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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藝術系學生大膽挑戰社會尺度 畢業展變調成活春宮」、「裸體大交纏 政大畢展挑戰
禁忌」「偷窺情慾照 挑戰畢展尺度」這些是畢業展的學生創作作品相關新聞，這樣的新聞為
何是登在頭條而不是其他藝文版面？為何以「裸露」、「禁忌」作為斗大聳動的標題？以女
性身體作為創作題材或表現形式，經常是屢見不鮮也是個容易引發爭議的主題，也常受到媒
體的注目。這種以女性身體作為宣傳或描寫的案例中，影像所扮演的不僅是消費，同時也在
「教化」(discipline) 觀者。無形之中對於觀者在視覺認知中形塑了某些程度上的審美觀念。
以一個創作者身分來看，自己的作品只被著重在「裸露」而被報導，而抹殺其他藝術價值，
更以整個畢業展的其他作品創作者來說，自己的作品也連帶被冠上「情色」。時下的媒體與
報章雜誌常常可以見到藝術創作者的作品報導為情色之作，究竟新聞媒體是否過度渲染及模
糊焦點？同樣的，是否會有學生藉著媒體報導腥羶色的習性，為達到宣傳效果而以情色作為
創作出發點？是創作還是噱頭？很常聽到一句說法「藝術與情色只有一線之隔」，我們期望
能找出公正的指標來劃分藝術與情色之間的差異性，使真正的藝術作品得到尊重，不再是一
線之隔。
關鍵詞：女體攝影、身體意象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女體，一直是人類藝術史千年不廢的材
料，是文藝創作和藝術審美不朽的主題。在
藝術創作者與攝影師的展覽中，常常可以見
到拍攝關於女體的攝影作品。近期有媒體報
導大學生畢業展展出的女體攝影因作品與情
色觀感曖昧因而引發媒體的爭議，究竟是藝
術創作還是情色遐想呢？
媒體炒作的常態性—腥羶色，對於不論
是大學生的自由創作或是攝影創作者的展出
作品，總是會引起許多爭議。面對媒體的炒
作，創作者應該如何分析自己的作品特質，
如何建立自己的專業與認知，有力的來說服
媒體告訴大眾藝術的價值而非情色的遐想。
當然，觀者在欣賞女體攝影的同時，有
許多因素會影響觀看的結果，例如 : 創作者

的知名度、時空背景、攝影特性（光線、畫
面背景、使用的材料和道具）以及觀者的特
性（性別、年齡）…等，都會影響觀者的觀
感。
女體攝影創作者要釐清並且去端正媒體
的偏頗，必須對自己的創作有更多的想法，
做出一個具有指標性的結果，讓女體攝影創
作者有更大更自由的空間發展，而不是被局
限在情色影像的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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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女體攝影作品之藝術成份。
（二）具藝術專業背景者和無藝術專業背景
者對藝術成份產生的結果有無差異。
歸納以上兩項主要研究目的如下頁圖
1-1 所示：

體為主題之範疇。

六、研究假設
（一）女體攝影作品中，非藝術成份與藝術
成分之表現無差異。
（二）不同背景受視者對女體攝影作品中非
藝術成份與藝術成份之看法無差異。

七、名詞解釋與定義
圖 1-1. 研究目的

三、研究重要性

1. 女體攝影 : 以拍攝女性身體作為一種藝術
表現的形式。

女體攝影屬於攝影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流
派，呈現女體攝影之美的方式有相當多種，
藉由背景、光線、表現素材及裸露程度的不
同，都會帶給觀者不同的觀感。本研究藉由
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歸納出創作女體攝影作
品之藝術成份，面對質疑時，才能夠釐清思
緒。

