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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社會，在眾多媒體管道之下，閱讀雜誌的人口還是相當多，並沒有因為這些原因而銷聲匿跡。
雜誌的美術編排設計，是跟隨著時代及讀者的喜好而變化萬千的，即使是長久以來廣受讀者歡迎的雜誌，
為了反映出當下最流行的訊息，也會不定期的改版及更新編排方面，得以將最新穎現代的設計呈現給讀
者。而本研究欲將研究對象訂為市面上的時尚流行雜誌，對時尚流行雜誌之封面、以及人物報導文章中的
標題、圖片、與文字描述作量化的內容分析，以探討時尚雜誌中的性別角色呈現。
關鍵詞：女大學生、視覺設計、VI、BI、CI視覺識別

壹、緒論
•假設：台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居住
地，閱讀頻率對《裝苑》女性雜誌封
面傳達性無顯著差異。

一、研究動機
以現在資訊和網路的發達來說，雜誌並不是大
家唯一能得到情報的媒體管道。但是閱讀雜誌的人
口還是相當多。其中女性雜誌以流行時尚類為讀者
介紹最新服飾、美妝、兩性議題等趨勢為主，儼然
成為女性讀者消費意見領袖與流行指標。

•假設：台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居住
地，閱讀頻率對《裝苑》女性雜誌封
面色彩情感無顯著差異。
•假設：台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居住
地，閱讀頻率對《裝苑》女性雜誌封
面結構性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探討各種封面視覺設計要素與女性流行
時尚雜誌封面感性意象之間的關聯，欲藉此做為日
後美術編輯人員針對雜誌封面設計的參考依據。

•假設：台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居住
地，閱讀頻率對《裝苑》女性雜誌封
面象徵性無顯著差異。

二、研究目的
一本雜誌的設計、排版，主要會鎖定讀者群的
特性，設計出適合族群閱讀的感覺，雜誌所呈現的
風格特色，完全依賴設計與排版的控制，創造出讓
目標讀者群感到容易閱讀，能夠喜愛這樣的視覺效
果，這就是雜誌設計封面的重要之處。

四、研究假定
(一)女性消費者會為了喜愛《裝苑》而購買或
是被封面吸引而去購買。
(二)女性消費者期待何種的女性雜誌封面設計
與特質，以及用什麼方式呈現它。

三、研究架構圖

(三)雜誌封面視覺影像與封面描述的呈現對消
費者購買雜誌慾望的影響程度。

本研究以三個自變相作為假設，分別以學院，
居住地，及閱讀頻率與雜誌封面視覺形象中的整體
感，傳達性，色彩情感，結構性，象徵性五大因
素，探討下列假設：

五、研究方法

•假設：台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居住
地，閱讀頻率對《裝苑》女性雜誌封
面整體感無顯著差異。

(一)量化研究法
(二)國內外文獻的收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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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範圍

貳、文獻探討

(一)研究對象

一、女性雜誌相關理論

本研究將對台灣地區女大學生隨機抽樣

(一)雜誌定義
雜誌和書籍一樣，是大眾傳播的一環。傳播大
師M.MacLuhan曾說：「印刷媒體是以視覺位主的
專注閱讀行為，講求秩序和效率，故呈直線進行；
電波媒體的出現，是五官並列的視聽行為，不按牌
理出牌，不斷轉台跳動欣賞。形成漫不經心的集錦
狀態」。印刷傳播媒介在現今也是不可或缺的，它
的影響是更具體且持續的(戴秀鋌，1996)。

(二)研究時間
於2008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進行約一
個月之問卷調查實測。
(三)研究地區
本研究限於台灣地區。

(二)分眾雜誌

(四)研究內容

依內容分類、依群眾分類、依時間分類、依用
途分類、依對象分類、依發行性質分類、依發行方
式分類、依發行地區分類。其中最常見的分類主要
是依內容來分類 。

瞭解主要研究對象的封面視覺設計要素與女性
流行時尚雜誌封面感性意象之間的關聯。

七、研究範圍
(一)  問卷對象設定為台灣地區之女大學生。

(三)女性雜誌的定義

(二)  因 為受限於經費與技術的不足，無法將
所有雜誌樣本完全收集（該雜誌創刊號
至今），因此本研究得以判斷抽樣的方
式，以文化局所出版的《裝苑》雜誌為
樣本。

