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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爭取運動權力的路上，女性經過冗長的奮鬥及努力，但直
到近代仍無法享受與男性平等的待遇，因此，女性運動服裝的變
革表現出時代的意義及社會價值。本文以歷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
法進行探討，目的在試圖解析出女性運動服裝在社會文化面向的
意義。首先探索女性運動服裝受到早期保守社會輿論的掌控，最
早男性掌控社會輿論以服裝限制女性活動、限制參賽運動種類，
之後服裝因女性選手提升競技水準而開始改革。其次分析女性運
動服裝跳躍性的巨大改變，並開始自西方國家推展至亞洲國家，
直至今日回教國家開始逐步接受。最後，在文化媒體的批判方面，
由於近年來文化媒體傳播明顯影響運動場域，更以男性角度報導
女性運動員的努力、強調其服裝及身材。之後更以此向閱聽大眾
進行影響，使女性運動員內化此種觀念，再以各種途徑社會化女
性具備女性特質的必要性。由於女性社會地位的不斷提升，女性
運動服裝的變革及推展歷史，也展現出女性身體自主的實際歷
程。深思女性未來運動服裝的演變，能夠不再為社會輿論掌控、
不再受男性掌權者控制、也不再因文化傳播媒體的男性解讀角度
而左右。權衡未來女性的運動服裝能夠真正的因為女性運動員本
身的需求、因應競技運動技術方面的革新，而進行運動服裝的變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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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遠古的母系社會後，現今社會多為父權制度，男性統治反映在社
1

會的媒體、政治、經濟及體育活動中。 婦女經過一段漫長且艱辛的努力
後，終於爭取到參與運動的權力，但女性仍在多方面受到不平等待遇，
如參賽種類及項目、運動服裝、社會價值觀等，至今依然明顯受社會的
掌權者－男性的掌控。在 2006 年第四屆世界婦女與運動國際研討會
2

中，也提出「熊本宣言」
，希望能改變「性別刻板印象」
。 女性運動服裝
的變革也展現出女性在運動領域中，從行動受限制、到爭取運動權及參
賽項目以來，這段受到男性掌控的演變史。
在服裝與配件傳達的社會訊息中包含了社會地位、道德、宗教、婚
姻狀態及性暗示等，人類必須知道這些符碼以辨認傳遞出來的訊息。如
果不同的團體對於同一件服裝或裝飾解讀出不同的涵義，則可能激發出
3

穿衣者沒預期到的反應。 所以，如果女性運動員的服裝不符合當代社會
的規範（男性掌權者的期許）時，人們便會群起攻之，以期使穿衣者改
變其行為；因此，社會對於女性運動服裝的解讀方式，便直接反映出服
裝所代表的社會價值觀。
此外，服裝能夠輕易的影響著穿著者的精神面貌，而運動服裝亦然。
4

運動服裝不只是一種語言符號，也具有象徵性與約定性的特質。 服飾的
象徵性是運動服裝的本質特徵，不同的服飾可以表現出不同的地位、社
會階層；服飾的約定性也是運動服裝的一種特殊功能，不同時代的社會
所期許的服裝標準不同，也象徵當代社會對人的約束。因此，由運動服
裝的改變，便可以看出和時代的社會對女性的約束及掌控性。

1
2

3

4

Miles, R.著，《女人的世界史》（刁曉華譯），（台北：麥田，2006）。
鍾怡純，〈從國際婦女運動的發展進程反思臺灣推展現況〉，《中華體育季刊》，
21.3（台北，2007）：89-93。
維基百科，
〈服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D%E8%A3%9D, 2007
年 9 月 11 日檢索。
賈冬冬，〈女子羽毛球運動員著裝的發展趨勢試析〉
，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14.7
（北京：2006.7）：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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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探究運動服裝的發展，研究者針對不同時代社會的變遷情形，
以歷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自女性受服裝限制活動，且無運動權力的
時代開始，以女子參與的各運動項目為對象，分別描寫女性運動選手參
與運動的情形，以藉此瞭解女性運動服裝自限制女性活動、初參與活動、
跳躍性的改變，直至今日受媒體影響而改變的歷程，及各時代女性運動
服裝的變遷所代表的社會文化方面的意含。

