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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個人生命歷程的角度出發，探討女性高齡者伴隨社會變遷穿衣風格的變化，以及個人
穿衣風格之選擇與考量因素，進而從時機原則檢視穿衣風格改變或不變的因素。研究方法採取質性
深度訪談法，以 4 位女性高齡者為研究對象。由於她們的個人特質不同，經歷社會變遷與個人的事
件及其應運而生的社會角色不同，塑造出不同的穿衣風格。研究發現：伴隨著社會變遷，穿衣風格
的變化受到政治經濟變遷的影響、教育機會均等對女性主體性的影響、社會文化的影響。個人穿衣
風格的選擇考量亦考慮個人身材展現與形象塑造，人際網絡連結，是否可以跟上社會潮流，以及家
庭經濟的變化與個人健康狀況等因素。歸納研究總結：(1)中年時期自我接納是個人穿衣風格轉變
的關鍵時期；(2)個人穿衣經驗雖然隨生命歷程的社會角色而轉變，但對於女性高齡者而言，老年
時期穿衣風格不變性在於自我展現。最後，根據本研究發現，針對銀髮時尚與消費相關產業提出建
議。
關鍵詞：女性高齡者、生命歷程、穿衣風格、時機原則

1. 緒論
台灣自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以來人口快速老化，高齡者（65 歲以上）的食衣住行育樂等各
方面福祉逐漸受到國家及社會的關注，2015 年行政院核定版「高齡社會白皮書」更是強調高齡政
策應當涵蓋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之需求，以「健康、幸福、活力、友善」高齡社會新圖像為願景，
提供多元選擇，促進高齡人口健康，提升生活品質（簡慧娟，2015）
。2016 年行政院隨之針對 55 歲
以上國人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我國高齡者最常親自購買的商品或服務前三名依序為：食品、家用品、
服裝（吳世昌，2016）
，可見對於高齡者而言，服裝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很看重且積極參與的事項之
一。
研究者檢閱相關研究與政策討論發現，高齡者隨著個人年齡的增長，經歷身體老化，生理功能
逐漸衰退，外貌雖不如年輕時姣好，但對其身體的滿意度與個人自尊息息相關(Websten & Tiggemaaa,
*通訊作者：shelley.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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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對於服裝的選擇反映了個人身分與關係網絡(Thomas & Petens, 2009)，以及個人審美風格的
堅持與獨特考量因素，不只是遮蔽或保暖的基本實用需求(Yia & Zhor, 2017)。例如：邱魏津與林嬌
春(2015)關注 45 至 65 歲中高齡女性穿衣習慣，該研究強調過去以標準化版型制定的成衣，無法滿
足現在中高齡女性以服裝來展現自我形象，彰顯其社會地位的需求。韓宜亘(2013)及邱渝雅等人
(2020)研究亦表示，中高齡女性多數不愛穿著老氣，希望自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此外，也有
學者針對高齡者的服裝款式設計及喜好進行相關研究，發現服飾偏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化，高齡
者因年紀增長、身體老化、新陳代謝減緩與個人習慣不同，降低外貌追求的標準作為保護性緩衝機
制，使得服裝設計上需要著重身材修飾與穿脫舒適及便利性，在顏色選擇上傾向展現年輕朝氣（林
卿慧、蘇品安，2017；陳唯珍、劉燕怡，2017；蘇姝妃，2016；Dellanmelia, 2020; Kania, 2016）
。內
政部警政署則從健康安全的角度，提出護老專案，建議高齡者外出盡量穿著鮮豔或反光材質衣服，
以提醒其他行人或車輛駕駛注意，提升高齡者外出安全（內政部警政署，2020）。
綜觀上述，可以看出女性高齡者雖然擔心身體形象的變化，但在 2000 年以前服裝和年齡一直
是被忽視的研究主題(Twigg, 2007; 2009)，尤其高齡者服飾的研究與相關討論多聚焦於 2010 年以
後，其穿衣風格的考慮涉及個人喜好、自我形象的展現與健康安全等因素，忽略高齡者穿衣風格交
織著個人生命的軌跡(Twigg, 2009)，不同生命階段穿衣風格具有其歷史延續性(histonical coatiarity)。
Liechty 與 Yanaal (2010)指出，生命歷程的觀點是理解身體意象隨時間變化的寶貴框架。Twigg (2015)
亦表示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用服裝說故事的方式，將生活與獨特的歷史經驗連結，有效地
運用在失智症患者的治療上。對此，研究者認為高齡者對於服飾選擇與自我形象展現的討論，同時
考量整體生命歷程(life cornse)的不同階段，將個人發展與老化的軌跡與歷程視為生命全程發展(lifes:aa develo:meat)，進行多層次的觀察(Elden et al., 2002)。一方面，服飾流行趨勢伴隨著社會變遷
而有差異；另一方面，服飾展現個人不同社會地位與生命階段的角色轉換，但可惜國內相關討論付
之闕如。對此，本研究欲進一步透過深入訪談，關注整體社會的變遷，不同時空背景(time aad :lace)
穿衣風格的變化，以及女性高齡者個人的行動回應，其穿衣風格的考量因素，進而歸納整理女性高
齡者穿衣風格轉變的時機，希望未來服裝產業在製作女性高齡者服裝時，能更瞭解她們選擇服裝的
考量及更準確掌握她們的需求和選擇方向，也希望能穿得更安全、穿出自信、穿得開心。

