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11256 

狀

態 
G0496096164 

助

教

查

核 

建檔完成 

索

書

號 

查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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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096164  

研

究

生

(中

) 

劉航安 

研

究

生

(英

) 

 

論

文

名

女性美麗呈現之研究-以台灣年輕女性流行時尚雜誌《Beauty 美人誌》與

《Choc 恰女生》廣告為分析對象 



稱

(中

) 

論

文

名

稱

(英

) 

The portrayal of female's beauty - an analysis of Taiwan's young women's fashion 

magazines ad in 《Beauty》and《Choc》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 

陳尚永 

指

導

教

授

(英

)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2012.6.23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201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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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6.23 

檔

案

說

明 

封面 摘要 目次 章節一 章節二 章節三 章節四 章節五 參考文獻及附錄 

電

子

全

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9 

出

版

年 

99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中

) 

女性流行時尚雜誌 美麗 雜誌廣告 

關

鍵

字

(英

) 

 

摘

要

(中

) 

1970 年代以來，女性意識崛起，女性開始正視自己，許多與女性相關的廣

告及產品，大量運用女性自主的概念進行推銷，進而影響女性對自己的認

知。加上台灣女性流行時尚雜誌從 2001 年開始的銷售排名一直在前三名，

而以女性為主要閱聽人的女性流行時尚雜誌又傳遞出哪種女性美？本研究

即透過對 2001 年至 2009 年的《Beauty 美人誌》與《Choc 恰女生》的廣告

進行內容分析，並訪談上述兩本雜誌的主編，了解雜誌所呈現的美麗，以

及主編們眼中的美麗。 本研究將美麗區分為(一)身體、(二)髮型、(三)服

飾、(四)姿態神態、(五)整體共五大項，研究發現內容分析與深度訪談的結

果絕大部分相同，綜合來說，對於女性身體的美麗，喜愛身形纖細曲線窈

窕、皮膚白皙膚質姣好、五官立體、修長的雙腿等；在髮型上以長髮為

主，05 年後對短髮的接受度增加，捲度多為直髮或微捲，髮色偏好黑色或

褐色，造型以自然垂放為主。近來多了對飾品的討論，服飾風格以休閒風

格為主；整體來說青春可愛型的女性在雜誌廣告佔有極高的比例。 在雜誌

別的分析中發現，Beauty 的眼睛呈現適中者多於 Choc、Beauty 的頭髮捲度

呈現直髮者多於 Choc、Choc 的頭髮造型呈現自然垂放者多於 Beauty、

Beauty 的上衣呈現無袖者多於 Choc、Choc 的年齡呈現年輕者多於 Beauty、

Choc 的風情呈現純真/可愛者多於 Beauty、Choc 的服飾風格呈現休閒風格者

多於 Beauty、Choc 的整體風格呈現青春可愛者多於 Beauty。 在產品別的分

析中發現，非流行服裝飾品的身形呈現適中者多於流行服裝飾品、化妝保

養品類的鼻子呈現高挺者多於非化妝保養品類、非流行服裝飾品的鼻子呈

現高挺者多於流行服裝飾品、化妝保養品類的膚色呈現白晰者多於非化妝

保養品類、非流行服裝飾品的膚色呈現白晰者多於流行服飾品、非流行服

裝飾品腰部呈現偏纖細者多於流行服裝飾品、化妝保養品類的頭髮捲度呈

現直髮者多於非化妝保養品類、非流行服裝飾品的頭髮捲度呈現直髮者多

於流行服裝飾品、化妝保養品類的頭髮顏色呈現黑色者多於非化妝保養品

類、非流行服裝飾品的頭髮顏色呈現黑色者多於流行服裝飾品、化妝保養

品類的上衣呈現無袖者多於非化妝保養品類、非流行服飾品的上衣呈現無

袖者多於流行服裝飾品、流行服裝飾品手鍊呈現特殊造型手鍊者多於非流

行服裝飾品、非化妝保養品類的耳環呈現特殊造型耳環者多於化妝保養品

類、非化妝保養品類的年齡呈現年輕者多於化妝保養品類、流行服裝飾品



的年齡呈現年輕者多於非流行服裝飾品、非化妝保養品類的風情呈現純真/

可愛者多於化妝保養品類、流行服裝飾品的風情呈現純真/可愛者多於非流

行服裝飾品、非化妝保養品類的儀態呈現坐姿者多於化妝保養品類、流行

服裝飾品的儀態呈現坐姿者多於非流行服裝飾品、化妝保養品類的視線角

度呈現直視鏡頭者多於非化妝保養品類、非流行服裝飾品的視線角度呈現

直視鏡頭者多於流行服裝飾品、化妝保養品類的服飾風格呈現休閒風格者

多於非化妝保養品類、流行服裝飾品的服飾風格呈現休閒風格者多於非流

行服裝飾品、非化妝保養品類的整體風格呈現青春可愛者多於化妝保養品

類、非流行服裝飾品的整體風格呈現青春可愛者多於流行服裝飾品。 在代

言人別的分析中發現，素人的身形呈現適中者多於名人、素人的鼻子呈現

高挺者多於名人、素人的膚色呈現白晰者多於名人、名人的腿型呈現偏纖

