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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框架的女性意象：
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的圖像符號分析
孫秀蕙、陳儀芬*
《摘要》
本研究針對上海月份牌廣告畫（一九一○～一九三○年）中的女
性 意 象 進 行 圖 像 符 號 分 析 。 研 究 者 首 先 參 考 並 修 正 了 Barthes 與
Sonesson 關於圖像符號研究的論述，提出平面廣告的符號分析原則與
辨識圖像符號文本特性的四大要點：符碼的形式、傳播目的、傳播媒
介與文本圖構。再者，就月份牌廣告畫的圖像文本特性做分析，發現
其特殊的「文本圖構」，亦即其文本產生意義的符號構置方式：圖像
（意義）被文字框架（限制）；以及此類廣告畫中的核心視覺符號：
「被框架的女性意象」。最後，本研究深入探討「框架」與「女性意
象」的符號深層意義指涉。研究分析發現，因為資本主義所伴隨而來
的經濟發展與西方現代文化，月份牌廣告畫中的女性角色，從早期的
高級妓女到電影演員，經歷了很大的轉變。然而「她」並不是依照
Goffman、Buker 或 Page 所述，只是一個滿足男性凝視的慾望客體，而
是如 Winship、Enstad 與 Gorman 所主張，觀察女性如何利用通俗文本
建立政治主體性，正可鼓勵女性追求自我，建立角色認同。事實上，
月份牌廣告畫中的女性意象指涉不斷溢出了封建傳統的「框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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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現了當時消費者對於美好未來的憧憬，而這個「美好未來」是
透過健康、有良好教養、獨立自主的女性來實踐的。
關鍵字：月份牌廣告、女性意象、框架、圖像符號學

壹、前言
二十世紀之初，伴隨著工業化的生產模式以及企業托拉斯集團的形成，西方列
強挾其軍力優勢，匯集成超強的資本主義力量向外擴展。而以刺激消費為目標的廣
告，在這段期間快速發展。中國上海的「月份牌廣告畫」，就是在洋商進入中國社
會時應運而生。所謂「月份牌廣告畫」，是結合畫、年曆、廣告三位一體的產物，
被視為中國近代商業廣告之濫觴（張燕風，1994；卓伯棠，1993；趙琛，2002）。1
依照現代商業運作邏輯，無論視覺或文字，「商品」原本都應是一則廣告的主
軸，但在一九一○～一九三○年間的月份牌廣告畫中，它卻極少佔據視覺的核心位
置，而被放到海報的邊框或角落。吸引消費者注目的，是廣告中各式各樣、千姿百
態的古典或現代美女。無論商品為何，大量使用「女性」符號作為廣告主題為月份
廣告畫的特色（卓伯棠，1993；王怡文，1997）。這些出現於媒體或廣告畫中的女
性並不僅是形貌或時尚的展現，Kitch 指出，媒體中的女性形象是一個文化與消費
透視鏡，因為這些圖像「宣告了個性特徵、對讀者的承諾，同時也宣告了它的目標
讀者」（Kitch, 2000／曾妮譯，2006: 5）。就月份牌廣告畫而言，它不但開啟了中
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新話語（李歐梵，2000），更揭示了中國女性在變動中的社
會中，如何邁向現代化，為何現代化的議題（史書美，1994），「對中國家庭影響
甚為巨大」（吳相湘，1998: 66），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以月份牌廣告畫中的「女性」視覺符號為分析主題，探究這樣的符號使
用及運作方式，在當時的社會及文化脈絡下，反映出何種性別形象？從當時上海的
都會特性、廣告主因素、消費者特質來看，月份牌廣告反映了當時處於變動中的中
國社會何種意識型態及價值觀？另外，本研究希望能夠透過詳盡的理論探討，考量
月份牌廣告畫的文本特質，建構一套能分析圖文兼具的文本之符號學研究模式。最
後，本文希望能提供一個符號學與廣告學門整合及對話的研究範例，對於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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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告文化等相關研究論述有所啟示。

貳、文獻回顧
一、符號學和圖像符號學的理論與發展
以符號研究的領域來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 Charles Sanders Peirce 和瑞士語
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可以說是當代符號學的兩大源頭。兩人分別在大西洋
兩岸，不約而同地開創了 Saussure 稱為 semiology，而 Peirce 則稱之為 semiotics 的
符號學。Saussure 學生依其生前演講的筆記，在一九一五年編輯出版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一書。至於 Peirce 的文章，在其逝世後幾年間，也由他人收錄在
八冊的 Collceted Papers 中。
Saussure 說：「一門研究社會符號的學科是可及的，它將成為社會心理學，而
最終結果是一般心理學的一部分，我將稱之為符號學（semiology 源自希臘文
semeion）。符號學將單刀直入地找出符號的組成要素為何、支配他們的原則為何
等問題。」（Saussure, 1966: 16）以 Saussure 的概念來說，符號（sign）本身是由
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兩個部份構成。意符與意指的聯結造成語意的
成立，但此聯結並非自然而是武斷的（arbitrary），其中含有文化傳統脈絡的約定
使用在內。這樣的說法其實正說明了意符與意指之間實為斷裂，其聯結是人為所
致。基於這樣的了解，繼有法國結構主義者發展出神話文本結構研究（例如：LeviStrauss, 1963）、結構詩學（例如：Jakobson, 1971）與敘事學（例如：Genette,
1972 ） 的 方 法 論 。 針 對 文 本 分 析 ， 透 過 毗 鄰 軸 （ syntagmatic ） 和 系 譜 軸
（paradigmatic）之關係，他們運用了 Saussure 語言學的方法，將文本簡化，藉由
幾個基本要素來呈現結構，並討論各個元素與組成方式所造成的效應為何。意即，
探討語言之為符號的運作模式（孫秀蕙，2005a，2005b）。
Peirce 則把符號依其特性劃分為三大類：肖像性符號（iconic sign）、指示性符
號（indexical sign）和象徵性符號（symbolical sign）。肖像性符號指的是由其動態
客體本身所蘊含的特質所決定之符號。肖像性符號是藉由相似性或類似性來呈現符
號客體；符號與解釋義之間的關係是為貌似。例如：圖像、雕像與擬聲字。指示性
符號則是由其動態客體的實質存在和符號的關聯所決定者，指示性符號中的符號和
解釋義間，有著因果性與實質存在性的連帶關係。例如：濃煙密佈即表示火焰熊
熊。最後，象徵性符號則是指：由符號和解釋義間完全出於約定俗成所組合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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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符號就是典型的象徵性符號，他們所代表的客體，完全出於人們對語言的約定俗
成（Peirce, 1931-1958）。
義大利符號學家 Umberto Eco 曾指出，Peirce 如此定義符號，免除了 Saussure
在符號定義裏所隱含的物質主義與工具導向。也就是說，Saussure 預設符號為兩人
間意欲表達或溝通時的媒介工具。反觀 Peirce，對符號的觀點並無意欲表達或人為
製造等等的特質。而 Eco 本身也承襲丹麥語言學家 Louis Hjelmslev 的觀念，將符號
的內容物：意符與意指，和符號之外的參考物（referent）分清楚，並以符號功能
（ sign function ） 來 代 替 單 純 的 「 符 號 」 一 詞 ， 並 將 之 定 義 為 實 際 表 達
（expression）和其內容（content）之間的關係（Eco, 1976）。
對於實際表達與內容之間關係的探討，在研究圖像符號時尤其重要。因為在圖
像符號中，表達與內容的差異（或 Saussure 所言之意符∕意指斷裂）並非必然。大
多的圖像符號屬於 Peirce 所說的肖像性符號，這類型符號的特色就在於意符與意指
的關係（或稱以 Eco 所言之符號功能）是為貌似、雷同、近似。就如瑞典學者
Sonesson 所指出的，雖然圖像與口語文字都相同具有意符（非主題式∕直接呈現
的）和意指（主題式∕間接呈現的），但如 Husserl, Wittgenstein 及 Wollheim 所觀
察到的一樣，我們似乎會將圖像符號的內容「看」（“see”）「作是」（“into”）它
的實際表達（Sonesson, 1992）。由此看來，我們在面對和語言之符號功能差異甚
大的圖像時，就必須考慮理論之適切性問題，並修正分析應用時的原則和步驟。以
下進一步說明，圖像符號的研究理論及其發展。
圖像符號學（Pictorial Semiotics），是研究圖像（pictures）作為意義載具
（vehicles）的一門學問。不同於語言為研究課題的符號研究方法，圖像符號學鎖
定研究在本質（material）、結構（structure）與表意過程（signification）各層面都
非常不同的圖像上。為此，許多學者不論是修正語言學派的符號分析法，或是設法
開創新的理論架構，都投注相當多的心力。
Roland Barthes 在 “Rhetoric of the image” 一文中，就指出「意象的構成」是
「一組意義指涉的複合物」，特別是在攝影作品中，能夠「自然化象徵訊息的符號
並合理化其延伸意義」（Barthes, 1977: 45）。他對圖像符號這樣不同於語言學研究
的符號特性，不但做出深刻的說明，也進而提出分析實例。Barthes 用一個義大利
麵的彩色圖文平面廣告為文本，言明該圖像文本表意系統的三個部份元件為：語言
式訊息（linguistic message），製碼式圖像訊息（coded iconic message）以及非製碼
式圖像訊息（non-coded iconic message）。不僅如此，他更指出語言式訊息對於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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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圖像訊息有兩大功能：
（一） 預設（意義）功能（anchorage）：「文本透過意象的指涉物指讀者…遙控他
趨向預先選好的意義」（Barthes, 1977: 39-40）。
（二） 情境（意義）功能（relay）：「文本與意象處於一個互補的關係中…而且要
以讀故事的方式來瞭解整體訊息」（Barthes, 1977: 39-40）。
Barthes 的 “Rhetoric of the image” 一文，不僅是現代圖像符號學的重要作品之
一，也奠定了圖像符號的基礎研究方法。以語言學方法出發，他特別注意圖像符號
的內容（content）以及指涉參考物在現實世界中與意識形態相關的聯結。
同樣在 Eco 的圖像符號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語言學方法的痕跡。Eco 認為
圖 像 符 號 是 以 慣 用語的方式表意，他起初曾設法將分解圖像至最小肖像單位
（iconeme），如同 Saussure 使用的音素（phonem）是無意義的單音，並以此最小
肖像單位，對圖像符號進行結構式分析。然而，圖像中的細節卻很難毫無意義。舉
例而言，當細節已是最簡為單一顏色時，在不同文化中還是各具意義的（Eco, 1976
& 1977）。
語言符號學所研究的對象以語言、文字為主，若挪用至圖像符號，難免會出現
適切性的問題。圖像符號學的研究對象，廣義而言是為圖像，但圖像組成的本質與
表意模式彼此亦仍有差異。比如：廣告與圖畫的不同，不僅在於使用的物質元素
（攝影或水彩），更有傳播意圖上的差異（商業的或美學的表達）。自 Barthes 的
“Rhetoric of the image” 文章出現後，圖像符號學就大致分成兩大流派，一是廣告符
號學（the semiotics of publicity），二是視覺藝術符號學（the semiotics of visual
art）。也就是說，在建構圖像符號學理論的同時，學者們已注意到為不同分析對象
調整分析工具的需要。更進一步來看，在分析廣告時，也應區分圖文平面廣告、電
視廣告、報紙文字分類廣告等的個別特性，才能援用最佳的理論根據並發展出可行
的分析原則與步驟。接下來介紹以廣告為文本的符號學研究，並說明其研究取徑與
重要研究成果。

