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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 
 
我們一開始選定的研究對象是飯店裡的大廚師，想要探討大廚師多為男性 

其背後有沒有結構因素？在私領域（家裡）負責煮飯的幾乎都是女性，但是到了

公領域（大飯店）身穿雪白制服的主廚卻變成男性，其中更隱含：女\男、業餘\
專業、家務\事業工作 等二元對立的文化邏輯。但在接觸第一位飯店大廚師後確
定報導人無法配合，我們便決定更改題目。 
 後來仔細一想，其實不管研究哪一職業都少不了分析以上幾個面向，不同之

處只是其面貌的展現方式，文化邏輯的操作手法，單車店也不例外。 
現在的單車店訴求不同於傳統的腳踏車店，且多由一對夫妻共同經營；我們

想要探討新式單車店在分工及經營策略上加入了何種性別邏輯，並且再從另一角

度探討；即單車運動呈現了什麼面貌，這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 
 
 
貳、 文獻回顧 
 
有關單車店的文獻資料很少，有一篇是談整個台灣單車製造業的生產網絡， 

提供我們有關單車的生產流程，但在單車廠與單車店之間的連結就談得不多。 
另外關於單車店老闆的經營銷售模式，有 Hochchild的 deep acting；老闆在

銷售過程中提供一種「專業訊息」，帶客人出去騎車不但是身體勞動，更是一種

情緒勞動，而騎車技術高超的老闆更成為後面苦苦追趕的車友們；一個專業的精

神領袖，一個鏡像的身體。 
在老闆娘的部分，我們參考<<頭家娘>>，很多作者的論點都頗能支持本組

的觀察。老闆娘是夫唱婦隨，以先生的事業為事業，並且努力幫忙打拼；老闆娘

最主要的工作還是照顧家中大大小小事情，尤其是教育子女，這一點從老闆娘的

時間分配上最為明顯；然而受訪者明顯嚮往西式休閒生活，所以許多作風及想法

與傳統家庭主婦不同，這一點是主要是個人特質還是後殖民全球化則有待更多更

大範圍的資料蒐集，才能進行分析。 
 
 
參、 研究方法 
 
本組選定公館一家單車店作為訪談及田野觀察的對象，主要報導人為單車店 

老闆、老闆娘及一些車友，前後共四次訪談\田野觀察，每次歷時 2－3小時。我
們選在不同時間前往店面，深入訪談。報導人並同時做田野觀察互相參照，希望

藉此勾勒出單車店完整的經營生態以及單車運動的現況。另外，為了兼顧客人、

車友的看法，我們就近訪談台大單車社。我們選定訪談對象的過程很單純，因為

其中一個組員是台大單車社社員，並且與 Allen單車店老闆、老闆娘熟識，所以



他們爽快答應配合我們的訪談，不但省下建立雙方信任關係的時間；也比較容易

進行深入訪談。單車社的訪談則是前往社上固定的午聚，與社員們閒聊後選定願

意回答的報導人（兩位，一男一女），然後繼續追問更進一步的問題。 
 
 
肆、 概述：單車店背景資料 
      
我們所訪談的單車店位於公館附近，是一家已開業五年多，由一對中年夫婦

經營的店面。他們有一小女兒，約五歲。店面和住家是分開的兩個地方，不過店

裡後頭有小小的房間可供堆放雜物，休息等，也有瓦斯爐可使用。一進店裡，就

可看到門口右手邊的照片，全是老闆和車友們出去玩單車時所拍的，接著牆上掛

滿各式單車零件和用品，如單車服裝等，地上則堆放修車工具，還有一個小書架，

擺滿了單車雜誌和產品目錄；左手邊是一整排新穎的運動單車，最裡頭有兩張椅

子和小桌子，還有電腦可上網。正前方則是又櫃檯功能的玻璃櫃，裡面擺放運動

型墨鏡，櫃子前方緊靠著一長條板凳。 
  老闆為自僱者，工作量不穩定，有時客人很多，有時半天下來都沒有生意上

門；營業時間是周一到周六下午一點到晚上十點，星期天休息，但老闆會帶車友

去騎車。店裡常有熟客來聊天吃飯，女兒放學後也會先接她來店裡，但鮮少開伙，

大多叫外賣或買回來吃。 
 
 
伍、 新一代單車業：銷售方式 
 
1. 銷售者＝產品，行如所感（deep acting） 
  單車業是屬於功能導向的產業，和一般腳踏車（校園車）純粹代步功用完全

不同，產品本身性能的優劣，是騎乘過程順利與否決定性的因素之一，所以也就