細者多於素人、素人的手臂呈現適中者多於名人、素人的頭髮顏色呈現黑

色者多於名人、素人的手鍊呈現特殊造型手鍊者多於名人、素人的儀態呈

現坐姿者多於名人、素人的笑容呈現無表情者多於名人、名人的視線角度

呈現直視鏡頭者多於素人、素人的服飾風格呈現休閒風格者多於名人。 在

時間別分析中發現，2005-2009 年女性的身形比 2001-2004 年更趨向偏纖

細、2001-2004 年女性的眼睛比 2005-2009 年更趨向偏大、2005-2009 年女性

的鼻子比 2001-2004 年更趨向高挺、2005-2009 年女性的膚色比 2001-2004 年

更趨向白皙、2005-2009 年女性的胸部比 2001-2004 年更趨向適中、2005-

2009 年女性的腿型比 2001-2004 年更趨向偏纖細、2005-2009 年女性的腰部

比 2001-2004 年更趨向偏纖細、2005-2009 年女性的手臂比 2001-2004 年更趨

向偏纖細。 女性追求美麗的由來已久，究竟媒體與美麗之間存在著什麼樣

的關係，美麗的源頭源自於哪？本研究發現，女性流行時尚雜誌在傳播美

麗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操作美麗議題，灌輸女性美麗的範本，讓女性深

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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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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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數 

0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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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建

置

時

間 

2011/6/22 

轉

檔

日

期 

2011/06/23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6096164 2011.6.22 15:55 140.136.114.153 new 01 496096164 2011.6.22 15:55 

140.136.114.153 new 02 496096164 2011.6.22 15:55 140.136.114.153 new 03 

496096164 2011.6.22 15:55 140.136.114.153 new 04 496096164 2011.6.23 11:29 

140.136.114.151 del 01 496096164 2011.6.23 11:29 140.136.114.151 del 02 

496096164 2011.6.23 11:29 140.136.114.151 del 03 496096164 2011.6.23 11:29 

140.136.114.151 del 04 496096164 2011.6.23 11:30 140.136.114.151 new 01 

496096164 2011.6.23 11:30 140.136.114.151 new 02 496096164 2011.6.23 11:30 

140.136.114.151 new 03 496096164 2011.6.23 11:31 140.136.114.151 new 04 

496096164 2011.6.23 11:31 140.136.114.151 new 05 496096164 2011.6.23 11:31 

140.136.114.151 new 06 496096164 2011.6.23 11:31 140.136.114.151 new 07 

496096164 2011.6.23 11:32 140.136.114.151 new 08 496096164 2011.6.23 11:32 

140.136.114.151 new 09 

異

動

記

錄 

C 496096164 Y2011.M6.D22 15:59 140.136.114.153 M 496096164 Y2011.M6.D22 

16:00 140.136.114.153 M 496096164 Y2011.M6.D22 16:01 140.136.114.153 M 

maco3295 Y2011.M6.D22 16:01 140.136.114.153 M 496096164 Y2011.M6.D23 

11:34 140.136.114.151 M 496096164 Y2011.M6.D23 11:35 140.136.114.151 M 

496096164 Y2011.M6.D23 11:36 140.136.114.151 M maco3295 Y2011.M6.D23 

13:51 140.136.114.59 M maco3295 Y2011.M6.D23 13:51 140.136.114.59 M 030540 

Y2011.M6.D23 14:13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1.M6.D23 14:13 

140.136.208.63 I 030540 Y2011.M6.D23 14:14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