二、以「廣告」為分析文本的符號學研究
現代社會中，由於大眾傳播媒體的高度發達，廣告無所不在。無論是它的影
像、文案、配樂或 logo 圖示，傳播、社會與文化研究論述莫不給予高度關注（例
如：Goffman, 1979；Jhally, 1987／馮建三譯，1992；Williams, 1993）。廣告作為一
值得研究的文本，如何以符號學方法進行有系統的研究，以理解廣告的表意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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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效用？一九五七年，法國的符號學者 Roland Barthes 就已經試圖回答此一問
題。Barthes 在 Image-Music-Text 一書中，批評法國的新聞與廣告內容中，存在著
「匿名、滑溜、支離破碎、好議論」等現象（Barthes, 1977: 165）。Barthes 指出，
古典神話長而固定，可向上溯源的敘事形式已經消失了，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社會
中，稍縱即逝，但又不斷平行衍生的「類神話」（the mythical），廣告訊息正是其
中的代表（Barthes, 1972）。Barthes 在 “Rhetoric of the image” 一文中，進一步分
析平面廣告中的視覺符號，開展了圖像符號學的研究領域（Barthes, 1977）。
雖然 Barthes 的論述為廣告符號研究提供了核心概念與方法取徑，但接下來更
全面性，更有系統地針對廣告文本所進行的符號研究，很可惜地並不多見。廣告專
業人員 Ron Beasley 與多倫多大學的符號學者 Marcel Danesi （2002）所著的
Persuasive Signs: The Semiotics of Advertising，應可視為繼 Barthes 之後，廣告符號
學的重量級著作。這本書盡聚焦於廣告作為符號文本的各個面向，包含品牌命名、
包裝形式、圖像、配音、配樂、主角（人物）以及文案等。
Beasley 與 Danesi 在書中延續 Barthes 的論述，將廣告文本如何運用西方文化
中的神話（例如：聖經故事或希臘神話）力量，賦予產品某種個性或多層次的延伸
義 ， 也 就 是 「 神 話 化 」 （ mythologizing） 的 概 念 ， 作 了 詳 細 說 明 。 Beasley 與
Danesi 以時尚產品廣告來說明廣告如何藉由符號的表意過程創造新鮮的意義，並以
具魅力的表現技巧滿足消費者慾望。消費者追新獵奇的現象，與 Barthes 提出的
「neomania」概念相符（Beasley & Danesi, 2002）。
從符號學的觀點而言，廣告如何發揮其宣傳與說服功能呢？這必須回到符號的
組合運作時所處的文化脈絡來探討。符號乃由意指與意符結合而成，它的原初意義
（ primary meaning ） 是 為 「 明 示 義 」 （ denotation ） 。 根 據 Beasley 與 Danesi
（2002）的說法，在現代廣告中，符號所指涉的意涵絕不止於表面的明示義，若廣
告符號只發揮其表面字義功能，則代表此則廣告的符號運作層次較為扁平，其效果
也就有限。援用 Barthes 的觀點，Beasley 與 Danesi 指出，廣告符號與周圍的社會
文化脈絡有關，它在被呈現時，形式與意義早已作第一波的緊密結合，形成下一個
被解釋的意符，其意義也因而向外擴展，是為延伸義。如「蘋果」作為一符號，在
西方可被表意為「禁果」或「被禁止的知識」。這是因為詮釋者賦予此項意義的參
考 依 據 ， 源 自 西 方 基 督 教 文 明 中 的 聖 經 「 創 世 紀 」 內 容 （ Beasley & Danesi,
2002）。若台灣的廣告中出現「蘋果」一符號，由於文化與宗教差異，閱聽人未必
會認為它代表的是「禁果」或是「被禁止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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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sley 與 Danesi（2002）指出，若一則廣告所展現的符號組合，可以產生多
層次的解讀方式，也就是，如果這則廣告衍生的「延伸意義鍊」（connotative
chain）越豐富的話，代表這則廣告可以吸引更多閱聽人之注意，其廣告效果也就越
大。然而，Beasley 與 Danes 之說法不無疑問。因根據前述之 Barthes 論述，現代廣
告之所以發揮其強大效用，主要是其中的視覺符號，發揮了「自然化」
（naturalization）的功能，使意符與意指之間在表意過程中的產生鬆動，兩者之間
的距離幾乎消失。於是，閱聽人在面對這些精心設計的廣告訊息時，就會不疑有他
地全盤接受。是故，一則廣告要能發揮效果，反而不在於視覺符號可以衍生多少不
同的意涵，而在於當它被呈現時，其意符與意指的連結被固定，且傳達了廣告設計
者所要鎖定的意義指涉。換言之，意指與意符在結合的過程時，產生的分歧越少，
代表著預設（意義）功能越強，說服效果可能就越高。
由於本研究將以月份牌廣告畫為分析對象，且在月份牌廣告畫中，「女性」佔
據了大部分的畫作主題。廣告中的女性形象研究為本文關注重點，以下就相關文獻
說明之。