貳、保守的社會輿論掌控
一、女性因男性喜好而受到束縛
在父權制的社會中，女性一直處於社會配角的地位；在諸多宗教儀
式中，女性不能擔任要職。各文化與社會長久存在「男主外、女主內」
的傳統，公共領域更是長期由男性所獨占。人類的歷史數千年來始終是
5

由男性發聲、主宰與記錄；女性則長期處於較不利的地位。 在服裝方面
亦然，服飾的權力媒介在演變的過程中非常容易被外範，服飾的添增性
表示它是一種外加的物品，而擁有決定權的人則可以強制或迫使他人依
照其喜好行事。

6

人們自古即認為女性不適合運動，參與運動可能會致死。古代奧運
7

僅允許男性參加，婦女和奴隸連參觀的權利都沒有，違者處死。 之後則
以束腹勒出女性的柳腰以符合男性喜好，製造纖弱愛憐的形象，這不但
壓迫肺臟，還造成呼吸困難、致死的情況；而東方更由於男性喜好女性
8

搖搖欲墜的姿態，導致中國女性自小纏足，行走困難。 男性利用女性的
寸步難行來限制及控制女性的力量，使女性力量因為壓抑而逐漸萎縮，
讓女性完全地成為男性所控制的一部分，女性只應是男性財產的一部
分，只需具備炫耀的功能即可。

5

6
7
8
9

9

Abbott, P. & Wallace, C.著，《女性主義觀點社會學》
（俞智敏、陳光達、陳素梅、
張君玫譯），（台北：巨流，1995）。
周慶華，《身體權力學》（台北：弘智，2005）。
吳文忠，《體育史》
（台北：正中書局，1977）。
原康夫著，《服飾的世界地圖》（余秋菊譯），（台北：玉山社，2006）。
汪民安，《身體的文化政治學》，
（開封：河南大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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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輿論對女性的要求及限制
社會以輿論的形式對人們的服飾行為予以強化、調整，甚至以某種
強制力量予以推行或糾正；宗教、風俗、習慣等各方面無止盡的歌頌女
性應有的形象，並造成女性巨大的壓力，迫使女性按照此規範來從事任
10
何活動。 女性無緣登入運動殿堂的景況在 1900 年第 2 屆現代奧運被打

破，但僅限於網球及高爾夫兩項，且參賽女性仍需穿著符合社會規範之
服裝（如圖 2-1）。高爾夫金牌 Margaret Abbott 回憶說：「其他選手不了
11
解自然天候和草紋。且有些選手穿著不利揮桿的緊身長裙參賽。 」此時

的女子高爾夫球服裝（如圖 2-2）是緊身上衣，衣袖是寛鬆的在袖口才收
緊，但裙子仍長至腳踝（文霞，1997）。

圖 2-1 1900 年首次參與巴黎奧運的女網

圖 2-2 1900 年著不利於活動服裝的巴黎

13

選手 Charlotte Cooper 參賽服裝

10

11

12

13
14

12

奧運女子高爾夫選手 Margaret Abbott

14

曹繼紅，〈女性體育與奧林匹克運動參與的歷史進程〉，《瀋陽體育學院學報》，
25.1（瀋陽，2006）：4-7。
中 華 民 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 奧 運 風 雲 － 探 索 奧 運 〉 ，
http://www.tpenoc.net/changes/changes_03.asp, 2007 年 3 月 14 日檢索。
文霞，〈談運動服裝的演變與趨向〉
，《西江大學學報》，33.1（肇慶，1997）：
41-45。
鄭良一，《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年紀念》，
（台北：胡氏圖書出版社，2004）。
鄭良一，《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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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合女性」的運動項目分類
現代奧運初期，女性多只能參與個人性項目的活動，諸如籃球、棒
球等集體性活動被視為不宜讓「正派的淑女」、「高雅的女性」參與的，
15
對當時的女性而言，「美感」和「儀表」是較比賽結果更重要的。 當代

