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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 CIS/SIS 的主張，校徽乃深具影響力的視覺識別要

項，本文進而析論視覺識別與校徽造形、符號學、文化價值觀

等理論概念及論述，並對兩岸大學校徽提出探究問題：（1）

外顯樣貌、（2）內蘊價值觀、（3）前二者之連結。研究則以

近年設校或改制的臺灣（1987 年始）與大陸（1977 年始）大

學之校徽為對象，以內容分析與 Z 檢定探討，結果顯示大陸採

用文字的比例為臺灣的 4 倍多，且在「遵從權威」及「崇敬宗

教信仰」的價值觀數量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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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赴外求學期間，同樣來自臺灣的學生們聚會時除了聊聊家鄉事，也

分享校園點滴。其中，常在校園見到的校徽，即不時成為討論話題之

一，臺灣學生認為其所呈現的動物圖形（獅子及美人魚），具有西方神

話與文化特質，東方學生不易理解其意義。就校徽與文化而言，校徽經

常被使用以代表學校，其乃學校之視覺識別系統的重要元素（鄭麗君，

2008），多數學校尤其透過校徽圖像，以傳達學校的教育理念、文化特

色等（蔡美娟，2007）；而諸多論述指出學校教育與社會文化息息相

關，Brameld（1973, p. 12）及 Pai（1990, pp. 131-132）即強調教育傳遞

了社會文化的價值觀（value），而對於學校教育的目標與角色，每個社

會各具獨特的觀點。綜上，校徽不僅為學校的象徵，同時亦承載學校欲

傳遞的文化價值觀；換言之，不同文化所強調的教育目標不盡相同，校

徽之樣貌亦可能有所差異。 

然而蒐集文獻後發現，關於不同文化下校徽之異同比較尚未有相關

研究可供參考。對於國內校徽的分析主要完成於 近十年，顯示其乃新

興的研究議題，而分別受到教育（如張文龍，2001）、設計（如郭姿

杏，2005；陳雅凡，2006）、視覺傳達（如胡慧瑜，2009；鄭麗君，

2008）等領域的重視；其中，外顯圖樣乃上述各篇的共同焦點，至於內

蘊的教育文化理念則較少探究。然而以符號學的角度觀之，任何圖樣均

為符徵（signifier），其均具有特定的符旨（signified; Angeles, 1992／段

德智、尹大貽、金常政譯，1999）。因此對於校徽的探究，本文將同時

包含外顯樣貌及內蘊理念，並擴展對象範圍而非僅聚焦於本地校徽。 

至於比較的對象，除了一般認為具有明顯文化差異的東方與西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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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位居臺灣海峽兩側的臺灣與大陸，亦常受到臺灣學界的對照，此或

因兩地特別的地理、政治等因素所使然。此外，由於近來兩地交流日益

頻繁，學生相互赴對岸就讀大專或高等校院的人數漸增（林益豐，

2007；游騰穎，2001），課堂中亦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促發筆者思考兩

岸的大專高等教育目標與文化價值觀究竟有何異同。初步蒐集文獻後發

現，在文化價值觀方面，學界指出彼此存有部份差異。依據 Hofstede

（1984）的文化構面所作之探討即顯示：（1）臺灣與大陸對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的接受度相近，顯示對權力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程度相

當；（2）大陸對不確定狀態的迴避性相當高，較期盼處於明確的狀

態；（3）大陸的個人主義較臺灣鮮明但仍低於平均值；（4）臺灣的陽

剛性質較大陸鮮明但仍低於平均值，顯示兩地接受彈性的兩性角色（何

國全，1994）。 

而在大專高等（以下稱為大學）教育目標方面，相關論述亦顯示兩

地的異同。在淵源上，金耀基（2000）指出大陸、臺灣與香港三個華人

社會的大學結構與內涵都有差異，但都是依循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演變

的現代大學模式；時代背景因素乃是自十九世紀末由於西方列強的侵

略，中國為圖強自救而引發改革，在教育方面即以西方取代儒家教育思

想，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標舉的民主與科學。之後在大陸及臺灣均陸

續有所變革。臺灣方面，陳德華（2007）指出因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

的人力需求大增，政府於 1985 年重新開放私立學校的籌設，高等教育

從管制走向開放；黃俊傑（1999）則認為 1987 年戒嚴令廢除，大學教

育邁向校園自由與民主；而陳介英（2008）引用學者們的觀點，強調

1996 年大法官解釋文指出〈大學法〉原定全國大學共同必修科目失

效，課程規劃才朝獨立自主方向發展。而大陸方面，依據吳榮鎮

（1998）所呈現的政經與教育改革對照表，其於 1966-1976 年實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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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於 1977 年改而推動現代化模式，至 1989-1992 年因六四事件

而實施反動模式，於 1992 年再度回復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張鳴

（2010）針對大陸的大學改革亦指出文革、八九事件（即六四）、1992

年為關鍵時間點。上述顯示，1987 年的臺灣、1977 年的大陸，兩地同

樣因政治變革與開放而影響大學教育，此後的變化值得探討比較。 

依據上述，對於以校徽與文化為研究起點的本文而言，可進一步探

討的問題包括︰兩岸大學教育所傳遞的價值觀有何異同？兩岸的大學校

徽如何呈現此些異同？如何反映在近年設校或改制的校徽？簡言之，本

文將以近年設校或改制的臺灣（1987 年始）與大陸（1977 年始）大學

校徽為比較的對象，分別探討外顯樣貌與內蘊理念，其中內蘊理念尤其

聚焦於社會文化價值面。而此些探究，主要涉及視覺識別與標誌、校徽

視覺造形與用途、符號學、文化價值觀等層面，故本文進行相關文獻探

討如下。 

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識別與標誌 

（一）視覺識別 

「識別」的概念主要運用於企業經營，該領域甚為重視而產生所謂

的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CIS 或 CI）。設計先進林

磐聳（1994）將其定義為： 

將企業經營理念與精神文化，運用整體傳達系統（特別是視覺

傳達），傳達給企業周遭的關係者或團體（包括企業內部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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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並掌握使其對企業文化產生一致性的認同感和價值

觀。 

而 CIS 包含三大面向（林磐聳，1994；林東海、張麗綺，1993）： 

1. 理念識別：指企業的經營理念，為 CIS 的精神所在；其可能設計為

精神標語、口號。 

2. 活動識別：企業將經營理念及欲表達的內容，呈現為動態之對內或

對外活動。  

3. 視覺識別：指傳遞企業精神及經營理念的視覺符號設計系統，如企

業標誌。 

上述構面中，設計界特別著重視覺識別。國內設計界即強調視覺識

別的涵蓋項目 多、傳播力與感染力 為直接（陳孝銘，1990）。在國

外，設計師 Sadha（2011）特別推崇或許是探討企業形象的第一本專書

Design Coordination and Corporate Image（Henrion & Parkin, 1967），而

該書對於 CIS 的界定，即直指各種企業標誌（symbols）及標準字

（logotypes）等，相對並未提及理念及活動識別，顯示視覺識別自早期

即特別受到重視。而在視覺設計要素中，企業標誌尤其被視為具有重要

地位（林磐聳，1994）。 

（二）標誌的發展與類型 

標誌的起源可追溯至原始部落以動、植物或記號作為 高精神象

徵，而這些圖騰隨歷史演進成為許多民族及國家的精神象徵，並漸出現

在商品交易中，之後因工商業及繪圖科技發展等影響，標誌設計由簡易

繪製演變為系統化表現，並成為專業的服務與技術領域（王桂沰，

2005）。臺灣在光復後的商標造形發展亦愈顯成熟與專業，尤其在民國

七十至八十年代受到政府及公共環境之採用，使得標誌成為各界運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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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與傳達特定形象、理念的視覺要素（林品章，2000）。 

隨著標誌不再僅限於商業用途，標誌因使用對象及領域不同而出現

相關名詞： 

1. 商標：使用標誌（或是符號）來代表企業或商品，通常稱為商標

（林品章，1990）。 

2. 標章：我國商標法第八章規定，凡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

性、產地等，欲專用其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如 CAS 

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此外，凡具有法人資格之協會或其他團

體，為表彰其組織或會籍，欲專用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團體標

章，例如紅十字會的標章（張文龍，2001；蔡美娟，2007）。 

3. 徽章：源於 12 世紀歐洲統治者在戰場上為識別敵我所設計的盾形

徽記；其後徽章越加普遍，王公貴族亦使用以彰顯聲勢，各行業公

會也設計適合的徽章（陳俊宏、楊東民，1998）。因此徽章為一種

團體標章（林品章，2000），其種類則可分為國徽、家徽、黨徽、

校徽等（張文龍，2001）。 

4. 標識：蔡美娟（2007）認為下列二類均可稱為標識， 

(1) 繪畫符號：以象徵符號或繪畫來代替語言或文字說明（陳孝

銘，1990），如公共場所的指示標誌。 

(2) 活動標誌：無論是國際與區域性活動，設計出象徵符號以傳遞

活動內涵（蔡美娟，2007）。 

徽章被視為與上列其他標誌較為不同，不僅具有裝飾圖樣性，在表

現形式上更為多樣化，且以表彰國家、組織、家族或個人為主要宗旨，

而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陳孝銘，1997；張文龍，2001）。由於運用範

圍廣泛，林品章（2000）指出幾乎只要成立團體，第一件事便先想到徽

章的設計。以校徽為例，其正是代表一個學校團體的標誌，許多學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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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專屬校徽。 