三、廣告中的「女性」形象與符號學研究
無論是平面或電視廣告、電影或音樂錄影帶中，「女性」作為故事或廣告中的
主角到處可見。關於廣告中的性別角色研究，美國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 著作
Gender Advertisements 一書可視為代表（Goffman, 1979）。Goffman 分析廣告模特
兒的肢體語言與互動如何呈現兩性關係，他並不直接處理刻板印象或是物化的問
題，而是藉由女性在廣告圖像中的手勢、表情與姿態之分析，理解兩性關係如何在
廣告中被呈現。
Goffman 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對於分析女性形象的符號學研究者的影響十
分深遠。Goffman 從社會學的觀點，驗證了廣告中的女性形象影響了真實社會中男
女之互動，而他所歸納的廣告符號運作原則，並非隨手拈來，而是有脈絡可循的。
Goffman 檢視了一千餘則平面廣告，以六項指標來分析廣告中的性別角色：圖像相
對 大 小 （ relative size ， 例 如 身 高 ） 、 柔 性 手 勢 （ feminine touch ） 、 性 別 優 勢
（ function ranking ） 、 家 庭 關 係 、 男 尊 女 卑 的 儀 式 化 行 為 （ ritualization of
subordination）與退縮感（licensed withdrawal）。根據研究結果，Goffman 明確地
指出，兩性之間確實存在不平衡的權力關係。女性在廣告中與男性的關係，常被比
擬成主從關係，男性以呵護、指導的姿態保護如孩童般的女性（Goffma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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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fman 也指出，廣告圖片中的女性特質與家庭關係連結，其地位、所負擔的
責任皆不如男性，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被描繪成為男人的性玩物或財產。他
提出了「不夠嚴謹」（being saved from seriousness）的概念，指出被比擬成孩童般
的女性模特兒，在廣告中往往飾演與現實脫離，沈醉於自我世界中，看起來相當無
助的角色（Goffman, 1979）。
Signorielli, McLeod 與 Healy（1994）的研究驗證了 Goffman 的論點。他們發
現，女性在音樂錄影帶中出現的次數較男性為少（主要的搖滾偶像以男性為多），
並且被描繪成性感尤物。音樂錄影帶強調女性的性感身材，以性訴求為號召，讓女
性成為男性窺視的對象。而在另一項以廣告中的兩性角色為主的分析中，不論是從
旁白、職業、產品發言人或廣告產品的類型來看，研究均發現男女角色的刻板印象
化少有變動（Browne, 1998）。大部分以女性消費者為訴求的廣告，幾乎集中於個
人用品，強調的是如何讓自己更美麗。換言之，無論產品屬性為何，「美麗」與
「性感」成為女性在廣告中鮮少變動的形象主軸。
關於此一現象，Buker 從女性主義觀點出發，指出歧視女性的符號之建構，最
終仍在便利父權統治者行使社會控制（Buker, 1996）。Rakow 也指出，廣告作為社
會控制體系的一環，女性主義者所欲批判（與對抗）的，包括：
（一） 以女性為目標對象的廣告：因為它引導女性將注意力放在個別以及微小的問
題上，對於自己淪為商業力量控制的對象而不自知。
（二） 挪用進步意識的廣告：因為它讓性別平權意識淪為資本家賺錢的工具。
（三） 將 女 性 物 化 的 廣 告 ： 讓 女 性 喪 失 主 體 ， 淪 為 被 消 費 的 對 象 （ Rakow,
1992）。
雖然 Buker 對於「女性」作為符號及其運作原則的分析較為不足，但提出新的
語言實踐可能性，包含讓性別歧視的意識型態被理解、重新建構「女性」之為符號
及其代表的意義，以及重塑女性在公共領域的角色等三項建議，仍然值得參考
（Buker, 1996）。
Page（2005）的研究也呼應了 Buker 的觀點。廣告中的「女性」之為符號，往
往代表著消費者欲求的客體，同時也召喚著角色認同。藉由場景的浪漫化或刺激物
慾（訴諸於消費者拜物主義）的方式，以視覺符號的組合，表現一種理想化的自
我，以及「女性」在家庭以及社會中的地位。Page 指出，廣告使用女體為訴求，不
但十分有用，也激發著閱聽人的記憶，想像和慾望，讓他（她）不知不覺中進入一
個「消費」的脈絡。換言之，女性性魅力之彰顯，是廣告得以吸引閱聽人，從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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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其效用之主因（Page, 2005）。
關 於 媒 介 中 的 女 體 作 為 慾 望 客 體 的 論 調 ， 也 有 不少學者提出反對意見。
Winship（1987）從使用與滿足的理論出發，認為平面媒體中賞心悅目的圖文提供
了女性可以認同與夢想的依據。媒體廣告販賣不只是是商品，更重要的是它所建構
出來的女性形象為何，可以帶給消費者何種值得追求的憧憬。Enstad（1999）也肯
定女性的主動性。她認為，一般談到文化與女性之間的關係時，常是抱著批判的態
度，認為被商業化的文化與父權體系同謀，讓女性失去抗爭基礎，從而限縮了女性
地位提升的可能。Enstad 認為，與其批判商業文化與父權同謀，不如觀察女性在建
構所謂「政治主體性」（political subjectivities）的過程時，如何將文本視為一種資
源並予以有效運用。因此，媒體中建構對女性的「理想期望」（utopian hope），對
政治行動而言是必要的，它可以啟發女性追求自我，建立「女性」角色之認同，因
此，一種獨特的女性文化（feminine culture）於焉建立（Enstad, 1999）。
Fowles（1996）指出，二十世紀中期之後，全世界都經歷了劇烈的社會變革，
對於階級、種族、性別等刻板印象，以及社會角色上的二分法，已有鬆動跡象。在
六○年代發生於北美的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al movements）中，女性、性與
權力之間的關連是挑戰體制的重要主題；女性展現的「性」魅力，固然被保守人士
視為「危險」的象徵而大加撻伐，但它也威脅固有的權力秩序，是女性是否獲得權
力與自由的重要指標（Machin & Thornborrow, 2006）。
Machin 與 Thornborrow（2006）耙梳北美關於女性、性與權力的論述歷程，
Gorman 則執行內容分析，探究時代改變中的廣告女性形象如何被展現。Gorman 主
張，對年輕女性讀者而言，展現傲人身材有可能代表著「威力女性主義」（power
feminism），透過性魅力以展現其自信（Gorman, 2005）。問題在於，平面廣告中
的女性形象究竟是「獨立的」，還是「被動的」，其比例分配為何？
為回答此一問題，Gorman（2005）分析了 Seventeen（美國廣受歡迎的青少女
時尚雜誌）一年十二期中的四百多則廣告。分析方法則遵循了前述 Goffman 列出
的，可分析的視覺符號種類（Goffman, 1979）。研究結果指出：屬於被動的青少女
形象佔大多數（五成六），獨立自信只佔（二成二）。此外，二成二的廣告中女
性，其性魅力展現了自信與力量。
以上研究成果皆由西方學者構思及執行，分析對象也是以在美國流通為主的廣
告文本。若將廣告的「女性」形象研究置於亞洲文化脈絡中，從符號學的觀點分析
之，其研究結果又是如何？日籍符號學者 Kodama（1991）引用 Barthes 所提出的多

‧33‧

‧廣告學研究‧

第三十四集

民99年7月

層次表意系統，分析日本建設公司的房地產廣告內容。研究結果指出，廣告主藉由
廣告中的女性視覺符號操弄，強化了日本社會中的傳統價值與信仰。
Kodama 的分析樣本為一則建設公司的電視廣告。這則廣告使用了法國畫家
George Seurat 的畫作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Grand Jatte”。根據 Kodama
的分析，Seurat 的畫作屬於後期印象派。Seurat 的畫採取點畫法之風格，主要顏色
的使用為紅，黃，藍，Kodama 指出，這對日本觀眾而言，象徵著科學與秩序。此
外，整體畫作之表現，象徵著「絕對」、「完美」、「純粹」、「組織」與「條
理」。Kodama 也分析了女性在廣告中被呈現的方式。在這一則廣告中，鏡頭在
Seurat 畫中的女性之嘴唇與胸部位置來回掃瞄。將女性塑造成附屬，依靠，非獨立
個體，以及看顧孩童的母親角色。Kodama 主要的研究發現可歸納如左：
（一） 無論廣告之產品為何，女性的性魅力為一大賣點。
（二） 藉由刻板印象化女性角色，此則廣告維持了日本社會的「團體性」（groupness），「祥和」與「秩序」等價值觀。
（三） 透過廣告，廣告主（建設公司）保證消費者一個穩固的「家」，而且是有藝
術風格的「家」。買房子就等於買一個榮景，而且是一個融入日本祥和社會
的榮景（Kodama, 1991）。
綜合上述文獻，現代廣告中最常被使用的符號是「性別」（gender），而其中
女性角色不但常見，其呈現方式究竟是男性慾望的客體，還是權力解放與自由的象
徵？一直為學術辯論焦點（Fowles, 1996）。回顧中國現代廣告發展之始，華人社
會與西方國家有著極為相似的發展軌跡。清末開放五口通商，中國沿海都市迅速繁
榮，西方企業看好中國都市的消費風氣，引進現代廣告時，「女性」主題正是平面
廣告之大宗。彼時所謂「現代」女性形象的發展，仍處於萌芽階段，女性被描繪的
方式隨著社會變遷、女學興辦、文化思想開放而逐漸邁向多元。准此，彼時透過都
會媒體所界定的女性形象並非定型化，更非任父權宰制、控制或界定的客體，而是
從傳統過渡到現代，兩性地位持續協商、抗衡及折衝的結果。據此，本研究擬探
討，在資本主義及消費風潮的影響之下，中國「女性」形象如何被呈現？如此之呈
現方式，反映了何種社會及文化的意義及價值觀？接下來，針對本研究分析之文
本—上海月份牌廣告畫，就其起源、風格與發展加以說明。