2. 文獻探討
2.1 性別與時尚服裝變遷
Kaisen 曾表示：
「如果對歷史意義與文化動向沒有任何體認，人們便不可能了解各種社會歷程。
不只服裝會隨著流行的變遷而大幅改變，人們創造出來的外觀與附加其上的意義也會不斷地產生
變化」（轉引自李宏，1997）。葉立誠(2014; 2020)關注於流行服裝的社會變遷，強調個人在不同生
命階段的穿衣經驗受到國家政策（日治時期國語家庭制度、獎勵穿和服、國民服飾）與流行文化的
影響。李亦芳與程瑞福(2011)從「女人味」討論女性服裝與身體之互動關係，包含內衣、外衣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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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鞋子的相互搭配，彰顯女性服裝社會變遷的多元性。鄭靜宜與林欣怡(2011)觀察 1996-2004 年
Vogre Taiwaa 女性時尚服裝的發展與變化，解析整體趨勢與變遷意義。
研究者歸納、整理過去的調查研究經驗發現，國內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意到新流行傳承過
往的流行，一方面，記錄整理時尚服飾變遷的軌跡；另一方面，探討服飾的性別意涵，多半聚焦於
女性時尚服裝變遷與自我展現，女性比男性更重視自己的外貌，且對自己外貌的滿意度較低(Jorag
& Millen, 2006)，可以看出女性服裝較男性服裝受到學者重視，彰顯時尚服裝變遷是高度性別化的
議題，惟研究重點偏重社會變遷與服裝或身體的關係，忽略服裝變遷是個人隨著年齡增長不斷適應
身體變化與個人展現自己的過程，同時承載著個人身體（例如：懷孕生子、更年期、生病等）與生
命經驗軌跡的變化。對此，研究認為個人對於服裝的選擇與其穿衣經驗，除了受到整體社會時尚變
遷的影響，同時也考量個人不同生命階段的社會角色扮演。故，進一步從生命歷程的角度出發，檢
視個人穿衣風格伴隨著社會變遷與個人生命經驗的變化(Elden et al., 2002)。
2.2 中高齡的穿衣經驗與穿衣風格
穿衣風格是我們穿著服裝時所展現出來的個人氣質和感受，對於服裝喜愛的標準，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想法，主要關鍵在於個人因所處社會環境及日常生活經歷的特別事件的不同而產生的主觀
認定。Kaisen 認為我們對自己的感覺會影響服裝選擇（李宏，1997），他在「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lothiag」一書中提到：
「當我們定義自己是個甚麼樣的人的時候，我們擁有各種不同的外觀符號
可供操弄，以便形成一幅完整的自畫像。」服裝作為個人身分的表達(Twigg, 2007)，也是促進社交
互動的一種手段(Jorag & Millen, 2006)。透過服裝塑造自我形象，在生命歷程中是不斷受到社會變
遷及事件的影響，有些人對個人穿衣風格有一套自己的主張；有些人則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隨著
他人或社會的批判，把自己的形象展現得很好或修改得更好（李宏，1997）
。但 Kaisen 認為不是人
們穿了甚麼風格的服裝，就是那種風格的人，而是在何種狀況下穿著某種風格的服裝所要表達的意
義（李宏，1997）
。透過服裝可以顯露與人們有關的社會重要事件，所以服裝可說是人們瞭解社會
的媒介，它與生活密切連結，幫助解釋各種社會經驗（李宏，1997；黃美菁，2009）
。同時，也反
映個人的身分及社會地位、表達穿著者的內心世界、反映當時文化（甯俊、馬遷利，2006）。
不同於鉅觀層面檢視服飾變遷的發展脈絡，近十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從微觀角度，關注中
高齡者的穿衣經驗與穿衣風格，陸續累積相關研究的實徵經驗。包括：Tiggemaaa 與 Lacey (2009)
針對 18 至 55 歲女性服裝消費者所做的研究，對於不同年齡層的女性來說，服裝是表現自信和時
尚的最好選擇，且是外觀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邱魏津與林嬌春(2015)針對中高齡女性對於穿衣喜
好進行調查，發現多數中高齡女性平時並不會刻意打扮，由於身體靈活度漸衰，會尋求輕鬆舒適且
彈性大之服飾，服裝的選擇以機能性為首要條件。蘇姝妃(2016)的研究則提到高齡者選擇服裝時，
只要注意服裝款式及顏色搭配，也可以創造自己獨特的風格，而且穿著美麗的服裝不但可以讓人賞
心悅目，還能提高自信，讓她們精神煥發，促進身心健康，與未注意穿著打扮的高齡者相比，罹患
慢性病的人數減少許多。Yia 與 Zhor (2017)對中國湖北 3 個城市 55 至 70 歲中高齡女性的穿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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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研究發現，中高齡女性的穿衣特色雖然有個別差異，但其穿衣動機著重於自我的體驗，滿足自我
認知。
林卿慧與蘇品安(2017)進一步針對 65 歲以上之高齡女性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高齡者在穿搭衣
服時會想遮蔽身材、注重舒適感及讓自己年輕一些但又不太過度。陳唯珍與劉燕怡(2017)對我國南
部 2 個世代(1909-1945、1946-1964)中高齡與高齡女性的調查研究，發現兩世代購買服裝時，都著
重舒適柔軟布料。王和祥(2021)進一步說明生長環境、與人互動及價值觀會影響樂齡學習中心學員
的穿衣風格，而且他們也會因應生理、心理及社會的改變來調整穿著，至於穿衣風格是透過模仿他
人及依據自己的經驗去做選擇。
誠如上述，可以看出高齡者穿衣風格除了受到身體變化的影響，還會經歷社會角色的變化，並
發展新的社會關係，受到社會環境、特別事件、社會角色與人際互動的影響。對此，本研究欲進一
步從生命歷程的角度出發，檢視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穿衣風格的選擇考量因素，如何凸顯其主體
性，彰顯個人特色，意即將老化視為社會文化的過程，隨其社會角色之轉變，個人的生活方式與所
擔負的責任改變，相對應的人際互動秩序與其穿衣風格亦隨之變化。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取向
鑒於本研究希望能瞭解女性高齡者不同生命階段的穿衣經驗，因此採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
在訪談大綱的設計上，研究者首先邀請受訪者藉由衣服訴說著自己的故事，分享自己在青少年、青
年、中年與老年，不同生命階段的穿衣經驗，包括了個人的風格、喜歡的款式、個人選擇的偏好。
其次，研究者邀請受訪者以具體的例子說明自己在不同生命階段的購衣經驗，在衣服的選擇經驗
中，個人的經費來源？考量因素為何？為什麼有這些考量？而身邊重要他人或同儕的意見與觀點
為何？進而檢視不同生命階段的社會脈絡與其流行的元素，個人在衣服選擇經驗中，選擇與不選擇
的原因。最後邀請受訪者檢視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中，穿衣經驗如何凸顯其主體性？是否有其一致
性，進而分享個人穿衣風格產生變化或沒有變化的原因。
訪談進行時，研究者首先邀請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按研究倫理的規範，經告知後同意，接
受訪談錄音，並不依照題目順序進行，而是讓受訪者自行敘說個人生命歷程中穿衣經驗，從個人青
少年時期（15-19 歲）開始，歷經青年時期（20-44 歲）與中年時期（45-64 歲），一直到老年時期
（65 歲以上）
，進而由研究者針對穿衣風格與選擇考量因素進行訪談追問，探討個人為何如此選擇
與改變的經驗。同時，研究者亦邀請受訪者提供照片作為輔助，幫助研究者了解其特定時空脈絡穿
衣風格的變化，根據訪談時的狀況做彈性調整，以利訪談流暢進行。訪談結束後，資料分析與整理
的過程多次進行訪談資料的查證。最後歸納、整理穿衣風格變化的結構性因素與個人的考量因素，
並從時機原則探討穿衣風格的變或不變的因素，據以整理結論及建議。
作者：黃南萍、曾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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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取樣方式是採立意取樣，選擇 65 歲以上，至少每年都會購置服裝，且能清楚表達、識
字的女性來探討她們穿衣風格的變化，共計邀請 4 位女性高齡者進行訪談（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人格

