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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女性主體意象再建構：孕婦攝影的圖像符號分析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iwanese Female Subject Image:
A Pictorial Semiotic Analysis of Pregnant Women in Photography

方心＊
Hsin Fang
（收件日期 108 年 9 月 25 日；接受日期 109 年 1 月 20 日）

摘

要

本研究嘗試了解臺灣孕婦攝影的圖像符號意涵。研究目標是針對 2016 年至 2019 年臺
灣孕婦攝影網路廣告影像進行分析和探討。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孕婦攝影影像以四種影像
意象為主：幸福浪漫的表徵、孕期身體的特色、時尚品味的意象及豪華權貴的氣勢，其展
現女性建構自我主體形象的積極性。然而，受媒體、商品文化脈絡影響，孕婦對自我的身
體形象仍束縛在嚴峻的審美偏見之內。透過符合社會制定的美麗標準，孕婦看似被孕婦攝
影的消費模式賦權，但最終，仍受到社會所期望的「被凝視」模式所宰制。
關鍵詞：孕婦攝影、女性意象、圖像符號學、視覺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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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meaning of photographic depictions of Taiwanese pregnant
women by analyzing online advertising photographs of pregnant women in Taiwan from 2016
to 2019. The study finds that photographs of Taiwanese pregnant women are based on four
images: representation of happiness and ro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dy during pregnancy,
tastes in fashion, and luxury. The enthusiasm of women to construct their self-image can be
seen. However, due to the context of media and commercial culture, pregnant women’s body
image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severe aesthetic prejudices. By meeting standards of beauty set by
society, pregnant women seem to be empowered by the consumption pattern of pregnant women’
s photography, but in the end, they are still dominated by the mode of “being gazed at” expected
by society.
Key words: Pregnant Women Photography, Female Image, Pictorial Semiotic, Visual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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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及動機
近十年來，大眾媒體不乏懷孕的明星名媛所拍攝的時尚廣告，社群媒體也充斥著以懷
孕女性為主角的沙龍照，臺灣許多的婚紗攝影工業致力於發展各種風格和價位的孕婦攝影
服務，使一般女性大眾也趨之若鶩，不願錯過可以透過專業攝影展現「庶民也能做明星」
的機會。研究者在懷孕期間關注孕婦影像的議題，發現臺灣社會對孕婦形象已漸漸因為流
行文化而改觀，孕婦不再作為被動的、無性的柔弱角色，而是主動參與孕婦影像製造的消
費者，並且試圖以孕婦攝影與專業攝影團隊的契約關係，建構特定的自我形象。臺灣的孕
婦族群如何在過程中建立影像當中的女性主體性，與社會文化脈絡如何相互對話、發展，
是本研究所要探究的歷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嘗試以臺灣孕婦攝影中的視覺符號作為分析主題，探究女性符號在當中的運
用。以當今臺灣社會的特性、媒體廣告生態和消費者特質的角度探討文化脈絡對女性意象
的影響，並透過符號學及影像論述分析架構為研究方法，了解孕婦攝影如何反映當今臺灣
女性的性別意象和與社會加諸於女性的意識形態。

