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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酒促小姐之質性研究：以自我敘說為中心 

郭令筑 開南大學 

徐元民 開南大學 

摘要 

酒是自古以來人類的共同文化，二十一世紀的現

在，還出現專門的職業——酒品促銷人員，又稱酒促小

姐，以刺激買氣。本文藉由研究者自身的臨場經驗，企

圖揭開酒促小姐的內心世界，採質性研究的理論與思

維，以敘說研究的方法為取向，以研究者個人從事酒促

小姐親身經歷為主軸，運用田野筆記為本文。本文獲得

以下發現：一、蛻變為酒促小姐的身體，最大的收穫是

口才的談吐以及有勇氣嘗試新的人、事、物。二、了解

父權社會下酒促小姐的消費身體。三、有了自信與專業

後，酒促小姐也能不受汙名化影響，展現自我。 

關鍵詞：酒促、酒促小姐、自我敘說、性別、自我認同 

聯絡人：郭令筑，E-mail: k8105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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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第一作者在 2014 年等待碩士班入學期間的空檔，因想賺

零用錢，打開報紙與電腦開始尋找打工機會，之後看到了一間行銷

活動公司，於是拿起電話打給該公司，電話那頭是一位女孩子，順

利約了隔天面試，但到了現場後才知道原來行銷人員的工作是銷售

酒，不禁滿懷惆悵。印象中，酒促這個職業，有點逼近八大行業，

感覺蠻可怕的，但因為人都到餐廳，拒絕也得找個理由，正當要開

口時，那位小姐已經換好了百威小姐的衣服，並將另一件拿給研究

者，不知怎麼了，忽然覺得這衣服不像所想像中那樣露骨，它就是

一件紅白色無袖連身裙印了 Budweiser 的字，如果硬要說不適合的

話，大概就只是貼身了點，但並沒有露胸及露腰。最後換上了衣服，

就這樣展開了研究者的酒促兼職打工之旅。 

是以，將自身擔任酒促小姐的經驗書寫成文，是為本研究動機

之一；探討這一年以來在酒促職場上發現的一些現象，是否與父權

社會之刻板印象有關，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二；研究者初步發現，社

會對酒促小姐的評價正反不一，因此如何正確評價酒促小姐，是為

本研究動機之三。 

研究目的：一、自我敘說從事酒促小姐的身體經驗；二、了解

父權社會下酒促小姐的消費身體；三、申論酒促小姐的自我覺醒與

反思。 

貳、文獻探討 

一、女性行銷者的相關研究 

以下七篇論文與女性行銷者的研究相關，分別為：唐瑋〈弱勢

青少年生活世界之敘說研究，一位曾從事檳榔西施工作夜校生之生

命故事的省思〉；1張琇華〈檳榔西施的勞動與自我形象：以嘉義與

                                                 
1 唐瑋，〈弱勢青少年生活世界之敘事研究：一位曾從事檳榔西施工作夜校生〉

（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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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地區為例〉；2王穩能〈女性酒促人員之外表吸引力、銷售推薦

戰術與逢迎戰術對於顧客購買意願之影響：以 T 公司為例〉；3鄭熙

佳〈酒類人員促銷效果研究：以烈酒為例〉；4吳鶴聲〈啤酒促銷服

務人員、產品品牌權益、消費者知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影

響〉；5魏琳源〈酒促人員角色定位之探本〉；6黃惠如〈秀色可餐？

酒促小姐的身體經驗與職場處境〉。7 

綜合以上前人的文獻發現，其中五篇關於酒促小姐的文獻，傾

向於品牌形象、通路配置、行銷方式、促銷效果；酒促小姐在銷售

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能帶動業績成長，是否成正比；研究酒促小姐

在銷售上實質的效益，了解不同的促銷方式，說話的話術與服裝裸

露程度對消費者是否會有購買的意願；以及提供業者擬定啤酒餐飲

通路促銷服務策略與行動方針。往量化的研究較多，和研究者所想

探討酒促小姐的內心感官主題有點落差，縱使較難找到有關酒促小

姐內心深處的主題，但可以從另外二篇檳榔西施的文獻中發現，大

眾傳播媒介下社會觀感對檳榔西施的物化，以及職業汙名化，都與

研究者所想敘說的酒促小姐有雷同。而酒促和檳榔西施有些相同的

背景，都會面臨到外界看他們的眼光；家人朋友是否支持；在工作

時遇到那些問題，如客人言語的騷擾；最後對自我職業的認同，研

究者認為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另外黃惠如的〈秀色可餐？酒

                                                 
2 張琇華，〈檳榔西施的勞動與自我形象：以嘉義與中壢地區為例〉（嘉義：中正

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3 王穩能，〈女性酒促人員之外表吸引力、銷售推薦戰術與逢迎戰術對於顧客購

買意願之影響：以 T 公司為例〉，（桃園：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2011）。 
4 鄭熙佳，〈酒類人員促銷效果研究：以烈酒為例〉（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

傳播學院碩士論文，2011）。 
5 吳鶴聲，〈啤酒促銷服務人員、產品品牌權益、消費者知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

行為之影響〉（嘉義：南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管理科學碩士論文，2012）。 
6 魏琳源，〈酒促人員角色定位之探本〉（花蓮：東華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

理碩士論文，2012）。 
7 黃惠如，〈秀色可餐？酒促小姐的身體經驗與職場處境〉（臺北：世新大學性別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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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小姐的身體經驗與職場處境〉這篇論文，從女性身體商品化的角

度，探討酒類促銷小姐的身體勞動與職場處境，資本主義融合父權

結構相互作用，關於父權社會對於酒促小姐所造成的影響，也是本

研究所想要探討的一部分。綜合以上七篇論文皆是關於女性行銷，

而這些消費族群都以男性為大多數，除了商品本身的需求度之外，

加上一些誘因，正是整體銷售的最高境界。 

二、女性身體意象的相關研究 

以下八篇論文與女性身體意象的研究相關。分別是：藍佩嘉〈銷

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8羅融

〈寫真集影像及身體政治：媒體文本與閱聽人的性別建構與實

踐〉；9陳詩雲〈父權社會意識下女性芭蕾舞者角色的研究〉；10趙景

雲〈共謀或抵抗？瘦身女性身體的主體性與客觀性〉；11林育如〈視

覺表現裡的對話與凝視：以女性內衣廣告為例〉；12林育如〈芭比娃

娃的衣櫃：女性消費現象於數位影像之創作研究〉；13陳聖光〈臺灣

當代 show girl 的商品身體與自我認同〉；14江欣淳、許光麃、程瑞福

〈大甲媽祖遶境探討女性身體自主權的變化〉。15 

                                                 
8 藍佩嘉，〈銷售女體，女體勞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勞動〉，《社

會學研究》，2（臺北，1998）：47-81。 
9 羅融，〈寫真集影像及身體政治：媒體文本與閱聽人的性別建構與實踐〉（臺

北：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10 陳詩雲，〈父權社會意識下女性芭蕾舞者角色的研究〉（臺中：臺灣體育學院