張淑麗(1994)曾經定義所謂的女性雜誌，乃
是以女性為主要悅聽眾之雜誌，且是少數標舉女性
為唯一閱聽人的媒體。呂姿雯(2003)認為業界將
女性雜誌的定義為「任何以女性讀者為主要訴求的
雜誌」，錯把女性同質化且未考量女性雜誌的分眾
特性，故將女性雜誌定義為「在商業體制的發行之
下，以女性為專屬訴求的平面媒體」。

(三)  本研究探討主題以《裝苑》女性雜誌之封
面視覺之分析，故排除一切有關雜誌內
容，行銷傳播，促銷活動，雜誌企業，
公關活動等非關封面視覺分析之因素。

(四)女性雜誌的現況

(四)  本研究問卷實施過程中，研究者將盡量排
除受試者對《裝苑》雜誌之預存立場，
因為這些無法察覺的誤差因素並不在本
研究的控制範圍內外。

整個市場中除了原有的國內本土雜誌，弄外主
要被歐美各國在台灣發行的國際中文版、以及日系
雜誌所瓜分，本研究主題雜誌《裝苑》就為日本航
空版雜誌。

八、研究架構
二、雜誌封面的探討
(一)雜誌封面的功能
另外根據日本著名的書刊封面設計專家菊地信
義則指出，書刊的封面設計主要的功能有二 ：
1.發揮容器的外部保護功能。
2.向讀者宣傳書籍的內容。

圖1-1：研究架構流程圖

如果從視覺傳達的觀點來看，又以後者被認為
是最重要的功能。這不僅是因為雜誌做為商品便為
流通，而且還要吸引讀者，贏得讀者欲讀此雜誌的
強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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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雜誌封面的視覺動線
(二)雜誌的構成要素

(一)視覺的方向性

雜誌封面構成的要素歸納如下：
1. 插
 畫要素
「圖片」是指已兩度空間呈現刺激，且至少
含有一個非字母、非數字或是算數的元素;插
圖的主要功能更在於：「掌握風格特色，屎
訊息傳達視覺化」、「吸引注意，引起觀者
心理的反應」。
(圖左2-2) 西式版面的視覺流動
(圖右2-3) 中式版面的視覺流動

2. 文
 字要素
文字要素包含以下幾大項：1.中文刊名、2.英
文刊名、3.內容提要、4.期數與出刊日期、5.
零售價格、6.條碼、7.宣傳語、8.活動提
要、9.標誌、10.其它

(二)視覺中心

3. 色
 彩要素
關於進行雜誌封面的配色設計，黃雅卿提出
以下各種必須注意的重點。(如圖2-1)

(圖2-4)中西式版面的視覺重心比較

(圖2-5) 視覺中心與數學中心的比較

(圖2-1) 雜誌封面配色所需注意之條件

(三)影響視覺動線的因素

4、編排要素

構成要素本身所蘊含的動線，有兩種已獲得證
實，其一是由Llndenmann與Newman兩位心理學者
所實驗的：  

   雜誌封面的編排原則，有以下幾種：
(1) 對稱（SYMMETRY）
(2) 對比（CONTRAST）

「Gamma運動」，乃指物體突然出現或是消失
時所能見到的現象。大體上還是沿著形像結構的利
線軸來進行。另一項研究是由Oppen與Brown兩位
教授所提出來，當實際視覺動線與型態本身之力軸
方向一致時，其動感的感受最強烈。

(3) 比例（PROPORTION）
(4) 統一（UNITY）
(5) 律動（RHYTEM）
(6) 平衡（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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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四)雜誌封面視覺設計原則探討