成為宣傳的重點，與科技產品的形象結合，透過雜誌和網站等現代媒體資訊來達

到推銷的效果；而愈是高科技的產業，也就是販賣所謂的高階產品，不只是推銷

產品本身而已，它同時也是在販賣某種特定的概念，生活方式，或者說意識型態，

這也是與大眾媒體結合的主要原因。 
對單車業者而言，台灣雖是自行車的製造王國，但單車運動卻是近幾年才從

國外引進的；他們除了十分強調與大自然結合且具備冒險挑戰精神的特色，還包

括選擇了新的生活價值，看重運動休閒所帶來的健康自然生活。簡而言之，單車

運動背後搭配著一整套的休閒概念，銷售者等於就是這種新生活的最佳代表；而

因為他們本身從事這項運動，選擇這樣的生活型態，所以也就失去了前台後台之

分，公私領域的區別模糊。 
以我們訪談的單車店為例，第一次訪談時問到開單車店的動機，老闆和老闆

娘劈哩啪啦地講一堆單車運動的特色，不時強調與大自然融合的好處；而當談到



一台單車單價如此昂貴時，他們的回應則是： 
那就是你個人選擇的問題啦，看你花錢買車是希望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如果只是

想買代步工具的話當然不用選擇這種單車；但若是為了運動休閒身體好，或是這

項運動帶來的挑戰或成就感，那就另當別論了。 
 
除了關於單車運動的概念論述外，銷售者的身體同時也是展示的符號之一，

增加產品的價值，就像百貨公司裡販賣化妝品的專櫃小姐一樣，擁有鏡像的身

體。但有趣的是，對專櫃小姐而言，鏡像的身體通常與剝削的身體互相消長，也

就是說，在被剝削勞動力的同時也必須顧及身體的保養和再生產，以維持自身美

麗來達到產品宣傳效果；可是對於單車業業者來說，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卻是相輔

相成的。我們訪談的單車店老闆，看起來就是有豐富戶外運動經驗的人：小麥色

的皮膚，結實偏瘦的身材，經常為運動休閒的打份—這樣的外表馬上就能傳遞出
他在從事這項運動的訊息，同時也增加了專業技術部分的說服力。然而在修車，

提供資訊，甚至是和車友們一起出外騎乘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出賣自己的勞動

力，實踐並帶給消費者這一整套的運動觀念和生活方式。 
公私領域無法清楚地劃分也是剝削／鏡像身體為一體兩面的關鍵之一。由於

老闆和顧客的關係不只是銷售者和消費者，更是假日一同出遊的車友，店面也不

只是工作場所，而是這群車友們交換資訊，聊天消磨時光的好地方。所以說不論

是平常日或假日，接觸的顧客和車友其實是同樣的一群人，老闆與他們消費的關

係也就微妙地隱藏在朋友這一層關係之內了。公私領域的界線不明，使得工作與

生活、休閒無所分別。在店裡的時間可以說是在工作，也可以說是和朋友聚會；

週末帶車友去騎車可以說是休閒生活，也可以說是傳遞或推銷理念的一部份，屬

於工作。 
2. 專業維修 
單車業主要獲利的關鍵在於售後服務，讓顧客購買產品後能無後顧之憂，把

維修的部分放心交給車店老闆處理。而單車會出的問題千奇百怪，愈了解車主的

騎乘習慣，老闆就愈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並告知保養時該特別注意的地方。所

以和車友們一起騎乘是很重要的，有助於老闆對車主和車子的了解。 
這種修車技術，雖然基礎為對機械的概念，但並無正式的管道可以習得，如

學校體系或學徒制度等來傳授，只能靠個人經驗的累積，或與其他車友相切磋學

習來增進自身的專業能力。 
 
 
陸、 性別分工 
     
「性別分工」清楚劃分工作/家庭、公領域/私領域、男性/女性，「工作」被

界定成是「男性化」的場域，「家庭」則是「女性化」的表徵。對家庭而言，男

人在公領域工作是「養家活口者」，女人在家從事的照顧工作卻不是「工作」，而



是女人付出的無償勞動。在女人職責所在的私領域部份，成為私密生活領域.。 
    筆者訪問的案例裡，老闆和老闆娘各自都有他們的專業。然而後來演變成男
性的專業用來賺取家庭薪資，女性負責兒女的教養工作。老闆和老闆娘自認事情