碩士論文，2004）。 
11 趙景雲，〈共謀或抵抗﹖瘦身女性身體的主體性與客觀性〉（臺北：東吳大學

碩士論文，2004）。 
12 林育如，〈視覺表現裡的對話與凝視：以女性內衣廣告為例〉，《高雄師範大

學學報》，28（高雄，2010）：141-162。 
13 林育如，〈芭比娃娃的衣櫃：女性消費現象於數位影像之創作研究〉，《應用

藝術與設計學報》，5（嘉義，2010）：15-30。 
14 陳聖光，〈臺灣當代 show girl的商品身體與自我認同〉（花蓮：東華大學族群

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1）。 
15 江欣惇、許光麃、程瑞福，〈從大甲媽祖繞境探討女性身體自主權的變化〉，

《身體文化學報》，14（臺北，2012）：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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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文獻發現，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多半是由他人的眼光

來為自己型塑、為自己定位。長期以來的社會文化，讓女性處於低

姿態，也使女性被迫成為男性窺看、奴役的對象，這不但存在於種

種社會體制文化當中，也突顯出男性對女性的操控與支配。直到現

在，這種情況即使改善了，但仍逃不了新的模式。如在人類社會中

有三種交換過程，分別為：訊息、女人和商品。以性別和商業價值

之意識形態來塑造吸引男性消費者，廣告加上女性身體的訴求，最

後引誘消費者購買商品。而這背後的女性意象是因為透過父權社會

下所產生的。就如同 show girl 所講的，會有市場也是因為男性愛看

才會有此行業，所以大家對這些行業的觀感往往傾向負面，甚至更

難聽的是為了引誘男性購買而與商品產生結合。研究者認為，或許

可以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待這些使用女性身體的促銷方法，讓身體

不被商品利用，結合得更有價值。 

參、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的理論基礎是：詮釋學、社會學、現象學、人類學，

與批判理論等；研究報告經常以民族學方法、個案研究法來呈現；

主要的蒐集資料方法有自然觀察、參與觀察及深層訪談；質性研究

的特徵則有以下五種：（一）重視文字描述；（二）以自然情境為資

料的直接來源；研究者是主要的研究工具；（三）傾向於歸納地分

析資料；（四）關切過程甚於結果；（五）意義是基本關切。過去有

關於酒促小姐的文章大多往量化研究較多，主要探討其銷售效果。

故本文選用質性的方式作為本論文的方法，探討個人從事酒促小姐

的經驗。本方法以田野調查、自我敘說、深度訪談為主軸。 

二、田野研究與田野地描述 

田野方法除了常和參與觀察法相提並論外，也會和個案研究、

詮釋性研究、民族誌、及質性研究等研究名互用。所謂田野，在傳

統上往往指的是一個小型的，較隔絕封閉的社會，但我們周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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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活環境或社會情境均可視為田野，而我們每個人也無時無刻在

從事著有意或無意的田野觀察。 

酒促小姐雇用公司大致分為兩種：酒商、公關公司。第一種：

由酒商直接雇用的酒促小姐，每一年所代言的酒都是固定的，以該

酒商當年所代理的進口酒為主；第二種：公關公司銷酒的案子是向

酒商外包而來的（研究者所屬的公司即是），因此同時間能夠代理

多種酒的促銷案。研究者從事兼職酒促小姐，於 2014 年 6 月到 2015

年 2 月為期約 9 個月，為初步的田野地觀察。第二波的田野地觀察

於 2015 年 6 月到 2015 年 10 月，將觀察到的、發生的事情，記錄

在自己專屬的田野筆記裡，作為重要資料來源。 

三、自我敘說 

自我敘說即是一種另類心理學，以現成的自述文本，透過詮釋

及反思，經由意義的重建或視框轉移回到自身的生命經驗中重新體

驗與實踐。研究者利用上班酒促的機會，同時體驗社會對於酒促這

個角色的看、講話方式、被凝視的身體，以及所遇到的種種問題。

運用現場田野筆記，記錄最寫實、外人無法看到的那一面，將其完

整呈現出來。在進行敘說前，將田野觀察記錄成為田野筆記，從外

顯形象的蛻變、行為舉止的蛻變、心靈底層的蛻變、剝削的身體、

馴化的身體、溝通的身體、鏡化的身體、酒促的專業、自信與清新，

以這幾個方向做總整理，並於其中反省與省思。「我」，是敘說者也

是傾聽者。 

四、深度訪談 

本文雖以自我敘說為主軸，但為了讓本文更有信效度，增加了

深度訪談，以提升論文可看性與真實性。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經驗

外，添加其他有著同樣經驗的酒促小姐，以彌補研究者可能疏漏的

田野地情境。由於研究者自身為酒促小姐，相較於其他訪談，身邊

的人力資源很足夠，因此訪談對象不採取隨機採樣，而是由研究者

自兼職公司的酒促小姐中，選擇六位姊姊，作為訪談對象。深度訪

談的過程中，先預設訪談的題目，列出訪談大綱，尊重受訪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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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述，讓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裡，針對訪談主題盡可能

談論自己的意見與經驗。訪問過程不超過一個小時。於 2015 年 8-9

月期間進行訪談，地點為公司辦公室。每周訪談一位，每位受訪者

均訪談三次。另外，也選擇三位消費者為訪談對象。 

肆、研究結果 

酒促小姐的「銷售女體」經由討論後，獲得以下結論與建議。

希望本研究的分享能有所助益，使人從中獲得正面力量。 

一、扮演酒促小姐的體驗 

從女學生的身體蛻變為酒促小姐的身體，透過扮演酒促小姐遇

到了四種前所未有的體驗，分別是：外顯形象、行為舉止、臨場反

應、心靈底層的蛻變。以上四種經驗是根據研究者在酒促環境中，

所體驗到的感觸。 

（一）外顯形象的蛻變 

酒促小姐的服裝五花八門，有些走的是鮮艷性感風格，有的

是青春洋溢風格；保守、大膽都有，對於酒促小姐來講，入行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外表的改變。 

和訪談者小芳聊到形象的蛻變，她說：「私底下不會穿這麼

顯眼的衣服走在路上，也不會想要打扮成這樣，就只有上班的時

候才這樣穿。一開始有些不習慣，做久了也還好，但在意的是制

服有的很貼身，身材要保持才會好看。」16受訪者小兔說：「還沒

當酒促之前，就會穿性感的衣服，或是小洋裝，我是會穿高跟鞋

的人，所以我覺得酒促的衣服還好啊，不會特別奇怪。穿起來也

不會覺得不自在或是不舒服。」17 

站在酒商的角度來說，花錢請了酒促，當然要明顯到所有人

都注意這裡有酒促小姐，才不會浪費。而對於嘗試這麼顯眼的裝

扮，蠻不習慣和不自在，唯一適應的就是化妝。酒促小姐上班一

                                                 
16 小芳，面訪，2015.06.08。 
17 小兔，面訪，2015.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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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帶妝，這是督導在一開始就提到的，讓人有精神，化妝氣色