二、校徽的發展與視覺造形 

（一）校徽的發展 

教育界論述指出，學校識別系統（School Identification System；

SIS）乃是將 CIS 的觀念引進學校經營中（黃坤謨，1999）。而依據

CIS 的構成面向，林慶川（2003）指出 SIS 同樣包含理念、活動和視覺

識別之基本構面。劉明德（2002）另外納入聽覺識別，如校歌、校網首

頁之背景音樂；本研究焦點校徽即是學校的視覺識別要項。一般認為

早出現並應用校徽識別的時期，乃中古世紀的歐洲（張文龍，2001）。

至於臺灣 早具有校徽的學校，文獻一說為 1850 年創校的天主教徐匯

中學，另一說則為 1865 年創立的基督教長榮中學及女中；本文蒐尋資

料後則發現徐匯中學雖較早設校，但當時校址位於大陸上海西郊（徐家

匯），直至 1963 年於臺灣復校，故對於何校為先可能出現不同看法。

不過，兩校同為西方宗教所設立，顯示臺灣教育界對於校徽的概念，頗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二）校徽的視覺造形 

之後許多學校紛紛設計專屬校徽，而在樣貌上有所異同。譬如天主

教大學輔仁（屬於宗座大學）與基督教中原（原屬浸信會），其校徽同

樣包含十字架（胡慧瑜，2009）。此外，視覺設計尚可能與區域有關。

胡慧瑜（2009）的研究即發現，國內高職校徽使用白色面積的多寡與地

區人口密度有關。至於兩岸大學校徽在視覺表現上有何異同，則為尚待

進行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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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色彩，許多研究聚焦於其他面向如文字字體、造形圖像等，蔡

美娟（2007）即認為標誌視覺形象的探討應包含造形、色彩與文字三層

面。此三面向各自涉及許多細項。首先，就造形而言，本研究在分析文

獻後認為可區分為三大類：具象、抽象、記號。詳言之，陳孝銘

（1988）舉出文字字體之外其他幾類商標：（1）記號商標—足以代表

的記號，如繩結或以輪廓線包圍的記號；（2）圖形商標—可辨識之動

植物、人神、器物等；（3）由幾何原理所組合的商標—點、線、面、

體和圖的反轉、對稱、漸變、放射、陰陽之理所設計。林品章（2000）

亦在文字之外，將表現形式區分為：（1）具象造形—動植物、人造物

和天體等；（2）抽象造形—自由和幾何抽象。綜上，造形圖像可區分

為：（1）具象—動植物、器物等；（2）抽象—幾何（如點、線、面、

體及其運用等）與自由造形；（3）記號—可作為代表的記號。而上述

文獻對具象造形的分類及名稱雖不盡相同，但差異不大，略可區分為植

物、動物、人神、人造物及自然景觀五類。 

其次，就色彩而言，相關論述的焦點頗多，包括數量、主色、學校

屬性與主色應用（蔡美娟，2007）、校徽色彩與學校所在區域之關聯

（胡慧瑜，2009）。 後，就文字而言，相關研究的焦點亦非單一，包

含文字造形、文字佔用校徽面積的比例、文字造形與面積比例的關聯

（蔡美娟，2007）。然而除了以上由設計角度剖析的項目之外，校方本

身強調的特色為何，則需進一步檢視。以安徽大學為例，其網站對校徽

色彩並未予以說明，但對文字不僅闡釋意義（如「1928 係學校創建年

份」），並指出部份文字的來源（如「安徽大學」四字乃「毛澤東手書

校名」）。因此，本研究將依據學校本身的說明，探討其強調的造形、

色彩、文字之特色，並比較兩岸大學校徽對各類特色採用的比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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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徽符號化與符號學 

（一）校徽之符號化 

陳宜真（2009）統計發現，研究對象喜愛具「意義化」的造形設

計，顯示大眾 在意校徽是否具有意義。然而調查發現校徽設計者使用

的造形圖像與所欲傳達的意義，即二者之關聯，未必全然獲得觀看者之

理解（郭姿杏，2005；陳雅凡，2006）。至於影響因素，蔡美娟

（2007）發現以造形為主，其次為文字，故指出校徽若採用易於大眾理

解的造形或國際通用的語言文字，對於視覺形象與學校屬性之判斷較易

契合。然而不同社會文化所偏好或較易理解的視覺形象未必相同，胡慧

瑜（2009）即發現不同地區學校校徽使用顏色的比例有別，故該研究強

調不同風土民情對於「約定俗成的符號」具有認知差異。 

所謂符號，其形式甚廣，並不侷限於象徵圖像；只要能觸發意義及

感知的形成，都可視為符號（王桂沰，2005）。因此，校徽的造形圖

像、顏色及文字均可視為代表特定意義的符號，而校徽及其他各類標

誌，更可視為具有意義與訊息的符號。李硯祖（2002）即強調「標誌的

符號化」，指出標誌將訊息高度概括化、凝聚化，以簡括的形式傳達出

來。林慶川（2003）亦指出校徽乃是傳達學校識別核心理念的符徵。所

謂符徵，乃外顯的視覺表現；而核心理念可稱為符旨。二者為符號學重

要概念，茲析論如下。 

（二）符號學 

符號學乃是研究符號及其運作的學問，其基礎則由 Peirce 及

Sassure 所奠定（Taylor & Willis, 1999）；之後，Barthes 的作品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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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學（Mythologies）」被譯成英文，相關論述陸續在 1970 至 1980 年代

受到學界注意（Chandler, 2002）。以下分別說明此三位學者之主要論點

以及後續論述之發展。 

1.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強調符號互動過程主要取決於三者：符號、客體和詮釋，其中符號

不只代表特定客體，更隨著詮釋而產生不同意義；他並將符號區分為三

類：肖像（icon）即與客體相似之符號、指標（index）即與客體具有因

果或連結之符號、象徵（symbol）即為社會共識而產生觀念聯想之符號

（Adams, 1996）。舉例而言，煙為火災的指標，文字及數目則屬象徵

符號（林政緯，2010）。 

2.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指出符號是由 signifier 和 signified 組合而成。其中，signifier 可譯

為符 徵、符號具 ， signified 則可 譯為符旨 、符號義 等（王志弘 ，

2000）。前者是符號的形象，是紙上的記號形象或空氣裡的聲音，可由

吾人感知；後者則是前者在心理的概念，同一文化內使用同一語言的人

們，對於二者的連結會有大致相同的概念（Saussure, 1966, pp. 67-

69 ） 。 此 外 ， Saussure 將 此 二 者 與 外 在 實 體 的 關 係 稱 為 指 意

（signification; Fiske, 1982／張錦華、劉容玫、孫嘉蕊、黎雅麗譯，

1995）。 

3.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Saussure 分析的是符號的第一個層次意義，它描述符號具與符號義

之間，以及符號和它所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間的關係，Barthes 稱此層次

為明示義，並認為符號可產製第二層意義，包括下列三種方式（張錦華

等譯，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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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隱含義—其主要依據第一層次的意義，表現符號使用者的感覺情

