個體被

規定穿著同樣的服飾外觀（Joseph,1986）。Joseph (1986)認為制服的外觀符號

早已被社會文化所接受，穿上制服的個體等於被指定為某一特定的身分，因

此制服的強制性取代了個體依自我特質或是某身分而呈現之個人外觀，也就

是說，制服展現的是團體認同性及一致性，從個體角度檢視之，制服具備了

無形制約的功能，穿上制服就必須遵守團體的規範與價值。 

制服背後隱蘊著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意涵，台灣中學生穿制服可追溯

至日據時期，當時正值二戰，制服的樣式類似軍服，且當時規定學生上課之

外的平日外出也必需穿著制服，以利各校老師在校外巡檢違規行為的學生

（彭威翔，2010）。脫離日本統治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學生制服仍有相

當規範，呂淑珍(2004)將台灣制服發展沿革分為萌芽時期、發展時期、鼎盛

時期、變革時期等四大時期。萌芽時期即日據時期；發展時期國內經濟及教

育水準偏低，且當時的兩岸對峙局勢緊張，學生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為了

保障學生的安全學校的制服多以綠色或卡其色等接近大地或自然的顏色為保

護色，而學校教育強調合ㄧ的民族精神，對制服、頭髮、書包，都強調嚴格

一致的紀律；鼎盛時期，是學生具備最多種制服的時期，如軍訓服裝、校服

和運動服等，然而隨著經濟和教育環境的進步以及傳播媒體的發展，流行文

化逐漸進入學生的生活，學生開始有改變髮型、修改服裝等行為出現，也開

始有廢除制服的聲浪出現，而該時期政府也推出教育必須加強國民生活須

知，而國民生活須知的內容也包含輔導學生注意服裝儀容，舉止進退要莊重

等；變革時期為解嚴之後，隨著教育思想的改革，原本師生的關係不再是老

 



24 
 

師一言堂，教育模式轉為民主，教育部頒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法條強調

輔導與管教應尊重學生人格、重視學生個別差異、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

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啟發反省與自治能力，是以此時

期學校訂定服裝穿著與管教學生要點時，應邀集校內相關單位代表、家長會

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共同訂定之，而下表 2-3-1 將以上內容以條文的

方式呈現制服在四個時期的規範，而表ㄧ的內容主要由呂淑珍(2004)整理，

研究者僅補充近年來更新的資料，並刪減與本研究無關之條文。 

表 2-3-1 

台灣制服之沿革 

時期 制服規範 

日據時期 

1900~1949 

1915：要求學校嚴格執行學生制服章程之規定，並認為只要力

求樸實，自無物力不濟之虞。 

1925：教育部重申應依學生制服規程著制服因為當時民風甚為

保守，減少女生揚袖見臂，舉步窺膝日益嚴重之暴露情

況，規定袖必齊腕，裙必齊膝。 

發展時期 

1950~1962 

 

 

 

 

1950：高中以上學生穿著黃色制服時，必須服裝整齊，上戴青

天白日徽制帽，左胸口袋上配布質三角形符號乙枚，三

角形符號各邊各長四英吋，白地黃邊，內書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年級、學號及限用年月，中蓋學校印信，如

有遺失，須登報聲明作廢，並迅報教育廳備查。 

1951：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制服，女上衣黑裙子；規定白上衣上

每日均應隨帶適合防空色布一幅，長度 2 碼（草綠色、

深灰色、土黃色均可），作為遇有空襲時掩蔽之用。 

1954：避免學生在校外將軍訓符號取下，以致辨別身分不易，

通令全省各高級中學在左胸袋口應照繡學號。 

 



25 
 

 

 

 

 

 

 

 

 

 

 

鼎盛時期 

1963~1986 

 

 

 

 

 

 

 

 

 

 

 

 

1963：教育部頒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服裝式樣及穿著規

定」,明文規定,中等以上學校服裝分為「制服」與「校

服」兩種6。「制服」由教育部統一規定之樣式，各校應遵

照依式縫製，「校服」為各校自行設計之樣式。中等以上

學校學生制服配合季節特規定甲、乙兩種制服,甲種制服,

於春、秋、冬季著用，男生:黃卡其色大盤帽、  (續下

頁)   

長袖上衣、黃卡其色西服下褲, 女生:黃卡其色船帽、長袖

上衣、女下裙；乙種制服於夏季著用，男生:黃卡其色大

盤帽、短袖上衣、下褲，女生:黃色船形帽、短袖上衣、

下裙。 

1966：為免時常變更起見,應將校服之顏色及式樣,向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報備,並不得輕易變更7。 

1968：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教育部頒布「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學生服裝式樣及穿著規定」 

1970：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服裝式樣及穿著規定」，改進

製作方式並規定統一式樣及顏色。在質料方面不予硬性規

定,舉凡易洗免燙,價廉物美且耐穿著均可。除制服另有規

定式樣及顏色,並由學生自行製作,學校不得代辦。 

1971：學生領章予以廢除,學生一律免予配戴,惟制服上之衣胸襟

標誌之繡製,仍應切實依照規定辦理。此期間學生將校外

蓄長髮、高襠細腳管牛仔褲之流行文化帶入校園，學生自

行修改制服之風氣盛行，造成學校管理與輔導上之困擾。

因此教育部會同相關部會嚴格取締，並利用大眾傳播工具

                                                      
61963 年 9 月 10 日教育部台(52)軍字第一二 O 二二號令 

71966 年 6 月 16 日省教育廳教軍字第 O 二一八八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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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時期 

1963~1986 

 

 

 

 

 

 

 

 

廣為宣導，令學校相關處室全面輔導學生之偏差行為,以

導正及維護善良風俗。 

1975：規定加強實施生活教育暨「國民生活須知」，輔導學生注

意服裝儀容，舉止進退要莊重8。 

1976~1983：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曾經編印「中等學校教育法令彙

編」一書，該書所列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服之

相關規定即是沿用1970年頒行之「改進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制服製作規定發統一式圖說」。       (續下頁) 

而在施行過程中, 教育部時常接獲學生家長指控學校

訓導人員取締學生服裝、頭髮等措施不當情事，遂函

告縣市政府及各中、小學,平日對於學生之服裝應力

求整齊,但如遇氣溫突變時,得准由學生視氣溫與個人

體質需要,增減或更換服裝,以維學生健康，至於高級

中等學校校內有出家尼姑、修女身份之學生，准予免

著學生服。 

1978：規定中等學校男生以蓄平頭為原則,髮長以三公分為度,

不得蓄留髮角,後頸髮根由下而上斜剪,不得有奇形怪狀的

髮式。女生不得燙髮,髮長以齊後頸根為準,不得低於領口,

兩側頭髮可留在耳垂下一公分,頭髮檢查以二至三週檢查

一次為原則9。 

1984：教育部公佈學生除了上軍訓課須照統一規定穿著軍訓服

之外,平時上課所著校服只要合乎整齊、樸素、大方原則,

其式樣、顏色,可由各校自行規定穿著,各校規定學生平時

穿著服裝,得視實際需要,保留適度彈性,以適應學生個別之

特殊情況。 

                                                      
8教育部 1975 年 10 月 6 日台訓字第二六 0 二 0 號函 

 

9教育部台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十三日（67）訓字第二九 0 九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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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時期 

1963~1986 

 

1986~1991：教育廳曾表明學生服裝有制服、校服二種，而國

小學生尚可穿著便服。當時高中學生上學可否穿著

便服之問題，亦引起廣泛討論，亦有部份學校、地

方及中央民意代表建議,讓中學生每星期中有一天准

許穿著便服上學，而當時教育當局皆認為對於學生

穿著便服上學之看法見仁見智,利弊互見,而保留原

來之規定。                           (續下頁) 

 

 

 

 

 

 

 

 

變革時期 

1987~ 

 

 

 

 

 

 

 

1987：一月教育部將中學之髮禁解除,僅規定各校學生髮式應以

整潔簡單、樸素、富朝氣便於梳洗、適合學生身分為原

則。                                      

1988：九月教育部裁示，中等學校男生大盤帽及女生船形帽為

配合各級學校學生髮式規定之修訂（髮禁開放），應予於

廢除。此時期學生權利抬頭；學生爭自由聲浪不斷，社

會快速變遷。 

1989 ~1999：公佈學生上軍訓課可不必照統一規定穿著軍訓

服，通函各級學校視其本身實際需要，自定學生平

時穿著之規定，並應保持適度之彈性，以適應學生

個別特殊需要。 

2002：教育部指示校服規定應廣納校園多元意見，請學校於訂

定學生髮式、服裝及儀容等規定前，應綜合校內各方意

見，以使規定切實可行10。教育部訓委會9月30上午表示

為賦予高中職以下學校的自主權，只要學校研訂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時，與學生和家長代表取得共識，學生髮

禁、服裝將不再管制，愛美的女生也可以化妝上課 (楊

蕙菁，2002)。 

                                                      
10教育部公報第三三四期：2002年9月24日台(91)訓(二)字第九一0九九三四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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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時期 

1987~ 

2003：教育部請學校加強高中生權利、義務、責任及申訴管道

等資訊宣導事宜，就體罰、髮禁及學生輔導管教等事

項，督導所屬學校確實依法規定辦理，並針對法令規定

及學校實際執行之落差，列入督學考察與評鑑制度，落

實加強研議改進11。                                 

2016：教育部於「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增修第21條，最新修訂的條例中明確指出學校  (續

下頁) 

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有關學生服裝儀

容之規定，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或進行全校性問

卷調查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循民主參與程序訂

定，以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且學校不得將學生服

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

為決議，與法令或校規牴觸者無效。 

資料來源：整理自呂淑珍(2004)我國校服之發展沿革 

從不同時期教育部對學生制服規範的法條修訂，可看出台灣制服背後的

文化意義，自鼎盛時期開始，隨著兩岸緊張的關係趨於和緩，制服保護色的

意義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各校特色的校服，而校服代表的團體符號

有區別學校的功能，又在華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特定學

校的制服成為學習成就高的表現，為個體帶來榮譽感或成就感，彭威翔

(2010)認為台灣中學制服存在的五大理由是(一)促進學生遵守紀律並且尊重

師長、(二) 提昇團隊精神和榮譽、(三) 維持教學品質、(四) 減輕家庭的預

算、(五) 模糊學生之間的社會階級差異。綜合呂淑珍與彭威翔的看法，台灣

中學生的制服除了方便管理學生也有其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內涵，且台灣中學

                                                      
11教育部公報第三四七期教育部函台訓(一)字第0920151620號2003年10月13日 

 

 



29 
 

生穿著制服的規範行之已久，制服仍是青少年發展階段經驗與體驗最多的服

飾外觀。 

二、制服外觀與性別框架 

男女有別是一直存在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不論是外觀上的區隔或是個

性特質上的區分，即便女權主義者不斷挑戰在性別上二元對立關係，刻板的

性別角色印象雖已逐漸鬆動，但仍無法完全瓦解大眾對過去性別角色的刻板

印象(Bergen, & Williams, 1991)。過去的傳統觀念認為，性別角色理應和生理

性別吻合，例如「女性要柔弱，男性要剛強」，而這種男女有別的性別特質

有跨文化的一致性(Williams,& Best, 1982)。李美枝(1984)讓台灣的大學生選

擇哪些是「較適合某一性別，而不適合另一性別的特質」，其研究結果顯

示，台灣和美國的大學生對兩性特質的認定十分相似，對於歸屬於男性的特

質，多是「完成工作」的「工具型特質」，而歸屬於女性的特質多偏向「人

際交流」的「情感型特質」；這樣性別特質明顯分化的結果，在外觀的呈現

也呼應傳統二元對立的性別概念，基本上，男性比較關注體力效能 (what 

one does / physical effectiveness)，女性則比較著重於魅力展現 (how one looks 

/ physical attractiveness)，而兩性在特質及外觀上的分化透過傳播媒體又更加

根深蒂固(Kaiser, 1997)。 

此外，教育系統也是延續性別分立的重要機制，教育部對中學生的服裝

儀容規範規定「男穿褲子，女穿裙子」，明顯的限制學生依性別選擇「適

當」的服飾外觀，雖然有助於開始發展抽象思考的孩子將性別概念化，但也

強化了「男子陽剛，女子陰柔」的性別刻板印象(Peachter,  2006)。這樣的

外觀規範對心理性別不同於生理性別的個體而言，在遵守制服規範時與自我

認同間常有極大的矛盾。性別教育學者也認為制服規範是檢視一個學校是否

性別友善的基本門檻。性別教育學者認為對剛進入兩性期的青少年而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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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認同是自我概念發展很重要的一環，制服規範強制男女學生維持褲/裙的

分界，對於部分心理性別與生理性別不同的青少年，無形中強迫了個體性別

和自我認同的發展方向 (Bickman‚1974；蘇芊玲，2008）。 

制服不只傳遞了男女有別的價值觀，同時也削弱了個體的獨特性，每天

穿著規定的服裝，青少年缺了外觀學習試驗的機會。史東(Stone,1965)認為青

春期處於學習社會規範的遊戲階段，在嘗試不同裝扮的過程，青少年可以學

習社會對各種外觀的期待，也從中學習外觀管理和自我的關係。換言之，制

服規範忽視了青少年學習裝扮與自我發展之間的關係，減少了青少年藉由不

同外觀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生活的經驗，以及更認識與定位自己的機

會。 

早期社會學家 Riesman 曾經提出「內在導向」(inner-directedness) 和

「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ness) 的性格特質：前者有較強烈的個人目標，

會找尋表達自我的方法，但容易忽略他人的期望；後者能夠敏感的察覺他人

的期望與偏好，但容易順從大眾而失去自我。如果內在導向和他人導向這兩

種特質交替運作，幫助個體一方面探索團體或社會規範，另一方面也能協助

個體了解自我的內在狀態，使個體在選擇合乎自我身分、角色的合適的外觀

時，仍不失自我的獨特性(引自 Kaiser, 1997)。中學生的制服直接規定了學生

的外觀「必須」如何，而非提供青少年學習社會文化規範的機會，以他人導

向/內在導向的觀點看來，制服減少了內在導向特質探索服裝自我的經驗，

也減少了他人導向特質得以從外觀試驗探索自我的機會，而缺少了嘗試不同

外觀的機會，在學習運用服裝進行外觀管理的經驗值便相對減少。 

總結上述，在社會化的歷程中，個體的價值態度會受社會文化規範影

響，其中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化，對個體外觀與性別特質展現的影響極深。而

台灣中學生必須穿制服的文化，對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有兩大主要的影

響，其一是「男穿褲，女穿裙」的制服規範，是將社會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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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於個體身上，而且對於部分心理性別與生理性別不同的青少年，制服強制

了他們經歷與自我認同衝突的外觀知覺；另一個影響則是個體原本可由外觀

管理的經驗學習社會規範，並且感受服裝之下身體中的我，但制服規範減少

了青少年練習外觀管理的經驗值。 

 

第四節 性別框架下的服飾外觀與自我 

儘管多元文化是現今趨勢，但追溯自狩獵時期就有的男性陽剛、女性陰

柔的性別框架，至今仍然是普遍深植人心的社會價值，李美枝(1984)讓台灣

的大學生選擇哪些是「較適合某一性別，而不適合另一性別的特質」，其研

究結果發現適合男性的形容詞組多具陽剛的特質，而適合女性的形容詞組多

屬於陰柔特質，李美枝表示這樣的結果與 Bergen 等人(1991)認為大眾仍無法

瓦解對過去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的結果一致。受性別框架可以解釋為合不同

性別對外觀的知覺程度，與外觀管理的行為很不一樣(Kaiser, 1997)，

Gillivray 等人(1997) 的橫斷性研究青少年與服飾相關的研究也證實，社會化

的程度會影響青少男和女在選擇服裝和看待外觀的態度。 

一般言之，女性普遍比男性對自我外觀相關的訊息更敏感，且社會比較

的傾向也較高，對自己的身體滿意度也較低 (Nadia, & Francis, 1985; Kim, & 

Lee, 2014)。社會比較是一種主觀上以他人做為自我評量參考的依據，而

Kim 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女性大學生在進行身體外觀社會比較的情形比男

性大學生明顯，而且社會比較程度越高的女性大學生，其身體滿意度越低。

雖然外觀對女性的影響較大，但對於男性而言，應該具有男子氣概的外觀基

模也影響著男性的外觀知覺與管理。Pacoe 認為男子氣概是異性戀中展現支

配的象徵（引自楊幸真，2009），而身體與服裝適切的裝扮，是男同志解決

性認同與展現主流男子特性的方式（楊幸真，2009）。 

Feather、Martin 與 Miller (1979)比較身障生和一般生之自我概念與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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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相關的研究指出，雖然身障生對外觀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但身障生在

乎外觀的程度與一般生並無差異，該研究發現，自我概念與服裝態度的關係

並沒有因為身障生或一般生而有差異，反而與性別有關。Fisher (1973) 的研

究發現，許多女性承認會利用性感的穿著來吸引異性，而且相信女性將自己

打扮的有吸引力很重要。又，外觀知覺與管理是表達自我身分的歷程，

Epstenin 與 Johnson 認為裝扮(dress and make up)是青少年用以建構自我認同

(包括性別認同)的資源與方式（引自楊幸真，2009）。 

綜合上述可看出性別框架會影響個體外觀自我知覺與管理的態度，與性

別相關的外觀基模則會是影響個體如何看待自我外觀，以及如何管理自我外

觀的主要因素，因此以服裝與自我為議題的研究，不可忽視性別的因素。  

 



33 
 

第参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章分五節說明研究設計與方法，分別為深度訪談法、研究流程、研究

對象、操作方式以及資料分析與處理。 

第一節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制服文化下，台灣青少年在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經驗，

且提出三項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在制服文化下，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中自我概念與外觀管理間有

何關係？ 

2. 在外觀社會化的歷程中，引發青少年重視自我外觀的動機為何？ 

3. 在制服規範下，青少年外觀管理的策略為何？ 

為了貼近受訪者在青春期成長過程中其外觀知覺及內在感受，掌握個體外觀

社會化歷程中可能經歷的內在對話，本研究選擇以質性的深度訪談作為資料

蒐集的主要方法。 

深度訪談法是由研究者詮釋受訪者的經驗，由兩者共同建構與研究主

題相關的知識，以解釋研究所提出的問題，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工具的ㄧ

部分，而研究者的詮釋也是研究資料的一部分（潘淑滿，2003）。 

由於深度訪談法所建構的知識，不是從表面的敘述或特定的問題形式

獲得，因此深度訪談多以「無結構式」或「半結構式」的方式進行。為了

能探索受訪者對研究議題的主觀認知，研究在操作上強調提供訪談自然的

情境，以協助受訪者敞開心胸，研究者必須和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而後才

進入訪談，如此一來方能讓研究對象自由地闡述自身經驗與內在感受（林

淑馨，2010）。 

操作訪談時研究者應協助受訪者敞開心胸，真實地呈現自己的感受和經

驗，因此訪談地點最好選擇能讓受訪者感到自在的安靜空間，且研究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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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了解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料，包括:綽號、興趣、系級、家庭教養模式等

等。除此之外，研究者必須覺察受訪者是否提出新的議題，尤其是與研究問

題相關的新議題，但研究者也必須警覺受訪者是否偏離了研究主題，若受訪

者已經偏離主題必須適時地將對話拉回主題。訪談過程中必須運用了各種訪

談技巧，例如傾聽、同理、尊重、表達感興趣等語言及非語言的回饋，使訪

談更流暢。若受訪者表達能力不足，研究者必須更努力嘗試引導受訪者，以

獲得更貼近真實情境的描述資料。 

  

 



35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資料蒐集的先後順序，做為區分研究流程各階段的依

據。研究主要共分為三個階段，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研究流程表 

 

 

 

 

 

 

 

 

 

 

 

 

 

 

 

 

 

 

 

 

 

 

 

 

 

 

 

 

研究背景與動機 

廣泛閱讀相關文獻 

以確定研究主題 

事前準備 

釐清研究問題 

建立研究架構 

擬定訪談大綱 

確認訪談內容 

及試訪 

正式訪談 
實際訪談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討論與建議 

照片、圖片、研

究者反思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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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青少年為對象，青少年是個體脫離童年，進入成年之前的準備

階段，始於生理成熟，終於心理成熟 (Levinson, 1995)。若依年級可細分為

青少年前期(6 年級)、中期(9 年級)和後期(12 年級)，約介於 13-20 歲(Tanti, 

Stukas, Halloran, & Foddy, 2011)。 

青少年剛開始發展抽象思考的能力，加上社會經驗略為不足，且台灣青

少年對外觀之探索受到制服文化影響可能會有延遲之現象，不一定能清楚地

描述服飾外觀在其成長歷程與自我的關係；而脫離青少年階段過久的已成年

人，或者可能因為事過境遷不復記憶難以描述，也不適合作為研究訪談的對

象。故本研究選擇以 18~22 歲青少年後期至成年初期的大學生為受訪對象，

以利能找到具有足夠描述能力的受訪者。 

研究者採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邀約受訪者，先就周遭同儕的

朋友中選擇合適的受訪對象，以電話徵詢對方意願，若對方同意成為受訪者

再進一步安排訪談事宜。研究者優先訪談自己可接觸的研究對象，接著再請

每位受訪者幫忙邀請一位願意接受訪談的朋友。而邀約的原則是與自己專業

領域相異，或是與自己在服飾興趣上有差異者優先，藉此策略增加研究對象

的多樣性及研究資料的豐富性。 

資料的豐富度是質性研究達到資料飽和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者必須盡

可能的收集多元資料；然而受限於研究者的經濟與時間，本研究計劃邀約的

受訪人數以超過 10 人為目標。 

在邀約受訪者的過程，研究者謹遵守研究倫理之規範，於訪談前先寄送

訪談邀請函以及同意書。正式訪談前以口頭清楚告知研究目的、訪談進行方

式、研究資料處理方式、研究風險，以及訪談過程進行中，受訪者有隨時終

止訪談的權力等等，並且再一次請受訪者詳閱訪談同意書（附錄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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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實瞭解訪談目的與權利並簽署同意書之後才開始訪談。訪談的過程以傾

聽、同理、尊重的態度回應受訪者，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主動詢問受訪者是否

需要中止錄音紀錄。 

 

第四節 訪談工具 

（一）發展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的訪談，訪談所含蓋的主題將以綱要的形式呈

現，使訪談者於訪談時可根據受訪者的反應決定問題的次序及訪談的措詞。

「半結構式」的的優點是協助受訪者，尤其是初次操作深度訪談的受訪者訪

談過程不至於偏離主軸且不會遺漏重要的訪談主題。 

研究者先從身邊朋友外觀社會化學習的歷程找出共同的現象，再聚焦於

與「外觀及自我」相關的文獻，而後列出訪談可能包含的面相，將訪談大綱

分為五個主題，分別為 [自我]、[外觀知覺]、[外觀管理]、[外觀社會化歷程

的經驗]、[規範限制]，再依訪談大綱發展訪談問題(附錄二)，而為了能快速

進入受訪者主觀的思維，訪談進行時研究者可從六個角度檢視受訪者的回

應。 

1. 因果條件(causal conditions)：導致現象發生的條件，可能是個人動

機，或引起動機的原因，例如：被同學嘲笑穿著很土或老氣，因此開始

萌生改變穿著的想法。 

2. 現象(phenomenon)：能引起行動者採取一連串的動作來處理或管理的

意念(idea)、事件(happening)，例如：在某一事件後，開始在意自己外觀

給人的感覺。 

3. 脈絡(context)：指與某一現象有關的特定性質，可能是一組特殊的條

件，在這些條件下，行動者才會採取一連串的策略回應現象，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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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都穿名牌、師生很注重打扮的貴族學校，在潛移默化的影響下認為

以服飾管理外觀是理所當然，且名牌可代表一個人的地位。 

4. 中介條件(intervening conditions)：屬於一般性的結構性脈絡，會影響

行動者所採取的行動，例如：個體的服飾外觀雖然沒有名牌，是因為家

庭經濟條件買不起名牌，而非對名牌沒興趣。 

5. 行動/互動的策略(action/interactional strategies)：是一種有目標導向的

過程，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有沒有採取行動或產生互動都十分重要，例

如：為了買名牌開始存錢，或是因為買不起就不想買。 

6. 結果(consequences)：為了回應一個特定的現象，所採取的行動或互

動策略，都會產生特定的結果，例如：在一連串的事件和外觀管理練

習，個體開始有自己喜歡的特定名牌，或把注意力轉移到裝扮以外的事

物。 

發展訪談大綱之後會進行一次試訪，一方面檢視訪談大綱的可操作

性，另一方面透過試訪可預測正式訪談可能遇到的困難，以提早修正訪

談問題，並發展輔助工具以協助正式訪談進行時得以收集豐富的資料。 

(二) 發展訪談輔助工具 

本研究從試訪中發現研究面臨兩大挑戰，一是研究者如何與受訪者談論

自我，自我屬於形而上的概念，研究者必須提供適當且具體的問題，協助受

訪者回答；二是研究者如何將受訪者的自我與其外觀連結，因為台灣的青少

年受到制服文化影響，在外觀之探索歷程可能有延遲之現象，不一定能清楚

地描述服飾外觀在其成長歷程與自我的關係，研究者必須減少受訪者在描述

外觀相關概念的困難，方能在接收訊息與理解詮釋上更貼近受訪者的真實經

驗。 

面對第一個挑戰，研究者藉著個性特質形容詞的表單（附錄二）導引受

訪者談論自我，受訪者將先勾選「符合自己的個性特質」以及「他人眼中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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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的個性特質」，雖然這樣的比較不完全等於完整的自我概念表達，但至