首先根據研究目的開始進行文獻蒐集及分析，
並參考指導教授的建議，以「問卷調查法」對台灣
地區女大學生進行量化資料之蒐集。綜合歸納出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的行為研究，將研究內容分為個人
基本資料、封面視覺五大調性 、封面視覺觀感三
大部分，形成問卷初稿；請教教授及各界人士後，
依其建議修正，製成問卷。施測後，根據所得資料
進行統計分析，將其結果做深入探討與比較，最後
提出結論與建議。

在此分別針對三大封面構成元素，進行設計原
則的探討，以作為建構視覺設計要素表的參考。
1. 文
 字
文字設計是把所要表現的文字正確且完全的
表現出它的意義，並在美的原則下進行圖
案、大小、色彩的設計。文字設計的原則
主要是「易讀性」、「美觀性」，所以文
字的設計重點還是在於可讀、美觀，讓讀
者能夠以愉悅的心情來閱讀以及辨識(董宣
君，2001)。

二、研究流程與架構

2. 圖像的功能為：
(1) 吸引讀者注意
(2) 說明版面內容
(3) 美化版面
3. 色彩雜誌版面上的功能為：
(1) 吸引注目功能
(2) 組織功能
(3) 暗示功能
(五)雜誌版面構成的意象
版面意象可由以下幾種要素的組合方式產生(
蔡頌德，1993)：
1.版面率
2.字體變化率
3.跳躍率

圖3-1 研究流程架構圖

4.圖版出現率
5.特殊圖版處理率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的各個變項為：
(一)、依變項

四、《裝苑》相關介紹

		

Y1：整體感

(一)文化服裝學院

		

Y2：傳達性

現在的文化服裝學院的前身是並木裁縫學
校，它成立於1919年，是一所小型女子裁縫學
校。1923年，學校成為第一家經過認可的服裝職
業學院。經由教育並出版裁縫和時裝方面的書籍，
學院促進了西方款式服裝在日本的普及。

		

Y3：結構性

		

Y4：色彩情感

		

Y5：象徵性

(二)《裝苑》歷年封面

		

X1：年級別

《裝苑》走過漫長的70週年，封面從手繪的風
格一直到近年的攝影風格，並且經過多次的改版，
逐漸地向大家呈現屬於《裝苑》的獨特風格。

		

X2：居住地

		

X3：背景(設計/非設計)

		

X4：學院別

		

X5：個人月收入

(二)、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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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對象

（三）、 問卷編制
本問卷我們以二項目的為編制重點：

本研究選擇以台灣地區女大學生作為受測者，
為本研究問卷施策的母群體。

1. 為
 了得知女性時尚雜誌封面視覺設計要素
中，何者為促成女性讀者購買時的最大影響
之因素。

五、 研究工具

2. 探
 討女性讀者對於女性時尚雜誌封面視覺設
計之重視程度，因此排除對雜誌內容、銷售
服務、雜誌企業等非關雜誌封面視覺設計
之因素來作為編制，並採用封閉式結構之問
卷型態為主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Likert
scale）衡量受測者的態度（1＝非常重要；2
＝重要；3＝普通；4＝不重要；5＝非常不
重要），而受測者則依本身之實際狀況與認
知程度加以圈選作答；本問卷設計包含三大
部份（自變相；五大型；封面視覺分析）。

（一）、 研究設備
本研究之研究設備採用印刷形式問卷、網路傳
送問卷方式、和線上問卷平台等呈現方式作為施測
工具，再配合使用SPSS統計軟體（12.0版本）做
分析。
（二）、 問卷分析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地區女大學生對《裝苑》
雜誌之封面視覺分析的不同感受。因此透過研究採
去問卷調查法，透過本研究設計之問卷得以整合問
卷之結果，其視覺形象相關因素包括：整體感、傳
達性、色彩情感、象徵性、結構性。而年級別、居
住地、背景(設計/非設計)、學院別、個人月收入分
別為此研究之自變項，探討在不同的變相中，其受
測者對於《裝苑》雜誌之封面視覺形象的喜好是否
有顯著的差異。