感，及其與文化價值觀的互動。 

（2） 迷思—原是一種神話故事，文化透過它解釋、了解現實與自然；

Barthes 則認為其乃特定文化的概念化、理解事物的方式，並強調

迷思會因應所屬文化價值觀的變化。 

（3） 象徵—是指物體基於傳統習慣的用法，進而替代其他事物的意

義。 

由上可知，符號使用者的感覺以及文化的價值觀、理解事物的方

式、傳統習慣用法，均使得符號擁有第一層次以外的意義；如此，似乎

只有掌握使用者的觀點及其所處文化之特質，方能瞭解符號使用者的符

號意涵。Barthes（1977, p. 26）則以照片為例，指出其附加的文字說明

具有錨（anchorage）的定位功能，而原為第二層延伸義的文字，被視為

圖像的基本意義。換言之，文字可以協助確立圖像的明示義，同時限制

了延伸義的擴展（Storey, 2001, p. 71）。 

上述三位學者的論點啟發許多論述，例如 Charles William Morris

（1901-1979）延伸 Peirce 意義產生的論點，而將符號學區分為三部

分：符號的意義或稱語意學（Semantics）、符號的結合或稱語法學

（ Syntactics ） 、 符 號 的 使 用 或 稱 語 用 學 （ Pragmatics ； 周 慶 華 ，

2006），Fiske 和 Hartley 則將 Barthes 的主張，延伸至第三層次意義即

意識形態（Fiske, 1982／張錦華等譯，1995）。此外，劉正雄（1998）

列出符號意義生成的四項前提：情感功能—符號可表達傳達者的情感及

態度；企圖功能—預期符號接收者可產生的反應與效果；類比功能—收

訊者社會化而對圖像形式產生習慣的類比抽象思考（如「☆」認知為

「星」的抽象意義造形）；數位功能—收訊者歸納圖像意義在內容上的

差異（如對於山的抽象造形，進一步選取為大山或小山）。綜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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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關切的符號樣式有別，亦以不同觀點分析符號意義的生成，其中

Barthes 特別論及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四、文化價值觀 

（一）定義 

此概念包含「文化」及「價值觀」。關於前者，文化研究學者

Raymond Williams（1983）提出三個解釋：（1）智識、精神、美學發

展的普遍過程；（2）一個民族、時期、或群體的生活方式；（3）智識

的成品與實踐，尤指藝術活動（轉引自 Storey, 2001）。之後不少學者

亦提出分項式定義，如 Ulijn 與 Kumar（1999）以冰山為影喻，解釋文

化包含：（1）明顯可觀察的現象事實，有如冰山露出水面的頂端；

（2）內隱情感及無意識的社會規範，有如冰山隱藏在水面下的大塊。

藍采風（2000）則將文化界定為一個地區民眾之所有（所擁有及使用的

物體）、所作（生活作為）、所思（思想信仰）。上述諸定義同樣強調

「社會共同」的概念，亦即民族、群體或地區成員共同具有或呈現者即

為文化；至於分類方式雖然有別，但大致包括具象（如生活方式與作

為、藝術品、日常物品）及非具象（如智識、道德規範）二層面。 

至於「價值觀」（或稱價值、價值取向），主要包括個人與文化二

者。單就個人價值觀而言，其乃個體的生活架構與判斷基準（Allport, 

1937；引自楊中芳，1993）。部份學者的界定則同時包括個人與文化二

者，例如 Rokeach（1973, p. 5）表示，價值觀乃持久（但並非恆常不

變）的信念，認為某行為或存在狀態，比起其他行為模式或存在狀態，

更令個人或社會喜好。黃俊傑、吳光明（1993）則偏重社會層面，認為

價值觀乃每個文化或時代裡，人們據以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是民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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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深層結構。綜觀上述定義，筆者認為除了「個人或社會文化」的

差異之外，均強調價值觀乃判斷的準則（判斷對象包括喜愛的順序、行

為、存在狀態等），進一步而言，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則指社會成員所具

有的共同判斷準則，而非個人特有的價值觀，其功能在維繫社會安定。

相關研究（如李玫蓉，2004；Hsu, 2000）對文化價值觀的界定，亦大致

符應上述歸結。 

然而因文化價值觀屬於文化的一環，故部份論述（莊敬民，2005；

Porter, 2000）以文化統稱之；筆者則認為，當「文化」專指社會共有的

規範準則，其與「文化價值觀」可互為同義詞。另一個相似詞則為「意

識形態」；思想家 Karl Mannheim（1936；引自 Larrain, 1979, p. 108-

112）指出 “ideology” 包含兩種概念：完整且全面而言，意指所有人的

思想，特殊的用法則意指具有社會地位功能的思想。Storey（2001, p. 

5）則指出，文化與意識形態在諸多概念上確實重疊，但差異在於意識

形態帶有政治面向。綜上，「文化／價值觀」較為中性而不具政治或社

會權力意涵。以教育與意識形態之關聯為例，將教育稱為「意識形態國

家機器」的 Louis Althusser，即強調透過教育可召喚一個人臣屬於特定

思想規範與行為模式，尤其將個體與財富、身份和權力不平等的社會秩

序加以結合（張錦華，2010；Storey, 2001）。然而初步分析後發現，校

徽意涵並未僅限於政治或社會權力範疇，故本文以文化價值觀的概念為

基礎，廣泛探討校徽所傳遞的各種準則。 

除了上述對定義的探討，部份學者聚焦於判斷基準的展現，而指出

價值觀可表現於個人言語及行為、或社會文化的典章制度等（黃俊傑、

吳光明，1993；Rescher, 1969）。就校徽而言，其即為教育制度之表

徵，至於蘊含的價值觀，不少學校於官網上對外顯的視覺表現予以說

明，吾人可依此探討學校重視而傳遞的價值觀。其中，校方的說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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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某些經典文句，包括過去統治階級與知識份子經常研閱的儒家經典

（如四書五經）和一般人民的啟蒙讀物（如三字經、千字文）所載之文

句（文崇一，1989），諸此問題則有待本研究探討分析。 

（二）華人社會之文化價值觀 

部份論述進一步區分價值觀的面向，並以華人社會為例，比較不同

區域或時期的異同。在不同區域方面，Hofstede（1984）首先建構四個

面向：權力距離、對不確定的迴避、個人對群體主義、陽剛對陰柔；之

後探討各地在此四面向的表現，分析結果則包括臺灣及大陸的差距，如

本研究緣起所述。除了 Hofstede 本人的研究，其提出的四個構面亦成為

後續比較的基礎。例如在傳播研究方面，郭貞（2010）比較兩岸都會區

的戶外廣告，分析結果顯示台北比起上海與北京的廣告，呈現更多的低

權力距離和個人主義。 

另一個經常受到引用的模式則為 Stern（1998）的四個向度：（1）

開放（多變、刺激、好奇）；（2）傳統（敬重長者、對愛肯定、自我

操練與節制）；（3）自我超越（和平世界、社會正義、保護自然）；

（4）自我提升（權威感、影響力、提升自我優勢）。相關的傳播研究

如王奕晴與錢玉芬（2005）對兩岸主要入口網站的廣告進行分析，結果

發現臺灣屬於「自我超越」高、「傳統性」低，大陸則「自我提升」

高、「開放性」低，郭貞（2010）對兩岸都會區戶外廣告的比較，則發

現台北的廣告比大陸兩城市出現較多的社會正義、對愛肯定、自我操練

與多變。 

至於不同時期的華人文化價值觀，諸多研究著重於傳統觀念的內

涵，筆者進而歸納為五層面（表一）。然而隨著政治氛圍、學術思潮變

遷等因素，某些曾被視為「應然」的準則，即「規範倫理」，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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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如此，轉而屬於「後設倫理」（黃慧英，1988；鄔昆如，

1993），某些則被應用來協助判斷當代生活新出現的問題，而屬於「應

用倫理」或「特殊倫理」，不過經常是眾說紛紜而無定論（朱建民、葉

保強、李瑞全，2005；陳宗韓、陳振盛、劉振仁、鄭錦宏，2006）。諸

多論述即聚焦於文化價值觀的轉變，分析後可發現主要論點如下： 

表一  華人社會之五層面傳統文化價值觀 

層  面 內  涵 出處來源 

1. 個人舉止 
態度 

(1) 平和安份、克制妥協、不具侵略

性、宿命自保 

楊中芳、楊國樞、Liao 

 (2) 重視努力與追求成就、未來是現

在努力的動力 

文崇一、劉潔玲 

 (3) 需在各層面具備諸項道德觀，如

四維八德 

文崇一、Liao 

2. 家庭關係 (1) 孝親敬祖、重視家庭並尊敬家族

長者 

文崇一、楊國樞、Liao 

 (2) 光宗耀祖、滿足家人期望 劉潔玲、Liao 

 (3) 承繼香火 Liao 

3. 社會互動 (1) 謀求和諧，與他人和 楊中芳、劉潔玲、Liao 

 (2) 強調權威、遵從權威 文崇一、楊國樞 

 (3) 崇敬具有知識與品格道德之人 Liao 

4. 社會結構 (1) 講求穩定和諧 文崇一、楊中芳 

 (2) 重視農業 文崇一 

 (3) 男性優越 楊國樞 

5. 人與天地 
宇宙之關係 

天人合一、與天地合 文崇一、楊國樞 

資料來源： 文崇一（1989）、楊中芳（1993）、楊國樞（1993）、劉潔玲

（2002）、Liao（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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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中國的思想和文化發展，尤其以「五四」乃價值觀念轉變的關