四、上海月份牌廣告畫：起源、發展與風格
從清末開始，國際性的托拉斯集團先後在中國設立分公司，至辛亥革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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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擴充至三千餘家（趙琛，2002）。這些資金雄厚的洋商是重要的廣告主，它們
不惜重金聘請畫家設計圖像、刊登廣告，甚至免費發放廣告海報，開啟了中國現代
廣告業的發展，而作為廣告業重鎮的上海，在此段期間有非常活躍而多元的文化景
致（李天保，2003）。面對來勢洶洶的外國資本，中國本地的商人為了救亡圖存，
也開始建立經營管理法則，將廣告概念引入商品促銷活動，甚至中日戰爭爆發前夕
之前，出現了與「愛國」主題相關的文案，或是以巾幗英雄花木蘭為廣告人物，以
區分洋華產品在訴求上的差異（趙琛，2002）。
月份牌廣告畫最早由洋商引進以促銷進口商品，而後也被一般商家普遍運用，
作為商品附贈物，以達宣傳效果，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現代商業海報與廣告形式。
「月份牌廣告畫」的命名，源自海報在發展初期，多以附印月曆而得名。至於繪畫
主 題 ， 以 目 前 遺 留下來的作品計算，約有七成海報以女性為主角（王怡文，
1997）。至於畫中女性角色則十分多元，有京劇演員（梅蘭芳）、電影明星（阮玲
玉、李麗華）、小說或戲劇中的虛構人物（林黛玉）及一般的時裝模特兒等。無論
是臉部表情、衣著或廣告畫之背景，均可反映出當時上海的流行時尚、生活空間、
甚至消費者的喜好及文化價值（張燕風，1994；趙琛，2002）。特別的是，「商
品」原本應是一則廣告的主角，但在舊時代的廣告畫中，它卻很少佔據視覺的核心
位置，反而都被放到海報的邊框或角落。最吸引消費者注目的，仍是廣告中各式各
樣，千姿百態的傳統或現代美女，即使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部分民族商人會以愛國
主義來號召消費者，美女圖仍是月份牌廣告畫視覺核心（趙琛，2002）。
事實上，廣告海報被引進中國時，並非大多以「美女」為主題。當洋商引進帶
有西方色彩的西方美女、騎士、風景、靜物、圖畫甚至宗教畫時，一般消費者對於
這些題材感到陌生而缺乏興趣。漸漸地，洋商體認出入境隨俗的道理，於是將依照
幾個原則重新設計廣告畫的內容。首先，廣告畫主題必須與中國人熟悉的生活環境
結合，因此國畫中的山水、年畫的民俗故事、吉慶圖案或戲曲小說典故，都可作為
入畫題材。再者，上海是中國新興的現代都市，也是重要的消費市場，各種描述時
尚的主題，特別是以美女為主角，佐以摩登生活之背景，對消費者極有吸引力。最
後，一幅陽陰曆兼備的新廣告畫，可兼顧廣告與實用價值，一掛就是一年，成為日
常起居的一部份，宣傳效果因而持久（張燕風，1994）。
根據廣告畫收藏家張燕風所述，最早的月份牌廣告畫，延續著中國木板年畫的
傳統，內容以古典仕女、歷史故事、戲曲傳說、吉慶圖案為主。後來上海做為半殖
民地的色彩越來越深，城市居民的生活形態改變，對於洋人塑造的時尚風格以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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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摩登」文化極為嚮往，時裝美女圖也就應運而生（張燕風，1994）。與報紙
不同的是，廣告畫以圖像為主，不分階級都可「閱讀」，從都市到鄉村，廣告畫普
遍流傳，甚至可以「外銷」，在海外的華僑社會中亦受歡迎。一九三○年代之後，
攝影製版技術興起，照片取代畫作，此時中國陷入戰亂，消費經濟大受影響。一九
四九年以後，月份牌廣告畫雖然仍持續製作，但接下來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
畫師遭批鬥，代表資本主義「遺毒」的廣告畫亦隨之沒落。2
就月份牌廣告畫畫風而言，它是中西夾雜，傳統中國社會與殖民國家的影響兼
而有之。女性角色在廣告中的呈現，則是封建規範與新式的女性思想都有。歸納相
關文獻，月份牌廣告畫之風格，大約受到兩個因素之影響；一為晚清著名風俗畫家
吳友如採用的主題與畫風，二是中國古典畫中的「仕女圖」（張燕風，1994）。吳
友如曾在上海發行的申報畫刊《點石齋畫報》擔任繪畫主筆，也曾受召至清朝宮廷
作畫。他擅長描摹當時的市井風俗，注重觀察寫生，題材與一般市民的現實生活相
關。3 一般認為，吳的作畫觀點突破中國民俗畫窠臼，融入時代的變化與脈動，筆
觸線條工整而細膩（吳友如等，2005）。
《點石齋畫報》可被視為《申報》記載內容圖像化延伸，在照相製版技術尚未
為媒體運用之前，紀錄著晚清中國急遽變動的生活與文化面貌，《點石齋畫報》所
強調的寫實風格，對上海廣告畫師自然有影響。惟進一步考證之後，可發現，吳友
如對於以女性為主角的廣告畫真正之影響，並非以新聞插圖為主的《點石齋畫
報》，而是非關新聞的另一系列，描繪清末上海女子生活百態的《海上百豔圖》。
《點石齋畫報》中所記錄的女性形象，往往從時事出發。例如：從「踏青風俗」、
「走橋之夜」兩圖，讀者可以看出傳統婦女的社會空間受到限制。婦女即使可在節
日出遊，也會成為無賴調戲的對象。當時上海等地已經有工廠，女子雖可出外工
作，但女工下班時，屢遭流氓調戲的報導仍時有所聞，也反映於《點石齋畫報》
中。相較之下，《海上百豔圖》以結婚女性的親子生活為主，注重婦孺的家居景
致，與新聞事件無涉（吳友如等，2005）。
影響月份牌廣告畫畫風的第二個因素為中國古典畫中的「仕女圖」。仕女圖的
源由究竟應追溯自哪一年代？眾多紛紜，已不可考。可確定的是歷經周、秦及兩漢
時期，女性形象的畫作已臻成熟（劉芳如、張華芝，2003）。朱景玄在《唐朝名畫
錄》中揭示了「士女」概念，起初指的是上流社會中的未婚男女，後來則演變為
「宮女」的代名詞。宋、元以後論及畫學的文章，常可見「仕女」一詞，對於擅長
女性題材的畫家，也以「尤精仕女」形容之。是故，後來仕女圖中呈現的女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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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究竟應歸類為宮女、女官，或是上流社會中的閨閣美女？隨著時代變遷，這問
題已不再那麼重要。比較值得探討的，反而是仕女圖在當時發揮的作用，例如透過
畫作傳遞「婦德」的教化功能、反映時代審美價值等（劉芳如、張華芝，2003）。
在中國藝術史中，仕女圖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為何古代的王公貴族以及風雅
之士，會發展出仕女圖的繪畫傳統？約有三個原因。一為娛樂，藉由仕女圖讓觀者
「一親芳澤」的滿足感。二為美感價值之傳遞，藉由表現女子的體態（豐盈或柔
弱），表達畫家的審美觀。三為皇室之教化，藉由仕女圖說明婦女在社會中扮演之
角色（織布、育子），或是彰顯其德行（貞節，孝順），作為教化天下之典範。至
於古典仕女圖中對於女性才華（閱讀，寫作）之展現，甚至描繪女英雄的角色，則
少之又少，這與中國封建社會中，根深蒂固的「女子無才便是德」關係緊密。
整體而言，以美女為主題的老月份廣告畫與古典仕女圖，作畫動機或選擇題材
是不同的。前者意欲達成立即而明顯的商業效果，女子圖像的呈現，可被推論為：
扮演著賞心悅目甚至刺激消費者官能的功能（孫秀蕙，2003）。相較之下，純藝術
作品，如古典仕女圖或美人圖，常被賦予高尚的思想內涵，其觀畫行為與一般的娛
樂滿足功能有所區分（衣若芬，2005）。
不過，就觀看脈絡而言，「寄寓情志」，傳遞高尚思想內涵的仕女圖，與商業
力量主導的廣告美人圖，其雅俗之分未必如此明確。這是因為「女人」作為一視覺
符號，它如何被運作、安排或解讀，都由男性畫家或觀畫者主導，「缺乏個別生命
主體」的現象（衣若芬，2005: 12），不獨出現在古典美人圖，在近代廣告中也時
時可見。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本文提出四個研究問題：
（一） 圖文兼具的平面廣告的符號分析原則與研究步驟為何？針對「月份牌」廣告
的文本特性，如何建構一套可行的符號學研究模式？
（二） 平面廣告與視覺藝術作品最大不同之處，在其明顯而立即的商業行銷意圖。
因此，當我們在考慮研究模式的可行性時，應如何針對圖文並呈的平面廣告
修正相關的理論與方法？其分析原則與研究步驟應考量哪些要點？
（三） 以圖像符號研究模式分析月份牌廣告畫，在廣告畫的表意過程中，它的符號
運作原則為何？如何呈現宣傳效果與說服功能？
（四） 月份牌廣告畫在形式與基本構成之呈現，大多使用「女性」圖像作為廣告之
視覺焦點。在月份牌廣告畫盛行時的中國，從市場特性、廣告主因素、消費
者特質來看，月份牌廣告畫反映出何種意識型態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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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樣本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女性為主題的月份牌廣告畫進行符號文本分析，並從文本訊息的表層
出發，觀察其圖文符號結構及功能，整理研究所得、描述並說明月份牌廣告畫的符
號運作及其如何發揮廣告說服功能。樣本來源則以張燕風（1994）的《老月份廣告
牌》及吳昊、卓伯棠、黃英、盧婉雯合編（1994）的《都會摩登—月份牌：1910’s
～1930’s》中收錄的廣告畫為主。根據王怡文（1997）的訪談，一九四九年以前的
上海月份牌廣告畫流傳至今，約莫剩下有一千個樣版。張燕風（1994）在出版《老
月份廣告牌》一書時，個人收藏就已近六百張，二○○六年，研究者曾訪問僑居美
國的張燕風，彼時張女士蒐藏的月份牌已累積到一千張。雖然《老月份廣告牌》收
錄的月份牌廣告量較多，惟偏重摩登時髦美女圖，古典美女較少。《都會摩登》收
錄的量較少，但收錄的圖像、發行的年份較為多元化，故分析樣本選自這兩個來
源，彼此有互補功能。
在樣本選擇方面，本研究採符號學為主的質性研究，故以立意選樣為主，以每
十年為基礎，從一九一○、二○、三○年代中挑選若干廣告畫作為文本分析的對
象。事實上，從政治面來考量，一九一○年代之始，中國就發生了推翻清朝帝制專
制、建立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接下來一九一九年掀起的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民
族意識及思想啟蒙有深遠的影響。在這之後的一九二○年代，中國都會區的智識階
級消費者，透過大眾媒體（報紙、電影和廣播）和各種廣告形式，創造了一種新穎
的 自 我 表 達 方 式 ，「新女性」的存在取得了正當性，而關於現代女性的特質
（womanhood）、女性的生育問題、自主意志等議題，不但成為重要的社會課題，
到了三○年代之後，更與商業力量緊密結合，發展為蓬勃的消費文化風潮，這也是
中國第一波現代廣告業的高峰（白露，2007∕苗延威譯，2007: 208）。
研究方法第一個步驟，是先探討圖像符號學論述，找出分析圖文並呈的符號理
論基礎，並就廣告與視覺藝術作品的差異，建立適用於分析月份牌廣告的符號分析
模式。接著將所建立的分析模式套用在解讀月份牌廣告上，分別觀察圖像符號與文
字符號的構成與互涉方式，進而了解其表意系統運作。接下來，本研究將聚焦於廣
告畫中的「女性」符號，歸納、分析其符號運作原則，並考量廣告畫流通時的上海
社會與文化脈絡，以說明其宣傳效果與說服功能。
我們在前面文獻探討中已說明，自 Peirce 以及 Saussure 開創的符號學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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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家論述也多少裨益圖像符號學之理論建構與分析法。然而，就如同 Göran
Sonesson 所指出的，過去圖像符號學的研究者，多未能針對「不同特性」的圖像
符 號 （ 如 攝 影 相 片、水彩畫、廣告等）做出適切的分類，並依其特性來研究
（Sonesson, 1993）。畢竟，研究一張相片與一幅畫本質上就不相同，更何況各類
文本的傳播意圖也有差異，因此分析工具上的探討更值得嚴謹看待。本研究呼應
Sonesson 的見解，若欲進行圖像符號研究，須先確認研究對象之符號特性，再就該
特性挪用並修正理論與研究工具。以下先就辨認圖像符號文本特性，作進一步的說
明。
針對如何地將多樣的圖像符號，依其特性分別出來，Sonesson（1993）曾提出
以下幾個觀察圖像符號文本的重點：
（一） 文本的結構規則（rules of construction）
（二） 文本所欲製造的效果（effects which they intended to produce）
（三） 文本的流通管道（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pictures circulate）
（四） 文本配置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configuration）
根據 Sonesson 的解釋，「結構規則」指的是與傳遞內容息息相關的表現
（達）特質。而「所欲製造的效果」則是與「實際效果」（actual effects）區別開
來，強調其傳播的意圖，例如廣告圖像是為了刺激購買、色情圖像是為了刺激性幻
想、諷刺漫畫則是為嘲諷某人、事、物等。至於「傳播管道」，他則舉出明信片、
廣告海報、壁畫、電視畫面及週刊插畫流通的方式不同來說明。最後一項「配置的
本質」，則是指主導圖像表現（達）層配置的本質，Sonesson 特別強調在語言符號
文本中，沒有所謂「配置」的問題，但是在圖像符號文本中，這卻是分類圖像文本
很重要的方法。因為事實上，不論多麼有效率的分析模式，當它被挪用到有不同
「配置」的圖像文本上，都可能發生無法有效分析的狀況（Sonesson, 1993）。
Sonesson 對於符號特性的說明與觀察，雖有其獨到之處，但我們不難發現他對
第一項「結構規則」與第四項「配置本質」，在定義上有些模糊；而他也只能夠對
其他二項「所欲製造的效果」以及「流通管道」舉出實例說明，在針對與文本本身
關係重大的符號狀態描述時，卻沒能夠清楚舉例釐清定義。這可能是因為 Sonesson
意欲建立自己的理論架構，在論述時不願意採用其他理論家的既有語彙。也可能是
Sonesson 特意將這樣的論述，保留在哲學形而上層次的範疇，留下討論的空間。但
不論如何，分類符號特性的四大觀察重點，對於實際應用圖像符號學於文本研究的
人來說，卻絕對不能定義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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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可以藉由一些傳播研究的慣用概念來理解 Sonesson 的說法。首
先，「所欲製造的效果」即是（傳播）「目的」（goal），「流通管道」則是（傳
播）「媒介」（medium）；再者，「結構規則」可視為（傳播）「符碼的形式」
（types of code）。至於「配置本質」，就 Sonesson 的解釋，相對於語言符號，它
是圖像符號專有的一種特性。當我們重新審視它的定義--「主導圖像表現（達）層
配置的本質」，不難發現，這裡所謂的「配置」，指的是圖像文本之所以可以出現
意義的特殊方式，也就是該圖像特有的構圖法。這種「讓意義出現的特殊方式」的
說法，類似於語言符號中的比喻法（figures of speech）。以平面廣告來說，畫面可
以只是直接呈現產品，也可以呈現產品與其他物品並置（類似明喻 simile），甚至
用 另 一 物 件 來 代 替 產 品的圖像（類似暗喻 metaphor ）。學者就曾指出，暗喻
（metaphor）的運作也會在圖像符號中出現（Forceville, 1996）。相反地，「配
置」也會出現在語言符號文本中，並非如 Sonesson 所言，專屬於圖像符號文本。
更何況，在傳播研究，特別是廣告研究中，圖（像）文（字）並呈的文本並非少
數 。 圖 文 之 間 的 「 預 設 （ 意 義 ） 功 能 」 與 「 情 境 （ 意 義 ） 功 能 」 （ Barthes,
1977 ） ， 也 說 明 圖 與 文 除 了 各 自 其 中 的 「 配 置 」 ， 更 有 彼 此 文 本 互 涉
（intertextuality）的重要「配置」關係。
可能是為了與語言學派的符號研究做出區隔，Sonesson 故意避開既有的語彙，
而使用了「配置本質」這樣的說法。我們認為，在實際運用上，尤其是對於常常圖
文並呈的平面廣告研究，應該要能同時涵蓋圖像和語言符號研究，而非區隔兩者，
並且應顧及定義的清晰簡要。所以我們將「配置的本質」修正成「文本圖構」
（texture），以文本（text）與圖像（pic-ture）兼具的概念來定義它：圖像文本
（包含圖文並置類）中用以產生意義的構圖方式。
於是，當我們將 Sonesson 的理論與傳播研究的概念結合，便可進一步修正並
清楚地呈現，辨認圖像符號文本特性的四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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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我們就依照四大要點來分析、說明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的符號文本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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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
一、「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的符號文本特性
從辨認圖像符號文本特性的觀點來看「月份牌廣告畫」，首先可以確認的是它
的「傳播目的」。廣告即是為宣傳商品以刺激消費，月份牌廣告畫當然也是如此。
其次，月份牌廣告畫是由廠商向畫家或印刷廠大量訂購，交由零售商當作商品的附
贈物。由於具備（月曆）實用與（美女圖）裝飾的雙重功能，消費者會將它視為牆
上掛飾，且長時間（一整年）展示它。因此我們可以說，「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的
「傳播媒介」即屬於印刷品、平面廣告類。至於廣告畫中的圖像部份，主要是用擦
筆淡彩畫法，將人物、背景、商品以寫實的基調表現，4 加上精美的矩形邊框。而
文字部份大多是商號、商品名與商品說明為主，排列在邊框上，也有些是在圖像
中；最後加上邊框兩側或下方的月曆。就「符碼的形式」而言，月份牌廣告畫是以
傳達視覺圖像與文字訊息的符碼為主，分別是直接訴諸於視覺感官的寫實彩色繪
圖，以及訴諸於閱讀理解的繁體中文字或西文字。
至於月份牌廣告畫的「文本圖構」，也就是它（圖文並呈的圖像文本）用以產
生意義的構圖方式，則十分特殊。它兼具實用性質的年曆、裝飾用途的掛畫、促銷
產品的廣告等特性。在版面安排上幾乎都是直幅，並且用邊框將人物畫（大多為美
女肖像）框住，再把產品名稱、廠商名稱、廣告文案以及年曆融入邊框圖案設計
中。舉例而言，以下兩則香煙公司廣告（圖一與圖二），分別將年曆至於邊框下緣
或兩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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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哈德門牌香煙廣告
（資料來源：張燕風，1994:18）