教育

特質

程度

80

外向

小學

喇叭袖阿嬤

67

內向

國中

襯衫洋裝阿嬤

76

內向

大學

外銷公司業務

優雅風阿嬤

65

外向

大學

工廠女工、工廠組長、球場業務、老師、里總幹事

受訪者化名

年齡

蓬蓬裙阿嬤

工作經歷

健康狀況

工友、家庭代工、保母、洗衣工、清潔工
工廠作業員、家庭代工、老闆、幼稚園煮飯工、清
潔工

慢性病
不良於行
慢性病
良好
手曾受傷
良好
手曾受傷

第 1 位受訪者蓬蓬裙阿嬤（化名）
，80 歲，是一位外向的女性。因為家中經濟拮据，再加上身
體健康欠佳，她只能唸到國小畢業，直到 18 歲左右健康稍微好轉時，在大學擔任校工後有了社會
歷練，受到同事朋友的觀照及影響甚多。她婚後辭去工作，專心做家庭主婦，卻因為經濟拮据，後
來做過多種臨時工（如家庭代工、保母、洗衣工、清潔工）貼補家用。現在老了，受慢性病所苦，
又不良於行，甚少出門。她很希望能回到年輕時，穿著美麗的服裝。
第 2 位受訪者喇叭袖阿嬤（化名）
，67 歲，排行老么，個性內向，因家庭環境關係自小服裝是
親戚給的二手衣，她在青少年時期父親就過世了，雖排行老么卻沒有老么的驕氣，她因不捨母親辛
勞，國中畢業後決定放棄升學，到工廠當作業員，工作賺錢，後來母親也生病，她在家做手工，成
年後向母親學看護，開了安養院，之後因健康欠佳關了安養院，改到幼稚園為小朋友準備餐點，做
了 6、7 年後到了一家大型機構工作，直到現在。目前的工作環境給予她很多服裝穿著的啟發。
第 3 位受訪者襯衫洋裝阿嬤（化名）
，76 歲，個性內向，大學畢業，從事外商公司業務工作，
但因個性內向，她的服裝並沒有因為工作而變得洋化。父母都是公務員，從小購買衣服都是由媽媽
陪同，成年後則是由同學及女兒陪同，她認為陪同者瞭解她的個性，會依照她的個性提出服裝建議。
她不會追求流行，自認為穿衣風格很保守，不喜歡標新立異，只有在工作時會穿得比較正式，一切
中規中矩，服裝變化不大。因為手、肩膀受過傷，旗袍太緊，現在手穿不進去，如果可以做些改良，
她表示也許會想要再次穿上旗袍。
第 4 位受訪者優雅風阿嬤（化名）
，65 歲，個性外向，因家庭變故很早就到工廠工作，但她很
上進，在工廠工作時去念國中夜校，後來轉到高爾夫球場做業務，那是她人生的轉捩點，因為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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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多為名人及大老闆們，見多識廣，工作上賺了不少錢，但她刻意低調，並未採購昂貴的衣服。
她自小就注意培養氣質，也曾刻意在服裝方面穿出各種風格，她是個會隨環境變化選擇服裝的人，
結婚後丈夫開設公司，她成了老闆娘，並未改變服裝款式，只是增加了一些首飾，塑造高貴氣質，
後來再繼續念大學，她曾在宗教場所及小學教導弟子規及道德教育的課程，現在的她還擔任里總幹
事，講究優雅、慢活。
3.3 資料分析
本研究訪談資料蒐集與分析處理過程，首先，將深度訪談法蒐集的資料轉謄成逐字稿，並跟受
訪者核對訪談資料，確認訪談資料的真實與可信性，才針對逐字稿內容進行編碼與資料分析。鑑於
本研究是從生命歷程觀點探討女性高齡者穿衣風格的變化，因此在分析過程中係以時間順序為主
軸，按照不同生命階段梳理個人生命歷程穿衣風格的變化，並且多次透過面談、電話、電郵向受訪
者確認相關疑義及補足缺漏資料，歸納整理穿衣風格變化的結構性因素與個人的考量因素。此外，
在資料整體與分析的過程，研究者對於受訪者所描述的服裝風格，進一步邀請受訪者提供照片，進
行比對；若受訪者不願或無法提供照片，研究者則以示意圖供受訪者確認，藉以確認研究資料的可
驗證性。在最後訪談資料的呈現上，如有段落中無關分析的資料，研究者以「……」符號予以省略。