鍵時代（余英時，2007；劉楚溪，2012），而 1949 年兩岸分治之

後仍有所變化。在臺灣，政府以儒家典籍《論語》、《孟子》為學

校教材，並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直至 1987 年政治解嚴，後續

產生諸多效應，例如社會由群體與權威的傳統價值意識，轉變為個

體意識的覺醒與多元價值的並陳（匡思聖，2003），自由化、多元

化等呼聲不絕於耳，顯示社會各層面欲掙脫傳統的束縛（張世平，

1997）。而在大陸，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予以破

壞，文革後則因政治經濟開放、思想解放政策而引發回歸中國傳統

文化的思潮，稱之為「文化熱」，但此熱潮於 1989 年六四事件被

打斷，直到 1992 年某些刊物的出版而重新帶動並形成「國學熱」

（湯一介，1995；張嘉娟，2001）。舉例而言，大陸基於唯物論與

「超英趕美」等主張，而於 1950 年代及文革期間特別強調「人定

勝天」，反對傳統的「天人合一」；但改革開放後的國學熱，以及

因生態議題受到關注（蒙培元，2004），大陸近期的論述對於「天

人合一」此價值觀，即紛紛予以推崇。 

2. 雖然解嚴及文革結束乃重要的里程碑，但社會文化並未全然轉變。

部份論述指出文化變遷的模式（匡思聖，2003），部份論述則強調

文化發展過程中新舊並存乃無法避免，因為「舊的觀念繼續發生作

用…新的思想卻要闖進來」（殷海光，2002，頁 199），而各方的

立場觀點、行為方式與目標不同，因此文化的轉變「既不可能完全

脫離傳統，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鄒千江，2008，頁 70-94）。以

「五四」為例，其主要提倡民主、科學與文學革命，並未全盤否定

傳統文化（嚴家炎，1997），而臺灣近二、三十年間，雖然傳統強

調的遵從權威、男性優越等價值觀已朝向平權開放、兩性平等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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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發展，但仍保持相當程度的孝親敬祖與人際和諧（楊國樞，

1993；關稟寅、王永慈，2005）。 

3. 承上，當前臺灣與大陸同樣存在著傳統與非傳統的價值觀，但後者

的類別與名稱相當紛歧。以大陸為例，其論述即包括現代價值觀

（平等意識、公民意識、關注自我、對科技萬能神話的懷疑等）與

後現代價值觀（如後物質主義；鄒千江，2008）、適應市場經濟的

價值觀（自立、競爭、效率、民主法治、開拓創新精神）與中國共

產黨的價值觀（愛國、集體、社會主義；于傳峰，2002）等，其中

某些價值觀在臺灣社會亦常受到引用。類稱紛歧而無定論的現象，

符應了上述「應用／特殊倫理」的特質。 

簡言之，兩岸分治後，1987 年的臺灣、1977 年的大陸，兩地同樣

因政治大變革而使得傳統文化在逐漸開放的社會氛圍中受到檢視，此二

年份可謂為「五四」之後的關鍵時間點；但部份傳統價值觀仍受到重

視，並未全盤被取代。本研究則依相關論述的界定，彙整各項傳統價值

觀於表一，並將表中未列之觀點，視為新興的價值觀。 

除了上述，部份論述論及兩岸大學高等教育於近三十年來改革的理

念，顯示教育重點與判斷（即價值觀）之轉變，其中某些屬於校務運作

（如教學與研究並重），某些則與社會文化狀況及發展有關，本文將後

者彙整，並參考表一而區分為傳統與新興二大類如表二。彙整過程則發

現觀點的轉變，如大陸在鄧小平於文革後指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

（引自國務院，1994），官方文獻即陸續強調科學發展，但於 1994 年

國務院的意見書提出應發展適應市場需求的專業學科、2010 年教育改

革和發展綱要中則進一步明文指出應拓寬各種專業範圍（參見表二），

本研究則認為先前對科學及市場應用學科的重視，可納入「對各專業予

以重視」此觀點。 



校徽符號與文化價值觀：臺海兩岸大學之比較 

‧111‧ 

表二  臺灣與大陸大學高等教育改革之論述與價值觀 

價值觀 相關論述 

傳統  

具備諸項道德觀 部份大學「偏好於崇高遠大及完美人格培養的教育目

標」如某 些校訓之 厚德 載物、修 德澤人（ 陳介 英，

2008） 

崇敬具有知識與 

品格道德之人 

使學生具備終生求知熱忱、自我人格之高度期許（潘昌

祥，2008） 

新興  

強調現代化，尤 

其講求科學發展 

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理論和實際問題，使高等學

校在發展科學技術方面做出更大貢獻（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1985）；以「211 工程」之重點學科建設的科

學研究，達到現代化的目的（傅斌，1996） 

重視市場與功利 高等教育要重點發展應用性學科和專業，適應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需求（國務院，1994）；大學大舉興辦與市場

有關的專業，導致功利化趨向（張鳴，2010；戴曉霞，

2000） 

重視全球化與國 

際化 

實施「211 工程」，爭取有若干所高等學校在 21 世紀初

接 近 或 達 到 國 際 一 流 大 學 的 學 術 水 平 （ 國 務 院 ，

1994）；盱衡國際間發展趨勢，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

作 ，因 應 全 球 化的 時 代 （ 洪雯 柔 ，2002； 潘 昌祥 ，

2008） 

廣納多元文化 加強推動鄉土語言研究及一般語言教育，以增進多元文

化傳承（潘昌祥，2008） 

重視各類人才 

與專業 

人文、社會、自然科學需同等重視，培育各類人才（潘

昌祥，2008）；高等教育要改變專業設置偏窄的狀況，

拓寬專業範圍（中國教育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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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對於華人社會的文化價值觀，諸多論述針對不同地區或

時期予以探討，探究模式與面向多元而不盡相同，但以學校教育而言，

論述多聚焦於各時期之轉變，尤其呈現「傳統／原有 vs. 新興／轉變的

價值觀」之模式，故本文循此模式以探討校徽蘊含的價值觀。至於傳統

中華文化價值觀的界定，則可參考表一所列；此外如上文所述，校方的

說明若引用某些儒家經典（如四書五經）之文句則亦可歸屬於傳統價值

觀，反之則屬於新興價值觀。據此，再進一步比較兩岸大學校徽之傳統

與新興價值觀面向種類與比重的異同。 

五、小結 

本節首先由 CIS 的概念析論視覺識別，指出校徽正是代表學校的標

誌。接著分析 SIS 相關論述，其中研究指出多數學校藉由校徽圖像，以

傳達學校的教育理念、文化特色等。另就表現形式而言，文獻對標誌視

覺形象的探討包含了造形、色彩及文字，本研究將依據校方說明，探討

兩岸大學校徽採用此三層面各類特色的比重差異。 

上述關於表現形式及表彰意義的分析，呼應了符號學的觀點。以

Saussure 的角度觀之，所有形象均為具有意義的符徵，Barthes 進一步指

出其除了第一層次的明示義，尚可繼續延伸，尤其提出文化價值觀的影

響。Fiske 與 Hartley 則延伸至第三層次意義，即意識形態的探討，但文

獻析論指出意識形態帶有政治或權力意涵，而初步分析發現校徽意涵並

未僅限於此些面向，故本研究將依據 Barthes 的主張進行探討，即如同

其將圖像等符徵的基本意義視為第一層意義、附加的文字說明則為第二

層意義。換言之，校方對校徽各符徵的闡釋，明確指出了校徽本欲傳達

的精神理念，可成為分析的依據。分析的重點則為其精神理念歸屬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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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或新興文化價值觀，並進而比較兩地之異同。 

此外，Saussure 強調同一文化的人們對於符徵與符旨的連結具有大

致相同的概念。換言之，不同社會文化所採用或較易理解的視覺形象未

必相同，文獻即指出不同地區學校校徽使用顏色的比例有別，不同的風

土民情對於「約定俗成的符號」存有區域差異，因此對兩岸校徽之探

討，亦應分析各類視覺符徵與代表的價值觀點之連結有何異同。 

整合上述以及緣起的關切面向，本研究以近年設校或改制的臺灣

（1987 年始）與大陸（1977 年始）大學之校徽為研究對象，探討的問

題詳如下列： 

1. 關於外顯樣貌，兩岸大學校徽採用造形、色彩及文字此三層面各類

視覺符徵的比重有何差異？ 

2. 關於內蘊的價值觀， 

(1) 在傳統價值觀方面，兩地大學校徽之價值觀面向有何異同？在

各面向上所佔之比例分佈是否有明顯差異？ 

(2) 在新興價值觀方面，兩地大學校徽之價值觀面向有何異同？在

各面向上所佔之比例分佈是否有明顯差異？ 

3. 關於校徽樣貌與價值觀之連結， 

(1) 相同的連結：哪些相似的視覺符徵傳達相似的價值觀？ 

(2) 相異的連結：哪些相似價值觀之傳達係透過不同的視覺符徵？

而哪些相似的視覺符徵代表不同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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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為蒐集兩岸大學校院所呈現的校徽資料與說明，以學校官網