圖二：東亞煙廣告
（資料來源：張燕風，1994: 19）

若無邊框設計，則將文字直接書寫於圖畫邊緣，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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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日本仁丹廣告
（資料來源：張燕風，1994: 30）

不論產品圖像直接出現在畫中於否，產品與廠商名幾乎都要藉由邊框或圖畫邊
緣上的文字才能清楚說明，例如圖四中的產品（蚊蟲香）雖已出現在圖中，但它並
未佔據視覺核心，仍需要邊框文字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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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菊牡丹牌蚊蟲香廣告
（資料來源：張燕風，1994: 52）

從視覺上來看，圖像被框架住了，而它的意義指涉空間，也同時被文字（品
名、廠商名）限定了。也就是說，不論在視覺上或意義指涉方面，被框架的圖像與
被限制的意義是同時發生在畫面上的，這就是典型「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為達成商
品宣傳（「傳播目的」）的圖文制碼（coding），也正是它的「文本圖構」，意
即：圖像（意義）被文字框架（限制）住了。
本文於文獻探討中提及 Barthes 對於平面廣告所提出的符號分析法。其中對於
圖文彼此的符號關係，Barthes（1977）以「預設（意義）功能」以及「情境（意
義）功能」來說明。此法的重點有二，一是認為文字可將閱聽人對圖像的可能解釋
義導向符合傳播目的（廣告促銷）的預設意義；二是強調圖文並存的脈絡，情境脈
絡消失（或不同）則意義消失（或不同）。「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的文本圖構特
性—「圖像（意義）被文字框架（限制）住」，正可被 Barthes 所主張的「文字預
設圖像意義」與「情境脈絡意義」所涵蓋。然而，我們仍需進一步深究其中些許的
差異，因為這正是圖像符號學研究發展至今所面臨最重要的課題：如何針對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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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援用最佳的理論根據，並發展出可行的分析原則與步驟，而非直接套用。
舉 例 而 言 ， Barthes 所 用 來 說 明 （ 預 設 與 情 境 ） 符 號 功 能 的 的 文 本 （ 在
“Rhetoric of the image” 一文中所舉的義大利麵廣告例子）雖與本文分析的對象同
為平面廣告，在「符碼形式」、「傳播目的」、「傳播媒介」上也並無太大不同，
5

