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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題是影響女性扮裝與消費因素之探討，研究對象是以輔大女學生為
例，研究方法採用量化問卷作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就讀學院、有無男朋友、居
住地區、受媒體影響程度…等因素，都不會影響女學生的扮裝及消費上的改變。
研究發現今日女學生較以往過去的女性易受到其他因素影響而改變有所不
同，這與社會價值觀變遷及女權提升的改變有關，過去社會的風氣偏向保守，女
性在社會上也是成男尊女卑的地位；但現今女權意識抬頭之下，女性得到的權利
和自由都比以往多，而社會價值觀也在西洋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交流下，形成多元
化的社會價值觀，女性在扮裝上可以有更多選擇及改變，不會再受到傳統社會的
價值觀綁住。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explore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e women's makeup and consumption. By
interviewing 100 female students in Fu Jen University the new values of young
generation are discovered. The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of Female students are not
influenced by their boyfriends, residential areas, and even media.
This study breaks the hypotheses on female students. Today women are more
confident and free to make choices by themselves. Women are involved in makeup
and consumption, and not be tied by the traditional soci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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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研究動機是出於注意到服裝在現今時代中被視為是代表許多含意的物件，而
引起筆者對女性服裝研究的動機，現今女性在服裝上可以表現出更多自我想法，
不但明顯地表現出了性別，也表現出了渴望、感知、洩露等想法．因此筆者藉由
探討輔大女學生衣著，深入瞭解年輕女性的衣著文化，並將其服裝與時空背景、
社會角色與位置、人際互動與社會氛圍。並對照輔大女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建
構出服裝所扮演的多層次意義，從而了解服裝、個人、社會的互動關係，為本研
究之初衷。
從出生來到這世界上，我們的思想及一切生活就被社會環境所影響著，連身
上穿的服裝都是表現出了我們的想法及社會上的變化，就像我們談到『人要衣
裝；佛要金裝』這句話也說明了人會因著時間、地點穿著適當的服裝，人人都曉
得衣服是社會現象；更進一步說，政治與社會變化可以以服裝為鏡，這正也是我
想要探討的部分，以前的人們將衣服視為遮蔽身體的衣物而已，不會將衣服給予
過多的意義，但現今社會高度發展化，衣服也從以往的單純意義發展到現今更加
多元化，一件不同的衣服怎麼搭配及在哪種場合穿著都有不同的意義。
在現代流行時裝中，服裝的性別是服裝的第一特質；服裝首先表述個人自
我，其後是世界。小孩子知道服裝給與他們個人認同，要界定個人身體的內在觀
念，必須以其性別觀念為始。在這種界定的持續過程，公開的成人衣著終於變成
了一般兩性世界交互的性別表示．時下對性倒錯（譯注：穿著異性服裝或是舉止
如異性者）的熱中，只顯示了我們依然深信服裝對男人、女人的象徵性區分，雖
然兩性在眾多場合的穿著其實一致，但從這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女性在服裝上的
差異文化，而我要探討的重點在於女性穿著衣服在她們身體上展演出了什麼意義
及文化呢？過去的社會上，女性的地位及文化總是受到父權的宰制，連穿著的衣
服都是趨於保守及依附男性服裝為主，絲毫看不到女性對於服裝有半點意見，女
性的服裝設計早期也多半由男性來製作，女性在家該穿什麼樣的衣服或是穿什麼
樣的衣服出門都會受到男性的控制，而時代逐漸遷移到今日，社會上的兩性地位
不斷地邁向平等，女性的服裝也愈有許多變化，也可以表現出更多的自我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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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從社會學中學到人類開始認識及學習社會的第一步是社會化，從嬰兒時期，
要學著如何去習慣世界上的日常作息等，穿衣服也是我們學習社會化的第一步，
從穿衣服中，我們學習如何打扮得體、如何選衣服，這是稱為社會化的學習過程，
衣服是社會化學習的第一步，而服裝又被社會所影響，且衣服與人們的所有行動
都有關係，人們穿衣服是為了保護身體，滿足自我表現的慾望，用來顯示自己的
社會地位、經濟能力和區分性別，就社會觀點來看，社會化是一個途徑，文化藉
此途徑來傳遞，個人透過此一途徑學習有組織的社會生活方式。
一、 社會化理論的解釋
彭懷真（2007）提出一個生物人經由訓練才成為一個社會所能接受的人，這
是經過長久努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自我」（self）的出
現。這個自我也就是所謂社會的自我，是經由社會規範訓練和文化薰陶出來的社
會人，社會化的過程牽涉到自我的塑造、訓練與改造。
社會學者顧里是美國學的創始者之一，他的研究重點是「自我的社會性」。
他認為個人「自我」，是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兒童與其他人的互動，而意識到別
人對自己的態度，形成「自我」印象。也就是說，
「兒童想像到別人對他的看法，
這種想法來自於他如何出現在別人腦海中，而表現於別人對他態度的一種反
應」，於是兒童獲得「自我」的概念，這個自我概念是小孩子認識自己的基礎，
深深影響到日後人格的成長和發展。
「自我」的概念可以透過「鏡我」（looking-glass self）來獲得，「鏡我」
有三個要素：（1）我給別人的外表意象；（2）想像別人對此外表的判斷；（３）
產生某種自我的感覺。其發展，可從兒童在不同年齡時的反應得到清楚的觀察，
若對一歲左右的嬰兒拍照，他的反應通常是不願拍照，因為這時候他還不了解「自
我」的概念，到了四、五歲的時候，他逐漸了解學習如何為人所接受，所以拍照
時露齒而笑，在他想像中這是為別人所接受的方式之一；同時也容易被他人所接
受，所以在拍照時，每個人都高興而笑，這是「自我」的覺醒過程，而這個過程，
就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同時，性別社會化和政治社會化都在進化，影響一個人
的行為。
顧里指出，我們之所以知道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乃是因為周圍的人一再地
以同一類型的詞句形容我們，我們為什麼知道自己是聰明漂亮的，乃是因為大家
都這麼說；我們為什麼會認為自己很笨，可能學校安排我到放牛班；許多模特兒
表示當年都認為自己不怎麼好看，因為她周圍的人沒人說她漂亮，但就有人鼓
勵、激發她的美麗，她也真的愈來愈美。也就是說，我們對自己的評價是從別人
的評估裡得到的，正像是我們從鏡子裡才能看見自己的影像一樣。透過顧里的「鏡
我理論」來看，人們要學習社會化的發展和在社會化過程成長都是在藉由與他人
的互動下進行的，因此在社會化的過程之下，人們會學習到個人所必須內化的內
容，包括了社會的價值、信念、態度、行為模式、職業、地位等，就是社會的文
化內涵，也透過社會化傳遞給個人了，所以社會化其實是個人學習社會規範的過
程，透過這過程，我們得知如何與他人互動，也知道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要回應
什麼才是適當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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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都一直在被社會環境及他人所影響著，環境及他
人也塑造出了個人的個性及想法，而社會化過程中，有四種主要被塑造及學習的
媒介。
（一）社會化的四個要素
彭懷真（2007）提出個人從出生到長大扮演社會的角色，最先接觸的環境，
是他所屬的家庭，然後逐漸擴大到兄弟姊妹以及鄰居同伴，再由鄰居同伴擴大到
學校的同學，最後才踏入社會。所以「家庭」
、
「同輩團體」
、
「學校」就是個人社
會化的最重要媒介，此外，傳播媒介與網路對個人社會化的影響正逐漸重要。
家庭
家庭是人格形成、人格社會化及人格發展的中心，家庭負有教育兒童社會秩
序及文化本質的責任，也負有指導孩子身心發展的責任。「家庭」之所以為個人
社會化中最重要的單位，是因為個人長時期的童年依賴通常是生活在家庭內；其
次，家庭成員是親密互動關係，是其他團體無法取代的，而這種親密關係，正是
