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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利用文本分析方法，解構流行音樂中青少女團體

歌手形象，試圖由此拼湊出流行音樂工業意圖建構的青少女形象，並了解

其生產運作機制於現代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深層意涵。以此窺覽流行音樂文

化中，歌者再現的性別意象，並期盼此一初探研究，能開啟歌者形象，以

及青少女與流行文化接合討論的相關研究。 根據本文研究旨趣，本文選取

了近一、二年，並存於流行樂壇的兩個形象與作品風格迥異的青少女團

體：「S.H.E」與「ASOS」。而在文本的分析討論上，由於本文探討的文

本內容，包括歌手之音樂作品（專輯歌詞、文案）、音樂錄影帶

（MV）、以及靜態圖像（專輯宣傳照、平面海報）等，因此選擇能夠兼

顧視覺、聲音、文字符碼的符號學方法，作為詮譯與解讀這個符號表意系

統的基礎。 而本文在研究設計方面，主要透過三種文本，首先是「形象文

本」：主要是以專輯之文案為主文本，並以專輯文案相關的平面圖像或是

MV（音樂錄影帶）的影像為次文本，藉此解讀青少女團體透過文字與影

像元素，所共同形塑的外在形象。其次是，「身體文本」：此部份包括平

面圖像與動態影像，以此窺探青少女所表露的身體文化與風格。最後，則

是「歌曲文本」：此部份為歌手專輯歌詞內容，探討的是少女團體所詮釋

的歌曲中，所隱含的愛情觀與迷思，及其情慾的再現。 研究發現可歸納成

三個部份來呈現。首先，在青少女團體整體形象與意涵方面，可以發現，

她們是一群企圖自傳統中叛逃的現代女孩。在專輯文案、作品與論述中，

不難發現即便是被標籤為「偶像女孩團體」的 S.H.E，亦有反傳統的行

徑，而 ASOS 所玩味的「死亡美學」與充滿「黑色意象」的少女形象，亦

透露她們介於框架「之外」的趣味，並無形中宣告一種自現代青少女的僵

化形象中，叛逃的後現代現象。其次，在青少女的身體文化風格方面，她

們頻頻規避鏡頭的樣貌，即進入一個女性自我戀慕的情節中。同時，她們

任意拼貼服裝與影像的作風，亦顛覆傳統青少女身體風格的意識型態。最

後，在青少女的愛情觀與情慾論述方面，則可藉由其專輯歌詞中窺知，青

少女所詮釋的歌曲，不再只是擁有單向度的平面化形象，也就是刻板印象

中的被動青少女。在這樣一個跨國文化大量輸入的文化氛圍中，青少女們

的生活模式與價值觀，已經大幅改變。而過去相關研究曾提出：「台灣的

流行音樂在性慾上處於真空狀態、女性是男性的性對象」的情況，也已在

青少女團體的歌曲中被加以翻轉、顛覆，並且重新挑戰這些既定的傳統形

象。 不論是 S.H.E 在形象上所被產製出的矛盾、衝突，還是 ASOS 姐妹極

力在舊式少女形象框架中找尋新的出口，她們都從代表著僵化的現代、傳

統邏輯思維中出走，企圖在傳統刻板的青少女形象上，引爆一股新的反動

能量。她們既不穩固又浮動的形象風格，其實正是顛覆流行音樂工業中原

本所框限的青少女形象，這是出於對歷史及傳統權威的輕蔑，並創造出更

多的趣味。她們的形象特色，不但再次強調歌手於流行音樂這個權力、文

化角力的文化場域所特有的文化意義，也宣告她們正顛簸於現代與後現代



矛盾爭扎的音樂文化工業中。  

摘

要

(英) 
 

論

文

目

次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00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00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004 

一、 研究動機 004 二、 研究目的 010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 012 一、 研

究問題 012 二、 論文章節說明 013 第二章 台灣流行音樂團體的發展脈絡 

014 第一節 流行音樂團體風潮之歷程 014 一、 團體組合之社會環境背景 

015 二、 團體組合趨勢──少男少女團體 017 第二節 台灣樂壇之男女團體

發展歷程 019 一、 早期團體形式與特色（70 年代初─1988 年） 019 二、 

1988 年之後偶像像化青少男青少女團體 022 三、 小結 032 第三節 青少男

與青少女團體之比較 033 一、 男女樂團（band）類型比較 033 二、 男女偶

像團體比較 037 三、 本章小結 041 第三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042 第一