三、待答問題
（一） 臺灣孕婦攝影的符號文本特性為何？
（二） 臺灣孕婦攝影圖像中的「女性意象」為何？如何建構？
（三） 臺灣孕婦攝影與社會文化脈絡的關係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符號學和攝影圖像
符號 (symbol 或 sign) 也譯作象徵，這種象徵可以是具體的（能指）
，也可以是抽象的
（所指）。任何實體只要附加其意義、價值或暗示均可以成為符號，每一種符號都帶有某
種意義存在著。
最早提出符號學概念的 Saussure (1857-1913) 是從語言學出發，期望建立一種符號
學，使語言能得到科學性的描述，主張「符號」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的：
「能指」
（或稱符
徵、符號具）為符號的具體形式，「所指」（或稱符旨、符號義）指符號被理解的概念，即
欲表達的事物或概念。能指包含符號外觀的色彩、文字、造形等構成形式要素，作為內
容、意義、操作等概念的說明，引導所指的衍生；所指又回過頭來檢視能指可辨識之線索
的正確性，因而產生相互循環的一體兩面。以 Saussure 的符號概念解釋影像，是以符號的
能指和其組成關係加以闡釋影像的形式與意義，以本研究為例，孕婦攝影中的被拍攝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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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就是「能指」
，所要呈現的象徵意義就是「所指」
（齊隆壬，2013）。
轉喻 (metonymy) 與隱喻 (metaphor) 是傳達意義的方法 (Rose, G., 2007)。轉喻，是以
聯想為基礎的相似，暗示著人們能以心中的符碼做出適當的連結，通常以舉隅法進行，意
即以局部代表全體。例如，在孕婦攝影中的轉喻，經常強調某部分的女體「腹部特寫」以
象徵女模特兒本人；隱喻，是透過類比表達兩件事物之間的關係。例如：孕婦攝影中的隱
喻，利用裝扮和道具（婚紗、愛心）達到類比的效果，製造溫馨和樂的家庭、浪漫唯美的
新娘氣質、保有年輕活力的體態等聯想。
Roland Barthes (1967) 以 外 延 意 義 (denotative meaning) 和 內 涵 意 義 (connotative
meaning) 來描述影像的雙重意義。影像的外延意義為表面上的描述性意義，可指出某些
明顯事實，為客觀環境提供紀錄證據。內涵意義為影像的文化和歷史脈絡，以及觀看者對
那些情境的感受，是個人的、社會性的（陳品秀、吳莉君譯，2013）。
Susan Sontag 將相片視為一種凍結時間的工具，傳達攝影者的想法，或滿足某種立場
的需求，讓人理解某件事物的過去與現在，觸動人們的情感（黃翰荻譯，1993）。
Barthes 以影像解讀者的角度提出攝影的「歷史性」，例如一個人在被攝影之前擺出姿
勢時就已經預期到相片將會被保存得更久，保證此時此刻的確實存在；以及攝影的「指涉
性」，即攝影必須與某物（指涉物）共同存在，呈現與此物共存的當下一切；因此，經由
有形的相片（相紙）
，觀者經驗到影像所帶來無形的歷史性和指涉性 (Well, 1996)。
Benjamin 認為：在機械複製時代，複製的新方法，賦予原作新地位，攝影可以達到
某一程度的寫實，然而卻不等於寫實（許綺玲譯，1999）。影像已經離原作越來越遠，最
後觀者已無法分辨何者為真，如同照片上影像的價值不在於影像，而在於它平面上所載負
的訊息，其所代表的是許多象徵性的符號，宣揚某種意義價值體系的語彙，甚至，原真的
作品會因為大量的複製品而產生更高的價值意義。在後現代的符號學觀點中，這些符號在
社會更加地流動的同時，也不斷的再被生產、再製、循環，因此，攝影並非反映現實，而
能獨立在影像之外被詮釋和解讀。
符號學認為觀者所仰賴的暗示和線索會是詮釋影像的基礎。解讀相片時依視覺線索，
聚焦在影像的一般特性，如構圖、主角的姿態或風格等，也可能以攝影史脈絡來詮釋，關
注其與其他相片的類似和不同之處，或者，也可能以相片的原則或論述立場來檢視之。孫
秀蕙與陳儀芬 (2010) 整合 Sonesson (1993) 之圖像符號觀察理論，辨識媒體傳播領域的圖
像符號文本。觀察文本（影像）的重點：
（一）符碼的形式(types of code)：視覺語言，如：鏡頭、空間、色彩、姿態。
（二）傳播目的(goals)：影像產生的原因及功能，如：廣告、保存、抒發用。
（三）傳播媒介(media)：影像載體、傳播形式及管道、接觸觀者的方式等。
（四）文本圖構(texture)：影像配置，如：構圖、情境等。
在女性主義的影像符號學當中，觀者的「視線」是重要的考量取徑，
「誰是被凝視的
客體」暗示了影像與觀者之間的主從關係，而「身體」的再現方式，也呈現性別角色和性
是被如何解讀的。本研究將以 Sonesson 被整合過後的圖像符號觀察理論及女性主義的批
判眼光分析影像當中的符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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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符號學最為詬病之處在於，其普遍忽略對多重意義和意義有序系統的考察。鮮少符
號學認真處理紛亂的詮釋方法，符號學不關心社會慣行 (social practices)、制度以及視覺
影像是從那些關係中生產出來的 (Rose, 2007)，因此符號學缺乏對觀者 (audiencing) 和自我
解釋的省思。在本研究中，將以符號學做為主要分析方法，並以 Rose (2007) 的論述分析
方法考量影像的生產、觀者有關的技術、結構和社會關聯，使符號分析坐落在一個更大的
脈絡當中，增加對影像詮釋的合理性。