為資料蒐集來源。然而學校數量頗多，兩岸學校分類亦不同；1 為使抽

樣具代表性而能瞭解兩岸整體狀況、且能以相同標準對兩岸學校予以抽

樣，故本研究依據統計學的「中央極限定理」，將臺灣與大陸校徽抽樣

數各設定為 30，2 再同樣以學校分佈的地理區位進行取樣，避免僅集中

於特定區位及類型，而同一區內優先選取的對象需符合二條件：（1）

臺灣於 1987 年及以後、大陸於 1977 年及以後設校或改制的學校；

（2）官網上具有校徽相關說明的學校。以下分別就兩岸之樣本、搜尋

校徽之關鍵字與網站特性說明如下。 

首先，關於臺灣之大專校院，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其網站之「各級學

校名錄」，可依地理區位分為北、中、南、東部及離島，其中東部及離

島符合上述二條件之大專校院較少。至於大陸地區之高等教育院校，根

據維基百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區」，將地理區位分為華北、東北、

華東、中南、西南與西北；檢索後發現位於東北、西北此二區省且符合

上述二條件者較少。總計抽取兩岸 60 所大學之校徽資料，其中臺灣學

校的代稱編號為 T1 至 T30，大陸則為 M1 至 M30。3 

其次關於關鍵字與網站區位之搜尋，臺灣以「校徽」為關鍵詞，多

數學校將校徽介紹置於「關於學校」內容之下；校徽用途時機之說明或

規章，則置於秘書室、公關室等單位頁面內。而大陸地區以「校徽」、

「校標」為關鍵詞，多數學校將校徽置於「學校概況」或「校園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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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校徽用途時機之說明或規範，多置於黨委辦公室、黨委校長室等單

位頁面內。 

二、資料分析 

以上述方法所蒐集的資料，其形式包含圖形及文字；圖形為校徽之

本體造形，文句則為校方對校徽圖形之意涵說明。對於此些資料，本研

究以符號學、內容分析與 Z 檢定加以分析。其中，符號學主要以

Barthes 的主張為分析架構，並參考林政緯（2010）的表格框架，呈現

出校徽的樣貌與第一層意義，本研究再以校方說明為第二層意義，如表

三、四所示。以此方法勾勒校徽的符徵與符旨之連結，即提供研究問題

3 之答案線索，並成為後續內容分析之基礎。 

而內容分析係以量化方式，系統而客觀地呈現整體資料（Kerlinger, 

1986），過程主要涉及類目建構及統計分析等（王石番，1989）。為回

應研究問題 1，本研究即依據文獻析論所示，將校徽樣貌區分為造形、

色彩及文字三層面，再依據上列符號學分析表，將其中各類特色的比重

差異予以統計比較。對此，由筆者與本文另一研究者個別分析再進行對

照；兩位均任教於大學，對於文獻及編碼有所瞭解，分析結果則一致。

至於研究問題 2，本研究首先參考表一、二，將符號學分析表中之第二

層意義，區分為傳統或新興文化價值觀，再進一步詮釋與區分此二類價

值觀的細微面向類別。探討大陸社會價值觀的學者鄒千江（2008，頁

272-278）強調，研究文化和價值觀的不二法門，在於確保詮釋的正確

性，而詮釋總是有多種可能性，可在解讀中運用多種方式如「比較、分

類等方式都可以採用，給解讀以制約」。而文獻析論顯示，新興價值觀

的分類紛歧且持續轉變中，本文即由兩位研究者各自初步比較各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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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考上述文獻，再共同討論以儘量提出週全與互斥的分類。之後，以

Z 檢定之方法檢視在各價值觀面向上，兩岸大學各自所佔之比例分佈是

否有明顯差異（詳如註釋 4）。 

表三  T19 校徽之符號分析 

第 

一 

層 

意 

義 

系 

統 

符徵 符旨 

造形類  

  具象 

  抽象 

  記號 

一片樹葉 
此葉外型碩大而獨特，藉由其所屬的樹

種之特色，表示學校之特質。 

色彩類 綠（葉）、黃（字） 具有生命而非枯萎的樹葉 

文字類 中文校名 以校名代表學校 

第 

二 

層 

意 

義 

系 

統 

創立之初，屏東盛產木瓜，而木瓜葉象徽的意義尤為多彩多姿： 

◎ 木瓜葉生長茂盛，外形壯麗，色彩鮮明，顯示屏東師院是健康、開放

、進步的學校。  

◎木瓜葉具有掌狀鋸紋，深而不裂，謙虛含蓄，象徵屏師教育，德、智

、體、群、美五育並重。 

◎木瓜葉碧綠長青，端莊大方，樸實無華，象徵屏師學生氣質高雅，集

真、善、美於一身。 

◎木瓜葉不畏烈日，葉面朝上，葉柄簇生，象徵學生沉著堅定，面對現

實，具備大智、大仁、大勇。 

◎木瓜葉能抗拒橫逆，扶搖直上，庇蔭纍纍果實，象徵學生出類拔萃，

將來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 

◎木瓜葉脈絡分明，放射八方，象徵屏師兒女遍佈各地，播種燃炬，光

被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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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M22 校徽之符號分析 

第 

一 

層 

意 

義 

系 

統 

符徵 符旨 

造形類 

  具象 

  抽象 

  記號 

一隻恐龍 
恐龍為已絕跡動物，可藉此連結過去的歷

史與傳承。 

色彩類 深藍、白 
在簡潔的白色襯托下，藍色部份更為沉穩

，顯示深沉的歷史使命。 

文字類 中、英文校名及數字 校名代表學校、數字代表創校年代 

第 

二 

層 

意 

義 

系 

統 

  內圈的恐龍由我校現存馬門溪龍化石外形變形而來。馬門溪龍系中

國第一、亞洲第一巨型恐龍，為我校鎮校之寶，是歷史的象徵、文化的

象徵， 具知名度和代表性。中華民族自詡為龍的傳人，但只有恐龍才

是實實在在的「龍」。校徽採用馬門溪龍圖案，其寓意是希望我校也像

馬門溪龍一樣獨具特色，衝出國門，走向世界，跨入中國西部乃至世界

名校行列，並寓意我校前程似錦、燦爛輝煌。 

  阿拉伯數字「1956」代表了我校的創建時期是 1956 年。 

  外圈的中英文成都理工大學幾個字，中文指明了主體，而英文適應

了涉外需要；中文在上，英文在下，表示中文永遠都是我們的至上母語

。中文採用手寫體，具有傳統的中國風格與氣派；大寫的英文採用宋體

，顯得莊重大方。 

 

本文對上述分析結果的呈現，若引用校方論述則以引號「」及標楷

體文字顯示，以與研究者之觀點加以區隔。若提及相關學校名稱，為節

省篇幅則以代號表示（如註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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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依據上述，本研究首先整理各校的符號學分析表（如表三、四），

以其為基礎再進行各問題的分析如下。 

一、研究問題 1：兩岸大學校徽採用各類視覺符徵的比重差異 

本研究將校徽符徵區分為造形、色彩及文字，並統計列表如表五。

依據該表，臺灣學校採用造形類的比例約為大陸的 1.53 倍，而色彩類

的比例相近，差距較大的則為文字類的比例，大陸為臺灣的 4.07 倍。

茲分項說明如下。 

表五  兩岸大學校徽採用各類視覺符徵的數量與百分比 

國家

符徵類別 

臺灣 大陸 

數量 百分比 數量 百分比 

造形類    具象 25 24.75% 11 8.87% 

抽象 43 42.57% 47 37.90% 

記號 8 7.92% 3 2.42% 

色彩類 16 15.84% 18 14.52% 

文字類 9 8.91% 45 36.30% 

總計 101 99.99% 124 100.01% 

註：因各項比例計算採用四捨五入法，故總比例未等於 100% 

 

1. 造形：  

(1) 具象：文獻顯示可區分為植物、動物等五類，分析則發現兩岸

校徽除了同樣未呈現人神類符徵之外，臺灣學校對其餘四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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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數量均高於大陸，而各類的細項亦較豐富多元。 