少可窺探出一些線索；而面對第二個挑戰，研究者透過 WGSN 的款式圖

片，或邀請受訪者提供自己過去及現在的照片，做為分析受訪者外觀與其自

我關聯的線索。 

簡言之，為了讓訪談進行得更順利，研究者以個性特質列表及外觀自我

知覺生命曲線圖(附錄二)、訪談大剛及訪談問題以及 WGSN 資料庫裡的男女

服飾款式圖片為訪談輔助工具，以下將進一步分別說明之。 

1. 個性特質表 

個性特質表是參考李美枝及鐘秋玉（1996）的性別特質區分表，在

以青少年能理解的語彙修正。李美枝等人的性別特質區分表將形容詞分

為陽剛和陰柔兩部分，其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的大學生認同陽剛類別的

形容詞屬於男性應該具備的特質，而陰柔類別的形容詞是女性應該具有

的特質。研究者將原本的性別特質改為個性特質，因為性格形容詞不在

於區隔男女性別特質，而是協助受訪者能更具體地描述自我的特質。如

此研究者可以透過個性特質表，了解受訪對自我的概念與認知，也可以

觀察受訪者選擇的服裝外觀是否呼應其描述自我的個性特質。 

2. 外觀自我知覺生命曲線圖 

研究者發現受訪者一開始並不容易回憶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經驗，因

此研究者設計了外觀知覺生命曲線做為訪談破冰及訪談開始的切入點。

外觀自我知覺生命曲線圖（簡稱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的輔助工具是參

考台大碩士高穎（2006））質性深度訪談的方法，此法源自心理諮商技

巧，藉由生命曲線圖，受訪者依時間軸回顧自我成長過程與訪談議題相

關的經驗，一方面可協助受訪者避免因記憶模糊而時序錯置，而完整地

回顧整個青春期成長的歷程，另一方面則可以提供「動態發展歷程」的

圖像化的資料。本研究之生命曲線圖將受訪者的年齡（時間）置為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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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受訪者外觀自我知覺的程度為縱軸，而 1-10 代表受訪者對外觀重

視的程度，10 表示非常重視，1 表非常不重視，受訪者畫出從青春期開

始至今外觀自我知覺的高低波動。 

在訪談之始，研究者提供印有座標軸的 A4 紙張，並提供各色原子

筆、色筆、鉛筆及橡皮擦。研究者請受訪者勾選個性特質等形容詞組再

繪製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以引導受訪者連結自我概念與外觀知覺的歷

程。而外觀知覺生命曲線圖反映受訪者對時間以及外觀的主觀感知，不

僅可幫助研究者作資料分析時，將受訪者提及的事件置於比較精確的時

間點，也有助於研究者更容易進入受訪者主觀感受的脈絡。此外若將不

同受訪者的「生命曲線圖」疊合對齊，可以進一步探索青春期共同經歷

的外觀自我知覺之形式，並從中找出相近的模式。 

3. 服飾款式圖片 

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儘管有足夠的表達能力，但因為缺乏

服飾相關知識，無法清晰地描述自己所欲傳達的服裝外觀訊息，受訪者

也不容易以口語表達描述其服裝穿著所欲傳達的視覺訊息。因此研究者

使用從WGSN資料庫裡2015和2016零售商的商品報告，分別挑選適合男

性和女性的服飾圖片做為訪談輔助工具，藉由圖片一來了解受訪者選擇

的服飾外觀的風格是否呼應其自我特質，二來可作為開起話題的工具。

選擇WGSN是因為該資料庫為研究者校方提供的資料庫，而選擇零售商

的商品報告裡的圖片是因為零售商品裡的產品都是上市的產品，研究者

透過款式圖片導引受訪者像到百貨公司選擇服飾般，對每一款式的服裝

提出自我的觀點，研究者也藉此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在外觀選擇上，如何

結合自我概念予服飾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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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與處理 

一、扎根理論資料分析法 

扎根理論隸屬質性研究的方法之一，最早由 Barney Glaser 和 Anselm 

Strauss 兩位社會學學者發展而來，此法意圖以科學分析的方式，建立能解釋

某一社會現象的理論。扎根理論著重嚴謹且科學的分析歸納方式，企圖克服

早先質化研究最被詬病的不夠客觀性，並透過從研究資料中逐步萃取概念的

方式，建構出可以解釋多元複雜社會現象之概念脈絡，進一步提出相關的理

論 (Strauss, & Corbin, 徐宗國譯, 1997)。簡言之，扎根理論並無對應特定的

資料收集方式，但強調能有脈絡性的分析資料與呈現研究結果，適合用在為

解釋社會現象而發展理論概念的研究 (林淑馨，2010)。 

扎根理論強調用歸納的方法，從豐富的資料中彙整出可以解釋研究問題

的概念框架，因此資料的豐富度是資料分析的先備要素，研究者應該盡可能

以多元的方式收集資料，使資料達到飽和。 

本研究除了基本的文獻閱讀，訪談過程的錄音資料，以及訪談的輔助性

工具，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對受訪者的裝扮、談話的表情做簡短的摘要記

錄；訪談結束時研究者會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提供青春期或近期的照片或

是受訪者喜歡服裝款式的圖片、偶像明星的照片等做為研究的資料；訪談之

後的逐字稿、反思紀錄、訪談回饋等也都是本研究的資料來源。 

二、資料處理步驟 

研究者先將訪談錄音檔繕打成逐字稿，循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之概

念彙整分析收集到的研究資料，而分析資料的過程研究者會謹守研究倫理，

且不時檢驗研究的信效度，分析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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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資料編號 

首先將訪談過程收集的資料分為非錄音檔與錄音檔。非錄音檔包括外觀

自我知覺生命曲線圖、照片、研究生反思等等；錄音檔依據訪談的日期歸

檔，以利分析資料時方便搜尋，且錄音檔會編寫成逐字稿，研究者依據訪談

者的名字和個性特質以英文名字加密歸檔。引用時則依據編號的名稱，如 

「Susan-1」即代表受訪者Susan的逐字稿第1頁。 

 (二) 資料分析 

資料的分析是扎根理論的核心，編碼(coding)則是扎根理論分析資料的重

要方法。所謂編碼(coding)，乃將資料加以分解、概念化，再概念化的過

程，整個研究期間必須仰賴研究者對文獻以及資料的敏感度。編碼的過程分

為三階段，分別是：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碼、以及選擇性編碼，研究者會

依循該三階段的編碼過程，嚴謹地分析深入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Strauss, 

&Corbin,徐宗國譯，1997)，而以下三階段的編碼過程，以表 3-5-1 呈現。 

1. 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屬於初步工作，研究者首先仔細檢驗部分

的原始資料，或快速地瀏覽全部的原始資料，找出相似的現象或與文獻

類似的概念，並為之命名，該步驟稱為概念性標籤(conceptual labels)。

研究過程中產生了十來個，甚至百來個概念標籤後，把相似的標籤歸類

一起成為類別，這樣的步驟又叫做類別化(categorizing)，之後再依據各

個類別的屬性(property)，發展出可以涵蓋各類別的面向(dimension)。 

2. 主軸性編碼(axial coding)：該階段研究者主要是找出聯結概念與概念

之間的關聯性，有系統地統合複雜的資料。 

3.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該階段是資料分析的最後一個階段，研

究者必須選擇可以彰顯研究主體的核心類別。核心類別再有系統地與其

他類別聯繫起來，並驗證其間的關係，而研究者必須補齊概念尚未發展

完整之類別。隨著核心類別被分析出來，理論便會自然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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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 編碼過程示範 

以Susan逐字稿的內容為例，研究者將「父母主要就是會要求基本的事情

要做好，然後像是國高中會看成績，但他們對我管理外觀的態度其實蠻放任

的」這段文字標記為「大學前父母不太重視子女外觀管理的學習，對學業有

較高的要求」；而「小時候去喝喜酒我媽會把我打扮得像小公主」這段文字

標記為「Preplay階段母親對子女外觀管理的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兩性外觀

同」，同段「長大之後我穿著牛仔褲去他也沒說甚麼？」則標記為「Preplay

階段到Play階段父母態度的改變」；下一句「但有時候我去學校，如果穿得

開放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 

Q：你覺得父母對你的管教方式大概是

哪一類的管教方式?自己稍為描述一下。 

A：父母主要就是會要求基本的事情要

做好，然後像是國高中會看成績，但現

在的話，他們對我管理外觀的態度其實

蠻放任的(1)。小時候去喝喜酒我媽會把

我打扮得像小公主，可是長大之後我穿

著牛仔褲去他也沒說甚麼(2)？但有時

候我去學校，如果穿得比較不一樣，他

可能就會覺得我要去玩吧，會問我那天

要幹甚麼(3)。（Susan-1） 

(1)大學前父母不重視子

女外觀管理的學習，對

學業有較高的要求。 

(2) Preplay階段到Play階

段父母態度的改變，且 

Preplay階段母親對子女

外觀管理的價值與社會

價值的兩性外觀同 

(3) 服飾符號是母親檢

視/覺察子女當天可能

會有的活動線索 

a.大學前不重

視，大學後放

任(1和2) 

b. 傳遞性別外

觀規範 (2) 

c. 傳遞正式/不

正式場域和服

裝關係的觀念 

(2和3) 

d. 特定外觀 

(4) 

 

家庭對青少

年的外觀態

度 

Q：他為甚麼要叫你穿鮮豔衣服的原因

是? 

A：我媽會叫我挑鮮豔的衣服，因為他

覺得這樣看起來比較有精神或年輕之

類的(4)。（Susan-2） 

(4)明亮的顏色是年輕的

符號，母親期望子女的

服飾外觀要能符合年

齡。 

 

 



44 
 

比較不一樣，他可能就會覺得我要去玩吧，會問我那天要幹甚麼。」這段文

字標記為「.Game階段母親的角色與態度」，且可看出「學校被定位為學習

的場所，子女無須特別裝扮」；又下一個開放性編碼「我媽會叫我挑鮮豔的

衣服，因為他覺得這樣看起來比較有精神或年輕之類的」可標記為「母親對

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再整合四個選擇性編碼得出「家庭對子女外觀態度

的養成」為該段文字的主題構面。 

三、信效度 

資料分析之後就是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者會遵守質性研究報告撰寫原

則：厚實描述、研究者自身反思、重視閱聽人，將上述分析過程所導出的理

論概念如實呈述。(潘淑滿，2003) 

就質性研究的立場，提升研究的信度是提升研究者對人事物詮釋的可靠

性。本研究在訪談過程會使用錄音幫助記錄，訪談後會將訪談的錄音檔轉為

逐字稿，並整理研究筆記及訪談摘要。訪談後研究者會依據訪談的內容，列

出可進一步了解的的問題進行一次的追問，以釐清受訪者表達的意思和檢視

受訪者的理解是否正確。追問的問題會連同訪談摘要以及訪談回饋函（附錄

三）一併寄給受訪者，請受訪者給予回饋，以檢視研究者詮釋是否為真，提

升本研究的效度。 

除此之外，研究者會將研究錄音檔、逐字稿以及編碼簿交給指導老師，

並請指導老師初步檢視研究者編碼簿（附錄四）的完整性，而研究者也會邀

請研究生同儕彼此交換檢視編碼的信度，作為第二次的信度檢核，基於研究

倫理之考量以及時間限制，本研究隨機抽取兩份逐字稿檢視研究者的編碼信

度，兩份逐字稿共有 104 個編碼，一開始有 21 個編碼未達成一致性，經溝

通討論後仍有 15 個編碼無共識，因此信度為 0.86 (104-15/104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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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受訪者的資料簡介，第二節呈現分析的研究結

果，包含外觀自我知覺生命曲線圖和個性特質表，第三節以逐字稿的資料論

述青少年外觀社會化之動態歷程，第四節論家庭規範對子女外觀社會化歷程

的影響，第五節論校園團體規範對學生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影響。 

第一節 受訪者資料 

本研究共訪談了 12 位受訪者，如下表 4-1-1。受訪者共有 5 位男性、7 位女

性，年齡分布為 19~22 歲，其中有 9 位的成長背景在北部地區、3 位在中部

地區，家庭形式有雙親家庭、候鳥家庭、隔代家庭，受訪者均有手足。國中

皆讀男女合校，高中為男校者有 1 位、為女校者有 2 位、其餘為合校者共 9

位，受訪者的專業背景也有差異，共涵蓋文史、教育、理工、藝術等。 

表 4-1-1  

受訪者資料表 

匿名 

性

別 

系所

類別 家庭形式/家庭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 受訪者背景 

Susan 

女 教育 

1.雙親：但父親在外縣市工作 

2.母親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不明確 

 

1 為大專生，曾修

習服裝入門課程 

2.有玩 closplay 

Tina 

女 教育 

1.候鳥家庭：父長期在大陸工作 

2.母親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偏向掌控，

有性別刻板印象，且有儉樸的價值觀念 

1 為大專生，曾修

習服裝入門課程 

2.參加管樂隊 

Melody 

女 語文 

1.候鳥家庭：父長期在大陸工作 

2.母親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民主，但有

性別刻板印象 

單車社社長 

 

Wesley 

男 教育 

1.雙親，但母親為急診室的護士，家庭大

小事多由父親代理 

2.父親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屬於掌控型 

光種子(服務性社

團)社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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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性

別 

系所

類別 家庭形式/家庭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 受訪者背景 

Chester 

男 公領12 

1.雙親 

2.家庭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民主，重視

服飾外觀要整潔 

運動家，網球校

隊，自信心高 

 

Eunice 

女 語文 

1.雙親 

2.家庭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民主，但有

性別刻板印象 

參加武術社 

 

Mandy 

女 

社會

科學 

1.雙親：父母對子女的期待是成為能夠幫

助人，可以回饋社會的人 

2.家庭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民主，且有

儉樸的價值觀念 

微客海外國際志

工，也曾餐與多

次返鄉服務 

 

Peggy 

女 

美髮

設計 

1.隔代家庭：父母離異 

2.祖母對其外觀管理的態度屬於掌控型，

且有性別刻板印象 

 

技職生，美容美

髮專業，已經進

入職場，目前半

工半讀 

Flynn 

男 機電 

1.雙親：家有身障生，父母對孩子的期許

以健康快樂為主 

2.家庭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民主，有儉

樸整潔的觀念 

技職體系背景，

技優生保送自小

協助照顧身障妹

妹，責任感重。 

Andy 

男 歷史 

1.雙親 

2.家庭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民主，有儉

樸整潔的觀念 

籃球系隊，對自

己的人生有規劃 

 

Helen 

女 藝術 

1. 單親：國小喪母，由祖母協助照顧 

2. 祖母對其外觀管理的態度屬於掌控型，

且有性別刻板印象 

長女，自小協助

照顧腦麻的小

妹，責任感重 

Sam 

女 語文 

1. 單親：國小喪父，由祖母協助照顧 

2. 祖母對其外觀管理的態度屬於掌控型，

且有性別刻板印象 

體操校隊，但自

信偏低，對自己

仍不甚了解 

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認為 Wesley、Chester、Eunice、Peggy、Flynn 和

Andy 是明顯很有自信，且對自我很有看法的受訪者，而與受訪者有關的個

性特質將於下一節進一步呈現。  

                                                      
12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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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性特質整理與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 

（一）個性特質形容詞組 

個性特質形容詞組，是為了幫助受訪者在描述抽象的自我概念時不至於

完全沒有方向，且研究者可以透過個性特質表，觀察受訪者選擇的服裝外觀

是否呼應其描述自我的個性特質。研究者整理出 12 位受訪者勾選符合自己

特質的形容詞，以及他人認為其所具備的特質如下表 4-2-1，兩者相吻合的

形容詞置於上欄，相異的置下欄： 

表 4-2-1 

受訪者個性特質資料 

名字 符合自己的特質 他人眼中的我所具備的特質 

Eunice 溫和的、文靜的、親切的、獨立的、接受挑戰的、豪放的、有見解的 

幹練的、有冒險精神的、好競爭

的、富同情心的、單純的、善感

的 

整潔的、細心的、伶俐的、純樸

的、剛強的幹練的、膽大的、有領

導才能的 

Helen 溫暖的、溫和的、細心的、富同情心的、文靜的、親切的、單純的、

純樸的、獨立的 

善感的、矜持的(ㄍㄧㄥ) 、善支

配的、接受挑戰的 

文雅的、剛強的、有見解的 

Mandy 伶俐的、富同情心、純樸的、獨立的、善謀的、膽大的、豪放的 

整潔的、有冒險精神的、深沉

的、有領導才能的、剛強的、個

人主義的 

溫暖的、親切的、單純的、有見解

的、接受挑戰的 

Peggy 溫暖的、富同情心的、親切的、獨立的、豪放的 

善感的、動人的、善謀的 剛強的、有見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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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名 符合自己的特質 他人眼中的我所具備的特質 

Melody 溫暖的、親切的、單純的 

富同情心的、豪放的、有冒險精

神的 

溫和的、整潔的接受挑戰的 

Susan 溫和的、富同情心的、善感的 

有見解的、接受挑戰的 溫暖的、親切的 

Tina 溫暖的、溫和的、整潔的、細心的、伶俐的、富同情心、文靜的、文

雅的、端莊的、親切的、單純的、純樸的、善感的 

有冒險精神的、接受挑戰的  

Andy 接受挑戰的、穩健的、好競爭

的、善感的、有見解的 

溫暖的、溫和的、親切的、單純

的、純樸的 

Chester 溫和的、整潔的、純樸的、獨立的、幹練的、接受挑戰的、穩健的、

好競爭的 

溫暖的、富同情心的、善感的、

膽大的 

細心的、親切的、剛強的、有領導

才能的 

Flynn 富同情心、單純的、豪放的、有領導才能的 

有見解的、個人主義的、細心

的、善感的 

溫和的、整潔的、親切的、純樸

的、幹練的 

Sam 溫和的、單純的、純樸的、親切的、文靜的、矜持的(ㄍㄧㄥ)、深沉的 

善感的、富同情心的、文雅的 整潔的 

Wesley 親切的、單純的、純樸的、善感的、剛強的、有見解的、有冒險精神

的、接受挑戰的、深沉的、膽大的、豪放的、穩健的 

溫暖的、溫和的、細心的、伶俐

的、富同情心、文雅的、動人

的、幹練的、善謀的 

獨立的、善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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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整理分析後發現不少男性受訪者對其個性特質的描述中包含了陰柔屬

性的個性形容詞，而女性受訪者也常勾選陽剛的個性形容詞，例如「富同情

心的」是大部分受訪者勾選符合自己的個性特質，而「親切的」是每位受訪

者在他人眼中都呈現的特質。「富同情心的」與「親切的」這兩組形容詞在

李美枝等人(1996)的性別特質區分表中屬於陰柔屬性的形容詞，但卻是大部

分受訪者勾選符合自己以及他人認為自己具備的特質，由此可見目前青少年

對自己個性特質的描述不完全呼應傳統性別特質之區隔。 

又，研究者透過對受訪者外觀的觀察，只有 Peggy 的服飾裝扮有鮮明的

自我的風格，其他受訪者的服飾風格不突出，但從訪談過程中運用款式圖片

導引討論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在選擇服飾與外觀管理的策略上，與

其對自我概念的描述符合，也與其個性特質有相呼應之處。 

（二）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 

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的目的是幫助受訪者能有順序地回憶外觀社會化歷

程的經驗，每位受訪者外觀自我知覺的分數整理於如表 4-2-2。受訪者依自

己主觀評估填寫數字，因此曲線圖上的數字是依受訪者訪談當時之感受以及

參照過去經驗而給予的分數，每一受訪者所填寫的數字僅代表其在不同成長

階段對外觀知覺的高低，數字的高低只有對受訪者本身有意義，同一數字對

不同受訪者的意義不一樣，也無法相互比較高低，因此表六的結果無法如量

化資料般直接以「數值大小」進行比較詮釋，但外觀曲線圖搭配訪談資料仍

可以看出每位受訪者在外觀社會化的變動歷程。 

外觀曲線圖(見表 4-2-2)的橫軸為年齡，外觀自我知覺的程度為縱軸，而

1-10 代表對外觀重視的程度，10 表示非常重視，1 表非常不重視，受訪者

畫出從青春期開始至今外觀自我知覺的高低波動，陰影的部分表示連續三年

外觀自我知覺的分數維持 7 分以上。從表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女性受訪者外

觀自我知覺的分數連續維持三年 7 分以上的時間點比大部分男性受訪者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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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16 歲(約高二)之前外觀自我知覺分數達 7 以上的受訪者人數不到一

半，句話說，依本研究資料顯示﹐多數受訪者對外觀知覺的重視程度發生在

高二之後。 

表 4-2-2 

受訪者外觀自我知覺分數總覽 

性別 年齡 6~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女 Susan 4 4 5 6 6 7 7 8 9 9     

女 Tina 7 8 7 6 5 5 7 8 8       

女 Melody 5 6 6 6 7 8 8 9 8       

女 Helen 5 5.1 5.2 5.4 5.5 6 5.8 7 8 7 7 7 

女 Peggy 2 2 3 4 5 6 10 7 9 10     

女 Eunice 3 4 5 7 7 8 7 8 8.3       

女 Mandy 6 7 8.5 8.5 8.5 8.5 8 8         

男 Andy 5 5 6 7 9 10 10 10 7 7     

男 Wesley 3 4 7 5 5 5 6 6 8 8     

男 Chester 0 3 3 3 4 4 4 7 7 8   

男 Sam 2 6 6 5 7 8 8 7 10 10     

男 Flynn 1.5 1.7 2 2.3 2.5 3 4 5 5.5 6     

 

研究者將表 4-2-2 的結果依性別區分如圖 4-2-1 和圖 4-2-2；前者為七位

女性的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後者為五位男性的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而從

這兩張曲線圖以及受訪者對曲線圖的描述可以看出的訊息如下： 

1. 每位受訪者外觀自我知覺曲線的斜率隨著求學階段的進程而有明顯的

改變，大致上可以將外觀知覺曲線區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發生在

12 或 13 歲之間，大約是國小升國中的時期，也是受訪者的外觀自我知

覺第一次有明顯提升的時期；第二階段在 17 或 18 歲，差不多是整個中

學時期，從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可以看出國、高中是受訪者有明顯差異

的階段，有些受訪者是持平，有些是波動，也有明顯下降（如 Tina）或

攀升（如 Andy）的受訪者；第三階段是在 17、18 歲之後，約為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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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升大學的時期，此部分曲線的斜率較之前大，可見進入大學後受訪

者的外觀自我知覺變動也較大。 

2. 比較女性和男性的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可以看出男性的外觀自我知

覺分數的起始年齡似乎較女性低，而搭配受訪者對外觀曲線圖的描述可

以發現大部分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在國小四、五年級就開始在乎外觀，但

男性受訪者多表示自己從國中才開始在乎外觀，且女性受訪者在 16 歲

的時候，對外觀的在乎外觀的程度均達到 5 以上，但男性受訪者至 18

歲才全部達到 5 以上，過去文獻也曾指出男性進入青春期的時間點約比

女性晚兩年左右（張春興，1989），可以得之受訪者對自我外觀關注的程

度與進入青春期的時間點相關，青春期身體或心理的變化確實會影響受

訪者的外觀自我知覺。 

3. 男性受訪者外觀自我知覺的起始分數較女性低，整體外觀自我知覺的

分數也較女性低。 

4.不論受訪者的性別，曲線圖整體而言是攀升的趨勢，只是大部分的女

性受訪者到青春期後期曲線有集中的趨勢，尤其在 19 歲的時候對外觀

的關注度都高達到 8 以上，而相對男性受訪者的曲線在 18~19 歲的時候

雖有稍微集中的趨勢，但對外觀關注程度的個別差異較大。 

5. 除了性別和年齡，環境也可能是引發個體外觀知覺改變的原因，本研

究的 12 位受訪者在每進入ㄧ個新的學習階段時，其外觀自我知覺曲線

都有明顯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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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七位女性的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 

圖 4-2-2 五位男性的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 

 

外觀自我知覺曲線雖然可以略窺受訪者在外觀社會化歷程中的變動

性，但數字的資料仍然無法瞭解受訪者心裡與數字間的關係。深度訪談

後的結果也發現，不同受訪者對自我在乎外觀的程度雖然給予相同的分

數，意義卻十分不同。個性特質形容詞組雖然可協助受訪者在描述自我

時能更具體，但字詞被賦予的意義仍然因人而異，且單從形容詞組無法

看出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動態性。下一節研究者將依深度訪談的文本資料

進一步檢視回答研究問題，嘗試藉由個體與規範間的關係討論社會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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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動態性，也嘗試從自我特質的描述與性別特質和外觀間的關係討

論自我概念的變動。 

 

第三節 外觀社會化歷程之發展 

外觀社會化歷程是個體知覺和管理自我外觀的過程，外觀是個體社會化

歷程的指標之一，個體在社會化的歷程中會檢視調整自己的外觀，以達到合

乎自己和社會角色期待的外觀。研究者綜合受訪者之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及訪

談資料，原將青少年外觀社會化的歷程分為三個時期為「萌芽時期」「探索

時期」和「穩定時期」。然而，這三個時期之間沒有明顯分界，難以清楚劃

分，且前兩個時期幾乎是以交替互相影響的方式進行的，因此研究者將前兩

階段合併為「萌芽探索時期」。本節將以「萌芽探索時期」和「穩定時期」

為主軸，從個體發展或是個體知覺角度討論外觀社會化歷程。 

一、 萌芽探索時期 

萌芽探索時期與 Stone (1965)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玩耍階段(Play)類似，是