二、影像中的「女性」
不論是西方藝術史中，或在許多遠古文化和神話中，都可以發現人類對女性、母性的
意象具有高度宗教性與崇拜心理（李以洪譯，1998）。西方藝術史中，新古典藝術時期的
男性藝術家以肌肉鮮明、體態比例均勻的理想男性身體主宰了人體藝術，而將女性刻畫為
充滿異國情調的性感尤物，如安格爾的大宮女。而同時，藝術史上不乏將女性形塑為邪惡
恐怖（女巫）
、柔弱易感（夏娃）或等待拯救者的圖像。在男性藝術家筆下，女性常被描
繪成兩種截然對立的典型：象徵正面意義的聖母、處女、女聖者及女神；象徵負面意義的
夏娃、女巫、娼妓、怪物、吸血鬼（曾曬淑，1997）。
在攝影方面，十九世紀的肖像攝影展現的是社會階級和財力的象徵，女性被呈現為優
雅的、男性的所有物。而色情照片一直是攝影史上存在的一個類別，二十世紀發展為制度
化的寫真集出版，展現規訓化的女性身體，男性透過觀看這些影像，滿足自己的偷窺慾和
性慾。
在為數眾多且制式的女性身體圖像中，多為滿足男性視覺觀看而表現的形象，建構
在男性的凝視之下，女性身體作為慾望的客體，主體性逐漸被吞噬（廖玉芳，2004）
。
但再現女性的影像並非單純「被動—主動」的凝視模式，遠在鄂圖曼帝國時期，蘇丹後
宮寵妃為掌有實權的女人，可以主動要求藝術家繪製自己的裸像（陳品秀、吳莉君譯，
2013），1970 年代開始，藝術史上出現以女性為主的觀點，顛覆過往的男性凝視視角，重
新詮釋、表現女性形象和自主意識，此時「身體」亦被視作為某種手段和工具，包含以不
同的探索方法真實面對身體、表現身體、發現身體，改寫世人對女體的觀看模式並重新定
義身體的價值意義（廖玉芳，2004）
。游擊隊女孩將大宮女的裸體圖像戴上大猩猩頭套，
她們不想回視觀者，拒絕男性的凝視，她們諷刺博物館收藏大量的女性裸體，而女性藝術
家作品卻付之闕如。Cindy Sherman 充滿自覺的攝影手法，以自拍和裝扮，挪用常見的風
格、姿勢和刻板印象，概念性地詮釋、表演他們，以回應當時對女人的再現，男人的凝視
以及位於主動觀看的認同結構，透過視覺實踐作出反身性的批判（陳品秀、吳莉君譯，
2013）。
身體意象是指每個人對於自己身體所形成的一種心理影像，不單純侷限只是個人的主
觀看法，會受到社會情境、脈絡的影響，是一種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心理現象（林育
如，2010），因此，女性主動拍攝自我軀體的行動，可視為反映對自我形象與社會價值相
互影響的協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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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女性主義 (commodity feminism) 以女性的視角突破傳統的性別符碼進行產品廣
告、販售（陳品秀、吳莉君譯，2013），生產以吸引女性視線的影像，例如：健美而非色
情的女性身體等。商人將女性的消費行為包裝在主動、獨立的賦權 (empowerment) 行動之
下，肯定女性自主的選擇。然而，在商業模式的操作立基在於女性已內化男性凝視的觀
點，她們挑剔自己的身體和容貌以達到追求自我，接受商人販售的時尚標準，卻使自己的
身體被資本化、商品化、一致化。這在孕婦攝影的消費模式中也可以看見，商人利用自
信、堅定的女性胴體作為廣告。因此，當今女性在自主的影像拍攝當中所扮演的，究竟是
被客體化的，還是被賦權的；女性做為攝影主體是否是自覺的、批判的、主動的，是本研
究中待釐清的議題。
本研究探討之孕婦攝影即為探究當今臺灣懷孕女性對身體形象的關照及社會文化的影
響。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之分析主題 – 孕婦攝影，加以闡釋。