卻在「文本圖構」（也就是在圖像文本用以產生意義的構圖方式）上出現明顯差

異。在 Barthes 舉的例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圖像（蔬果）與文字（公司名稱為義
大利文）的構圖組合，一起將圖文意義推向「新鮮、多樣、義大利風味與靜物美
感」，以達到刺激消費者購買該品牌義大利麵的慾望（Barthes, 1977: 32-51）。這
也就是說，文字的確有助於「預設」了圖像所可能產生的意義指涉，使單純的蔬果
圖像產生了「新鮮、多樣與靜物美感」的暗示（implication）與延伸義，並在圖文
「情境」的互涉脈絡下，與具異國情調、「義大利風味」（“Italianicity”）的文字
結合，賦予圖文新意，完成整個平面廣告的表意過程（signifying process）。以圖
像符號學來看這個廣告的「文本圖構」，其特點就在於它使廣告畫面產生了弦外之
音，向觀眾傳達出 Barthes 所謂的象徵訊息（symbolic message）。
反觀月份牌廣告畫卻沒有出現這樣的表意過程。雖然，我們在前面提到，「上
海月份牌廣告畫」文本圖構的特點，即是：圖像（意義）被文字框架（限制）住。
乍看似乎與 Barthes 所稱的「預設（意義）功能」（anchor）很類似，但月份牌廣
告畫中的女性圖像卻大多沒有因為文字符號的指涉，而有進一步的暗示或延伸義的
出現。更沒有能夠因「情境（意義）功能」而產生了圖文新意，傳達出象徵訊息。
在月份牌廣告呈現的畫面中，女性圖像符號與產品或廠商名等文字符號之間的連結
非常薄弱，甚至是毫不相干。因為任何一幅圖都可以被置換成另一張圖，而完全不
影響傳播（廣告或促銷）目的 6；相反地，同樣的圖也可以框上不同的文字符號而
毫無影響其所能達成的傳播目的。也就是說，在月份牌廣告畫中的圖文之間，既非
「預設」功能也無「情境」關係。Barthes 在 “Rhetoric of the image” 一文中所提出
的符號分析工具並無法適用於「上海月份牌廣告畫」這樣的目標文本。然而，透過
圖像符號文本特性的辨識過程，我們在「上海月份牌廣告畫」中找到了「（女性）
圖像」與「（文字）框架」這兩個重要的表意符號結構單位，也發現了兩者在表意
過程中的連結斷裂。
也就是說，以「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為例，此文本類型的「文本圖構」特點
是：圖像（意義）被文字框架（限制）住。而在視覺符號上的表面呈現則是「被框
架的女性意象」（the framed female image）。其中，「框架」與「女性意象」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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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重要的兩個表意符號單位。
綜合以上，針對圖文並呈的平面廣告文本，我們進一步提出圖像符號分析方法
與步驟的修正與建議：
（一） 依其「符碼的形式」、「傳播目的」、「傳播媒介」、「文本圖構」，找出
圖像符號文本特性。
（二） 定義出該文本或類型文本的符號結構特性。
（三） 確認最重要的表意符號單位，以及其彼此之間的表意結構關係。
（四） 最後就表意符號單位進行意義分析，並揭示其深層結構意涵。
畫師展示待價而沽的美女圖，由商人們買回，將印有商號、產品、年曆的邊框
直接架放上去，藉大量印刷而流通，這就是當時「月份牌廣告畫」的產銷過程（張
燕風，1994）。華人社會從封建社會跨越到資本主義時代、視覺藝術跨越到商業廣
告的原初狀態與模型，似乎就是以「文字符號∕商品∕資本主義—框架—圖像符號
∕女人∕藝術作品」這樣的設計概念呈現。是否「被框架的女性意象」（the
framed female image）就是那個時代（一九一○～三○年）意義的縮影？那個時代
的符號標記？接下來本文即深入分析月份牌廣告中「框架」與「女性意象」的符號
運作與意義。

二、框架：女人之外
女人雖然通常是視覺的焦點，但「框架」卻是月份牌廣告畫最重要的元素與定
義，因為沒有了框架，一張張的美女圖就只是彩色人物畫像，不見得是藝術成就的
展現，也不具備商業廣告價值。當美女圖加上了框架，就變成了可饋贈的禮品、實
用且美觀的展示品，同時也是效力持久的商業廣告。那麼，這個「框架」到底包含
了些什麼呢？
從美術設計來看，大部分月份牌廣告畫的版面安排都是直幅，而其框架的設計
中西風格皆有。畫框圖案的設計可省卻消費者裱框的麻煩，便於直接張貼展示。從
內容來看，框架中還包括了產品名稱、廠商名稱、廣告文案與中西年曆，中文洋文
並呈的文字安排。而這樣的內容正代表了二十世紀初時華洋錯雜、由傳統走向現代
的上海。狹義的「框架」可以是美術設計的圖像配置，是為了限制視覺焦點的技巧
與手段，而廣義的「框架」便是框架內容物中所隱含的多重文化與意義的指涉。除
了視覺符號，更由於語言符號的關係，它將時空鎖定在一九一○到一九三○年代，
被譽為東方巴黎的上海。也就是說，即便是廣義的「框架」，它仍是一種限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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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意義指涉與文化時空的多重限制。以一張一九一六年的「英美香煙公司」月份
牌廣告為例，它的「框架」似乎就能夠把當時以上海為代表，才剛邁向現代的中國
勾勒出來：

圖五：英美香煙公司廣告
（資料來源：吳昊等人，1994: 1）

此幀「英美煙草公司」的廣告畫，雖屬於較早期的月份牌廣告畫，但它的框架
形式十分具代表性，兩側為年曆表，上方或下方則印上商號的名稱和商品。有些廠
商的廣告畫或少附了年曆（如後期的陰丹士林布或上海棕欖公司），在框架的模式
上多十分固定（卓伯棠，1993）。
此畫的配置是採用西畫自文藝復興以降的人物肖像畫法，將人物置於具透視觀
念的風景之前，四周則由以文字為主體的框架穩穩地將畫面框住。框架左右各是標
示清楚的年曆，寫著「西曆一千九百十五年至十六年」以及「中華民國四年舊曆歲
次 乙 卯 」 ； 而 上 下 則 是 廠 商 名 「 英 美 香 煙 公 司 」 與 相 關 菸 品 名 「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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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les、Atlas、Peacock、Pin Head、Pirate」等。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讓廣告畫可
以具實用價值，且張貼一整年達到廣告效果的年曆是舊曆與西曆並列的。西曆的使
用雖說明了當時上海人民的生活與西方文化的接軌，但從年曆的編排與文字使用來
看，仍是屬於中國曆書的格式，左側的西曆應是右側舊曆的參考輔助系統而已。此
時的上海，雖然自一八四三年虎口條約後（五口通商、英租界開始）已經與西方通
商貿易許久，生活上仍依循為農業耕作而建立的傳統舊曆法。彼時民國四年，一次
大戰中，中國上海的生活尚未完全脫離封建傳統、農業形態的思維模式。
其次，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到位於框架上下的廠商名稱與產品圖樣。雖然產品
圖樣上的文字是英文，但由於上框中的廠商名（「香煙公司」），仍然可以使不諳
西文的民眾了解廣告的商品為何。另外，廣告畫中中西文並呈的方式，也令我們了
解到當時上海人民，對於外來文字與文化出現在日常生活中是習以為常的。一八四
五年始，西方列強繼英國之後，陸續在上海建立租界，「國中有國」成了上海特殊
的城市景象。一八九○後，工業革命後的大量生產與資本集中，企業托拉斯為刺激
消費而開始發展的廣告手段，亦隨之進入上海。一九一一年，「英美香煙公司」領
先引進膠版印刷機，開始大量印刷精美彩色圖片。至此，上海便開始被資本主義
「框架」，西方文化的潛移默化與西方商品消費，同時在上海人民的生活中發生。
於是，西方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配合著深植於人民生活的中國封建傳統，為
我們「框架」出廣告畫的時空；然而彼時一九一五年，在廣告畫中那個被描繪出來
的上海，卻還是個綁小腳的女人。

三、女人：框架之外
「女子無才便是德」，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傳統禮教，要求女性在家相夫教子，
不得出外拋頭露面。一九○三年，清末所頒訂的〈蒙養院與家庭教育章程〉應是中
國近代有關女子教育最早的政府規定，明文女子應在家學習女孝經、女四書、烈女
傳等，或可學習其他維持家用之書、算知識。當時，官方認為女子上學有違「中國
男女之辨的傳統」，並有沾染西方「自行擇配」、「蔑視父母夫婿」之風，故遭禁
止。直至一九○七年，〈女子小學堂章程〉，其中規範課程不許違背「中國懿德之
禮教」，勿使女學生「沾染末俗放縱之氣息」，以培養「貞靜、慈淑、端儉」的賢
妻良母為目的，同時女子不得與男子同校，更無權接受高等教育。上海雖是中國較
先接受西方現代化觀念的城市，第一所女子學堂「裨文女孰」早於一八五○年由美
國聖公會成立，也要到一九一六年才有私立大同大學招收女大學生（上海婦女志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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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委員會，2000）。那麼，在這樣保守、封建的環境中，可以在一九一五年的「英
美香煙公司」月份牌廣告畫中被公開展示，還綁著小腳的女子是誰呢？洋商企業捨
棄西方美女、騎士、風景、靜物、甚至宗教畫，為了入境隨俗而選用的「中國美
女」是誰呢？她絕非一般閨秀婦人，而從其穿著得知，她也並非是西化已深的現代
女性。在那樣的時空中，她應是以拋頭露面維生的賣笑女子，而一般大眾也接受其
展示自身等舉止的妓女。7
比對同一時代上海留下來的一些攝影照片，有一張「詩妓：李萍香」的人物
照，無論人物容貌、穿著打扮與姿態都與前述廣告畫十分相似：