個體覺察並試探自我外觀與環境互動關係的時期，此階段包含了個體外觀

認知的轉變和管理行為的初步改變。 

本研究發現每位受訪者在萌芽探索時期都經歷過一種「認知和行為不一

致」的狀態，並不斷地在從試探和摸索中累積外觀管理經驗。從外觀自我

知覺的生命曲線圖可以看出，進入青春期前後之受訪者主動察覺自我外觀

的程度都有提升的趨勢，但從訪談內容發現受訪者對外觀自我知覺的程度

提高，並不一定伴隨外觀管理行為的明顯改變。換句話說，個體對自我外

觀主動覺察的能力提高後，開始有各種想要改變現狀或是懷疑現狀的合理

性等想法，但可能受家長的態度、學校的規範或同儕等因素影響，而選擇

維持現狀或延遲改變。不過成長的過程中，個體會不斷遇到許多引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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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外觀與社會互動關係的機會，而逐漸產生心境或外觀自我知覺程度的

轉變，且生命經驗對自我概念的影響，也會改變個體外觀自我知覺與外觀

管理態度。換言之，外觀萌芽探索時期是ㄧ個釐清自我的過程，與個體的

個性特質、成長經驗及自我概念的發展相關。 

(一) 萌芽期的引線點 

Horn (1968)提出外觀是人體的第二層肌膚，許多文獻也支持服飾外觀與

個體的自我概念相關 (Miller, Davis, & Rowold, 1982; Sontag, & Schlater, 1982; 

Cosbey, 2001)。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的自我概念的確會反應在受訪者如何看待

與管理自外觀的態度上，但也發現在中學的制服規範下，多數受訪者大學以

前外觀管理的學習經驗並不豐富，外觀社會化歷程有落後個體自我概念發展

的趨勢。因為自我概念是隨著個體的生命經驗持續發展，但外觀社會化歷程

的發展則需要有情境的引發，而本研究歸納出引發受訪者外觀知覺轉變的原

因，可能包含個體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其所接觸的資訊媒體與次文化，以及受

訪者生命中特別有意義的事件。 

1. 生活經驗改變個體外觀知覺 

學校是青少年家庭以外最主要的社會化場域，制服雖然限制了學生一致

的外觀，但除了制服，有形的規定、無形的風氣、同儕的互動、社團活動等

校園經驗都可能是外觀社會化歷程中引發個體重視自我外觀的因素。Peggy

表示自己到國小五、六年級時，看到同學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髮型，才知道

原來自己也有決定外觀的權利，而 Flynn 也是在校園和同儕團體相處的過

程，從他人的經驗學習到服飾外觀會影響自己的人際互動。 

  Peggy：「就是想法會改變...他們(指同學)可以把自己用的那麼漂亮，

或是穿得那麼可愛。為什麼我都只有綁一隻小小的馬尾？頭髮

留那麼長，還沒留瀏海。然後都矬矬的這樣子。」(Pegg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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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nn:「我們班有一個屏東來的都隨便穿…因為他國中跟大學其

實沒有身高的差異..比較矮一點，他就穿國中的衣服，就被我

們班的一些人笑說『ㄟ，你怎麼穿著穿得那麼土阿！…是很

像那個…山洞來的』(笑聲)。所以我後來就覺得，好像應該對

穿著在意一點，就開始會去買一些衣服。」 (Flynn-10) 

雖然家庭和學校是青少年主要活動的場域，但其實由家庭和學校延伸出

的各種生活經驗也可能是引發個體對外觀萌生新的認知的關鍵，例如 Helen

一家都是基督徒有做禮拜的習慣，教會的小組團體對 Helen 而言也是重要的

外觀社會化場域。 

「問：恩，(外觀知覺曲線)都是維持在這樣一個斜率，但你從國中開

始也一直往上提升，雖然只有一點點，大概是什麼原因讓你覺得

越來越在乎外觀？ 

Helen：恩，可能是…慢慢…會有一些課後..像教會活動。 

問：教會的活動？ 

Helen：對，反正就像是一些課外活動，讓你不是只穿制服。所

以活動的變多，也讓我會想到底要穿什麼衣服？」 (Helen-

3) 

而其他受訪者例如 Flynn 則表示學校的便服日是引起他思考制服以外穿

搭的原因，「國中禮拜三便服日，就會想嘗試不一樣的衣服。」(Flynn-5)，

且有一次 Flynn 參與妹妹的總統教育獎受獎典禮，父母因而特別為他添購西

裝，這個經驗加深了 Flynn 認同「不同的服裝適合不同的場合，在特定的場

合必須穿著特定的服裝」，可見不需穿著制服的公共場所是提升個體外觀知

覺的情境。 

此外，一般非學校或家庭以外的生活經驗也可能對個體知覺或管理自我

外觀的態度有很大的影響。受訪者 Eunice 因為小時候曾經上完廁所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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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裙子紮到內褲裡面的尷尬經驗，讓他開始排斥穿裙子，至今除非制服的要

求沒有主動穿過裙子。然而 Eunice 前一個暑假全家要去日本搭遊船，船上

有規定必須穿著正式服裝，當時 Eunice 的認知以為女生必須穿著晚禮服，

或至少要穿裙子，可是他非常不想穿裙子，最後 Eunice 折衷選擇襯衫和深

色褲子，不過後來在船上 Eunice 發現外國人真的都穿得很正式，反而是台

灣和他年紀相仿的遊客都穿得很隨便，讓他覺得有點羞愧；Susan 也有過類

似因為出國玩，而體驗到不同國家在服飾外觀裝扮的不同，而反思覺得台灣

青年到大學才比較有機會學習外觀管理似乎稍嫌晚些。 

「Susan：我去日本玩的時候，發現他們很多感情很好的朋友都會穿姐

妹裝，可是他們姐妹裝真的很酷，因為明明都是一樣的上

衣，可是他們會用不同的搭配，可能這個人下面是短褲，那

個人是寬褲或長褲，然後不一樣的髮型，不一樣的裝飾。 

問：就是有雷同，但又不完全。 

Susan：對！他們會穿出自己的個性、風格。 

問：所以如果是你穿姐妹裝，你大概會模仿他們日本人的策略? 

Susan：對。」(Susan-14) 

 外觀知覺的轉變是個體對自我外觀感知的轉變，受訪者在萌芽探索時期

會出現身體意象的改變或對外觀重視程度的變化，且能逐漸覺察服裝和場域

的關係以及覺察外觀與自我形象的關聯。探索服飾外觀與自己的關係可以協

助青少年學習客體與主體的連結，而個體若要能達到了解自我外觀與自我核

心特質連結，需仰賴清楚的自我概念。本研究發現身分或角色轉換的經驗是

影響青少年萌芽探索服飾外觀與自我關係的重要因素。探索或扮演特定身分

或角色的過程也有助於自我概念的發展，在不同身分的責任不同，需要呈現

的外觀也不同，練習扮演不同角色的經驗提供青少年一個發展的舞台，是個

體建立自我認同，或增強自信，以及省思自我外觀與環境關係的重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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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建立青少年外觀與場域的關係，但也不是每一次學習服飾外觀獲得的回

饋都是正面的。 

Wesley:「謝師宴的時候我是主持人，但因為要準備學測，其實沒甚麼

時間想要怎麼裝扮自己。我只有想說要呈現正式但又不太嚴肅

的風格，所以外面穿西裝外套，裡面是班服。但沒有想到被同

學說我裡面不應該穿 T-shirt，當下還蠻難過的。但事後想想我

不覺得自己有做不好的地方，因為我就是想下台去吃飯的時

候，可以把西裝外套脫掉，一個角色轉換的概念，不然台下同

學都穿班服只有我一個人那麼正式，才奇怪吧！」(Wesley-12) 

而從訪談資料可以發現大學畢業和進入職場的過渡期可能會是推動受訪

者外觀管理的動機，受訪者 Andy 和 Flynn 表示目前的身份是學生，因此

「好看與否」不如「實用舒服」重要，但日後如果工作場域需要，則願意進

一步了解職場規範與服裝的關係。大四的女性受訪者 Helen 也表示現在會思

考到日後出社會適合的服裝。 

Andy:「我覺得如果畢業之後，我的那個工作會需要它，比如說老闆叫

我要穿西裝，會比較門面好看的話，那我可能就會去買。但現在

就還好。」(Andy-24) 

Helen:「我以前比較常買褲子，那現在因為社交活動就會慢慢的加

購一些裙子，比如說像藝術節晚會、或是導生聚的時候，就

會覺得以後出社會應該也要穿一下裙子，那現在可以先練習

一下。」(Helen-14) 

Eunice 在日本搭遊船和 Wesley 謝師宴不知道在正式場合如何妝扮自己

的經驗並不是特例，其實大部分受訪者也表示在大學突然不用穿制服的環境

反而不知道要穿甚麼衣服，而 Flynn 也是在制服以外的場合才學習到外觀和

場域的關係，可見外在環境會影響個體選擇服飾外觀的動機，而外觀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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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是需要透過探索學習的。隨著外觀自我知覺的敏感度提升，個體從生

活經驗中逐漸瞭解自我外觀之社會意義，因此對外觀管理的動機與行為明顯

提升，逐漸突破「認知和行為不一致」的階段，以實際的行動探索外觀與自

我的關係。 

Susan:「國中買衣服感覺是分開買，就是我很喜歡這件衣服，然後

買了之後才想說『嗯!我可以搭甚麼？』，之後再去買其它配

件。但現在想法比較多，買衣服之前會先想說我可以搭配自

己已經有的甚麼配件！」(Susan- 3) 

由上述的例子可見個體在探索階段對外觀管理的態度並非完全以主體我

的想法為主，而是能以客體我的角度思考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外觀，且力求內

外ㄧ致的和諧。或者說，個體的自我覺察可以分為公我領域與私我領域兩個

取向，在公我領域時個體盡可能符合團體期待的外觀，但私領域同時也持續

調整自己，以尋求最自在的方式與團體互動。 

2. 資訊媒體與次文化 

與同儕之間的生活經驗是引起受訪者外觀知覺轉變的因素，而同儕的邀約

與嘗試的心態是個體接觸次文化活動的原因。參與青少年次文化的活動，個體

有機會和更多學校以外的同儕互動，累積個體探索自我的經驗，受訪者 Susan

表示自己在國中朋友的邀請下開始接觸角色扮演的活動，而從角色扮演的過程

體驗不同形式的外觀，也探索自己的可能性。 

Susan：「我國中的時候朋友問我要不要一起玩 closplay，因為朋友本

來就有在玩，所以我也就跟著去玩。」(Susan-6) 

Susan 表示剛開始接觸 cosplay 會選擇外觀容易掌控的角色，不過累積幾

次出角的經驗後，近期 Susan 在選擇扮演甚麼角色之前會先注重角色個性特

質與自己是否相符。 

「問：你覺得你現在出角和國中出角在選角色上面有甚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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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國中我會選擇外觀比較好掌控的角色，然後蠻喜歡、不討

厭它就會出它。我之前有扮過稍微冷一點的角色，是個叫做

月彥的男生，他都不能笑，但是我拍照的時候就會不自覺得

笑，人家就會說『ㄟ~不能笑耶』，所以我現在就比較不會扮

演這種角色，因為我就是想給人親切的感覺，而且我的個性

特質比較難做到冷酷，所以現在(出角)會比較堅持一定要是欣

賞他(角色)的某些點。」(Susan-8) 

「問：在 cosplay 裡面，這樣的經驗有沒有幫你加分，讓你很清楚自

己未來想要變成一個甚麼樣的樣貌或狀態的人？ 

Susan：我覺得不是說幫助我想要成為一個甚麼樣的人，而是說知道

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成為怎樣的人。」(Susan-18) 

流行文化或傳播媒體有時候會透過同儕與個體的互動過程，以間接的方

式影響個體的外觀的價值態度，這與過去許多研究結果呼應，文獻表示花越

多時間接觸傳播媒體的青少年，其外觀基模受媒體傳遞的價值觀念影響越深

(Alyssa, & Kim, 2008; Arnett, 1995; Ata, Ludden, & Lally, 2007; Cash,2005; Yu-

Jen C., Ying-Mei L., Shuh-Jen S., & Mei-Yen C., 2004)，受訪者雖然不會直接

表示自己受到媒體傳遞的價值而產生憧憬的理想外觀，但從訪談之中可以感

受到媒體素材對受訪者外觀基模的形塑之深。 

受訪者 Melody 在寢室學妹的推薦下才接觸《莫非這就是愛情》這部偶像

劇，表示會和寢室學妹討論各種偶像劇女主角的類型；受訪者 Tina 也有看

《莫非這就是愛情》，且 Tina 表示自己很欣賞劇中女主角成熟女性的氣質，

而 Tina 對女主角的憧憬會反應在他如何擇服飾外觀上。男性受訪者 Andy 在

青春期的時候因為看了九把刀《殺手，無與倫比的自由》ㄧ書，而曾經強烈

的想要刺青；Sam 喜愛看韓劇，表示自己期望能穿上偶像劇男演員常穿的大

衣，但又覺得自己的體型和氣質撐不起那樣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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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方便讓我們看一下你自己很滿意的全身照片嗎？ 

Tina：我大頭照那張就是，它是一件式的長裙。 

問：OK，所以你喜歡這樣子的外觀，那你可以說你對這樣子的外觀

感覺是什麼嗎？你喜歡他什麼感覺。 

Tina：感覺很有氣質。」(Tina- 18) 

本研究結果與 Gillivray 等人 (1997)的研究證實青少年在服裝搭配上開始

有更多的自主意識，透過同儕互動或參與其他有組織的社交活動中，個體會

學習團體規範和社會文化價值等抽象概念，也從中開始發展自己的外觀基模

一致，且許多文獻表示花越多時間接觸傳播媒體的青少年，其外觀基模受媒

體傳遞的價值觀影響越深(Alyssa, & Kim, 2008; Arnett, 1995; Chang, Liou, 

Sheu, & Chen, 2004; Cash,2005;Ata, Ludden, & Lally, 2007)，也與本研究結果

呼應。 

3. 特殊事件使個體成熟 

外觀社會化歷程的萌芽探索時期，即是受訪者摸索如何讓自己的外觀接

近自我概念的過程，本研究發現在一系列摸索、學習的過程，受訪者多會經

歷心境轉大人的過程。心境上的轉大人，是一種還沒有實際改變的行動，但

意識到自己將由「女孩轉女人」或「男孩轉男人」的過程，而研究發現這樣

心境的轉變多與受訪者父母的身教有關。 

受訪者 Melody 是家中老么，成長過成看到母親為三姊妹和家庭的付

出，認為母親是一位偉大的女性，賢淑又有氣質，期待自己的外觀也能有母

親的形象；受訪者 Flynn 在訪談時提到父親送的 Polo 衫對他意義深刻，表示

看到父親盡心盡力照顧爺爺，從中學習到男人與男孩最大的差別在於擔負更

多的責任與接受更多的挑戰，而父親的 polo 衫是成熟男人的外觀符號，

Flynn 因此對 polo 衫有特殊的情感，認為穿著 polo 衫的外觀可以讓他看起來

成為像父親一樣的男人，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其他受訪者之中，例如 We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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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親從事業務，平時的穿著以襯衫為主，在 Wesely 的眼中襯衫是最帥氣

也最體面的外觀。 

「問：你會覺得 Polo 衫是爸爸對你的期待？可以稍微具體一點嗎，你覺

得爸爸對你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Flynn：就是他希望我穿上這一件 Polo 衫之後，可能看起來比較莊重

一點吧，我覺得..因為我爸爸看起來就是一個比較威武的人，就

是我現在..可能也是被我爸爸影響的，就是我現在做什麼事情，

就會專心做這件事情。」(Flynn-47) 

受訪者 Peggy 的體態雖然略為豐腴，但因為家中大部分的家人體重都比

他還重，加上 Peggy 有著可愛的臉蛋，祖母和姑姑也常稱讚他有一雙漂亮的

眼睛，也是 Peggy 對自我外觀正向感受的主要來源。過去 Peggy 的認知一直

不把體重當做影響外觀的問題，因為他進行比較的對象是體態比他豐腴的家

人，但在一次車禍後護士的語言刺激（嘲笑他太重，車禍撞的力道才那麼

大），他因此萌生減重的想法。 

Peggy:「我高二那年出了車禍，然後好像是個護士吧，講了一句很難

聽的話，說什麼『胖的人啊從後座飛出去，撞得比較重』。就是

飛..因為騎機車嘛，我坐後座啊。我就超生氣的，誰是胖子啊，

因為在我們家我不算最胖的，然後我那時候就很傷心，還因為這

樣我抱著我爸哭，哭很久，很傷心捏(笑)。但我也就那個時候才

特別想要減肥。」(Peggy-7) 

Peggy 並沒有持續他的減重計畫，因為他美容美髮的專業知識讓他相信

外觀可以靠妝容修飾，身體只是局部外觀、不是全部外觀。從小由家人的正

向回應而來的高度自信，Peggy 認為透過彩妝和服裝可以呈現出符合自己期

待的外觀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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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觀學習的策略 

過去許多研究證實服飾所呈現的外觀與自我的相似性極高，也是自我

概念中公我的展現(Miller, Davis, & Rowold, 1982; Sontag, & Schlater, 1982; 

Cosbey, 2001)。本研究發現當受訪者進入萌芽探索時期，外觀自我知覺程

度會提高，且能覺察並思考自我與外觀和環境互動的關係，進而採取初步

探索的行動。 

根據訪談資料，研究者將受訪者外觀社會化歷程中對外觀管理學習的

路徑大致分為五種，觀察、模仿、嘗試、想像和相關知識累積，以下將詳

細說明之。 

1. 觀察 

觀察是個體最早也是最常使用的策略，根據 Stone(1965)的說法個體早在

指派期就已經透過觀察他人的反應接受外觀管理相關的訊息。而根據本研究

蒐集的訪談資料，儘管中學時期必須穿著制服，但制服的規範限制不了受訪

者關注自我外觀的內在動機，許多受訪者表示在中學時期就會開始主動觀察

路人的服飾外觀，逛街的時候也會觀察服飾店員如何搭配服飾；而到了沒有

制服規範的大學環境，受訪者除了會觀察同學的服飾外觀，還會觀察不同服

飾外觀在同學之間的互動的差異，進而省思自己的外觀是否有需要改進之

處，有些更積極的受訪者還會上網閱讀穿搭或是彩妝等相關的資料，觀察和

比較網路上不同 model 的外觀裝扮。 

Flynn:「是到國中的時候，我覺得穿著可能比較重要一點，因為國中

跟國小不太一樣，國小的話就是都穿好爸爸媽媽就會帶我們出

去啦，然後就上學，但是如果國中的話有時候要騎腳踏車出

去，但是騎腳踏車的時候就是看到路上，喔！好多人的穿著都

不一樣，然後後來開始注意到…自己怎麼還像國小的穿搭。」

(Flyn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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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雖然自己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妝扮或打扮，可是就像你會教大妹

怎麼穿衣服，那你是從哪裡學習這些的？ 

Helen:比如說在教會的時候觀察其他人，或是在街上看別人穿，有時候

可能會翻到一些雜誌，可能就會知道，比如說一些對比，比如

說上面鬆下面就緊，上面花下面就素一點，就不要兩個都花之

類的，就很基本的。」(Helen-6) 

 

Peggy:「上班以後，發現外觀真得很重要，尤其像我們走這行(髮

型設計)，外觀就是你的專業阿，如果你連自己都不會打扮客

人怎麼敢把自己交給你。剛開始也不太會，就問同事阿，還

有觀察，觀察別人都怎麼配色、怎麼穿，久了自己也會看了

啦。我們髮廊禮拜天是便服日…所以禮拜天我們的妝都會比

較濃一點。妝畫濃和淡差很多，妝濃就是假睫毛啊….眼線液

超級無敵粗啊，然後口紅，眼頭也會畫，眼尾還會加長，鼻

影打得很深之類的。妝淡可能…就是真的只有打底，然後就

是隱形眼鏡、眉毛、腮紅、口紅就這樣沒了。」(Peggy-13) 

2. 模仿 

觀察是個體是內隱的學習策略，模仿則是外顯的學習開端，而個體以模仿

的外觀在社會互動中產生的經驗是個體外觀社會化的學習歷程之ㄧ。根據研

究訪談資料，研究者發現受訪者所模仿的對象主要是父母、同儕或與其所接

觸的媒體文化有關。受訪者 Susan 表示自己開始接觸角色扮演也是先從容易

模仿的角色扮演，直到近期才開始嘗試扮演性格特質與自己接近的角色。 

雖然角色扮演的例子不同於一般日常服飾的學習經驗，但本研究也有發

現大部分的受訪者學習外觀自我管理初期會從模仿家長、教師或者雜誌上的

穿搭。如男性受訪者 Sam 常關注韓國偶像團體，進而模仿 Bigbang 偶像團體

主唱的髮型。另外一位女性受訪者 Tina 在看台灣的偶像劇「莫非這就是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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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欣賞女主角劇中的成熟又不失小女人的個性，會想模仿劇中女主角李佳穎

的外觀，但也是想先從髮型開始改變。Sam 和 Tina 的個性特質都比較溫和，

也都成長於家長態度較威權型的家庭，兩者在外觀試驗的態度多偏向保守，

且在模仿的學習策略上都從髮型等細微的改變開始。另一位受訪者 Andy 則

有好競爭和願意接受挑戰的個性特質，他所接觸的動漫類型如「飆速宅男」和

他的性格特質也很接近，因此 Andy 表示會想模仿動漫裡競速衣的服飾外觀。 

Sam:「我去剪頭髮的時候會跟設計師說我想要試試看 Bigbang 主唱那個

韓星的造型，因為覺得蠻帥的。」(Sam-21) 

 

Andy:「我覺得帥的定義，因為我常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耶，對，因為我

通常都是從…比如說，喔！應該算動畫吧。漫畫那些服飾外觀我會覺得

那看起來還不錯，就會想要去看看，穿在身上的感覺（笑聲），所以可

以說我學習的外觀是從動畫的角色來。」(Andy-47) 

個體在外觀社會化的歷程中會逐漸形成自己的外觀基模，會依據自己的

外觀基模設定好看外觀的標準，這些標準可能受家庭或媒體所傳遞的價值觀

影響，也可能是和同儕無意間進行的社會比較而來。為了達到自己理想的外

觀，受訪者以模仿的策略，朝理想的自我外觀逐步邁進。模仿的對象近自父

母同儕、遠至媒體明星甚至漫畫裡的抽象人物，模仿的內容可能是服裝、髮

型、身體外觀和行為。受訪者 Andy 表示在高中的時候受到九把刀的小說

《殺手，無與倫比的自由》影響，曾經認真的思考過模仿書中主角以刺青作

為自我提醒的策略。 

3. 嘗試 

嘗試屬於較積極的外觀管理策略，有助於個體釐清適合自我的外觀。受

訪者 Susan 表示個人喜歡帥氣也喜歡可愛的風格，但在嘗試過喜好的服飾風

格後，Susan 最終仍會挑選適合自己個性及外觀的服裝。 

「問：你曾經試過帥氣的外觀，但你這陣子想嘗試的是成熟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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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外觀，在這過程中，我很好奇這樣轉變的原因是? 

