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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世也要分性別？ 

從 Instagram上的厭世迷因看性別論述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 Instagram上以厭世為主題論述的迷因，並從中梳理出性別化現

象與霸權結構，研究發現在「不想與他人建立長久關係」的厭世論述下，以女

性角度出發的迷因帳號中試圖以女性主義的幽默來反對性別不平等與霸權刻板

印象等父權社會的枷鎖；男性角度出發的迷因帳號中則仍多半具有性別歧視的

幽默。這些迷因當中也存在異性戀霸權、父權與男子氣概霸權、描繪出特定性

別形象以及排擠現象等問題。 

 

關鍵字：厭世、迷因、性別幽默、性別化、霸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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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厭世與厭世感迷因從社群媒體中逐漸掀起討論，「厭世」一詞約是自 2017

年起逐漸開始盛行，並在中文學術文章中開始受到研究與討論（吳承紘，

2017；謝馭婷，2019；黃政昌等人，2020；鄭亙良等人，2020）。厭世感，可

能出現情緒低落、人際疏離、倦怠、無助感以及焦慮等負面情緒（黃政昌等

人，2020），研究也認為可能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經濟已不如從前，年輕人面

對低薪過勞、工作不穩定已成為常態、國家政局的不穩定、對於未來成功的不

確定等因素，所逐漸出現的一種集體社會情感（鄭亙良，2020；王智明，

2020），認為再努力也沒有用，不如先放棄的態度。厭世也可能會對個人和社會

產生破壞性負面影響（Cattacin, Gerber, Sardi, & Wegener, 2006）。 

這樣的集體情感共識，也體現在台灣以厭世為主題的創作發展上，如厭世

動物園、厭世姬。所謂「厭世迷因」，不論是 2020 年最負能量的迷因圖「#我就

爛」1，以兩張相同男子不同狀態的照片來表達「覺得自己很糟糕的消極、甚麼

都不管，我就爛」的厭世概念；或是掀起性別討論的性別迷因圖「#阿姨我不想

努力了」2，表達出「出賣身體是一種簡單獲得金錢的方式」概念，內涵一種對

女性出賣身體的諷刺，也傳達出生活太辛苦，不想再努力的厭世感。厭世感的

風潮漸漸吹入迷因領域，在 instagram 上也出現對於性別嘲諷的相關創作，如渣

男語錄、渣女語錄等迷因創作帳號。以簡單的男女動畫圖示，加上幾句嘲諷性

別交往關係的「名言」，就成了一種對於性別交往有著厭世態度的情感。 

在過往對於中文厭世迷因的討論，多半聚焦在厭世貼文對幽默效果的探討

（如謝馭婷，2019；吳亭樺，2020），並可在其他歐美文獻中發現，幽默迷因以

開玩笑這種看似無害的包裝下，可能隱含潛在的危害，如霸權的建構與性別歧

視等（Billig, 2005 ; Worth, Augoustinos, & Hastie, 2016 ; Drakett, 2018），也就是

說，迷因可能以幽默包裝來進行性別嘲諷，並可能成為一種強化主流社會規

範、權力與意識型態的方式。因此，在本文中欲著重探討這些承載著群體話語

權的迷因，在中文厭世迷因中本就存在的性別嘲諷類型迷因，其中所隱含的話

語建構，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性別歧視與霸權規範，在這些論述中有著被包括在

內以及被排斥在外的群體，並導致了其周邊被無意地被動排斥（Shifman, 

2016），這樣的霸權結構可能包括了誰和排除了誰？又有哪些敘述、規範和行為

是被接受及合法化的？以及其中是否有反動的可能？ 

幽默迷因以厭世的態度進行創作與模仿，能夠輕易的分享與再創作，也因

為迷因這樣的特質，使得它擴散速度相當快速，然而在這些以幽默作為包裝的

迷因中，若隱含對於霸權的維護或建構又或是性別歧視問題，就可能使得人們

認為這樣的問題是一種「常態」，認為迷因中所構建出的論述就是特定性別該有

的模樣，進而使得性別不平等或是異性戀霸權、男性霸權等持續存在，甚至強

                                                      
1 「我就爛」迷因案例參考連結：https://meme.fandom.com/zh-tw/wiki/%E6%88%91%E5%B0%B1%E7%88%9B 
2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迷因案例參考連結：https://www.taisounds.com/w/TaiSounds/society_2010201616560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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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這樣的社會規範與權力關係，因此面對迷因的內容，我們應持續探討其中

的論述，發現可能的危害或是反動的可能。 

 