三、孕婦攝影與女性形象
不同於自民國 70 年代開始臺灣所盛行的婚紗攝影工業，孕婦攝影是近十年開始蓬勃
發展的一門新興人像攝影類型。
長久以來，孕婦並不是普遍出現在攝影鏡頭之前的主角，她們被認為應該是居家的、
柔弱的、無性的（非性感的）
、被動的 (Nash, M., 2009)，因此對於孕婦攝影，大部分孕婦
並無此經驗和需求。自從美國女影星 Demi Moore 為 Vanity Fair 雜誌拍攝封面（1991 年 8
月號）
，她手捧著懷有 7 個月孕肚加手狀胸罩的裸照後，許多明星群起效尤，並隨著攝影
技術和網路自媒體的普及，使許多孕婦攝影照片廣為流傳，社會也越來越能接受孕婦的影
像出現在媒體和生活之中。
以孕婦身體形象為主題的攝影開始引發社會矚目後，影響臺灣的婚紗攝影業者逐漸
發展以孕婦為視覺主角的商業攝影模式，本研究稱之為「孕婦攝影」
，指稱主要由原先的
婚紗、婚禮攝影業者從事，包含大型婚紗公司或小型攝影工作室等，針對中產階級以上、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懷孕女性，販售能表達孕婦體態美感的商業攝影體驗，突顯孕婦在
懷孕期間的身體變化，影像主要傳達孕婦對新生命到來的期待和幸福之情。在此消費潮流
之下，許多孕婦為求拍攝結果完美，主動雇用專業攝影團隊，使用包套的服務行程，包含
妝髮設計、棚拍及外拍規劃、禮服租賃等服務，消費者亦可選擇照片原始檔或由攝影公司
修片、選片、輸出等影像呈現方式。種種以孕婦為中心的消費體驗，深受歡迎。
懷孕女性的形象，透過西方媒體的塑造和全球化的浪潮，一改過去軟弱無助的被動
性，而被呈現為一種 yummy mummy（摩登辣媽）的女性形象：性感、迷人的白人母親。
臺灣的孕婦攝影回應這樣的形象暗示，在廣告行銷中嵌入這些對孕婦的美麗標準，將孕婦
攝影打造成一種「完美女人」的體現。在本研究中，將檢視這些對女性壓迫的審美標準，
如何以視覺符碼顯現在影像之中，並且探討這對懷孕女性的主體意識產生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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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臺灣孕婦攝影中的女性意象為研究主題，蒐集樣本，以符號文本進行內容
分析，量化資料後進行質性的探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 2016 年至 2019 年間臺灣以孕婦攝影、孕婦寫真、孕婦沙龍、孕婦藝術照
為主題的網路廣告、攝影公司或工作室網站上的攝影範例和網路自媒體分享之攝影照片作
為樣本的母群體，篩選過後整理出符合本研究主題之樣本數，共 121 張。收集到的孕婦攝
影照片樣本如表格 1：
表格 1. 本研究針對 2016-2019 年臺灣孕婦攝影照片收集之樣本表
攝影公司或工作室名稱

樣本數

攝影公司或工作室名稱

樣本數

601 攝影工作室

1

Wego

10

Brian 攝影

2

伊頓自助婚紗

3

LION Wedding Studio
萊恩攝影工作室

2

米果攝影

5

Mio's Studio

2

自然捲攝影工作室

3

Oceank Photography

20

芭朵寫真工作室

3

Oh Hi Yao
早安攝影工作室

7

馬克映像寫真影樓

4

Sosi 婚紗攝影

41

凱洛 Photography

1

Tiamo Photography

14

檸檬巷館

6

本研究所探討之樣本來源主要分為兩種管道：
（一）由婚紗公司或攝影工作室於2016-2019年間主動置放在該公司網站或社群媒體上
之孕婦攝影照，作為公司廣告宣傳之用途；
（二）曾雇用婚紗公司或攝影工作室拍攝孕婦攝影之女性，於2016-2019年間主動將拍
攝完的照片檔公開，置放在自己所經營之部落格(blog)上，搭配文字說明拍攝經
過，作為個人經驗分享，並註明該婚紗公司或攝影工作室全名。另外，婚紗公司
和攝影工作室服務模式略微不同，婚紗公司以專員與客戶接洽，再連絡攝影師討
論細節，並可提供較多婚紗、妝髮造型選擇；攝影工作室由攝影團隊組成，不一
定提供婚紗租借。
本研究之樣本皆為一次性的商業攝影，並非針對某位女性孕期連續變化或搭配新生兒
出生的一系列攝影，而是在攝影對象之孕期達 35 週以上（孕肚最明顯的期間）拍攝，拍
攝時間歷時約三至五小時（包含妝髮）
，地點依攝影對象之需求而定，可參考公司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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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經驗選擇場景和影像風格，與攝影團隊討論決定，本研究樣本多在攝影棚內或公司預
備之室內場景，較少部分為室外拍攝。攝影對象之服裝主要為孕婦婚紗，部分樣本為攝影
對象自備之便服。孕婦婚紗由婚紗公司提供租借，包含妝髮設計，以包套行程一起計價在
孕婦攝影服務中。
孕婦攝影影像以穿著婚紗的孕婦為主。孕婦婚紗是專為孕婦隆起之腹部所設計的婚
紗，原是為已懷孕之新娘所設計，近年因孕婦攝影的興起，婚紗公司也大量提供孕婦婚紗
租借服務，以供攝影。部分樣本也將其他家庭成員入鏡，但多著自備衣物，較少租借服裝
和使用妝髮服務。
取樣針對 2016 到 2019 間在網路上公開的瀏覽的孕婦攝影影像，不能以此推論影像實
際被拍攝的時間。以此時間範疇為樣本之原因為，這段期間流傳的「非明星」臺灣孕婦攝
影影像較多，符合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 – 庶民孕婦，排除明星名媛透過孕婦攝影所要指
涉的更多隱含內容，另外 2016 以前的孕婦攝影產業較少透過網路公開影像，取樣較為困
難，2016 以後的孕婦攝影網路廣告較多，且風格更加多元，在部落格與社群媒體的討論
度也較高。
本研究樣本的影像主角主要為臺灣中產階級、四十歲以下的懷孕女性，但本研究聚焦
在圖像分析，並未具有攝影對象的身分背景資料和主觀的經驗敘述。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主要採用孫秀蕙與陳儀芬 (2010) 整合 Sonesson (1993) 之圖像符號觀察理論，
辨識圖像符號文本。觀察文本（影像）的重點為：
（一）符碼的形式 (types of code)
（二）傳播目的 (goals)
（三）傳播媒介 (media)
（四）文本圖構 (texture)
有鑑於單以符號學不足以理解影像的脈絡及詮釋關係，本研究將以 Rose(2007) 的女
性主義批判性視覺論述分析方法，擴大討論的基本架構，包含影像的三個立足點 ( 或作地
點 sites)：
（一）製造 (production)：類別、由誰生產、為誰生產、為何生產、如何生產。
（二）影像本身 (image)：視覺效果、視線構成、美學形式、符號及意義。
（三）觀者 (audience)：展示及傳播方式、互文性、由誰觀賞、如何詮釋。
本研究以三個立足點中的三個面向（或作模態 modalities）
：技術性的、構成性的、社
會的 (Rose, 2007)，進行圖像符號分析，關注孕婦攝影對於女性主體產生的文化意義。