Susan：沒有繼續走帥氣，是因為他跟我的個性比較不一樣吧!  我

覺得我不是那種帥到底的人，我還是比較喜歡可愛的東西，

然後個性也比較不是那麼冷酷的。」(Susan-8) 

在制服規範下成長的青少年，外觀練習的機會較少，但不少學生採用

「制身不制腳」或「制身不制髮」的策略嘗試不一樣的外觀。受訪者 Flynn

表示自己在高中的小論文做過類似的研究結果呼應這項策略，他發現青少年

的零用錢主要用在購買品牌鞋子上，可能是青少年受限於制服的規範，只能

將自己對外觀管理的興趣發揮在制服沒有限制的地方，因此他上大學後仍然

覺得需要注重鞋子。 

此外，受訪者可支用的金錢也會影響外觀嘗試的策略，例如 Flynn 在

購衣經費有限下會優先嘗試自己之前沒穿過的款式。且不同個體的個性特

質也有差異，並不是每一位受訪者都勇於以嘗試性的外觀與社會進行互

動，也有受訪者選擇在家中嘗試不同的外觀，要等到建立好足夠的心理準

備才願意他人面前呈現不一樣的風格。 

「問：很多人喜歡嘗試不同外觀，你自己的看法是？ 

Tina：（停頓）我覺得很好阿，有時候就是看人家穿這樣，就覺得蠻佩

服他們敢嘗試，因為我不是那種人。 

問：所以你剛說你不是那種人，意思是說你不太敢嘗試不一樣的東

西，這是你個性特質之ㄧ嗎？ 

Tina：因為我不會一直買，所以也不太常去嘗試新的東西，如果嘗試

的話我也只會在家裡嘗試，就是不會…穿出去。」(Tina-24) 

4. 想像 

相較於嘗試，想像則是較消極的練習外觀管理的策略。個體在心理上可

能會期許自己能符合某種外觀，但實際上不見得會付諸行動，而是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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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去感受自己心中期待的外觀。研究發現受訪者在選購衣服之前，除了試

穿(嘗試)，也會以想像的方式感受衣服與自己適合與否。 

Chester:「實體的店面的話是可以試穿，但因為有時候會和室友一

起網購，那就要想像一下衣服穿在身上的樣子適不適合自

己，那有時候也會問室友的意見啦。」(Chester-14) 

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中學穿制服時期，曾經以想像的方式去感受自己心

中期待的外觀，但研究資料發現有部分受訪者到了大學，在沒有制服規範的

環境下，仍然以想像的方式練習外觀管理。 

Melody:「高中(和國中比)制服規定較寬鬆，就會開始思考要怎麼

穿衣服了，但因為還是都要穿制服，所以都用想的，就想

ㄧ想就好，反正大學就可以每天都要穿不一樣的。」

(Melody-7) 

另外，對服飾的價值觀念也會影響受訪者採用消極的想像策略練習外觀

管理。受訪者 Tina 表示受家庭儉樸價值觀的影響，他在服飾外觀上沒有特

別積極的行為，雖然會想像自己穿其它款式的衣服，但不會真的去嘗試。 

Tina:「我會去觀察路人或同學還有電視，看他們怎麼穿，但是不一定會

去模仿。我目前想要的外觀就是韓版那種，衣服就是素 T 那種，然

後要扎進去，穿短褲，然後還有搭配高高的鞋子。可是我其實沒有

什麼素 T，但我也不會想買，因為這樣子有點太浪費了，家裡衣服

褲子還有鞋子都很多，不會再去買新的，就除非是鞋子壞掉，或是

衣服可能定期淘汰的話，才會去嘗試(買新的)。不然我的東西就會

越來越多，自己看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當初為什麼要買那麼多衣

服，所以就是..就會想說..就會覺得自己不要再去買什麼東西。」

(Tin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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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關知識累積 

本研究發現四分之三以上的受訪者進入大學以前，學習外觀與自我相關

知識的機會並不多，而進入大學之後累積外觀管理相關知識的積極程度可分

為主動學習與被動接觸兩種。從訪談中發現主動找尋資源學習的受訪者有較

高的外觀管理動機，以被動接觸的方式累積外觀相關知識的受訪者雖然表示

不會特別花時間在學習裝扮的知識，但若是有機會，並不排斥接觸了解與外

觀管理相關的知識。 

「問：那你都是從哪裡學習使用這些產品的知識？ 

Susan：網路，還有一些教學視頻。 

問：所以你會參加一些像是 facebook 或… 

Susan：因為我有喜歡的部落格。  

問：喔~你有喜歡的部落格，你會追蹤就對了。 

Susan：對對對。 

問：那你都怎麼學習搭配的部分呢？ 

Susan：我會看網拍 model，因為他們有時候譬如說賣上衣，可是他們

還適會搭配很多其他的(配件)，然後我就會覺得喔~原來還可以

這樣這個搭這個喔!」(Susan-20) 

 

「問：你不會去研究一下用什麼樣的搭配策略能夠來修飾一下你的體

型嗎？你會去關注一下那樣子的資訊嗎。 

Tina：：恩，就是逛一些網路上的文章。我會去看，就是有些人不

是會說 160(公分)的女生如何穿的高挑。」(Tina-17) 

 

「問：你說你會看些流行雜誌，平常會收集或主動去看這些資訊？ 

Wesely：嗯…以前到現在…其實都沒有欸。 

問：一直都沒有嗎？現在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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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ely：都只是無聊剛好有、就看一下，或是看到(有趣的)廣告才點

進去看。」(Wesley-6) 

外觀萌芽探索期可視為個體外觀社會化歷程的主要階段，個體學習如

何表現出合乎社會規範的外觀，同時自然地探索外觀與自我的關係。外觀

探索的過程與探索自我的過程十分類似，當個體面對外觀知覺與外觀管理

矛盾的情形時，為了達到內外一致的和諧狀態，會重新檢視自我知覺，或

者調整外觀管理態度，或者採取改變的行動。 

二、 穩定時期 

當個體在遵守社會文化規範的同時，能以外觀的形式展現獨特自我，研

究者稱之為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穩定時期。穩定時期的個體多已具備清楚地自

我概念，不僅能了解自我喜愛的外觀，還能察覺自我外觀對自我與社會互動

的影響，且依不同的社會場域調整適當的服飾外觀。個體在穩定時期的動態

樣貌，可以從自我概念是否愈加清楚、服飾外觀是否能反應自我特質、或者

是否能穿著合乎場域規範的服飾外觀檢視之。 

(一)自我概念的釐清 

社會互動所帶來的生活經驗會影響個體自我概念的形塑，個體的自我概

念也會影響其外觀知覺與管理的策略，是以自我概念的發展與外觀社會化歷

程是互相影響的。在成長的過程中，透過個體服飾外觀符號互動所累積正向

經驗愈多，有愈佳的自我概念，反之則愈差，但也有一種情形是個體透過自

我省思，將負面的回饋轉為正面的生活經驗，一樣可以獲得較佳的自我概

念。 

受訪者 Peggy 從小屬於體態豐腴的女生，曾經因為身體外觀成為他人的

笑柄，但是從小 Peggy 的祖母和姑姑時常誇獎他的五官很漂亮，而且 Peggy

的體重是全家最輕，所以 Peggy 的內心一直對自己很有自信。Peggy 嘗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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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動節食等方式控制體重企圖改變自己的身體外觀，也曾從服裝、彩妝來

裝扮自己。他表示過程其實很不容易，尤其在制服規範底下，他的裝扮曾經

讓他被貼上不良學生的標籤，但他覺得自己在練習外觀管理的過程更認識自

己，知道自己適合甚麼、要甚麼、想成為甚麼樣的人。如今在髮廊工作，他

更需要打扮自己，他認為裝扮是傳遞他專業的方式之ㄧ。Peggy 能夠清楚地

知覺且有行動力的管理自我的外觀，和他在生活經驗和工作場所中累積足夠

的外觀管理知識有關。 

Peggy:「剛開始真的不太會，想要穿可愛，可是又不能太可愛，想

要走性感，又想走那種好像很柔弱的感覺，真的很難阿！我

還曾經被學校的老師笑，穿得又不是很好看還愛穿，但我覺

得就是要敢穿，不然你怎麼知道自己適合甚麼，一旦開始找

到自己風格之後，會發現其實裝扮真的不會很難。像我現在

就不會想走那種柔弱的感覺，幹嘛要柔弱，我很獨立的好

嗎？然後我的個性其實就大辣辣，很好相處，所以我挑的衣

服其實會讓人覺得容易親近的，像我會穿吊帶褲。還有就是

我自己知道我比較豐滿，那我穿衣服會盡量展現我的優勢，

不會看起來是胖的。」(Peggy-26) 

反之，受訪者 Susan 的自我概念受其身體意識的影響，經過幾次挑選到

不合適衣服的負面網購經驗，Susan 覺得是自己身材的問題。儘管 Susan 的

BMI 值僅 19，但他對自己的身體外觀仍然不甚滿意，在訪談的過程中ㄧ直

表示希望自己可以再瘦一點，而且不斷把自己的身體外觀和另ㄧ位超瘦的同

學做比較。 

Susan:「我覺得自己胖的不均勻，有些人是胖的很平均，就是不

會只集中在哪邊，可是因為我看得到的地方都是瘦的，然後

大家都覺得我很瘦，可是我覺得像我的肉都集中在肚子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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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像 Cherry(Susan 的同學)超瘦的，然後還有像是衣服網

站 model 之類的…有些衣服就是他們穿起來就好看，我穿就

是覺得很奇怪…我就會覺得可能自己就是不適合這樣穿。」

(Susan-12) 

處於穩定時期的個體，有清楚的外觀基模，知道自己對外觀的期待，也

有清楚外觀管理的價值態度，但個體期待的理想我外觀對個體並不一定都是

可達成的目標，而真實我與理想我之間的差距大小會影響個體的自我概念，

當個體理想我與真實我的形象外觀差距太大，是造成個體自我概念不佳的原

因之一（張春興，1989）。 

受訪者 Wesely 認為自己有著溫暖、開朗的性格，期待自己的外觀給人的

感覺是陽光男孩一般，他認為彭于晏的外觀最符合他心中陽光男孩的形象，

也期待自己的整體外觀能像彭于晏一樣。雖然這樣的期待形象和真實的

Wesely 有落差，但在修習過社會心理學以及心理衛教等相關課程後，Wesley

理解「認識自己是一個來來回回的過程，真正的健康不是只有身體的健康，心理

的健康也ㄧ樣重要」。再重新檢視自己和彭于晏的外觀，認為「他有眼睛，我

也有眼睛；他有鼻子，我也有鼻子，他的眼珠是比較深，但我的鼻子也很不

錯，其實不管長怎麼樣子，只要健健康康就好，而且陽光男孩最重要的是陽

光般的笑容」。Wesley 仍然承認自己會以彭于晏為努力的方向，但透過自我

對話的過程讓 Wesley 獲得更佳的自我概念。 

受訪者 Flynn 是全國製圖競賽後保送大學的技優生，參與製圖比賽的經驗

讓他獲得許多正向的經驗，從訪談過程中可以看出 Flynn 開朗且主動積極的

性格。Flynn 表示高中時期因崇拜父親，想呈現像父親一樣的形象而選擇

Polo 衫的服裝外觀，但因此被同學嘲笑老氣而不再穿 Polo 衫，但事隔幾年

的今天，Flynn 認為大學的自己已經適合 Polo 衫，當再次嘗試穿上 Polo 衫，

Flynn 自己覺得很滿意，也沒有同學嘲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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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的發展與個體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發展相關，不過自我概念是多

元複合的概念，外觀只是其中一個部份，當個體在外觀以外的其他面向有較

正向的表現時，個體則不一定要藉由外觀來提升自我的價值感，使得外觀對

自我概念的影響力相對減少，這與 Perry 等人(1983)自我實現和外觀的研究

結果呼應，自我實現程度越高的個體，對外觀的在乎程度或是服飾外觀對其

自我實現的影響力越小。 

(二) 服飾外觀反應自我特質 

雖然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制服文化下累積的外觀知識不足，且有延遲外觀

練習管理的現象，因此在詢問受訪者選擇服飾外觀的偏好或策略時，常以

「乾淨、整潔」為答案，但在運用 WGSN 資料庫裡的男女服飾款式圖片作

為輔助工具時，可以看出受訪者選擇的外觀和自己的個性特質仍有相呼應之

處，且自我概念愈清楚的個體，服飾外觀與其自我的連結性也愈高。 

Flynn 一再強調自己是「鄉村的孩子」，也清楚地認同自己有吃苦耐勞、

敦厚樸實的特質，這樣的性格反應在他學習的過程，他的努力在比賽獲得成

果，而參賽得獎累積的信心增強了他的自我認同。此外，Flynn 要照顧家中

身障的妹妹，他認為懂事、替父母分擔責任是長大成為男人應該要有的特

質。基於上述的自我期許，Flynn 不喜歡俐落強勢的服裝風格，喜愛輕鬆、

好活動且大眾化的外觀，正可以呼應他的溫和純樸的鄉村風格，且 Flynn 是

系學會會長，「有領導才能的」和「有見解的」等個性特質鮮明，他所選擇

的服飾在外觀也多能呼應他親切又具有領導的特質。其他受訪者例如好競爭

的，願意接受挑戰的 Andy，選擇的服裝款式偏向都會型的風格符合他的個

性特質；Helen 選擇的白色系調、雪紡或有特殊細節設計的服飾則與他溫和

的、細心的、單純的等個性特質也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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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也有單純和純樸的特質，但 Sam 的個性內斂文靜，從訪談的過程研

究者發覺 Sam 對自己的外觀自信不高，雖然他有期待的自我外觀，但在實

際選擇服裝款式圖片時有諸多猶豫，他對外觀的期待大部分只停留在腦海中

的想像，缺少實際的行動。 

Sam:「我其實一直會想要..想要穿那種…歐洲的那種大衣，那種很

長的大衣。因為看韓劇很多男主角都穿那種大衣，覺得很紳士

（靦腆笑）。但我覺得我不夠高，而且就是個性，雖然有想過

但是沒有試過，因為光覺得用想的就覺得自己還撐不起來。」

(Sam-14) 

(三) 符合場域規範的裝扮 

穩定時期的個體能認同「不同的服裝適合不同的場合，在特定的場合必

須穿著特定的服裝」，且會覺察自己服飾外觀是否適合自己的身分或角色，

例如受訪者幾乎都同意牛仔褲是偏向休閒的服飾外觀，不適合正式場合，

「牛仔褲是出去玩之類穿的，太正式的場合不適合穿」(Flynn:16)。 

受訪者 Chester 認為自己從大一升大二成為學長的身分，必須留給學弟

妹好的第一印象，穿著不能再看起來像大一；受訪者 Flynn、Andy 和 Tina

都同意開會是正式的場合，且如果自己當小組長的話會透過服裝款式或顏色

讓自己看起來有讓人信服的感受；受訪者 Mandy、Melody 和 Eunice 都同意

宿舍屬於私領域的空間，自己的穿著會比較居家，但出門在外會看場合決定

自己的服飾外觀。 

「問：為什麼你覺得自己今年重視外觀的分數比去年高呢？ 

Chaster：覺得自己當學長以後可能要穿得…就是可能跟他們一起相

處可能要穿得…比較…端莊一點那類的。 

問：所以你覺得當了學長後身分不一樣了，我可以這樣解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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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ter：對。我想給學弟妹好的第一印象，希望他們對我建立的長

期印象，不是那種大一的感覺，而是成熟。」(Chaster-15) 

「問：你會這個風格的衣服嗎？(服裝款式圖片) 

Flynn：我覺得假設我今天要去開會的話，太短了。」 (Flynn-34) 

 

Mandy:「原本是想說要穿爽一點，但一出宿舍，就開始在意

了，比如說這件本來就是睡褲，不能穿出去，可是後來穿

類似的褲子出去也會覺得自己像穿睡褲出去，不太好。」

（Mandy-27） 

本研究發現外觀萌芽探索期時個體常會出現知覺與行為不一致的狀態，

在進入穩定期後，個體已能在知覺與具體的服飾外觀管理行動間找到平衡的

關係，此時的平衡並不一定是指管理外觀的行為與知覺同步，而是個體根據

自我的外觀基模，包含其對外觀管理的價值態度找到自我、外觀與環境互動

的ㄧ個平衡點。換言之，個體在進入穩定期以前不斷地有可能因為生活經驗

引發外觀知覺萌芽，然後進行外觀探索，直到真正進入穩定期個體的服飾外

觀會出現一致且內外和諧的狀態，然而外觀知覺、管理穩定期並不代表個體

的服飾風格不再變化，而是個體已經能掌握服飾外觀、自我特質與環境間的

關係，因此能夠配合環境選擇越接近理想我的外觀，本研究結果與 Moss 等

人(2004)認為個人對自我外觀產生的情緒感受是影響個體對自我外觀的評價

的主要因素相呼應。依個人的生命經驗與生活環境，進入每個時期的早晚，

以及每時期持續的時間也沒有一定，不過自我概念愈是清楚的受訪者從萌芽

探索期到穩定期的發展時間也較短。 

三、 發展歷程中的身體觀 

 在制服規範下，服飾外觀對個體的社會互動經驗影響並不大，而身體和

容貌的外觀對穿著制服的青少年可能有較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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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其實我國高中的時候長很多痘痘，我那個時候就會想..為什

麼別人(的臉)都不會長痘痘？」(Wesley-2) 

大學提供的學習環境開放，且社交活動也比中學時期多，提供青少年一

個進入社會前的預備階段，此時外觀在社會互動的功能更明顯，也較有學習

外觀管理的動機，受訪者普遍認同裝扮會影響大學的人際互動，但本研究的

12 位受訪者在外觀管理的態度上，仍然有滿足社會對性別角色期待的傾向。 

本研究發現在外觀社會化的歷程中女性比男性更在乎自我外觀，與文

獻說女性對自我外觀知覺的程度比男性敏感呼應(Drake, & Ford, 1979; 

Drake, & Ford, 1982; Nadia, & Francis, 1985; Seock, & Chen, 2002; Kim, & 

Lee,2014)，且女性受訪者比男性受訪者更早覺察到自我外觀之於自己的重

要性。性別框架會影響男女受訪者外觀知覺與管理的態度，女性偏向重視

整體外觀，包含容貌、身體和服裝和髮型等外觀，尤其在意身體局部部位

的外觀，例如腰身是否纖細，手臂是否勻稱；男性則特別在乎身體外觀，

尤其在意身高與身體機能，這支持文獻男性比較關注體力效能，女性則比

較著重於魅力展現的論點(Kaiser,1997)，也與過去文獻認為不同年齡層的

青少年在選擇服裝和對外觀抱持的態度有明顯的差異，且社會化的程度會

影響青少男和女在選擇服裝和看待外觀的態度(Gillivray, Sweeney,& 

Jeannette, 1997)一致。 

女性受訪者 Tina、Peggy 和 Susan 都期望自己的身體外觀可以再瘦一

點，但大部分受訪者已經會用健康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體外觀，或使用非

侵入的策略改善自己的外觀，可視為因為看見自己的不足，才知道如何改

善，是一種真實我邁向理想我的進步過程。例如受訪者 Susan 覺得自己的

身材比例不佳，也不夠瘦，會以控制飲食和多運動的方式改善自己的身體

外觀，和受訪者 Tina 表示很滿意自己的容貌，也很欣賞現階段的自己：

「不管自己是怎樣，都會喜歡自己啊。」(Tin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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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有這樣子（太胖了）的想法以後，我那陣子會比較不吃點心或

是甜食，我會節食，但也不是說刻意節食，應該說就是控制或減

量？然後穿衣服的話就會越來越知道自己適合甚麼樣的衣服，（遮

住自己的缺點）。像我現在就不會想要穿太短的上衣，因為不想露

肚子，想要瘦一點再穿短的上衣，就是會稍微露出一點肚臍。」

(Susan-12) 

男性受訪者 Andy 和 Flynn 都表示期望自己可以再高一點，雖說 175 公分

是他們最理想的身高，但他們也很滿意自己現在的身體外觀，因為他們都覺

得自己身體的活動效能頗佳，例如 Andy 的上大腿肌或肌耐力都不錯。 

「問：你滿意自己的身高嗎？ 

Sam：應該是想要再高拉。媽媽都說要 175 阿，至少要。」(Sam-7) 

 

Andy:「我對自己的身高有點意見，但其它都蠻滿意的。因為我現在

的身材，就是身體結實程度，還有大腿的肌耐力都不錯。」

(Andy-24) 

又，儘管幾乎每位受訪者都有著與社會價值相同的性別外觀基模，但本

研究發現，在現今重視多元文化的環境，受訪者的認知基本上已具備尊重多

元文化的觀念，因此在外觀知覺的態度上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傾

向。換句話說，受訪者對性別外觀刻板的印象，會影響其要求自己外觀的標

準，但並不會以兩性刻板印象的標準評論他人。 

受訪者 Andy 和 Flynn 在穿著上選擇以不限制期身體活動為主的服飾為

主，所以不會穿著太緊的衣服，也認為緊身的服飾外觀不夠陽剛，很像 gay

的穿著打扮，且 Flynn 有強烈的性別角色之外觀規範，例如男性不宜留長頭

髮、穿亮色褲子、衣服布料不應太軟，服裝線條不能太垂，不過 And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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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nn 都表示自己周遭也有很 gay 的同學，但自己不會因為同學的裝扮而排

斥與他們做朋友。 

 

第四節 家庭對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影響 

 社會化場域之團體規則以直接但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個體的外觀知覺與

管理的策略，家庭和學校是青少年外觀社會化的主要場域，此節將從家庭規

範與價值觀建構的角度討論家庭在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所扮演的角色及影

響。 

一、 家庭對子女外觀態度的養成 

家庭是個體出生第一個接觸的社會化場域，在個體沒有自主能力之前，

多由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以下以家長通稱之)管理其服飾外觀，所以家庭規範，

以及家長對子女外觀的態度是形塑子女外觀基模的關鍵。 

  研究者根據訪談資料將受訪者的家庭背景分為雙親家庭、候鳥家庭、單親

家庭及隔代教養家庭等。其中雙親家庭者有 Wesley、 Chester、 Eunice、

Mondy、 Flynn、 Andy 等 6 人，除 Wesley 外之其他 5 位均表示母親是介入

其外觀管理的主要影響人，且母親多以軟式的方式規勸、鼓勵他們遵循其管

理的態度，Wesley 是唯一的例外，父親為其外觀管理的主要影響人。Wesley

父親的管理態度甚至比多數受訪者的母親還稍強硬且偏向保守，例如 Wesley

的父親認為男生平頭就好，不需多做變化，Wesley 表示一直到大學都還是由

父親幫他們理頭髮，建議他們服飾外觀應該如何穿著等。候鳥家庭者有

Susan、Tina、Melody 等 3 人，他們的父親長期在大陸經商或者居住其他縣

市，其家長對受訪者外觀管理的影響程度則與雙親家庭的受訪者類似，即母

親的態度是主要影響受訪者外觀基模形塑的因素。單親家庭者有 Peggy、 

Helen、 Sam 等 3 人，而本研究的單親家庭受訪者，都由上一代提供家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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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Peggy 的父母離異，由祖母及姑姑帶大、Helen 喪母、Sam 喪父，但、Helen

和 Sam 也都由祖母協助教養，三位受訪者的祖母對其外觀管理有相當的影響

力和決定權，且完全沒有提及祖父對其外觀的管教方式或態度。 

依本研究的訪談資料，家庭對服飾外觀抱持的態度或價值觀大致包含整

潔儉樸不浪費、中規中矩與人同、以及男女有別要分明；而家長對子女外觀

的管教態度可約略歸納為權威、民主和放任三種態度，且父與母對子女外觀

的態度也常有差異，尤其以女性長輩最常扮演外觀管理者的角色，對個體的

外觀基模影響甚大；而家長對子女外觀管理之教導方式，大致可分為「直接

介入」和「口頭規勸」兩種。以下從家庭對服飾外觀的價值觀，家長的態度

及教導方式論述家庭規範對個體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影響。 

(一) 服飾外觀的價值觀 

研究者根據研究資料將家庭規範與價值觀分為整潔儉樸不浪費、中規中

矩與人同，以及男女有別要分明三種，以下說明之： 

1. 整潔儉樸不浪費 

有些受訪者的家長認為子女的服飾外觀能符合整潔儉樸即可，加上中學

穿制服即可，沒必要買太多新衣服，若真的要買也會優先注重質料的好壞，

而接收親戚、手足或者是父母的二手衣幾乎是每ㄧ位受訪者共同的經驗，家

長的儉樸觀影響著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這也是家庭價值觀傳承者對外觀管

理行為延後的原因之一。 

受訪者 Tina 的父親和 Melody 的父親一樣長期在大陸工作，但 Tina 的母

親給予子女自我嘗試外觀的空間較小，以致 Tina 到現在仍然沒有和同學一起

挑選衣服的經驗；加上 Tina 有兩位開服飾店的堂姊，母親也很樂意接收他們

送的二手衣，Tina 表示自己超過有三分之一的衣服都是堂姐給的，節儉的價

值觀念是限制 Tina 主動嘗試外觀管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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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樣子聽起來，你有兩種層次，有一種層次你心裡面好像有一種

你期望的外觀，但你實際上不見得會去執行，是不是這樣？ 

 Tina：恩...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有點太浪費了…。因為自己的東西就會越

來越多，自己看的時候會覺得當初為什麼要買那麼多衣服，所以就

是..就會想說..就會覺得自己不要再去買了。那些衣服都是我的表姊

的，就是表姊堂姊的，因為我是最小的，所以我那些姊姊有時候衣

服就會給我一大包，然後我幾乎就是接收姊姊們的衣服這樣，所以

就不常買衣服也是因為這個原因。」(Tina-29)    

受訪者 Wesley 表示因為有些中學時期留下的服飾因為沒穿過幾次，到大

學想買新衣服還會被父親說服不要買新衣，因此儘管脫離中學制服的限制，

且 Wesley 有主動裝扮的動機，但因為認同父親儉樸的價值觀，仍然缺少自行

添購新衣的機會與練習。 

Wesley：「國高中就是.夏天都穿短袖，但短袖其實都當內衣穿，因為平

時都是穿校服；然後再來冬天的時候就是長袖。過年穿嘛，每年

都只會穿那幾天，就是寒假那幾天，所以舊的衣服根本沒穿過幾

次，ㄧ直在累積。現在如果要買衣服，我爸都會叫我先去衣櫥找

舊的穿…我其實蠻想要自己買襯衫的，但每次要買我爸就會說這

邊ㄧ大堆阿，所以我就會去櫃子裡翻阿翻，找到自己比較喜歡而

且能穿的衣服，因為我爸比較高，所以他的襯衫都很大件。」

(Wesley-10)  

2. 中規中矩與人同 

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在大學前家長對學業有較高的要求，並不重視他們的

外觀管理的學習，認為子女的外觀管理能中規中矩與大家一樣即可，而服飾

符號常成為家長檢視或覺察子女當天是否有課外活動，如外出與同學玩的線

索。但家長這樣的態度在受訪者升大學之後有所轉變，換言之，高中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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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長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轉變的分水嶺，且家長對女兒轉變的態度比對

兒子明顯。在大學以前家長對子女外觀的態度多要求中規中矩，以合乎學生

身份的外觀為宜，升大學之後，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家長對他們外觀的態度

放寬，有些甚至會鼓勵子女打扮，而家中有手足者，哥哥姊姊，尤其姐姐還

會提供更多青少年外觀管理的意見。 

「問：你覺得父母對你的管教方式大概是哪一類的管教方式? 