一、研究背景：厭世感的社會脈絡與成因 

（一）厭世感（Misanthropy）是什麼？ 

「厭世感」一詞是從 2017 年後很常看到或聽到的詞彙，是一種逐漸被重視

的社會現象，是一種集體的情感，在中國有喪世代、在韓國有「地獄朝鮮」之

稱、在台灣則是厭世代。厭世感在心理輔導研究中認為它有別於一般的憂鬱

症，可能出現情緒低落、人際疏離、倦怠、無助感以及焦慮等負面情緒，嚴重

者可能會延伸出現憂鬱或焦慮症狀，雖不見得有立即嚴重的影響，卻如慢性病

般啃食人們心靈（黃政昌等人，2020）。厭世（Misanthropy）是指「一種對人

類本性仇恨、不信任或不屑的感情」，是一種社會現象，並會持續不斷影響及改

變個人行為，且取決於人們對生活的接觸以及與他人的互動所形成（Melgar & 

Smith, 2013:1-2）。所謂厭世感是一種疲憊、不安定感，對生活的失望，想與生

活痛苦與辛苦保持距離的感受（黃政昌等人，2020）。從長遠上來看，當厭世

（Misanthropy）的情況和態度結合在一起時，會對個人和人類社會產生破壞性

負面影響（Cattacin, Gerber, Sardi, & Wegener, 2006）。在過去對厭世

（Misanthropy）與其他因素進行研究時，Melgar 與 Smith（2013）發現相較於

男性，女性的厭世感較低、老年人比年輕人厭世感較少、收入和教育水平較高

也會使得厭世感下降、宗教可能降低厭世感、若為少數族群則為提高厭世的發

生、婚後厭世感降低而離婚則相反，此外經濟問題與身處的國家也是影響厭世

感的關鍵因素。 

然而，厭世的情感也不全然是負面的形象。現今對於厭世話語的建構除了

是映照社會現實處境與結構——對於無能為力的社會處境之外，厭世這樣的負

面情感不是作為一種反抗或抵抗，而是相對於正向情感的另一種出路選擇（許

寶強，2018；王智明，2020:261），是一種對於競爭邏輯的欲拒還迎，期待能夠

「好好的活下去」，不是放棄與沉溺，而是對某些價值的確認與重振（王智明，

2020:265）。也因此，厭世可能不總是是一種負面的狀態，也可能是面對這個希

望匱乏的社會時另一種選擇面對的方式——藉由表達厭世情感，來期待能夠好

好活下去。 

也就是說，厭世感是一種對於社會現況所產生的集體情感，可能會有情緒

低落、焦慮、無助及倦怠等負面情緒，可能是對於生活的疲憊、倦怠、不安或

是失望所產生的情緒，也可能是對於人的不信任感、失望、痛苦或仇恨的感

情，也可能是藉由厭世的表達來傳遞不放棄，想要好好活下去的信念。此外，

厭世感也會受到性別、年齡、收入與教育水平、宗教、族群、婚姻狀況、經濟

狀況與居住國家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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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厭世的社會脈絡 

若要探問厭世感的社會脈絡，可能是隨著 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受到資

本主義經濟影響與新自由主義興起，逐漸形成希望匱乏的社會情境，也使得貧

窮的問題更為加劇，以及中國的崛起所造成的現象。在台灣勞工面對工資低

廉、物價及房價上漲問題、勞基法問題等，都促使青年處在過勞與窮忙的不穩

定經濟狀態下，且對於中國的崛起與繁榮等威脅也是造成青年不安與焦慮甚至

是厭世的因素；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過度強調「個人化、原子化」的現代生

活，比方說是個人不夠努力，所以窮、可能是個人不夠自我管理，所以身材走

樣等，進而帶來如憂鬱和焦慮的精神疾病（鄭亙良，2020）。 

 

（三）厭世的集體社會情感 

若要探討這些社會集體的厭世情感，則需要再繼續向後探討背後的情感政

治脈絡。社會人文在晚近研究中（如神經科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精神分析

學等）逐漸有「情感轉向（attective turn）」的傾向，在整個社會中，又可以描

繪出這樣的情感地圖：苦悶、恐懼、焦慮、憂鬱、憤怒、妒恨等負面的集體情

感（許寶強，2018:12）。在當代社會中，也普遍存在著悲觀主義，而個人的決

定或立場不再以客觀分析做為判斷，這樣的悲觀主義情感氛圍，很容易令人傾

向二元對立（也就是理性與感性）及普遍的焦慮感（同上引）。也因此，在面對

困難的處境時，人們就可能會出現兩種極端的反應：急躁的想立刻做點什麼的

行動主義，或退縮迴避的抑鬱難動（同上引）。 

在過去，對於情感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理性與感性情感是有等級之分，如

古希臘哲學強調理性思維、當代心理學區分好情緒與壞情緒、精神分析側重愉

悅與趨樂避苦等，都延續了過去對於理性的喜愛與非理性的厭惡，所逐漸產生

二元對立的情感，並認為理性情感高於感性（甯應斌、何春蕤，2012；許寶

強，2018:25）。在這樣的社會情感脈絡下，也逐漸產生兩種不同的情感：有著

「狼性」的積極、理性、行動派，以及認為什麼都做不好，不如不要做的「佛

系」情緒（王智明，2020:264），而這樣的佛系也可能逐漸轉為抑鬱、退縮、失

望與保持距離的厭世情感。 

 

二、研究現象：厭世感迷因（Meme） 

在迷因中也興起一股厭世風，不論是 2020 年最負能量的迷因圖「#我就

爛」，以兩張不同照片來表達「覺得自己很糟糕的消極、甚麼都不管，我就爛」

的厭世概念（許梚晴，2020），或是掀起性別討論的迷因圖「#阿姨我不想努力

了」，表達出「出賣身體是一種簡單獲得金錢的方式」，內涵一種對女性出賣身

體的諷刺，也傳達出生活太辛苦，不想再努力的厭世感。 

在過去對於迷因的研究多半以幽默化身為主（Shifman, 2016），而迷因也乘



5 
 

載著一種態度與意識型態的展現。可能成為獲得話語權與反抗的腳色，如香港

反送中運動的迷因浪潮，成為發聲的管道。但也可能是一種負能量與霸權傳播

的方式，在話語論述中，迷因成為群體代理，有著被包括在內以及被排斥在外

的群體，而這些被排斥的人口聚集在另一個公共領域，導致了其周邊被無意地

被動排斥（同上引）。因此，本文欲探問：此類型的厭世迷因的性別化現象和霸

權結構。 

 