2. 藝術成分 : 構成藝術的因子。

四、研究架構

（一）身體意象

3. 身體意象 : 身體抽象的意義與具體的形象。

貳、文獻探討
一、女性身體意像

身體存在西方文化中，已有漫長的歷史；
從荷馬時代，人的身體為奧林匹克諸神所凝
視、讚揚。身體，源於社會和精神塑造，經
由社會實踐－我們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情，
彼此相互關聯，使身體成為他人安排角色位
置上的受體，同時也是社會實踐中的主體媒
介，所以身體是個體認同中重要的部份，是
自我認同最重要的基礎，也成為當代研究自
我認同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
（二）女性身體意象之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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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研究架構圖

五、研究限制與範圍
（一） 研究時間：研究進行的時間為期一年，
問卷施測不超過三個月；因為按進度安排研
究與施測的時間受到限制，因此樣本的數量
也會受到限制。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本研究採量化研究
問卷調查法，以問卷來施測，需要考量到樣
本的理解能力，因此問卷程度不能夠深度，
無法太過於深入的，受方法論的限制。
（三）研究範圍：攝影作品僅限於以女性身

女性在二元對立思考中向來被等同於身
體，也使得分析女性的社會存在必須從身體
的物質性著手。鮑勃 ‧ 康奈爾 (Bob Connell)
在其《性 / 別》(Sex and Gender) 一書中曾定
義：「性別就是人類社會處理人類身體的方
式，以及這種『處理』對我們個人生活與集
體 命 運 所 造 成 的 種 種 後 果。」 社 會 形 象 與
性別角色是一種在歷史過程中建構的關係結
構，因此不可能是固定不變，也不可能是完
全複製，重新審視身體與形塑變化之間的關
係，思考社會實踐可能導致分類秩序走向不
同的方向，創造身體與社會結構之間不同的
關係。

費爾史東 (S.Firestone) 在《性的辯證論》
一書中，觀察到女性的生理基礎變成父權社
會剝削對象；她認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於
生理差異；再者，從視覺再現的權力關係中
發現，男／女在觀看的過程中其關係大抵不
脫離男性為觀看者，女性為被觀看者；男性
主動，女性被動的位置。這樣的觀看關係由
約翰 ‧ 伯格 (John Berger) 在其經典之作《看
的方法》(Ways of Seeing) 首先提到。
二十世紀，身體成為藝術言語的重要媒
介。1960 年女性主義運動以來，使女性藝術
家主體意識高漲，並由身體意象介入探討社
會、文化、性別、政治、種族、階級等，女
性身體的意象非僅是可見的肉體與理型，同
時代表了慾望、愛憎的接收與發射來源，承
受了文化和社會的教條，成為個人辨視自我
存在的主體和載體。

二、女性身體影像分析
（一）女性身體影像
身體是一個被資本體系及外在空間管制
的結果，身體象徵慾望投射並具有龐大的市
場價值及影響力。長久以來藝術所謳歌的對
象不乏女性，以女性身體作為宣傳或描寫的
案例中，影像所扮演的不僅是消費，無形之
中對於觀者在視覺認知中形塑了某些程度上
的審美觀念。以女性身體作為創作題材或表
現形式屢見不鮮，然而，女性始終是透過男
性的審美藝術觀來觀看與審視自己的形象；
在父權社會男性的凝視下，女性只是被觀看
的客體。