節 流行音樂研究 042 一、 國外實証主義之流行音樂性別意涵研究 042 

二、 批判傳統下的流行音樂性別研究 044 三、 國內流行音樂研究範疇 046 

第二節 青少年／女相關研究 056 一、 國外青少年研究 056 二、 國外青少

女研究 058 三、 國內青少年相關研究 061 四、 國內青少女相關研究 062 

五、 研究定位 06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065 一、 研究方法：流行音樂文本分

析 065 二、 研究對象：「S.H.E」、「ASOS」 070 三、 研究設計 074 第四

節 理論觀點探討 077 一、 形象（image）研究 077 二、 性別研究的轉向 

084 三、 小結 094 第四章 青少女團體歌手性別形象再現 096 第一節 青少

女團體形象建構與再現 096 一、 獨立、自主、青春的少女形象 096 二、 

反抗傳統的行事作風 102 三、 浸淫哈日風潮之下的形象 107 四、 小結：

「新種美女」 110 第二節 青少女身體形象與意涵 112 一、 「變態」的身

體形象 112 二、 傳統保守派身體形象再現 124 三、 跳躍中的身體樣態 130 

四、 美貌與身體工業論述 134 五、 小結：「弔詭矛盾的身體風格」 137 

第三節 專輯再現的青少女愛情迷思與性別形象 138 一、愛情關係中的少女

樣貌 138 二、新羅曼史？！再製少女愛情故事情節 149 三、愛情之外的友

情 156 四、弦外之音：歧異的情慾論述 159 五、小結：「一切都是為了

愛」 163 第五章 結論 164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164 一、 變遷中的青少