貳、 文獻回顧 

一、網路迷因的幽默與意識形態 

網路迷因，是由 Richard Dawkins 在 1976 年創造的「迷因（meme）」一

詞，指通過複製或模仿在人與人之間流動的小型文化傳播單位（Shifman, 

2016）。迷因是現在許多用戶參與網絡媒體的方式，如同 Limor Shifman

（2013）稱網路迷因是「流行文化的單位，由網路用戶傳播、模仿和改造，創

造了共享的文化體驗」（p.367），網路迷因是網路文化中的共享體驗，而其中圖

像迷因在集體參與中最為多產（Milner, 2013）。近來新的參與性數位技術更促

進了少數民族獲得公共話語權的巨大轉變。在最近的幾十年中，虛擬公共空間

已成為形成集體身份的重要場所（boyd, 2008 ; Jenkins, 2006 ; Shifman, 2016）。 

  過去對於迷因的幽默感形成也有諸多理論研究，如三大幽默理論：優勢/貶

低理論（the superiority / disparagement theory），藉由嘲笑與貶低他人的不幸或

苦痛來獲得優越感與愉悅、不一致理論（the incongruity theory），也就是當所涉

及的概念與原本認為與該概念有某種關係的真實對象之間有不一致時，就會意

識到幽默的感受、和幽默釋放/緩解理論（the release / relief theory of humour）

則是指笑與幽默感受成為一種釋放壓力的方式，能夠舒緩壓力感與緊張感

（Billig, 2005 ; Drakett, 2018）。 

又如同在 2020 新冠肺炎燃燒之際，瘟疫成為一個集體焦慮與集體創傷的情

境。在疫情中，迷因具有高度傳播渲染力，靠著人們對於當下的反應與集體情

感共識，迷因提供人們自發再造與精神情緒的宣洩與修復，提供一種幽默的解

釋，將複雜的社會關係簡化並做出價值的批判（劉文，2020）。 

網路迷因也反映一種特定態度，如同表演行為般，也正在為現行的意識形

態表達立場（Shifman, 2016）。Ryan Milner（2012, 2014）發現，支配迷因形成

的主要邏輯是「lulz 邏輯」，其特徵是諷刺和疏遠的話語模式。這種表達形式通

常將其歸類為「僅是在開玩笑」，從而導致「粉飾」種族主義和厭女症等霸權刻

板印象。然而，Milner（同上引）與 Shifman（2016）也認為迷因是能夠創造出

「多元（polyvocal）論述」及「可變的（variability）」聲音，藉由迷因的顛覆性

使用，如用戶透過創建出不同論述立場的迷因，來表達各種意識形態的立場。

也因此，本文認為迷因是一種可增加話語論述的使用潛力，雖其中存在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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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但仍是可藉由不同創作論述而可變、多元且互動的。 

此外，女性在許多幽默領域中時常成為笑話的目標並處於邊緣的地位，人

們普遍都會希望女性要克制自己，也就是說當男性在講笑話時，時常期望女性

要給予尊重的微笑，更不要創造出自己的幽默，也因為在這樣不對稱的關係

中，女性時常成為性別歧視笑話的對象（Shifman & Lemish, 2010）。 

網路迷因可能成為精神與情緒修復及宣洩的方式（劉文，2020），但也時常

以幽默進行包裝，將其中的意識形態包裝成無害的幽默笑話，掩飾了其中所隱

含的異性戀霸權的權力關係、性別歧視刻板印象（Milner, 2012, 2014），如

Drakett（2018）的研究所發現的，迷因將性別二元化，並區分出男性霸權、菁

英、知識、理性的形象以及女性不理性、優柔寡斷的負面形象，幽默被用於以

特定方式構建出邊緣群體，促進一種霸權男性氣概與異性戀霸權規範的維護，

試圖將婦女置於網路環境中更普遍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中。不過，在這樣的意識

形態霸權中，也可能藉由用戶的參與再造而變得多元與流動。 

 

二、幽默迷因中的性別話語建構  

在過去研究中，幽默迷因通常被視為對生活積極正面或有益，幾乎沒有討

論到其潛在的危害（Billig, 2005 ; Drakett, 2018）。但其實迷因仍長期存在厭女

症、性別歧視和騷擾等問題，並可能以新形式出現，偽裝成笑話、諷刺和幽默

的迷因（Worth, Augoustinos, & Hastie, 2016），而通過這些幽默的暗示，威脅變

得「無害」（Drakett, 2018）。在 Shifman 和 Lemish（2010）的研究中，對於網

路的性別幽默進行內容分析，發現儘管男性和女性同樣都受到嘲諷，但傳統的

性別刻板印象仍站在主導地位。也就是說，迷因以幽默包裝來嘲諷女性，可能

成為一種強化主流社會規範、權力與意識型態的方式（Billig, 2005 ; Drakett, 

2018）。如同 Bing（2004）所言，幽默不僅僅是一種娛樂，還包括維護和顛覆

等級制度，在群體內部建立團結或加強邊界、權力與刻板印象的工具。 

對於迷因的性別話語建構的研究中，發現幽默迷因呈現出性別歧視、意識

型態的建構、權力結構的展現，建構出男人與女人兩個對立的形象：男人代表

菁英、理性、知識分子且注重文化與技術取向，而女性被建構與貶低為天真、

無知、不理性且外表和性吸引力時常受到評估（Shifman & Lemish, 2010 ; 

Drakett, 2018）。幽默被用於以特定方式構建邊緣群體，促進一種霸權男性氣概

與異性戀霸權規範，試圖將婦女置於網路環境中更普遍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中

（Drakett，2018）。性別歧視的幽默也可能是將女性貶低為一個統一的集體，並

刻畫出傳統的性別歧視（Shifman & Lemish, 2010），如 Shifman 和 Varsano

（2007）在文中所提及三種對於女人的玩笑：愚蠢的金髮女郎、惱人的妻子和

可怕的岳母。這些迷因被視為是一種玩笑，以幽默無害的手法掩飾其中的性別

歧視，並從中構建出性別權力關係與身分。 

關於網路幽默與性別，在 Shifman 和 Lemish（2010）的研究中則定義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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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類型的性別幽默：性別歧視的幽默（Sexist humour）、女性主義的幽默

（Feminist humour）與後女性主義的幽默（Postfeminist humour）。如下表 1。 

 

表 1：網路幽默與性別的三種類型定義整理（Shifman & Lemish, 2010） 

1. 性別歧視幽默（Sexist humour）是以女性為直接且明確的目標、認為

女性較自卑以及具有明顯的等級差異，並將女性描繪成愚蠢且依賴與

不合邏輯的性對象（同上引）； 

2. 女性主義幽默（Feminist humour）則是針對父權社會結構做出批判並

希望能進行改革（Franzini, 1996 ; Shifman & Lemish, 2010），試圖揭露

長期以來被視為「正常」的價值觀（Barreca, 2013），主要包括對霸權

刻板印象及性別不平等的反對、焦點著重在性別且需要有表達的舞台

或渠道，如網路（Shifman & Lemish, 2010）； 

3. 後女性主義的幽默（Postfeminist humour）則在強調性別間的差異（如

不同的社交情況、情感需求等），並可能傾向將女性描繪成追求高度愉

悅與自我美化的消費者以及「性活躍」的形象，嘲笑的是女人跟男人

一樣過於沉迷於性（同上引）。 

 