會比較好。 

小兔說：「我當然是喜歡上制服比較好看的班，顯胖的制服

也不知道是誰設計的，叫她自己來穿。很煩啊就要少吃點了，不

然穿起來真的很難看。」。18Apple 也說：「沒辦法，拿人家薪水就

得要照著做，我盡量不要在意別人的想法，但下擺那邊真的很

窄，屁股看起來很大，真討厭。」19對於服裝，老闆們以消費的

觀點提出意見如下：「穿的辣一點會吸引男性顧客搭訕啊，主要

是被搭訕，機率當然上升，有話題性的服裝也一樣。」20「喝酒

的都是男生多啊，男生都喜歡看妹妹啊，尤其是穿很少的妹妹。」
21「大家都喜歡看穿得清涼的小姐。」22 

小結：在外顯形象的蛻變中，研究者發現酒促小姐們，在白

天有不同的角色如學生、媽媽、科技公司員工或是咖啡廳的服務

生，大部分人在私底下都屬於低調型，對於酒促小姐工作，需要

穿上顯眼的制服，如此外在的改變，大家似乎是從不習慣到習慣。

也有人認為服裝漂亮就能接受。但很不幸的，有些廠商將制服做

得不近人情，小露美背及緊身下擺。不論是哪一種款式，酒促小

姐們只能照單全收。大家雖然私下抱怨，卻絲毫不敢有太多意見

浮上檯面。倒是以消費者角度觀看的老闆們則覺得衣服要越露越

好，才會有人喝酒消費，充分表現男性的感官意識。 

（二）行為舉止的蛻變 

每週酒促公司都會固定開會檢討，這時督導就會告訴小姐們

需要注意的事項。在 2015 年 6 月底時發生了一件事，有某家快炒

店的老闆娘打電話給督導，並用嚴厲的言語說馬上叫你們家的小

姐離開，後來了解情況後才知道店家老闆說小姐一直站在那邊，

                                                 
18 小兔，面訪，2015.06.15。 
19 Apple，面訪，2015.06.01。 
20 燒烤老闆，面訪，2015.06.03。 
21 食堂老闆，面訪，2015.06.04。 
22 酒攤老闆，面訪，201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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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推銷酒，什麼事情也不做，只會玩手機。因此督導在開會時

特別的告訴小姐們，就算客人沒有喝酒，也絕對不能玩手機，被

抓到就是扣薪水，如果沒事做，就幫店家的忙。 

與小兔聊到她自己的狀況時，她說：「一開始酒促時會接到

一些很冷門的品牌，非常難向客人推薦，不像臺灣啤酒或海尼根

這類型的酒是大眾接受度高的，當時賣的是青島與龍泉，這種不

好推薦的酒，所以客人都不太買單。那時候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向

客人開口，也不太會聊天，業績都很差，不過也因為最初是賣到

這麼難推的酒，因此我才會知道要如何與客人聊天，現在想起來

還蠻慶幸當時的磨練呢。」23會跑烈酒的 Apple 也說：「烈酒本身

是需要和客人聊天，氣氛對了客人就會開酒，因為促銷烈酒和啤

酒是不同屬類的方法，要用的方式也不一樣。烈酒較多專業知

識，自己必須要多加強專業術語，我是覺得在無形中對自己的幫

忙也挺大的，像有次出去和朋友聚餐要喝酒之前，他們都會來問

我，雖然也會開玩笑叫我酒促小姐，但當我說出不同的特性時，

我朋友還真的有嚇到，還誇我很厲害。這只是常接觸的關係，不

知不覺也就背起來了。」24 

酒促的兼職對研究者而言，是一個經驗，也是一種歷練，是

短暫的，是好玩的，是新鮮的。記得剛上班沒多久時，去了一間

位在新豐偏遠的宴會餐廳，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與包廂內的歐巴桑

客人相處得很愉快，聊天聊到欲罷不能，有太多共同話題，加上

他們都固定喝我推的牌子，有更多機會和他們相處，在那短暫的

三小時，一點也不像在上班，我就像是他們的孫女，逗他們開心。 

小結：在行為舉止上的改變大概就是更加懂得看人臉色，以

及需要幫忙的地方會不吝嗇的去做，就算是沒有報酬的。最大的

收穫當然還是口才的訓練，這是研究者和其他同事一致認同的蛻

變。懂得在什麼時間去促酒，哪時可以插話，場合與氣氛之間該

                                                 
23 小兔，面訪，2015.06.15。 
24 Apple，面訪，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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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與不該說，大家心裡都有底。不論未來在哪邊工作或是和人之

間的相處，相信都會有幫助的。 

（三）臨場反應的蛻變 

酒促的性質就是服務業，服務客人。研究者還很稚嫩，跟其

他見過世面的大人比起來，眼界略窄了些，能夠忍耐的程度也沒

那麼高。酒促上班的環境與酒店截然不同，但難免還是會遇到些

被騷擾的苦差事。例如：客人要電話、要求合照、約下班後續攤、

叫你坐旁邊一起喝酒、不送贈品就不喝酒……等。有很多時候都

需要靠臨場反應來化解。飲酒的客人百百種，酒促算是站在第一

線接觸到百分之八十的大小事。 

受訪者小兔說：「曾經有酒客跟蹤我到下一場上班的店家，

我真的嚇壞了，因為他完全都沒問我要去哪，就直接騎機車跟隨

在後。有些酒客很喜歡你，想給你做業績，但他不是，也沒跟我

講到話，假如這場班下班後，他再繼續跟著我，我真的會叫警察，

所幸最後沒怎樣，可能喝醉後想睡自己就走了。」25 

聽完她講的，研究者直呼好可怕。個人是沒碰過這種情況，

不過有次有桌客人主動問研究者下一場的地點，之後還真的有來

找研究者，又點了酒和小菜，明明才剛吃飽，很明顯的就是因為

研究者才跟過來。他們感覺起來也不算壞人，後面就聊聊天，幸

好他們在研究者下班前離開，不然也蠻怕會跟著研究者回家。 

受訪者 Apple 說：「在前一家酒促公司時，我有遇到酒客打

架，他們好像是起爭執吵架，然後就打起來了。我躲的遠遠的，

完全不敢動，這是我唯一的一次遇到這種場面，嚇慘了，看呆了，

嘴巴差點掉下來，這根本是電視上才會演的啊。」26 

酒促實質上的名義是酒品促銷人員，每隔一陣子酒商會有活

動搭配贈品來促酒，或者是買三送一的行銷策略，就贈品來說，

海尼根是稱霸王，所推出的贈品都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如精美的

                                                 
25 小兔，面訪，2015.06.15。 
26 Apple，面訪，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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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杯與餐具，甚至是當下流行的自拍器，每回推出都好評不斷，