肆、研究結果
一、幸福浪漫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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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蒐集的孕婦攝影樣本，是公開的攝影過程，拍攝後的照片經過不同程度的修
飾後以電腦檔案或輸出後的相本再交給攝影主體，成為私人的收藏。這種雇用攝影師卻
不是為了（或不主要為了）商品廣告等消費文化服務的攝影，造就影像既公開又私人的
兩面性。
孕婦想透過攝影傳達什麼價值？很明顯地可以從樣本中看見許多與家庭成員互動的
影像。家庭攝影一直是理想家庭的想像與複雜的現實生活之間的交錯點 (Well. L., 1996)，
人們想用攝影強調家庭的凝聚功能，同時填補對未來未知和現實侷限的焦慮。尤其時懷孕
生子，在過去華人社會中，作為一個家族命脈的延續象徵，孕婦深受家庭宗族而來的期待
所造成的壓力：家人耳提面命要孕婦照顧自己，通常長輩也和丈夫一起擔任照顧孕婦的角
色，以預防孕婦身體微恙，危急肚內的家庭新成員，小心翼翼地維護她直到產後坐月子，
並隨時擔心流產或生產時的意外。這些對生理的不確定性和即為人母的擔憂不時轉嫁到孕
婦自身，加上懷孕期間的體態變化、賀爾蒙分泌和各種身體不適的症狀，也普遍提高產前
的憂鬱情況。因此孕婦透過攝影，更加努力確認家庭的支持關係，以及懷有「愛情結晶」
的前提下應該擁有的浪漫和幸福景象，以遠離各種焦躁和不適症狀的困境。
家庭成員之間身體的親密接觸是這類照片的重要特徵，細看圖 1 可以看見家庭照被作
為卡片或書籤的形式：孕婦畫面的中心，一面被丈夫握著手，一面微笑著看像大兒子靠近
孕肚作勢要傾聽胎兒的聲音……一旁的文字寫著英文聖經裡的愛篇，似乎在提醒著每個人
一個理想家庭的互動關係為何，尤其是在第二個孩子到來之後，媽媽期望全家能灌注愛和
耐心，而非獨自一人承擔養育辛勞，透過一張卡片，化為在生活中唾手可得的叮嚀和寄望
體現。
性別差異也呈現在肢體接觸的程度上，如圖 1、圖 2、圖 3 影像中的男性相較於女
性，都位於與孩童、超音波照片較遠的位置，呈現一種旁觀或疏離的關係，暗示現代家庭
中婦女仍是兒女的主要照顧者，也是較為期待的一方。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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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圖 3.

影像中的背景和色調被作為呈現浪漫愛情的情懷。圖 4 的粉紅氣氛，加上手持告示
牌，昭告世人男女主角二人的身分轉變，特別的是，只有孩子是不以稱謂被標示，而是
被以「乳名」所稱，也許，只有還未出世的胎兒是最自然真誠的存在，父母只是藉由
照片自證自明不同以往的社會定位。另外，藉植物暗喻孕婦有如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
力（如圖 5）也是孕婦攝影偏好的風格之一。也有把孕婦的焦慮外化的詼諧比喻（如圖
6），是樣本中唯一以幽默手法解嘲內心擔憂的影像。孕婦也利用與家人的親密接觸展現
自己的身材，圖 7 的女性看著自己的全裸體態，而環抱在後的男性則以另一種眼光凝視


女性的某個部位，但女性似乎毫不受影響，她雙脣微開地笑著，似乎在情感關係中佔據
一定的主動地位。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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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呈現幸福家庭的方式是以轉喻的方式進行，例如，用球比喻孕肚、嬰兒的鞋
子、口水巾、超音波照片比喻新生命即將到來，進而表達對其的期待之情（如圖 8、圖
9）
，而不直接以孕婦的身體作為影像表述。影像也大多選擇在舒適的居家空間拍攝，即使
大部分照片的居家空間並非自己真正的家，而是由攝影公司提供。從這類影像中，我們可
以看見攝影主體精心設置某種溫馨、羅曼蒂克的情境，建構一種對現在、對未來家庭互動


關係的想像。











圖 8.