（四）、 問卷前測
在正式實驗時，本研究將實驗選定的施測樣
本，在「封面觀感問卷調查」和「感性語彙決定」
等等觀念下配合雜誌封面圖片，依等比例縮放，呈
現雜誌原本風貌，再進行問卷編修。
（五）、 修訂正式問卷
請受測者提供意見並根據其意見在問卷上做修
正，找出影響信效度較低的問題並淘汰，使正式問
卷的信效度能更加明確。刪除不適合的題目或是修
正問題使最後在實測問卷時可保有良好的信效度。
（六）、 問卷實測與篩選
透過印刷形式問卷、網路傳送問卷方式和線上
問卷平台來發放，以女大學生為受測者，將施測
的問卷資料加以整理，剔除廢卷後，取有效卷254
份，將其重新編號，並且鍵入資料。

五 、資料分析與研究
（一）、數量統計
將所有回收之有效問卷254份 經過處理，並將
量尺的數值予以編碼，製作成數據透過 SPSS統計
系統軟體（12.0版本）及Windows XP系統附屬應
用程式中記事本，進行統計處理及各項分析 ，以
驗證本研究的假設。
（二）、 檢定方法
  1. 因素（效度）分析
  2. 信度分析
  3. 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

圖3-2 問卷架構圖

  4. T檢定（ T test）
  5.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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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分析
一、信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一)受測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以採用內部信度的指標Cronbach’s
Alpha值來檢測問卷內容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值越高代表問卷信度越高，這也表示量表越
穩定。經由SPSS統計軟體系統（12.0版本）的信
度分析後，可以得知整份問卷的 Cronbach’s Alpha 值達到0.879，高於理想值0.75以上，顯示此
問卷的信度已達到標準之上，因此本問卷信度是可
以信賴的。

表(4-3)受測者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項目

類別

人數

%

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51
70
57
76

20.1
27.6
22.4
29.9

學院

傳播學院
設計學院
其它

93
125
36

36.6
49.2
14.2

背景

設計相關

203

79.9

(表4-1)信度統計量
類型

信度Cronbach’s Alpha

整體感

0.911

傳達性

0.877

結構性

0.920

色彩情感

0.918

象徵性

0.771

整體問卷信度 Cronbach’s Alpha

0.879

(二)受測者行為統計
1.知不知道SO-EN《裝苑》服裝雜誌
表(4-4)知道/不知道次數分配表

(二)效度分析-因素分析KMO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知不知道
SO-EN《裝苑》服裝雜誌

知道

159

62.6

不知道

95

37.4

2.購買SO-EN《裝苑》服裝雜誌

本研究正式問卷的效度分析採用SPSS12統計
軟體系統中資料縮減的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來探討施測結果。採取模式為最大近似值
（Maximum
likelihood），其特徵值（Eigenvalues）為1。而KMO是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
切性量數，當KMO值越大時，表示變量間的共同
因素越多，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正式問卷中採
取封面視覺分析中的五大類型作為因子，分別為整
體感、傳達性、結構性、色彩情感、象徵性。研究
得到的KMO值為.874，符合KMO值的檢定，故本
問卷的效度為可信賴的。

表(4-5)購買過/沒購買過次數分配表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購買
SO-EN《裝苑》服裝雜誌

購買過

132

52.0

沒購買過

122

48.0

3.購買頻率
表(4-6)購買頻率次數分配表
項目

購買頻率

表(4-2)KMO與Bartlett檢定
類型

整體性

傳達性

結構性

色彩情感

象徵性

平均值

KMO

.896

.824

.906

.904

.841

.874

卡方

1255.350

686.795

1509.177

1462.426

1674.593

1371.668

自由度

36

10

45

45

43

36

顯著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沒購買過

99

39.0

一個月一次

75

29.5

兩個月一次

48

18.9

半年一次

15

5.9

視情況而定

17

6.7

4.購買《裝苑》雜誌的優先考量
表(4-7)購買優先考量次數分配表
項目

二、受試者樣本結構 （敘述性統計）

購買SOEN
《裝苑》
雜誌的優先
考量

本節主要敘述在研究中所使用之受試者來源與
結構，以提供第三節分析特性與差異檢定，其主要
統計變數為專業背景。本研究的正式問卷為300份(
紙本問卷為100份網路問卷為200份)扣除填答不完
整、不清楚或信度不佳之無效問卷，共回收有效問
卷為254份。其受測者基本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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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外觀設計