客人會因為它的贈品而喝酒，其他酒商也有樣學樣，這對酒促來

說是件好事，省事兼好推酒，有適當的理由和客人推薦自家的酒。 

小結：從臨場反應的蛻變中，能發現酒促小姐所面對的客人

都很活躍，反應需要更靈敏些。各行各業都會碰到許多沒遇過的

事情，處理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結果亦不同。如有感覺不舒服的

地方，大家的結論就是忍耐、撐住，想開一點別理會。而其他酒

促小姐所遇到的狀況也不少，相信我們的包容力經過那些客人的

洗禮會強大許多。 

（四）心靈底層的蛻變 

研究者有著思維傳統但行動開放的家庭。剛好研究者是個發

生任何雞毛蒜皮小事，都會和家人分享的大女兒。回想當時在接

到第一場班時，馬上就告訴爸媽有個兼職的工作是酒促，當然身

為父母親的第一反應一定會覺得這個行業太危險，但後來研究者

把自己的工作內容還有工作環境告知他們，並說會保護自己，要

讓他們放心。其實他們並沒有阻止研究者去嘗試，只是先入為主

的觀念，認為喝酒的場合可能會有危險的事情發生，如客人喝酒

醉可能會毛手毛腳，甚至打架鬧事。沒錯，他們所想的都有可能

會發生；研究者自己也明白。研究者把好的一面分析給他們聽：

可以見識到許多場面，還可以訓練研究者的膽量；就先試試看，

研究者又不是沒有判斷能力，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請家人不用

擔心。最後我們一起達成共識，只要覺得有任何危險的地方，就

不要做了。 

有時候店家生意會特別好，人一多就有可能會遇到認識的

人。當酒促小姐的一開始，除了家人之外，研究者並沒有主動讓

身邊周圍的朋友知道，但也不會刻意隱瞞。於是某天上班時，研

究者一如往常地在店家促酒，轉眼間就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臉孔，

天啊是研究者的國小同學，當下就只有一個反應那就是轉頭，研

究者整個人往餐廳內部走動，不讓他看到研究者穿著酒促制服，

並且遠遠的觀察他，直到下班了，換了衣服之後就立刻走人。在

騎車的途中，研究者問了問自己，為什麼不敢正大光明的打招呼？ 

後來，研究者做了一個決定，下回只要再遇到熟識的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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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害怕打招呼，更要大方自然的說話，不用在乎別人是怎麼看的，

重點是如何看待自己。雖然自己是很正面的，但做了一年之後，

媽媽告訴研究者，有過經驗即可，酒促就是會讓人家覺得是低等

的工作，所以媽媽希望研究者不要再做這個，去找其他工作。當

時和媽媽大吵了一架，哭著說原來在她心中，研究者就是在做低

等的工作，研究者明白酒促性質就是被凝視，有時遇到奧客，自

己也很不好受，除了忍耐還是忍耐，沒想到被自己的家人這樣講，

更是當場崩潰，沒想到現在能替自己的論文加料，還真的是感謝

媽媽啊。 

小結：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蠻感謝爸媽，只要有想做的事

情都會讓女兒去嘗試，受傷了永遠有家可以依靠，真幸福，家庭

就是研究者的支柱。這讓研究者更無後顧之憂嘗試新鮮的東西。 

（五）本段總結 

對於外顯形象的改變，雖然不喜歡穿太顯眼的制服，但酒促

小姐們仍然照單全收，絲毫不敢有太多意見浮上檯面。行為舉止

的改變上，酒促小姐們一致認同最大的收穫是口才的訓練，酒促

小姐面對的客人都很活躍，反應要再快一點。對於奧客，大家的

結論就是「忍耐吧」，相信我們的包容力經過那些客人的洗禮會強

大許多。接了酒促這份工作後，體驗到了開心、快樂、難過、難

受，酸甜苦辣的滋味。研究者面對這些好像比之前更成長許多，

如何看待自己真的非常重要，因為它影響了所有的一切。說它是

賺錢的工作也好，能鍛鍊人心智的工作也罷，總之，我們都接受

了所有正負面的評價。 

二、父權社會下酒促小姐的消費身體 

以下以藍佩嘉發表的〈銷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

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27一文，提出的四種勞動身體，套用於酒促

小姐的身體。 

（一）剝削的身體 

剝削的身體翻成白話的意思就是體力上的勞動。酒促一晚的

班平均有兩場，點和點在銜接時，騎機車是一種安全的方式。有

                                                 
27 藍佩嘉，〈銷售女體，女體勞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勞動〉，《社

會學研究》，2：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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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酒促小姐人手不足或是酒商業務排的店家很遠，只好輪流

跑。不論車程多遠還是要注意行車安全，否則真的得不償失啊。 

面對這些汗水、久站、疲累，或多或少都有受不了的心情，

只能多往好處去想，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回想以前曾在宴

會廳端盤子，再看看酒促這份工作，心態上就比較釋懷了。 

在酒促小姐的環境中有一項研究者不喜歡但無法避免的事

情，就是吸入客人的二手菸。 

問到受訪者小兔，她說：「我自己是沒有抽菸，沒辦法啊，這

行就是這樣，賣烈酒的 pub 煙味更糟，而且店家冷氣都開超強，

兩者合而為一，下班時頭都超痛。不過比起那些煙味，我還是更

注重業績，通常那種環境銷量都蠻不錯的，酒客都沒在管價錢的，

所以在酒店 pub 成績很好，我也就算了。」28 

魚兒說：「婚禮的百桌喜宴我就真的很怕，體力消耗很大，幫

客人開酒，手都起水泡了，那不知道是開了多少瓶酒才變成水泡，

而且酒又冰。冬天時很冷，衣服薄的跟什麼一樣，就有種想要發

怒的情緒：太冷啦！」29Apple 說：「久站。我們這份工作得要站著，

完全不能坐。有時候客人喝開了，酒會來不及拿，半小時內要搬

好幾箱，而且酒超重又超冰，我都要凍傷手了，回到家時都有刺

痛感。」30 

小結：受訪者提到剝削的身體，都有說不完的話，每位酒促

小姐敘述的經驗，都很有共鳴。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這些都是

長期造成的小傷害。研究者估計，在往後的日子這些傷害只會增

加不會減少，希望酒商老闆們能在喜宴場多派幾位人手，納入每

年的改善計畫中。 

（二）馴化的身體 

馴化的身體表示服務和情緒勞動。每位酒促小姐代表的是酒

                                                 
28 小兔，面訪，2015.06.15。 
29 魚兒，面訪，2015.06.29。 
30 Apple，面訪，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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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形象，廠商們花了大筆的預算在酒促小姐身上，讓客人能