此外，男女在同性和混合性別的環境中，會使用幽默作為性別建構的工具

之一，藉此建構出不同的男性與女性的身分，男女也會有不同的論述：當女性

在同性群體時會有自嘲的幽默，在混合性別群體時則很少使用，男性則相反

（Mary Crawford, 2003）。 

過去研究中也提及對於迷因性別建構的「反動」，網路也提供可以做為抵抗

與挑戰主流化與論述的平台（Harris, 2001），在面對此類性別歧視的話語構建

時，以反話語的方式進行顛覆行動，作為抵抗和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式，如

Drakett（2018）所提及的，婦女將原本具有女權刻板印象的幼稚作品，改動為

欲結束性別壓迫與不平等的迷因論述。又如 Shifman（2016）過去研究的 It Gets 

Better 影片所提及的，這些影片為同志群體發聲，回應青少年因性傾向、性別

氣質而遭到恐同霸凌進而自殺的處境，也是一種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反動。 

參閱過去文獻，可發現迷因中也會出現與性別或權力相關的論述，因此，

本文欲探討迷因在厭世情感下所建構的性別話語中，中文樣態的迷因論述會有

怎樣的呈現情形？存在性別論戰與權力關係征戰的可能嗎？而異性戀霸權、父

權論述社會框架下的厭世迷因，是否會造成性別刻板印象的增強？是否排除了

某些群體發聲？以及是否出現反動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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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文以主要分享內容為圖文的 Instagram 作為研究平台，並為了研究台灣中

文脈絡下以性別做為區分基礎的性別迷因，因此僅以中文內容之迷因作為研究

對象。在研究對象選擇上，以在 Instagram 搜尋引擎上搜尋之方式檢索關鍵字：

「男」、「女」之迷因帳號，並以發布內容具有圖像與文字之迷因作為主要研究

對象，並決定以帳號之追蹤人數多、具有代表性者作為研究對象的選擇。 

 

一、研究對象 

在 Instagram 中，以性別論述框架下的中文厭世迷因，就同時存在幾個性別

迷因帳號：「渣男語錄（@badguy.talk），18.3 萬人追蹤」、以及「渣女本渣

（@bitchboss_777），19.8 萬人追蹤」作為主要研究帳號、並輔以「在下分享渣

女語錄（@unfuckable_bitchhes），2.9 萬人追蹤」帳號為次要研究對象，且剔除

標示為廣告性質的業配內容。如下圖 1 為其中帳號（@bitchboss_777）的內容

之一。 

 

 

 
圖 1：性別論述迷因。來源：渣女本渣 IG（@bitchboss_777） 

  

mailto:渣男語錄@badguy.talk，18.3
mailto:渣女本渣@bitchboss_777，19.8
mailto:渣女本渣@bitchboss_777，19.8
mailto:在下分享渣女語錄@unfuckable_bitchhes，2.9
mailto:在下分享渣女語錄@unfuckable_bitchhe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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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分析方式 

本文參閱 Drakett（2018）的研究，在各帳號中下載中文圖像迷因，最後總

計分析 200 個迷因，並將之組織和標記數據並對文本進行編碼。根據 Frith 與 

Riley、Archer 和 Gleeson（2005）討論了心理學中視覺數據和方法的使用，指

出視覺和文字以及語言方面是可以相互補充。因此本文並未將視覺圖像與文字

分別分析，將每個單獨的圖像迷因都視為數據單元。 

分析方法以主題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遵循 Braun 和 Clarke（2006）中設

定的準則，首先反覆讀取樣本，以便對數據有較高的了解，再對單元迷因進行

初始簡單的分類，確定迷因的特徵和類型後，接著對圖像迷因的文字、圖像及

整體主題類型進行標記，從中識別出主要主題與子主題（Drakett, 2018:115）。 

 

三、編碼分類 

根據過去對於厭世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Melgar 與 Smith（2013）發現厭

世感會受到性別、年齡、收入與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是否為少數族群、婚姻

狀況、國家經濟狀況與居住國家排名的影響而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在進行標記

時亦特別區分出性別（以論述角度及圖像性別做為區分方式）、年齡（以圖像中

人物身著制服者標示為未成年，其餘為成年，並將成年者區分出年輕成年者或

較年長者）、族裔（國家）、婚姻狀況（單身或已婚）、是否為少數群體（如身體

不健全者）、階級狀況等。 

本文以開放式編碼的方式對迷因單元進行標記，最後編碼出 25 個主題分

類，分別是（可參考下表 2）：與金錢相關；與性愛關係相關（並區分出正向或

負向論述，但最後並無負向論述）；與戀愛關係相關（並區分出正向或負向論

述）；主動追求某項人事物；擄獲他人芳心或具有魅力；單身與否的感情狀態；

提及關係複雜的論述（如劈腿、出軌、渣）；不依賴與不單戀或標準高的論述；

隨時中斷關係並離開的論述；奉承他人以求獲得某項人事物或達到某種成就的

論述；無視他人的論述（如看不見他人的存在）；戀愛招數或性技巧高超的論

述；提及橫刀奪愛相關並明確提及對象的論述；喜愛肉體關係更勝於戀愛的論

述；強迫他人以求獲得某項人事物或達到某種成就的論述；易於尋找對象的論

述；提及正向特質（如可愛、性感、溫柔）；提及負向特質（如壞、變態、公主

病）；提及譴責劈腿相關的論述（如備胎）；具有嫌棄他人外貌的論述（如認為

對方外表醜陋、性器官小）；比較他人性器官或性技巧的不同且指涉兩人以上；

認為自身追求者或可挑選之對象眾多的論述（如提及漁池）；有一方以懇求態度

以獲得某項人事物或達到某種成就的論述；認為所有事物皆是別人的錯或者有

找理由的傾向，而錯誤與自身無關的論述。 

除此之外，本文也綜合評估圖像人物之表情或姿勢，分別標示出：喜悅、

悲傷、害羞、性愛姿勢、緊張、認真與正經態度、懇求態度、驕傲狀、有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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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懷疑態度、生氣、拋媚眼、翻白眼、嫌棄態度、滄桑狀以及無法辨識。 

 

表 2：編碼主題分類說明 

主題論述相關 

1. 與金錢相關； 

 

2. 與性愛關係相關—正向 

（最後並無負向論述）； 

3. 與戀愛關係相關—正向； 4. 與戀愛關係相關—負向； 

5. 主動追求某項人事物； 6. 擄獲他人芳心或具有魅力； 

7. 單身與否的感情狀態； 

 