33

13.0

配置豐富程度

21

8.3

內部設計空間感和舒適感

46

18.1

廠商知名度

61

24.0

品質

43

16.9

價格

50

19.7

總合

254

100.0

三、差異性分析
(一)研究假設分析

假設3-3：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色彩情感顯著
為0.566 (P>0.05)無顯著差異。

1.不同學院的滿意度差異
假設1-1：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整體感顯著為
0.537(P>0.05)無顯著差異。

假設3-4：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結構性顯著為
0.096 (P>0.05)無顯著差異。

假設1-2：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傳達性顯著為
0.631 (P>0.05)無顯著差異。

假設3-5：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象徵性顯著為
0.410 (P>0.05)無顯著差異。

假設1-3：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色彩情感顯著
為0.342 (P>0.05)無顯著差異。

(二)交叉分析

假設1-4：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結構性顯著為
0.469 (P>0.05)無顯著差異。

1.封面人物服裝風格 x 背景
設計相關背景的人偏好典雅型的封面人物服裝
風格；非設計相關背景的人偏好休閒型的封面人物
服裝風格。

假設1-5：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象徵性顯著為
0.782 (P>0.05)無顯著差異。

封面人物的服裝風格x 背景
40

2.不同居住地區的滿意度差異

30

假設2-1：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整體感顯著為
0.968 (P>0.05)無顯著差異。

百分比

20
10
0

假設2-2：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傳達性顯著為
0.933 (P>0.05)無顯著差異。

藝術型

典雅型

休閒型

浪漫型

中性型

設計相關

13.3

23.2

36

15.8

11.8

非設計相關

19.6

15.7

27.5

19.6

17.6

(圖4-1) 封面人物的服裝風格x背景 交叉分析圖表

假設2-3：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色彩情感顯著
為0.831 (P>0.05)無顯著差異。

2.封面人物整體色調 x 背景

假設2-4：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結構性顯著為
0.687 (P>0.05)無顯著差異。

設計相關背景的人較偏好休閒型的封面人物整
體色調；非設計相關背景的人偏好浪漫型。

假設2-5：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象徵性顯著為
0.276 (P>0.05)無顯著差異。

封面人物的整體色調x背景
50
40
百分比

3.不同閱讀頻率的滿意度差異

30
20
10

假設3-1：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整體感顯著為
0.580 (P>0.05)無顯著差異。

0

假設3-2：台 灣地區女大學生依不同學院對《
裝苑》女性雜誌封面傳達性顯著為
0.7015 (P>0.05)無顯著差異。

藝術型

典雅型

休閒型

浪漫型

中性型

設計相關

10.8

24.1

30.5

22.7

11.8

非設計相關

7.8

23.5

17.6

43.1

7.8

(圖4-2) 封面人物的整體色調x背景 交叉分析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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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封面背景整體色調 x 背景