女性所穿著的服裝非常不利於運動，想當然而不會有好的運動表現，而
這正是確保男性擁有支配角色、女性是附屬角色的手段。
而這種「適合女性」的運動項目分類概念，直至今日仍未改變。Csizma
等人也發現女性參與運動種類的選擇和性別化有很大的相關，女性大都
16
會傾向選擇「女性化」的運動種類。 Metheny 分類出社會所能接受與適

合女性的運動，包括體操、游泳、網球等，都是屬於審美及個人運動種
17
類。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女性參與運動被視為是異類且有違常理的，社

會輿論仍認定女性就應該是「女性」的樣子，不該為參與運動有任何改
18
變。 當時法國教會嚴厲反對女性從事運動，教皇亦公開反對女性參與某

些競技性運動。19
四、因應選手提升競技水準而開始的服裝改革
一次大戰後，女性參與運動的風氣才漸漸普及，其後因應選手競技
水準提升，女子網球服裝由束腰馬甲、襯裙，加上長及腳踝的連衣長裙，
改變為較輕便的服裝。法國選手蘇珊‧蘭葛倫（Suzanne Lenglen）於 1919
年改長袖為短袖，配以寬鬆的及膝百褶裙和長襪（如圖 2-3）
，她不穿緊
身的內衣和長洋裝，且露出小腿和手臂，在當時的社會引起轟動，被認
為是非常不文雅的裝扮，但這樣的服裝讓她盡情地發揮球技，獲得 2 次
15

Karla, A. H., Bialeschki, M. D., Susan, M. S. & Valeria J. F. 著，《女性休閒－女
性主義的視角》（劉耳、季斌、馬嵐譯），（昆明：雲南人民，2000）。
16
Csizma, K. A., Witting, A. F. & Schurr, K. T., “Soprt stereotypes and gender,”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ist, 10 (March, 1988), 62-74.
17
Metheny, B. A., & Martin, J. H., “Comparing perceived sex role orientations of the
ideal male and female athlete to the ideal male and femaleperson,” Journal of sport
Behavior, 18 (December, 1995): 286-301.
18
Theberge, N., Women and the Olympics: a consideration of gender, sport and social
change. (Quebec, Canad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port-The Third Millennium, 1990).
19
McPherson, B.D., Curtis, J.E. and Loy, J.W.,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port.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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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金牌和 6 次溫布頓網球賽冠軍，20並於 1926 年間展開職業網球巡迴
賽。21最早成為奧運賽事的網球運動，其服裝自此正式由著束腰馬甲及連
衣長裙的束縛式服裝，改變為短袖、無袖上衣搭配及膝短裙此類較易於
移動的服裝。

圖 2-3 1924 年巴黎奧運穿短袖、及膝
百褶裙和長襪的蘇珊‧蘭葛倫

圖 2-4 1971 年美國網球公開賽穿超短裙

22

23

搭平角襯褲新潮球衣的埃弗雷特

此後女網服裝變革頻率越來越高，但女選手服裝的大膽革新並沒獲
得認可，當時蘇珊‧蘭葛倫被譏笑為「田徑運動員的裝扮」，1936 年美
國選手海倫‧雅各布斯（Helene Jacobus）的短褲被斥責「有傷風化」
。

24

當時的女性在運動服裝改革方面仍明顯受限於社會輿論，且被要求接受
性別角色刻板化規範，建制出其應有的「陰性特質」，以加強女性次等
的地位。直至 1970 年網球著名選手埃弗雷特（Chris Evert）加入改革運
動服裝的行列，埃弗雷特穿著無袖連身超短裙裝參與網球賽（如圖 2-4），
20