(2) 抽象：就幾何（如點、線、面、體及其運用等）與自由造形而

言，兩岸大學校徽採用的數量均相近。 

(3) 記號：分析發現兩岸大學校徽共同採用的記號為「蛇與手

杖」；依據 T16 的說明，無論是雙蛇或單蛇纏杖，其為「世界

上的醫學標幟」，故醫藥領域學校如 T16 M1 M13 M20 均採此

記號。而此乃大陸大學唯一採用的記號，臺灣學校則另採其他

記號，尤以宗教計號出現的次數 多，包括 T6 T10 T29，而其

為宗教團體設立的大學。至於大陸，本研究資料中並未出現宗

教記號，推論原因如下。其一，官方的管制：原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由宗教團體設立的部分學校指出，其不是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後，該校停辦」，就是於「文革時期被解散」，

5(1)直到文革結束方陸續復校與開放設校，2002 年「十六大」之

後則「為加強宗教院校工作指明了方向」，5(2)但主管單位宗教

事務局的職責包括「（四）…幫助宗教團體辦好宗教院校，推

動宗教團體在宗教界展開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擁護祖國統一

和民族團結的自我教育」，5(3)顯示宗教院校的發展空間仍然有

限。其二，抽樣的問題：或許基於官方的規範，宗教院校似乎

較為保守低調；依據維基百科「中國內地宗教院校列表」檢索

後發現，此些學校不僅鮮少設立網站，亦少有設計校徽者，唯

一 在 校 網 中 呈 現 校 徽 者 為 2011 年 成 立 的 河 南 佛 教 學 院

（http://www.hnfixy.org；圖形為一蹲坐的佛佗之側身），但因

未於網頁中說明其意涵而未符合抽樣原則。 

2. 色彩：兩岸大學校徽對色彩的採用數量與比例相近，且同樣以綠色

與藍色為採用較多的顏色。至於顏色代表的意涵，兩地則有所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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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詳如問題 3 之分析。 

3. 文字：大陸大學校徽採用的比重為臺灣的 4 倍多，而整理各校說明

後發現，兩地校徽對文字的用途相同之處，在於涵義、形體、創校

年份。其中，涵義即以特定的字（如一、大）傳達特定意義；形體

則藉由特定字（如首、GS）之形體以形成校徽主要構圖；創校年

份則以西元年份註明。然而，臺灣僅 T9 呈現創校年代，選取的大

陸學校中則多達 8 校採用，顯示大陸比較強調學校歷史。除了此

些，大陸校徽對文字的使用比起臺灣主要多了下列：指出中文校名

的題寫者（多為黨政要員）而顯示該校地位或淵源、以書法標準字

體之校名強調該校對文化的傳承、以英文校名全名或縮寫代表與西

方或國際的接軌。 

二、研究問題 2：兩岸大學校徽內蘊價值觀之面向異同 

各視覺符徵均具有特定意涵理念，在部份校徽中甚至被賦予多重延

伸的意涵。無論其如何延伸，校方的說明均納入初步分析；然而部份說

明僅簡單提到校方具有教育使命，並未詳細闡釋使命內涵，或僅屬於一

般學校事務（如對創校年代、地理景觀的描述），亦即並未顯示校方的

焦點與判斷（即價值觀），故排除此些部份。其他說明之分析則區分為

傳統與新興價值觀兩類，並綜論如下。 

（一）傳統價值觀 

大學校徽傳達的諸多傳統理念中，與表一呼應者可整理如表六，而

各面向受到兩岸大學關注的程度不盡相同；本研究以關注的學校數量為

基礎，以 Z 檢定之方法，檢視在各面向上兩岸大學各自所佔之比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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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是否具有明顯差異。檢定之計算結果（p 值；詳如註釋 6）主要可

區分為下列三種狀況：  

表六  兩岸大學校徽中的傳統價值觀 

層面 臺灣學校 大陸學校 校方說明之相關文句舉例 

1. 個人舉止態度    

(1) 安份、克制、

不具侵略性 
T19  謙虛含蓄、樸實無華(T19) 

(2) 重視努力與追

求成就 
T3, T6, T17, 
T19, T21, T25, 
T27 

M2, M3, M12, 
M15, M18, M19, 
M21, M28 

任重道遠，不斷進步(T3)；決

心以圓滿盡其使命自勉(M28) 

(3) 具備諸項傳統

道德觀 
T1, T5, T8, T10,
T11, T19, T24, 
T26, T29 

M2, M8, M27 堅持「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貧賤不能移」的理念(T5)
；上善若水，厚德載物(M27) 

2. 社會互動    

(1) 與他人和 T1 M8, M12 兼容並蓄不同意見(T1)；相容

並包(M12) 

(2) 強調權威、遵

從權威 
 M6, M7, M12, 

M13, M17, M20, 
M24, M28, M30

上半部是江澤民主席題寫，體

現了國家領導人對該校的關懷

和重視(M30) 

(3) 崇敬具有知識

與品格道德之

人 

T5, T8, T10, 
T11, T12, T17, 
T22, T23, T29, 
T30 

M10, M19, M21, 
M23, M24, M25

培養質樸堅毅、博愛無私的精

神，實踐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的求學態度(T12)
；敏而好學，知行合一(M25) 

3. 社會結構    

(1) 講求穩定和諧  M9, M28 團結、向心力、凝聚力(M9) 

(2) 重視農業 T1 M16, M27 中華民族以農立國，生生不息

(T1)；傳承農業文明的重任

(M27) 

4. 人與天地宇宙之

關係 
   

 天人合一、與天

地合 
T25, T28 M23 充滿熱忱及積極熱愛這塊土地

…蘊含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T28)；象徵人與自然和諧統

一(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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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 值達到顯著差異：達到顯著差異者為「遵從權威」（p<.001），

大陸較臺灣學校尤其強調此面向，而如表六舉例所示其重視的權威

主要為大陸黨政要員。 

2. p 值未達顯著差異、但接近顯著差異：以「具備諸項傳統道德觀」

為幾近顯著差異（p=0.0538），臺灣較之大陸大學更為重視此面

向。進一步分析，則發現兩岸部份大學以儒家經典文句強調傳統品

格與道德，例如「止於至善」、「厚德載物」，但使用文句之臺灣

學校（T5 T8 T12 T19 T26 T29）仍比大陸學校（M27）數量為多，

差異亦達顯著（p<.05）。綜觀之，兩岸大學對於傳統道德觀的重

視程度有別。 

3. p 值未達顯著差異、且遠高於差異值：以「重視努力與追求成就」

之 p 值 高（p=0.766），顯示此為兩岸大學 為接近的傳統價值

觀，亦即將大學教育的目標同樣設定為未來的成就。 

（二）新興價值觀 

大學校徽所傳達的諸多理念中，未與表一呼應而可視為新興價值觀

者，則整理如表七。其中，以「尊崇各領域專業」此面向上的大學數量

多，涵蓋的領域包括工程、管理等，此狀況與表六之中僅僅「重視農

業」為相當不同的價值觀。而同樣以 Z 檢定檢視，結果主要為下列三

種：6 

1. p 值達到顯著差異：達到顯著差異者為「崇敬宗教信仰的存在與意

義」（p<.05），臺灣比起大陸學校較為彰顯此面向，而崇信的宗

教包括基督宗教、佛教。 

2. p 值未達顯著差異、但接近顯著差異：以「講求文化傳承及國族使

命」較接近顯著差異（p=0.097），而大陸學校較之臺灣學校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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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此面向。 

3. p 值未達顯著差異、且遠高於差異值：以「重視突破與改革」之 p

值 高（p=1.000），顯示此為兩岸大學 為接近的新興傳統價值

觀，亦即同樣主張大學教育應帶動突破與改革風氣。 

表七  兩岸大學校徽中的新興價值觀 

層面 臺灣學校 大陸學校 校方說明之相關文句舉例 

1. 個人舉止態度    

(1) 內歛的人格氣

質，如優雅、

純潔、冷靜 

T12, T17, T19, 
T30 

M21 象徵學生氣質高雅，集真、

善、美於一身(T19)；代表純

潔、單純與光明(M21) 

(2) 展現自我行動

力，如勇於創

新、探索 

T27, T30 M5, M12, M14, 
M20, M25, M30 

有著勇敢向前極具自信心的

表現(T27)；具有活躍的創造

性思維(M20) 

2. 社會結構    

(1) 重視突破與改

革 
T4 M20 堅持改革開放(M20)；表現

突破與創新(T4) 

(2) 尊崇各領域之

專業 
T3, T5, T8, T9, 
T14, T16, T17, 
T18, T19, T22, 
T23, T24, T25, 
T28 

M1, M2, M4, M5, 
M8, M9, M10, M13, 
M14, M17, M18, 
M20, M21, M24, 
M27, M28, M29 

金黃色的光碟代表資訊學院

、藍色盾牌業代表管理學院

、…(T14)；學校以工為主，

經、管、文、農、藝等六個

學科協調發展(M14) 