圖 9.



二、孕期身體的特色
保持苗條、性感的孕婦體型近年來變成一種流行趨勢。注重孕婦健康的健身、飲食、
美容等相關產業相繼開始蓬勃發展，大眾媒體對於孕婦的身形要求並沒有比非懷孕的女
性少，因此孕婦對於自己的身體形象建立在身材、力量的展現、氣色、性吸引力、身體
外觀優先於身體功能等面向 (Watson, B., Fuller-Tyszkiewicz, M., Broadbent, J., and Skouteris,
H., 2017)。這源自於第二波女性主義和健身熱潮，以及明星名媛在媒體上 yummy mummy
（摩登辣媽）形象 (Nash, M., 2013)，已逐漸模糊孕婦和性之間的界限；1970 年代後西方
醫學界研究運動對懷孕的影響，並開始建議孕婦少吃、多動，被認為是一種對孕婦的「賦
權」
，因此，
「打造『完美』的孕婦身材」成為文化轉向的結果，年輕、健美的性感孕婦成
為主流的、被期待的視覺再現形式 (Nash, M., 2018)。
相較於婚紗攝影多著正式的新娘禮服（就算有裸露部分也不至於半裸或穿比基尼，以
呈現正式、端莊的合宜舉止），然而孕婦攝影卻不乏刻意突顯孕婦半裸、全裸以及脹大的
胸部、隆起的腹部等影像，並透過正視鏡頭，有如明星拍廣告一般，彷彿直勾勾的引誘、
邀請觀者注視她的身體，彰顯性感的氣質（如圖 10、圖 11、圖 12、圖 14、圖 15），但
是，她們並非單純被凝視的角色，因為她們是主動要求拍攝的人：透過控制鏡頭的運作，
以自己的角度公開呈現一位女性轉變為母親時仍保有的姣好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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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圖 11.



圖 12.






圖 13.










圖 14.








圖 15.

雖然通常女性裸體照片暗示性感和對男性的引誘，但孕婦攝影中反而利用女性身體的
再現，多面向地指涉與他者的關係、個人的性格和對未來的期許。圖 13 中出現的男性，
陽剛氣質被半裸的女主角削弱，他像是陪襯在女性身邊的配角，站在她身後，不是凝視女
性的人，而是女性的支持角色，望向畫面之外，突顯女性直視觀者的能動性；比基尼婚紗
包圍畫面，使女主角彷彿以女王風範席捲觀者視覺。圖 14 的半裸照較沒有性感意味，側
身於畫面的右側看向遠方，以及她向後飄的白色內衣與灰藍色的背景，給人一種獨立、堅
毅、自適的新女性形象。圖 15 特寫主角的孕肚被夫妻的雙手環抱，刻意以灰階色調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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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與手的交疊輪廓，好像在紀念歷史性的一刻，象徵夫妻未來將共同呵護肚中的新生
命。
即便是這裡的女性是主動被凝視的，這些自信的身體卻一致的展示著社會對於完美女
人的美麗標準。肥胖的、黝黑的、行動不便的孕婦不會被拍攝，這種消費行為屏除了不被
大眾接受的身體，而這些影像也似乎複製著西方明星的性感姿態，而且是被女性偏好的性
感姿態，介於撩人和健康之間，而非全然色情的、服務男性的影像。