胡慧，〈一部網球的另類史〉，
《新世紀周刊》，
（海南，2006）：4。
巫宏榮，《網球的第一本書》，
（台北：益群書店，2004）。
22
安迪編輯，南方網，
〈濃縮厚重的百年網球裙〉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
www.southcn.com/sports/csmedia/tennisworld/200611100271.htm, 2007 年 3 月 3 日
檢索。
23
SIVAULT, “Teen breakthroughs at the U.S. open.” http://sportsillustrated.cnn.com/
vault/gallery/featured/GAL1160064/1, February, 2010 search.
24
安 迪 編 輯 ， 南 方 網 ，〈 濃 縮 厚 重 的 百 年 網 球 裙 〉， http://big5.southcn.com/
gate/big5/www.southcn.com/ sports/csmedia/tennisworld/200611100271.htm, 2007
年 3 月 3 日檢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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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使選手更方便運動，也讓女性運動服裝不再成為限制運動場上男女平權

的工具。

參、社會革新「跳躍」式的變化
一、女子服裝爆炸性的創新
1940 年代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島進行原子彈試爆。1946 年法國的
泳裝設計師 Louis Reard 推出一套新式泳裝，這種泳裝由兩個部分組成且
只在旁邊和背後繫帶（如圖 3-1）。在當時這是爆炸性的創新，比基尼因
26
而得名，也成為女子運動服裝最巨大的革新。 50 年代後期，這種泳裝

已演化成僅遮三點的比基尼式。1907 年時，澳洲游泳選手 Annette
Kellerman 在美國也遭到警方的取締，因為她穿著的泳裝露出手臂、大腿
和頸部。現在隨處可見的比基尼泳裝在 1980 年開始盛行前，西班牙海岸
警衛隊曾經驅逐穿著比基尼泳裝者，義大利政府更是明文禁止此類服
裝。

27

圖 3-1 1946 年於巴黎展示爆炸性服裝－比基尼的米歇琳娜．貝爾納迪尼（Micheline
Bernardini）28
25
26

27

28

文霞，〈談運動服裝的演變與趨向〉，《西江大學學報》，33.1：41-45。
維 基 百 科 ，〈 比 基 尼 泳 衣 〉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
E5%9F%BA%E5%B0%BC% E6%B3%B3%E8%A1%A3, 2007 年 4 月 11 日檢索。
張洵、張褔昌，〈女性泳裝的歷史形態演變及其發展趨勢分析〉，《藝術與設
計（理論）》，5（北京，2007）：146-148。
維 基 百 科 ，〈 比 基 尼 泳 衣 〉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
E5%9F%BA%E5%B0%BC% E6%B3%B3%E8%A1%A3, 2007 年 4 月 1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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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為因應游泳競賽提出降低阻力的功能性要求，其後競賽泳裝也
盡量減少布料以為求符合選手競技需求，女子泳裝遮掩身體的面積逐步
29
縮小， 女性運動服裝隨時代的改變過程，也代表女性身體自主的實際歷

程。
二、服裝改革到了亞洲國家
東京奧運會上，奧運第一項女子團隊運動－「排球」出現，排球
運動是自西方傳過來的運動，當時女排服裝多為合身上衣及三角緊身夾
腳褲（如圖 3-2），日本為亞洲區中較早西化之國家，也較能接受此種較
曝露的運動服裝，但對周邊亞洲區國家而言，著此類服裝卻仍非常有挑
30
戰性。 讓女性穿著此種露出大腿直至臀部下緣的服裝，在亞洲區國家是

飽受爭議的。當年日本隊以超強防守彌補擊球點較低的身材劣勢，於東
31
京奧運會奪下金牌。 日本「東洋魔女」不但提高婦女在日本的地位，且
32

奠定日本工商業界以組訓運動團隊來回饋社會的典範。

圖 3-2 1964 年東京奧運日本「東洋魔女」穿著三角型夾角褲與蘇聯的金牌戰33

29

30

31

32
33

劉英東，〈運動服裝的產生、演變與發展〉，
《瀋陽體育學院學報》
，24.2（瀋陽
市，2005.4）：48-49。
江欣惇、許光麃，〈現代奧運女性運動服裝之演變(1896-1970)〉
，《身體文化學
報》，5（台北市，2007）：139-155。
中 華 民 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 奧 運 風 雲 － 探 索 奧 運 〉 ，
http://www.tpenoc.net/changes/changes_03.asp, 2007 年 3 月 14 日檢索。
湯銘新，
《奧運會發展史》
，（台北市：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1996）。
鄭良一，《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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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奧運會 80 米跨欄賽中，紀政成為從 1928 年設女子田徑以來，
亞洲女性第一位獲獎的選手。且紀政在 1970 年 6~7 月間，打破 6 次世界
34
紀錄，因此 1970 年也被國際運動新聞界稱為「紀政年」
。 亞洲女性從此