8. 提及關係複雜的論述 

（如劈腿、出軌、渣）； 

9. 不依賴與不單戀或標準高的論

述； 

10. 隨時中斷關係並離開的論述； 

11. 奉承他人以求獲得某項人事物或

達到某種成就的論述； 

12. 無視他人的論述 

（如看不見他人的存在）； 

13. 戀愛招數或性技巧高超的論述； 14. 提及橫刀奪愛相關並明確提及對

象的論述； 

15. 喜愛肉體關係更勝於戀愛關係的

論述； 

16. 強迫他人以求獲得某項人事物或

達到某種成就的論述； 

17. 易於尋找對象的論述； 

 

18. 提及正向特質 

（如可愛、性感、溫柔）； 

19. 提及負向特質 

（如壞、變態、公主病）； 

20. 提及譴責劈腿相關的論述 

（如備胎）； 

21. 具有嫌棄他人外貌的論述（如認

為對方外表醜陋、性器官小）； 

22. 比較他人性器官或性技巧的不同

且指涉兩人以上； 

23. 認為自身追求者或可挑選之對象

眾多的論述 

（如提及漁池、海王）； 

24. 有一方以懇求態度以獲得某項人

事物或達到某種成就的論述； 

25. 認為所有事物皆是別人的錯或者

有找理由的傾向，而錯誤與自身

無關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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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分析與討論 

總體而言，在 Instagram 上的厭世迷因，多半的厭世論述為——不想與他人

建立長久戀愛關係相關的論述，尤其以喜愛肉體關係更勝於戀愛關係的論述為

最多。在過去文獻對於厭世（Misanthropy）的定義，是指「一種對人類本性仇

恨、不信任或不屑的感情，也可能是對生活的失望，想與生活痛苦與辛苦保持

距離的感受」，且取決於人們對生活的接觸以及與他人的互動所形成（Melgar & 

Smith, 2013:1-2；黃政昌等人，2020）。關於戀愛關係，Sternberg（1997）認為

在愛情三角理論中，愛包括三種元素：親密感（Intimacy）、激情（Passion）與

承諾（Decision / Commitment），其中親密指「親密、連結、寄託的感覺」；激

情則是指「造成浪漫、具有身體吸引、且是性關係和在愛情中的驅力」；承諾則

再區分短期和長期：短期的承諾指「使得一個人愛上他人的決定」、長期承諾，

其指「維繫愛的個人承諾」（Sternberg, 1997:315）。此類厭世論述對於人類是抱

持一種不信任的態度，避免與人建立長久戀愛關係，也代表著想與人保持距

離，僅有身體的凝視、觸碰與做愛的激情關係，而不想建立親密感與承諾，

Sternberg 亦將此稱為迷戀式愛情（Infatuated love）。如在文本中，提及「放進

去，但不放感情3」、「你也許不在我心上，但在我身上4」、「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洞有沒有5」、「戀愛我不行，床上不要停6」、「要洞可給，要心免談7」。 

本文透過分析這些與幽默相關的厭世迷因，發現其中隱含性別化的現象，

以及霸權結構。在論述角度狀況上，主要可區分出男性與女性的論述角度之厭

世迷因帳號，女性主要有主動的性愛與戀愛關係、關係複雜的性愛與戀愛關

係、不依賴與不單戀的戀愛關係、負向特質描述、隨時中斷關係並離開、未成

年負向戀愛關係；男性則包括：認為自身性愛技術高超、關係複雜的性愛與戀

愛關係、喜歡肉體關係勝過於戀愛關係。除此之外，這些迷因其中也隱含異性

戀規範與父權結構所衍伸出的男性霸權等，並有排擠特定群體的現象出現。 

 

一、厭世迷因中的性別化現象 

在厭世迷因中，男女的不同論述有著截然不同的性別化現象。根據過去文

獻探討，定義出關於性別與網路幽默的三種類型，分別為性別歧視的幽默

（Sexist humour）、女性主義的幽默（Feminist humour）與後女性主義的幽默

（Postfeminist humour）（Shifman & Lemish, 2010）。因此本研究亦將此三種類型

的性別網路幽默納入討論當中，探討在厭世迷因中的性別論述是否符合三種幽

默的類型。 

                                                      
3 出自：渣男語錄，2020/9/24。 
4 出自：渣男語錄，2020/9/28。 
5 出自：渣男語錄，2020/10/1。 
6 出自：渣女本渣，2020/9/21。 
7 出自：渣女本渣，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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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厭世迷因中，三種性別化幽默類型依然存在。不論是以父權為基礎，將

女性貶低為較低階層且具依賴性及被視為統一群體的傳統性別歧視幽默類型，

在以男性作為主要論述的厭世迷因帳號中仍然存在，像是刻畫出男性「勇猛」

與主動的形象，而女性相對地成為被動接受性活動的「洞」等父權刻板印象；

或是欲藉由幽默的形式來打破過去父權體制所建立的「正常價值觀」的女性主

義幽默類型，也在以女性角度出發的厭世迷因帳號中廣泛的存在，如女性成為

「積極主動」的一方、不再遵從過去由父權體制壓迫中所產生的各類「婦女該

有的形象」，也就是不再體現並試著打破過去中國在倫理與道德中將女性視為依

附性地位的三從四德：從父、從夫、從子與婦德、婦容、婦言、婦功等規範；

又或是雖然較為隱晦卻也相對存在的後女性主義幽默，描繪出女性與男性的性

活躍以及藉由性來達成特定目的的類型。 

 