個人社會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家庭不僅是每個人的「初級團體」，更
是每個人社會化的第一個媒介。
同輩團體
同輩團體是相似年齡或地位者的結合，例如：朋友、同學、同事等團體，不
像家庭與學校，同輩團體通常沒有一套嚴格的程序對其份子進行訓練化，他的主
要目的是在提供快樂和情感支持。私黨和幫派（gang）
等同輩團體則會有
意或無意地強迫團體份子，去接受特別的價值、取向、期望，成年人的同輩團體
也會有類似情形，因為個人與親密朋友之間的互動，主要是情緒上的滿足，所以
同輩團體的期望與規則，對個別份子有強烈的內化作用。顧里認為同輩團體是給
予個人「社會導向」（social direction）的重要機構，在同輩團體中，個人與
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是面對面的、親密的；同時小團體中人數比較少，能夠產生
全人的反應，而且這種關係能夠維持相當長久的時間，所以社會團體在這樣的一
個環境中，其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深受同輩的影響，也發展出一種個人角色的架
構。
同輩團體在青少年中特別重要，也是一個人由家庭到社會中的主要影響力
量，它的功能主要有五個：
1 發揮成員的想像力，擴展其經驗世界。
2 拓展成員的友誼圈，使其了解互助合作的價值及權利義務的關係。
3 加強人際關係的觀念，並增進其領導和被領導的能力。
4 養成其基本的技能、態度及興趣。
5 滿足個人在生理、心裡、社會各方面的需要。
學校
家庭和同輩團體屬於非正式或非制度化的社會機構，而學校則屬於正式化和
制度的社會化機構，使個人的人格在一個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機構之內，得以成
熟發展，在個人人格成長過程中，先有了家庭的模塑，在經由學校的引導，一個
人從初級團體的範圍，走向次級團體，並經由學校的教育功能，學習次級團體的
角色和價值行為。換而言之，個人在學校環境中，開始學習成人的角色。派深思
認為學校有社會化和選擇的兩大功能，對未成年人來說，學校是非常重要的社會
化機構，因為學校提供正式的同輩團體和正式教育，學校也幫忙社會篩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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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是社會認可的標準。對現代人來說，學校的教育是必須的，經由學校的教育，
年輕人才能獲得文化的遺產與了解社會的規範。學校是一種權威的與非私人的科
層組織，特別是高等教育。因此學校不一定充分考慮兒童的內在與外在因素，而
逕行灌輸其價值，而這些價值有時與兒童的其他機構（如家庭）的價值不同。
傳播媒體及網路
電視、收音機、錄影帶、雜誌、報紙、網路等傳播媒體，是傳播消息和提供
娛樂的主要工具，在現代社會中，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擁有一台電腦，也花費許多
的時間於電視機前。從這些不同媒介及其廣告中，個人學到的主要是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的表現。
兒童和青少年經由電視與其他媒介，感受到一種成人世界的情境，他們也許
還不是在這一世界的一部份，但是卻被這些情境所吸引。在這些情境中，兒童獲
得有關成人設計好的價值觀念、社會角色，及其他的社會知。由於電視等媒體，
聲光效果均很緊湊且吸引人，因此比上述各種社會化機構更具有全面性的影響
力，對青少年及孩童來說，電視等媒體代表社會上的一切，電影明星也常成為青
少年模仿羨慕學習的對象。
近幾年來，學者和政府注意到傳播媒體對兒童的影響，以及青少年從電視網
路獲得的學習經驗。由於戰爭、暴力、色情、打鬥及槍擊已成為電視、電影常見
的內容，產生不少副作用。有很多的研究結果顯示，電視、電影、漫畫書及雜誌
等過份的描述性暴力，可能會導致兒童潛意識的增加暴力行為（如有侵略傾向或
情緒不安），當然，另一些有意義的兒童節目和教育節目也會產生正面的作用。
從這四個影響媒介來看，個人在成長過程會受到的影響很大，其想法、應對
他人態度都是從這過程中發展出來，同理，女性在服裝的穿著上是否也表現出了
相當程度的想法？家人及朋友的想法及價值觀是否也會一同影響到女性在挑選
服裝時的想法？日韓、歐美文化藉由媒體的放送是否也會造成女性在服裝上的想
法轉向為重視流行及模仿他人的動機因素加強？這些問題都是與四個媒介息息
相關發展出來的，筆者透過以輔大女學生為對象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和這四個
影響媒介做一同探討，把這四種媒介「家庭」
、
「同輩團體」
、
「學校」
、
「傳播媒體
與網路」一同放進問卷的依變相部分中，再看問卷回收的調查成果，把問卷調查
成果與這四個影響媒介一同做分析。
（二）小結
綜合本節所探討的文獻，本研究首先對社會化的定義與相關文獻的爬梳，可
作為了解社會化概念的基礎。其次，本節從社會化的概念出發，並且進一步探討
社會化以及顧里的「鏡我理論」所形成給個人的影響，「鏡我理論」的文本資料
顯示出我們在生活中建構他人認同的依據，我們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裡的言行舉止
或是對於他人的行動，甚是到穿著服裝都是在自我腦海中想像別人對此會有什麼
樣的想法及感覺；而後彭懷真提出的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主要會被影響到的四種
媒介「家庭」、「同輩團體」、「學校」、「傳播媒體與網路」，這四種媒介是
造成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學習的經驗來源，這四種媒介與筆者在探討女性衣著
與服裝的因素中，有很大的直接相關性。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了解女性在「家
庭」、「同輩團體」、「學校」、「傳播媒體」中獲得何種意義在服裝上，並探
究社會化在女性的服裝消費過程中是否也帶來女性給他人相關的認同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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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著裝行動的解釋
筆者把對於女性在服裝行動上主要探討的重點分三部分，第一部份是著裝行
動部分，這部分是偏重衣服與人們行動的關連性，第二部分是著裝行動所帶來的
作用關連性；第三部分是著裝行動與交往，探討服裝上作用的因素給人們之間的
交往行動及其影響。
(一)著裝行動及各方面
衣服與人類的所有行動都有關係，並根據人們的行動時起著一定的作用，人
們穿衣服是為了保護身體，滿足自我表現的慾望，用來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經
濟能力和區分性別，人們在挑選衣服及穿著衣服的同時，也是展現自我的想法及
期待傳達想法給對方知道，這就是行動與服裝的相關實體例子，人的著裝行動都
是目的為主要行動導向。
宮朱譯(89)提出著裝行動的定義：是指衣服加人類行動的全體概念，把在人
類行動中重要的部分－衣服放入人類的活動中，也就是說衣服是我們在行動中的
過程一部份，著裝行動也將衣服的本身轉化為有其方向及目的導向，這種服裝目
的和方向可分為兩種，一個是動機志向，另一個是價值志向。
動機志向是與行為者是否滿足有直接關係的，又可分為三個方面，（1）認
識對象的側面（2）能否使對象的慾望達到滿足的感情方面（3）對認識、感情問
題選擇時所必要的場合作用側面。
在前面所許的各個側面中，可見到現在為止的著裝行動，主要是受著動機志
向的影響，特別是在衣料不充足、經濟不富裕的時代，只是根據能穿上衣服這種
簡單的認識來採取著裝行動的。那個時候的著裝行動基本都屬於動機志向。
但是物質極為豐富的現代社會人們，像過去那樣只是單純地追求動機志向是
不能夠滿足要求的。現在的人們如果不按照價值志向來採取著裝行動是不能夠滿
足人們對服裝的要求。
我們分析一下現代人著裝行動的價值志向。
（1）認識基準-這是把衣服與行動一起考慮時需要認識的。如材質對著裝行
動是否適合，衣服使活動變得是否容易，是否合理及實用等等。再著，合成纖維
好還是天然纖維好，衣服款式是否符合Ｔ．Ｐ．Ｏ等基準，這是現代人在選擇衣
服上較強的價值基準。
（2）欣賞的基準-現代人對服裝的要求很複雜，體現在對服裝喜歡與不喜歡
的感情上。隨著人們對服裝及顏色的苛刻追求，單純地選擇實用性及合理性服裝
的人越來越少。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服裝的款式及顏色有著欣賞的審美基準。
在服裝的流行中，現代人不管是男還是女，都有對服裝價值志向追求的要求，在
這當中欣賞的基準是否占了很大的比例，不管怎麼說，在現代服裝裡，人們十分
重視這種欣賞基準，其結果使人們對服裝的要求更加複雜化，使服裝的變化更加
激烈。
（3）道德的基準-服裝不只是考慮其審美性、實用性，更要考慮社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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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結婚儀式時要穿適合結婚儀式的服裝、喪禮時要穿著適合喪禮的服裝。這
就是服裝道德的基準，銀行的工作人員，在盛夏也必須要穿著西裝戴領帶接待客
人，這是從職業上所要求的服裝道德基準，這種道德基準不只是在現代社會裡被