得到好的服務，必然期許我們能給予回報，酒促小姐是最直接與

客人接觸的第一線，接收到的資訊是最實在、最直白的，把市場

上的回應轉接給廠商，是酒促小姐的工作之一。 

對於情緒勞動，受訪者 Apple 說：「有次在燒烤店上點，結

果那個老闆叫我站出去，等於當成招財貓招攬客人，說難聽點很

像是酒店妹在外拉客人。當時我臉很臭，因為我又不是店家的

人，這應該是店員要做的事情，酒促，是來服務客人的，沒有生

意這應該不是我的問題，最後還是在店內，而那位老闆也沒講

話，只記得氣氛很冷。」31 

小兔說：「有回在薑母鴨店，客人很少，店家老闆知道某位

客人已經有點我的酒，只是喝比較慢，所以叫我催那位客人的

酒，去幫他倒酒。我要過去倒酒時，與他同桌的女性客人用很鄙

視的眼神看我，可能是認為酒促很愛催人喝酒吧，但沒辦法我還

是照做。總之，我很尷尬。」32 

小結：藍佩嘉指出，馴化的身體不是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

而是成為他人觀看的客體，吸引客人的目光，作為一種身體異化

的明證。的確，酒促小姐的言行舉止不僅代表品牌，也代表形象，

穿上制服在上班的過程中，有很多人會凝視著你，酒促存在就是

為了吸引客人的目光，使他產生好奇心，藉故與客人互動，這時

笑容是很重要的，有些酒客也會因為你的笑臉迎人而捧場。剛接

班的那幾天，可能還在緊張，常常笑到臉都僵了，後來發現保持

親切的微笑就可以了。我們不用像櫃姐一樣要喊歡迎光臨、謝謝

光臨，不過多添加這些輔助詞，讓客人對你的印象會更加分。 

（三）溝通的身體 

溝通的身體指的是執行專業的支配。在銷售臺灣啤酒的時

候，客人說臺啤根本不用銷售，的確，它是一般大眾都會喝的啤

                                                 
31 Apple，面訪，2015.06.01。 
32 小兔，面訪，2015.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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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外國旅遊來到臺灣必喝的臺灣啤酒，但為什麼還是要請酒促

小姐呢？這個答案我與客人聊了很久，最後我們一致認為臺灣啤

酒是為了廣告效益與品牌形象提升，其他品牌都有聘請酒促小

姐，尤其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海尼根，臺啤當然也要跟進。對於酒

促小姐來講，不論是哪一家的牌子，只有一個重點就是銷售啤酒。

由於競爭激烈，時常會舉辦一些小活動來促進銷售量，例如：買

三瓶送一瓶、買一打啤酒送刮刮卡且通通有獎、兩瓶促銷 99 元、

第二杯生啤酒半價……等促銷手法。推薦酒客時很容易上手，通

常銷量也不錯。根據觀察，有時候客人並不知道活動內容，也不

會理會活動，但有位酒促小姐在旁邊推薦兼敲鑼打鼓，那麼情況

就不同了。女生真的會因為贈品而喝酒或是請同行男友人改喝有

贈品活動的酒。這時研究者感覺到酒商辦活動，好像讓酒促小姐

談判的籌碼提高許多，親近客人也更有合適的理由，算是一舉兩

得。另外有些廠商也要求酒促小姐上班時要背促銷背袋，聖誕節

還要戴印有品牌的髮箍，這些輔助品戴起來有時很怪，且妨礙我

們做事情，但還是得照著做，當作是專業的支配。 

提到專業，受訪者小芳說：「我每次跟客人講話時都蠻有活

力，走親民 style，話術反倒沒有固定的，就看當下心情，同樣一

句話，客人不一定會買單啊。專業的話，我覺得是倒酒的技術，

因為有些客人會喜歡看酒促小姐倒表面張力，我就曾賣過很難賣

的酒，幸好倒酒技術還不錯，客人就一直買單啊，還是看客人啦。」
33 

小結：溝通的身體，執行專業的支配，不論化妝品或是酒銷

量，都為了產品的效果而產生，除了貼心的服務之外，有專業的

知識最能打動消費者的心。 

（四）鏡像的身體 

鏡像的身體意指反射美麗意象。鏡像的身體，就是從父權角

度出發，百貨公司的櫃姐也好，光鮮亮麗的藝人也罷，很要求整

                                                 
33 小芳，面訪，201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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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視覺。某周刊最喜歡報導藝人的腰贅肉、粗腿或大餅臉，張惠

妹就曾經講過，希望大家把焦點放在音樂上，而不是身材。無奈

現實就是如此殘酷。之前說到百威制服不會很露，就是貼身了些，

上班時都要縮小腹。這點每位上百威班的小姐一致認同。 

上班時公司規定一定要化妝，這對於第一印象很重要的酒促

小姐來講是必須的，不用很濃，淡淡的眼妝能幫助自己看起來更

漂亮。 

對於外表，小芳（超級纖瘦型）說：「我自己非常熱愛運動

尤其是腳踏車，而且我還蠻講求緊實，前一陣子就有在練腹肌，

而且我是胖了一點就會趕快減肥的人，就算不當酒促我也很注重

身材。放假時一定跟老公小孩去運動。」34小芳是一位隨時都注

重自己身形的人，跟我是胖了想要掩飾是完全不一樣的型。 

Apple 說：「從小就吃不胖，我沒什麼在注重肥胖這件事，可

能是因為工作量很大吧，白天上班，晚上上班，沒時間吃東西，

不過我還蠻討厭自己胖不起來的，因為胸部也沒肉，很小。」35訪

問完之後，發現每個人都有看待自己身材外表的一套想法，而研

究者不是纖瘦型的，也會因為水腫而困擾，但是人生嘛，沒有十

全十美，不必過於在意；但在這環境還是得讓外表看起來是美好

的，身為酒促小姐必須注重形象。 

小結：鏡像的身體在酒促小姐的環境中，時常會被老闆叮嚀；

大凡需要門面的工作應該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離不開身材、外

在等等。在這環境中研究者發現，當你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時，

有些小細節還是要注意，因為如果你不注意，別人會替你注意。

然而現在的科技很發達，這些外表上的問題都能輕易解決，最主

要還是內在與專業。 

（五）面對凝視的身體 

面對凝視的身體是研究者發現的，被凝視也佔酒促小姐上班

                                                 
34 小芳，面訪，2015.06.08。 
35 Apple，面訪，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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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一環。酒促小姐是份面對人群的服務業，搭配鮮豔的衣

服後，吸引眾人的眼光。因為有人注意才會有銷售的機會，而在

目前父權社會中男性飲酒人數仍大幅超越女性。被觀看是每場班

必須去面對的，從一開始的不自在到後來的習慣。串燒店的坪數

本身就不大，屬於小而巧的裝潢，每次到那種類型的店家空間都

很狹小，偏偏竹北某間串燒店生意非常好，除了內用客人，外帶

客人也頗多的，時常不知道要站哪邊才好，此外絕對會遇到外帶

客人目不轉睛的觀看，心裡頭就會響起好想趕快下班的聲音。其

他同事也有同樣的想法，每次去到那家串燒店，跟外帶客人對看

真的好尷尬，但也沒辦法，店家人潮多總會有許多酒商想進駐。 

針對客人凝視，訪談者 Apple 說：「我知道會被客人看，通

常都會鎖定幾桌有喝我牌子的客人去聊天，一方面時間過得比較

快。被觀看的時候我就做自己該做的事，拿冰塊、整理冰箱啊，

讓他們知道酒促的工作就這樣啊沒其他的，有次在海鮮餐廳遇到

小朋友蠻好笑的，他們很好奇酒促就跟在我後面拿酒，對於小孩

子的凝視我覺得最有趣，他們很直接問你，你是誰啊好漂亮歐，

聽得我是心花怒放，哈哈哈。」36 

頭兒也說：「我會看回去，會以為客人要喝酒，哈哈。盡量

讓自己處在正向的想法，不胡思亂想。」37魚兒則說：「我是把自

己當成娃娃，在上班的兩小時裡，就做好自己的工作，時間到就

下班了啊，反正每一個職業都有它的辛苦，被人家看的時候，當

然會有種不自在的感覺，我會保持鎮定，盡量不去和看我的人對

到眼，除了有喝酒的人。」38 

小結：當一名酒促小姐時就像在演一個角色一樣，當面對異

樣眼光時，告訴自己穿上制服就和演員一樣自動進入時空背景，

現在是酒促小姐，跳脫學生本尊的身分，如此一來，就能坦然接

                                                 
36 Apple，面訪，2015.06.01。 
37 頭兒，面訪，2015.07.06。 
38 魚兒，面訪，201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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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內心並釋懷大家的凝視。 