都是互相幫忙完成的，但不難看出這大致上符合傳統上男性女性特質的分工。 
  首先是單車店裡，幾乎所有的事務，包括訂貨、收貨、組車、修車、清潔、
店面整理，都由老闆負責，甚至店面的擺設陳列都由老闆構思，老闆娘只參與了

一些花草佈置的裝飾。雖然老闆娘把車店經營當作自己責任的一部份，但因為完

全沒有這方面的技術（騎車技巧、新產業的資訊、維修），自然無法深入大部份

面向。也就是說，老闆娘在單車店裡沒有什麼權力，她的意見有沒有被徹底實行，

她連檢查的方法都沒有，更不要說她的意見是不是只被當作建議了。雖然老闆娘

對於店內事務沒有絕大的決策，但畢竟此行業屬於老闆的專業部分老闆娘的決策

權則執行在不涉及單車技術的範疇。 
    雖然老闆在工作的時間比老闆娘投入更多的時間，但從整體來看，老闆娘必
須花較多的心思在家務與子女身上。相較於教育子女，家務勞動往往不是老闆娘

最頭大的部分，對老闆娘而言，最吃重的工作就是教養小孩。家務工作方面，老

闆娘並不時常開伙頂，多一天煮一餐，其餘的部分多以外賣或叫食來解決。家裡

清掃與整理則由專人打理，衣物方面則由電器化產品代勞，照顧年長者部分，由

於受訪者家庭與父母分居，所以在此不多贅述。如同大多數頭家娘的看法，老闆

娘將子女教養尤其是教育部份列為第一順位。由於此受訪者家庭為日常生活與小

型企業的結合的案例，所以大部分的生活都在店面中進行。每天早晨由老闆將女

兒送到幼稚園後，就開始了他們一天的生活中，午十分老闆與老闆娘一起進店裡

準備開始營業，之後老闆顧店，老闆娘會利用下午時間從事自己的興趣(瑜珈) ，
到傍晚小女兒由幼稚園專送回來後，老闆會用瑣碎的時間陪女兒晚玩耍，其餘的

教養責任都落在老闆娘身上、由於老闆娘本身英語程度不錯，所以小女兒在母親

薰陶之下，據老闆言，女兒的英語會話與聽力能已超越國中生程度，老闆娘得利

用晚上的時間指，導女兒寫學校的作業，加強其數字觀念，培養女兒的讀書習慣，

以及糾正指導女兒的行為舉止，並從中拉進親子距離。老闆與老闆娘都非常重視

子女的教育以及親子之間的互動，所以他們願意花大錢將女兒送進全美語幼稚

園，也都盡其可能的能力陪伴女兒。在他們的觀念裡，大部分的社會問題來自於

問題家庭，而親子疏離則是造成家庭問題的首要來源，因此他們認為教育問題是

當下最重要的課題。 
    在單車店的創業初期，老闆娘拋下原有的專業才能(在美語機構擔任教職)，
隨著老闆出來開業，似乎符合傳統上頭家娘夫唱婦隨嫁雞隨雞一起為丈夫事業打