女團體形象與意涵 164 二、 青少女團體文本的政治性 171 三、 青少女團

體文本與歌迷們的消費認同意義 175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81 一、 研

究限制 181 二、 研究建議 182 參考書目 185 附錄 203  

參

考

文

獻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一）期刊與研討會論文 王行（1996a）〈回家的

路太長─「男性研究」兩年的雜感〉，《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1：

7─9。 ──（1996b）〈新男性的成長─打破男性優勢的迷思〉，「兩性

平等與心理衛生研討會」論文。台北。 方笛（1994）〈綜觀九０年代台灣

音樂市場〉《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出版年鑑》，台北：新聞局，頁 46─48。 

方巧如（1996）〈民國七十年代台灣的國語搖滾樂團所建構的夢想世界及

其限制〉，《中外文學》，25（2）：82─105 白紀齡（1995）〈「打」通

台灣唱片工業的任督二脈〉，《非古典流行音樂雜誌》，16：32─37。 江

文瑜（1996）〈從「抓狂」到「笑魁」：流行歌曲的語言選擇之語言社會

學分析〉，《中外文學》，25：2。 江文瑜、邱貴芬（1996）〈查某儂嘛



要抓狂─當代台語流行女歌的後殖民女性主義論釋與批判〉，《中外文

學》25（2）：23─48。 江佩真（1991）〈都市新人類次文化之初探〉，

《社會科學教育學刊》，（1）：167─178。 李亦園（1984）〈當前青年

次文化的觀察〉，《中國論壇》，第 205 期：9─15。 杜文靖（1995），

〈光復後台灣歌謠發展史〉，《文訊》，119 期，頁 23─27。 林怡伶

（1996，7）〈複製或原真？主流與非主流流行音樂之事實與迷思〉，

《中外文學》25：2 林谷芳（1995）〈藝術造詣與文化功能──兩個角度

下看音樂〉，文訊月刊，81（119）：18-19。 林二（1983），〈閩南語歌

曲的演變〉，《益世》，3 卷 7 期，頁 22─26。 林芳玫（1994）〈觀眾研

究初探──由《梅花三弄》談文本、解讀策略、與大眾文化意識型態〉，

《新聞學研究》49：123─155。 周倩漪（1998）〈從王菲到菲迷─流行音

樂偶像崇拜中性別主體的搏成〉，《新聞學研究》，56：10─134。 ──

（1996，7）〈解讀流行音樂性別政治─以江蕙和陳淑樺為例〉，《中外

文學》25：2。 吳正忠（1994a）〈天兵天將，還是蝦兵蟹將？〉《非古典

音樂雜誌》，6：87─93。 ──（1994b）〈打歌，打歌，把歌打死！〉

《非古典音樂雜誌》，第 11 期。 ──（1994c）〈流行音樂=≠夢工場〉

《非古典音樂雜誌》第 5 期。 呂泉生、李泰祥（1986）〈流行音樂何去何

從〉，《今日》，28─30。 李天鐸（1988）〈流行音樂錄影的視覺構成與

解析〉，《報學》，8（1）：176─185。 ──（1998）〈跨國傳播媒體與

華語流行音樂的政治經濟分析〉，《當代》125：54-71。 李筱峰（1997）

〈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台灣歌謠與台灣的政治和社會〉，《台灣風

物》，47（3）。 岩淵功一（1998）〈日本文化在台灣──全球本土化與

現代性的「芳香」〉，《當代》，12：14─37。 曾文志、劉玲君

（1995.11）〈「青少年對偶像、流行歌曲、流行用語之看法與態度」調查

報告〉《學生輔導》，41：144─148。 莊永明（1983），〈光復後台語流

行歌曲之我見〉，《益世》，3 卷 7 期，頁 27─31。 莊和芝（1998）〈從

少女雜誌「BEAUTY」看女性形象〉，《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9：

17─20。 孫瑞穗（2000）〈Hello！青少女哪吒─尋找青少女的主體與空

間〉，《誠品好讀》，試刊號 2：15。 張小虹（1993）〈盜版瑪丹娜：後

現代擬仿與性別拷貝〉，《中外文學》，22（3）：155-172。 ──

（1996）〈我的體重的選美風情畫與話〉，《當代》，42：116─124。 張

育章（1996）〈望花補夜：台灣地下音樂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外文

學》，25（2）：109─129。 ──（1998）〈女為悅己者容？瘦身廣告的

影響研究─以台北市一般高中職學生為例〉，《民意研究季刊》，203：

61─89。 張雁婷（1997）〈青少年早期情緒發展之探究〉，高強華

（編），《關懷新新人類》：35─64。台北：皇冠。 S.Frith 作，張釗維譯

（1994）〈邁向民眾音樂美學〉，《島嶼邊緣》，11：11─27。 黃國隆

（1983a）〈歌謠及其社會背景〉，《益世雜誌》31。 ──（1983b）〈談

三十多年來國內歌曲的產銷〉，《益世雜誌》31。 黃瑞祺，2000 陳慧玲

（2002.6）〈禁錮的時期：台灣查禁歌曲之文化霸權論述〉，張錦華（主

持人），「流行文化與社會運動」，「2002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度研討

會」，中華傳播學會。 楊克隆（1998），〈台灣戰後反對運動歌曲的壓抑

與重生：以解嚴前後的反對運動歌曲為例〉，《台灣人文》第二號。 ──

（1999、6）〈三０年代台語流行歌曲所展現的被殖民經驗〉，《台灣人



文》，第 3 號。 楊欣穎、陳菩真（2000）《從日本偶像劇的風行看台灣青

少年的文化認同》，交通大學傳播所研究生，「2000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度

研討會」，中華傳播學會。 趙庭輝（1990）〈解讀流行音樂歌者「小虎