三、時尚品味的意象
時尚，強調特殊的品味，顯示一個人對質感、色彩等美學和生活風格、歷史文化的素
養及傾向，在當代，作為一種「追求自由、反對陳腐」的表徵。女性透過時尚體現自我對
自由解放的訴求，因此，時尚在女性主義中佔有特殊地位 (Nash, M., 2013)。
孕婦的時尚概念可從消費行為中了解，包含健身和服飾產業以及更多新興的商業行
為。而各式各樣的孕婦婚紗就是孕婦受商品文化影響，追求時尚的例證。商人將大腹便
便的身軀套上代表時尚品味的服飾，並發現這是一門好生意，特別在女性性自主意識抬
頭的世代，因為懷孕後才步上紅毯的人數節節攀升 (Nash, M., 2013)，商人提供孕婦婚紗
租借和販售的服務增加，並提供更廣大的孕婦族群進行商業攝影，像婚紗攝影一樣，強
調懷孕後仍能夠擁有現代女性的美麗形象。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包裹著孕肚又穿
著貼身禮服的形象，對一般大眾而言，是一種奇觀 (spectacle)，懷孕的身體也成為大眾
凝視的對象。
孕婦作為一種奇觀被凝視，透過孕婦攝影具體的被呈現出來，但影像的政治性的複
雜在於，這裡也包含孕婦被凝視的主動性。她們以獨有的時尚品味妝點自我，不僅限於穿
著婚紗，更挑戰以不同造型風格造成視覺的衝突感。圖 16 的主角穿著俐落的黑色半身皮
衣，同時讓攝影棚的光燈入鏡，製造一種具設計感的專業職人空間，不落俗套地使孕肚融
入在充滿個性的摩登女子形象之中；圖 17 以令人放鬆的橘色調使孕婦既性感又慵懶地坐
在觀者之前，像一位瑜珈老師的明信片，宣傳著自己自在自適的人生哲學；利用影像後製
技術將主角擬作大眾文化的指標 (icon)，像是芭比娃娃 （如圖 18），將自己放入象徵「永
遠年輕、貌美、時尚」的虛構幻想中；圖 19 的花瓣、水和無辜的表情讓人想起奧菲莉亞
(Ophelia) 那幅畫，尤其攝影的角度又好像觀者在暗中窺伺著她，但是旁邊文字註明：
「好
興奮要見到我們的新寶寶」
，和緩了原本是一個貴族女孩純潔又悲劇的形象，而是在滿足
媽媽扮演女主角的欲望，及同時迫不及待透過影像宣傳自己生命將到來的變化，兩種矛盾
態度的協商過程；圖 20 和圖 21 為以明亮的藍色系、海灘用品、冰品等物呈現活潑的夏日
主題，女性扮演夏天最可口或養眼的冰棒、比基尼女郎，迎像觀者的凝視，帶有一點性的
挑逗和女權解放的自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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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圖 17.





圖 18.






圖 19.






圖 20.

圖 21.

臺灣女性主體意象再建構：孕婦攝影的圖像符號分析 83

四、豪華權貴的氣勢
孕婦攝影作為一個商業攝影工業的服務之一，所販賣的不只是攝影本身，更是在攝影
過程中，女主角可以自主選擇裝扮自己和規劃影像內容及風格的感覺和體驗：讓孕婦成為
有如明星、公主般的美麗焦點，並記錄身體變化的此時此刻。這種取悅自己、扮演尊貴的
需求，是對過去女性處於畫面中被凝視一方的反動。
然而，別忘記這畢竟是一種商業模式，意思是在產業鏈的供應之下，女性看似主動，
但其能動性仍限縮在消費行為、商品選擇的框架之下，像是孕婦婚紗的類型和妝髮設計的
選項有限，視覺風格大多被限制在公司所能提供的型錄之內，或像是布景、道具和攝影技
術主要都由公司提供，當中女性所想要傳達的意圖是否能完全被包含在整個攝影過程中？
例如，當這些素人模特兒進入攝影棚時，是否能真正完全自主地展現身體，還是在攝影師
的引導之下，作出嫵媚撩人的眼神和動作？這攝影師是否仍為較有權力的一方，一邊觀賞
女性，一邊指揮女性？
在攝影技術史當中，個人攝影 (personal photography) 逐漸變成一般人呈現個人生活的
脈絡以及攝影者「想被看見什麼」的表達。而隨著相機越作越輕巧、方便攜帶，私人的
攝影行為即便是專家級的，但仍與攝影師與被拍攝主體間的契約關係大為不同 (Well. L.,
1996)。以此角度反觀，商業攝影便是透過與專業攝影師的契約，使一般人脫離原有日常
生活的脈絡，刻意扮演不同的樣態，利用專業攝影的技術，奇觀式 (spectacle) 地呈現自己
的身體，建構他們的幻想 (fantasies)。
樣本中可以發現各種要求「完美」的圖像，以華麗的禮服（如圖 22、圖 23、圖 24、
圖 25）
、對比的色彩（如圖 22、圖 25）
、聚焦的光線（如圖 23、圖 24）
、獨自站姿的構圖
（如圖 23、圖 24）和居高臨下的眼神（如圖 22 圖 25）搭配精緻的背景（如圖 24）
，一絲
不苟的呈現一種有能力統御、獨立自主的尊榮形象，有如女王或公主，以如此完美的圖像
拉開與現實生活的距離。










圖 22.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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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圖 25.