6.封面人物整體色調 x 學院

設計相關背景和非設計相關背景的人都是偏好
休閒型的封面背景整體色調。

傳播學院和設計學院較偏好休閒型的封面人物
整體色調；其它學院的人偏好浪漫型的封面人物整
體色調。

封面背景的整體色調x背景

封面文字的整體色調x學院

40

40

30
百分比

30

20
百分比

20

10

10

0
藝術型

典雅型

休閒型

浪漫型

中性型

設計相關

18.2

21.2

27.6

19.2

13.8

非設計相關

17.6

15.7

33.3

17.6

15.7

0

藝術型

典雅型

休閒型

浪漫型

中性型

傳播學院

25

25

12

21.7

16.3

設計學院

21.6

22.4

24.8

19.2

12

其它

33.3

19.4

19.4

27

2.8

(圖4-3) 封面背景的整體色調x背景 交叉分析圖表
(圖4-6) 封面人物的整體色調x學院 交叉分析圖表

4.封面文字的整體色調 x 背景
7.封面背景整體色調 x 學院

設計相關背景和非設計相關背景的人都是偏好

所有學院的人大部份都是偏好休閒型的封面背
景整體色調

藝術型的封面背景整體色調 。

封面文字的整體色調x背景
40
30
百分比

20
10
0
藝術型

典雅型

休閒型

浪漫型

中性型

設計相關

23.3

21.8

19.8

20.8

14.4

非設計相關

29.4

27.5

17.6

21.6

3.9

(圖4-7) 封面背景的整體色調x學院 交叉分析圖表
(圖4-4) 封面文字的整體色調x背景 交叉分析圖表

8.封面文字的整體色調 x 學院
5.封面人物服裝風格 x 學院

傳播學院的人偏好藝術型和典雅型的封面文字
整體色調；設計學院較偏好休閒型的封面文字整體
色調；其它學院的人偏好藝術型的封面文字整體色
調。

所有學院的人大部份都是偏好休閒型的封面背
景整體色調。

(圖4-5) 封面人物的服裝風格x學院 交叉分析圖表
(圖4-8) 封面文字的整體色調x學院 交叉分析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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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三、差異性分析

一、結論

(一)研究假設分析

本研究對台灣地區女大學生進行有關女性時尚
雜誌的封面視覺分析-以《裝苑》為例，因此本研
究對於雜誌的封面功能做了各項探討，認為封面是
一本雜誌與讀者最直接的溝通媒介，封面的主要功
能與目的是要有強度的存在感、也能夠簡潔沒有矯
柔造做的言語、市場上的獨特性、也能讓讀者輕易
了解內容，簡單來說雜誌是一種商品，是用來吸引
人的目光，最大的功用就是宣傳這本雜誌，也是銷
售這本雜誌的唯一路徑。

1.不同學院的滿意度差異
2.不同居住地區的滿意度差異
3.不同閱讀頻率的滿意度差異
(二)交叉分析

四、實驗流程
(一)信度分析

《裝苑》S0-EN的封面自創刊以來一直以非主
流的視覺形象出現在市場上，這本雜誌清楚的知道
要如何吸引它所需要的族群，這樣的族群意識也讓
購買這本雜誌的消費者認為購買《裝苑》象徵著某
種對自己的認同感。

(二)效度分析-因素分析KMO
(三)女性雜誌的定義
(四)女性雜誌的現況
(五)雜誌封面視覺設計原則探討
1.直接感光膜的塗布
2.直接感光膜的塗布

二、《裝苑》S0-EN封面的整體感形象

3.直接感光膜的塗布

由第四章的結果，分析關於研究《裝苑》封面
的整體感形象後發現，《裝苑》的封面視覺設計風
格讓閱讀者印象深刻，而該封面設計會讓閱讀者想
進一步閱讀，而大部分的受測者都以想了解流行資
訊及服飾為目的。而該雜誌封面在受測者的心目中
以獨特編排和經典的視覺，傳達出該雜誌的非主流
訊息，進一步形成購買《裝苑》雜誌的指標，也成
為時尚造型圈中的典範。

4.顯影
(1) 對稱（SYMMETRY）
(2) 對比（CONTRAST）
(3) 比例（PROPORTION）
(4) 統一（UNITY）
(5) 律動（RHYTEM）
(6) 平衡（BALANCE）

三、受測者的形象差異
由本研究的驗證可得知《裝苑》雜誌的封面對
於設計與非設計相關背景的人而言是有些許不一樣
的差異性，對於不同學院的人也有不同的研究效
果，所以在不同的受測者背景上我們可以得到很多
元的答案，這可以幫助我們研究不同的受測者背景
上對《裝苑》雜誌的封面的差異性及影響程度，也
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的去深度探討。

四 、後續研究
（一）、可以針對購買《裝苑》的族群做小眾
文化的分析，探討購買《裝苑》除了封面視覺之外
的因素，何者為其他的考量點，是否為某種特定的
族群意識，影響購買的意願。
（二）、可以針對不知道《裝苑》的閱讀者做
更深層的心理評量，試圖先讓他們了解這本雜誌後
做質化研究，在訪談之後了解其購買意願是否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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