隊」的商業包裝〉，《中國論壇》，356：19─22。 蔡懋棠（1961），

〈近卅五年來的臺灣流行歌〉《台灣風物》，11（5）。 蔡珠兒（1990、

7）〈世紀末的芭比娃娃？父權與資本主義下的流行工業〉，《中國論

壇》，第 356 期，30 卷 8 期，P23─26。 齊隆壬（1986）〈女性主義與現

代電影理論和批評〉，《當代》5：49─54。 臧汀生（1990）〈台語流行

歌與台灣社會〉，《文學與社會》：225─297。 廖炳惠（1991）〈九０年

流行歌曲中的城鄉意識──以陳明章與朱約信為例〉，《聯合文學》，

7：10=82：115-118。 鄭慶宗（1989）〈青春偶像青少年次級文化〉《教與

愛》，26：22─23。 鍾雲蘭、李月華（1983）〈擇優形象樹我理想─大學

生的偶像崇拜行為〉、《幼獅月刊》58（2）：6─13。 劉萍（1997）〈偶

像、偶像、我愛你〉《今周刊》第 116 期：116─117。 劉亞蘭（1995）

《梅洛龐蒂：身體主體的互為主體性意涵》政大哲學所。 劉星（1984）

《中國流行歌曲源流》，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譚石（1991）〈台灣

流行音樂的歷史方案─一個初步的觀察〉，《聯合文學》7：10。 蘇正偉

（1995），〈國語流行歌曲的歷史掃描〉，《文訊》，119 期，頁

20─22。 羅麗達（1997）〈大陸一代青年人的心聲──崔健的搖滾歌

曲〉，《東亞季刊》28：4：169─186。 蔣淑貞（1998）〈兩性戰爭可休

矣？當代女性科幻小說的敘事模式與性別政治〉，《中外文學》26

（8）：32─47 謝錦芳譯（1990）〈消費影像、美國文化與文化研究中影

像與修辭〉《當代》第 51 期（169）：42─52（原著：Kaplan, E. A.）。 陳

明珠譯（2001），〈物質主義的影像研究〉，《當代》，51（169）：

70─82（原著： Fiske , J.）。 張育章譯（1994），〈自主性是如何相對

的：民眾音樂、社會形構與文化抗爭〉，《島嶼邊緣》，11：28─48（原

著： Garofalo, R.）。 （二）翻譯專書 白曉紅譯（1994）《女性主義實踐

與後結構主義理論》，台北：桂冠（Weedon, C.【1987】Feminist Practice &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Basil Blackwell Limited）。 尚衡譯（1997），《性意

識史---卷一：導論》，台北，桂冠（Foucault, M.著【1981】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宋素鳳、翁桂堂譯（1999）《噪音：音樂政治的經濟學》，

台北：時報文化。（Attali, J.著，【1977】Bruits：Essai sur l’ economie 

politique de la musique ,Press University de France） 李幼蒸譯（1998）《寫作

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台北，時報（Barthes, R.【1953】

Writing Degree Zero） 何穎怡譯（2000）《女性研究自學讀本》，台北，女

書（Magezis, J.【1996】Teach Yourself Women''''''''s Studies）。 高銛等譯

（1995）《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台北：桂冠（Bell, D.【1973】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Basic 

Books）。 孫名之等譯（1994）《心理學導論(上冊)》，台北：曉園出版社

（Atkinson R. L【1993】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11th ed）。 彭倩文譯

（1994）《搖滾樂社會學》，台北：萬象（Frith, S【1978】Sociology of 

Rock）。 張儒林譯（1997）《次文化：生活方式的意義》，台北：駱駝

（Hebdige, D.【1979】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張錦華譯（1995）《傳播符號學理論》，台北：遠流



（Fiske, J.【1990】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張君玫譯

（1997）《重塑女體：美容手術的兩難》，台北：巨流（Davis, K.

【1995】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New 

York：Routledge）。 陳志梧譯（1991）《看的方法》，台北：明文書局

（Berger, J【1972】Ways of Seeing, London：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陳光興等譯（1992）《文化，社會與媒體》，台北：遠流

（Gurevitch, M 【1982】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don：Methuen）。 

陳引馳譯（1995），《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台北，駱駝（Greene, G.

【1993】 Changing subjects : the making of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劉靜貞、洪金珠譯（1997），《父權體制與資本

