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146 

狀態 NC088FJU00023004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5096171  

研究

生

(中) 

張淑婷 

研究

生

(英) 

Shu-ting Chang 

論文

名稱

(中) 

台灣地區雜誌廣告的文化價值呈現－1984 年與 1998 年的比較分析 

論文

名稱

(英) 

Cultural Values Manifest in Magazine Advertising in Taiw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984 and 1998.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陳尚永 

指導

教授

(英) 

Shano-yeon Chern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2005.01.01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8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台灣 雜誌廣告 文化特性 文化價值 西化 一九八四年 一九九八年  

關鍵

字

(英) 

Taiwan advertising cultural values westernization Hofstede Pollay 1984 1998 

摘要

(中) 

本研究基於對 1980 年代中期，自由化、國際化經濟政策開放後，台灣廣

告業快速發展的濃厚興趣，以及廣告是文化價值傳遞者的概念基礎，針對

不同年代、不同類產品廣告內容中，所反映「文化價值」的表現形式─



「文化特性」與「西化導向」進行比較分析，企圖瞭解 1980 年代中期開

放外籍廣告商來台前，以及 1990 年代後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

方發展趨於多元成熟後，廣告內容在 1984 年與 1998 年兩個不同時間點所

表現的文化取向，是否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而呈現差異性，並且探討產

品類別是否為決定廣告中文化呈現類型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

析法，以 1984 年與 1998 年當中，共計 263 則的台灣雜誌廣告為分析對

象，結合 Hofstede、Pollay 與 Mueller 等人相關研究中，所提出的文化特性

與西化導向概念，為廣告內容中文化價值呈現的分析類目基礎。 研究發

現，1984 年與 1998 年的台灣雜誌廣告，所反映的文化特性，皆以「不確

定性規避」、「權力距離」與「柔性作風」為主，廣告中「群體主義」的

呈現，在 1984 與 1998 前後兩年的比較上，有遞減的趨勢；廣告中「西化

導向」的呈現，有遞增的趨勢，1998 年廣告中的西化內容比 1984 年更為

明顯；不同產品類別廣告所運用的文化價值類型，確實存在差異性，1984

年與 1998 年廣告中「剛性作風」的呈現，皆以非耐久性產品的使用程度

最高，耐久性產品居次，服務類為最低。  

摘要

(英) 

The reflection of cultural values in advertisements makes advertising more 

appealing to consumers. The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Taiwan has leaded to a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advertising industry 

since 1984. Thus, this thesis aims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values 

manifest in Taiwanese magazine advertisements between 1984 and 1998, to figure 

out if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advertising agencies to Taiwan in the mid-1980s 

and the pluralistic and progressive social changes in Taiwan in the late 1990s result 

in evident differences of advertising message between the above 2 years. Besides, 

the product category is take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o see if it affects the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in advertising. On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cultural 

characters and westernization mentioned by Hofstede, Pollay and Mueller, 263 

Taiwanese magazine advertisements are content-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Uncertainty Avoidance”, “Power Distance” and “Femininity” are the 

main cultural values manifest in Taiwanese magazine advertisements of 1984 and 

1998,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Collectivism” has a decreasing tendency. To be 

compared between the advertising of 1984 and 1998, the “Westernization 

Orientation” ha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It is proven that cultural values manifest 

in advertising do differ according as product categories. In both 1984 and 1998, 

“Masculinity” has the most manifestation in non-durable product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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