在世界運動舞台上得到更高的地位，世界上大多數的女性運動員穿著短
袖、無袖及短褲參與競賽，已能為世人所接受。
三、運動因服裝暴露在亞洲國家推行的困難
至今仍有部分回教國家無法接受女性著此類服裝，要求女性須接受
異於男性的規定。阿爾及利亞的波莫卡，在 2002 年得到世界錦標賽金牌
回國時，差點因「運動服裝太暴露」被暗殺，直到 2004 年她拿到奧運金
35
牌，篤信回教的國人才接受女性運動員穿短褲的觀念； 甚至到 2006 年

的杜哈亞運，才見約旦女性足球選手首次參加國際賽，但是球衣下仍須
以布將頭及身體包起來以參加運動賽事（如圖 3-3）
，這也是運動場上至
今仍有待努力的地方。
運動服裝因應社會潮流、移動的便利、科技發展及美觀，不斷改變
36

質料及款式，且女性的運動服裝比男性有更巨大的改變。 自現代奧運舉
辦以來，男子運動員由長、短袖上衣加短褲到近代的緊身跨欄背心和短
37
褲，並無巨大差異；但女性運動服裝則展現出「跳躍」式的變化。 而女

性運動服裝隨時代的演變過程，也代表女性追求身體自主的史實。

34

35

36

37

中 華 民 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 奧 運 風 雲 － 探 索 奧 運 〉 ，
http://www.tpenoc.net/changes/changes_03.asp, 2007 年 3 月 14 日檢索。
張雅惠，〈女性運動員之源起、角色衝突及對體育、運動本身的意義與價值〉，
《大專體育》，72（台北市，2004）：92-96。
張玲、吳澤文，〈運動服裝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
《福建體育科技》
，21（福州市，
2002.12）：6。
胡依琴，
〈運動服裝的演變及發展趨勢〉
，
《湖南工程學院學報》
，13（湘潭，200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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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2006 年杜哈亞運會以布將頭及身體包起來參賽的約旦足球選手38

肆、文化媒體的傳播
一、傳播媒體影響女性運動員
傳播媒體直接或間接的干預運動的成長與發展，且對女性運動員造
成巨大影響。誠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所說：「世界的再現，如
同世界本身一樣，都是男人的作品，他們從自身的觀點描述它，並與絶
39
對真理加以混同。」 「身體」的再現一直是媒體界定「女性特質」的關

鍵領域，在此身體包含廣義的身材、容貌、服裝、髮型等，這也是社會
40
與文化上做為符號象徵的存在； 近年來媒體已出現一些活躍女性的形
41
象，但仍須是「光彩、美麗」的， 女性依舊位在被展示的位置，而服裝

正是使女性更符合社會期許形象的手段。
在各種女子賽事轉播中，除提及實力較佳的選手外，哪位選手衣著
曝露、身材較好，她的鏡頭就多，女性選手的服裝樣式決定其出現的報
導多寡。Lumpkin & Williams 發現 1954-1987 年運動圖鑑女性的報導不到
42
一成，並多對其身材、魅力和服裝大加評論。 在一份以 the Conde Nast

38
39
40

41
42

林以君，〈約旦女足裹頭巾上陣〉，《聯合報》，2006.12.2。
Simone de Beauvoir 著，《第二性》（陶鐵柱譯），
（台北：貓頭鷹，1999）。
賀 建 平 ，〈 女 性 視 角 下 的 大 眾 傳 媒 － 西 方 女 性 主 義 媒 介 評 判 綜 述 〉，
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2044, 2007 年 11 月 19 日檢索。
Magezis, J. 著，《女性研究自學讀本》（何穎怡譯）。
Duncan, M. C., “Sports photograph and sexual difference: Images of wom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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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for Women/Women Sports & Fitness (CN/WS & F)雜誌為對象的研
究中也發現，在 1997 年 10 月和 1999 年 2 月之間，雖然關注女性運動員
的報導已明顯增加，但注意的焦點多在運動員的性感度和服裝設計上，
43
過度的漠視運動員的努力。 另有多份研究指出，雜誌上照片的內容和編