（一）女性角度   

在本研究中，以女性角度論述的帳號「渣女本渣」裡，最多的主題類型分

別是主動追求性愛關係或戀愛關係的論述、與性和戀愛關係複雜、以及不依

賴、不單戀與選擇標準高相關的主題。 

主動追求事物的主題類型如「踏破鐵鞋無覓處，泡滿夜店想破處8」、「愛愛

前後做好清潔，晚上讓你彈盡援絕9」、「你能在我身上滴蠟，我能在你身下放蕩
10」、「只要哥哥還不軟，妹妹幾次攏欸賽11」、「希望每天叫醒我的不是夢想，是

晨炮12」。此類主題發現與過往對於幽默迷因中的性別話語建構發現有所不同，

在過去女性被塑造出被動與無知的形象（Drakett, 2018），但在本研究中發現，

女性反而成為主導關係者，女性主動選擇對象以及對性愛關係與戀愛關係的主

動追求，女性並未受到邊緣化或愚蠢的受到欺騙成為性對象。也就是說，在此

類型的幽默迷因當中，女性反過來成為主導的對象，對以往的性別歧視幽默進

行反動。相對的這類型的主題，亦符合 Shifman & Lemish（2010）所定義的女

性主義幽默與後女性主義的幽默，試圖突破過往父權社會中，普遍認為「女性

應成為被動接受戀愛與性關係的對象」之價值觀，並認為女性的「性活動」活

躍，存在嘲笑女性與男性一樣沉迷於性，並以性行為來達成特定（消費）能力

或目標，如「哥哥給我買粉底，我給哥哥頂到底13」。 

第二類型的主題論述，則是與性和戀愛關係複雜相關。主要又以橫刀奪愛

的關係、劈腿等為主。如「感冒不想傳染給寶貝，所以昨晚我跟別人睡14」、

                                                      
8 出自：渣女本渣，2020/11/13。 
9 出自：渣女本渣，2020/10/27。 
10 出自：渣女本渣，2020/10/22。 
11 出自：渣女本渣，2020/10/15。 
12 出自：渣女本渣，2020/10/7。 
13 出自：渣女本渣，2020/9/14。 
14 出自：渣女本渣，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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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男友的屌，我床上的寶15」、「不做誰的女友，只做你的炮友16」。這樣的主

題可能也與女性主義幽默有關，試圖打破原本由男性所建構出來的「女性應遵

從婦德，服從自己的老公（單一對象）」之價值觀。 

第三種類型則是女性的不依賴、不單戀與選擇標準高之主題相關。例如

「我很高貴，你沒機會17」、「二選一的時候別選我，老娘不做任何人的第二選

擇18」、「我會叫你寶貝，也會讓你心碎19」。是面對過去性別歧視幽默的反動，

不將女性描繪成依賴男性的對象，並試圖以女性主義幽默的方式，藉此打破過

往父權社會中長期被認為「女性是被動且依賴的角色」，也就是「婦從」的價值

觀。 

由此可發現，從「渣女本渣」中的女性論述角度出發的迷因中，存在欲打

破過往男性霸權中所加諸在女性的枷鎖，試圖以女性主義的幽默來反對性別不

平等與霸權刻板印象等問題，期望在揭露這些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

後，能對這些父權社會結構做出改變。 

 

（二）男性角度 

在本研究中，以男性角度為主要論述的帳號「渣男語錄」裡，主要有三項

主題：認為自身性愛技術高超、關係複雜的性愛與戀愛關係、以及喜歡肉體關

係勝過於戀愛關係。 

在認為自身性愛技術高超方面，如「我不能為你擔心，只能操到你對我動

心20」、「只要我晃得夠大，地震就比不過我21」、「我家的貓會翻筋斗，我的表現

會讓你抖22」、「看我在床上展現驚人的技術，讓妳喊叫爸爸，成為妳的繼父
23」，此類主題以認為自身(男性)的性愛技術高超為主要論述，能夠使女性在性

愛方面感到滿足。本文認為符合性別歧視幽默的定義（Shifman & Lemish, 

2010），可以看出在此類型的論述中，仍著重刻劃男性「勇猛」的形象，具有男

性霸權的刻板印象，而女性則有呈現出「被動接受」且成為依賴男性的性對象

之傾向，將女性貶低為一個統一的性愛集體對象，並刻畫出傳統的性別歧視。 

在關係複雜的性愛與戀愛關係主題中，如「只要妹妹還不賴，哥哥每個都

會愛24」、「雖然妳名花有主，但我會移花接木25」、「我無法給妳天長地久，但我

保證比妳男友還久26」，可以看出在本研究的帳號中，以男性角度為主要論述的

迷因帳號裡，也不強調單一與專情的感情，可能是橫刀奪愛，也可能是出軌或

                                                      
15 出自：渣女本渣，2020/11/7。 
16 出自：渣女本渣，2020/12/8。 
17 出自：渣女本渣，2020/9/1。 
18 出自：渣女本渣，2020/9/3。 
19 出自：渣女本渣，2020/9/27。 
20 出自：渣男語錄，2020/9/19。 
21 出自：渣男語錄，2020/12/12。 
22 出自：渣男語錄，2020/11/25。 
23 出自：渣男語錄，2020/11/14。 
24 出自：渣男語錄，2020/11/18。 
25 出自：渣男語錄，2020/11/24。 
26 出自：渣男語錄，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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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腿的關係。此類型與三種性別幽默皆無相關，但仍可看出其中有霸權的存

在，如異性戀霸權等，在後詳細討論。 

除此之外，在「渣男語錄」的論述中，也很常出現喜歡肉體關係勝過於戀

愛關係的論述。此處與上述的厭世論述相關，都以只想建立肉體關係而不想建

立長期戀愛關係為主要的論述核心，如「放進去，但不放感情27」、「你也許不

在我心上，但在我身上28」、「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洞有沒有29」。此類論述

在男女中皆存在，而在男性的角度中更是為數甚多。此類型主題仍有將女性刻

畫為統一的性愛對象的論述，如「洞」、「放入」等用詞，符合 Shifman & 

Lemish (2010）所提及的性別歧視幽默。 

由上述可知，在以男性角度為主要論述的「渣男語錄」中，多半仍具有性

別歧視的幽默以及男性霸權與異性戀霸權的問題，普遍仍將女性貶低為一個統

一的集體性對象，並有男性主導且具有較高地位而讓女性被動歡愉的刻板印

象，如哥哥與妹妹、爸爸等用詞，關於父權與異性戀霸權之討論，將在後面詳

細討論。 

 

（三）性別化綜合討論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男性（如渣男語錄）及女性（如渣女本渣、在下