Susan：父母主要就是會要求基本的事情要做好，然後像是國高中會

看成績，但現在的話，他們對我管理外觀的態度其實蠻放任

的，但有時候我去學校，如果穿得比較不一樣，他可能就會覺

得我要去玩吧，會問我那天要幹甚麼。」（Susan-1） 

 

Tina:「我現在不會畫很多(妝)，就是只會畫眉毛還有口紅。畫眉是媽

媽教我的，可能是覺得我少女了嘛！有時候在正式場合或者是

表演什麼的，就應該要稍微畫一下。我媽還會幫我買ㄧ些保養

品，還有像粉底啦，但我不常用。」(Tina- 19)   

3. 男女有別要分明 

大部分受訪者家長的外觀管理之價值信念沿襲社會的性別框架，認為男

性應該符合陽剛的外觀，而女性應該呈現陰柔的外觀，例如男性要短髮，甚

至是平頭；女性則要留長髮，穿裙子，尤其大學之後的女生要學習保養或打

扮，大部分女性受訪者表示小時候父母常買裙子給他們穿，或被打扮得像公

主。 

受訪者 Peggy 自幼父母離異，祖父母和姑姑是他的主要照顧者。祖母從

小對他的外觀要求嚴格，而且直接延續傳統價值觀中兩性應有的外觀樣貌，

認為女孩子要留長頭髮，長髮要綁起來，不可以有瀏海。受訪者 Susan 也表

示小時候參加婚禮時，母親會將他打扮得像小公主：「小學前都是隨我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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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裝扮，小時候參加別人婚禮我媽會把我打扮的像小公主」(Susan- 2)。 

「Peggy：小時候都是阿嬤說什麼就做什麼啊。可是真的你跟同學有接

觸後(指著外觀自我知覺曲線表，約 12~13 歲)，會慢慢覺

得…，他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髮型)為什麼我不行？ 

問：嗯。所謂他們可以..(指哪方面？) 

  Peggy：就是想法會...他們可以把自己用的那麼漂亮，或是穿得那麼

可愛。為什麼我都只有綁一隻小小的馬尾？頭髮留那麼長，還

沒留瀏海。然後都矬矬的這樣子。」(Peggy-1) 

受訪者 Wesley 和 Sam 的家長都認為男性不需要在髮型上多做變化，而

平頭是最適合男孩子的髮型。 

Wesley: 「我其實蠻想要嘗試看看龐克頭，但我爸就會說『真的

嗎？你真的要這樣做嗎？不要吧，你這樣不好看欸。』」

(Wesley- 16) 

(二) 家長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 

研究者根據研究資料將主要照顧者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分為權威、民主及

放任三種，以下說明之： 

1. 權威型 

採權威態度的家長會以行動直接介入的方式管理子女的外觀，並且以口

頭說服的方式加強子女對其外觀管理價值觀的認同，成長於權威型教養模式

下的受訪者外觀嘗試的經驗值較少。研究發現不同世代的家長對子女外觀的

管教態度差異頗大，如母親較民主、祖母較權威，本研究中三位在隔代家庭

背景環境下成長的受訪者，都曾經提到不敢忤逆祖母的情形；多數的父親對

子女外觀的態度不如母親積極，但 Wesely 的父親以權威且直接介入的方式管

理子女外觀。然而大部分家長對子女外觀管理的態度會隨著子女的成長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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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每位受訪者均表示在成長過程中，家中長輩對其外觀管理有一定的主導

權，但主導程度會隨著自己的年齡增長而逐漸降低，再慢慢養成外觀自我管

理的能力，這類似 Stone(1965)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前玩耍(Pre-play)到玩耍階段

(Play)的過渡期。 

Wesley:「我們家比較特別，我們兄弟的衣服都是爸爸買的，我們自己

想買衣服的時候他會說『我的衣服給你們穿就好啦。』但他

的衣服其實就是他自己襯衫。還有我其實蠻想要嘗試看看龐

克頭，但我爸就會說『真的嗎？你真的要這樣做嗎？不要

吧，你這樣不好看欸。』那我的頭髮也都是我爸在剪，所以

我就會想說好啦！你不要幫我剪就算了。」(Wesley- 16) 

 

Tina:「在..在國高中的時候，就是去看一個讓媽媽會比較多意見，就

是…就是..他會比較覺得應該照他的..就是他覺得適當的衣服他

就會買給我，可是現在他會比較尊重我的意意見，就是如果我

覺得好看，他也覺得 OK，他就會買。」(Tina-5) 

2. 放任型 

與權威型的態度相反，採放任態度的家長在管理子女外觀的態度前後並

不一致，在給予子女外觀相關回饋的態度也不積極，甚至可能有比較多負面

的回饋。本研究發現受訪者鮮少提到父親對其外觀管理的態度，儘管有提到

的受訪者也表示父親的態度相較於母親屬於放任型。 

Andy:「我如果跟我媽出門，他會叫我穿好看一點，但和我爸出

去，我們兩個就會穿得比較隨便，可能穿夾腳拖配運動褲，

就出門了，有時候在家裡附近的話我爸連上衣都沒有穿。」

(Andy-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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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任類型的教養模式成長的受訪者，其練習外觀管理的經驗值可能很

豐富，但因為缺少引導的關係在連結外觀與自我的能力較弱。這類的受訪者

很容易穿出好看的外觀，但卻不一定能穿出「屬於我」的外觀，或者不清楚

自己適合的外觀為何。 

受訪者 Susan 的父母對其外觀管理的態度較放任，雖然 Susan 表示自己

嘗試過許多外觀，對不同外觀的接受度也很高，但當研究者訪問哪種裝扮是

最能代表 Susan 自己的外觀，他思考了許久卻只能以片面的字詞描述，且前

後的回答並不一致。 

Susan:「我媽並沒有特別教我甚麼場合要怎麼穿，還蠻放任的。」

(Susan- 1) 

Susan:「我現在想要的外觀…恩…我想要頭髮長一點再染比較好

看，可能想可愛跟成熟兼具吧，不要太像小孩子，然後不要

太老氣。」(Susan- 5) 

Susan:「我想呈現的風格大概是簡潔但不是隨便」。(Susan- 10) 

「問：你認為裝扮這件事情對你來說重要嗎? 

Susan：重要..很重要。 

問：所以你的外觀呼應你甚麼特質? 

Susan：我不太知道怎麼回答。 

問：那你喜歡的服裝外觀，跟你自己想要傳遞的訊息是甚麼? 你

喜歡他(你的外觀)帶給人的甚麼訊息? 

Susan：玩樂的感覺。 

問：那你說得出來你之所以為你的特色嗎？ 

Susan：可以舉例嗎?好難喔，我想一想。」(Susa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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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主型 

民主型的態度介於放任和權威型的態度之間，採民主型態度的家長會給

子女較多外觀自我管理的空間，對於子女選擇的外觀會給予合宜的回饋，並

引導子女注意不同社會場域該有的規範或禮儀，也多以口頭的方式傳遞其對

外觀管理的期許，但仍然尊重子女的選擇，如 Eunice 的父母和 Andy 的母親

屬於此類型。 

Eunice:「我不喜歡穿裙子，爸媽知道後就沒有再買過裙子給我。他們

會讓我自己選擇我喜歡的衣服，但可能是我平時選擇的衣服都

太輕鬆，有時候要出門他們覺得我穿得太隨便，還是會提醒我

要換一套衣服再出門。」(Eunice- 4) 

 

Andy:「我媽從國中開始，就想讓我有自主的意見，高中的時候媽媽會

帶我去…買衣服，而且他會希望我私底下穿好看（帥）一點…可

是我都會跟他說，我覺得穿得舒服就好了，因為我的活動量很

大，不喜歡穿太憋的衣服。」(Andy-16) 

(三) 家長對子女外觀管理之教導方式 

研究者根據研究資料將家長對子女外觀管理之教導分為「直接介入」和

「口頭規勸」兩種方式，以下說明之： 

 1. 直接介入 

直接介入乃主動為子女添購衣服或主動提供實質的意見和幫助，或者是拒絕

為子女添購其想要的衣服。從受訪資料分析，研究者發現通常權威型的家庭教

育模式比較使用直接介入的方式，主動為子女添購衣服、提供意見或拒絕為子

女添購其不認可的衣服，並搭配口頭影響的方式說服子女接受其想法。。 

Tina:「我都跟我媽一起逛街，有時候我想買的衣服他都不太喜歡。因為我喜歡

挑一些比較鬆的新衣服，他可能覺得我比較矮，骨架又比較小，再穿寬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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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太像小孩子了，可能他覺得我也應該要少女一點了，就不想讓我買。」

(Tina-25)  

Peggy:「小時候都是阿嬤說什麼就做什麼，像是規定要綁一隻小小的馬尾，頭髮

留那麼長，還不能有留瀏海，因為老人家會說什麼蓋頭蓋面啊。」(Peggy-2) 

  2. 口頭規勸 

口頭規勸的影響方式，主要是在言語上不時提醒青少年家長對外觀管理的

態度與想法。有些受訪者的家長雖然不會實際介入子女的服飾裝扮，但在言

語上會時不時向子女勸說甚麼樣的外觀是得體或合適的外觀，一般而言，家

長有性別和年齡角色規範的價值態度，但從受訪資料發現口頭規勸的家長多

屬於尊重子女看法的家長，以不干預子女的選擇權為主。 

Melody:「我國中前原本是長髮，但我自己比較喜歡我短髮的樣子，所以我

國中以後到現在都是短頭髮。可是我就會媽會一直唸、一直唸，說女生

就是要長頭髮比較好看啦，可能因為我媽就是覺得年輕的女生應該留長

頭髮，他自己也是比較中年之後才剪短頭髮。」(Melody-18) 

 

Susan:「我媽會叫我挑鮮豔的衣服，因為他覺得這樣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或年輕之類的。我現在偶爾去買衣服就會看一下不同的顏色，如

果其他顏色也覺得不錯的話就會考慮。」(Susan-3) 

家庭的教育模式以及家長的外觀基模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子女外觀態度的

養成，但本研究發現男性家長與女性家長在子女外觀社會化的歷程所扮演的

角色不同。從訪談資料可以發現女性家長是導引子女服飾外觀管理與社會化

的主要角色，與文獻「母親對女兒的影響力特別大」有呼應之處(Levine, 

Smolak,& Hayden, 1994)，但本研究也發現親輩與祖輩在外觀管理的態度及

價值上有明顯差異，母親多以柔和的方式規勸、鼓勵，祖母則觀念保守又態

度嚴格。 

 



85 
 

二、 手足對個體外觀態度的養成 

家中長輩對子女外觀的價值態度是個體外觀基模建立的基礎，手足則是

個體外觀管理時的重要參考或諮詢者，且女性手足的直接影響力大於男性手

足，男性手足又以兄對弟的影響較大。 

受訪者 Helen 表示自己會給妹妹一些穿搭的建議，Peggy 也表示自己會幫哥

哥搭配衣服的款式，成為他外觀管理的協助者，「我哥的打扮都是我幫他的，

我挑衣服，他負責穿」(Peggy-9)。 

「問：你會和你妹妹一起討論外觀嗎，例如要怎麼穿衣服比較好看？ 

Helen：就是他不知道怎麼穿的時候，會給些建議。」(Helen-6) 

 

Sam 是家中獨子，自幼失怙，祖母是他的主要照顧者，對他的外觀管

理嚴格，認為男孩子的頭髮不能太長。雖然 Sam 表示自己從國小六年級

開始就對外觀有自己的ㄧ些看法，但因為不敢違背祖母，有很長的一段時

間都以三分頭為主要的髮型，一直等到大姊帶他去剪頭髮，才開始嘗試不

一樣的髮型，也比較有勇氣主動管理自我外觀，此外 Sam 的服飾外觀的

建議主要也是從姐姐而來。 

「問：剛開始不用穿制服，你用什麼方式去尋找要適合你的衣服？ 

Sam：其實都是姊姊。 

問：都是姊姊幫你挑的？ 

Sam：對，大部分。 

問：姊姊挑什麼，就穿什麼？ 

Sam：姊姊挑了，然後我會自己再去選。 

問：那有..通常都會接受，還是..沒有？ 

Sam：大部分我都會接受，我相信我姐姐。」(Sa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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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nn 表示自己從小崇拜哥哥，哥哥的興趣、外觀裝扮都深深地影響他，

Chester 也表示因為成長的過程一直看著哥哥的背影學習，自己的穿搭風格和

哥哥有點像。 

「問：你小時候會穿你哥哥的衣服嗎？ 

Flynn : 小時候太小，沒有什麼想法，通常他不穿的衣服會給我穿，

他的制服運動服什麼之類的，也都是我在穿。 

問：那長大以後，還會想要穿他的衣服嗎？ 

Flynn：長大喔？我覺得會。因為哥哥給我的感覺，他從小都在教我

ㄧ些數學啊，或是…然後我們也讀的都差不多系，就是我是製

圖科，他是機械科，然後我們從小都溺在一起，我覺得哥哥穿

的衣服給我穿，我可以接受，有一種崇拜哥哥的感覺。 

問：他喜歡的東西，你覺得會是你喜歡的嗎？ 

Flynn：他喜歡釣魚，我也喜歡釣魚，因為我們家有一個魚池。 

問：所以同樣在外觀方面，他選擇的外觀你也會同意嗎？ 

Flynn：會同意。」 (Flynn:49) 

三、 子女回應家庭規範與價值的策略 

隨著年齡成長，多數受訪者在進入青春期前後，開始對自己的外觀有更

多主體性的看法，此時可能會面臨到自己的外觀管理認知與長輩價值觀衝突

的窘境，因而必須自我調整，而調整的方式有主動的溝通和被動的配合，調

整後依個體自我外觀管理的行為可分為認同順從與反動兩種。家庭價值觀傳

承是當個體有自我管理外觀的行為能力時，表現出與家中長輩一致價值觀，

其含有兩種不同的動機，其ㄧ為發自內心的認同並且願意實踐家長傳承的價

值規範；其二是雖然不認同或仍處於認知衝突的心理狀態，但為了家庭和諧

或怯懼管教而選擇順從家長的要求。至於家庭價值觀反動策略則是不願意認

同家庭傳遞的價值觀，採取實際的改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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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同順從 

1. 衷心認同 

受訪者 Tina 的個性溫和，從小到大都是在母親（或哥哥/父親）陪同的場

合買衣服，Tina 的母親是他外觀管理的主要影響者，Tina 表示大學以前雖然

偶爾有外觀管理的想法會與母親相左，但絕大多數的時候他喜歡的服裝款式

或顏色都和母親的看法接近。又 Tina 的母親樂於接收親戚的二手衣物，所以

Tina 有一部分的衣物來自於親戚贈送，而 Tina 也傳承母親儉樸的價值觀，鮮

少主動添購衣物。 

「問：看你來你媽媽對有一些期望值，而你自己想要的外觀，好像也非常

呼應你媽媽的想法，就是稍微成熟一點，幹練一點，不要那麼小孩

子氣，感覺上面你所期望的，好像是跟你媽媽期望的是呼應的，我

們這樣了解是否正確？ 

Tina：恩(點頭)。我最在家中年紀最小，我堂、表姊有時候會留衣服給我，而

且是給一大包，我幾乎就是接收姊姊的衣服，所以也不太常買衣服。」

(Tina-26) 

受訪者 Andy 國中以前個性叛逆，但無意間看到父母失望的表情讓他重

新省思自己的行為背後的意義。在 Andy 國中被校方記小過事件後，父母對

他的管教方式逐漸放寬，高中時期雖然仍會反抗父母的管教，但父母已逐漸

朝民主尊重的教養方式，到了大學則完全尊重 Andy 的選擇與看法。父母的

態度轉變之後，Andy 的態度也跟著改變，不再以硬碰硬的方式回應父母的

教導，而是以主動溝通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外觀管理的想法。 

Andy:「國、高中的時候我有想過要刺青，但後來我跟家裡討論後就決

定不刺了。因為我爸把他以前舊的刺青亮出來，不過他的刺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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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是有洗掉啦，只是就有個疤痕在，他說我以後一定會後悔，

所以我就聽從他的建議。」(Andy-33) 

2. 被動配合 

受訪者 Wesley 和 Sam 是被動配合家長的例子，Wesley 受父親工作的影

響，認為襯衫的外觀給人帥氣可靠的感受，因此脫離制服規範後ㄧ直想自己

買襯衫，但因為父親堪穿則穿的儉樸價值觀認為家裡的襯衫很多，不需要再

花錢添購襯衫，而 Wesley 雖然覺得父親的襯衫不合身，但也沒多做堅持；

Sam 雖然會表達自己的感受，但其祖母的態度強勢，且怯於反抗權威，故選

擇順從。 

Wesley:「我其實蠻想要自己買襯衫的，但每次我要買我爸就會說

家裡一大堆之類的話，所以我就會去櫃子裡翻阿翻，找到

自己比較喜歡而且能穿的衣服，但因為我爸比較高，所以

他的襯衫都很大件。」(Wesley-10) 

 

「問：阿嬤管很嚴，阿嬤都管些什麼？ 

Sam：就是…頭髮都他決定。 

問：他幫你剪嗎？ 

Sam：他帶我去，但他會跟設計師說平頭。 

問：你有嘗試表達過嗎？ 

Sam：不太敢，因為阿嬤管很嚴。 

問：那你不喜歡平頭會有什麼方式？戴帽子嗎？還是？ 

Sam：就是…就是…有時候可能會叫阿嬤不要剪這麼短。 

問：恩，你會稍微這樣，那阿嬤怎麼說？ 

Sam：阿嬤就……他就覺得短好看，男生就應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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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喔！這是阿嬤的想法，那會因為這樣子跟阿嬤吵架嗎 

Sam：不會，我會很順著他。」(Sam-4) 

(二) 對抗與反動 

對抗與反動是個體跳脫了原本家庭帶給他的外觀價值態度，當個體有自

己管理外觀的行為能力時（包含決定能力、經濟能力等等），儘管知道家長

不贊同自己選擇的服飾外觀，依舊依照自己的期望(主體性)進行自己喜愛的

外觀管理。 

受訪者 Peggy 自幼父母離異，祖父母和姑姑是他的主要照顧者，祖母有

著強烈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外觀基模，認為女孩子的穿著應該中規中矩，但

Peggy 在國中對自己的外觀已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敢忤逆祖母，現在

Peggy 利用課餘在髮廊工作，Peggy 認為自己上班的場合為了讓客人對自己

有信心，一定要會打扮，有了自己的經濟來源後，Peggy 自我外觀管理的方

式已經不受祖母約束，起初祖母也不太能認同他上班的裝扮，但現在已經不

會排斥也逐漸接受。 

受訪者 Andy 在大學以前在母親的鼓勵下就嘗試過許多服飾外觀的經

驗，但愛運動的生活習慣讓 Andy 沒有依造母親「穿著好看」的期望，而是

選擇好活動、舒適與實用，衣著美學或是衣著是否個性化都不是首要的考慮

因素。 

Helen 身為長女，有兩個妹妹，國小的時候母親病逝，由父親和祖母負

責教養。Helen 表示祖母的觀念非常保守，就連在家裡也不能穿露手臂，或

裸露肌膚面積太多的衣服，且因為會接收遠親留下的衣服，平時祖母不太讓

Helen 三姐妹買衣服，為了不被祖母責罵，他們選擇以偷買的方式嘗試自己

想要的服飾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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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平常會穿太露的嗎？ 

Helen：不會，因為我們家有阿嬤一起住，所以我覺得在服裝上比較

保守，而且阿嬤不太讓我們買衣服，說有很多是親戚剩下的。 

問：拿親戚剩下的衣服？ 

Helen：嗯嗯嗯，不過是遠親，甚至還有姑姑，跟以前年代留下來的。 

問：那你會穿嗎？ 

Helen：不喜歡，就挑其中一兩件，可能還可以穿的。所以其實我們買

(想買的)衣服，都是自己偷偷買，甚至不太敢讓他發現」(Helen-5) 

總結以上，家長對自女外觀的態度與期望、家長引導方式及其他家人如

手足等，對受訪者的外觀社會化歷程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但家長對子女

外觀管理的態度也會隨著子女的成長而由權威逐漸放寬。子女面對與家長外

觀管理的要求時，會以認同順從或是對抗反動的方式應對家長的要求，但兩

者並沒有絕對的劃分界線，且可能同時存在個體的意識中，隨著個體發展的

脈絡，生命經驗的累積而逐漸發展自我外觀管理的價值與態度。 

 

第五節 學校對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影響 

家庭傳遞給子女的外觀價值態度，是個體最先接觸與外觀管理有關的訊

息，學校生活則為青少年服飾外觀社會化提供了知識學習的場域與同儕互動

的機會。中學時期的家政或是健康教育課程是學生認識身體、認識服飾外觀

的基礎課程，雖然各校依其升學規劃並非每一所國高中都能正常上家政課，

本研究的受訪者普遍都了解身體質數(BMI)的意義，也會注意體脂肪與身體

外間的關係。另外，中學時期的制服規範，個體對制服的態度以及同儕對穿

著制服的看法，會影響個體是否會進一步關注自我、身體與服飾外觀間的關

係。是以，本節將從受訪者對制服的觀點與如何穿制服的行為，討論中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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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每天穿制服對服飾外觀社會化的影響，以及中學後沒有制服規範下服飾外

觀的管理策略。 

一、制服規範對外觀管理的影響 

我國的制服規範不單只有限制學生的服飾外觀，還伴隨著服裝儀容的

規範。「與他人一樣」、「遵守規矩」、「不要多做變化」等集體主義的價值

觀，一來有利於學校管理學生，二來透過限制學生將時間花費在外觀裝扮

上的時間，提醒學生應專注於讀書的本分。不同學校服裝儀容規範的嚴謹

程度不盡相同，一般而言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嚴格，高中比國中寬鬆，但

不論公立或私立，國中或高中，台灣中學對外觀管理的規範整體都有放寬

的趨勢。許多受訪者表示自己剛升高中還有髮禁、鞋禁，但學弟妹進來之

後已經解除髮禁或鞋禁的限制，有些中學一周還有一天便服日。儘管服裝

儀容規範已逐漸放寬，中學生必須穿著制服仍是被台灣社會普遍認同的規

範，且基本上進出校門還必須穿著同套的制服或體育服，不能混合穿搭。 

制服是全校統一的服飾外觀，雖然有便利學生管理外觀的好處，但每

位受訪者均同意服裝儀容的規範使他們自主管理外觀的空間縮小，而且每

天穿著同樣的制服就可以出門，是造成學生缺乏思考服飾與自我外觀管理

的意義的原因之一。從受訪者的回應可以發現統一的制服外觀會削弱其外

觀管理的動機，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制服會讓他們「懶」得思考服飾

外觀，且大部分受訪者自我外觀管理都有延遲練習的現象。 

Susan:「我覺得大學以後越來越知道自己適合甚麼樣的衣服，因

為大學以前有制服就懶得思考啊！只是我們（台灣制服規

範）這樣的學習（外觀管理）很慢，都已經到大學以後才開

始學習服裝管理。」(Susan-13) 

學生被要求要有乾淨的服裝儀容，而非強調呼應自我的外觀，學校的制

服是學生面對各種社會場域的萬用裝，穿制服到各種場域沒有人會認為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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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體的外觀，也不會因此產生不良的社會互動。Flynn 在ㄧ次代表學校比賽

的經驗，看見其他選手穿著正式的西裝，但自己只穿著制服，詢問老師是否

要穿著西裝，當時 Flynn 的老師給予的回應傳遞了制服的價值信念。 

Flynn:「假設如果我有一天當上老師的話，我會跟我的老師ㄧ樣，比

賽或得名的時候跟我的學生說穿學校衣服就好，就不用另外去買

一套什麼西裝什麼的，太浪費了。」(Flynn-11) 

制服文化無形之間傳遞了華人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學生的本分是讀

書，不需要有呼應個人特色外觀的觀念。又國三和高三是中學階段課業壓力

最大的時期，多數受訪者表示在國三或高三面臨升學的時候，外觀管理的動

機更低，制服可以節省他們花在服飾管理的心力。中學之後沒有制服的限

制，許多受訪者表示高中升大學的寒暑假自己或者在家長的鼓勵下開始嘗試

不同的服飾外觀。換言之，有無制服規範是青少年外觀管理態度轉變的分水

嶺。 

Melody 很喜歡日式風格的服裝，覺得自己很適合大地色系的衣服，但談

論他在中學時期學習外觀管理的經驗，ㄧ直說自己很懶，有制服的時候雖然

會「想」，但沒有採取「行動」的動力，他雖然知道同學會修改制服，但他

覺得修改制服很麻煩，之後 Melody 在訪談回應表示：「因為不管怎麼修改制

服還是制服，所以覺得沒有修改的必要」，Melody 的例子是一個制服延後外

觀管理經驗的正面案例。Mandy、Flynn 和 Chaster 則是制服規範延後服飾外

觀學習經驗的反面實例，四位受訪者都表示自己在中學時期因為有制服，所

以平時購買的衣服不多，但升大學前的暑假開始買衣服的頻率比以前明顯提

升，且從外觀自我知覺曲線圖也可以發現高中升大學是大部分受訪者曲線斜

率陡增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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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之前有沒有嘗試過改善或是修改自己的服裝外觀？ 

Mandy：大學的時候才開始買衣服，因為我衣服很少，所以我在大學

第一個月我就開始買衣服，上禮拜才網購了 1000 多塊的衣

服。」(Mandy-24) 

台灣的制服規範不只有外觀管理學習延後的現象，也可能產生外觀知覺落

後的情形，受訪者 Helen、Tina 和 Wesley 在進入中學不久之後外觀自我知覺

曲線有持平甚至下降的狀態。 

Helen:「中學都是穿制服不會特別在意服飾外觀。」(Helen-2) 

 

Eunice:「高中其實也沒甚麼好在意的…因為都穿制服，而且我的朋

友圈全都是女生...基本上在女校大家穿著都非常隨便。大學開

始意識到平常穿的是甚麼樣子，我不知道怎麼說，但是感覺就

是跟國、高中比較起來會比較在意。」(Eunice-5) 

 

「問：你從甚麼時候開始會想要自己挑選衣服？ 

Wesley：上大學。 

問：上大學？ 

Wesley：我想…或許國中高中都有想過吧，可是覺得(有沒有自己挑

衣服)都沒差，反正又穿不太到。」(Wesley-10) 

受訪者 Susan 自國中接觸 closplay，對外觀的接受度大，且平時會主動學

習外觀管理的知識，但儘管如此 Susan 也表示服裝儀容的限制和升學壓力，

尤其高中就讀校風嚴謹的私立學校較專注於課業，讓他的日常穿著除制服之

外不做他想，且在角色扮演的次數也大幅減少，至今 Susan 已有十幾次以上

的「出角」經驗，但高中僅只出過一次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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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高中有舞會嗎？ 

Susan：我是私立的，沒有耶! 