想型或美的典範。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人體
寫生練習便是訓練藝術學生的標準課程，19
世紀女性裸體成為支配歐洲人物畫的形式，
並成為古典美學「美的形式」之重要表徵。
女 性 身 體 影 像 的 歷 史，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攝影發明之初。1839 年法國人達蓋爾 (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 發 明 銀 版 照 相 術，
攝影便不間斷得影響人體被描繪與理解的方
式。早期有關人體的攝影創作，其核心始終
未離開過與身體密不可分的性或性別議題。
1850 年左右以女性身體為主的攝影照片陸續
出現。無論是男性攝影者，還是女性攝影者，
都集中關注女性的身體。
（三）攝影中的女性身體
在新媒體時代，人類面對複雜且變化多
端的社會環境，女性定位面臨多元地轉變，
而女性身體也成為多重角色的載體。隨著歷
代藝術風格的丕變與內涵的複雜化，女性身
體的藝術表現亦變化多端，而其所欲彰顯的
理念亦各有異，藝術家透過女性身體意象傳
達訊息。藝術中的身體再現，慢慢地得到了
自主性，身體成為我們最直接相連的事物，
並作為定義自我與探索身份的媒材，亦是藝
術家表達自我形象、認同 與性別論述的重要
載體，藝術中的身體文化的投射，揭示了身
體與自我兩者之間的互賴依存。
克 魯 格 (Barbara Kruger) 與 雪 曼 (Cindy
Sherman) 是兩位以攝影為創作媒材的女性藝
術家，對女性身體在媒體的刻板印象，以敏
銳的觀察力，創作出令人深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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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由於大眾媒體的急速發展，
社會中充斥著女性身體影像，這些女性身體
的功能仍多呈現為慾望的對象。女性裸體以
藝術為名的包裝，打破了色情的禁忌，成為
藝 術 展 演 的 主 題， 並 在 男 性 主 導 的 藝 術 史
中，建構出女性的刻板意象。
（二）女性身體影像歷史脈絡
西洋藝術史的傳統中，男性藝術家所創
作的女性裸體圖像，一直佔有特殊而崇高的
位置，可說是西方精緻藝術的指標。
女性身體自古即為美學與色慾的結合
體，人們加諸於身體的展現總是存有某種理

克 魯 格 擅 長 以 強 烈 的 碎 裂 片 段 影 像，
強 而 有 力 的 文 字 標 語 與 單 純 的 色 彩， 一 針
見血的提出女性在混亂的政治環境、多元的
社 會 關 係 裡 男 性 的 宰 制 壓 迫。1982 年 黑 白
攝影作品《我們接受命令不准動》(We have
Received Orders not to move)，以剪影方式呈
現一位女性身體被似針的物件，從頭到腳定
住 無 法 動 彈， 暗 示 女 性 身 體 受 到 力 量 的 控
制，被迫成為擬視的對象。
雪曼的成名作《無題電影停格》，將自
己扮裝為美國 50、60 年代電影中的各種女
性形象，並以攝影方式，重新建構一種似真
非真的擬彷影像，讓觀者在觀看時，思考媒
體所建構的女性刻板形象，並在沒有深度的

表象中，架構想像的敘事性空間，召喚女性
觀者，反省大眾媒體對女性氣質與女性認同
的塑造。

而女性對於女性人物偏向整體抽象性概念的
欣賞，譬如美麗、自信、溫柔、高雅等多元
特質。

攝 影 的 機 械 複 製 特 質， 改 變 傳 統 影 像
思維，1935 年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探討
藝術的祭儀性與真實性，提出「靈光消逝」
的 革 命 性 觀 點。 布 希 亞 (Jean Baudrillard) 強
調當今的社會是一個「擬像的社會」，並認
為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大量的資訊製造過剩
的意義使得社會崩解，而過多的擬像使意義
內爆。而我們生活在這個充滿擬像的社會，
人們透過擬像去了解、認知世界，擬仿物建
構了操作性意義，而操作性意義取代真實意
義，社會就成為一個超真實（hyperreal）的
世界。而克魯格與雪曼的作品，即是在媒體
氾濫的時代裡，以真實影像與擬彷建構，提
出女性影像在此時代的超真實意向。

（四）小結

三、女體攝影作品藝術與非藝術評價相關
分析
（一）女體攝影作品之藝術價值分析
約 翰 ‧ 伯 格 (John Berger) 在《Ways of
Seeing》一書裡，以批判的藝術理論，分析
裸女做為一種主要題材的西方傳統油畫裡，
男性凝視、女性內化被男性凝視的文化行為 ;
無論西方或非西方的攝影實踐，對人體這個
主題的最大宗創作方向，長久以來總被窄化
為女體攝影，或者其實只簡化為對年輕姣好
之女性裸體的影像。
（二）女體攝影作品之非藝術評價分析