（六）本段總結 

經由訪談過後，在剝削的身體中，研究者觀察到酒促小姐一

行有許多職業傷害，除了需要久站外，在寒冷的冬天裡，薄少的

衣物凍傷身子，也是剝削的一環。馴化的身體中，店家要求酒促

小姐站到外面招攬客人，如此不合理的對待，是種情緒上的勞動，

究竟要如何高朋滿座又不失酒促小姐顏面，是個值得思考的問

題。選擇踏上酒促小姐一職時，會遭到其他人的異樣眼光，被凝

視時，大家都有自己處裡的一套模式，通常會選擇放空，或是裝

成沒看見。對於這樣的解決方式，研究者自己有用過，感覺也比

較舒坦。被觀看時那種感覺很奇妙，就像是被電流電到一樣，身

體會發熱，所以大家才需要轉移注意力吧。另外，羅馬不是一天

造成的，長期造成的小傷害，希望酒商老闆們能納入改善計畫。 

三、酒促小姐的自我覺醒與反思 

張琇華提到，檳榔西施污名化的來源，來自於檳榔西施在性別

化的勞動場域中，挑戰中產階級秩序及傳統勞動概念的裸露行為，

和互動過程給予外界偏差或色情化，這群女性勞動者的外在與人格

的想像空間，形成對所有檳榔西施的刻板印象或偏見。這些偏差與

色情標籤已作用在部分檳榔西施身上，帶給她們不愉快的污名經

驗，甚至影響了她們的勞動與生活。39 

穿著制服的酒促，某種程度也和檳榔西施一樣，在大眾傳播媒

介下，形成特殊的觀感，以下以酒促小姐可以很專業、酒促小姐可

以清新、酒促小姐可以展自信、酒促小姐不等於酒店小姐這四個面

向來探究酒促小姐的覺醒與反思。 

（一）酒促小姐可以很專業 

在一些新聞報導，指出爆乳酒促妹推銷酒飲的方式，被民眾

拍下 PO 網。站在酒促小姐的立場，研究者是很反對這種越線的推

                                                 
39 張琇華，〈檳榔西施的勞動與自我形象：以嘉義與中壢地區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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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方式，也替其他同業的小姐打抱不平，這只是單一的個案，並

不代表全部。但是此種報導就是會令人感覺不舒服，更加深大眾

對酒促行業的負面知覺。研究者認為，不論是酒促小姐、檳榔西

施或是車展小姐，都會有職業汙名化的例子，造成小姐們很大的

困擾與無奈。以個人看待同業汙名化的情況，研究者的心態是不

管其他小姐如何以自己身體玩弄客人、吸引客人，堅持自己工作

的態度與正當的行為是很重要的，要拿捏當下適合的話題，不要

過度開玩笑，以保護自己為最大原則，這才是明智之舉啊。 

相較於一般人刻板的印象，日本場外的酒促小姐，整體的觀

感就顯得專業許多，她們全副武裝設備齊全，沒有暴露的服裝，

仍然很吸睛。只要在活動場上，現身之處，都是大家注目的焦點。

這類型的酒促小姐青春陽光帶有活力，讓人感覺很有朝氣和正向

的觀感，完全就是以親切的服務取勝。以研究者親身經歷酒促的

經驗，想述說的內心想法，是想將酒促小姐正面、專業、親切、

活潑與服務的精神傳達給大家。酒促小姐並不是一般人想像中靠

外表，穿著清涼秀身材的工作。 

黃惠如提到酒促小姐的角色印證了男消費、女服務的概念，

男性飲酒消費者也可能有很多同性戀，卻沒有酒促先生發展的空

間。有位女性客人曾說：「有男生酒促是蠻新鮮的，他來推薦的

話我應該會喝。不過我從來沒看過，可能要往 pub 酒店去才有吧，

而且女生在快炒店喝不多吧，我要喝酒的話都是去有氣氛的酒

館。」 

研究者常在想，酒促或這類型的女性工作與父權究竟有沒有

關聯呢？或者女性只是一種商品被利用？研究者的想法是：都有

相關。趙景雲提到女性身體反映出女性受到社會規範是被主宰

者，而女性改變身體形貌則是受到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所強調

的，女性必須具有貌美的形象準則，並灌輸觀念於女性追求美貌

是自我實現的重要步驟；現今的廣告融合了三種形態，首先給予

訊息，加上女性身體的訴求，最後是消費者購買商品；商品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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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上媒體炒作，無庸置疑能引起廣大回應。 

譬如在快炒店時，有些小孩子不知道酒促小姐是什麼，媽媽

告訴他：姐姐是老闆，在賣酒，酒促是一種銷售的工作。讓這些

孩子的第一印象是正確的且不帶有父權的眼光，以身作則是很重

要的。女性和商品的結合是好的，重點在於創造出怎樣的效果和

社會風氣，如何導向正面的方向，這是目前社會仍需加強的部分；

研究者也相信從小的家庭教育能造成最大的影響。 

（二）酒促小姐可以展自信 

從酒促工作中，研究者慢慢地培養出觀察人事物的敏銳度，

到不同的店家，由天氣的概況能知道今日銷售業績的好壞，每每

預料如神，這是研究者從酒促這份工作中獲得的另一個益處。外

國來的客人讓研究者感受到他們很尊敬酒促小姐，很有禮貌，研

究者曾用英文和他們交談才知道，在國外並沒有在店內的酒促小

姐，除非是舉辦活動才有機會能遇到，在臺灣用餐的地方能看到

酒促讓他們感覺很新鮮，也願意捧場。至於上班族們，應該是想

要紓解壓力，和朋友同事們喝個幾杯談談心。無論是哪種類型的

客人，在研究者抽絲剝繭的觀察之下，命中率還蠻高的。 

研究者發現酒促小姐也可以很貼心，每當排到喜宴場的時

候，都充滿喜悅的上班，婚禮現場充滿溫馨浪漫的氣氛，令人不

自覺感到幸福。有些主人家會特別要求要有酒促小姐，讓現場更

熱鬧。唐瑋在〈弱勢青少年生活世界之敘說研究，一位曾從事檳

榔西施工作夜校生之生命故事的省思〉一文中提到對女性的物

化；張琇華在〈發表檳榔西施的勞動與自我形象：以嘉義與中壢

地區為例〉文中提到傳統父權和性別文化脈絡內，將檳榔西施定

位為行動者而非一種沒有生命的女體形象；這兩篇關於檳榔西施

的論文，與酒促小姐之間的共同點，為均利用外表與視覺效果來

創造話題，同樣都需要打扮得光鮮亮麗，穿上顯著的服裝甚至是

小露性感，銷售的對象大部分是男生，且從父權的角度來看，裸

露越多有越多人捧場的情況。 

以上兩點先與鄭熙佳發表的〈酒類人員促銷效果研究：以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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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為例〉一文相互比較。此篇其中一點是促銷人員的外型間接促