4. 研究發現
4.1 伴隨著社會變遷，穿衣風格的變化
本研究歸納整理 4 位女性高齡者個人穿衣風格變化的結構性影響因素，主要可以區分以下 3
個部分討論。
政治經濟變遷的影響
本研究 4 位女性高齡者伴隨著政治發展與經濟的起飛，個人開始有不同程度的消費能力，其
穿衣風格亦產生變化。例如：蓬蓬裙阿嬤在 1950 年代穿上當時的流行服裝蓬蓬裙；1960 年代因為
經濟拮据不敢買衣服，因為「客廳即工廠」政策得以做家庭代工改善經濟；1980 年代政府開放赴
大陸探親，她陪同丈夫回鄉因顧慮親友經濟狀況不好，不敢誇耀自己而穿得很低調。
「當時我已經工作……十七、八歲，我因為愛跳舞而買蓬蓬裙……應該也是想要流行，但是生
活都來不及了，經濟狀況不太好，盡量不買衣……我陪先生回大陸探親，聽說大陸親友很窮，
我不敢穿華麗衣服，所以買灰色系衣服穿。」（蓬蓬裙阿嬤）
喇叭袖阿嬤於 1960 年代穿別人給的二手衣，因為「客廳即工廠」政策在家做手工協助家計；
1970 年代穿上當時的流行服裝喇叭袖洋裝及喇叭褲；1980 年代之後生活獲得改善，更是模仿同事
穿著各種款式服裝。
作者：黃南萍、曾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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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 15 歲以來，衣服大部分都是大嫂給的，我沒有自己買過，也沒有人買給我過，都是人
家給的……看人家流行穿那種喇叭袖洋裝……就會想去買來試試看……存了有一點錢就去
買……30 多歲還有流行喇叭褲……我有再去買來穿……到幼稚園工作後，我那時候比較喜歡
穿裙子。呵呵呵。因為老師都是這樣穿，穿得很新潮，很時髦的樣子，我就會跟著他們學……
到現在這個大機關工作，我在心態上會覺得比較年輕……我看到別人穿各式各樣的衣服。我有
嘗試過學他們。」（喇叭袖阿嬤）
襯衫洋裝阿嬤自 1960 年代起就是家庭生活富裕，服裝上喜愛穿襯衫、洋裝、旗袍；1970 年代
政府開放出國之後，台灣掀起一陣留學的風潮，她也和當時某些經濟狀況好的人一樣，有機會可以
出國，為女兒赴美讀書而定居美國。
「在家裡幾乎都是長裙及襯衫……成年之後都穿洋裝……偶爾也穿旗袍……中年以後我就去
美國了。」（襯衫洋裝阿嬤）
優雅風阿嬤 1970 年代喜愛穿當時流行的喇叭褲及迷你裙；1980 及 1990 年代參考傳播媒體及
流行的服裝雜誌選擇服裝。
「穿喇叭褲，花襯衫啦之類，我記得是 15 到 19 歲。然後迷你裙……年輕的時候幾乎都是跟
著流行，是看著電影明星啊！有時候你看的人家穿什麼，或是一些周刊啦！姊妹啦！」
（優雅
風阿嬤）
教育機會均等對女性主體性的影響
伴隨著社會變遷，教育機會的增加，大幅度提高女性的受教權，本研究 4 位女性高齡者雖然在
求學階段受到服裝方面的約束，她們均恪守校規未敢造次，但也增加同儕互動與傳遞流行資訊的機
會。例如：蓬蓬裙阿嬤雖然自己只有小學畢業，但因在大學工作，有機會接觸女大學生，穿衣風格
受到這些女大學生的影響甚鉅，她參考女大學生的穿著，產生移情作用，好像自己就是女大學生，
穿上當時流行的蓬蓬裙去上班及跳舞，充分展現青春洋溢的自我。
「平常想要跳舞的時候穿，上班的時候也穿蓬蓬裙……年輕時天天都穿蓬蓬裙、兩片裙上班，
大概誘因是學生，我在大學工作，旁邊都是學生。應該是有這種心態。」（蓬蓬裙阿嬤）
喇叭袖阿嬤念到國中畢業後才因家變輟學，如果她能繼續升學，也許就會有不一樣的想法，而
改變她的穿衣風格。
「我 18 歲的時候，我爸爸走掉了（開始眼眶含淚）
，我會不捨得我媽媽這麼累，我就把念書的
心放棄了，我要趕快去工廠賺錢，不願讓我媽那麼累。」（喇叭袖阿嬤）
襯衫洋裝阿嬤是個很幸運的人，她很順利地一路念到大學畢業，因為教育程度高，對自己充滿
自信，完全不靠追求流行來樹立穿衣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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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比較內向，所以我不會標新立異……上班是一定要穿得比較正式。那時候的風氣
嘛……民風比較保守。那是五十幾年前，不像現在。上班就是規規矩矩……我年輕的時候不會
想到像一般年輕人穿得很展現自己，那時候世風不是那樣子。就是很保守，比較保守……我目
前為止我不會想到漂亮，就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就好，沒有想到要漂亮。我的個性是這樣。」
（襯衫洋裝阿嬤）
優雅風阿嬤青少年時期一度失學，因為政府教育改革鼓勵終身學習，使她後來有機會去念夜
校、進修教育，不但增廣見聞，甚至提高個人氣質與對服裝的品味。
「我是工作到 16 歲我才又去讀夜校……大學就是已經成年了才去讀……我從小就蠻注重內涵
的，就是一個人的氣質很重要。你的衣服一百塊，但是你的氣質好，穿在你的身上，就像三千
塊。」（優雅風阿嬤）
社會文化的影響
每個年代的社會都會有當時的文化，包含社會對女性角色與母職的看法、大眾傳媒流行文化、
移民文化、休閒運動風潮、慢活哲學等。本研究的 4 位女性高齡者分別受到這些社會文化的影響而
改變她們的穿衣風格。例如，蓬蓬裙阿嬤因為青少年時期流行交際舞而選擇跳舞轉圈好看的蓬蓬
裙，因為傳統母職觀念而為家庭及子女不再購衣。
「我會趕流行，因為愛跳舞，跟同事跳舞，愛跳舞的時候大概十七、八歲，我因為愛跳舞而買
蓬蓬裙，那時候買蓬蓬裙因為轉起圈來好看……懷孕完後沒有錢，服裝的事沒有想那麼多，因
為經濟狀況。想省給兒女用……這個時候孩子多，花費的多。很少買衣服。會想買，但沒有買，
想要省下來家庭用。小孩要念書的時期，花的錢多。」（蓬蓬裙阿嬤）
喇叭袖阿嬤因為青少年時期家庭經濟拮据，她表達對父母的順從，而不敢要求購買新衣。
「從我 15 歲以來，衣服大部分都是大嫂給的，我沒有自己買過，也沒有人買給我過，都是人
家給的，我沒有自己買過。我不會多想。反正有的穿就好。」（喇叭袖阿嬤）
襯衫洋裝阿嬤中年為了女兒赴美讀書而移居美國，大約在 1990 年代，美國大學生幾乎都是穿
著牛仔風格，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她因地制宜，入境隨俗而選擇穿著牛仔褲，融入美國生活。
「中年以後我就去美國了，就是牛仔褲、襯衫。因為很方便嘛！開車什麼的。」
（襯衫洋裝阿
嬤）
優雅風阿嬤受電影娛樂文化影響，欣賞劇中明星大學生角色的穿著，讓她興起再去大學進修，
穿衣風格偏向氣質飄逸取向、又因為近幾年來興起歐美的「慢生活哲學」
，她想放慢生活步調、細
細品味生活，此時的她穿衣風格偏向優雅風。