排是著重於女性運動員外觀（如髮型、指甲、服裝、表情）和身材，而
44
非運動表現上。 在男性掌有歷史撰寫權力的社會中，往往是以成敗論英

雄，甚至以性別論英雄。45
二、媒體左右女性運動服裝
1995 年在北京召開的第四屆婦女大會指出：目前女性媒體從業人數
46
偏少，決策層女性更少，且主管的性別意識也不足。 在男性主導的傳媒

中，對女性的偏狹描寫與不認同也出現在運動場。長久以來運動媒體存
47
在性別失衡、不公平的現象， 從臺灣的報紙發現，媒體建構男運動員是

以運動本質為核心；對女性運動員則強調她們的服裝及身體。美貌及服
裝是女性運動員藉以競爭地位的資本，同時也是壓迫女性的一種宰制力
量。 聯合國於 1995 年開始注意媒體再現的性別問題，至今媒體關於女
48

49

性的議題仍環繞在家庭及身體上。

以撞球賽為例，原本撞球運動的性別色彩是較不濃厚的，它強調的
是技術與精密計算，較不需要特殊的體能。可是在報導撞球賽時，媒體

43

44
45
46

47
48

49

men in the 1984 and 1988 Olympic Game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7 (March,
1990), 22-43.
Women's Sports Foundation., “(Dis)Empowering Image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Sport”, http://www.womenssportsfoundation.org/Content/Articles/Issues/
Media%20and%20Publicity/D/DisEmpowering%20Images%20%20Media%20Repr
esentations%20of%20Women%20in%20Sport.aspx. January, 2010 search.
Kay, T.A., “Gender ideologies in magazine portrayal of sport: King Eric v. the
Billion$Babe” Journal of European Area Studies, 7.2 (November, 1999).
陳芳明，《臺灣人的歷史與意識》，
（台北：敦理，1988）。
張錦華，《如何建立「媒體與性別平等指標」之初探分析》，（2004 年性別、
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世新大學。
Cunningham, G. B., “Media coverage of women’s sport. 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 The Physical Educator, 60 (March, 2003), 43-49.
洪嘉蔆，
〈運動新聞文本的性別意涵分析〉
，
（桃園：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3）。
張錦華，《如何建立「媒體與性別平等指標」之初探分析》，（2004 年性別、
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世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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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以截然不同的方式將男性與女性運動進行區分。在報導安麗盃世界
女子撞球邀請賽時，版面上對女選手的身材容貌服裝、性感與否的描寫
篇幅，經常與比賽內容的描寫旗鼓相當。女子選手綽號叫做「漂亮寶貝」
、
「黑寡婦」
；而男子撞球賽的報導則集中在運動專業上，絕少討論男選手
的長相身材，其外號也不帶性的色彩：
「冷面殺手」
、
「撞球神童」等，強
50

調的都是選手的理性、秉賦及能力。

三、傳播媒體的社會化助長
「男強女弱」是典型的性別差異媒體再現主軸，換句話說，報章媒
體是盯著女性的身體、臉蛋、髮型和服裝；看男性時看的則是職業和成
51
就的重要性。 新聞媒體將社會塑造為以男性為主體的世界，女性是依附

男性而生存的。2004 年陳詩欣踢下臺灣第一面奧運金牌，但媒體多關注
她如何從性感火辣的「檳榔西施」蛻變成跆拳的「霹靂嬌娃」
，而非她為
52
跆拳道付出的執著、努力。 其實至今全世界女性運動員仍無法在體育場