要求，在過去的日本封建社會中也被強制要求，在封建社會裡，基準成為了制度，
是必須遵守的。
不管怎麼說，在現代社會裡所看到的著裝行動，比起動機志向來說，價值志
向的傾向更強，這也是服裝在現代人生活中被重視，佔有現代人生活重要的一部
份的結果，今後更有追求價值志向的傾向。
現代社會高度發展，許多事物都衍生出更多元的含意，加上傳播媒體及網路
的發達，可以讓更多人在短時間內更快速地接收到更多及更複雜的資料，在這樣
的環境下，有關於服裝的資訊可以透過傳播媒體及網路傳遞給更多人知道，服裝
的潮流也隨之展開，席捲全世界，不管是亞洲地區或歐美地區，許多人都可以藉
著雜誌、電視來擷取自己喜愛的服裝資訊來追隨潮流，加上現今服裝製作及販賣
較以往快速又方便，服裝的製作品質也比以前精巧許多，想法不再是像過去以單
一的動機志向為主，在追逐潮流及服裝生產及購買方式改變的主因下，種種因素
下使得許多人在著裝行動上多半都是偏於價值志向的行動。
(二)著裝行動及其作用
朱譯(89)人穿衣服的行動，大部分是把他人放在腦海中，包過括對他人的社
會行動，並重複這種行動，也就是說著裝行動是同時面對他人的行動並接受他人
的行動。著裝行動做為他人與自我的相互作用，在社會行動的同時相互行動。
這種相互行動的持續使社會關係成立，其結果是成為社會集團、制度及組織。相
互行動成為社會關係的橋樑，這也是要考慮社會作用問題。到此為止，我們考率
人類著裝行動的這個問題，是以個人水平來考慮的。下面我們以“作用”這個概
念為媒介，從各種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一下，人們通過一件衣服使自我與他人有各
種的作用發生，並創造了社會關係。
（１）在著裝行動中的自我與作用－“作用”用社會學的概念來定義，是指
在人類行動的相互作用中，不是指個人的行動，而是被組織化的一連貫行動系
列，這個概念是由Ｇ.H.Mead 開始提出，在經過Ｌ.S.Cottrell、Ｔ.Ｍ.Ｎewcomd
等社會心理學者對行動的分析所得來的。
人的行動通過動作表示內部的意識，但是如果做出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
思的動作時，就無法讓人理解其內容，為了傳遞內部意識，就必須用他人共同理
解的動作來表現。實際的著裝行動，是通過服裝來表現自我的具體行動，比如電
視劇的演員，穿上適合的服裝會更加具體地表現出角色的魅力，現代人穿著一件
衣物會有各式各樣的著裝行動目的，人們通過這一件衣服使自我與他人相互連
接，起著各式各樣的作用，比如看起來是否漂亮、是否適合工作單位的氣氛、是
否失禮、是否符合自己所出席的場合、是否能夠表現出自己的年齡與特別等，這
就是一件衣服所表現出的各種作用。
當然，這種作用不只是起到自我與他人的結合，還起到自我與社會集團、自
我與社會結構的結合，通過這種作用，使自我與社會集團及社會結構關連起來的
結合狀態稱為“地位”或“位置”，在這裡我們用“地位”這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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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與“地位”的關係，到現在為止已經重複許多次了，在性別、年齡、職業、
所屬集團、習慣及制度中，連接自我與地位的服裝的“作用”很大，說服裝是地
位的象徵就是這個原因。
（２）服裝與作用期待－著裝行動沒有終了，人們的行動總是在預測今後的
行動，使其能夠繼續下去。自我與他人、與社會集團聯合的行動也有預測將來的
作用。這種現在的行動，在與他人的相互作用中，起到使將來的行動繼續進行的
作用，這種期待作用就是作用期待，在母親的各種行動中，在對孩子的期待中就
可以看到，也就是說，人類的各種行動都有這種作用期待。當然，人的著裝行動
是很神秘的，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對服裝的看法、想法是受父母及周圍人的服裝
觀的影響而形成的。人們的著裝行動，隨著文化及社會關係中的被組織化的作
用，又會邁出新的一步。
人們的服裝要求是隨著服裝內在的作用通過著裝行動表現出來的，人們的要求在
被滿足的同時，在作用期待的引導下，又會產生新的要求，向著下一步著裝行動
發展。比如：女性的著裝行動總是有著看起來比他人美的要求，出現在他人面前
時，至少要能夠滿足這種要求（如果不能夠滿足這種要求，就不會出現在他人面
前）。但是這種要求的滿足不能夠持續長久，隨著被他人接受又會產生新的作用
期待，也就是說，像那個人那樣穿著，自己會變得更美這種期待，使人向新的著
裝行動邁出。服裝的流行很短暫，就這種服裝內在的作用期待起很大的作用。
（３）服裝與作用的煩惱－作用的煩惱，是在被社會作用所譴責的時候所經
歷的心理煩惱及被集團的成員所帶來的社會張力這兩種。著裝行動中，這種作用
煩惱可以說是必存的。服裝是否適合自己、是否對對方失禮、是否適合自己的年
齡等煩惱，誰都會有這些經歷，這些都是由服裝的作用煩惱而產生的，穿與年齡
不適合的豔麗色服裝、穿與自己身份不適合的服裝、在工作與遊玩時候沒有服裝
的區別等，沒有被這些煩惱所折磨的人幾乎沒有，這是服裝的內在作用。
人們在穿衣服時有為了得到心裡安定的重要因素，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在穿衣服的同時也開始有了心理煩惱。著裝行動創造了心裡的安定，在服裝與作
用的關係中又出現了煩惱，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著裝行動所帶來實際行動的實際
結果會帶來兩種，一種是會造成購買者的心理安定因素，第二種則是會造成購買
者對於服裝要如何適當地展現的心理煩惱。
(三)著裝行動與交往
從作為人的行動的著裝行動的視角來看，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進行了各方
面的分析，在很廣泛的範圍來考慮著裝行動這一概念時，選擇衣服、購買衣服這
一具體行動也作為著裝行動的一面。
（1）人類行動與傳播－人類從幼兒成長為成人而獨立獲得。人類的成長，
是作為社會的存在為了獨立而獲得的資質與能力的過程，一般稱之為“社會
化”，在這種社會化之中不可缺少的是傳播，交往是支撐人類行動的重要手段，
用暗示及語言來表現欲求、能力與感情，這是交往的過程。交往中除了語言是最
重要的，除了語言之外，表情、動作等也是交往的媒介，這些被稱為一般的特徵。
我們在選擇新衣服的時候，看材質及這設計是否符合自己的嗜好，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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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看到別人穿得很好看，自己也想買，看到的時裝雜誌裡的流行時裝或是在專
賣店裡對店員所推薦的服裝，自己也想買，不管用哪種方式，都是通過具體語言
的交往及其他的交往過程，得知新衣服的存在並購買。
交往是指兩個人及兩個人以上的交流，也就是說要想使交往成立，必須有媒
介的存在，即有輸送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輸送的一方為個人的交往則稱為個人
交往，接受一方有不特定多數人時，現代的交往就是大眾傳播。
（2）個人交往與服裝－在這種交往中，輸送一方按照一定的意圖向接受一
方發出訊息，接受一方有想從輸送一方得到信息的要求而使雙方的交往成立，輸
送一方按照接受一方的要求互相認識、互相鼓勵，這樣使得交往開始。
有想買新衣服這種“要求”的人，向專賣店詢問，店員則按照店員「意圖」
來具體介紹最近流行及具體商品的內容。這樣使得交往成立，開始了具體衣服的
選擇，作為一個接受的一方，對傳遞給自己的內容要做出適當的反應，比如：對
輸送一方的內容提出疑問等，通過這樣的交往，使衣服的選擇能夠進行下去。
這種交往不可能通過一次性完成，對傳遞來的信息不能理解並出現誤會時，
則需要多次重覆交往。輸送一方一邊看接受一方的反應,一邊對自己的信息輸出
做出適當的調整（說明），這種調整稱為反饋，是用來調整及修正所發出的信號
之誤差。
我們基本上是按照上述過程來選擇衣服的，在交往場面的人的位置有各種各
樣，隨其位置的不同，人們所發揮的作用及機能、交往的方向也就有所不同。在
這種場合下的信息傳播及種類，稱為交往頻道。頻道越多，信息傳播的範圍也越
廣泛，讓我們在來想像一下專賣店裡買衣服的情形，假定一名店員向五位顧客提
供了信息，五位顧客各有各自的反應，客人知道了被介紹的衣服，這樣在客人之
間形成了新的交往，開始選擇衣服。在這五位當中，有當場購買的客人，也有到
其他店去的客人，這五位會向有著相同目的的人傳遞這些情報信息，這樣就使交
往的頻道擴大，使傳播的範圍更廣大。
（3）大眾傳播與服裝－在現代社會中的傳播基本都是大眾傳播，隨著不定
的多數人接受，使傳播變的更活躍，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化伴隨著社會的多樣變
化，使各種情報信息不斷地傳播，大眾傳播的形成使傳播的媒體不僅是語言，已
經擴大到用影像、圖片來傳播，這種新的媒介就是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等。
隨著大眾傳播來的信息，形成了輸送方向接受方的單獨通道，這就是個人交
往與大眾傳播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接受方站在接受方的立場來處理所有得
到的信息，在衣服上的選擇，在各方面都有人的心理活動，這就是大眾傳播所帶
來的特徵。
(四)小結
大眾傳播媒體及網路是現代社會化影響的要素之一，許多人藉著傳播媒體及
網路可以跟同時間和許多人得到快速的連結，在著裝行動與交往過程中，傳播媒
體和網路佔了大部分的比例，且透過網路使得人們可以在一天之內更加地頻繁交