圖六：詩妓：李萍香
（資料來源：薛理勇，1996: 387）

圖五與圖六中的女人形象在展現的風格上幾乎如出一轍，由攝影師、畫師特別
安排的手中花朵、盆景，以及華麗的織錦服飾，說明了當時的審美觀念。足見洋商
入境隨俗而採用的女性圖像，受到上海當地民眾歡迎。不論「英美香煙公司」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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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的女子是否為李萍香，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公開展示、光鮮包裝下的女性，原
本就不是官方主流所稱頌的大家閨秀、良家婦女，但她卻是上海崛起的商業文化
中，被商家認為可吸引、刺激消費的象徵。
一八九八年，《點石齋畫報》就曾經以「裙釵大會」為題，報導清末上海道台
蔡均妻子出面邀請中外上流婦女在張園開會，會中討論設立上海女學堂等事務。出
席者包含各國領事、律師的夫人，教會修女、中國官員妻子，以及某藥房老闆的情
婦（一名高級妓女）（葉曉青，1998）。一九○三年，美國傳教士李佳白將中國國
際學會總部自北京遷到上海，開幕典禮上，除了在滬名流，還有許多上海名妓也應
邀出陪。（薛理勇，1996）。「妓女作為社會名流，公然出沒於上流社交場所，也
是上海特有的現象」（葉曉青，1998: 144）。事實上，晚清民初的高級妓女，不但
是「第一批在社會上自謀生存的『打工女郎』，當時能在社會上拋頭露面的女子也
只有她們，所以，妓女自然地要承擔社會所需要的公共關係的責任。」（許敏，
1998: 120）因此，清末民初的上海通俗小報將高級妓女視為名人，討論她們的服飾
或文采，也就不足為奇了。在上海小報中，詩妓李萍香就曾被稱為宋代女詞人李清
照的現代寫照，被塑造成有文采的「好女人」（Hershatter, 1997）。
民國之後，社會急遽變遷，封建貴族式微，領導時尚潮流者，不再是昔日的王
公貴族，而是活躍於社會的婦女，其中青樓妓女即是當時女性流行的指標之一（吳
昊，2006）。根據 Hershatter（1997）的論述，作為移民城市的上海，至三○年代
時，妓女人口已高達十萬人，幾乎每十三名女性中就一名是妓女，比例為國際都會
間少見的高。即使官方與知識份子紛紛提出管制、改良、甚至禁絕的議論，許多文
人依然藉由報紙的版面，撰寫尋花問柳的心得、指南甚至票選花國狀元，形成極為
特殊的通俗文化現象。因此，關於李萍香何以能被通俗小報類比為李清照的現代
版，甚至以名人、時尚模特兒的姿態出現於月份牌廣告畫中，必須要從上海當時特
殊的社會情境來理解。
即使有衛道人士感嘆「從前衣服暗分等級，非真貴家豪族，顯有通身裘帛者。
今上海龜奴鳩子無不以裘帛為常服，而一般學生更非舶來品不御。做上海人安得不
窮」（吳昊，2006: 44），批評這些女性僭越階級，奢華炫耀，但在當時以上海為
主的商業文化裡，她們卻被視為有文采、經濟自主、活躍於社交圈的女性，而西方
資本家入境隨俗，藉她們的魅力與話題來販賣商品，也就不足為奇了。從廣告畫的
女性形象展現來看，女性主體性的實踐已經超越彼時傳統的道德規範框架。一九一
○年代，上海女性地位在華洋交錯、封建傳統與西方資本轉換的時空中漸漸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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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女子無才便是德」的封建思想，反而在資本主義帶來的通俗文化中褪色
了。
於是，一九一五年的這張「英美香煙公司」廣告畫中的女性圖像符號指涉，不
能被單純視為只是綁著小腳，被封建傳統觀念以及資本主義框架限制住的保守東方
女性∕中國上海，而是具顛覆能量、準備溢出框架之外的主體性意涵。也真的在不
久之後，一九一九年五四運動後，大學終於開放女禁（吳相湘，1998）。
一九一○年代的月份牌廣告畫中的女人除了名妓之外，尚有男扮女裝的京劇演
員（如梅蘭芳）（卓伯棠，1993）。不過，在廣告畫中採用「男扮女裝」肖像的商
家，包括「廣生行」、「協和貿易」、「福安人壽」等公司，卻多為華人企業。這
似乎暗示著華洋相較之下，華商對於女性圖像的概念仍然保守，依舊奉行封建體制
中壓抑女性的戲曲男優傳統。然而，不論是女妓或是男優，他們都是華人封建傳統
士大夫觀念裡，供男性消費的對象，這可說明在當時的中國，具有經濟能力的仍是
以男性為主。
自由開放的經濟市場引導著人心思維的改變。一九二○年代開始，廣告畫中的
女人形象也隨著大眾口味與價值觀急速變化。一九二四年「上海太和大藥房」的廣
告畫中的女性已經穿著高跟鞋、改良式的旗袍上衣，洋裝百摺裙，頂著新式捲髮型
了（圖七）。 8 從圖七、圖八看來，扇子應該是一九二○年代上海女性的時髦配
件。一九二七年「林文烟」的香水廣告畫中（圖八），我們可以發現，這個以女性
消費者為主要訴求的廣告畫，不再只是用風景或花鳥來陪襯畫中女子，畫面中央視
覺焦點所在，正是輕倚書架、穿著改良式旗袍令曲線畢露、打扮入時的華人女性。
女人與書並置，彼時應是個受到普遍接受且歡迎的圖像，更是令具有經濟消費能力
的女性嚮往的意象。購買這樣的商品，心理上能與受過教育、有文化素養、時髦的
女性同步於流行文化中，正是此幀廣告畫的消費心理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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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上海太和大藥房廣告
（資料來源：吳昊等人，1994: 16）

圖八：林文煙花露香水廣告
（資料來源：張燕風，1994: 46）

一九二○年代的上海社會急速變化，尤以五四之後改革風氣大盛，纏足、娼
妓、納妾被知識分子視為封建惡習陋規，在女學大興以及西方引進影視娛樂的潮流
下，高級妓女從廣告畫與大眾流行文化中褪色（Hershatter, 1997）。有「詩妓」之
稱的李萍香也自妓院退休，開起畫室（薛理勇，1996）。漸漸地，隨著電影產業的
發達，廣告畫中的女性圖像轉變成演藝人員，開始扮演起女學生（例如「陰丹士林
布」手拿書本的系列廣告畫），或是愛好運動與大自然的活力女子、享受西式現代
生活或養育健康子女的現代婦人。如下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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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回春堂健胃固腸丸廣告
（資料來源：吳昊等人，1994: 26）

圖十：上海中法大藥房廣告
（資料來源：張燕風，1994: 29）

如圖九所示，一九三一年的「回春堂健胃固腸丸」廣告畫中，圖中的女人已經
不再像之前的含蓄、內斂。雖然仍是以中國女性為模特兒，在穿著打扮、配件飾物
上都已非常西化，姿態表情也十分自信大方。畫中背景是一個西式的起居室，壁
爐、水晶燈、沙發、主人畫像等，都在營造一種富麗、繁華、時髦的氛圍。這個時
期的廣告畫，除了描繪現代理想家庭生活環境的之外，也有許多以跳舞為主題的廣
告畫，如「無錫懋倫綢緞莊」、「菊牡丹牌蚊蟲香」等。顏色鮮豔、剪裁貼身、開
衩露背的改良式旗袍，還有佈置華麗寬敞的舞廳，均可視為當時上海享樂、奢靡的
潮流指標。
至於圖十「上海中法大藥房」的現代美女划船圖，可說是「上海月份牌廣告」
畫最興盛高峰期的運動系列代表。不論是游泳、網球、騎馬、高爾夫、騎腳踏車，
甚至是航空飛行，一九三○年代廣告畫中的女性圖像，不但不再嬌弱斜肩、小鳥依
人，反倒是身材健美、愛好運動；事實上，當時關於西方的「健康美」，伴隨著
「強國保種」、「體育救國」等愛國論述，逐漸在變動中的中國社會生根發芽（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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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明，2008）。就算在男性畫師刻意的安排下，微露的酥胸並不是當時人人可接受
的尺度，我們卻可發現在短短十年內，社會對女性的審美眼光逐漸轉變成西方標
準，足見消費者對於女性身體已有相當不同的看法（吳相湘，1998）。
事實上，趨近於人民生活、貼近大眾文化的月份牌廣告，其中的女性圖像除了
提供視覺消費外，也充分反映了那個年代的價值觀與審美觀（陳青佩，2004）。尤
其，當越來越多的女性擁有消費能力，廣告商絕不可能大量使用會得罪女性消費者
的女性圖像。西式物件代表了現代化，華麗裝飾指涉了享樂，而身材的健美展現是
獨立自信的表示；這些都是三○年代月份牌廣告畫中帶給人們嚮往與渴望的人、
事、物。彼時女性不再只是男性從屬、被動而需要保護的第二性，至少，從廣告畫
中的女性圖像，我們看到自信、積極、主動的女性在當時是受到歡迎的。當時曾赴
上海的台灣文人，曾經描寫上海女人「…活潑、非我台灣女性之望塵所能及者、她
們能登台演講、做愛國運動、婦女解放運動、能文能武、巾幗英雄……」（徐坤
泉，1998: 214-215）。甚至將「女人」視為上海的象徵：「上海是女人的天下，她
們是春神、創造真上海的春景、無論街頭巷角、若失了女人的形跡、就變成寂寞枯
澀的地方……」（徐坤泉，1998: 243-244）。
據此，我們不難推論，在當時的上海，女性經濟能力的取得與女性主體意識的
提升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過去的研究者，將此一時期月份牌廣告畫中的女性圖像，
大多視為商品物化、性化女性身體的指涉（沈淑綺，1999，2005）。然而，根據上
述分析，「女性」之為廣告圖像，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消費或慾望對象。在資本主
義入侵、自由經濟市場的刺激下，中國的女性因為投入生產、取得經濟權，在一九
三○年代的上海獲得了史無前例的女權地位--經濟自主、思想獨立、身體開放。
「上海月份牌廣告畫」中的女性圖像，它的符號意義指涉不但溢出了中國封建傳
統，也溢出了西方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外。