作者：黃南萍、曾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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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二十來歲的時候……瓊瑤的電影開始……我都會看林青霞、林鳳嬌……他們演的幾乎
都是大學生，然後抱一本書啊，長髮飄逸……我也是留長髮，比較有飄逸的感覺，也是模仿電
影……你看我 45 歲才去讀○大……我從小就蠻注重內涵的，就是一個人的氣質很重要……你
到某一個年紀該貴氣就要貴氣。該優雅就要優雅。」（優雅風阿嬤）
4.2 穿衣風格的個人選擇考量因素
除了鉅觀結構性影響因素之外，個人穿衣風格亦貫穿於整個生命過程(Twigg, 2007; 2009)，其
考量因素，本研究區分為 2 個部分。
個人身材展現與形象塑造
本研究 4 位女性高齡者中有 2 位受訪者在青少年及青年時期穿衣風格的考量皆強調身材的展
現。例如，蓬蓬裙阿嬤穿兩片裙展現婀娜多姿的身材以吸引異性目光，跳舞轉圈展現美麗舞蹈身段；
優雅風阿嬤穿著迷你裙展現修長美腿。
「我在路上看到有人穿兩片裙，看起來婀娜多姿，因為有小姐穿這樣被男生吹口哨，自己穿上
時也有被吹口哨，感覺很爽。」（蓬蓬裙阿嬤）
「我因為愛跳舞而買蓬蓬裙，那時候買蓬蓬裙因為轉起圈來好看。」（蓬蓬裙阿嬤）
「迷你裙……我有穿喔！我有相片……因為我的腿還算漂亮。然後就是說人家說……穿迷你
裙更可以顯示你的腿那麼修長。」（優雅風阿嬤）
在不同場合穿不一樣的服裝，服裝是個人形象及其身分融入人際互動的必要條件（Twigg,
2009）。4 位女性高齡者穿衣風格考慮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當時家庭的社經地
位。例如，蓬蓬裙阿嬤個性外向，青少年及青年時期給人一種青春洋溢的形象，青年時期則轉變成
堅韌的母職形象，中年時期因顧及丈夫親友家境狀況，格外展現善解人意的形象。
「我會趕流行，因為愛跳舞，跟同事跳舞，愛跳舞的時候大概十七、八歲，我因為愛跳舞而買
蓬蓬裙……就是孕婦嘛。也不會想要去流行。懷孕完後沒有錢，服裝的事沒有想那麼多，因為
經濟狀況。想省給兒女用……我陪先生回大陸探親，聽說大陸親友很窮，我不敢穿華麗衣服，
所以買灰色系衣服穿。」（蓬蓬裙阿嬤）
喇叭袖阿嬤個性內向，她從青少年時期無欲無求的乖巧形象，自青年時期發展成跟上潮流的時
代新女性柔美形象。
「我 15 歲那時候的服裝因為我環境的關係，……服裝都是大嫂給我的，款式就是一些年代比
較久的款式，比較保守的款式。……我會想說，反正不用錢買呀，就這樣穿了。我不會有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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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流行的想法……到幼稚園工作後，我那時候比較喜歡穿裙子。……因為老師都是這樣穿，
穿的很新潮，很時髦的樣子，我就會跟著他們學……看起來覺得好柔喔！」（喇叭袖阿嬤）
襯衫洋裝阿嬤個性內向，她從青少年時期就會遵守校規，塑造的是中規中矩的形象，青年時期
在外商公司擔任業務工作，會穿得比較正式，公司偶有應酬時，她也會盛裝出席參加，呈現專業形
象。
「因為我比較內向，所以我不會標新立異……就是晚上吃飯，當然穿洋裝比較多，偶爾穿旗袍，
那個時候是趨勢。那時候公司晚上出去吃飯，比較正式一點。」（襯衫洋裝阿嬤）
優雅風阿嬤從青少年時期素雅形象，到青年時期因工作而形塑典雅形象，在高爾夫球場工作
時，因為客戶都是大老闆或名人，她代表公司門面，所以必須注意穿著，展現專業形象，到宗教道
場服務時也會尊重道場服裝規定，呈現專業形象，最後到老年時期呈現優雅與眾不同的形象。
「我還蠻喜歡穿黑的……黑色……有神祕感、酷……在工廠嘛！……時常穿黑襯衫，他們都給
我取一個外號叫黑玫瑰。就是不苟言笑、酷酷的……搭花的我幾乎不會穿，我會塑造自己是那
種典雅的風格……宗教差不多是有影響……不能穿迷你裙，不能穿短褲，一定要穿長褲……你
到某一個年紀該貴氣就要貴氣，該優雅就要優雅，像我現在，我覺得就是要優雅。」
（優雅風
阿嬤）
人際網絡連結與跟上潮流
透過人際網絡追求服裝的流行款式是本研究 3 位受訪的女性高齡者（蓬蓬裙阿嬤、喇叭袖阿
嬤、襯衫洋裝阿嬤）穿衣風格選擇的考量因素之一。在訪談中可以看出過去的穿衣經驗往往是透過
社會角色和人際關係來定義自己，希望自己的穿著跟得上潮流，以獲得同儕身分歸屬與認同感。例
如，蓬蓬裙阿嬤表達她會趕流行，喜歡跟同事一起去跳舞，還選擇穿蓬蓬裙並比較誰的裙子在跳舞
轉圈時好看，贏得友誼。
「我會趕流行，因為愛跳舞，跟同事跳舞……我因為愛跳舞而買蓬蓬裙，那時候買蓬蓬裙因為
轉起圈來好看……我同事也喜歡跳舞，我們常常中午在辦公室跳『碰恰恰、碰恰恰』
。」
（蓬蓬
裙阿嬤）
喇叭袖阿嬤亦從青少年工作開始，模仿同事的穿衣風格，希望自己跟得上時代、時髦新潮的服
裝，藉此贏得認同，融入同事圈成為內團體。
「看人家流行穿那種喇叭袖洋裝……就會想去買來試試看……那是我第一次買我自己想穿的，
感覺蠻好看，呵呵，很新鮮的感覺，很興奮……30 幾歲時我向媽媽學看護，也開安養院……
那個時候喜歡的就會比較跟得上時代的款式……到幼稚園工作後，我那時候比較喜歡穿裙子。
呵呵呵。因為老師都是這樣穿，穿得很新潮，很時髦的樣子……到現在這個大機關工作，我在
作者：黃南萍、曾秀雲