拼的敬業態度開。店初期，也因為老闆娘的外語溝通能力，而帶來不少外籍客源

(越野單車的興起來自國外，剛引進台灣時，外國車友佔顧客的大部分)。而後，
由於老闆娘對機械維修沒有特殊興趣，在店內主要幫忙顧店輔助老闆而在，組裝

單車結構維修的專業部分則無法有太大的幫助。老闆娘對機械的缺乏興趣除，了

其個人因素外,也不乏社會建構對女性造成的刻板映像，訪談中老闆娘如是說： 



我本身對機械沒有很大的興趣，以前所學也和機械方面無關，而且畢竟機械是屬

於男生的興趣，一般女孩子從小都是玩洋娃娃，很少女生會對機械產生興趣，一

般工科也都是男生在唸啊學，理工機械的女性畢竟只是少數！ 
 
小孩出生出生後，老闆娘除了幫顧店外，儼然成為一般的家庭主婦，然而與

傳統的家庭主婦不同的是，傳統家庭主婦通常是無一技之長，附屬於丈夫之下，

專職打點家務，服侍公婆以及照顧小孩。而此例中的老闆娘則是有專業才能，有

謀生能力的現代女性，她可選擇兼職家庭美語教師，但因其個人偏好的生活態

度，所以她選擇悠閒無壓力的生活。沒有在外的工作壓力，她成為全職的母親照

顧幼兒，在女兒為上幼稚園之前，他擔任全天候的保母，包辦了女人的養育與教

育的工作。即使沒有個人金錢收入，卻不影響其在家庭的地位及決策權，老闆如

是說： 
家裡的決策都是我們一起決定出來的，沒有誰有絕對的影響力，兩個人誰講的比

較有道理讓對方順服的比較多就聽誰的。我們不會有不能達成共識的時候，不管

怎樣都會達成共識啦! 

 

 
柒、 單車產業/單車運動和男性氣質的結合 
       
    單車產業（開店），單車運動與男性特質連結，使得單車店老闆所需的特質
和作為一個男性所需的特質一致。於是男性店老闆很容易將自己的性別角色與工

作定位結合，而女性店老闆則很可能必須在這兩者間做個協調才可。 
 
1. 單車產業與男性特質 
單車產業和機械、科技有關。要瞭解車子的性能，維修方法都需要機械概念，

而各個配件的新發明及突破又是科技的代表。我們在田野觀察時發現店老闆常需

要向顧客解釋車子如何運作和調整。有個顧客在聽完避震前叉如何調整後，說「怎

麼這麼複雜？」。理解單車的性能維修需要花很多腦筋，即使是機械系的同學，

有常常在看單車雜誌時覺得很累，不能看得很快。另一個例子是，男老闆和女顧

客之間的誤解，彼此都以為女性就一定不懂機械。女顧客要換煞車，老闆問她要

換哪一種，她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後來換好了，女顧客問男老闆，下次要換這種

煞車時該怎麼說？老闆回答得令女顧客啼笑皆非，她心想，早知道你只是說這

個，我也會啊！搞了半天，我還以為你要問的是型號什麼的。第三的例子是台大

單車社的。每個禮拜單車社去騎車的活動都會有一個「壓隊」騎在最後面；他不

是體力最差所以騎後面，主要是陪騎得慢的人，免得他們迷路，或者後面有人車

壞了，就由他來幫忙維修。而這個「壓隊」往往是一些學長們騎車的目的—陪學

妹騎車聊天，學妹車壞了由他們修好。從這幾個例子不難看出機械、科技在是常

生活中被男性化，且展示自己的機械能力成為男性追求女性的手段。 



2. 單車運動與男性特質 
單車運動和獨立，競爭，判斷力好，戶外，冒險，體力，反應⋯⋯有關。我

們訪問的單車店老闆就非常以他的體力、技巧為豪，其他車友（男性）也把體能、

結實的身材當作理想的自我。上一段的例子：壓隊可以用來吸引學妹這件事，也

反映了他們認為壓隊所需的能力是一種男性魅力，能夠獲得女性的欣賞。我自己

在騎車的經驗是，在山上遇到遊客時，他們往往把我誤認為小男生（全身髒兮兮，

汗流浹背的）；而當他們發現我是女生時，則會驚訝不已，覺得真是不容易。遊

客們先是主觀地認為單車運動大多屬於男性，而女性則「天生」沒有單車運動所

需的特質，因此如果參與了，就顯得特別了不起。另外，我們可以從些象徵中看

出單車運動和男性的連結。騎車的人通常都會很寶貝自己的車，不肯隨便讓別人

騎。而常常聽到的比喻是把車當作自己的女朋友，或老婆。理所當然，老婆是不

能借人的，而且太久不騎車，就是冷落了愛人。單車雜誌圖片或海報裡，騎車的

高手絕少看到女性。圖片裡會有女性的話，多半是穿著性感，姿態撩人地和車子

或零件合照。傳達的暗示應該是，騎單車的人會很有魅力，性感的女人都抗拒不

了。 
3. 影響 
    本文在第一節提到新一代單車業的特色，現在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單車店會
是性別隔離的工作了。開車店必備的能力和男性結合起來了—「鏡像的身體」，