現今女性身體在藝術創作裡，因為女性
主體意識的興起，藝術家對於創作主題的關
注，已經脫離純粹影像再現，而更重視觀念
的呈現；對於以「女性」為主體的創作內容，
也漸漸從表象的美感，深入到屬於內心深層
的自省，挖掘屬於女性的時代意義、經濟認
同與個人價值。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一）問卷調查
1. 問卷對象與抽樣方式
以一般大專院校學生為對象，使用便利抽
樣法及滾雪球抽樣法為抽樣方式。
2. 問卷構面之設計
為了探討一般大專院校學生對於女體攝影作
品的觀感差異，以及對女體作品的情色或藝
術分類，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提出問卷五
大構面。
(1) 美感：美感指的是對於筆者所選的圖片，
以個人美感經驗去填答，由於每個人對於美
感的經驗不同，由此希望可歸類出一般大眾
美感認知的普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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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院新聞局（81）強版字第 2275
號函釋，對猥褻出版品訂出五項判斷標準：
「甲、內容記載足以誘發他人性慾者；乙、
強調色情行為者；丙、人體圖片刻意露出乳
房、臀部或性器官，非供學術研究之用或藝
術展覽者；丁、刊登婦女裸露照片，露出乳
房、臀部或性器官而姿態淫蕩者；戊、雖涉
及醫藥、衛生、保健，但對性行為過分描述
者。」

(2) 創作：由創作者本身、創作者本身手法、
照片拍攝是否個人創作者特質作為問題基
礎。
(3) 構圖：構圖指的是對於筆者所選圖片的本
身畫面的光線、色彩、角度等攝影手法提出
問題。

（三）不同性別對於女體攝影作品的評價

(4) 負面感官：以受試者本身被圖片影響，分
為五官、肢體、興奮程度為三大方向提出問
題。

男性對女性人物的觀看偏向從性的角
度，對於人物身體局部的專注愛戀，且可能
較針對某種特定具體形象的女性人物偏好；

(5) 偏好：受試者對於施測圖片的偏好為基
礎，提出是否願意購買、收藏等問題。

3. 問卷編制

向，訂定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前述研究架構與製作問卷要領，設計調查
問卷，本問卷分為四部分。

2. 設立研究目的與方向。

(1) 第一部分
調查受試者本身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就
讀科系。

3. 收集各類相關議題資料文獻，彙整為本研
究文獻探討。
4. 選定施測用代表性女體攝影作品。
5. 確定適合的問卷受測對象範圍。

(2) 第二部分
6. 訂定主要問題選項。
使用三種不同裸露程度之女體攝影代表性作
品作為第一部分量表。

7. 設計問題問卷。

(3) 第三部分

8. 問卷的發放以及回收分析，經統計整理出
一份參考指標。

此部份採用李克特六點量表，依上述五大構
面分題型，說明各類型構面對應之問題，輔
以第一部分量表作答。

9. 提供給未來藝術創作者以及無藝術背景觀
賞者一套客觀評論的依據。

(4) 第四部分

二、研究流程

第四部份設計受試者對本身自我外表的好惡
程度進行調查，包括臉部、身材、個性等，
設計簡單問題引導受試者對於自我外表好惡
度進行回答。
(2) 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問卷採用李克特量表，為避免「無意見」
選項對於統計以及分析過程結果造成不便，
本問卷採六大尺度之李克特量表，選項包含：
非常不同意、很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很
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六等級，並依照數據配分
結果計分。
4. 統計方法
(1) 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收集女體攝影相關
報導 - 資料
訂定研究背景與動
機

確定受測對象範圍
TAO

收集各類女體攝影
作品

選定做為本研究量
表之代表性女體攝
影作品

設計問卷
試做以及修正問卷

(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3) 雪費事後考驗 (Scheffe test)

檢核問題以及研究
背景

收集相關文獻

發放問卷

完成正式問卷

(4) 皮爾森相關分析 (Pearson's Correlation)