分享渣女語錄）論述中，包含僅有一方具有的主題特徵。女性角度論述的帳號特

有的主題包括：強調自己單身的情感狀態、譴責他人劈腿行為、以及嫌棄他人外

貌（包括長相與性器官）的論述。如「嘴上叫寶貝，是寶還是備30」、「不是妹妹

不夠緊，而是你的真不行31」。男性角度論述的帳號特有的主題則包括：奉承或懇

求的態度、強迫他人的行為、很會找性對象、以及認為所有事物都是別人的錯，

與自身無關的論述。如在文本圖像中「男性手搭女性肩膀，男性欲接近女性而女

性表情不悅32（如圖 2）」、或是「她主動，我也沒辦法33」的論述。 

 

  

                                                      
27 出自：渣男語錄，2020/9/24。 
28 出自：渣男語錄，2020/9/28。 
29 出自：渣男語錄，2020/10/1。 
30 出自：渣女本渣，2020/9/8。 
31 出自：渣女本渣，2020/8/28。 
32 出自：渣男語錄，2020/11/8、2020/10/31。 
33 出自：渣男語錄，20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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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圖像中包含懇求態度或強迫他人的行為。 

出自渣男語錄（@badguy.talk）。 

 

這部分可能與大眾對於男性與女性的既定想像或期待有關。傳統會期待女性

應保持「純潔」狀態，也因此女性在面對情感問題時，可能保有傳統「單身保值

以免掉價」的觀念，因而會在迷因中強調自己單身的狀態。也可能是因為傳統女

性在過去是被動受到男性追求的情況下，對於女性的既定想像是「可挑剔對方」

的地位，因而在迷因中有可以嫌棄對方外貌的可能。在男性方面，同樣可能是受

到普遍想像所影響，認為男性是「主動追求女性」的角色，因而在迷因中，出現

奉承、懇求的態度，甚至是強迫行為，以及對於找尋對象相當拿手的論述；此外，

在對男性的既定想像中，可能會有「是她主動勾引我，我也沒辦法」等類似的論

述，認為都是別人的錯與自身無關，或許是源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影響，當男性

有婚外情或小三時，社會大眾譴責的對象通常是指向身為第三者的女性，而非同

樣有過錯的男性之既定想像有關34，因而在迷因當中出現類似的論述。 

 

二、厭世迷因中的霸權結構 

在厭世迷因中，也存在霸權結構，成為某些群體的代理並為其發言，甚至

讓這些霸權結構被大眾所接受與合理化，同時也有意無意的排擠了某些群體。

在本文研究中就發現了幾種霸權的類型以及其呈現的方式，並討論了其中所排

擠的群體。分別有異性戀霸權規範、性別形象建構與父權，以及對於特定群體

的排擠現象。 

（一）異性戀霸權與父權 

承上所述，這些迷因之論述仍可看出隱含異性戀規範。不論是以男性或女

性角度出發的迷因內容，皆有提及「哥哥…，妹妹…」或是「叫爸爸」的階層

自稱差異，如「只要妹妹想，哥哥就有求必硬35」、「只要妹妹還不賴，哥哥每

個都會愛36」、「只要哥哥還不軟，妹妹幾次攏欸賽37」、「哥哥給我買粉底，我給

哥哥頂到底38」、「看我在床上展現驚人的技術，讓妳喊叫爸爸，成為妳的繼父
39」，又或是在圖像呈現上以單一性別或兩性為主要呈現方式。這樣的論述除了

隱含不平等的階層問題，將女性置於較低下的階層的地位，屬於一種性別歧視

幽默之外，也將異性戀視為普遍的性關係與戀愛對象的假設，強迫將異性戀的

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置於其中，在這樣的話語中，男性與女性以及他們之間的性

關係被以特定的方式描繪出來，直接設定論述者就是異性戀的論述，便是其中

                                                      
34 如過往台灣的通姦罪中的但書：「刑法第 239 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對人」，也就是說，過去

刑法能對配偶撤除通姦罪提告，然而相對人（也就是第三者）卻不適用的條款。 
35 出自：渣男語錄，2020/9/21。 
36 出自：渣男語錄，2020/11/18。 
37 出自：渣女本渣，2020/10/15。 
38 出自：渣女本渣，2020/9/14。 
39 出自：渣男語錄，2020/11/14。 

mailto:渣男語錄@badguy.talk，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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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霸權的表現。 

除此之外，這其中也包含更廣泛的父權概念，如上所舉例的內容，這些迷

因中皆出現以「哥哥」及「妹妹」來自稱的階級差異。在廣泛的父權當中，普

遍認為男性是掌握權力與經濟的一方，而女性則服膺於男性所賦予的次等位階

之中，在此我們能看到不論是男性自稱是「哥哥」、「爸爸」，甚至是女性以「妹

妹」自稱，在論述上都帶有將女性置放於父權體制之下之感，認為男性具有較

高的位階，是能夠控制女性的一方。 

 

在這些迷因當中，也存在對於特定性別的形象刻板印象描繪及父權概念所

延伸出的男子氣概霸權。在過去父權社會之中，普遍仍存在對於特定性別刻板

的印象。如楊喻婷（2008）就曾提到，大眾多半會認為「真男人」應該要是勇

猛剛強，展現威武不屈的男子氣概；而認為「真女人」是具有賢慧柔順，有婉

約氣質的女人味，然若不符合這兩種典型表現的行為，就可能會受到抑制、打

壓或者貶抑與歧視。其中的男性氣質（masculinity）又可分為不同的類型且彼

此關係並非平等：大致可區分出受到推崇與視為典範的「男子氣概霸權」，並會

被視為是男生該有的樣子，如運動英雄或健美身材，以及受到鄙視或邊緣化的

男性氣質，如男同志、少數族群的男性氣質（同上引）。 

對於迷因中兩性的印象刻畫上也具有類似的描繪。女性的角色選擇圖像皆

為面容美麗與身材姣好的形象作為描繪對象，如胸部豐滿、腰部纖細與腿部修

長之外表，以及具有婉約「女人味」的女性性別氣質（Feminity）；對於男性的

刻畫，則以健美的身材外型為描繪主角，如壯碩的肌肉，也是顯現出其中存在

男子氣概霸權，而忽略了在這個社會當中，也同樣存在不同性別氣質的類型。 

綜上所述，異性戀霸權、父權及男子氣概霸權等現象，依然存在於現今的

迷因當中，不論是在本文所研究的迷因裡有許多自稱「哥哥」與「爸爸」的話

語論述，並強調男性的性愛技術高超與「勇猛」的形象，或是刻畫出性別刻板

印象與既定想像等，都再次將異性戀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注入其中，並顯示出

父權體制仍在其中影響著人們。因此本文認為在這些迷因當中，不論是以男性

或女性角度詮釋的迷因帳號，皆隱含對於二元性別的性別氣質刻板印象、異性

戀霸權話語的建構以及由父權所延伸出的男子氣概霸權問題。 

 