與結婚所拍的「婚紗攝影」乍看之下沒有太大差別，同樣是做為一種扮演豪奢的行
為，即便雖然大部份的消費者在現實生活中不屬於那一個階級，但藉由孕婦攝影的商業模
式，可透過視覺符號製造出霸氣、尊貴、有異國風情、上流名媛、偶像明星感等幻象，因
此攝影主體可以名正言順的假扮其所嚮往的社會形象，體驗作為一日「最佳女主角」那
種「美夢成真」的感受（李玉瑛，1999）
。然而，婚紗攝影和孕婦攝影的女性一樣是以苗
條、玲瓏有緻的體態和盛裝打扮地出現在影像中，最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當今的孕婦攝
影顯示懷孕的身體特徵。
過去臺灣並沒有所謂孕婦攝影的產業，傳統上，孕婦出現在鏡頭之前並非常見的事，
之於一般人的視覺是一種衝擊，但近年來懷孕的女性影像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媒體鏡頭和
社群網站中，當人們漸漸習慣孕婦的影像，但凝視孕婦身體的眼光仍然苛刻。事實上，穿
著華服的孕婦身體其實並不舒服，因為婚紗、禮服本來就是一種對女性身體的壓迫，目的
是為了滿足觀者的視覺上的愉悅 (Boden, 2003)，即便觀者包含孕婦本身。為了穿進婚紗、
禮服，即便懷孕了，她們也需要有紀律地節食、運動、瘦身，並花費大量時間、金錢美容
和找尋適合的服飾和飾品配件，以符合社會上對 yummy mummy（摩登辣媽）的標準。
因此，在扮演權貴豪奢的背後，不可見的是孕婦在懷孕期間對自己的嚴厲要求，以及
真實生活情境中與影像之間的巨大落差，包含孕期仍要保持美麗體態、不同孕期需要適應
的身體變化、嚴格的健康飲食和生活作息、華人社會中的各種懷孕禁忌以及職業婦女必須
面對的—育嬰假和減薪的壓力……這些實際的困擾，即便是臺灣孕婦非常普遍的焦慮，都
被排除在孕婦攝影所建構的視覺形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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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研究發現，孕婦攝影之圖像語彙選擇雖存在著個別差異，詮釋也不盡相同，但可明顯
的發覺到幾個重覆出現的主題：「女性」、
「幸福浪漫」、
「時尚摩登」及「豪華權貴」等，
顯示「孕婦攝影」活動具有鮮明的特色，並浮現孕婦攝影的消費文化脈絡，以及女性對幸
福家庭的內在需求，同時強調女性個人對身體、生活和人際互動中的主控意識。
女性主體意象是一個複雜的議題。孕婦攝影，作為一種性別化的技術，顯示當代社會
看待女性特質、異性戀和女性身體的方式，可視為女性被「賦權 (empowered)」的行為。
在孕婦攝影中，孕婦為主動的消費者，她們參與影像製造的過程，不僅僅作為被拍攝的對
象，她們提出拍攝風格、場景等細節要求，屏棄過去時代對傳統懷孕女性的身體束縛和被
動形象，營造自己所想要的現代、都會等新女性形象。此外，孕婦攝影也漸受當今社會認
可，肯定女性公開這類孕婦影像的自主行為。
孕婦攝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受社會文化脈絡所影響，尤其是媒體及商品文化。孕婦攝
影、孕婦婚紗的影像也都以年輕、中產階級以上、體態勻稱的孕婦形象為主，可見孕婦
產業的操作基礎建立於媒體建構的現代女性標準上：
「年輕、亮麗、苗條、富裕、行動力
強」等。這些標準被深深嵌入在全球的商品社會文化當中，販售給女性，而符合這些期待
的懷孕女性，因此認為自己是被賦權的 (empowered)。過去孕婦作為一個將臨盆的母親形
象，被認為應是無私的、非性感的、被動的 (Nash, M., 2009)，當今的孕婦形象被塑造為
迷人的、性感的、自主的，然而，社會卻忽略每個孕婦正在面臨的現實困境，例如產前焦
慮、憂鬱的普遍情況和受社會審美標準的壓力影響等。
以孕婦攝影而言，女性是主動選擇的一方，她們積極塑造自己的形象公諸於世，但
是，有鑑於媒體、商品社會等文化脈絡影響，社會看待孕婦身體的方式仍一樣挑剔，孕婦
依舊束縛在嚴峻的審美偏見之內。透過重複那些流行的女性圖符，孕婦以為藉由符合複雜
的身體標準，可以擁有權力建立自我的新形象，但最終，僅能讓原初想要採取主動的態
度，被另一種「被凝視」的方式所宰制。並且，婦女仍要面對那些社會大眾看不見的、現
實與理想家庭之間的距離、社會與醫學規範造成的種種衝突以及對自我形象的焦慮，但卻
都被屏除在這種視覺形象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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