流，在這樣的情況發展下，服裝的潮流也加被帶動起來，人人都可以透過網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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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平台接收到許多新訊息，另外，雖然網路傳播會形成單方面的接受管道，輸送
方對接受方的單一接收形式，但現今的時代中，人人都可以透過網路平台的模
式，個人部落格、臉書粉絲團、噗浪…等管道來建立訊息發送，也可以成為輸送
訊息的那一方。
三、模仿理論的解釋
宮朱譯(89)提出對服裝欲求的實現，或處理人類行動的過程中，模仿是
一個極大的心理要素摘要。特別是服裝流行現象的主角就是模仿心理，看到他人
穿的服裝，就會產生模仿的心理，這種心理傾向，在服裝的選擇上引起流行現象。
(一)模仿行動與服裝
模仿是被模仿者與模仿者之間的互動，簡單地說就是模仿者模仿被模仿者的
行動。比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吃飯的禮節、禮儀等，在不知道的時候會模仿
這方面認知的人的行動。
在這種場合下，被模仿的人比自己有知識，在經驗上也比自己豐富，讓被模
仿者與模仿者的關係是優勢與劣勢的關係。當然，優勢與劣勢的關係不是全部
的，只是一部份的。在有的時候，優勢者會變為劣勢者，劣勢者會變為優勢者，
根據場合的不同，人們所處的位置也不同，人們在這種模仿的重複過程中，不斷
地積蓄經驗，不斷地退步。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在選擇所穿的衣服同時，模仿起十分大的作用，比如：
幼兒在想如何穿睡衣的時候，會模仿周圍人的動作，到了知道愛漂亮的年齡時，
就模仿周圍朋友的穿衣，從而學會如何打扮自己，到了追流行的年齡時，開始觀
察他人的服裝及時裝雜誌中的服裝並不斷地採用新款式的服裝，也就是說，愛漂
亮的人對時裝雜誌中的優劣有很強的敏感性，服裝在各個方面都有重覆性模仿的
現象。
(二)模仿論
把模仿作為基本的社會現象並進行研究的是法國學者 J.Gabriel Tardo。從
那以後,在社會心理學領域裡，不斷地探討模仿，使模仿成為重要的概念，在
J.Gabriel Tardo 之後，有許多學者都在論述模仿論，這些學說大致分為兩類，
即模仿本能論和模仿學習論。
1.模仿本能論－這種說法的代表是 J.Gabriel Tardo，他在模仿論法則的論
述中，從“社會就是模仿”的立場，論述了模仿是所有社會現象的基礎 ，比
如：流行是從上到下、從優勢者向劣勢者的縱向移動，是劣勢人模仿優勢人的行
動。
所以就有人類“有著模仿的深深願望，這是我們藝術的起源”的說法，模仿是人
類活動的基底中所具有的願望。另外，他的“把模仿做為生物生命的最基本的事
實”，是把模仿做為先天本能的東西，我們不討論模仿本能論的對與不對，模仿
是流行的重要媒體，是藝術的根源，這種說法對服裝體系來說，是值得重視的。
2.模仿學習論－模仿本能論在今天的影響已經越來越薄弱了，在社會學者
中出現了模仿學習論這一主張，這種主張強調模仿論不是天生的，是透過後天學
習才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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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者在對動物及幼兒的實驗中得知，模仿行動是後天學習所得到的，比
如：實驗中心將點心放在比小孩高的地方，有的小孩搬來椅子站在上面拿點心，
其他孩子看到這種情況後就開始模仿，並重覆這種模仿，孩子通過這種觀察學會
了拿放在高處的東西。
學會了在一種情況下的模仿，就使模仿變的一般化，並逐漸學會由單純的模
仿向複雜的模仿方向發展，當有的模仿被滿足和得到報酬時，就會產生這種模仿
的循環。
與本能論相比，可以感到模仿學習論有更進一步的說明能力，至少在服裝方
面，學習模仿論是有著很大的關係。
(三)模仿行動的因素
讓我們回顧一下人們走向模仿的動機和因素。
1.衝動的因素－在直接模仿中可以經常看到，“無意識的模仿”在起著重要
作用，看到尊敬的人及親友的服裝，不知不覺地進行模仿；另外，對於流行盲目
地狂熱地追求流行的人，也有著比較強的這種因素；男女比較起來，女性的這種
因素就比較強。
2.合理的因素－這與衝動因素相反，是有意識的模仿。其合理的因素，對被
模仿的效果採取有意識的判斷，這是使流行能夠發展的關鍵，這種合理因素的作
用，維護了服裝與社會環境的平衡，但是如果只有這種模仿，是不會出現反社會
服裝的。
3.機能的因素－這是指模仿有明確的目的，這種因素與合理的因素有很大的
關係，人們為了更好的生活，會追求生活的質量及生活的舒適，服裝就是從這一
點出發，不斷地發展著，為了夠愉快渡過盛夏，儘量穿著舒服又涼快的衣服；為
了渡過寒冷的冬天，儘量穿較易活動又防寒的衣服；在家庭生活中，儘量穿著舒
適的衣服等，人們總是在追求服裝的機能性，比如，我們睡覺時，大約在 20 年
前，多半的日本人都穿和服，但是和服由於前面是開襟，這對小孩身體不好，所
以為了彌補這種缺陷，引進了外國的睡衣，這種睡衣在短時間內席捲了日本全
國。為了有舒適的生活，人們追求服裝的機能。
4.權威的因素－人們為了滿足自我表現的慾望，滿足自己的優越感，誇耀自
己的地位及身份等，會有許多的模仿行動，這種在模仿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是權威
因素，比如：模仿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衣著以滿足自己的欲求，在日本鹿鳴館時
代時，日本高官的太太都穿著西洋進口的洋服，到了大正、昭和時代也流入一般
民眾之間，許多平民爭相穿著洋服，雖與自己的身份不符，但是想表現、想穿的
心理活動，就是權威因素在起作用，隨著現代生活高度化、合理化及機能化的發
展，這種在模仿中有越來越強的傾向，我們觀看一下服裝的流行就可以看到，不
只是在機能化及合理化上的進展，也有在權威影響下非機能化傾向的發展。
模仿權威的因素是服裝由上向下傳播的原動力，一般百姓模仿上流階層、高
官的服裝，低文化階層模仿高文化階層服裝，一般大眾模仿有名氣演員的服裝，
這都是在模仿當中權威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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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創造的因素－這在創造模仿當中是最重要的，人們在模仿中的時候會產生
不滿足感，會以各種形式來創造新的東西來滿足自己的要求，創造因素在這裡起
著讓模仿行動與創造行動兩者互相調和的作用，比如：在模仿比自己地位高的人
衣服時，一方面可以得到心理的安定，另外會因不能發揮自己的個性而感到不
滿，這樣人們會在模仿中進行部分獨創，以尋求設計及裝飾的變化，這就是在模
仿中創造因素所起的作用。
在服裝設計的行動中，創造因素與機能因素相互結合時，會創造出設計的機
能類，服裝隨著創造因素的作用，有著新的發展。
6.追隨的因素－這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社會同步的欲求，在模仿中所必有的因
素，人們為了滿足心理的安定來尋求與他人及社會的同步活動，這樣就產生了追
隨模仿他人的必要，特別是在服裝世界中，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現代社會的人們，都在追隨流行，這是現代人通過與社會的同步及社會的一
般化中被承認來尋求心理安定的反映，換一種說法來說，現代人在模仿行動中，
尋求追隨的因素則變的越來越強，其結果使服裝的流行現象擴大，這種現象在今
後會越來越強。
(四)小節
前面所提過的傳播媒體及網路和社會化，都是加速了模仿因素的潛在性，現
今許多人可以透過傳播媒體及網路來得到更多訊息模仿因素也在這過程當中，慢
慢地被擴大及強化，模仿也帶來服裝潮流的交替，也誘發了他人對於服裝的多元
性看法，由此，可以發現模仿除了帶來個人的內在需求滿足及心靈上的安定，也
帶動世界的服裝潮流，對於女大學生在服裝上的選擇穿搭，是否也會出現模仿心
理的現象，透過問卷調查，期望能找出與之有關的答案。
四、文獻分析架構
在文獻資料中，筆者朝三大部分進行資料蒐集，並且以此三部份來做資料分
析，第一部分是社會化，第二部分是著裝行動的解釋，第三部份是模仿理論，透
過此三部份來探討女性扮妝與消費因素之影響可能探討，從文獻資料中，筆者發
現社會化主要是受家人影響居多；著裝行動理論則是受媒體影響居多；而模仿理
論則是受同儕之間影響，這三部份都會影響到女性自我對扮裝與消費因素，可以
說這三者關係是有很密切的影響，社會化及著裝行動中都顯示媒體也會影響著服
裝的變化及加速服裝潮流訊息的帶動，而模仿理論又會受到媒體的影響而有所改
變，當現代社會上許多人風行一種潮流時，人們透過追隨其潮流來得到心理的安
定，因為身置於潮流的普遍性中，會讓人感到安心，換而言之，這是一種擴大的
效果，且三個部份彼此是互相影響的，女性在衣著扮裝上及消費因素上，受到的
影響多半來自這三部份，女性自我扮妝意識、想法都是受到這三種因素的潛在影
響較多，因此筆者針對這三個方向來做個探討，問卷設計也以這三點來作為主要
的問題，透過這三部份的文獻整理，可以找出女性在扮裝與消費因素的影響成因
有哪些，並針對此問題作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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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鎖定的方向是影響女性衣著心理因素與消費因素之探討，這其中有幾
個必須要做更多了解的問題，因為單純只靠著一般行動解釋是不足夠，只是因為
