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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流行時尚之所以吸引人，其中最大的原因來自於其高度的符號價值。而漫

步街頭以及翻閱報章雜誌與網路媒體所見之流行時尚廣告畫面或影像文

本，就是讓流行時尚在成為視覺消費對象之餘，能夠被當作商品符號

(commodity sign)的重要「來源」。也就是說，時尚消費的本質已無關乎價

格高低或是品牌等級的界線，惟有將商品完整的「視覺化」以及「符號

化」，打造出精緻又時髦的時尚氛圍，才能作為吸引消費者的重要商業運

行機制。因此，時髦精緻意象文本是消費者對流行時尚始終亦步亦趨且願

意砸下大筆重金的重要原因，其中最主要目的在於讓消費者對最時髦的

「樣貌」(look)進行消費。 快速時尚(fast fashion or hi-street fashion)緊抓此邏

輯並販售「人人負擔得起的時尚」(fashion for everybody)之大眾消費概念，

打造深具規模性之跨國時尚品牌應有整體包裝規格，除了從產品設計、上

架到影像符碼的釋出皆強力壓縮其速度之外，更在參考高級時尚最新巧思

的同時也能充分掌握消費大眾的需求，進而以快速上架、定價便宜的訴

求，打破了「流行時尚就是昂貴精品」的既有思考邏輯，提供並增加全世

界每一個人追求並享受與追求時髦樣貌的機會。 而本研究站在一個關心時

尚符碼產製與消費問題，以及認為目前的時尚環境因快速時尚的崛起而出

現變化的立場，將目前在全世界深具知名度之快速時尚四大品牌－Zara、

H&M、Topshop、Mango 作為分析個案來源，並透過符號消費與商業產製

的角度，嘗試了解快速時尚所呈現的整體時尚產業輪廓，以及消費者對於

快速時尚的觀感以及消費情形。對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幾

點，分別為：了解快速時尚的時尚符號價值以及相關品牌的消費意涵、掌

握消費者的快速時尚消費經驗，以及歸納快速時尚反應出何種時尚文化與

消費現象。而研究問題則一共有三項，分別是：快速時尚品牌如何包裝與

呈現其時尚符碼、快速時尚具備何種時尚消費意涵，以及快速時尚之於現

今消費社會與時尚產業的價值與意義為何。 在研究方法的操作上，本研究

主要以質化分析之「深度訪談法」，並將訪談對象分為「產製端」(時尚工

作者)與「消費端」(消費者)兩個部份。而根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本研

究將研究過程共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研究者會彙整專業時尚人員之觀點

與快速時尚品牌官方訊息，進而探究快速時尚的時尚符碼產製方式與實際

意義；再者，針對消費者的快速時尚消費經驗以及其對於影像文本之詮釋

進行了解；最後，經由統整前兩項分析資料，歸納並探討快速時尚所呈現

的時尚文化與消費現象，以期勾勒出快速時尚的價值與意義。 在結論的呈

現方面，研究者首先站在現象建構與結果呈現的角度，針對流行時尚之本

質進行再思考，以作為闡述研究結論之基礎背景來源；其次，在勾勒快速

時尚之整體輪廓的部份，研究者發現，即便快速時尚複製高級時尚的作法

引發高度爭議性，但其自影像畫面、代言人邀請、消費空間到商品樣式等

部分的表現，皆充斥高度時尚感，讓消費大眾認為只要花費少少的金額就

可以獲得追求時尚的愉悅感與新鮮感，而這股「時尚大眾化」力量也為時



尚產業與時尚消費行為帶來某種程度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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