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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現今社會中，對於肥胖經常是加以『污名化』，雖然就身體健康觀點來

說，肥胖會引發許多身體上的疾病，但在健康之外，許多肥胖女性會因社

會觀點而影響其心理感受。大尺碼女性跟一般尺碼的女性一樣，都會有購



衣的需求，但在社會普遍對大尺碼女性的偏差觀念之下，大尺碼女性是如

何看待自己的身體與如何挑選衣服，而身體意像又是如何的影響大尺碼女

性購衣的消費行為，為了較貼近大尺碼女性的真實心情，所以本研究就是

採取個案研究法，選取一家目前台灣大尺碼女裝的專賣店，月營業額超過

台幣一千萬，用結構式的訪談方式，了解大尺碼專賣店的銷售情況，同時

也挑選了 8 位 BMI 值超過 24 正常標準的大尺碼女性，用半結構式的訪談

方式，來記錄大尺碼女性的身體意象與其購衣行為的連結，且在訪談時輔

以觀察法，試圖了解大尺碼女性在受訪時，是否有真正表達出自己的內心

想法。 經過本研究分析， 發現若是大尺碼女性從小就是肥胖身材者，心

理方面較為樂觀開朗，不易受到外界評論刺激，所以較能根據自己的喜好

挑選衣服。在自信度方面，大尺碼女性的自信程度與所謂的 BMI 值無

關，BMI 值只能提供服飾業者做為衣服打版之參考，與大尺碼女性的服飾

喜好沒有絕對的相關聯性。一般來說，社會大眾都認為肥胖身材的人，應

該用深色調的顏色來修飾身材，但經研究發現，黑、灰無色調雖是大尺碼

女性消費者的偏好顏色，但是這些深色調都集中在下半身的選擇，大部分

大尺碼女性消費者還是會挑選色彩明亮或者鮮豔的上半身服飾，主要是想

要表達內心自主樂觀的意念，不要因為想要看起來瘦一點，就全身黑色

系，看起來死氣沉沉的。 除此之外，大尺碼女性消費者認為自己也有追

求流行的權利，只是時常苦於買不到衣服穿，且大多數的大尺碼女性消費

者不認為買不到適合尺寸是大尺碼女生的問題，而是生產者(店家)的缺

失。所以大部分的大尺碼女性消費者都不會因為購衣不便的問題，進而影

響自己本身的身體意象。相較於台灣國內的消費環境，大尺碼女性消費者

喜歡國外的消費環境，他們可以自主的挑選衣服，而不是被銷售員影響挑

選服飾，甚至覺得有受到言辭上的污辱。大部分的大尺碼女性消費者在受

訪時，都不認為自己的身材不佳，但根據訪談和研究者的觀察顯示，她們

一樣會用衣服來美化身體曲線，不論是用顏色、版型或是材質，可見得社

會觀點仍舊影響她們的自我身體意象。 總括來說，大尺碼女性是會因社

會輿論而影響自我概念，但是在身體意象的這一區塊，表現的不是那麼明

顯，可以說是掩藏了起來，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呈現自我意象的表達-想要

用服裝來證明，大尺碼女性跟美麗並不是絕緣體，只是要找到對的方法來

表現自己，才能展現自我與美麗。  

摘要

(英) 

It is to frequently consider that the obesity is infamy at the nowadays. On the health 

viewpoint, the obesity will cause a lot of diseases, but expect for health, many obese 

women’s psychological feeling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social viewpoint. The large 

size women have the needs for purchasing the clothes as same as the general size 

women. Under the deviation concep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large size women, how 

do the large size women perceive their own body and choose their clothes? Besides, 

how do their body images influence the clothing purchasing behavior? To get the 

realest thought of the large size women, this research adopted the case study with 

the half-structural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linking between the body image of the 

large size women and their purchasing behavior on cloth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f the large size women were obese since the childhood, their 

psychological aspects are more optimistic and expansive than women that became 

obese after childbirth or work. They are also not easily hurt by the commentary 



from the others in the society and choose the clothes according to their likes.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large size women were not related to BMI value which is 

only for the pattern reference to the clothing suppliers. So, there is no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lothing preference of the large size women and BMI value. Based on 

the study, the large size women like to use the dark color to decorate the lower body 

part but choose the bright color for the top since they want to present the optimism 

in the mind. Although the whole black dress looks thinner, the large size women 

don’t like the dress up. The reason is the whole black makes spiritless. In addition, 

the large size women consumers though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seek fashion. The 

issue is that they often aren’t able to buy the suitable and available clothes in the 

market. Large size women considered the previous problem is from the suppliers, 

not the large size women themselves. From the viewpoint, most of the large size 

women consumers don’t be affected by the inconvenience on buying the clothes. 

The large size women consumers like the overseas shopping environment as they 

can choose any clothes depends on their love, not by saleperson in Taiwan shopp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interview, the majority of the large size women don’t 

think their body shapes no good enough, bu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and the 

researcher’s observation, they also use the clothes to make up the body shape by 

color, clothing style or material. It can be proved that the social viewpoint still 

affect the body image of the large size women. Summarily, the body concept of the 

large women will be affected and chang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and they still want 

to present themselves and beauty through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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