(3) 重視國際交流

與世界觀 
T5, T18, T22, 
T24, T27 

M4, M5, M9, M10, 
M11, M17, M18, 
M19, M22, M23 

積極建立學生國際觀(T27)；
寓意我校培養國際通用型人

才的目標(M19) 

(4) 肯定多元文化

的發展 
T2  邁向多元文化的未來(T2) 

(5) 講求文化傳承

及國族使命 
T1, T10, T16 M5, M8, M11, M18, 

M20, M22, M23, 
M25 

國家的重托和千年民族殷切

希望…對中華民族悠久文化

傳統的繼承和發揚(M5)；效

忠國家、保衛國家疆域(T1) 

(6) 崇敬宗教信仰

的存在與意義

T6, T10, T20, 
T29 

 上帝啟示的話語和教訓，蘊

含著宇宙間不朽的真理(T6) 

3. 人與天地宇宙之

關係 
   

 人類主宰萬物  M27 金色年華的學生，明天就是

綠色世界的主人(M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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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分析 

依據上述，兩岸較為相似之處包括：將大學教育的目標同樣設定為

未來的成就、同樣主張大學教育應帶動突破與改革；另外，均以「尊崇

各領域專業」此面向的大學數量 多。至於相異處，臺灣學校的特點在

於「具備傳統道德觀」與「崇敬宗教信仰的存在」；大陸學校的特點則

為「遵從權威」與「講求文化傳承及國族使命」。對此些異同，本研究

闡釋如下。 

首先就政治而言，兩岸的差異在於臺灣實施民主制度、大陸則採共

產體制（江宜樺，1998；劉文彬，2004）。臺灣方面，1987 年解嚴

後，社會更加充溢開放與改革風氣。而大陸方面，雖然如研究問題 1 之

析論指出，官方對宗教院校的管制已漸開放，然而相關論述顯示大陸改

革與建設方向，基本上乃是由專制政黨所領導。對於政黨權威的鞏固，

另外可透過文化及國族使命的意識加以強化，尤其在漢、滿、蒙、回、

藏等多族的大陸，推動集體的中華民族此一「想像的共同體」之國族概

念，7 可避免「固有的舊道德」中「家族道德觀的過度發展」，而應

「以文化力量，消滅個人主義、家族主義的思想：擴大愛護妻孥家族的

感情，成為愛護國家民族的感情」（王覺源，2008）。 

其次就教育而言，兩岸共同將大學教育目標設定為未來的成就。分

析表六中此面向學校的說明，又可發現兩個相似點均傾向以常用成語或

比喻表達，包括：（1）強調努力的過程，如任重道遠（T3）、自強不

息（M12）；（2）設定卓越的目標，如出類拔萃（T19）、青出於藍甚

于藍（M21）。上述面向的精神及表達方式，均延伸自傳統文化，但臺

灣學校尚期許學生在品格道德上「具備傳統道德觀」，此為兩岸大學的

差異之一。造成此異同的因素並非單一，例如可能包括大陸近來興起

「國學熱」而重用經典文句、一胎化政策則啟動固有觀點對個人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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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此外，若以教育內涵觀之，則可發現臺灣長期以來透過各種學校

課程，對學生傳授傳統道德觀，包括 1968 年至 2001 年的生活與倫理以

及公民與道德課程、1971 年開始於高中國文課程施行的中國文化基本

教材等，雖然社會各界對這些課程具有支持與反對的不同立場與看法、

此些課程亦歷經必／選修等階段，但本研究發現臺灣的大學透過校徽，

再次傳遞傳統道德觀的重要性。 

三、研究問題 3：兩岸大學校徽外顯樣貌與內蘊價值觀之連結 

（一）相同的連結 

1. 在崇敬具有知識與品格道德之人方面，兩岸 T23 M25 同樣採用書

的造形，表達對學生求知好學的期許。 

2. 在重視各種專業方面，兩岸學校 T3 M29 均以「鐸」之具象代表教

育、以「蛇與手杖」的記號（T16 M1 M13 M20）強調醫學之專

業。前者顯示中華文化共同的象徵，如 T3 指出「『鐸』是一種手

搖發音大鈴，為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所用。孔子曾被比喻為『木

鐸』，所以『鐸』也代表教育工作者，亦為師範教育的傳統象

徵。」後者則原屬西方標幟故此引用顯示西方的影響，如 T16 於沿

革中特別指出近年該校「以中、西醫學結合的特色，弘揚中醫藥科

學化與現代化來承先啟後」。綜論之，無論圖象來源為何，本研究

認為同樣彰顯了特定專業的意象及對此專業的重視。 

3. 對於具備國際觀及世界觀，兩岸部份大學（T5 T24 M9 M23）同樣

以圓形代表地球，進而象徵「與世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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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異的連結 

1. 相同的價值觀，但相異的視覺符徵： 

(1) 在重視農業方面，T1 以稻禾表示，M16 則採用耒耜此「傳統農

具」的形象；兩岸在此的符徵取向，分別為成果與工具造形。 

(2) 對於具備國際觀及世界觀，兩岸部份大學（T5 T24 M9 M23）同

樣以圓形代表地球進而象徵世界觀，但其他大學採用其他符

徵，例如臺灣 T27 以眼睛的抽象造形，強調學生「國際視野」

的拓展，部份大陸學校（M5 M17 M22）另以英文校名全名或縮

寫，代表與西方或國際的接軌。故在此面向，臺灣校徽主要採

用抽象造形，大陸則包含抽象造形及英文文字。 

(3) 兩岸校徽均透過特定符徵，強調對中華文化的重視與傳承，包

括臺灣的 T10 以鳳之美德「代表傳統文化」，大陸則以中文字

體及「龍／恐龍」圖形代表，例如 M8 M22 M23 指出中文乃

「至上母語」，透過篆體「預示著文化的傳承」，M11 指出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M22 另以恐龍為「文化的象徵」。

可見兩岸大學重視的文化象徵不盡相同，但傳說及遠古動物均

成為代表的形體。 

2. 相似的視覺符徵，但不同的價值觀： 

(1) 除了代表地球與世界觀之外，圓形另可表達其他價值觀，但兩

岸大學不盡相同。臺灣著重社會互動之與他人和諧相處，例如

T8 強調做人做事之圓融，大陸則著眼於社會結構之穩定，例如

M9 M28 均藉由圓形強調凝聚力與團結一致。 

(2) 在色彩方面，雖然同樣在校徽的某部份採用綠色色調，但臺灣

如 T19 用以象徵學生端莊樸實，偏向個人舉止態度，大陸則較

著重人與天地宇宙之關係如 M23 M27。至於藍色的寓意，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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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各自紛歧，但都屬於個人舉止態度面向。在臺灣，除了

T27 用以強調學子的創造力，其他大學如 T12 T17 T30 著重理

性沉穩人格與堅毅意志之培養；在大陸，各校賦予的意涵亦不

盡相同，如 M5 的勇於探索、M8 的包容寬厚。 

(3) 兩岸部份大學於校徽中呈現中文校名，但如此呈現的臺灣學校

並未有所說明，不少大陸學校則強調校名的題寫者為何或者屬

於何人的字體。由於題寫者與字體多源自黨政要員，因此顯示

該校的地位或淵源，亦表現出大陸遵從權威的傾向，尤其是政

治上統治階級的權威。 

伍、結語 

一、結論與省思 

關於校徽的樣貌及其與內蘊價值觀之連結，本研究分析發現兩岸大

學的共同點包括：（1）同樣採用書的造形表達「崇敬具有知識之

人」；（2）均以鐸代表教育、以蛇與手杖的記號強調醫學，顯示「重

視各種專業」；（3）以圓形代表地球進而象徵「國際觀及世界觀」。

主要的差異則在於大陸校徽使用文字的比例為臺灣的 4.07 倍，分析發

現多了下列連結：指出中文校名的題寫者（多為黨政要員）而顯示大陸

「遵從權威」的傾向、以書法標準字體之校名強調對「文化的傳承」、

以英文校名全名或縮寫代表「具備國際觀及世界觀」。 

至於校徽的內蘊價值觀，兩岸校徽相似之處包括：將教育目標同樣

設定為未來的成就、同樣主張大學教育應帶動突破與改革；另外，兩岸

均以「尊崇各領域專業」此面向的大學數量 多。至於相異之處，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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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特點在於「具備傳統道德觀」與「崇敬宗教信仰的意義」；大陸