46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刊

10(1), 2022

心態上會覺得比較年輕……穿著方面也進步蠻多的……我看到別人穿各式各樣的衣服……有
想學著穿，看他們穿的念頭。」（喇叭袖阿嬤）
襯衫洋裝阿嬤雖然到美國時沒有學美國老太太的穿著，但也入境隨俗地穿起大部份美國人愛
的牛仔褲，透過模仿學習，快速融入美國社會，這與她不喜歡標新立異的個性相符。
「因為我比較內向，所以我不會標新立異……中年以後我就去美國了，就是牛仔褲、襯衫。」
（襯衫洋裝阿嬤）
至於優雅風阿嬤的青少年時期的服裝是參考服裝目錄訂做當時流行的款式，在青年時期亦模
仿明星及服裝雜誌的穿著。
「我到 19 歲的時候，衣服幾乎都是用做的……那個做服裝的地方……他有那個……目錄……
老闆娘也會說，現在蠻流行怎麼樣，你也可以這樣……瓊瑤的電影開始……我都會看林青霞、
林鳳嬌……他們演的幾乎都是大學生，然後抱一本書啊！長髮飄逸啊！……我也是留長髮，比
較有飄逸的感覺，也是模仿電影……那個時候我喜歡看雜誌，像以前有那個雜誌姊妹……然後
就會朝這方面去買。」（優雅風阿嬤）
家庭經濟的變化
本研究 4 位女性高齡者個人穿衣風格反映社會階層與文化品味，同時也紀錄家庭經濟生活的
變化。社經地位較高的受訪者，其穿衣風格的考量偏向展現成就、氣質、身分、地位，較容易凸顯
個人的穿衣品味與風格；社經地位較低的受訪者，則不太常為自己購置新衣，其穿衣風格較難呈現
個人的主體性。例如，蓬蓬裙阿嬤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工作，尚無經濟壓力，她可以追求流行展現青
春洋溢的穿衣風格，在人群中脫穎而出，青年及中年時期因為辭職當家庭主婦，收入驟減，致家庭
經濟拮据，幾乎不敢購買衣服；喇叭袖阿嬤青少年時期只能穿別人給的二手衣，到青年時期開始工
作有了收入，才可以購買她喜愛的流行服裝。
「應該也是想要流行，但是生活都來不及了，經濟狀況不太好，盡量不買衣。」
（蓬蓬裙阿嬤）
「我 15 歲那時候的服裝因為我環境的關係，所以那時候服裝都是大嫂給我的，款式就是一些
年代比較久的款式，比較保守的款式。」（喇叭袖阿嬤）
至於襯衫洋裝阿嬤自小就生長在經濟優渥的家庭，想要穿甚麼服裝就可買甚麼服裝，但是她卻
很有自己的想法，不喜歡標新立異、不追流行，其穿衣風格較能呈現個人的自信與氣質。而優雅風
阿嬤雖然青少年階段家境稍差，但她仍受到父母呵護可訂做流行服裝，後來因工作賺錢，以及在職
進修的緣故，其穿衣風格逐漸強調個人氣質及優雅風格。
「我比較內向，所以我不會標新立異……大部分都是媽媽買的，媽媽知道我喜歡甚麼……她會
依照我喜歡的買……我現在回想過去我應該這樣活潑一點嘛！而且我爸媽的環境可以允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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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經濟環境允許……晚上吃飯，當然穿洋裝比較多，偶爾穿旗袍，那個時候是趨勢。那
時候公司晚上出去吃飯，比較正式一點……上班是一定要穿得比較正式。那時候的風氣嘛。」
（襯衫洋裝阿嬤）
「衣服都是媽媽會帶我去那個做服裝的地方……我可以自己挑布……會做幾件洋裝……我從
小就蠻注重內涵的，就是一個人的氣質很重要……你到某一個年紀該貴氣就要貴氣，該優雅就
要優雅，像我現在，我覺得就是要優雅。」（優雅風阿嬤）
健康狀況
Liechty 與 Yanaal (2010)指出，隨著女性年齡的增長，優先考慮健康或內在特徵，而服裝作為
個人身體與形象呈現給世界的外衣。本研究 4 位女性高齡者歷經更年期進入老年時期，甚至 2 位
受訪者有生病或四肢受傷的情形，個人穿衣風格因身體形象的改變，不再需要透過服裝促進社交互
動而產生變化(Jorag & Millen, 2006)。像是蓬蓬裙阿嬤在老年時期因病生活無法自理，凡事都需要
靠照顧者協助，她表示生病以後就不會想要有自己喜歡的服裝款式，再加上老了，只能由家人決定
及購買舒適的服裝。
「70 歲之後我生病。生病以後就不會想要有自己喜歡的服裝款式……我希望穿柔軟的。因為
穿起來比較舒服。現在要想穿年輕的樣式是作夢。」（蓬蓬裙阿嬤）
襯衫洋裝阿嬤曾提及手、肩膀處曾受傷，要想再穿一次旗袍，已不太可能，因為不方便且不舒
服。她只能選擇方便舒服的服裝穿。如果現在能設計一個方便她穿脫的旗袍，她可能會想要穿，因
為有回到從前年輕的感覺，也會覺得比較快樂。
「我這個手、肩膀受傷了，我想今天叫我再穿一次旗袍，不太能穿……如果現在能設計一個方
便穿的旗袍，我可能會想要穿……只要能讓有年輕的感覺，就會覺得比較快樂，而且會懷念那
個時候的日子。」（襯衫洋裝阿嬤）