發購買行為，也就是說外表占了蠻大部分的比重，打扮與服裝是

必須的，因為會替自己加分，不過某種程度上讓人感覺女生是花

瓶，只會穿漂亮衣服站或坐在那。研究者覺得光靠外表只會貶低

自己，終究敵不過歲月催人老。 

最後討論出來的結論是，現階段在裝扮的裸露程度上還是無

法有所改變，只會有更辣更清涼的小姐在後頭等著世代交替。負

面的名詞，還是會隨著職業繼續下去，老闆們也知道會惹來閒言

閒語，就藉由薪水來彌補，因此這些服裝較為裸露的職業，薪資

都會比一般服務業高出二到五倍。 

受訪者小芳指出：「根本就是啊，大家應該都說不會物化女

性對吧，但我覺得有物化。這份工作只能限女性，就是性別不平

等啊，男生有什麼不能做這份工作的嗎？沒有吧，衛生棉廣告都

可以由男生代言了，酒促應該也可以有男生啊，如果不行，那原

因只有一個：男生沒胸部，不好看啊。這樣不是物化女生是什麼？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以上純屬個人言論。」40 

受訪者酒攤老闆則說：「只是一種銷售手法吧，喝酒時剛好

有漂亮年輕妹妹在旁邊服務倒酒不是更好，不算物化吧。至於男

生酒促，目前我沒看到過，而且男生當酒促，我自己也不想買。

這個市場做不起來啦。」41 

受訪者當中，只有一位是明確的認為有物化，其他八位則是

認為還好，或覺得太複雜；至於研究者本人則認為這是公說公有

理，婆說婆有理的認知差異。 

（三）酒促小姐不等於酒店小姐 

其實酒促小姐所定位的工作原則是不輕易改變的，就像是臺

鐵服務員推著便當餐車一一詢問旅客需要便當嗎﹖而酒促小姐也

是一桌桌去推薦自家品牌，態度親切面帶笑容，絕不會勉強客人，

                                                 
40 小芳，面訪，2015.06.08。 
41 酒攤老闆，面訪，201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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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投緣的客人就閒話家常，聽取別人的經驗來豐富自己，遇到

機車的客人更要展現親和力，謹慎以對。如此而已，不像局外人

認為酒促小姐就是陪酒小姐會敗壞風俗，出賣肉體。對一位女生

而言，最要緊的還是自己的品性。 

服務業是以客為尊，會遇到處處找麻煩的客人，也能碰到將

心比心的客人。有些客人覺得你服務的很好會給小費，大學時在

宴會廳包廂打工，有時候也會收到客人的小費，但要和餐廳老闆

三七分，服務生拿三，老闆拿七。至於酒促小姐有全拿的優勢，

公司完全不會過問，讓研究者有雀躍的感覺。但是有些紅包是有

條件的。 

小芳說：「太噁心了吧，誰會因為兩百元給他親啊，自己去

賺不就好了。要給錢就直接給的大方啊，在那邊耍什麼把戲，真

下流。」42Apple 也說：「我呼籲客人純粹喝酒就到快炒店喝，酒

促小姐就是服務員，但除了有純粹喝酒之外的目的，就請到酒

店，比較不會讓人誤會。」43 

假使今天研究者收下了那兩百元讓他得逞，那麼大家會認為

酒促就是這樣的人吧；接著研究者又問了其他店家老闆，告訴他

上述的例子，老闆說：「這就要看個人行為了，你們這麼有自制能

力，未必每個人都有啊。開店十年，也有看過酒促小姐嫁給客人，

坐大腿被摸的、亂七八糟的都有啦，是你們太單純，這個社會啥

款的人都有（臺語）。今天是幾百元而已，萬一哪天遇到幾千元幾

萬元呢？看在錢的面子上，一定有人會願意。」是啊，研究者覺

得老闆說的沒錯，但研究者想告訴大家的是，個人行為真的很重

要，酒促小姐可以是不貪小便宜、正面且保有自尊。研究者可能

沒辦法要求其他人怎麼做，但自己絶不做愧對良心的事。 

研究者將身體意象的觀點移到接下來要敘述的故事：某天去

釣蝦場上班，店內有附設包廂可以唱歌，沒過多久就看到三位女

                                                 
42 小芳，面訪，2015.06.08。 
43 Apple，面訪，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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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打扮得嬌豔的進入包廂，後來聽店員告訴研究者才知道，那些

女生是傳播小姐，頓時目瞪口呆，活到這年紀第一次看到，這時

研究者浮現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一絲想法。研究者看了那些女生的

衣服都是若隱若現，胸前十分雄偉風光。心想，客人大概是把對

她們的主體印象套在研究者這位酒促身上吧。 

最後研究者將酒打開後就離開了。這件事情與前一件是兩件

不同的身體意象，研究者很明顯的感受到被人比較、觀看、評論。

身體主體與文化、生活、社會、環境都有關聯。研究者相信不只

是酒促、拍攝內衣廣告的明星，與女體相關的都會受到社會的凝

視與談論。這是必定會遇到的問題。社會上有高知識分子也有愛

亂開玩笑會叫傳播小姐的人，無論是哪種人，研究者都不會歧視

他，但願都能夠給予尊重，講出來的話就代表自己的水平。遇到

胡言亂語的客人就隨意敷衍他就好。 

（四）本段總結 

廣告融合了三種形態：1、給予訊息；2、女性身體的訴求；3、

消費者購買商品。商品加女人加上媒體炒作，最能引起廣大回響。

在酒促小姐可以很專業裡所表達的觀點是，這職業大多給人是花瓶

的印象，但其實女性不靠外表，使用骨子裡的專業墨水，才是佔成

交很大的要素。臺灣的酒促小姐，也許可以改變風格，與日本的酒

促小姐多看齊，朝向親切保守且陽光的形象風格。 

自信與專業，研究者認為兩者是結合在一起最佳的夥伴，研究

者在酒促小姐可以展自信中，提到了物化女性的觀點，探討酒促小

姐一職，有無被物化的可能，最後研究者發現當有了自信與專業

後，女性能從中做自己，不再成為父權社會下被物化的商品。酒促

小姐被當成陪酒小姐，嚴格來講，這是與個人的品性有關，大家氣

憤也很無奈，只希望外界多點尊重給錢難賺的酒促小姐。而檳榔西

施同樣被汙名化，這是最需要去揭露真相的。最先要做的就是嚴以

待己，希望酒促小姐這類型的工作，也能慢慢帶給社會大眾專業服

務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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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經由以上從女學生的身體蛻變為酒促小姐的身體、父權社會下