內與男性相提並論，而在場外卻需忍受以貌取人的男性記者及觀眾在服
裝及身體上的窺視與言語。
雪梨奧運參賽的女性選手已達總人數的 42%，但女子組比賽、女性
教練及運動選手在媒體中的曝光率加起來不到 10%，且女性相關的報
導，又著重在外貌及服裝方面。這種「數量」的不足，長期下來使社會
53
大眾懷疑女性體育和女性從事運動的「正當性」。 就算世界級的球賽，

報章媒體除介紹選手及其球技外，絕對會介紹男性眼中的「漂亮寶貝」。
其中又明顯以女子沙排為最，沙排服裝已暴露出女性絶大部分的身體，
轉播時拍攝者更想盡辦法蹲到發球員旁邊，找尋容易曝光的角度；媒體
這樣的行為不但無法顯示選手的球技，更讓社會大眾吸收到偏差的資
50

51
52

53

林鶴玲，《政經、社會新聞中的女性形象》，（1998 大眾媒體與兩性平等教育
研討會）。
謝臥龍，《性別：解讀與跨越》
，（台北：五南，2002）。
何世芳，婦女聯合網站，
〈陳詩欣踢開女性體育辛酸史－女子運動不是男性複
製品〉
，http://www.womenweb.org.tw/MainWeb/Discuss_Show.asp?Discuss_ID=40,
2007 年 8 月 8 日檢索。
洪文惠，
〈運動報導中性別意識呈現之探討〉
，
《大專體育學刊》
，6（台北，2004）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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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54也突顯了父權社會將女性物化的嚴重性。
四、大眾傳播型塑運動服裝風氣
從媒體呈現女性運動服裝的改變，可看出強調女性化的傾向，報導
55
強調女性化的運動服裝、個人風格及身材； 由於報章媒體的報導，現在

閱聽大眾照單全收的由媒體角度去看事情，甚至連選手都受到洗腦。2007
年安麗杯女子撞球賽出現日本選手北山亞紀子自述：
「我當過女優、在電
56
視台演過戲，還得過選美冠軍。」 女性選手過度重視樣貌及服裝，甚至

言談間就在附合男性工作者主導的傳媒喜好，這實非女子運動應進展的
方向。
女性選手訓練的艱辛、戰術的實施，都須建築在女性特質上，若不
具女性的服裝特質或球風時，即使經歷艱辛的訓練亦是枉然。如網球場
上姿態優雅的艾芙特（Chris Evert）
，或近年來具備所謂女性特質的莎拉
波娃（Maria Sharapova）
，在父權體制下輕易地讓各地球迷為之傾心，究
其原由在於運動服裝所展露的身材美感（如圖 4-1）
；被認為粗暴、有「女
金剛」稱號的娜拉提諾娃（Martina Navrátilová），及近期的大小威廉斯
57
（Serena Williams）因具較明顯的男性特質， 所以其球風、裝扮及服裝

都備受爭議（如圖 4-2）。歷代女網選手皆以極佳的成績吸引媒體注意，
卻因父權社會之好惡產生極端的評價；女性長期努力以爭取女性權力，
但社會的價值觀卻仍是如此，而觀眾對女性運動員的印象也如此被傳播
媒體左右。

54

55

56

57

江欣惇、許光麃，〈現代奧運女性運動服裝之演變（1970~2007）〉，《身體文
化學報》，7（台北，2008）：67-86。
廖清海，〈媒體體育運動內容中呈現的性別差異情形〉，《中華體育季刊》，
21（台北，2007）：94-102。
宋 東 彬 ，〈 曾 是 選 美 冠 軍 ， 放 棄 一 切 來 台 為 撞 球 〉，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blue20070401191407, 2007 年 6 月
4 日檢索。
陳 志 達 ， 南 方 網 ，〈 莎 拉 波 娃 V.S. 小 威 廉 絲 對 比 強 烈 的 競 爭 〉，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29/n1661794.htm, 2007 年 7 月 9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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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006 年澳洲網球公開賽具備