主義：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台北，時報文化（上野千鶴子著）。 

（三）中文專書 S.H.E 影像／文字（2002）《S.H.E 真青春！So Young 寫真

書》，台北：時報文化。 S.H.E 著（2003）《時光日記簿》，台北：平裝

本出版。 二月、馬欣等著（2002）《流行音樂．魅力．男》，台北：商

周。 文瀚（1994）《台灣流行音樂啟示錄》，台北：萬象。 王志弘

（2000）《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台北：田園城市。 行政院青年輔

導委員會（1996）《青少年白皮書》，台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何

修（1992）《美貌的神話》，台北：自立晚報。 洪翠娥（1988）《霍克海

默與阿多諾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台北：唐山。 莊永明、陳郁秀

（1997），《音樂台灣一百年論文集》，台北：白鷺鷥基金會。 楊大春

（1996）《後結構主義》，台北：揚智。 ──（1995）《傅柯》，台北：

生智。 張錦華（1995）〈諸論〉，顧玉珍、周月英等（合著），《媒體的

女人，女人的媒體》，台北：碩人。 ──（1994）《傳播批判理論》，台

北：正中。 張釗維（1994）《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一九七０年代台灣現

代民歌發展史──建、正當性論述與表現形式的形構》，台北：時報文

化。 張小虹（1996）《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台北：

時報文化。 曾慧佳（1998，12）著，《從流行歌曲看台灣社會變遷》，台

北：桂冠 黃瑞祺（2000）《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 鄭祥福著

（1999）《後現代主義》，台北：揚智。 翁嘉銘著（1992）《從羅大佑到

崔健：當代流行音樂的軌跡》，台北：時報文化。──（1996）《迷迷之

音：蛻變中的台灣流行歌曲》，台北：萬象。 （四）學術論文專著 方巧

如（1994）《國內熱門搖滾樂團歌詞所建構之夢幻世界》，輔仁大學傳播

所碩士論文。 于靜文（1995）《歌與時代：台灣流行訊息歌曲之語藝分

析》，輔仁大學傳播所碩士論文。 王家慶（1995）《從符號學詮釋批判台

灣的流行音樂文化》，成大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真真（1993）〈政權意

識型態與台語流行歌曲的關係〉，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苗延威

（1991）《鄉愁四韻-中國現代民歌運動之社會學研究》台灣大學社會學所

碩士論文。 林怡伶（1994）《台灣流行音樂產製之研究》，政大新聞研究

所碩士論文 林佩璇（2002）《妖異情慾：解讀日本變體類色情動畫之性別

再現》，淡江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靜雯（1999）《雜誌廣告中男

性角色的變遷研究》，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中天（1980）

《美國通俗歌曲以及其所反映的價值觀》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甫亮（2001）《青少年在網咖中的次文化認同建構初探》世新大學傳播

所碩士論文。 周倩漪（1996a），《九０年代台灣流行音樂的支配與反抗



之聲──性別政治、主體性與庶民文化》，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吳偉慈（1995）《音樂錄影帶中的女性角色與地位》，交通大學傳播

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宜玲（2000）《女人的身體與性意識─女星寫真

集的文本建構與青少女的解讀策略》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碩士論文。 李昶

儀（2001）《電視綜藝節目與青少年次文化形成之研究─由吳宗憲現象剖

析青少年的電視解碼》 李佩真（1998，6）《偶像文本的消費意義：迷與

偶像關係之探討》，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逸歆（2001）《台

灣流行音樂行銷策略之研究》，世新大學大眾傳播所碩士論文。 何慧雯

（2002）《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變奏：日本流行文化與文化認同實踐》，輔

大大眾傳播學碩士論文。 柯永輝（1994）《解讀台灣流行音樂中的女性意

涵》，政大新聞研究碩士論文。 邱藍玉（1990）《流行歌曲的性別角色分

析》，銘傳大學大眾傳播系學士論文。 莊宗憲（1994）〈消費主會：大眾

文化與後現代〉，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 孫立群（1998）《日本卡通

對青少年消費文化影響》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張純琳（1990）《台

灣城市歌曲之探討與研究：民國二十∼七十年》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

論文。 張智雅（1999）《偶像崇拜與青少年認同─以台灣流行音樂樂迷為

例》，慈濟醫學院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靜宜（2001）《青少女的

痛經、生活壓力與自由基之相關性》，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 張釗維（1992）《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1970 年代台灣現代民歌發

展史─建、正當性論述與表現形式的形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科技史

組碩士論文。 張翠芬（2000）《一個青年女性自我之建構與轉化─自傳式

民族誌取向》，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張雁婷（1997）《教師學科

教學知識之研究--以國中英語科為例》，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

文。 梁惠明（1997），《電視廣告─消費現實的影像夢境以金飾、汽車、

信用卡廣告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裕元（2000）

《戰後台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 陳雅潔（1998）《當代台灣本土流行音樂之後現代性初探》，東吳

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友芳（1999）《台灣國語流行音樂錄影帶

（music video）中之性別論述》，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奈君

（1991）《流行歌曲與文化消費》，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泓

銘（2000）《台灣唱片業難過的千禧關卡》，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

文。 陳俞霖（2002）《網路同儕對 N 世代青少年的意義：認同感的追

尋》，南華大學社會學所碩士論文。 楊蕙菁（1997）《從「小虎隊」到

「四大天王」──台灣流行音樂偶像崇拜現象》，台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

士論文。 洪慧純（2000）《台中市青少年收看日本偶像劇市場區隔之研

究》，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游美惠（1991）《文化、性

別、性：從色情海報看文化的建構與解構》，清華大學人類學所社會學組

碩士論文。 趙培華（2001）《台灣青少年對日本偶像劇的觀看、解碼與消

費》，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碩士論文。 葉淑明（1998）《全球與本土：台

灣流行音樂工業的演變》，輔仁大學大眾傳播所碩士論文。 蔡宜剛

（2000）《搖滾樂在台灣之可能與不可能》，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蔡蕙如（2000）《流行時尚的斷裂與差異──中國風在台灣》，台