5. 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從生命歷程的觀點將個人的生命歷程視為一個連續體，邀請 4 位女性高齡者回憶過去
的經驗，反思個人穿衣經驗作為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不同生命階段的生活與社會處境，如何穿衣
服和做選擇。隨著年齡增長，檢視不同時空背景，個人生命階段發展軌跡與其社會角色的變化(Elden
& Johasoa, 2002)，個人穿衣風格反映社會互動約定俗成規則與個人自主選擇的結果。研究者歸納
整體社會變遷與個人穿衣風格的考量因素，針對提出女性高齡者穿衣風格轉變的時機進行討論。

作者：黃南萍、曾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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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時期是穿衣風格轉變的關鍵時期
伴隨著國民基本教育普及與性別意識抬頭，呂玉瑕與伊慶春(1999)研究指出台灣 1970 年代雖
然女性就業率逐漸增加，但是，傳統性別角色規範持續支配著社會及家庭的兩性分工，傳統家庭價
值亦為社會的核心價值，尤其在母職角色的扮演上，更是凸顯出高度性別化的生命事件。在訪談中
可以看出長時間扮演「家庭照顧者」角色的受訪者自我價值感容易低落，也較不強調個人穿衣風格
的主體性，但因為 1990 年代之後伴隨著成衣製作成本下降(Twigg, 2015)，以及社會對女性經濟角
色地位有較高的肯定，對於需要平衡工作與家庭角色扮演的女性，雖然面臨第二班(secoad shift)的
勞動壓力，但也因為就業或實踐個人興趣扮演學習者的角色，其社會網絡拓展社會資源與人際互動
的變化，透過服裝展現個人身分與穿衣風格的獨特性。
此外，1990 年代 4 位受訪者步入中年時期，逐漸不依賴外界獲取時尚信息，而是比過往更關
注且喜歡自己以及自己與身邊重要他人的關係，彰顯個人的主體性，並將服裝視為個人身分的展
現，穿衣風格著重對自己的認識、個人喜好，方能有最佳的自我呈現，可以說是「為己而容」
。例
如，蓬蓬裙阿嬤中年時期擔任主婚人時穿上了她睽違已久的粉紅色旗袍，心中非常喜悅。喇叭袖阿
嬤中年時期選擇適合自己、穿得舒適得體、又喜歡的服裝。襯衫洋裝阿嬤中年時期去美國定居，穿
著比較隨意休閒。優雅風阿嬤中年時期才去念大學，因為她覺得氣質很重要。
除此之外，伴隨著中年時期隨著國家政治經濟變遷與家庭社經地位的移動，個人獨立自主的選
擇性隨之增加，加上個人適應身體的生理變化（如：更年期或身體機能衰退），4 位受訪者接納自
己逐漸老化的身體，開始調整生活態度及觀念，穿衣風格逐漸著重個人品味，並考量安全舒適感，
與過去研究發現相似（林卿慧、蘇品安，2017；陳唯珍、劉燕怡，2017；蘇姝妃，2016；Dellanmelia,
2020; Kania, 2016）
。例如：蓬蓬裙阿嬤中年以前身材姣好喜歡追求流行，中年以後為家庭省吃儉用
不買衣，現在身體不好，更是希望穿著柔軟的衣服，讓自己舒適自在。喇叭袖阿嬤中年以前喜歡跟
得上時代的服裝，中年以後希望穿著得體舒適，現在喜歡穿亮色衣服，既增加安全性，也保持好心
情，還能讓外觀看起來年輕，可以說做到了正向老化。襯衫洋裝阿嬤中年以前穿著流行的洋裝，中
年以後只求休閒方便，到現在為止。優雅風阿嬤中年以前喜歡流行酷炫，中年以後喜歡高貴氣質，
並認為到了某個年紀該貴氣就要貴氣、該優雅就要優雅。
老年時期穿衣風格的不變性在於自我展現
從生命歷程理論檢視 4 位受訪的女性高齡者的穿衣經驗發現，在整個生命過程中，適應自己
身體形象軌跡的變化，服裝能讓她們在各種環境中象徵性地傳達自己的個人身分與關係網絡，並且
記錄個人生活方式、社會身分與社會角色變化的軌跡，發展不同的角色認同、社會關係與人際互動，
引起個人穿衣風格的轉變。到了老年時期，伴隨著身體老化與健康狀況的衰退，蓬蓬裙阿嬤雖然年
輕時喜歡透過服裝在人群中脫穎而出，但礙於家庭經濟與個人健康狀況，生活逐漸無法自理，衣著
開始出現禁忌，無法繼續穿著她喜愛的服裝，無法透過服裝來表達個人的身分地位與獨特性，服裝
的選擇也逐漸不再自己決定，改由家人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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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餘 3 位（喇叭袖阿嬤、襯衫洋裝阿嬤、優雅風阿嬤）在老年時期，調適身體的老化狀
態，保持健康，卸下職場角色與社會角色，不再是為了「吸引異性」
，也不再需要為了職場趨勢或
社會地位的提升而選擇服裝，而是在退休後的社交活動與網絡關係連結中「讓自己看起來更好」，
共存著關係網絡自我展現以及個人內在動機自尊的提高(Szmigia & Cannigaa 2006; Thomas & Petens,
2009)。除了透過社會角色和人際關係來定義自己，女性高齡者對於日常生活的步調與人際關係的
經營，也放慢了生活步調，開始思考個人需要，究竟自己要穿什麼衣服、呈現什麼樣的自我形象與
穿衣品味（邱魏津、林嬌春，2015）
，進而留意個人的特色，以及在個人自我形象的整飾中如何向
社會呈現自己，並且關注於服裝的舒適感與方便性，希望穿著舒適或優雅的服裝，放慢歲月在自己
身上的痕跡，享受慢活人生。
5.2 限制與建議
在研究資料的蒐集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有些女性高齡者雖然有豐富的生命歷程，但礙於難以啟
齒的個人隱私，拒絕訪談或部分經驗無法侃侃而談，為本研究限制。此外，本研究受訪對象較少，
在樣本代表性上極受限制，故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本研究為基礎，拓展延伸高齡者身體形象與生命經
驗的多樣性（包含：考慮不同族群、社經地位、城鄉差距、老化程度與疾病類別，或是增加男性樣
本），探討其穿衣風格的變化。
然而，近幾年討論銀色消費，關注於 65 歲以上高齡者擁有可觀的消費能力(Thomas & Petens,
2009)，但在追求青春崇拜的時尚產業，對於高齡者服飾設計與身體意象的相關討論略為不足。對
此，研究者認為女性高齡者繼續保持身體和社交活動，並需要各種服裝，進而根據本研究發現，針
對銀髮時尚與消費相關產業，提出 2 點建議。
關注女性高齡者如何自我展現