漂亮而買得衣服？那閱讀服裝雜誌的因素及動機是什麼呢？因此，我將探討因素
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服裝與消費行為，透過輔仁大學女學生填寫問卷來了解其服裝與
消費因素關連性，藉著了解受訪者的經濟狀況及消費情形受到什麼樣的社會條件
影響？這些問題的釐清將能幫助了解大部分女大學生的經濟狀況，並且也能夠更
了解她們的消費情形，同時，其對於消費的心理因素理解也有關聯；第二部份是
身體展演（自我形象）；第三部份是影響打扮的外在因素；另外，第四部份是以
個人基本資料為主，包含系級、家庭經濟狀況、有無男友、有無打工、原居地，
藉以這些個人資料來更加了解輔大女學生在衣著方面所影響到的相關因素。
故，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是否所得愈多，在服裝上的消費也愈高？
(二)受媒體影響的女性越高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越高？反之，媒體影響越
低，消費也越少？
(三)院所是否會影響在服裝上的女性化程度？
(四)有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會越高？
(五)台北地區的女性比非台北地區的女性受到媒體影響程度及治裝費用較高?
二、抽樣原則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探討的是女性衣著與消費因素之影響，針對輔大日間部各系女學生為
對象，平均年齡在１８～２２之間，以立意抽樣的方式來發問卷，在輔仁大學通
識課堂上及學校女生宿舍內來發問卷，樣本受訪人數達一百人，參與調查院所眾
多，有文學院、藝術學院、醫學院、理工學院、外語學院、民生學院、法學院、
社科學院。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主要採用過去研究用過、且具備良好信度及效度之工具來測量所有的
變項，茲將各主要變項的定義、測量方式與其信度、效度詳述如下：
(一)身體展演（自我形象）
此次研究問卷為筆者自行設計的問卷，其中在身體展演的部分，題目多半
是以自我形象為主要的重點，透過不斷更改及篩選題目，最後才得以設計出具有
良好信度和效度的題目，該量表也符合了簡短又完整的原則，以避免造成整個問
卷過於沉長，而影響了整體資料的效度。此部分總共有１０題，記分型態為五點
記分量表，受試者乃針對每個句子所陳述的行為和想法與自己符合的程度來作答
（時間點為最近四個月內）
，回答「非常不同意」者計為１分，
「不同意」者則是
２分，「普通」者是３分，「同意」者是４分，「非常同意」是５分，加總後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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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者，表示其受訪者在自我形象認同方面越認同。本量表在一開始時，測試發
現信度稍微低一點，而在未刪除第的十題、十一題、十三題和第十六、十七題前，
所得信度為 0.3，經過刪除後，則達到了 0.5，表示在刪除這五題後，此量表在
研究樣本中內部一致性的表現還算可以，因此此部分的研究在加總計分之前也刪
除這五題。
(二)影響打扮的外在因素（外在形象）
在影響打扮的外在因素這個部份，筆者再細分為媒體的影響及他人的影響兩
部分，分別透過這兩部分來詳細探討哪部分影響的比重較大，在第三部分量表這
裡，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高達 0.7。
1.媒體的影響：此部分題目共８題組成，為五點記分量表，讓受試者針對每
個句子所陳述的行為和想法與自己符合的程度來作答（時間點為最近四個月
內），回答「非常不同意」者計為１分，「不同意」者則是２分，「普通」者是３
分，
「同意」者是４分，
「非常同意」是５分，加總後得分越高者，表示其受訪者
在受媒體影響方面程度越高。本量表沒有遇上前項部分信度過低的情況，所以題
目也不用更改，量表內部一致性的表現相當好，內部一致性系數高達 0.7。
2.他人的影響：本量表共６題，其中有三題是與朋友的影響有關（例如：朋
友影響我穿衣感觀比較深？周遭人不認同你的穿衣風格時，會因此改變穿衣風
格？我會想受異性青睞而選擇穿較為女性化的衣服？），另外３題則是家人影響
方面的問題，計分方式採用五點記分量表，回答「非常不同意」者計為１分，
「不
同意」者則是２分，
「普通」者是３分，
「同意」者是４分，
「非常同意」是５分，
加總後得分越高者，表示其受訪者在受家人和朋友的影響方面程度高，反之，若
其加總分數越低，則表示其受訪者受到家人與朋友的影響較低。因為在檢查信度
時發現也有出現信度低的情況，經過篩選題目後再次施測所得到的信度為 0.7，
顯示其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也算良好。
四、問卷內容
此次研究問卷是由筆者自行編製的問卷，問卷主要方向為「影響女性扮裝與
消費因素之探討」
，內容包含：
「服裝與消費行為」
、
「身體展演」
（自我形象）
、
「影
響打扮的外在因素」（外在形象）、「個人基本資料」等四個部分，筆者將其內容
簡述如下：
(一)服裝與消費行為
主要是在於了解受訪者在服裝上的消費情況及對服裝消費之相關看法，內容
有平均一個月會花多少錢在治裝部分上、平均一個月有多少零用錢、常在哪些地
點購買衣服、購衣會優先考慮的部分有哪些、認為品牌可以帶來什麼、是否會去
購買網拍的衣服、購買網拍的衣服之原因為何。
(二)身體展演(自我形象)
這部分主要是了解受訪者對於自我形象的看法，內容有我打扮的動機是想要
提升我的自信感、我打扮的動機是想要展現個人品味打扮、我會因為身材的關係
而選擇能修飾身材的服裝、我認為服裝能修飾我的身材、我認為服裝能提升自我
的形象。
(三)影響打扮之外在因素(外在形象)
這部分探討媒體是否會影響到受訪者對服裝的看法，進而影響到受訪者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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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內容有我對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流行服裝相當注意、媒體呈現出來的流行服裝
趨勢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歐美影集中人物穿的流行服裝對我有很大的影響、韓國
的服裝雜誌是我仿效及學習穿搭的來源、日本的服裝雜誌是我仿效及學習穿搭的
來源、周遭人不認同你的穿衣風格時會因此改變穿衣風格、我會因為周遭人的意
見來決定自己的穿衣風格、我會想受到異性的青睞而選擇穿較為女性化的衣服
等。
(四)個人基本資料
個人資料部分則是受訪者的個人條件因素，筆者加入這部分是因為想要透過
個人條件因素來分析是否與影響打扮、服裝消費有關聯，故此才設計加入問卷
裡，內容有系級、年齡、系所、家庭經濟現況、目前有無男朋友、目前有無打工、
原來居住地區等。
在前面研究變相部分，筆者已大略提過第二、三部分是用五點評分法來測
量，計分方式採用五點記分量表，回答「非常不同意」者計為１分，「不同意」
者則是２分，「普通」者是３分，「同意」者是４分，「非常同意」是５分，加總
後得分越高者，表示其受訪者對於此測量部分題目含義認同程度越高，反之，越
低則是越不認同。
本研究所搜集到的資料，乃用 spss19.0 視窗版處理之。所有的問卷資料都
先經由過錄編碼，然後一一輸入電腦資料庫中，對所有變項做描述性統計分析，
如：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和交叉表等，使用統計方法主要有兩種，方法說
明如下：
(一)描述統計
1. 透過次數分配、百分比、次數分配交叉表等，來描述樣本之個人基本資料。
2. 以平均數標準差來描述年齡及打工金額平均數。
(二)推論統計
以卡方檢定來檢驗個人基本資料在各變項方面上是否有顯著性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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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一、樣本分析
以院所比例來看，文學院佔 8%，藝術學院佔 10%，醫學院佔 14%，理工學院
佔 20%，外語學院佔 16%，民生學院佔 10%，法學院佔 7%，社科學院佔 15%，筆
者後來考量於問題假設是在理工及非理工女性在服裝上的差別，因此再次把院所
重新編碼，編碼成理工跟非理工兩類別，理工佔 44%，非理工佔 56%；在系級方
面來看，一年級佔最多人數，一年級人數佔 42%，二年級佔 27%，三年級佔 13%，
四年級佔 18%；以年齡來看，最大年齡為 22 歲，最小年齡為 18 歲，平均年齡為
19 歲；其中沒有男朋友的女生佔了多數，沒有男朋友的女生佔 87%，有男朋友的
女生則佔 13%；在打工方面，沒有打工也是佔了多數，沒有打工的女生佔 68%，
有打工則佔 32%，平均打工收入為 4056 元；原住地則是台北地區佔最多數，台
北佔 54%，高雄佔 4%，北部（基隆、桃園、新竹、苗栗）佔 12%，中部（台中、
花蓮、彰化、雲林）佔 24%，南部佔 6%，後來筆者也因為發現問題假設主要是設
定於台北地區及非台北地區女性的比較，所以又重新編碼一次，分為台北地區及
非台北地區，台北地區佔 54%，非台北地區佔 46%。
表３樣本院所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非理工