伍、結論
「上海月份牌廣告畫」如今已是有價的藝術收藏品。從原先代價而沽的美人圖
加框成商品，再重新回到藝術的範疇。如今，月份牌加框裱掛起來，又再一次成為
美麗、吸引人的展示品。只是各式各樣月份牌廣告畫中的美女圖像仍然不會被限制
在框架中，它展示了一九一○～一九三○年代，在封建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文化交
錯的特殊時空環境中，中國女權地位提升的可能性，而本圖像符號分析研究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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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溢出框架之外的女性圖像意義」之呈現為佐證。歸納本文結論如左：
一、本研究修正了 Sonesson 與 Barthes 等關於圖像符號研究的論述，提出平面廣告
的符號分析原則，首要在於辨認圖像符號文本特性的四大要點。運用於「上海
月份牌廣告畫」分析，則可以下列表一說明之：
表一：「上海月份牌廣告畫」圖像符號分析摘要
辨認圖像符號文本特性 分析對象：以一九一○～三○年代「上海月份牌廣告
的四大分析原則：

畫」為例

符碼的形式

1. 以「女性」為視覺核心的寫實彩色繪圖
2. 中文字與西文字並列

傳播目的

廣告、行銷、宣傳

傳播媒介

平面廣告海報

文本圖構

圖像（意義）被文字框架（限制）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接下來的分析步驟，則依照上述原則，找出廣告的文本特性，定義出該類文本
的符號結構特質，確認最重要的表意單位，以及彼此之間的表意結構關係。最
後，針對表意符號單位，進行意義分析，並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相結合，揭
示其深層意涵。
二、 欲分析圖文並呈的平面廣告文本，不應斷然切割「圖像符號學」與「語言符號
學」的方法取徑。除了提出辨認圖像符號文本特性的四大要點之外，本研究特
別強調第四點「文本圖構」（texture）概念的重要性，主張月份牌廣告畫的分
析重點在於圖像文本（包含圖文並置類）中用以產生意義的構圖方式：亦即圖
像（意義）被文字框架（限制）。依照「文本圖構」的分析原則，由於月份牌
廣告畫多以「女性」圖像作為視覺核心，因此視覺符號呈現就是「被框架的女
性意象」。「框架」與「女性意象」遂成為兩個最重要的表意符號單位。
三、月份牌廣告畫如何透過符號運作而達成宣傳效果？根據本研究分析結果，「女
性意象」是主要的訴求。不過，從「高級妓女」到女演員所扮演的「摩登都會
女性」，從封建社會邁向資本主義化，從傳統邁向西方的現代化，在一九一○
～一九三○年代的廣告畫中，女性形象經歷了多次轉變，而這也代表大眾的口

‧55‧

‧廣告學研究‧

第三十四集

民99年7月

味和喜好轉型。早期扮演社會名流，在通俗小報中製造話題的高級妓女，在五
四運動之後，被改革派文人「醫療化」，「社會問題化」，視為中國為弱國的
象徵，大肆批判後，光環不再，急速從廣告畫中退席，取而代之的模特兒是新
一波流行文化的象徵：娛樂界的演藝人員（Hershatter, 1997）。從圖像符號學
的角度來看，月份牌廣告畫最主要的說服效用，在於結合在上海都會中，受到
大眾歡迎的符號。而這些符號，無論是女性形象、服飾、配件、擺設等，都是
與當時流行文化同步的。
四、伴隨西方強權，侵入中國的資本主義所帶來的新興商業文化，弔詭地提升了一
九一○～一九三○年代中國女性的能見度與地位。當時中國上海的「女性」，
無論是實質（妓女）或符號（通俗小報、電影、廣告與畫報）上被消費，均為
事實。但是，女性角色一面倒地出現於廣告中，並不意味著該女性必然為物化
或被消費的犧牲者。如同 Winship（1987）或 Enstad（1999）所言，與其批判
商業文化與父權同謀，不如觀察女性在建立「政治主體性」的過程時，是如何
有效利用、解讀通俗文本的，而作為商業文化重要一環的月份牌廣告畫，正好
反映了女性形象變遷的社會現實（卓伯棠，1993）。彼時邁向現代化，面臨巨
變的中國，隨著社會風氣開放，正在建立一種新的性別論述，關於「理想女
性」或「現代女性」的建構，不但對於政治行動屬必要，亦可鼓勵女性追求自
我，建立女性角色認同，此一觀點亦與 Gorman（2005）的觀點相符。女性、
性魅力及權力之間的關係，不僅構成了六○年代以降北美女性主義運動的論述
主軸（Machin & Thornborrow, 2006），也可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的文化及
社會脈絡中來加以理解。清末民初西方資本主義的力量，以及五四運動之後的
文化論述，賦予了廣告中的「女性」符號嶄新的意涵。從月份牌廣告特殊的文
本圖構中，我們觀察到：女性圖像雖然被框架，但「她」並非產品廣告的附
庸，而是海報的視覺核心與主角。廣告畫的「她」不但是流行文化的象徵、時
尚的領導者，更有可能打破傳統階級與思想，被賦予了一個令人稱羨，值得認
同的美好意涵。因此，廣告中的「女性」並不如同 Goffman、Buker 或 Page 等
學者所述，只是一個滿足男性凝視（male gaze）的慾望客體而已，在特殊的時
空背景中，「她」的形象指涉溢出框架，代表的是彼時消費者對於理想未來的
憧憬，而這個「美好未來」，則需透過健康、有良好教養、獨立自主的女性來
實踐。
至此，由洋商所引進的廣告畫已不單純扮演促銷產品的作用，畫中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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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女性形象，可能象徵了中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建立新話語的開始（李歐梵，
2000）。這樣的新話語挑戰了封建社會中男尊女卑、「女子無才便是德」的價值
觀，改變了女性被衡量的方式。月份牌廣告畫中的女性角色，以及其指涉的獨特意
涵，並非「物化」女性一說可輕易解釋、涵蓋。相反地，與都會流行文化同步的廣
告畫，正曇花一現地記錄了中國女性地位提升可能的過程。於今看來，「上海月份
牌廣告畫」不但是有價藝術收藏品，以圖像符號研究的角度觀之，它更是研究中國
一九一○～一九三○年代女性形象與地位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註釋
1

卓伯棠主張，「月份牌廣告畫」在當時並無統一名稱，再加上後期部分畫作並
不包含月曆，因而主張應著眼於商業特點，正名為「商品海報」（卓伯棠，
1993）。然而，從社會、歷史、美學的角度來看，若僅命名為一般通用的「商
品海報」，實難以彰顯該類畫作作為中國現代廣告濫觴及視覺表現的特殊意
義，因此本文仍沿用蒐藏家張燕風所命名之「月份牌廣告畫」一詞。

2

一九四九年以後，月份牌廣告畫仍持續製作發行。但作畫的主題、風格已經有
很大的改變，原先所強調的都會時尚女性形象已不復見，取而代之的是穿著樸
素，農、工形象的勞動女性（王受之，1994）。

3

一八八四年五月，上海《申報》開始贈送訂戶夾頁畫刊《點石齋畫報》，一共
八頁，封面為彩色紙印刷，內容圖文兼具，惟仍以圖畫為主，用連史紙石印，
一個月約刊行三次，原先採附贈形式，後來也可以單購。《點石齋畫報》延續
了十四年，直至一八九八年停刊，累積畫作約四千餘幅。

4

擦筆淡彩畫法，最早由民初畫家鄭曼陀使用，該技法結合炭精擦筆畫法與淡彩
描繪，容易表現臉部的明暗立體、淡彩透明的細緻膚色，由於佳評如潮受到大
眾的歡迎，各家畫師便爭相模仿此法（張燕風，1994；卓伯棠，1993）。

5

雖然在「符碼形式」上，兩者有些許差異：義大利文與中文、畫像與攝影的不
同。兩者皆是圖文並呈的表現方式。

6

研究者在彙整月份牌廣告畫時，曾經發現不同的廠商會使用同一畫片，這是因
為他們會直接向畫片社或印刷廠購買現成的畫片，而沒有經過任何設計過程。
換言之，一張海報可以賣給多家不同的公司，所欲販賣的產品也不相同（卓伯
棠，1993；張燕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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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曾於清末民初的服裝研究中指出，當時高級妓女的服飾與月份牌中的人物
服飾常十分相似（阮慧敏，2002）。

8

上海先後於一九一七年、一九二二年成立了中國第一家百貨公司，以及第一家
以女子燙髮為主的理髮店，而隨著燙髮，旗袍，絲襪，高跟鞋成為都會女性的
時髦配件（吳相湘，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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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amed Female Image:
A Pictorial Semiotic Analysis of Classic
Shanghai Calendar Posters of the
1910’s-1930’s
Hsiu-hui Sun, I-fen Chen*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s a pictorial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female
image in Classic Shanghai Calendar Posters of the 1910’s-1930’s.

First of

all, we reflect on Roland Barthes’ and Göran Sonesso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wards Pictorial Semiotics and propose four essentials to
distinguish the features of pictorial texts, especially those of print
advertisements.
texture.

These four essentials are types of code, goals, media and

Furthermore, we find the Calendar Posters’ “texture,” the

configuration of both linguistic texts and pictures that produces meanings,
follows a pattern where pictorial meanings are restrained by linguistic texts,
and the core visual sign of this genre is “the framed female image.”

At las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 two
major signs—“frame” and “female imag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from
courtesans to movie actresses, there had been dramatic change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Posters due to the invading capitalism accompanied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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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Taiwan.
I-fen Chen, Fulbright scholar, is currently a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based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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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th and western modern culture.

The female image in these

Calendar Posters represents no longer an object of desire for male gaze as
those in common commercial posters depicted by Goffman, Buker or Page.
Instead, the female image in popular texts helps to build political
subjectivities of women, therefore encouraging them to pursue a better life
and 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according to Winship、Enstad and Gorman.
In fact, the significances of the female image go far beyond the frame of
feudalization and tradition, signifying the customers’ expectation of a better
future.

And this “better future” will be achieved by a healthy, well-

educated and independent fine woman.
Keywords: Classic Shanghai Calendar Posters, female image, frame,
Pictorial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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