圖 4-2 2007 年澳洲網球公開賽球風、裝扮

58

59

所謂女性特質的莎拉波娃

及服裝都備受爭議的小威廉斯

伍、結語
所謂「性別平等」是指兩性間互相尊重、平等對待，並非刻意標榜
女性至高或男性至上的概念。但直至今日，父權社會裡女性仍受到不少
不公平的對待。在運動場上，女性歷經長久的努力後，爭取到了參與運
動的權力，但由其服裝的改變，可以發現女性仍明顯受到男性以保守的
社會輿論掌控，除了以服裝限制女性活動、限制可參賽運動種類，也限
制女性對運動服裝的改革，直至女性證明女性選手在運動的競技方面確
有此需求，才開啟運動服裝變革的腳步。近代以來，女性的服裝開始有
了「跳躍」式的巨大變革，並開始將運動服裝的各種變革自西方國家推
展至亞洲國家，在推行的過程中逐步修正，直至今日回教國家也已開始
逐步接受。而在近年來明顯影響運動場域的文化媒體傳播方面，幾乎是
以男性角度來報導、評論女性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努力，藉此向閱聽大

58

59

Rich ， 自 由 電 子 報 ，〈 打 開 女 網 服 裝 史 － 流 行 風 潮 與 時 尚 同 步 史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
/feb/20/today-young1.htm, 2006 年 2 月 20 日檢索。
陳 志 達 ， 南 方 網 ，〈 莎 拉 波 娃 V.S. 小 威 廉 絲 對 比 強 烈 的 競 爭 〉，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29/n1661794.htm, 2007 年 7 月 9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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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進行潛移默化的全面性影響，使女性運動員內化此種觀念，再以各種
途徑社會化所謂適合女性運動的種類，及女性需具備「女性特質」的必
要性。
女性在運動場域的努力，是有目共睹的，而女性運動服裝的改革，
也展現出女性運動員努力的腳步。除了女性本身的努力外，相關的社會
文化工作者也需一同努力。在傳播媒體方面，因為大眾傳播媒體是對整
個社會進行洗腦和思想改造的最主要影響者，因此現今媒體工作者需確
實在各項視聽傳播體系中落實『性別平等』的觀念；各單項協會在考慮
女性運動服裝的改革時，能真正以女選手的需求面為目標；而社會大眾
也可以在接收外在訊息時，不要一昧的照單全收，而能以性別平等的角
度去看待周遭的所有事物；盱衡女性未來運動服裝的演變，能夠不再為
社會輿論掌控、不再受男性掌權者控制、也不再受文化傳播媒體的男性
解讀角度而左右；展望未來女性的運動服裝能夠真正的因為女性運動員
本身的需求、因應競技運動技術方面的革新，而進行運動服裝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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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Female Athlete's Sportswear in Social
Cultural Meaning
Shin-dun Chiang /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Kuang-Piao Hsu /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Female athletes had finally earned the right of participating sport events
after a long time of struggles and efforts. But they were still unable to enjoy
the equal treatment with man until now. Therefore,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athlete's sportswear revealed the meanings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valu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the documental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meanings of female sportswear on the social culture.
Female athlete’s sportswear was controlled by the conservative public
opinion in the early periods. The public opinion restrained women activity
and restricted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sports with sportswear. The
sportswear begins to reform until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athlete standard on
the field. After that, we analyze the enormous change of sportswear
reformation. The change of the sportswear begin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followed by the Asian countries. Moreover, Islam countries start to accept
progressively so far. Since that media communication obviously influences
the sporting world in recent years, it reports and comments female athlete's
efforts, emphasizes the sportswear and the stature on the stadium from man's
perspective in cultural media critique aspect. Finally, Audiences are wholly
affected and promote female athletes internalizing this concept. After that,
during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humans try to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make
female believe that they can participate certain limited sports only and they
must possess femininity. Because the social culture of female athlete’s
sportswear displays the process that female athletes posses their body own
progress. We hope that the female sportswear's evolution could 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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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the masculine hierarch and the man’s point
of view in the future. We also hope the feminine sportswear could be
transformation because of the feminine athlete's demand and the athletics
technology’s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female, sportswear, so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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