（二）實施程序

論文結果撰寫

本研究實施程序可分為以下九點，如以
下所示
圖 3-1. 本研究流程圖

1. 收集女體攝影相關報導資料，找出議題方

肆、研究結果分析

圖 4-2. 受測者有無藝術專業背景分布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透過 SPSS 統計軟體進行量表信
度 分 析， 量 表 分 為 女 體 攝 影 作 品、 自 我 身
體 認 知 與 外 在 觀 感 三 部 分， 每 一 部 分 採 用
Cronbach’s α 值做為信度檢測標準。

由圖 4-2. 得知，受測之一般大專院校學
生中，具有藝術專業背景者佔比例 67.3%，
無藝術專業背景者佔比例 32.7；有效問卷中
以具有藝術專業背景之學生居多。

表 4-1. 信度分析表
問卷構面

Cronbach’s α 項目的個數

女體攝影作品

.908

31

自我身體認知

.761

5

身體滿意度

.722

7

根據表 4-1 之數值，各部分 Cronbach’s
α 值均大於 0.7，顯示本研究施測量表為有
效之量表。

二、 樣本描述
本研究針對一般大專院校學生進行紙本
與網路問卷調查，使用便利抽樣法及滾雪球
抽樣法為抽樣方式。有效樣本之性別、有無
藝術專業背景與受視之女體攝影作品裸露程
度分布如圖 4-1、圖 4-2 及圖 4-3 所示。

圖 4-3. 受測者受視之女體攝影作品裸露程度分布

由圖 4-3. 得知，回收之有效問卷中，定
義為非常裸露之量表 a 佔比例 45.5，定義為
裸露之量表 b 佔比例 30.9，定義為部份裸露
之量表 c 佔比例 23.6；故定義為非常裸露之
量表 a 佔此份問卷多數的比例，其次是定義
為裸露之量表 b，定義為部分裸露之量表 c
佔此份問卷中較少比例。

三、女體攝影作品認知程度分析
（一）獨立樣本 T 檢定
表 4-3-1.
性別
美感

圖 4-1. 受測者性別分布

由圖 4-1. 得知，受測之一般大專院校學
生中，男生所佔比例為 27.3%，女生所佔比
例為 72.7；男女分布情形為女多於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value
-.775

男生
女生
創作
男生
女生
構圖
男生
女生
負面感官 男生

15
40
15
40
15
40
15

3.4778
3.7458
3.9867
3.9750
4.3619
4.2643
4.0148

1.18500
1.12659
.88630
.91505
1.07430
.90498
.96761

女生
男生
女生

40
15
40

3.9056
3.3500
3.2563

.86344
1.26703
1.50052

身體認知 男生
女生

15
40

3.7600
3.4200

1.03150
.71152

1.389

身體滿意 男生
女生

15
40

3.5810
3.2179

.67971
.70802

1.712

偏好

TAO

.042
.338
.405
.215

表 4-3-1. 顯示，性別之於本研究量表之
女體攝影作品五大構面以及身體認知、身體
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由此表亦可得知，受
測之一般大專院校男學生對於身體認知及身

ANOVA

體滿意度之表現高於女學生，然而並未達到
統計的顯著差異。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表 4-3-2
背景
個數
具藝術專 37
業背景
無藝術專 18
業背景
創作
具藝術專 37
業背景
無藝術專 18
業背景
構圖
具藝術專 37
業背景
無藝術專 18
業背景
負面感官 具藝術專 37
業背景
無藝術專 18
業背景
偏好
具藝術專 37
業背景
無藝術專 18
業背景
身體認知 具藝術專 37
業背景
無藝術專 18
業背景
身體滿意 具藝術專 37
業背景
無藝術專 18
業背景
美感

F

平方和
平均數 標準差 t value
3.6622 .95540 -.098
3.6944 1.47667
3.8703 .79891

-1.284

4.2000 1.06716
4.2934 .78892

.028

4.2857 1.23183
3.7267 .77627

-2.641*

4.3642 .96097
3.1419 1.34053 -1.041
3.5694 1.59919
3.4054 .54055

-1.412

9.477
60.466
69.942
.297
43.356
43.654
1.427
46.776
48.203
15.153
27.160
42.313
.160