本研究發現擴大了我們對女性高齡者穿衣風格的理解，透過服裝的選擇展現個人主體能動性
以及個人的穿衣品味與自我展現，如何在公開場合穿著得體，更好地呈現自己（包括：年齡、世代、
個性、人際關係與身分地位）
，經營其自我形象，並給重要他人留下好的印象。研究者認為社會對
女性角色看法的變化，影響女性中高齡者如何看待自己，透過服裝增強權能(em:owenmeat)，依循
社會期望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得到認同與讚美。因此，建議在提供女性高齡者服飾相關服務或
產品時，除了關注高齡者身形的變化，調整衣服的剪裁之外，必須考量社會對女性角色看法的變化，
以及女性高齡者的生活方式、社會身分與社會角色變化，來提供服務。此外，為了幫助女性高齡者
更好地展現自己，研究者也建議可以透過讚美與鼓勵，幫助高齡者從認識自己、喜歡自己的身體開
始，提升個人自我覺察與自我肯定，貼切地關注於個人自身需要，透過服裝進行自我形象的展演。
滿足女性高齡者的時尚需求與未竟事宜
本研究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個人需要根據社會觀念的變遷、身體老化程度與自我形象呈現，
重新考慮個人穿衣風格，容易產生矛盾的心理，尤其是到老年時期社會的服裝規範較年輕人更嚴
作者：黃南萍、曾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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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易造成高齡者生命經驗未竟事宜與身體管理的遺憾。但事實上，透過服裝的展演，穿越時空的
藩籬，也可以幫助高齡者在自由意識的想像中擺脫日常生活的約定俗成，不但滿足女性高齡者的時
尚需求，亦彌補其生命歷程的未竟事宜。對此，本研究建議在高齡者服裝設計上，除了為行動不便
的高齡者設計方便穿脫的服裝款式，增加正向的生活情境與流行元素外，有時候透過懷舊服飾、舊
衣改造、舞會扮裝或是伸展舞台的相關活動，用服飾來展示文化傳承，賦予舊衣新的意義，亦可以
跨越時空背景，透過服裝來說故事，將過去的記憶與經驗聯繫起來(Twigg, 2015)，創造高齡者圓夢
或展現自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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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tiag fnom a :ensoaal life cornse :ens:ective, the :rn:ose of this neseanch was to ex:lone the
chaages ia the dnessiag style chosea by olden womea ia nelatioa to social chaages, the selectioa factons
affectiag dnessiag styles, aad the factons of chaaged on rachaaged dnessiag styles based oa the :niaci:le of
timiag. The strdy em:loyed a qralitative ia-de:th iatenview method, with forn olden womea takea as the
neseanch srboects. Becarse of thein diffeneat :ensoaality tnaits, each womaa aatrnally had diffeneat life
ex:enieaces whea ia noles that nesrlted fnom social chaages aad :ensoaal eveats, which sha:e thein choice
of styles. This strdy forad that aloag with social chaages, chaages ia dnessiag styles wene affected by
:olitical aad ecoaomic chaages, the im:act of eqral edrcatioaal o::ontraities oa womea’s srboectivity,
aad the im:act of social crltrne. The selectioa of dnessiag style iavolved factons srch as :ensoaal body
dis:lay aad image sha:iag, iaten:ensoaal aetwonk coaaectioas aad kee:iag r: with tneads, chaages ia the
family ecoaomy, aad health statrs. Ia srmmaniziag the neseanch: (1) self-acce:taace ia middle age is a
cnitical :eniod fon the tnaasfonmatioa of dnessiag style choice; (2) althorgh :ensoaal dnessiag ex:enieace
chaages ia taadem with the social nole of the life cornse, the iavaniability of the choice of style fon olden
womea lies ia self-:neseatatioa. Fiaally, based oa the fiadiags of the neseanch, the neseanchens offen
necommeadatioas fon the silven fashioa aad othen coasrmen-nelated iadrstnies.
Keywonds: life cornse, olden womea, dnessiag styles, the :niaci:le of tim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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