56

56.0

56.0

56.0

理工

44

44.0

44.0

100.0

總和

100

100.0

100.0

表７年齡及打工收入平均統計量
年齡
個數

累積百分比

打工收入

有效的

100

32

遺漏值

0

68

平均數

19.90

4056.2500

最小值

18

1200.00

最大值

22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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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檢視
如前所述，本研究提出五個假設：
(一)是否所得愈多，在服裝上的消費也愈高？
(二)受媒體影響的女性越高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越高？反之，媒體影響越
低，消費也越少？
(三)院所是否會影響在服裝上的女性化程度？
(四)有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會越高？
(五)台北地區的女性比非台北地區的女性受到媒體影響程度及治裝費用較高?
以下就分別就以五個假設的結果來做分析。
假設１ 是否所得愈多，在服裝上的消費也愈高？
治裝花費 * 月用零用錢 交叉表
月用零用錢
4000元以下
治裝花費

1000元以上

個數
在 月用零用錢 之內的

1000元以下

個數
在 月用零用錢 之內的

總和

個數
在 月用零用錢 之內的

4000元以上

總和

0

3

3

.0%

3.1%

3.0%

4

93

97

100.0%

96.9%

97.0%

4

96

100

100.0%

100.0%

100.0%

※卡方 a=.884 ∴不顯著
假設 1 中，筆者將月用零用錢分為 4000 元以上、4000 元以下，治裝花費分
為 1000 元以上、1000 元以下，在比例分配上，月用零用錢 4000 元以上佔 96%、
4000 元以下佔 4%，治裝花費 1000 元以上佔 3%、1000 元以下佔 97%，從交叉表
及卡方檢定結果中，可以看到統計所顯示的結果是不顯著，因此可以推證不一定
在所得上愈多的女學生，對於治裝費用也會愈高，筆者猜想是否因應時代變遷的
關係，造成物價上升，所以對於服裝上花費也隨之降低；另外也可能與現在科技
產品快速更新有關，女大生在科技產品的消費也隨之提高，故此降低在服裝上的
花費。

假設 2 受媒體及他人影響越高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越高？反之，媒體及他
人的影響越低，消費也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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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裝花費 * 外在分數 交叉表
外在分數
低分組
治裝花費

1000元以上

個數

3

3

.0%

5.5%

3.0%

45

52

97

100.0%

94.5%

97.0%

45

55

1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在 外在分數 之內的

總和

個數
在 外在分數 之內的

※卡方 a=.162

總和

0

在 外在分數 之內的
1000元以下

高分組

∴不顯著

假設 2 中，筆者先將外在分數分為高分組與低分組，高分組佔 55%，低分組
佔 45%，則治裝花費 1000 元以上佔 3%、1000 元以下佔 97%，再與治裝費用做交
叉比較，顯見出來的結果是被媒體及他人影響分數低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上
的人比例為 0%；被媒體及他人影響分數低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比例為
45%；被媒體及他人影響分數高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上的人比例為 3%；被媒
體及他人影響分數高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比例為 52%；透過交叉表來
看，看起來是有些相關，但卡方檢視出來是.162，所以結果是不顯著，也就是說
事實上，媒體及他人影響並不會影響到治裝花費，不會因為受到媒體及他人的影
響多寡而造成治裝費用的增加或減少。
假設 3

院所是否會影響在服裝上的女性化程度？
女性化 * 院所 交叉表
院所
非理工

女性化

非常不同意

個數
在 院所 之內的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6

7.1%

4.5%

6.0%

8

8

16

14.3%

18.2%

16.0%

28

24

52

50.0%

54.5%

52.0%

16

10

26

28.6%

22.7%

26.0%

56

44

100

100.0%

100.0%

100.0%

個數
在 院所 之內的

總和

2

個數
在 院所 之內的

個數

在 院所 之內的

總和

4

個數
在 院所 之內的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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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 a=.818 ∴不顯著
在假設 3 中，由表可以看出非理工人數佔比較多數，非理工佔 56%，理工佔
44%，女性化程度中，大多數人都是偏向普通到同意的部分，非常不同意的部分
則佔了 6%，普通佔 16%，同意佔 52%，非常同意佔 26%；在非理工中對女性化非
常不同意佔 4%；在非理工中對女性化持普通意見佔 8%；在非理工中對女性化同
意佔 28%；在非理工中對女性化非常同意佔 16%；在理工中對女性化非常不同意
佔 2%；在理工中對女性化持普通意見佔 8%；在理工中對女性化同意佔 24%；在
理工中對女性化非常同意佔 10%，從交叉表來看，理工及非理工對於女性化程度
並無太大的差異，在百分比上也很接近，而卡方檢定也顯示理工及非理工對於女
性化程度沒有相關的影響，故此結果是不顯著。