問：除了 cosplay，你國、高中你有甚麼服裝嘗試的經驗嗎？ 

Susan：沒有耶。 

問：從國中以後你大概多久出一次角？ 

Susan：國中比較常，高中因為是私立的，所以只有一次。 

問：大學呢？ 

 Susan：稍為頻繁一點。 

問：那高中花在課業的程度是？ (1~10，10 分表示非常重視) 

Susan：高中我超認真的，大概是 10。 

問：那你大學呢？ 

Susan：大一上大概是 5，大一下大概是 6 或 6.5。」(Susan-19) 

除了制服的體制規範，服裝儀容規範的嚴謹程度也是減少受訪者外觀練習

機會的原因之一。服裝儀容規範嚴格的學校，學生可管理自我外觀的彈性較

小，曾經就讀私立學校的受訪者均同意在私立學校的環境花在裝扮的時間會自

然而然地減少，管理外觀的動機也較低。 

Andy:「我國中念私立學校，比較嚴厲…那時候還有…髮禁，男生

就是要頭髮不能蓋住耳朵…也不能留髮尾..瀏海也不能超過

眉毛，除了髮禁還有規定穿制服一定要穿皮鞋，不能穿自己

的外套，一定要穿學校的外套，但我國中的時候其實蠻想穿

得跟別人不一樣。」(Andy-10) 

雖然在服儀規範重視基本原則或寬鬆隨意的學校之學生，比在規範嚴

謹的學校者多了一些發揮的空間，但制服仍然是學生公認的共同服裝外

觀，學生實際學習制服以外的外觀練習機會並不多。完全遵守規矩穿著制

服的學生不會被認為奇怪或被排擠，但特別喜愛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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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則容易被貼上行為偏差的「壞學生」標籤。因此，在制服規範下，雖

然看似統一的服儀外觀，但個體穿著制服的方式無形之間也區分了學生的

類型。 

Wesley:「我高中校風十分開放，根本沒就制服的規範，甚至還有

人穿著夾腳拖到學校。但我主要還是穿制服為主，因為不穿

制服也不知道要穿什麼，而且到學校就是上課而已，不需要

特別打扮甚麼吧，也還是蠻多同學都穿制服阿。」(Wesley-17) 

 

Sam:「高中雖然有服裝儀容的規定，像襪子要腳踝上幾公分，可是

其實教官也只會抓那個..偏差行為比較嚴重的，像…染頭

髮。」(Sam-5) 

此外長期不需要思考外觀與情境間的關係，也可能是造成外觀學習延

後的原因，接近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示直接穿著不用思考服飾外觀的習慣

會延伸到大學，雖然大學已經沒有服裝儀容的規範，且受訪者也知覺外觀

之於社會活動的重要性，但覺得每天必須思考穿甚麼服裝很麻煩，因此有

受訪者例如 Mandy，Eunice 以及 Tina 曾經採取以 T-shirt、牛仔褲為主的外

觀管理方式。 

「問：你覺得大學不用穿制服，和國、高中穿制服的經驗有什麼不一

樣？ 

Sam：我覺得比較辛苦，因為要找穿甚麼衣服，我覺得要想今天要

穿甚麼衣服很難。」(Sam-13) 

 

Eunice:「大學和男生一起上課，剛開始還蠻不習慣的，而且大學

又沒有制服，每天要想穿甚麼還蠻困難的，因為覺得不能

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也不能穿得太隨便，這時候才開始

覺得衣服不夠穿。…我還蠻喜歡網購的，因為在電腦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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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和室友一起討論怎麼穿好看，也時候我無法選擇的

時候也會問他們哪一件比較適合我？我也會偷偷觀察他們

都怎麼穿衣服的。」(Eunice-7) 

綜合受訪者的經驗，研究發現制服規範確實會削弱受訪者外觀管理的動

機，也減少了受訪者學習外觀管理的經驗。在大學沒有制服規範的環境下，

青少年外觀管理的自主空間增大，每位受訪者都同意在大學時期服飾外觀在

社會互動的影響力會提升，如受訪者 Melody 和 Chaster 表示，大學開始嘗試

不同的服飾外觀之後，會開始思考自己和服裝外觀的關係。換言之，脫離制

服環境對青少年學習外觀管理是一股推力。 

Melody:「我覺得我越來越能找出自己喜歡甚麼樣的衣服，然後也

知道自己適合甚麼樣的衣服，可能和同學有關吧。因為高

中大概就知道自己喜歡甚麼…但是還是沒有很明確，然後

大學不用穿制服，而且買衣服的頻率比較高，就會去買自

己想穿的衣服，那可能我買的衣服都是類似的風格，那種

日系的風格，然後同學就會說我很適合穿這樣啊，或說我

看起來就是喜歡森林系的。我覺得蠻符合我的描述，就更

確定自己就是喜歡這種日系的風格，可能也是甜美、鄰家

女孩讓人很舒服的感覺。」(Melody-7) 

 

Chester:「高中讀男校，而且要穿制服，大家都亂穿。我到大學才

會比較在意外觀跟自己的關係。以前也是會在意一下，但根

本穿甚麼都沒差…，到大學才會有一些裝扮上..去打扮，就

是到大學才真的覺得裝扮和自己的人際啦、門面阿有那麼點

關係。所以我除非要練球，我不會穿運動服到學校。」

(Ches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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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制服規範對受訪者外觀社會化歷程的學習經驗可以從兩個層面

檢視，其中一個是服儀規範的內容本身，另一則是制服規範隱藏學業為重的

價值觀，學生穿制服是大家習以為常的規範，無形中影響青少年對外觀嘗試

的機會。受訪者在制服規範下外觀管理行為的發生明顯落後外觀知覺，且進

行外觀管理的動機也有被削弱的現象，有些受訪者甚至連外觀自我知覺還呈

現下降的情形，而脫離制服規範的環境後，日常之社會互動會提升受訪者體

認外觀與社會互動間的關係。 

二、 制服規範下的主體性 

雖然不同學校的服裝儀容規範不一樣，但整體而言中學生穿制服是台灣

社會普遍認同的文化，不同個性特質的受訪者應對學校制服規範的策略也不

太一樣。研究者將學生略分為兩類，分別是接受規範不花心思和無論如何就

是要有主體性。前者是十分適應制服規範，也認同制服帶來的便利性，後者

又可細分為隱晦展現型或積極彰顯型。隱晦展現主體性者有點類似

Kaiser(1997) 「點到為止」(touches)的行為模式，指個體會在規範之內創造

自己的獨特性；積極彰顯主體性者，會有比較明顯挑戰制服體制的行為，且

在制服規範下有可能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不過，以上的區分方式並非

侷限受訪者屬於哪一類型的學生，因為同一位受訪者可能在國中和高中對校

園的制服規範有不同的外觀管理策略。 

(一) 接受規範不花心思 

大部分遵守規範的受訪者個性比較溫和和順從，例如 Chaster、Tina 和

Melody，有些成長於權威環境的受訪者也是屬於遵守規範的學生，例如 Sam

以及 Wesley，不論在服裝儀容規定是否嚴格的學校，這類型的受訪者通常都

是遵循制服規範的學生，且認同制服提供個體無須思考外觀管理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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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規範的學生很容易在遵守制服規範的同時忽略服裝和自身的關係，

也不太重視外觀和社會互動的關係，例如 Chaster 和 Tina 的外觀自我知覺在

中學時期的分數都偏低。但這不表示所有遵守制服規範的受訪者對外觀在乎

的程度低，也有些遵守制服規範的學生是在思考過後覺得修改制服的機會成

本高（並沒有比較好看，又要冒著可能被抓到的風險），才選擇不修改制

服，且因為沒有實際的嘗試經驗，多用想像的方式做為外觀管理的策略，這

類經過思考而決定遵守制服規範的個體，反而是很清楚自我與外觀之間的關

係。 

Melody:「高中比較自由，但我還是不會修改制服，雖然很多人都

會改！有些人會綁腿阿、修甚麼褲管之類的那種，或穿便

服。但我不會(修改制服)，因為我覺得改制服也沒有比較好

看，真得要穿就穿自己喜歡的衣服，可是在學校再麼樣穿便

服，其實也都是 T-shirt，但我喜歡那種森林系的衣服，在學

校穿感覺蠻奇怪的。」(Melody-2) 

 

Wesley:「高中課業還蠻壓力還蠻大的，所以我幾乎沒有辦法思考我

要穿甚麼，覺得穿制服還蠻方便的，我的制服都是穿了一個禮

拜，主要就換內衣而已。」(Wesley-17) 

 

「問：你在學校是屬於那種會遵守規矩乖乖穿制服的學生嗎？ 

Susan：我還蠻乖的。 

問：你會在制服上面或是頭髮上面做一點甚麼樣的不一樣嗎？ 

Susan：因為我們有髮禁，所以好像也還好。」(Susan-19) 

 



99 
 

(二) 無論如何就是要有主體性 

1. 隱晦型 

大部分的受訪者多以隱晦型的外觀管理策略做主體性的展現，他們遊走

於規範的邊緣，表面上看起來與遵守制服規範的學生無異，但其實掀起褲管

可能有不合格的襪子，或修改過的褲子等等，根據訪談資料顯示，這類型的

學生背後有兩種可能的動機，ㄧ為在制服的規範下想管理自己的外觀，二則

是為了得到團體的認同而跟從同儕的做法。 

第一種在制服規範下想管理自我外觀的受訪者，會思考自己的外觀與團

體的規範的關係，且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所呈現的外觀，而透過修改制服等

達到修飾身型的目的，或在制服規範模糊的細節依自己喜歡的元素展現自

我，而這些細節可能是髮型或鞋子的顏色、款式等等。 

Mandy:「我基本上蠻遵守制服規範的，但我會在衣服上面綁鞋帶，

這樣就不用紮衣服，我覺得衣服紮進去不好看，身體的比例變

得很奇怪。我國中頭髮很短，但我高中就開始留長頭髮了，可

能少女心吧！就想 Lady 一點。」(Mandy-12) 

另一種為了得到團體的認同而選擇此策略的受訪者，並非真的覺得修改

的制服比較好看，也不是真的想挑戰制服規範，而只是想藉由和同學一樣的

行為得到同儕的認同。這ㄧ類型的受訪者在外觀管理的行為容易受同儕影

響，可能會表現出從眾或追求流行的外觀管理行為，但並非是因為這類型的

個體缺少自己的想法，而是這樣的策略可視為受訪者探索自我、外觀與團體

規範的過程。Andy 的個性特質其實是接受挑戰的、好競爭的和有見解的，

但在他人眼中的 Andy 其實是溫暖的、溫和的、親切的，而從訪談的過程和

Andy 參加的系籃可以感覺出 Andy 十分注重團隊和諧，也願意為了團體放下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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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學校規定我們一定要穿學校的外套，但我們都穿自己的外

套，還有我們會把褲子的褲管會摺起來，變成像束箍那樣，還

有些會改褲子，把褲子改得比較憋一點，但不管怎麼改其實都

還是在制服的那些元素裡面去組合就對了。」(Andy-11) 

 

Eunice:「我比較喜歡穿褲子，就是不喜歡裙子，國中沒有規定女生

要穿裙子，但是高中有，所以夏天要穿制服裙子的時候我裡

面都會再穿運動褲，然後一進校門就脫掉裙子，而且大家幾

乎都這樣。」 (Eunice-4) 

2. 彰顯型 

彰顯型的受訪者可能會表現出強烈挑戰制服規範的態度，這類型的受訪

者表示自己在成長的過程因為外觀在穿著制服的環境特別顯眼，容易被校方

或師長貼上「壞學生」的標籤。實際上，這類型的受訪者可能是以彰顯自我

外觀的方式，從他人（尤其同儕）對自己的回應找尋自己的定位。 

Andy:「國中、高中我就會做一些違反校規的事，可能那時比較叛

逆，也可能是想要獲得同儕的認同。不過高中的時候我會比

較強烈地想打扮得跟學校不一樣，可能覺得大家都穿一樣無

聊，而且會想要走輕鬆路線，穿得也比較隨便….就是跟制服

規定的不太一樣，因為我覺得制服太繃不方便活動，但我的

活動量又很大。」(Andy- 5) 

 

Mandy:「高中就算制服日我們也會偷穿便服，就是進出校門穿著制

服，因為我們會算好，他(教官)一學期抓一次，而且抓到一次

也不會怎樣，頂多被記警告而已，被記也沒關係，再消就好。

我人生有一支警告，就是因為穿便服被記。」(Mand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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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Peggy 表示雖然國中開始有制服的規範，但他就是要把自己打扮

的漂漂亮亮，還沒有解除髮禁的時候他就開始染頭髮了，戴放大片，穿不合

學校規定的襪子。Peggy 表示學校老師認為他很像太妹，時不時冷嘲熱諷他

不讀書來學校幹嘛，但同學覺得他很大膽，因此在同儕之間反而結交了不少

朋友。老師以及同學對他的態度，讓他思考團體規範與自己外觀的關係。

Peggy 表示這並不是短時間就能回答自己的答案，但一直到他讀技職體系，

參加建教合作的經驗後，他覺得把自己打扮的漂亮在工作場所反而有加分的

效果，因此覺得國中愛打扮的自己並沒有有甚麼不恰當。 

三、 同儕與服飾外觀知覺及管理 

學生都在同儕的互動經驗中學習團體規範與自我外觀的關係。青少年對

管理自我外觀開始有自己的想法，且會不自覺地與他人進行比較，其中學校

同儕和同儕之間所接觸的媒體或流行文化是這引起青少年關注外觀的關鍵。

本研究結果與 Gillivray 等人(1997)的研究結果一致，Gillivray 等人的研究證

實青少年在服裝搭配上開始有更多自主意識，透過同儕互動或參與其他有組

織的社交活動中，個體會學習團體規範和社會文化價值等抽象概念，也從中

開始發展自己的外觀基模，本研究的 12 位受訪者均表示會從同儕對自我外

觀的回應接獲他人對自己的看法。 

(一) 負向回應 

同儕的負向回應是引起個體思考自我服飾外觀與人際互動之間關係的關

鍵，而本研究發現同儕的負向回應除了可能提個體者對自我服飾外觀的覺察

力，也可能協助個體思考服飾外觀要如何合乎其年齡、身分或角色等社會期

待。 

受訪者 Mandy 和姐姐有很多擔任志工參加營隊的經驗，家中累積不少參

加營隊的營服，Mandy 表示剛上大學的時候覺得每天上課前思考穿甚麼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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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麻煩，所以曾經連續每天都穿黃色的營服。雖然 Mandy 強調他是有很多

件類似的衣服，每天真的都是穿不同件黃色的營服，卻因此被同學開玩笑的

說他沒洗澡或沒洗衣服，而這樣的經驗讓 Mandy 發展出外觀管理的策略以

乾淨整潔為主，但每天至少更換不一樣顏色的衣服，以免他人誤會。受訪者

Eunice 也曾經因為被同學開玩笑的說為何他都穿同一件 T-shirt 而不再穿那件

衣服，因此在他的觀念裡，「不能在短時間內，穿同一件衣服太多次」，這樣

的想法是促使他添購新衣的理由。 

「問：有沒有服飾外觀相關的負向經驗，或是很棒的正面經驗？ 

Eunice：恩，差不多，有一陣子會穿某一件 T-shirt，然後我就是覺

得..我明明就覺得還 OK 啊，人家就會覺得，你最近怎麼一直

穿這件，然後那種..之類的。 

問：然後那時候，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Eunice：那時候是高中，後來我就真的比較沒有穿那件衣服。 

問：那它會影響，你覺得這個經驗有影響到你什麼嗎 

Eunice：恩，就是（停頓）感覺就比較像是..我後來就會比較開始注

意..就是 T-shirt 還是有分不同種，不能太常穿同一件衣服。」

(Eunice-15) 

男性受訪者 Flynn 也有類似的經驗，Flynn 表示高中曾經很喜歡ㄧ件父

親留給他 Polo 衫，但因為同儕負面回饋的經驗讓他一直到大學才再穿那件

自己原本很喜歡的 Polo 衫。 

「Flynn: 我覺得我之前還滿喜歡 polo 衫的，比較能夠像男人一點這

樣子，所以如果可能是(周)一到(周)日我都會穿 polo 衫。但

是，但是我在高中或是國中穿的時候，別人覺得你穿這太老

氣了，後來我有一段時間討厭 polo 衫。 

問：ok~所你那時候你就穿什麼？一般 T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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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nn：對阿，一般 T shirt 就好。富：但是我在高中的時候，大學的

時候我就覺得 polo 衫像又回到我那種喜歡的感覺。然後又就

是穿著以前那種的 polo 衫，然後來出去玩啦。 

問：那這次 polo 衫所得到的他人回應呢？ 

Flynn：沒有什麼回饋。現在就覺得長大了，所以穿起來就適合了這

樣子，適合這時候的年齡。」(Flynn-17) 

受訪者 Wesely 的父親是業務，他表示自己小時候看著父親的穿著打扮

就有身分或角色規範的觀念，而且小時後參加各種表演活動的時候，也都

會穿得特別不一樣，所以很能接受外觀會隨著角色轉換而轉換，但仍然需

要學習外觀如何配合身分或角色的轉換。Wesely 曾經擔任高中謝師宴的節

目主持人，因為有身分角色必須與服飾外觀一致的觀念，他想說台上與台

下角色的轉換需要有不一樣的裝扮，因此特地在 T-shirt 外披上西裝外套，

但反而被同學說在西裝外套裡面不應該穿 T-shirt。 

(二) 正向感受 

 除了負面的回應，同儕正面的回饋也會帶給個體正向的感受，而影響個

體外觀管理的行為。受訪者 Susan 曾經在高中的時候不經意剪了超短的髮

型，同儕的回應讓他覺得自己其實也蠻適合帥氣的外觀，他在高中挑選服飾

外觀的時候，會為了配合帥氣短髮會避開挑選可愛的衣服。 

「Susan：我去剪頭髮，我跟他說我要剪短一點，其實我只是想修一

下，結果我就睡著了，醒過來之後就變成男生頭。 

問：那時候你的感覺呢？ 

Susan：嗯……也是滿酷的。 

問：也是滿酷的喔？你沒有很生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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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就還好呀!因為反正都已經變成這樣了，也不能怎樣。然後

我就變成我們班最帥的人(雖然班上有男生)，他們(同學)都說

我很帥，比我們班男生還帥! 

………........ 

問：那你有想藉由衣服讓自己變成甚麼樣子嗎？ 

Susan：高中好像比較會有，國中就還好。 

問：喔~所以你國中還懵懵懂懂的，那高中是希望甚麼？ 

Susan：高中是…好像是希望可以……(長思考)帥氣一點。因為那陣

子剪短頭髮，看衣服就覺得…不能穿那麼可愛的，就是覺得要

稍微帥氣一點。」(Susan-5)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服飾興趣受同儕影響，且個體會有想與同儕相近

服飾外觀或裝扮的現象，而這種現象背後的動機是為了尋求同儕認同與獲

得歸屬感，與蕭承傑等人（2007）提出華人穿著服飾會考慮「面子」而避免撞

衫的心態不大相符。 

Susan：「因為我們都很喜歡那件衣服，而且我們感情又不錯，所

以不會排斥跟對方穿一樣的衣服。」(Susan-14) 

 

Melody：「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所以就跟著朋友逛街，

也許是同學比較知道要買甚麼，就會去特定一家店，後來我

發現自己也蠻喜歡那家店的衣服。」(Melody-16) 

(三) 異性同儕的影響 

 除了同儕直接的回應會影響個體外觀自我知覺，進而改變個體外觀管理

的策略，異性同儕對個體外觀的影響甚至不需要言語的回應，就能直接提升

個體覺察自我外觀的覺察力。12 位受訪者均表示，有異性在的場合不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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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醒就會特別注意自己的裝扮。例如受訪者 Mandy 在國中時因為男女合

校和高中單純女校的環境，對制服的裙子就有不同的感受；受訪者 Chester

在中學時期外觀自我知覺的分數都在 5 以下，但到了大學突然提升，Chester

表示自己ㄧ直以來就讀男校，之前並不覺得服飾外觀有特別需要不一樣的地

方，但大學時有女生他才開始注意自己的裝扮，如果高中就讀男女合校可能

會更早關注自己的外觀；而受訪者 Helen 則說自己開始在乎外觀是因為有喜

歡的人。 

Mandy:「國中制服有裙子，可是我很不喜歡，因為國中是男女合校

覺得很不方便；到高中後都是女校比較放得開，就沒有那麼在

意，而且還覺得穿裙子不錯，因為穿裙子腳盤腿坐比較不會

緊，還可以搧風。」(Mandy-20) 

 

Chester:「如果在國中或高中讀的是男女合校，那時我就多少會比

較在乎自己的外觀…高中讀的是男生學校，都是男生嘛，就

是不太需要特別去裝扮，大家也不會說甚麼…有異性的時候

(大學)，就可能會穿得比較…就是正式一點，看起來比較乾

淨一點…比較…看起來有在乎打扮一點。」(Chester-14) 

 

「問：為什麼四年級以後你會開始在乎？(根據外觀自我知覺圖) 

Helen：我覺得那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女生。 

   問：之後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女生？（笑聲） 

Helen：可能因為開始會有喜歡的人，對，不然以前其實滿小霸王，就

是有點野野的。」(Hele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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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同儕前維持外觀一致性 

個體外觀自我知覺之萌芽時期主要以認知或心境的轉變為主，但往

往因為自己在同儕面前已建立了既定的形象，反而讓受訪者面臨一種

「想改變，卻不好一下子改變，只好維持現狀」的窘迫狀態，也就是認

知與行為之間無法在短時間達成一致，而環境或隸屬團體的變動，是促

成外觀管理行為改變的重要因素，換言之，與同儕間的互動中，同儕會

影響外觀管理的知覺與行動，某些時候個體可能因為同儕的回應而採取

行動(如前兩段的例子)，帶來了許多改變，但其實同儕回應也可能是讓

個體外觀管理行動延遲的原因之一，離開舊有的同儕團體會引發個體重

新審視自我的服飾外觀。 

受訪者 Mandy 表示剛開始有想要改變外觀的感覺剛萌芽時，先是有

想法上的轉變，但因為自己以經在同儕面前建立了既定的形象，而不願意

改變原先既定的形象，故選擇到一個新的環境才有外觀轉變的管理行動，

由此可以看出個體在認知上已感受到外觀呈現對團體互動的影響力。 

Mandy:「我國中是有想要改變留長髮啦…可是.. 因為平常就是覺

得自己 Man，如果跟同學說要留長髮，感覺就顯露我的少

女心，可是我又不想在很 Man 的外表下顯露，然後就剛好

剛好又要升高中，是一個新環境，就等到高中才留長頭

髮。因為了一個新環境，就可以換一個形象，沒有人知道

我以前是甚麼樣子。」(Mandy-16) 

四、 中學後的外觀管理策略 

在沒有制服規範的大學，受訪者都同意服飾外觀會影響自己的社交活

動，當開始在乎自己的服飾外觀的時候，半數以上的受訪者都有衣服不夠

穿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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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上大學之後才會面臨到就是上學要穿怎麼穿衣服這個問題，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的衣服不夠，需要買一些衣服。」(Wesley-2) 

多數受訪者雖然承認自己中學時期外觀管理的經驗並不豐富，但研究者

從訪談中發現多數受訪者已經具備自己的外觀基模的雛形，換言之受訪者有

自己管理外觀的策略，而研究者將受訪者管理自我外觀的策略初略分為「積

極嘗試」和「被動學習」類型；前者服飾興趣高，外觀管理的動機也較強

烈，後者服飾興趣較低，外觀管理的動機也較薄弱。 

(一) 積極嘗試 

外觀管理策略為積極嘗試的受訪者會參與以人際、團體為主要取向的活

動，且這類型的受訪者服飾興趣高，外觀管理的動機也較強烈。 

受訪者 Susan 屬於積極嘗試的類型代表，升大學之後他花在課業的精力

或時間大幅降低，轉而投入課外或社團活動。Susan 認為裝扮對他是很重要

的事，且也會主動尋求外觀相關知識，尋找自己合適的外觀，雖然他清楚染

頭髮是傷害健康的行為，但他認為自己應該要把握出社會之前的大學階段嘗

試自己喜歡的外觀。 

「Susan：我大一有染頭髮，大一上是咖啡色，大一下是酒紅色。 

問：這個經驗帶給你甚麼感受？ 

Susan：就是自己看到了會比較開心。 

問：你剛有提到健康，那健康的角度出發，染頭髮其實是對身體 

健康是傷害的，你如何看待這件事？ 

Susan：(笑) 因為我覺得染頭髮這件事就是要趁大學年輕的時候，想

染甚麼顏色就趕快去染，畢竟出社會後你總不能一頭五顏六色的

頭髮，而且現在不染以後會有點小後悔或是小遺憾這樣子。 

問：所以意思就是說染頭髮對你而言是一種對自我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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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嗯。(點頭) 