大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淑儀（1992）《台灣流行音樂與大眾文化

（1982-1991）》，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君仲（2000）



《我迷，故我在─流行音樂樂迷和流行音樂文本互動關係之探索》，世新

大學傳播所碩士論文。 劉季雲（1997）《論校園民歌之發展──從民歌運

動到文化工業》，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曉倫（2000）《國中

學生崇拜影視明星行為之相關因素研究》，成功大學教育所碩士論文。 劉

慧琪（2000）《青少女愛情關係中之性別論述--以三位高職女生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金杏（2000）《青少女痛經自

我照顧行為量表之發展與測試》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振

昇（1999）《台灣流行音樂中的愛情價值觀：1989─1998》，中山大學傳

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佩嘉（1995），《銷售的政治：性別化的勞動

身體規訓---兩種化妝品銷售勞動體制（百貨專櫃傳銷之比較研究）》台大

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育純（1999）《青少年電視觀看歷程之探討》，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所碩士論文。 （五）報紙新聞 S.H.E 著／王蓉文字構成

（2003.1.27），〈S.H.E 瘦夠了〉，《中國時報》，29 版。 S.H.E 著／王蓉

文字構成（2003.1.28），〈S.H.E 又鬧笑話了〉，《中國時報》，29 版。 

田瑜萍（2002.11.25）〈怪怪，還真是愛作怪 Selina 三八〉，《中國時

報》，25 版。 田瑜萍（2002.1.30）〈S.H.E 波峰伏隨發片消長〉，《中國

時報》，26 版。 田瑜萍（2002.2.16）〈S.H.E 參觀恐龍展 性趣濃〉，《中

國時報》，17 版。 李韶明（2000.12.17）〈ASOS 不再開「殺」戒〉，

《民生報》，Cs1 版。 李韶明（2002.6.26）〈ASOS 風靡星馬 通告 30

個〉，《民生報》，C2 版。 李韶明（2002.3.28）〈大 S 臉變小 小 S 胸變

大〉，《民生報》，C2 版。 李韶明（2002.4.11）〈S.H.E 想變臉〉，《民

生報》，C5 版。 李韶明（2000.8.17）〈ASOS 丁寧 109 辣妹〉，《民生

報》，Cs6 版。 林佳宏（2003.2.11）〈S.H.E、5566 搖擺英倫，團體潮流旺

旺，BBS 動員採訪〉，《星報》，1 版。 朱立群（2002.2.8）〈S.H.E 聲勢

看漲樂透了〉，《民生報》，Cs3 版。 朱立群（2002.1.27）〈S.H.E 叫我預

女！〉，《民生報》，C4 版。 朱立群（2002.3.11）〈S.H.E 代言胸罩比大

小〉，《民生報》，C3 版。 徐紀琤（2002.2.25）〈S.H.E 包尿布〉，《中

國時報》，27 版。 姜玉景（2000.12.17）〈ASOS 一副死樣子〉，《民生

報》，Cs1 版。 梁鴻斌、陳慧玲（2003.4.6）〈偶像天團，賣向新戰國〉，

《大成報》，6 版。 陳映如（2002.1.30）〈S.H.E 燈謎問答 冷到最高點〉

《中央日報》，15 版。 陳孝凡（1999.11.6）〈NHK 來訪超級哈日族 SOS

連日本馬桶都崇拜〉，《中國時報》，28 版。 張文輝（2000.4.5）〈SOS

重度哈日太痴狂〉，《聯合報》，26 版。 趙雅芬（2002.8.21）〈首次個唱

在即 S.H.E 睡得少吃得多 就怕歌迷來得不夠多〉，《中國時報》，27 版。 

劉宜（2003.1.6）〈想當年 Selina 初吻後處心積慮還想要〉，《中國時

報》，25 版。 劉宜（2003.1.13）〈S.H.E 跟飛鷹三姝像不像？〉，《中國

時報》，26 版。 劉衛莉（2002.3.8）〈S.H.E 向內衣廣告說 NO〉，《聯合

報》，25 版。 謝鈺鈺（2002.4.30）〈ASOS 顛覆百分百 美少女快閃〉，

《聯合報》，30 版。 謝鈺鈺（2002.1.6）〈ASOS 簽唱會 姊妹淘全都

到〉，《聯合報》，25 版。 葉雲甫（2002.2.2）〈ASOS 常規難以歸類的

黑色創意〉，《中國時報》，28 版。 魏境鳼（2002.2.24）〈ASOS 出

輯〉，《中央日報》，15 版。 民生報（2002.4.13）〈S.H.E 語出驚人 恐成

負面影響〉，Cs7 版。 民生報（2002.2.7）〈ASOS 愛不持久 令人驚豔〉，

Cs7 版。 （六）網路電子化資料 GOGOROCK 網站之《S.H.E 精選輯簡



介》： http://www.gogorock.com/promo_album/artist/profile/profile_1910.asp 