假設 4 有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會愈高？
治裝花費 * 男朋友 交叉表
男朋友
有
治裝花費

1000元以上

個數
在 男朋友 之內的

1000元以下

個數
在 男朋友 之內的

總和

個數
在 男朋友 之內的

沒有

總和

2

1

3

15.4%

1.1%

3.0%

11

86

97

84.6%

98.9%

97.0%

13

87

100

100.0%

100.0%

100.0%

※卡方 a=.044 ∴不顯著
假設 4 是針對有無男朋友的女性是否在消費上也會有差異，筆者的研究假設
是有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會提高，反之、沒有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費用
上會降低，以交叉表來看，治裝費用在 1000 元以上且有男朋友佔 2%；治裝費用
在 1000 元以上且但無男朋友佔 1%；治裝費用在 1000 元以下且有男朋友佔 11%；
治裝費用在 1000 元以下但無男朋友佔 86%，從百分比例來看，有男朋友的女性
在治裝花費 1000 元以下和無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花費 1000 元以以下的比例差
75%，沒有男朋友的女性花費在 1000 元以下比有男朋友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比
例還要多，但有男朋友的女性花費在 1000 元以上比無男朋友的女性花費在 1000
元比例上多，由此可以看到與筆者提出的假設有相關，但卡方檢定出來則是不顯
著的結果，顯示有無男朋友並不會影響到女性在治裝花費上的改變多寡。

假設 5

台北地區的女性比非台北地區的女性治裝費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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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裝花費 * 原住地 交叉表
原住地
台北
治裝花費

1000元以上

個數
在 原住地 之內的

1000元以下

個數
在 原住地 之內的

總和

個數
在 原住地 之內的

非台北

總和

1

2

3

1.9%

4.3%

3.0%

53

44

97

98.1%

95.7%

97.0%

54

46

100

100.0%

100.0%

100.0%

※卡方 a=.440 ∴不顯著
假設 5 主要是探討台北地區的女性在治裝花費會比非台北地區女性治裝花
費高，以交叉來看，原住地在台北地區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上的女性比例為
1%；原住地在台北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女性比例為 53%；原住地非台北
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上的女性比例為 2%；原住地非台北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女性比例為 52%；從百分比來看不管原住地在台北的女性，還是非台北
的女性，在 1000 元以上或以下的治裝花費比例都是很接近，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存在，而卡方顯示出來的結果是不相關，這裡可以看出原住地是在台北或是非台
北的女性在治裝花費上沒有很大的差異，也就是說原住地並不會影響女性的治裝
花費。
在樣本分析中，是將樣本做一個詳細的描述，並將其樣本的次數分配表放於
文字描述下方，以表格清楚地看出各年齡、系級、院所、家庭經濟狀況、有無男
朋友、有無打工、原住地，在研究一中將受訪者的相關自變項做了詳細的描述，
接著，從假設 2 到假設 5 的假設是探討受訪者的自變項是否會影響到在服裝上的
消費行為及對自我形象的看法、打扮的外在因素；假設 2 和假設 3 是針對問卷第
一部份內容而探討的；假設 3 是對問卷第三部分及治裝花費有無互相影響探討；
假設 4 到假設 6 是探討受訪者的自變項會不會影響到在服裝上的女性化程度及治
裝費用的改變，探究其假設之結果分析，在假設 2 到假設 6 中所顯示的卡方結果，
都是呈現不顯著的結果，與筆者原先以為的假設無相關，筆者原先的假設是從一
般習以為常的認知中，發展出的研究假設，想要探討是否真的是如此？在時代的
變遷下，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認知，是不是也在受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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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女性扮裝與消費因素，在服裝與消費行為、身體展演及
影響打扮的外在因素這三部分中，筆者探討其受訪者的自變項是否會影響到這三
部分，透過交叉表及卡方檢定，可以得知研究假設二到研究假設六是不顯著，由
此可得知假設不成立。
在假設 1 中，樣本受訪者在治裝花費上支出 1000 元以下比例達 97%，但在
月用零用錢上 4000 元以上比例達 96%，與筆者提出的問題假設相反，筆者提出
的假設是在於所得越多，治裝費用也越高，這可能與現今物價不斷高漲有關，除
了支付基本的食費、車費以外，還要支付其他生活上的開銷有關；再來這部分也
與研究六的假設有些小相關，假設 5 是在於台北地區的女性在治裝花費會比非台
北女性的治裝花費高，前面樣本分析時，有提過原住地的分類，在樣本中居住台
北地區的女性比住非台北的女性多了 8%，研究六顯示出來的結果，也是不顯著，
住台北或非台北的住民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比例都是 54％和 46％，差距不
大，在治裝花費上幾乎都是 1000 元以下居多，由此看，假設 1 和假設 5 都與現
今社會變遷而有所改變。
在假設 2 中，假設 2 是受媒體及他人影響越高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越高？
反之，媒體及他人的影響越低，消費也越少？從交叉表及卡方檢定來看，被媒體
及他人影響分數低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上的人比例為 0%；被媒體及他人影響
分數低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比例為 45%；被媒體及他人影響分數高且
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上的人比例為 3%；被媒體及他人影響分數高且治裝花費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比例為 52%；透過交叉表來看，看起來是有些相關，但卡方檢視
出來是.162，所以結果是不顯著，由這裡可以看出媒體及他人影響並不會影響到
治裝花費，不會因為受到媒體及他人的影響多寡而造成治裝費用的增加或減少，
這可能與現今女性愈來愈獨立自主有關，若是在過去傳統觀念認知裡，都會發現
女性很少有獨立權，也沒有自我的想法存在，因為都受到傳統家庭觀念的牽制，
而時代卻是不斷地進行，女性意識慢慢地從沒有感受到自身意識存在演變到開始
有自我想法了，這過程中他人及媒體的影響在過去都是存在著極大的比重，尤其
在青少年時期受到媒體及他人影響特別大，在朱釋（民９８）曾提到現代社會高
度發展，許多事物都衍生出更多元的含意，加上傳播媒體及網路的發達，可以讓
更多人在短時間內更快速地接收到更多及更複雜的資料，在這樣的環境下，有關
於服裝的資訊可以透過傳播媒體及網路傳遞給更多人知道，服裝的潮流也隨之展
開，席捲全世界，不管是亞洲地區或歐美地區，許多人都可以藉著雜誌、電視來
擷取自己喜愛的服裝資訊來追隨潮流，但在這次研究中，又看到時代再次演變，
女性在服裝打扮上受到媒體及他人影響逐漸降低許多。
假設 3 是探討院所是否會影響在服裝上的女性化程度？這部分交叉表及卡
方檢定得到的結果是.818，故此結果是不顯著，這也可以推證出理工學院女性及
非理工學院女性在服裝打扮上女性化程度沒有太大的差異，這也推翻理論普遍認
為理工不打扮的刻板印象。
假設 4 是探討有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也會提高嗎？相對來說，沒有
男朋友的女性在治裝費用上會降低許多嗎？交叉表及百分比例中能看出有交男
朋友及沒交男朋友並無太大的差異，而卡方檢定中，顯示出來是.044，表示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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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由此可推證有無男朋友並不會改變女性在治裝費用的多寡，這和過去傳統
觀念所說的「女悅為已者容」有明顯改變了，女性打扮的動機也和以往過去有改
變。
總結來說，筆者在這次研究中提出的五個假設都是不顯著的結果，這五個假
設都是以過去的刻板印象觀念為出發點來做探討，因此在大眾認知裡對於理工不
會打扮、有男朋友的女性比較會打扮、住台北女孩比非住台北的女孩更會打扮的
印象都還有很深的觀念存在，筆者這次提出的假設都是以過去的傳統觀念來做探
討，而研究中發現在時代的變遷之下，女性在扮裝及消費因素的影響都不似於過
去的價值了，這可能是受到以下幾點影響：
1.女性主權意識提升，相較過去以往「男尊女卑」的觀念，今日女性在政治、教
育、性別平等上都有許多提升及改變，現代女性有身體高自主性，女性可以不受
男性或他人影響，自行決定自己的穿衣風格及身體自主權掌握多少。
2.社會傳統價值瓦解，傳統中國思維的觀念在現今已受到西洋及其他文化的衝
擊，大多數的女性長期處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之下，都能接受許多新思想及觀念，
再者，媒體及網路也是讓女性在服裝上可以接收到很多影響的管道，如此一來，
現今女性比以往過去的女性更加能接受及改變對扮裝的看法。
3.在所得上，因過去的年代，女性沒辦法像男生一樣有出外工作的機會，且工作
上的性別平等觀念尚未普及化，所以女性在扮裝上的掌控會比較少也比較難，但
現今女性和男生一樣可以享有工作上的平等權，也可以有很多的打工機會，所以
在所得上，女性也能掌控所得花費，透過得到的所得，來自行決定需要花費些什
麼？這也是改變現今女性在扮裝及消費因素的影響之ㄧ。
二、建議
（一） 筆者在問卷設計上有很多的不足，造成有些題目在選回答範圍太廣大，
例如：在零用錢及治裝花費上金額都太過於龐大，建議治裝花費金額分類
應該小於 1000 元以下，並分為 300 以下、300～500 元、500～1000 元、
1000 元以上；零用錢則是分為 4000 元以上、4000 元以下，如此分也不會
造成難以分類的情況出現，或是受訪者沒有的選項出現。
（二） 在假設方面，筆者沒有更加仔細地思考，許多假設都是一再修改下才成
立的，因第一次的假設問題有碰到無法跑統計檢測的狀況出現，在經過多
次修改下才設定出現在的問題假設，此部分是筆者需要更多思考及注意的
一點，需要更加嚴謹的考慮，才提出良好的問題假設。
（三） 樣本數過少，由於筆者這次因時間及人力的關係，只選擇在輔大通識課
堂上及女生宿舍內發 100 百份問卷，以這 100 份問卷樣本來代表母群體，
但輔大女學生眾多，因此這 100 份問卷不足以代表整個母群體，這部分也
是筆者當初沒注意到的一點，建議之後樣本設定數量可以多一點，或是改
採用輔仁大學與他校來做比較，不要只設定在校內做比較，可以比較兩校
不同之處，看看其他校與輔仁大學的差異或是以南北兩校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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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女性衣著與消費因素之影響因素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抽空填寫此問卷。我是輔仁大學學士班學生，目前正在進行影響女性衣
著與消費因素探討相關研究論文，本問卷旨在了解女性衣著與消費之影響因素，您的寶貴意見
將使本研究更有價值，懇請您能撥出少許寶貴的時間，協助完成此研究調查。
本問卷採匿名方式，所有個人資料僅供本研究使用，敬請安心作答。在此謹對您的熱心協助，
致上最誠摯的謝意。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指教:doll856@hotmail.com。
敬祝 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指導教授 戴伯芬 教授
學生 蔡幸芳 敬上