（二）排擠現象 

由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迷因當中，也潛藏受到邊緣化與排擠

的群體，如在性別議題上，這類型迷因仍以異性戀的男女為主要論述對象，不

論是在話語呈現或是圖像表達上，都以男性與女性的角度出發，並呈現出兩性

的異性戀規範，而對於性傾向少數者，如 LGBTQ 則並未描繪或論述，但這樣

的結果也可能是因為本文在研究對象之選取上，以「男」與「女」為關鍵字搜

尋所致。在情感方面，這些迷因多以面對感情的態度以「渣」為出發，排擠了

面對感情選擇專一者，這也可能是源自於在研究對象的選擇時，具有數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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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帳號以「渣」男與「渣」女為主要論述核心所致。 

除此之外，本文也發現這些迷因文本中，具有對於年齡的歧視、身體不健

全者、以及特定種族的歧視。在年齡方面，發現迷因中之人物多以年輕成年者

為呈現人物，少數含有穿著制服的未成年者圖像，而並未有年紀較長之成年人

的形象描繪；身體方面，則全部是四肢健全之人物而未有身障者的圖像；種族

方面，則主要以亞裔為主要種族形象，少數有歐美裔的形象，而極少數膚色較

深之族裔，如拉丁裔、非裔等。 

對於階級方面，此類型之迷因僅提及「錢」或「買」等消費行為，然而並

未特別表明或強調關於階級之問題。在 Bourdieu 的理論中提到，關於消費行為

與階級，又可以「品味」、「生活風格（lifestyles）」以及「慣習（habitus）」與

「場域（field）」來說明。品味是以各種消費行為所構成，也可以說是一種生活

風格，而它又受到人們過往的慣習與所生活的場域所影響，進而出現不同的經

濟、社會與文化資本的差異，這些差異則源自於社會關係不同所產生的差異。

在這些迷因當中，可能因其主題以兩性關係為主軸，因此僅提及金錢與購買等

消費行為，而未表明其中的階級關係，然而本文認為這些消費行為仍可能展現

出不同資本上的差異，進而隱晦的帶有階級的問題。如「買粉底」、「沒錢沒感

情」、「來我家烤肉」等，雖未明確表現出階級差異，然而這些仍是受到過往慣

習與場域的影響所展現的不同生活風格，而背後所隱含的也是經濟、文化資本

落差與社會關係差異所造成的影響。 

 

伍、 小結 

綜上所述，在 Instagram 的厭世迷因中，有著對於人類是抱持一種不信任的

態度，避免與人建立長久戀愛關係的迷戀式愛情想法（Infatuated love），僅想保

有身體的激情元素而不想建立親密感與承諾的厭世態度。並具有性別化現象以

及霸權結構、塑造特定性別形象的可能。 

以女性為出發的迷因帳號中（如渣女本渣、在下分享渣女語錄），與過往對

於幽默的研究不同，存在面對父權社會的反動能力，欲打破過往男性霸權中所

加諸在女性的枷鎖，試圖以女性主義的幽默來反對性別不平等與霸權刻板印象

等問題，如成為主動追求事物的主角、不再單一的性及戀愛對象、且是不依賴

男性的新女性角色等，期望在揭露這些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後，能對

這些父權社會結構做出改變。在男性角度出發的主題論述迷因帳號中（如渣男

語錄），則多半仍有性別歧視的幽默，如將男性塑造為「性能力高超」的「勇

猛」形象，而女性仍被視為一個統一的集體性對象，是依賴男性且被動的女

性，存在男子氣概霸權與異性戀霸權問題。 

由此可見，在台灣的中文領域中，以「渣女」自稱的迷因帳號中，女性在

面對性別不平等時，存在反動的能力，試圖以另一種表達立場的方式來打破過

往的父權體制、霸權刻板印象與不平等。以「渣男」自稱的迷因帳號中則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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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別歧視的現象，且主要仍推崇健美、勇猛的「真男人」之男子氣概性別氣

質，而邊緣化少數族群男性氣質或是男同志的男性氣質。然而，此處仍須注

意，這些以兩性角度為出發的「渣女」與「渣男」迷因帳號內容，並無法全然

的代表女性及男性的全部觀點以及全數閱聽人的想法。 

除此之外，研究也發現這類型的迷因中具有強迫將異性戀的主流文化意識

形態規範置於其中的現象，將男性與女性以及他們之間的性關係以特定的方式

描繪出來，直接設定論述者就是異性戀的關係，如圖像中僅有兩性關係而未出

現兩位同一性別，以及「哥哥」與「妹妹」等用詞，便是其中異性戀霸權以及

廣泛的父權表現。這可能是研究對象選擇方式所致，而未能涵蓋較多樣的性別

論述，因此，未來可朝向更多元的性別迷因領域進行發展與研究，以期涵蓋更

多樣態的性別論述。 

此外，本文之研究對象為過去所出現之文本，並以主題分析之方式進行，

未能涵蓋閱聽人之感受，因此本文建議未來亦能朝向深度訪談之方式進行研

究，探討這些厭世迷因對於閱聽人之感受與影響，以便能更廣泛的了解厭世迷

因與性別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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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misanthropy be divided 

into gender? 

the gender discourse from the 

misanthropy memes on 

Instagram 
 

Abstract 

The word “misanthrop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research since 2017. It includes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depression and helplessnes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mes with 

misanthropy of discourse on Instagram, and sorts out the gendered 

phenomenon and hegemonic structur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misanthropy” discourse is "do not want to buil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The meme accou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try 

“Feminist humour” to resist the shackles of patriarchal society such as 

gender inequality and hegemonic stereotypes; most meme accounts from 

the male perspective still exist “Sexist humour”. Among these meme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heterosexual hegemony, patriarchy and 

masculinity hegemony, describing a specific gender image, and 

ex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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