騎車的人是男性，所以鏡子裡的身體也是男性；「騎車技巧」，騎車是男生的事，

理所當然地技巧好的也是男性；「新產業資訊」需要人脈，而我們不能期望這些

人脈會有多少女性吧？「週末騎車」，誰週末不用做家務，不用帶孩子，誰就有

空去騎車；「維修技巧」，誰懂得機械？誰會常常有機會維修，並增長個人經驗？

又，誰會和你討論交流修車的技巧？答案當然都是男性。 
    簡而言之，從玩車開始，到開一家車店，這些活動都和男性特質契合；從事
這些活動可以證明一個人是真正的男人，而要當個真正的女人，又要從事這些活

動，可能就需要另一套論述，解釋這兩個看似衝突的事情為什麼可以並存。 
 
 
捌、 結論 
從訪談到討論過程中，我們逐步地分析了以單車店作為職場的工作與性別之

間的關聯。首先，這個產業本身就是男性特質的－科技、性能、運動的特性透過

現代資訊媒體不斷被強調，所以也是男性獨占的就業市場，而女性的角色，不論

是老闆娘或消費者，都因專業技術傳遞的非正式管道，失去更進一步了解和掌握

單車這項運動或產業的機會。 
接著，更細緻地來看，這一代的單車店和上一代大不相同，尤以情緒勞動的

部分最為突出，我們所訪談的店家已是「行如所感」，從認同單車運動本身的休

閒概念，到美式生活（注重小孩的語言能力；老闆娘很少下廚，煮也是簡單燙一

燙，而非中式菜餚；星期天一定要休息，有別於一般店家休星期一，因為平常日



顧客較少等）的認同實踐，不難發現此時買賣已不單是買賣，同時也是在「搏感

情」，模糊與消費者的界線；當然，職場與日常生活空間重疊，老闆帶車友玩車、

相互較勁的男人文化，也有助於消弭買賣中獲取利潤的現實和不安。 

至於老闆娘的角色，經由我們一再討論過後，認為她雖然和以往傳統家庭主

婦大不相同，但實質上的權力依然有限。有賴於科技的進步和便利性，新一代的

主婦雖然在打掃和做飯方面不用像以往那樣辛苦，但時間仍完全帶小孩給綁住，

可見養育小孩仍被視為女人的責任，而不是夫婦雙方一同分攤的工作。所以說，

新一代的主婦看似有許多選擇，如有工作能力但可待在家當老闆娘，時間完全屬

於自己可自由運用等，但事實上她並無店面的決策權，女人在整個產業中是被排

除在外的，而在家帶小孩看似個人選擇，但也可說是在整個性別文化邏輯下的結

果。 

總括來說，因為新一代的單車店不單是銷售產品，更倡導結合單車運動的休 
閒生活，新一代的主婦（就我們訪談的個案而言）正好是此生活實踐者－家務時

間大量減少，重視親子關係，不為了賺錢而犧牲生活品質等；也因單車店即是日

常生活空間，消費者大多為朋友關係，新一代主婦更能拓展自己的生活圈，而不

是像傳統家庭主婦只能整天待在家裡打掃洗衣做飯。然而，在這些顯著的改變之

下，我們卻發現，新一代單車業仍是由男人主導的產業，而養育小孩仍被劃為新

一代主婦的主要工作，所以表面上，不論是工作本身或性別分工的概念，似乎變

化很大，但事實上仍延續著過去舊有的男／女性特質劃分的觀念，只是呈現在更

細微的地方罷了。 
 
拾、    研究限制 
 
1、樣本少，非隨機抽樣： 
本報告的受訪者皆來自同一家單車店，且選取樣本非隨機，在這一部份我們

廣泛收集資料作為補充，一方面針對 Allen車店作個案分析；另一方面也試
著兼顧單車業普遍的現象。 

2、訪談技巧未純熟： 
我們在訪談過程中遇到不少挫折；擬好問題但無法問出有用的資料，或是報

導人所陳述的情形跟我們的田野觀察結果有出入，進行分析時可用的資料便

相對受限。我們檢討後認為問題出在提問技巧的不足，無法引導報導人繼續

往下講，也沒有把握對的時機追問問題；這是本組可以再加強磨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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