酒促小姐的消費身體、酒促小姐的自我覺醒與反思，獲得以下結論

與建議。希望本研究的分享能有所助益，使人從中獲得正面力量。 

一、從女學生的身體蛻變為酒促小姐的身體 

從外顯形象的蛻變中，研究者發現酒促小姐們在私底下都屬於

低調型，對於工作需要穿上顯眼的制服搭配白靴，如此外在的改

變，都從不習慣到習慣，逐漸適應了一切，認同服裝表示專業的一

部分，工作時外表的改變，並不影響生活。而行為舉止方面，從開

始的不敢開口，到慢慢漸入佳境，克服心中恐懼，從普通人蛻變成

為炒熱氣氛的專家。最大的收穫是口才的訓練，同時對生活上與他

人的談吐有相當大的幫助，以及有勇氣嘗試新的人、事、物，更了

解應對進退。經過客人的洗禮後，在臨場反應方面，事情發生的當

下，能更冷靜思考，處理緊急事件時包容力與耐力都變強許多。而

輿論的壓力、外人的眼光、被凝視的感觀，都評斷著自己的心靈是

否成熟，能否接受挑戰；也許曾經受傷過，曾經受汙辱過，這些都

將成為過去，因為最後留下來的只有五彩繽紛、絢爛的自己。單純

的學生蛻變成為酒促小姐的角色，研究者感受到開心、快樂、尷尬、

難受、酸、甜、苦、辣，也體驗了江湖的滋味。這短暫的日子也算

替自己在青春歲月裡，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 

二、父權社會下酒促小姐的消費身體 

研究者觀察到酒促小姐一行有許多職業傷害，在寒冷的冬天裡

久站及凍傷身子或店家要求酒促小姐站到外面招攬客人……等。經

由父權社會下剝削的身體，讓大家了解酒促小姐不是花瓶這一詞能

簡單帶過的，也是需要付出與忍耐。而在鏡化身體中，有時使用美

麗意象蒙蔽消費者，一看到美麗的事物，能促進消費，於是賣方得

隨時注意外在門面，買方胃口則越來越大。 

在馴化的身體裡，情緒勞動就好比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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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動物。在以前重男輕女的時代，女性討好男性，在家中地位低，

現在仍有家庭是父權至上的觀念，而這些都會影響到他們的後代子

孫，造成有樣學樣的惡性循環。因此與溝通的身體執行專業是最能

扭轉客人最初的刻板印象。研究者從酒促小姐的消費身體中，主推

女性勇敢站出來，不被欺壓。在消費身體方面，研究者認為靠著銷

售自己身體或是藉著裸露，並無法長久，累積實力才是王道。但目

前市場上，利用裸露的身軀，使身體成為商品一部分仍然會造成廣

大效應，炒熱話題，連中秋晚會為了吸引人氣，都找性感甜心搔首

弄姿。研究者想，現階段世代交替的女體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三、酒促小姐的自我覺醒與反思 

酒促小姐給人「擺在那的花瓶」印象，甚至混淆為陪酒小姐。

有時會被其他人汙名化，然而自身的言行舉止是最重要的環節。研

究者發現透過專業的知識表現、伶俐的口齒、認真的態度、親切的

笑容、自信的呈現與真誠的服務之後，也可以做到一位人人讚許，

而不再是靠外表裸露的酒促小姐與父權社會下被物化的商品，也能

帶給社會大眾專業服務的正面形象，因此研究者認為，不迷失自我

與最初的初衷是每位酒促小姐最重要的反思。擔任酒促小姐的日

子，已了解廠商、公司、店家的操作模式及行銷概念，以下為本研

究的建議，希望本研究的分享能對日後關切此議題的人有所助益。 

四、給酒廠商建議 

衝業績的實體方法很多，行銷方法五花八門，如送贈品、打卡

折扣、滿千送百、抽抽樂……等活動，不一定是藉由女性擔任這份

工作，男性說不定能掀起更大的效果，而且新時代許多男性的銷售

技巧是不容小覷的，化妝品專櫃已有男性當道，研究者認為，也可

以試試由男性擔任酒促。想必各酒商之所以會派出酒促小姐，除了

增加銷售業績之外，也替自家打廣告做形象，故建議在服裝穿著

上，能以單純且平易近人的衣服為主，例如格子裝或是 T-shirt。畢

竟酒促小姐駐點以餐廳、快炒居多，除了學生之外，小孩子也時常

跟著大人出現在這些場合，當遇到酒促小姐時，好奇心相當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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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希望能在服裝上有所改變，不做過多裸露。 

五、給店家建議 

身為酒促小姐的研究者，能明白店家的辛苦，需要耗時人力成

本，酒錢對店家來講是一筆收入。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

而生意有淡旺季之分，飲酒的客人也一樣，店家可以多做些促銷活

動，趁著酒促小姐上班時，自家做活動，能提升客人飲酒機率。當

酒促小姐被客人刁難時，這時店家必須要挺身而出，保護小姐才能

保護名譽。能與酒促小姐以及酒商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對三方都

有利。關係要抓好分寸，店家老闆需要教育員工守本分，尤其是廚

師，不要隨意調侃酒促小姐，假使店內員工帶頭調戲酒促，客人更

有理由有樣學樣，酒促小姐不是物品，任憑玩弄、搭訕。 

六、給酒促小姐的建議 

從沒想過酒促小姐這個名詞會出現在研究者的人生裡，更沒想

到能將這名角色與論文做結合。這個角色給了研究者此生難以忘懷

的回憶，相信對於此刻在職的酒促小姐來講也一樣。不論是以什麼

原因進入這行，都要記得最初的初衷。身為一名酒促小姐，什麼樣

的場合做什麼樣的事情，要懂得分寸，就算和客人要發展其他關

係，也不要浮出檯面，讓其他人知道了有損酒促小姐的形象，認為

酒促小姐都很亂。即使客人會用小費誘惑藉機吃豆腐，都應不為所

動，否則客人變成慣犯，只要有錢就能為所欲為，那麼所有酒促小

姐都將會背上黑鍋。一定要和店家保持好關係，當自己與客人有衝

突時才不會孤軍奮戰。 

七、給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最後對於未來相關研究方向，相較於量化走數據的研究，質化

研究較少，因此更可以往質性探討，如：模擬客人的心態，在促銷

時，酒促小姐的話術是否能與標準作業流程一樣，有一套百發百中

的戰術，將質化與量化相結合，創造新鮮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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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the Self-Centered Narrative 
from a Taiwan Wine Promotion Girl 

 Ling-Chu Kuo / Kainan University 

Yuan-Ming Hsu / K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ne is the common culture for mankind. In the 21th century, a 

specialized occupation for enhancing wine sales is named “wine pro-

motion girl.”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 Taiwan wine promotion girl’s 

inner world by analyzing the filed notes and the data of self-narrative 

from the researcher as a wine promotion girl.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Becoming the wine promotion girl’s body, the most acquirement for 

the participant is to be eloquent and encouraged to get into contact with 

people. 2. The consuming body of the wine promotion girl in the patri-

archal society could be understood. 3. The wine promotion girl with 

confidence and specialty cannot be stigmatized but can show herself 

courage. 

Keywords: wine promotion, wine promotion girl, self-centered narra-

tive, gender, self-ident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