問：那在這嘗試的過程你覺得有甚麼感想呢？ 

Susan：感想？很多人看到都會說很好看、很特別，然後我(聽到)會覺

得很開心，因為他們看到了。 

問：你剛說你在裝扮的程度，一般日常你給的分數大概是 8，那如果

你花在課業的程度呢？ 

Susan：你說大學嗎？我高中超認真的。 

問：嗯；嗯，哪高中花在課業的程度是？ 

Susan：高中大概是 10。 

問：那你大學呢？ 

Susan：哈哈哈，大一上大概是 5 或 6，大一下大概是 6 或 6.5。 

問：那參加活動或社團的程度呢？ 

Susan：8 吧。 

問：那你高中有甚麼課外活動呢？ 

Susan：幾乎沒有。 

問：那我想要請問一下，你參加這些課外活動和你裝扮兩個分數差不

多，你自己覺得有甚麼關聯嗎？ 

Susan：課外活動基本上是和一群興趣差不多的人一起，我覺得會想要

比較特別一點吧! 因為我們這種性質的社團(動漫社)本身就蠻特

別的，大家雖然都喜歡同樣的事，但你會發現每個人都很特別。 

問：獨特性很明顯。 

Susan：對，獨特性真的很明顯，所以我在打扮上也想要特別一點。 

問：所以就是去參加社團的時候會和一般的時候不太一樣，一定會和

來上課的時候不太一樣。 

Susan：對 (點頭。大笑)。」(Susan-14) 

 



109 
 

受訪者 Melody 不只是單車社的社長，也參與系學會的許多活動，從訪談邀

約的過程可以感受到 Melody 的熱心。Melody 表示自己高中開始就會思考自己

適合甚麼樣的服飾外觀，但受限於制服規範到大學才更積極嘗試和接觸自己喜

歡的服飾外觀，如今已經大致能掌握適合自己的風格。 

Melody:「逛街看衣服的時候，就覺得這個好像太成熟了（笑），然後之

類的，或者是看一些雜誌的時候就會覺得哦～我喜歡這個風格。

不然就是逛百貨公司或是逛街，看到這家店我還蠻喜歡的，然後

就會到上網查一下這家服飾店的型錄。」(Melody-7) 

(二) 被動學習 

被動學習服飾外觀管理的受訪者表現出來的態度與積極嘗試類型的受訪

者稍微相反，這類型的受訪者比較重視課業、知識、技能等學習，因此願意

投入學習外觀管理相關知識的精力與時間較少，其服飾興趣較低，外觀管理

的動機也較薄弱。 

Flynn 是高職體系直升大學的技優生，雖然 Flynn 表示從中學開始就會

主動注意他人的服飾外觀，也同意大學後自我的服飾外觀會影響自己的社會

互動，但目前 Flynn 表示在外觀管理與學習目前最多只願意花到 6 分，全部

的重心仍然以課業為主，且給予課業的分數為滿分 10 分。而在經濟、時間

等有限的情況下，Flynn 也發展出適合自己的購衣策略，以嘗試自己之前沒

穿過的款式優先，再來會選擇明亮的藍色，且以實用為首要考慮因素，訪談

當時為冬天，所以 Flynn 指稱的實用因素多與保暖有關，以下是 Flynn 以訪

談摘要回應自己對外觀管理以及課業的看法。 

「我真的重心都還是放在正式課業的學習，我上大學的目的是增進自己

的技術吧。為了迎合自己的期待，加上我是技優生，在很重的機電系

上，我一直很努力的讀書，就是為了自己的『初衷』，這就是我讓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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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的原因，只有考上老師，我才更有機會影響更多小孩子，讓他們知

道社會殘酷與現實，如果想競爭就先從讀書開始。」 

「問：你自己說過服裝外觀很重要？ 

Flynn：對阿，是很重要沒錯，但是我覺得課業更重要。 

問：課業比較重要？所以如果有非正式的學習機會你會忽略嗎？ 

Flynn：我會先忽略它。 

問：但是你會不會像說要搭配服裝來代表你的特質嗎？ 

Flynn：現階段還不會。」(Flynn:28) 

除了依積極嘗試和被動學習區分受訪者外觀管理的類型，本研究發現有

些受訪者並非不願意學習外觀管理，而是對服飾外觀的敏感度不高。根據基

模理論(Schema Theory) 個體可以將各種事物和自己的認知基模結合，而基

模建構者(schematics)和非基模建構者(aschematics) 是個體特質的ㄧ部分，有

些個體自然而然就能將任何事物與自己的外觀做連結，稱做外觀基模建構者

(appearance self-schematics)，然而有些個體則相反，對屬於對外觀敏感程度

較低的類型，稱之非外觀基模建構者(appearance self-aschematics)；(Markus, 

Hamill, & Sentis, 1987; Jung,& Lee, 2006)。 

本研究雖然沒有設計量表來區分外觀基模建構者和非外觀基模建構者，

然而從訪談的過程以及研究者對受訪者服飾外觀的觀察，有些受訪者在選擇

服裝照片或在述說自己挑選服裝和對自己外貌的感受並不強烈，例如 Eunice

認為自己不擅長觀察他人外觀的變化，「如果是穿衣服的風格改變我可能還

看得出來，但是如果是那種..剪頭髮阿..或者是今天畫了什麼眉毛或妝之類

的，我就沒有辦法，或是看室友時常網購好像很方便，但自己網購的時候就

發現太多衣服了，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差別。」(Euni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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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與結論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研究討論」，統整第四章的研究分析與結果並回答

研究問題；第二節「研究結論」，將總結本研究的發現以及貢獻；第三節「研究

限制與建議」，將檢討本研未臻完善之處，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實務工作和實

務的建議；第四節「研究者反思」，將從研究者的角度檢討自身與本研究的關

係。 

第一節 研究討論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探討台灣青少年在制服文化下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經

驗，經檢視分析 12 份訪談資料後，現針對研究問題提出討論。 

一、在制服文化下，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中自我概念與外觀展現有何

關係？ 

(一) 外觀社會化的歷程 

符號互動理論學者史東(Stone, 1965)曾提出外觀社會化歷程，認為外觀

的知覺與管理會隨著個體社會化的過程逐漸發展，經歷「由父母指定的前玩

耍」、「開始自主選擇服飾的玩耍」，到「運用服飾外觀展現自己的遊戲」三

階段，且三階段沒有明顯區分的界線，會隨著生命進程反覆出現在不同的人

生階段。許多學者也認同個體在外觀社會化的歷程會與他人進行雙向協商，

也會與自己進行內在對話(Greekmore,1974; Davis, 1985; Cosbey, 2001)，而從他

人對自我外觀的回應接獲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也會進一步回應自我知覺與認

同(Cooley,1902; Goffman,1959)。 

本研究 12 位受訪者外觀社會化的歷程可分為三個時期為「萌芽時期」、 

「探索時期」和「穩定時期」，三時期沒有明顯區分的界線，且前兩個時期

互相影響，故將之合併為「萌芽探索時期」。萌芽探索時期類似史東外觀社

會化歷程的玩耍階段，穩定時期則類似史東的遊戲階段，且這兩時期與史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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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階段一樣會因著個體的身分或角色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而反覆出現在

人生的不同階段。本研究結果呼應自我概念的發展會影響兩時期的前進，但

受制服規範的限制，外觀社會化歷程與自我概念發展的時程結合有落後的現

象。 

過去學者認為青少年常有想像觀眾的錯覺，使青少年覺得自己彷彿在舞

台上表演般隨時隨地受人在關注，因而會特別在意他者對自己的回應或評

價，相對的在公我意識以及外觀自我知覺的敏銳度也會提高 (Elkind,1967; 

Elkind,1978; Gillivray, Sweeney, & Jeannette, 1997; Seidah& Bouffard, 2007; 江

南發，2003)，而本研究 12 位受訪者在進入青春期前後外觀自我知覺的分數

都有明顯升高的情形，與文獻呼應。不過在制服文化下，本研究發現受訪者

外觀知覺與管理行為的轉變多出現在沒有制服規範的大學時期，家長對子女

外觀管理的態度也在大學之後有所轉變。 

(二) 自我與服飾外觀社會化 

受訪者的外觀社會化歷程和受訪者的自我概念發展是交互影響，且個體

的外觀與自我概念會隨著生命經驗的累積互相趨近。換言之，在外觀社會化

歷程中服飾與自我的相似性會越來越高。不過在制服規範下，本研究發現外

觀社會化歷程和自我概念的發展不是同時並進，個體的自我概念幾乎是隨著

個體的生命經驗持續發展，並沒有所謂延後或停滯的現象，然而受訪者對自

我外觀的知覺和外觀管理的動機在制服規範下則有延後或削弱的現象，個體

對外觀的重視程度似乎要在特定的情境或脫離穿著制服的環境之後才明顯提

升，而外觀的社會化歷程會不斷地跟上受訪者自我概念的發展。依本研究資

料，萌芽時期間個體會經歷認知態度的轉變，探索時期間個體會摸索並採取

初步的行動來驗證或修正自己對外觀新產生的想法，而穩定時期間個體達到

一種接近「我衣如我是」外觀，也就是能依據不同場域，穿出與自己合適的

服飾外觀，且感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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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點類似個體，包含了客體我與主體我，在精神我、社會我與物質我

之間不斷地對話的過程，而自我概念就在這過程中逐漸發展，又萌芽探索時

期與穩定時期並沒有明顯的界線，就好比客體我與主體我之間沒有明確的界

線。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期望自己的服飾外觀能具備自己的風格，且受訪

者選擇的服飾外觀與其個性特質相呼應，且受訪者外觀管理的策略也和受訪

者的自我概念相關。在社會化的歷程中受訪者會逐漸清楚自己期待外觀的樣

貌，而受訪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外觀與理想我外觀的差距會影響受訪者的自我

概念。自我概念愈清楚的受訪者，愈容易找出合適的外觀管理策略，或適合

自己的服飾外觀。換言之，自我概念愈清楚的個體，在外觀社會化的過程處

於萌芽探索的時期愈短，愈早進入穩定時期的狀態，而本研究結果支持過去

文獻自我身分認同是青少年在環境變動下是否具有面對挑戰的關鍵(Ungaret 

al, 2007)。 

二、在外觀社會化的歷程中，引發青少年重視自我外觀的動機為何？ 

家庭和學校是青少年的主要社會化場域，由家庭和學校延伸的生活經驗

會直接影響青少年對外觀的知覺與管理的動機(Pike & Rodin, 1991; Moreno & 

Thelen, 1993; Thelen & Cormier, 1995; Benedikt, Wertheim, & Love,1998; Ogle & 

Damhorst, 2000, 2003；Evans, Rich, & Holroyd, 2004; Gillen & Lefkowitz, 

2009)。綜合 12 位受訪者在不同場域的生活經驗，將個體重視自我外觀的動

機歸為三點，分別為團體歸屬、自我期待和社會期待。 

(一)團體歸屬 

本研究發現同儕的認同是青少年獲得團體歸屬感的來源，裝扮是團體的

外觀符號，同一個團體的個體有著相似的外觀，且同儕的回應會影響個體外

觀知覺與管理的態度，而個體會為了融入團體或維持他人面前一致的形象而

調整外觀管理的策略。本研究結果與過去文獻說人們傾向與自己裝扮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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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往(Buckley, & Roach‚ 1974)，以及青少年會從同儕互動中學習團體規範

和社會文化價值等抽象概念，並從中開始發展自己的價值信念(Gillivray, 

Sweeney,& Jeannette, 1997)一致。 

同儕之間的互動和受訪者日常生活中的興趣與愛好常是引發外觀嘗試的

動機，有時候流行文化或傳播媒體的訊息會透過同儕之間的互動以間接的方

式影響個體對外觀的價值態度，與Gillen和Lefkowitz (2009)的研究結果同儕

和媒體是引起青少年關注外觀訊息的主要來源，青少年接收的訊息也證實會

影響他們看待自我外觀的態度呼應。 

 (二)自我期待 

社會比較是在沒有客觀定義或標準的情況下，以他人做為自己參考的尺

度，舉凡媒體的人物素材、生活周遭的師長、同學，或者是家中長輩、手足

都可能是個體進行社會比較的對象。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會無形之中與他者進

行社會比較，且比較後可能會產生認知的轉變，包括心境轉大人或外觀自我

知覺的轉變，而隨著心境或外觀自我知覺的轉變，個體會逐漸建立起自我的

外觀基模，且對自我外觀期待的形象也會愈來愈清楚。 

心境轉大人是指個體外觀社會化的歷程會經歷ㄧ段「女孩轉女人」或

「男孩轉男人」的過程，本研究發現這樣心境的轉變多與受訪者父母的身

教。男性受訪者可能會參考父親或哥哥的形象而期待成為有責任感的人，而

這樣的期待反映出多會反映出穩重、威武等外觀形象；女性受訪者則受母親

的影響，而期待具有母親慈愛和賢慧的形象，而這樣的期待會反映出成熟、

氣質女性的外觀。此外，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期待的理想我外觀可能也與其所

接觸的媒體訊息有關，且個體理想外觀的楷模可能是偶像明星、虛擬的小說

人物或網拍模特兒等等，而 12 位受訪者期待的外觀明顯符合性別框架下

「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的外觀，這支持文獻提出兩性在特質及外觀上的分

化透過傳播媒體又更加根深蒂固的說法(Kaiser, 1997)。 

(三) 社會期待 

 



115 
 

社會期待就像一個無形的框架規範著個體的行為，個體在外觀社會化的

歷程也會為了合乎社會期待而調整或修飾自己呈現給他人外在的視覺意象。

個體可能從家庭、學校或媒體等各種管道學習何為符合社會期待的外觀，以

及理自我的外觀和社會互動的關係。 

本研究將引起受訪者重視外觀的社會期待分為性別的社會期待、年齡的

社會期待和角色的社會期待，而個體為了合乎這三種社會期待，會表現出合

乎性別規範的外觀(Gender Proper)，合乎年齡規範的外觀(Age Proper)，和合

乎角色規範的外觀 (Role Proper)。 

1. 合乎性別規範的外觀 

為了表現出合乎性別的外觀，不同性別在外觀知覺與管理的影響也不一

樣，男性受訪者在乎身體機能的時期，例如身高、肌肉之間的協調度，而女

性在乎外在的吸引力，例如瘦、腰身，且當受訪者意識到有異性同在的場

合，或者意識到自己有喜歡的人的時候，會更在乎自己的外觀，支持過去文

獻提出個體的身體外觀越合乎異性認為的性感或陽剛，個體的自我概念越佳

的說法(Lerner, Orlos, & Knapp, 1976)。 

2. 合乎年齡規範的外觀 

本研究發現為了呈現與自我年齡合宜的外觀，是引起受訪者關注外觀的

動機，整體而言青少年被認為應該要具有活力、精神的外觀，不過研究發現

女性受訪者比較會被要求在合適的年紀有合適的外觀，例如女孩會被期待

「小公主」的外觀，青少女比青少男被期待具有「少」女的外觀。 

3. 合乎角色規範的外觀 

不同的角色被社會賦予不同的期待，而服飾外觀傳遞著「角色」該具備

何種特質的訊息，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外觀社會化的歷程會學習運用顏色、款

式等方式穿合乎其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組長、理髮師、學長、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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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但在學習穿著合乎角色的外觀不一定能獲得正向的評價或回饋，而受

訪者就在反思的過程中累積外觀管理的經驗。 

三、在制服規範下，青少年外觀管理的策略為何？ 

個體在制服規範下外觀管理的自主空間雖然不大，且外觀自我知覺和外

觀管理的動機有延後和削弱的現象，但外觀社會化歷程並非完全停滯，本研

究發現在必須穿著制服的環境之下，受訪者之外觀社會化歷程也會經過萌芽

探索時期和穩定時期，而研究者根據受訪者回應制服規範的態度，將其外觀

管理策略歸類為兩種情形，一種是被動接受服裝儀容規範，不花心思裝扮，

另一種受訪者是無論如何就是要有主體性。 

(一) 接受規範不花心思 

接受規範不花心思類型的受訪者較能認同制服讓個體不必花心思裝扮的

便利性，且能適應服裝儀容的規範且不覺得有約束感，也不會為了重視自我

外觀而在刻意在校規範模糊的地帶進行變化。雖然這類型的受訪者在制服的

外觀底下看似沒有積極的外觀管理策略，但其實遵守制服規範是他們在校園

環境、自我和外觀間達成的平衡狀態的策略，且遵守制服規範者不表示缺少

服飾興趣，有些受訪者表示自己會以想像的方式感受不同服飾外觀在自己身

上的形象。 

(二) 無論如何就是要有主體性 

個體在制服規範下展現主體性的行為可細分為隱晦展現型或積極彰顯

型，隱晦展現主體性者是指個體會在規範之內創造自己的獨特性；積極彰顯

主體性者，會有比較明顯挑戰制服體制的行為，且為了彰顯自我對服飾外觀

的主體性，在制服規範下有可能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 

1. 隱晦型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採取的外觀管理的策略是隱晦展現型，這類

型的策略有點類似 Kaiser(1997)提出的「點到為止」(touches)的行為模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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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在不違反服裝儀容規範的條件下，盡可能發揮自我可管理外觀的空間，

有點類似遊走於制服規範的邊緣，而有「制身不制腳」或「制身不制髮」的

現象。 

選擇隱晦展現自我主體性的受訪者可能受到兩個因素影響，ㄧ則為自我

外觀知覺的程度提升，二則為了獲得團體的認同；前者自我外觀知覺程度提

升而選擇此策略的受訪者，對自我外觀覺察的敏銳度較高，後者可能是以此

方式探索自我外觀與自己社會互動的關係。 

2. 彰顯型 

彰顯型的受訪者感受到服裝儀容規範對身體的限制較強烈，而因為學校

教官或師長往往是制服體制的執行者，因此挑戰體制的受訪者會表現出反抗

權威的行為，甚至被師長貼上「壞學生」的標籤。 

最後，在脫離中學的制服規範後，12 位受訪者均同意服飾外觀在大學生

活是人際互動的重要媒介，會影響個體的社交活動，雖然有些受訪者承認自

己外觀管理的經驗並不豐富，有過一時不知如何穿搭而每天穿類似服飾的經

驗，但從訪談中發現多數受訪者均已具備外觀基模的雛形，研究者將受訪者

管理自我外觀的策略簡單分為積極嘗試和被動學習兩種類型。積極嘗試類型

的受訪者會參與以人際、團體為主要取向的活動，且外觀管理的動機較強，

服飾興趣也較高；被動學習主要外觀管理策略的受訪者比較重視課業、知

識、技能等學習，因此願意投入學習外觀管理相關知識的精力與時間較少，

其外觀管理的動機較弱，服飾興趣也較低。 

 

第二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乃探討在制服規範下之青少年外觀知覺和外觀管理的經

驗，並檢視其自我概念與外觀社會化歷程的關係如何？研究者從符號互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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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佐以個性特質表及外觀自我知覺生命曲線圖和 WGSN 資料庫的男女

服飾款式圖片為訪談輔助工具，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共深度訪談了 5 男 7 女等

12 位年齡在 18－22 歲間的受訪者，結果證實服飾外觀是個體自我的具象展

現，屬於個體的一部分，會影響個體社會互動的經驗，且與服飾外觀相關的

生活經驗會影響個體自我的建構，與過去許多量化研究的結果相符 (Miller, 

Davis, & Rowold, 1982; Sontag, & Schlater, 1982; Cosbey, 2001)。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的外觀社會化歷程與自我概念有密切相關，但在制服

規範下，受訪者之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發展有落後個體自我概念發展的現象，

不過一旦脫離制服環境，受訪者外觀知覺與管理的態度會逐漸回應個體自我

概念的發展。研究者將外觀社會化歷程大致分為萌芽時期，探索時期和穩定

時期，三個時期之間沒有明顯區分的界線，且會隨著個體身分或角色以及所

處環境的改變反覆出在人生的不同生命階段，又前兩個時期互相交錯影響，

故研究者將之合併為萌芽探索時期。個體在萌芽探索時期主要的特徵是對服

飾外觀的知覺提高，且會主動思考並探索服飾外觀與自我和社會之間互動間

的關係；而穩定時期的個體會依據不同的社會場合表現出合宜的外觀，且同

時能以服飾外觀展現自我的獨特性。然而，依據受訪者自我概念發展的程

度，不同個體的從萌芽探索期到穩定期的發展時間也有長短的差異，自我概

念愈清楚的受訪者在外觀社會化的過程處於萌芽探索的時期愈短，愈早達到

服飾外觀與自我的穩定狀態。 

此外，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主要照顧者，特別是家中女性長輩是影響受

訪者外觀基模型塑的基礎，扮演子女外觀管理的主要督促或提醒者的角色，

且祖輩對子女外觀的態度較親輩保守且威權。手足和同儕是個體外觀管理參

考或諮詢的對象，且個體與同儕的互動經驗對其外觀自我知覺與管理的態度

影響很大。本研究支持過去文獻認為學校和家庭是影響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

程的關鍵因素的說法(Pike & Rodin, 1991; Moreno & Thelen, 1993; Thel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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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mier, 1995; Benedikt, Wertheim, & Love,1998; Ogle & Damhorst, 2000, 2003；

Evans, Rich, & Holroyd, 2004; Gillen & Lefkowitz, 2009)，且與 Levine 等人

(1994)的研究結果一致認同母親對對女兒自我外觀知覺的影響力特別大。 

最後，本研究結果證實受訪者的外觀基模仍然受性別框架影響，且女性

受訪者比男性受訪者更早知覺自我外觀的重要性，對外觀相關的訊息也比男

性受訪者更敏銳。女性偏向重視整體外觀，包含容貌、身體和服裝和髮型等

外觀，尤其在意身體局部部位的外觀，例如腰身是否纖細，手臂是否勻稱；

而男性則特別在乎身體外觀，且尤其在意身高與身體機能，而這支持文獻男

性比較關注體力效能，女性則比較著重於魅力展現的論點(Kaiser,1997)。雖然

性別框架影響受訪者的外觀基模之深，但本研究也發現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訪

者能以健康的角度看待自我的身體外觀，且不會以性別刻板印象評價他人的

外觀。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研究者雖力求謹慎，但因為第一次做研究，難免有改善進步的空間，以下

將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者本身的角度說明本研究的限制。 

(一) 研究對象的侷限 

受限於研究者的時間有限，雖已儘可能以滾雪球的方式蒐集異質性高的

受訪對象，以提升本研究資料的豐富性，但實際願意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多來

自於同一所學校的學生，且缺少南部、東部及離島的樣本，因此可能造成取樣

的偏誤，研究結果也不適合不能做總體做推斷。又，本研究大部分完成訪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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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剛開學階段，多數受訪者為大一升學大二的學生，實際體驗沒有制服

的大學生活的時間可能還算短，因此尚未發展出明確的外觀管理策略。 

(二) 研究方法的限制 

質化研究之研究結果雖較能貼近研究問題之演譯與變動，也較能還原個

體心境的轉變，但研究結果不適合類推，且本研究訪談法內容是過去的制服

經驗，而「過去」與「現在」的感受仍然有可能失真，且受訪者的感受和現今

穿著制服規範青少年的感受仍然有會落差，也是本研究結果不適合推論的原

因之一。 

(三) 研究者的特質 

雖然研究者閱讀過多本關於質性訪談的書籍，也修習過質性研究的課程，

但實際訪談之後發現訪談經驗不足確實是會減少資料收集的豐富度，且研究

者自覺本身屬於對服飾外觀敏感度低的類型，也偏向非外觀基模的建構者，

因此在訪談、以及分析研究資料時難免有疏漏之處。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 增加樣本多樣性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嘗試將大三、大四的學生列入研究對象，又因為本研

究發現大學畢業進入職場會是個體面臨的另一個學習外觀的歷程，是以建議

未來研究可以將大學畢業剛進社會的青年人納入研究對象。 

(二) 嘗試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的方式發現有一兩位受訪者，例如 Peggy, Andy, Flynn

在制服規範下的外觀社會化歷程有獨特之處，是以建議可以用敘說的方式了

解在制服規範下外觀社會化歷程特別不一樣的個體的生命故事。 

又，質性研究不適合推論，本研究建議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後續研究者，可

依據本研究所歸納出的因素改成量化研究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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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的反思與建議 

ㄧ、家庭教育可更重視子女外觀知覺與管理的教育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教育對於子女的外觀管理發展過程，扮演關鍵性

的影響，但台灣的家庭教育欠缺外觀知覺與管理的觀念。如同個人之其他能

力的養成，如人際互動、學科表現等。個人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外觀，也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學習議題，但卻容易在家庭教育中被疏忽。本研究發現，當受訪