學校的特點則為「遵從權威」與「講求文化傳承及國族使命」。對於此

些異同，本研究分別由政治體制及教育內涵予以闡釋。 

整體而言，上述分析結果符應符號學的觀點，亦即強調不同社會文

化傾向採用的符號、以及符徵符旨之間的關係乃是約定成俗且具有文化

差異。而對於文化價值觀，本文參照文獻析論（含表一、二）與校徽資

料進而提出表六、七，其中表七之部份項目對於文獻有所補充、部份則

未全然符應文獻所述。例如，文獻指出兩地社會於政治開放後均出現關

注自我的價值觀，但分析結果顯示大陸大學顯著維持「遵從權威」的傳

統價值意識，臺灣則未明顯傾向於權威或個人自我。然而文化價值觀乃

持續轉變，值得吾人繼續關注轉變的動因與方向；對於不斷興起的價值

觀之特質與命名，尤其需要各界方家的探討與論述。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Harold D. Lasswell（1983, p.37）建立耳熟能詳的傳播模式，指出針

對傳播過程進行科學探究主要應聚焦於「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中之某一問題。本文對於大學校徽此視覺識

別符號的探討，即著重於「says what」，即校徽的外貌與內涵，而其它

面向尚待後續探究；其中，關於「who」，應探討校徽設計者的思路與

設計過程。至於後二者「to whom」、「with what effect」，其乃視覺傳

達的主要目的，故校徽符號對接收者（如學生、老師）產生的效果（如

認知、態度、行為實踐），後續亦可透過研究設計詳加分析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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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在臺灣，教育部官網上「大專校院校數統計」的區分為：大專院校（含大學、

學院、專科；此三類又各自分為國立、市立、私立）、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國立、私立）、大專進修學校（空大、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院）、宗教研

修學院（私立）。在大陸，「高等教育法」所稱之高等學校包含：大學（修業

4-5 年之本科及以上教育）、獨立設置的學院（修業 4-5 年之本科及以上教育；

非國家經費所舉辦，法規上亦稱「民辦」）和高等專科學校（修業 2-3 年之專

科教育，含高等職業學校及成人高等學校）；而民間及部份學校本身，進一步

依學術表現將大學區分為綜合型或研究型，或者另依政策標示為 211 工程大

學、國家重點建設大學等。 

2 該定理指出，當樣本數大到 25 或 30 時，樣本平均數的抽樣分配即較為接近常

態分配。 

3 本研究選取的學校之編列的代號及校徽如下（部份學校為簡稱）： 
註釋 表一 臺灣的大學代號及校徽 

校名 區  域 代號 校徽 校名 區域 代號 校徽 

國防大學 北部 T1 中國醫藥 中部 T16

 

臺北大學 北部 T2 朝陽科大 中部 T17

 

臺北市立 
教大 

北部 T3 中州科大 中部 T18

 

新竹教大 北部 T4 屏東教大 南部 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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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區  域 代號 校徽 校名 區域 代號 校徽 

世新 北部 T5 長榮 南部 T20

 

真理 北部 T6
臺灣首府

大學 
南部 T21

 

長庚 北部 T7 屏東科大 南部 T22

 

元智 北部 T8

 

高雄應用

科大 
南部 T23

 

中華大學 北部 T9 高雄餐旅 南部 T24

 

聖約翰 
科大 

北部 T10 南台科大 南部
 

T25
 

德明財經 
科大 

北部 T11 正修科大 南部 T26

 

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 

中部 T12

 

宜蘭大學
東部及

離島
T27

 

大葉 中部 T13

 

台東大學
東部及

離島
T28

 

亞洲大學 中部 T14 慈濟大學
東部及

離島
T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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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區  域 代號 校徽 校名 區域 代號 校徽 

明道 中部 T15 澎湖科大
東部及

離島
T30

 

註釋 表二 大陸的大學代號及校徽 

校名 區域 代號 校徽 校名 區域 代號 校徽 

北京 
中醫藥 

華北 M1 華中農大 中南 M16

北京工商 華北 M2
中南財經

政法大學
中南 M17

 

河套大學 華北 M3
中南林業

科大 
中南 M18

 

北京語言 
大學 

華北 M4
廣東外語

外貿 
中南 M19

北京航空 
航天 

華北 M5 南方醫大 中南 M20

東北大學 東北 M6 重慶工商 西南 M21

吉林大學 東北 M7

 

成都理工 西南 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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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區域 代號 校徽 校名 區域 代號 校徽 

吉林師大 東北 M8 西華大學 西南 M23

 

北華大學 東北 M9 四川師大 西南 M24

 

南京審計 
學院 

華東 M10 貴陽學院 西南 M25

 

常州大學 華東 M11 雲南師大 西南
 

M26
 

寧波大學 華東 M12
西北農林

科大 
西北 M27

 

福建醫科 
大學 

華東 M13 西安工程 西北 M28

南昌工程 華東 M14 西北師大 西北 M29

三峽大學 中南 M15
石河子

大學 
西北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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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 檢定的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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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 ：臺灣學校之樣本數(= 30) 

 2n ：大陸學校之樣本數(= 30) 

 1x ：對於某一面向，臺灣學校之檢出數目 

 2x ：對於某一面向，大陸學校之檢出數目 

  ：常態分佈之累積機率函數 

5 資料來源：(1)山東湛山佛學院（維基百科）與陜西天主教神哲學院之沿革

（http://www.xcrx.org/shenzhe.asp）；(2)「宗教局：三十年來我國宗教院校工作

取得長足發展」（http://www.gov.cn/gzdt/2011-09/08/content_1943892.htm）；(3)

「國家宗教事務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 

（http://boxun.com/hero/200904/lawsandregulations）。 

6 於此，顯著程度設為 0.05，且為雙尾測試（two-tailed test），而表六及表七各

面向價值觀依算式計得之數值如下表： 
註釋  表三  兩岸大學校徽中各面向價值觀的 Z 檢定 

層面 
臺灣學校
數量 

大陸學校
數量 Z 值 P值 

傳統價值觀     

1. 個人舉止態度     

(1) 安份、克制、不具侵略性 1 0 1.008 0.3135 

(2) 重視努力與追求成就 7 8 -0.298 0.766 

(3) 具備諸項傳統道德觀 9 3 1.936 0.0528 

2. 社會互動     

(1) 與他人和 1 2 0.592 0.5539 

(2) 強調權威、遵從權威 0 10 -3.464 0.000532*** 

(3) 崇敬具有知識與品格道德之人 10 6 1.168 0.2428 

3. 社會結構     

(1) 講求穩定和諧 0 2 -1.438 0.1504 

(2) 重視農業 1 2 -0.592 0.5539 

4. 人與天地宇宙之關係     

 天人合一、與天地合 2 1 0.592 0.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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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臺灣學校
數量 

大陸學校
數量 Z 值 P值 

新興價值觀     

1. 個人舉止態度     

(1) 內歛的人格氣質，如優雅、冷靜 4 1 1.401 0.1612 

(2) 展現自我行動力，如勇於創新、探索 2 6 -1.519 0.1287 

2. 社會結構     

(1) 重視突破與改革 1 1 0 1 

(2) 尊崇各領域之專業 14 17 -0.775 0.4383 

(3) 重視國際交流與世界觀 5 10 -1.491 0.1360 

(4) 肯定多元文化的發展 1 0 1.008 0.3135 

(5) 講求文化傳承及國族使命 3 8 -1.6682 0.09732 

(6) 崇敬宗教信仰的存在與意義 4 0 2.070 0.03845* 

3. 人與天地宇宙之關係     

 人類主宰萬物 1 0 1.008 0.3135 

 * p< .05, ** p<.01, *** p<.001 
7 教育部《歷史文化學習網》於（民族與國家）單元以標題「想像的共同體：

『中華民族』」論述指出，中國古籍並無「民族」一詞，所謂的民族主義乃是

西方的現代產物，中國到了清末受到此主義的影響，梁啟超於光緒二十八年

（1902）提出「中華民族」一詞，原意本指漢族，之後包含漢、滿、蒙、回、

藏等族；民國元年（1912），「孫中山提出『五族共和說』，認為在中國國境

內接受中國文化的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從此『中華民族』成為中

國的國族概念」（取自：http://culture.edu.tw/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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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rguments of CIS/SIS, university emblems are 

influential for visual identity. This paper reviews theories, concepts, and 

relevant discourse concerning visual identi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emblems, 

semiotics/semiology, and cultural values. Based on the review, 3 topics are 

considered regarding university emblem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their 

exterior appearances, (b) their core values, and (c)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appearances and the values. The study objects are sampled from the 

emblems of universities established or restructured in recent years (i.e., in 

Taiwan since 1987 and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77), and are analyzed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Z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centage of 

texts adopted by university emblems in Mainland China is 4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Taiwan, an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quantities of 

the “compliance with authority” and “worship of religious beliefs”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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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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