2
52
54
2
52
54
2
52
54
2
52
54
2

4.738
1.163

4.075*

.149
.834

.178

.714
.900

.793

7.577
.522

14.506*** 1>2
1>3

.080

.038

組內 110.222 52

2.120

總和 110.382
身體 組間 4.677
認知 組內 31.224
總和 35.901
身體 組間 2.841
滿意 組內 24.616
總和 27.457

54
2
52
54
2
52
54

2.339
.600

3.895*

1.420
.473

3.001

＃ 1>2
1>3

*P<.05; ***P<.0001;# 採用 LSD 考驗

3.7333 1.19016
3.2934 .58607

美感 組間
組內
總和
創作 組間
組內
總和
構圖 組間
組內
總和
負面 組間
感官 組內
總和
偏好 組間

Scheffe
事後考
驗
3>1

-.347

3.3651 .94026

*P<.05

根據表 4-3-3.，本研究五大構面中，因 P
值小於 0.05，故定義為部分裸露之量表 c 在
美感部分顯著高於定義為非常裸露之量表 a，
顯示部分裸露之女體攝影作品其美感程度上
大於非常裸露之女體攝影作品；在負面感官
部分，因 P 值小於 0.0001，故定義為非常裸
露之量表 c 顯著高於定義為裸露之量表 b 及
定義為部分裸露之量表 c，非常裸露之女體
攝影作品相對於裸露程度普通或偏低之女攝
影作品帶給觀者較強烈的負面感受；本研究
中三種不同裸露程度之量表在創作、構圖及
偏好構面則無顯著差異性，創作、構圖及偏
好構面對觀者的影響較小。
TAO

表 4-3-2. 顯示，具藝術專業背景與無藝
術專業背景受測者，對於本研究量表五大構
面之負面感官上有顯著差異；相較於具有藝
術專業背景之受測一般大專院校學生，無藝
術專業背景之受測一般大專院校學生無法認
同定義為裸露（含）以上程度之女體攝影作
品。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四、五大構面、身體認知、身體滿意度之
相關性分析
美感 創作

表 4-3-3.
美感

1
55

構圖

負面
感官

偏好

身體
認知

身體
滿意

創作

（四）自我身體認知與身體滿意度相關顯著。

.713**
.000
55
.602**
.000
55

1
55

-.153
.265
55
.662**
.000
55

.175
.203
55
.701**
.000
55

.041
.765
55
.510**
.000
55

1
55

身體
認知

.144
.296
55

.208
.128
55

.026
.850
55

.343* .258
.010 .057
55
55

1
55

身體
滿意

-.049 .043
.722 .754
55
55

-.083
.548
55

.235
.084
55

.667** 1
.000 55
55

構圖

負面
感官
偏好

二、研究建議

.668** 1
.000 55
55

.034
.804
55

本研究歸結出女體攝影之藝術成份，為
未來從事藝術創作之學生族群及無藝術相關
背景者提供建議。本研究代表性女體攝影作
品僅只於單一項目三種程度分類，建議後續
研究者可增加分類項目，深入探討各面向之
藝術成分，協助發展次研究之關鍵指標與評
鑑機制。

1
55

.103
.455
55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 雙尾 )，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 雙尾 )，相關顯著。

經由皮爾森相關分析，本研究五大構面
與身體認知、身體滿意度之相關性分析結果
如表 4-4-1.；美感與創作之相關係數為 0.713，
美感與構圖之相關係數為 0.602，美感與偏好
之相關係數為 0.662，創作與構圖之相關係
數為 0.668，創作與偏好之相關係數為 0.701，
構圖與偏好之相關係數為 0.510，身體認知
與身體滿意度之相關係數為 0.667，以上皆
達高度相關水準；負面感官與身體認知之相
關係數為 0.343，為高度相關。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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