《可愛的 SHE》：http://tw.club.yahoo.com/clubs/alice_she 《我的 S.H.E》：

http://tw.club.yahoo.com/contlist?cid=love-my-SHE&r=415958 《S.H.E 女朋

友》：http://tw.club.yahoo.com/clubs/SHE/ 《奇摩音樂》之《S.H.E 專輯評

論》樂評人 soundbuzz：http://tw.music.yahoo.com/reviews/28.html 華研國際官

方網站：http://she.him.com.tw S.H.E 大陸後援會：http://www.sheshow.net/she 

台灣樂壇黃金十年：http://entertain.sinohome.com/music/0102_3915.htm 變態少

女介紹 http://www.gogorock.com/promo_album/album/2079.asp 《ASOS 特

區》：http://www.taconet.com.tw/asoszone/ 李安君（2000.3.20）〈最被看好-

吳珮瑜「熄火」 最不起眼-徐若瑄「發火」〉，《中時電子報》。 黃秀慧

（2002.7.22）（S.H.E 出輯 有搞「頭」），《中時電子報》。 陳家霖

（2002.7.22）〈S.H.E 打造美麗新世界 紅不讓改變造型全新出輯 KISS 轉戰

大陸 粉碎解散傳言〉，《大成報》（電子報）。 陳家霖（2002.7.27）

〈櫻花妹 S.H.E.真青春〉，《大成報》（電子報）。 《SHE 心情小站中的

「星聞」》htt://she~she.24cc.com/： 1.林憬屏〈S.H.E.比得獎還開心〉，中

央社。 2.葉嫦芬（2002.9.22）〈S.H.E 露出真面目 寫真書紀錄出道來點點

滴滴 全都是「素顏」美人喔〉 3.盛榮萱（2002.12.9）〈S.H.E 靠親親 養默

契〉，《星報》 4.朱立群（2002.9.29）〈S.H.E 與 AK 紅得有點像 都是女

子三人組 都似翻唱曲稱霸〉，《民生報》 （七）有聲出版之音樂帶 

「S.H.E」（2001.9）〈女生宿舍〉，台北：華研國際。 「S.H.E」

（2002.1）〈青春株式會社〉，台北：華研國際。 「S.H.E」（2002.8）

〈美麗新世界〉，台北：華研國際。 「ASOS」（2001.12）〈變態少

女〉，台北：擎天娛樂。 （八）其它 施人誠（華研國際唱片公司資深經

理）（2003 年 5 月 7 日晚上 7：00─9：30），〈WHO IS S.H.E〉，《資深

音樂人的另類行銷法則》課程講座，台北：文化大學推廣部。 二、英文部

份 Adorno, T.W （1975）‘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New German 

Critique, 6: pp.3-19. Barthes, R. （1977a）‘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 S. Frith 

& A. Goodwin(eds), On Record: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Routledge, pp. 293-300. ──（1977b）‘The Rhetoric of the Image’ , in 

S.Heath(ed. and trans.), Image-Musi-/Text, London:Fontana,pp. 32-51. ──

（1977c）‘The Photogrphic Message’, in S.Heath(ed. and trans.), Image-Music-

Text , New York: Hill and Wang, pp.15-68. Bradby, B.（1988）‘DO-TALK 

AND DON’T-TALK:The Division of the Subject In Girl-Group Music’, in S. 

Frith & A. Goodwin(eds), On Record: 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Routledge, pp. 341-368. Bruniston, S., et al.（1978）‘Psychoanalysis and the 

Cultural Acquisition of Sexuality and Subjectivity’, in WSG-CCCS (ed.), Women 

Take Issue: Aspect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 London: Hutchinson, pp. 

109─132. Butcher, H.（1974）‘Image of women in the media’, Stencilled 

Occasional Paper, NO.31, Birmingham: CCCS, pp. 1-34. Buxton, D.（1983／

1990）‘Rock Music, The Star System, and the Rise of Consumierism’, in S. 