者的主要照顧者本身對於外表有一定程度的重視，則會影響其對於外觀管理

的行為表現。主要照顧者往往是最早的衣物添購者，也是外觀裝扮的諮詢者。

每個人從主要照顧者所接收到對於外觀的覺知，往往也最具有初始效果。當

主要照顧者對於外表越重視，在這樣的家庭背景成長下，受訪者往往會較容

易對自己想要呈現在別人面前的外觀有清楚地認知，並且具備較好的外表管

理技能。 

 有鑑於此，來自於家庭教育對於外觀管理的影響，研究者認為父母應該學

習如何適當引導子女去觀察自己的身型，了解適合自己身形及個人特質，合

宜的穿著打扮，以對應適當的社交場合。 

二、學校教育可引導學生思考服裝外觀與自我的關係 

 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學校是個人另一個學習社會化的重要場域。但學校為

了方便管理，規定學生必須要穿著制服，國中到高中的學業壓力，往往也讓身

為學生的青少年無暇顧及其他。在制服文化課業壓力的雙重限制之下，青少

年選擇穿著團體一致性高的制服，而減少學習適應不同生活情境而對應的穿

著打扮。儘管青少年已然進入吸引異性的年齡，因為穿著制服而無法在個人

服飾上突顯自己在外觀上的優勢，學習如何經營個人的自我形象，而能在異

性面前留下深刻印象。制服文化與升學壓力在在限制青少年在外觀社會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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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也讓學習處理兩性關係的時機延滯，直到大學時期才漸漸學會如何

經營自己的外觀，進而學習接觸異性。 

研究者建議中學教師可以協助學生思考制服外觀在不同時空背景的意

義，培養學生思考制服外觀現今與自我和團體生活的意義，並進一步引導學

生探索服飾外觀與自身的關係；而研究者建議大學可以開設通識課程提供學

生學習更多外觀相關的知識，也包含服飾外觀與自我探索的學習。 

三、社會文化給予更多制服外觀以外的學習機會 

 隨著我國教育改革，對於制服文化逐漸解禁，研究亦發現，在服儀管理越

是彈性且男女合校的學習情境下，青少年則越早開始了解並探索自己的外觀，

了解自己的身型與對應的穿著，異性間的接觸也較為頻繁。深受儒家文化的

影響，我國社會普遍重視學業學習，學科表現優於其他能力的養成，對於穿著

打扮向來皆視為枝微末節，並不加以重視。但隨著社會多元化，生活技能逐漸

受到重視的今日，除學科能力之外，學生應具備處理生活事務的技巧與能力，

但對於外觀的管理與經營，卻沒有受到對應的重視，此乃我國教育應該強化

之項目。 

四、結語 

在進行本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感受到我國重視學業表現的價值觀對於

個人外觀社會化的影響之大，尤其是我國在教育上偏重學科能力的培養，忽

視青少年生活技能養成的重要性，生活技能中的外觀管理更被漠然不關心。

這使得校園與課堂上，不時可看到學生穿著不適當的服裝穿梭其中。 

嚴格來說，在與他人互動的社交場合，不論是聚餐、頒獎典禮、參與競賽

等，具有合宜的外觀儀容是種禮節，也是種態度。當別人還不認識你時，外觀

儀容是給對方的第一印象，展現合宜的服飾外觀，可讓對方會感受到你對他

的尊重與出席場合的看重與，這也是本研究中提及服飾與外觀是一種溝通的

符號，可以提供別人了解你欲傳達的訊息，是具有意義性的。同時，這也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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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了解自己的一個管道，藉由外觀管理，能更清楚自己的喜惡，也思考自己

與他人的異同性，慢慢發覺自我的價值，了解自己與同儕的關係，這對於人際

互動應有某些程度的幫助。 

然而，本研究中發現，許多學生第一次開始自主管理外觀是在大學時期，

這意昧著必須要在短暫的四年內學會並完成整個外觀社會化歷程。研究者認

為青少年從大學到進入職場的這段期間，完整的認識自己及適應社會規範應

是不容易之事，如何協助青少年對自我外觀能有更好的認識與管理是一項重

要的課題，並建議日後相關的研究可以發展青少年外觀知覺與服飾管理關係

的量表。 

 

  

 



124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王婉馨、邵于玲（2012）。纖細媒體圖像對女大學生身體意象與減重意圖之影響。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12 (3)，223-238。 

王韻、詹夢菱（2011）。流行涉入程度對大學生身體意象的影響。身體文化學報，

12， 41-65。 

尤嫣嫣（2001）。由身體意象觀點談體重控制計畫。學校衛生，38，56-69。 

江南發（2003）Elkind 與 Bowen 的「想像觀眾」量表之修訂研究。高雄師大學

報，15，117-133。 

吳明燁（1998）。青少年初期學校同儕團體之形成與影響：生態系統理論觀點，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呂淑珍(2004)。高雄市高中(職)學校學生校服現況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李美枝（1984）。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女性心理學。臺北：大洋出版。 

李美枝、鐘秋玉（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論。本土心理學研究，6，260 – 299。 

林清江（1981）。教育社會學新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初版）。高雄市：巨流。 

林凱沁（2006）。記憶的鏡子（初版）。臺北市：藍鯨出版：巨思文化。 

胡凱揚、王俊明（2005）。身體活動自我呈現自信心、傳播媒體影響程度對大專院

校學生社會體型焦慮影響之研究。國立體育學院論叢，16(3)，89-103。 

胡凱揚、周嘉琪（2008）。舞蹈系與非舞蹈系女大學生體型滿意度、傳播媒體影響

程度對社會體型焦慮及飲食態度之影響。嶺東學報，24，1-18。 

郝天行（2011）。年輕胖男性的肥胖經驗初探－從 PTT「胖板」中男性的參與經驗

談起。性學研究，2(2)，23-49。 

 



125 
 

涂夢俠（1981）。服飾行為。載於監修者張其昀中華百科全書。台北市 : 中國文化

大學出版部。 

高穎超 (2006)。做兵、儀式、男人類：台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初版）。台北市：東華書局。 

張瑾芳、申屠光 (2006)。現代青年人的服裝消費價值觀與個人因素之探討。華岡

紡織期刊，13(2)，230-238。 

游昇俯（2016 年 4 月 10 日）。服儀自主-認同從制服開始？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udn.com/news/index 

彭威翔 (2010)。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靳晨瑄（2010）。舞者身體意象與飲食失調之關聯。舞蹈教育，10，100-101。 

楊幸真（2009）。青少年性的學習、認同與實踐─ 二所高中校園的民族誌研究。當

代教育研究學刊，17 (2)，31-69。 

楊蕙菁 (2002 年 9 月 3 日)。髮禁再鬆綁化妝也可以，聯合晚報。 

鄭宏斌 (2016 年 6 月 1 日)。小英下午回母校中山女高難忘白襯衫，聯合新聞網。

取自 http://udn.com/news/index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初版）。臺北市：心理。 

蕭丞傑、丁興祥、羅麥瑞（2007）。穿著態度及其可能動態機制之初探。應用心理

研究，34，195-228。 

蕭丞傑（2009）。「服裝穿著興趣量表」之發展與評估。測驗學刊，56(3)，369-

396。 

謝文全（2012）。教育行政學（四版）。台北市：高等教育。 

顧元松、陳乃瑜（2016 年 4 月 16 日）。女高中生發問「被禁穿短褲怎麼辦？」蔡英

文豪答：我支持你，三立新聞網，取自 http://www.setn.com/Default.aspx 

 

http://udn.com/news/index
http://udn.com/news/index


126 
 

英文文獻 

Alyssa A. D. Adomaitis,& Kim K. P. Johnson (2008). Advertisements: Interpreting 

images used to sell to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12, 1362–2026. 

Arnett, J. (1995). Broad and narrow socialization: The family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617–628. 

Ata, R., Ludden, A., & Lally, M. (2007).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family, friend and 

media influences on eating behaviors and body image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6, 1024–1037. 

Bergen, D.J., & Williams, J.E. (1991). Sex stereotyp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sited: 

1972-1988. Sex Roles, 24, 413-423 

Barnes, R., & Eicher, B. Joanne (1993). Dress and gender: Making and meaning【2nd 

ed.】. Bloomsbury Academic.  

Benedikt, R., Wertheim, E. H., & Love, A. (1998). Eating attitudes and weight-loss 

attempts in female adolescents and their mother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7, 43–57. 

Bickman, L. (1974). The social power of a uniform,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1), 47‐61. 

Buckley, H. M.,& Roach, M. E. (1974). Clothing as a nonverbal communicat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3(2), 94-102. 

Cash, T. F. (1990). The psychology of physical appearance:Aesthetics, attributes, and 

images. In T. F. Cash & T. Pruzinsky (Eds.), Body images: Development, 

deviance, and change, 51-7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Cash, T. F. (2005). The influence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on body image: Searching for 

constructs.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2(4), 438-442.  

 



127 
 

Cash,T. F., & Fleming, E.C. (2002). The impact of body image experiences: Development 

of the body image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31(4), 455-460. doi: 10.1002/eat.10033 

Chang Yu-Jen, Liou Ying-Mei, Sheu Shuh-Jen, &Chen Mei-Yen. (2004). Unbearable 

weight: Young adult women's experiences of being overweight.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12(2), 153-160.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Cosbey, S., (2001). Clothing interest, clothing satisfaction, and self-perceptions of 

socialability,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dominanc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29(2), 145-152. doi: 10.2224/sbp.2001.29.2.145 

Davis, F. (1985). Clothing and fashion as communication. In M.R. Solomon (Eds.), The 

Psychology of Fashion, 15–27.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Drake, M. F., & Ford, I.M. (1979). Adolescent clothing and adjustment.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7(5), 283-291. 

Drake, M. F., & Ford, I.M. (1982). Attitudes toward clothing, body and self: A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11(2), 189-196. 

Elkind, D. (1967). 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38, 1025-1034. 

Elkind, D. (1978). Understanding the young adolescent. Adolescence, 13, 127-134. 

Evans, J., Rich, E., & Holroyd, R. (2004). Disordered eating and disordered schooling：

What schools do to middle class gir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5(2), 123-142. 

Feather, B.L., Martin, B.B., & Miller, W.R. (1979). Attitudes toward clothing and self-

concept of physically handicapped and able-bodied university men and women.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7(4), 234-240.  

 



128 
 

Fisher, S. (1968). Body image. In D.Sill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2】, 51-79. New York: Macmillan.  

Fisher, S. (1973). Body consciousness: You are what you fee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Fisher, S. (1986).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body image【vol. 1】, Hillsdale: 

Lawrence Erbaum.  

Giles, H., & Chavasse, W. (1975). Communication length as function of dress style and 

social statu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40, 961-962.  

Gillen MM, Lefkowitz ES. (2007). Emerging adults' perceptions of messages about 

physical appearance. Body Image. 6(3), 178-85. 

Gillivray M., Sweeney M., & Jeannette, W. (1997). Clothing and appearance among 

early, middle and late adolescents. Clothing and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 15(1) 

43-49.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Y: Doubleday Anchor. 

Greekmore, A. M. (1971). Methods of measuring clothing variables. Michiga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Project No.783,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Greekmore, A. M. 1974, Clothing related to body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peer self, 

Technical Bulletin Research Report 239,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East Lansing, MI. 

Gurel, L. M. (1974) Dimensions of clothing interest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of 

Creekmore’s 1968 clothing measur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Gurel, L. M.,&Deemer, E. M. (1975). Construct validity of Creekmore's clothing 

questionnaire.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4(1), 42-47. 

Gurel, L. M., & Gurel, L. (1979). Clothing interest: Conceptualization andmeasurement.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7(5), 274-282. 

Harris, M. B., James, J., Chavez, J., Fuller, M. L., Kent, S., Massanari, C., Moore, C., & 

 



129 
 

Walsh, F. (1983). Clothing: communication, compliance, and choi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3(1), 88-97.  

Horn, M. J. (1968). The second skin: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loth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Joseph, N. (1986). Uniforms and nonuniforms: Communication through clothing.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Jung Jaehee, & Lennon, J. Sharron (2003). Body image, appearance self-schema, and 

media images.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32(1), 27-51. 

Jung Jaehee, & Lee Seung-Hee (2006).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appearance self-

schema, body image, self-esteem, and dieting behavior between Korean and U.S. 

women.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34(4), 350-365. 

Kaiser, S. B. (1997).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lothing 【2nd ed.】. New York : 

Fairchild Press.  

Kaigler W. K., & Ericksen, M.K. (1989). General values as related to clothing values of 

Mexican-American women.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1(2), 156-

167.  

Kim K. P. Johnson, Kim Eundeok, Lee, Ji Young, &Kim J. Angella (2014). Identifying 

antecedents of risky appearance management behavio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Clothing and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 32(2),107-123. 

Kim K. P. Johnson, Minjeong, & Kim Jae-Eun (2014). Reflections on appearance 

socialization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lothing and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 32(2), 79-92. 

Kinley, T. R. (2010). The effect of clothing size on self-Esteem and body image.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38(3), 317-332.  

Kwon, Y.H. (1992). Body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and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clothing practic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20(4), 295-307. 

 



130 
 

Lerner, Orlos, & Knapp (1976).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physical effectiveness, and self-

concept in lat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11(43), 313-326. 

Levine, M., Smolak, L., & Hayden, H. (1994). The relation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to 

eat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mong middle school girl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4, 471–490. 

Levinson, D. (1995). Encyclopedia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an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Macmillan Library Reference USA. 

Littrell, M. A.; Damhorst, M. L.; Littrell, J. M. (1990). Clothing interests, body 

satisfaction, and eating behavior of adolescent females: Related or independent 

dimensions？Adolescence, 25 (9), 77. 

Markus, H., Hamill, R., & Sentis, K. P. (1987). Thinking fat: Self-schemas for body 

weight and the processing of weight releva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50-71 

McCullough, E. A., Miller, M. F., & Ford, I. M. (1977). Sexually attractive clothing: 

Attitudes and usage.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6(2), 164-170.  

Miller, F. G., Davis, L. L.,& Rowold, K. L. (1982). Public self-consciousness, social 

anxiety,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use of clothing.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10 (4), 363-368. 

Moreno, A., & Thelen, M. (1993). Parental factors related to bulimia nervosa. Addictive 

Behaviors, 18, 681–689. 

Moss T. & Carr T. (2004). Understanding adjustment to disfigurement: The role oftheself-

concept.PsychologyandHealth, 19, 737-748. 

Moss T., & Rosser BA. (2012). The moderated relationship of appearance valence on 

appearance self-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new measures of 

appearance schema components. PLOS ONE, 7(11): e50605.  

 



131 
 

Moss T., Lawson V, & White P. (2014). Salience and valence of appearance in a 

population with a visible difference of appearance: Direct and moderated 

relationships with self-consciousn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LOS ONE, 9(2): 

e88435.  

Sontag, Suzanne & Jean Davis Schlater (1982). Proximity of clothing to self: Evolution 

of a concept, Clothing and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 1(1), 1-8. 

Nadia, R. B. & Francis, T. M. (1985).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manner of dress on success in a simulated personal decis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 777-778. 

Ogle, J. P., & Damhorst, M. L. (2000). Dieting among adolescent girls and their mothers: 

An interpretive study.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 Research Journal, 28, 428–

462. 

Ogle, J. P., & Damhorst, M. L. (2003).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terpersonal approaches 

to body and diet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4, 448–487. 

Peachter, Carrie. (2006). Reconceptualizing the gendered body: Learning and constructing 

masculinities and femininities in school. Gender and Education,18(2), 121-135. 

Perry, M. O., Schutz, H.G., & Rucker, M. H. (1983) Clothing interest, self-actualization,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Home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11, 280-288. 

Pike, K., & Rodin, J. (1991). Mothers, daughters, and disordered eating.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0, 198–204. 

Rosencranz, M. L. (1949). A study of women’s interest in clothing. Journal of Home 

Economics,41(8),460-462. 

Seidah, A., & Bouffard, T. (2007). Being proud of oneself as a person or being proud of 

one's physical appearance: What matters for feeling well in adolescence？ ,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5(2), 255-268.  

 



132 
 

Seock, Y.-K., &Chen Jessie H. (2002). Adolescents' Clothing Purchase Motivations,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Store Selection Criteria: A Comparison of Male/Female 

and Impulse/Nonimpulse Shoppers.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31(1), 55-77.  

Seock, Y.-K., & Merritt, L. R. (2013). Influence of Body Mass Index, perceived media 

pressure, and peer criticism/teasing on adolescent girls’ body satisfaction/ 

dissatisfaction and clothing-related behaviors. Clothing & Textiles Research 

Journal, 31(4), 244-258. 

Samay. (2013, Oct.4.) Dress to express not to impress. [Online forum]. Retrieved 

fromhttps://medium.com/fashion-as-medium/dress-to-express-not-to-impress-

ec5d3ad50d18 

Simmons, R. G., & Blyth, D. A. (1987). Moving into adolescence: The impact of pubertal 

change and school context. Hawthorne, NJ: Aldine. 

Stone, G.P. (1965). Appearance and the self. In M.E. Roach and J.B. Eicher (Eds.). Dress, 

adornment, and the social order, 216-245.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Strauss, A., & Corbin, J. (1997).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Tanti, C., Stukas, A., Halloran, M., & Foddy, M. (2011). Social identity change: Shifts in 

social identity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4(3), 555-567.  

Thelen, M., & Cormier, J. (1995). Desire to be thinner and weight control among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Behavior Therapy, 26, 85–99. 

Ungar, M, Brown, M., Liebenberg, L., Othman, R., Kwong, M., Armstrong, M., & Gilgun, J. 

(2007). Unique pathways to resilience across cultures. Adolescence, 42 (166), 287-310. 

Walcott, J. A., Sullivan, J., Dan, A., & Logan, B (1995). Psycho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weight control behavior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Wester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7(5), 502-520. 

 



133 
 

 附錄  

附錄一：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感謝您願意接受邀請，本研究的目的是透過訪談的方式了解您在制服文化底下

外觀知覺與外觀管理的學習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對您的意義與影響。 

 

 本研究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深度訪談，訪談約為 90 分鐘，將視訪談的情況調

整次數。為方便日後資料整理與分析，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錄音之後將轉為逐字

稿，供後續分析資料之用。此外，為了獲得豐富的資訊，研究者也將請您提供自己

滿意的外觀照片，基於保護研究參與者（受訪者）的義務，您的姓名、學校以及一

切可辨識個人之資料，一律隱密不公開，研究期間所獲得的資料，研究者將謹慎處

理並保密，並於訪談五年後全數銷毀錄音與照片等資料。在第一次訪談後，本研究

將視訪談與資料收集情況，可能再一次邀請訪談。訪談時間、地點則依您個人意

願、舒適及方便性，選擇在讓您感到安全自在之場所接受訪談。 

 

 訪談內容除了基本資料外，將聚焦於成長過程中自我對外觀的知覺、學習以及

服裝搭配的看法，也會詢問父母教養態度以及家庭價值觀等問題，參與研究的過

程，您有權利決定隨時退出研究，也可以選擇拒答問題或是中止錄音且不會有不良

後果，研究者會尊重您的任何決定。 

 

研究者藉由這份同意書，讓您對本研究的目的以及後續資料處理有進一步的了

解。若有任何疑慮，敬請隨時提出，研究者將會加以說明；誠摯感謝您百忙之中願

意抽空受訪，研究者將提供百元禮卷聊表感謝之意，若您願意接受訪談請於下方簽

名。 

 

本人＿＿＿＿＿＿＿＿＿ 瞭解研究目的並同意參與研究訪談 

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所 

指導教授楊翠竹博士 

研究生黃致寧敬上 

聯絡資訊: 研究生 email 和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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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大綱及訪談問題 

﹝受訪者基本資料﹞ 

 請簡單描述父母管教的方式？  

  是否有手足？ 

國、高中就讀的學校？是否為男女合校、合班？ 

 國、高中穿著制服等外觀儀容相關的規定？ 

﹝自我﹞ 

請描述一下你自己的特質。 

你期望自己還具備甚麼特質？或希望改變自己目前的哪些特質？ 

家人/朋友會用哪些形容詞描述你？你認同他們對你的描述嗎？ 

﹝外觀知覺﹞ 

 你從何時開始注意自己的外觀/容貌？ 

  你是否有期望的身體外觀/容貌？如果有，是什麼樣子？ 

你為甚麼會期望這樣的外觀？ (你從何處獲取相關資訊認為這樣的外觀

是好看/吸引人的？)  

﹝外觀管理﹞ 

「裝扮」、「外觀」對你的意義/重要性為何？ 

生活中有許多事情要完成，以 1~10 來評估你對整理外觀的關注程度有

幾分？ 

你是否會投入精神嘗試或探索修飾外貌或改善身體外觀？ 

你是否有和朋友/同儕一起買服飾的經驗？如果有，你覺得朋友/同儕對

你選擇裝扮有什麼樣的影響？ 

 ﹝外觀社會化歷程的經驗﹞ 

你從何時開始想要自己挑選服裝？ 

你從何時開始自己挑選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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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通常是獨自或與他人一起選購服裝？如果是與他人，通常是誰？ 

你曾經想過修飾外貌或改善身體的外觀嗎？如果有，你使用過甚麼策

略或方式在修飾外貌或改善身體外觀？ 

你有沒有嘗試轉換裝扮的風格？如果有，是甚麼原因促使你做出這樣

的轉變？ 

請問你的外觀曾經帶給你甚麼愉快或不愉快的經驗？ 

可否分享ㄧ張或數張你滿意或你喜歡的大半身照片？ 

 ﹝文化規範﹞ 

你外出的裝扮與居家的服裝有甚麼差異？ 

外出不同的場合，例如：和朋友逛街、約會、上課等等，你的裝扮有

甚麼差異？ 

成長的過程中，父母、家人、師長或同儕是否曾經對你的身體外觀/容

貌給予評論或教導？ 

你覺得何謂「得體的服飾外觀」？你從何學到得體外觀的資訊？ 

你認為好看的外觀/容貌和吸引人的外觀/容貌是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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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個性特質及外觀自我知覺生命曲線圖 

個性特質形容詞組： 

溫暖的、溫和的、整潔的、細心的、伶俐的、 

富同情心、文靜的、文雅的、端莊的、矜持的（ㄍㄧㄥ）、親

切的、單純的、純樸的、善感的、動人的 

剛強的、獨立的、幹練的、有見解的、個人主義的、 

善謀的、有冒險精神的、接受挑戰的、深沉的、膽大的、 

豪放的、穩健的、好競爭的、有領導才能的、善支配的 

------------------------------------------------------------------------------ 

外觀知覺程度:  

1-10 代表對外觀重視的程度，10 表示非常重視，1 表非常不重視 

 

10 

 

             

8 

 

             

6 

 

             

4 

 

             

2 

 

             

 6-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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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研究問題與資料編碼簿 

研究問題 

1.在制服文化下，青少年外觀社會化歷程中自我概念與外觀展現有何關係？ 

2.在外觀社會化的歷程中，引發青少年重視自我外觀的動機為何？ 

3.在制服規範下，青少年外觀管理的策略為何？ 

編碼簿 

I. 我衣如我是的歷程： 

 A. 萌芽探索的時期  

1. 認知的轉變 

   a. 心境轉大人 

(1) 男孩男人：父親有責任感的形象 

(2) 女孩女人：母親慈愛賢慧的形象 

   b. 外觀自我知覺的轉變 

    (1) 身體意象的改變 

(2) 外觀重視程度的變化 

    (3) 覺察服裝和場域的關係 

    (4) 覺察外觀與自我形象的關聯 

2. 摸索的路徑 

a.觀察 

b.模仿 

c.嘗試 

d.想像 

e.知識累積 

3. 行動的開端 

   a. 改變髮色造型 

b. 主動添購衣物 

c. 改變飲食習慣 

d. 從事運動健身 

e. 學習妝容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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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穩定的時期 

1. 自我概念愈加清楚 

a. 正向的生活經驗自信心高自我概念佳  

b. (1)負面的生活經驗自信心低自我概念差 

(2)負面的外觀回饋反思獲得正向回饋自我概念佳 

2. 服飾外觀能反應自我 

a. 知道「我適合」的款式 (個性特質與外觀) 

b. 有清楚期待的外觀樣貌, 

c. 能穿出自己期望的外觀風格 

3. 外觀穿著能符合場域規範 

 a. 公領域 

(1)學校場域 

(2)正式場域 

(3)工作場域 

b. 私領域 

  (1)家庭場域 

  (2)宿舍場域 

II. 重視自我外觀的動機： 

 A. 團體歸屬  

1. 裝扮是融入團體的外觀符號 

 a. 穿著裝扮相似 

 b. 愛好興趣相似 

 c. 價值態度相似 

2. 裝扮是尋求認同的行為表徵 

a. 為融入團體 

b. 為獲得同儕的肯定 

c. 為維持同儕心中的既定形象 

 B. 自我期待 

1. 尋求合適的外觀裝扮 

2. 學習楷模的外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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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社會期待 

1. 合乎性別規範 (Gender Proper) 

2. 合乎年齡規範 (Age Proper) 

3. 合乎角色規範 (Role Proper) 

III 制服規範下，外觀管理的策略 

A. 接受規範不花心思 

1. 能適應服裝儀容規範的體制 

2. 缺少積極的外觀管理行為 

B. 隱晦的展現主體 

1. 制身不制腳 

2. 制身不制髮 

C. 彰顯式的展現主體 

1. 抗拒服裝儀容規範的限制 

2. 有明顯的外觀管理行為 

IV 中學脫離制服環境的外觀管理策略 

A. 積極嘗試 (社團、人際取向) 

 1. 以人際、團體為主要活動取向 

 2. 外觀管理的動機高 

B. 被動學習 (學習、課業、為來求職取向) 

 1. 以課業、知識、技能的學習為主要活動取向 

 2. 外觀管理的動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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