第一部分：服裝與消費行為
1.請問妳平均一個月會花多少錢在治裝部分上：
1.□1000 元以下 2.□1000～2000 元 3.□2000～3000 元 4.□3000～4000 元 5.□4000 元以上
2.請問妳平均一個月有多少可以支配的零用錢：
1.□1000元以下 2.□1000～2000元 3.□2000～3000元 4.□3000～4000元
3.請問妳常在什麼地點購買衣服：(單選)
1.□網路拍賣
2.□實體店面
3.□品牌專櫃 4.□其他

5.□4000元以上

4.請問妳購買衣服時，會先考慮的部分：(單選)
1.□服裝的樣式 2.□服裝的品牌
3.□服裝的價錢 4.□服裝的顏色
5.□其他
（如：兩者皆有）
5.請問妳認為名牌服飾能帶給妳：(單選)
1.□自信
2.□美麗 3.□顯示地位 4.□流行趨勢 5.□品質舒適
6.請問妳是否會去購買網拍的衣服？（續第六題）
1.□會 2.□不會
7.請問妳購買網拍的衣服之原因是？(單選)
1.□價錢 2.□流行趨勢
3.□品質舒適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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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第二部分：身體展演（自我形象）

請根據您自身感受回答下列問題，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8.我打扮的動機是想要提升我的自信感

1
□

2
□

3
□

4
□

5
□

9.我打扮的動機是想要展現出個人品味
10.我在平常生活中打扮是偏向女性化

□
□

□
□

□
□

□
□

□
□

11.我在平常生活中打扮是偏向中性化
＼我
平常生活中的打扮是偏向女性化
12.我會因為身材的關係而選擇能修飾身材的衣服
13.我會為了服裝改變身材(例如:瘦身…)
14.我認為服裝能修飾我的身材

□
□
□
□

□
□
□
□

□
□
□
□

□
□
□
□

□
□
□
□

15.我認為服裝能提升我的自我形象

□

□

□

□

□

16.我能接受過於顯露身材的服裝
17.我認為服裝打扮的美醜都取決於自己的想法及價值觀

□
□

□
□

□
□

□
□

□
□

18.我對於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流行服裝相當注意

1
□

2
□

3
□

4
□

5
□

19.我對於網路（例如：部落客的穿搭文）所呈現的流行服裝相當注意
20.媒體呈現出來的流行服裝趨勢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21.網路呈現出來的流行服裝趨勢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22.電影中的人物身上穿的流行服裝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23.歐美影集中人物穿的流行衣服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24.韓國的服裝雜誌是我仿效及學習穿搭的來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日本的服裝雜誌是我仿效及學習穿搭的來源

□

□

□

□

□

26.家人影響我穿衣服感觀比較深
9.
27.朋友影響我穿衣感觀比較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部分：影響打扮的外在因素（外在形象）
請根據您自身感受回答下列問題，在適當的空格內勾選。

28.穿著較知名的服裝品牌時會讓週遭的人對我的穿衣感觀變好
□ □ □ □ □
29.周遭人不認同你的穿衣風格時，會因此改變穿衣風格
30.我會因為周遭人的意見來決定自己的穿衣風格
31.我會想受到異性的青睞而選擇穿較為女性化的衣服
32.我會因場合來決定裝扮的風格

24

第四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33.系級：

34.年齡:

36.家庭經濟現況：
1.□富裕

35.系所:

2.□小康

3.□尚可

37.目前有無交男朋友：
1.□有
2.□沒有
38.目前有無打工：
1.□有,
元/月
39.原來居住地區：
1.□台北
3.□北部(基隆.桃.竹.苗)
5.□南部(嘉義.台南.屏東)
7.□離島

2.□沒有

2.□高雄
4..□中部(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6.□東部(花蓮.台東.宜蘭)
8.□海外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非常感謝您對學術研究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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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樣本分析
表１樣本系級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年級

42

42.0

42.0

42.0

2年級

27

27.0

27.0

69.0

3年級

13

13.0

13.0

82.0

4年級

18

18.0

18.0

100.0

總和

100

100.0

100.0

表２樣本年齡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8歲

8

8.0

8.0

8.0

19歲

39

39.0

39.0

47.0

20歲

22

22.0

22.0

69.0

21歲

17

17.0

17.0

86.0

22歲

14

14.0

14.0

100.0

總和

100

100.0

100.0

表３樣本院所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非理工

56

56.0

56.0

56.0

理工

44

44.0

44.0

100.0

總和

100

100.0

100.0

表４樣本經濟狀況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小康

49

49.0

49.0

49.0

尚可

51

51.0

51.0

100.0

總和

100

100.0

100.0

表５樣本有無男朋友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13

13.0

13.0

13.0

沒有

87

87.0

87.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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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樣本有無男朋友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13

13.0

13.0

13.0

沒有

87

87.0

87.0

100.0

總和

100

100.0

100.0

表６樣本有無打工分析
次數
有效的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32

32.0

32.0

32.0

沒有

68

68.0

68.0

100.0

總和

100

100.0

100.0

表７年齡及打工收入平均統計量
年齡
個數

打工收入

有效的

100

32

遺漏值

0

68

平均數

19.90

4056.2500

最小值

18

1200.00

最大值

22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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