Frith & A. Goodwin(eds), On Record: 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Routledge, pp. 427-440. Carey, J. T.（1969）‘Changing Courtship Patterns in the 

Popular Song’,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pp. 720-731. Chester, A.

（1970）‘SECOND THOUGHTS ON A ROCK AESTHTIC: The Band’, in S. 



Frith & A. Goodwin(eds), On Record：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Routledge, pp. 315-319. Cohen, P.（1972）‘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O.2, 

Birm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Denisoff, R.S.（1983）‘The 

Sociology of Popular Music:A Review, Sing a Song of Social Significance’,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Denski ,S. & 

Sholle, D.（1992）‘Metal Men and Glamour Boys: Gender Performance’ in 

S.Craig(ed.) Heavy Metal,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Media, USA: Sage, pp. 41-60. 

Duke, L. & Kreshel, P. J.（1998）Negotiating Femininity：Girls in Early 

Adolescence Read Teen Magazin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2 (1), 48-

71. Dyer, R.（1985）‘Male Sexuality in the Media’, in A. Metcalf and M. 

Humphries（eds）The Sexuality of Men, London:Pluto Press, pp. 28-43. 

Flitterman-Lewis, S.（1992）‘Psychoanalysis, Film and Television’, R.C.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 Reassembled: Televisio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203-246. Fiske, J. & Hartley, J.

（1978）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Franklin, S., ed al（1991）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Pasts, Presents, Future’, in C. Lury & J. 

Stacey(eds), Off-Centre：Feminism and Culture Studies,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pp. 1-20. Frazer, E.（1987）‘Teenage Girls Reading Jacki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9(4):407-425. Frith, S.（1988）‘Music for Pleasure: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Po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a）‘Towards an 

Aesthetics of Popular Music’, in R. Leppert & S. McClary(eds), Music and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Composition, Performance and Re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3-149. ──（1987b）‘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opular Music’, in J. Lull (ed.), Popular Music and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78）The Sociology of Rock, London: Constable. 

Frith, S. & McRobbie, A.（1996）‘Rock and Sexuality’, in S. Frith &A. 

Goodwin(eds), On Record: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Routledge, 

pp. 371-389. Goodwin, A.（1987）‘Music Video in the（Post）Modern 

World’, Screen, 28(3):36-55. Grossberg. Lary. (1983/4)‘The Politics of Youth 

Culture: Some Observations on Rock and Roll’,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al Text, 

(8):104-126. Grossberg, Lawrence.（1992）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Hall, S.

（1982）‘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in M. Gurevitch et al.(eds), Culut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Methuen. ──（1981）‘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 228. ──（1980）‘Encoding／

decoding’, in S. Hall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Language , London: Huchinson. 

Hebdige, D.（1979）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Horton, D.(1957)‘The Dialogue of Courtship in Popular Songs’,in S. Frith &A. 

Goodwin(eds), On Record: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Routledge. 

Kaplan, E.A.（1996）‘Feminism／Oedipus／Postmodernism：The Case of 

MTV’, in H. Baehr & A. Gray(eds), Turning it on: A Reader in Women and 

Media, London: Arnold , pp. 33-43. ──（1992）‘Feminist Criticism and 



Television’, in R.C. Allen(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Television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pp. 247-283. Kinder, M.（1987）

‘Music video and the spectator: Television, ideology and dream’, in H.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9-254. McRobbie, A.（1982）‘Jackie：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 in B. Waites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Past and Present,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pp. 263-283. ──（1991）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From Jackie to Just Seventeen, London: Macmillan. Morse, M.（1986）

‘Postynchronizing Rock Music and Televis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16-17. ──（1994）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Mulvey, L.（1975）‘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16(3):6-18. Richard, M.（1990）Studying Popular Music, Milton Keynes &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Roy , S.（1994）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 London: Routledge. Turner, G.（1996）‘The Idea of Cultural Study’,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ch.2, London: Routledge, 

pp. 11-37. Warner, W.（1992）‘Spectacular Image：Rambo and the Popular 

Pleasures of Pain’, in L.Grossberg, et al.(eds),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p. 672-688. Willis, P.（1978）Profan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The Motorbike Within a Subcultural Group’, In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WSG-CCCS（1978）‘Women’s Studies 

Group: Trying to Do Feminist Intellectual Work’, in WSG-CCCS(ed.), Women 

Take Issue：Aspect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pp. 7-17.  

論

文

頁

數 

206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異

動

記

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