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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和個案分析，從符號學、隱

喻等相關觀念來探討網路橫幅廣告的設計應用。我

們經由國內的「第六屆金手指網路廣告獎」中，選

擇三則橫幅廣告當範例深入研究;透過系譜軸和毗

鄰軸等理論組合分析這些個案，我們發現如果設計

者使用隱喻技法能讓橫幅廣告更有效、更創新。 

關鍵詞：網路廣告、橫幅廣告、符號學、隱喻。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and metaphor and relevant concepts to the 
design of banner advertisement through literature 
survey and case analysis. We select three banner 
advertisements in the domestic “2005 Click award” as 
examples for deeper investigation. By analyzing these 
samples in terms of paradigm, syntagm, …,etc. and 
their combinations, we find these metaphoric 
techniques can be utilized to make the banner 
advertisement more effective if the designer employs 
these techniques innovatively.  
keyword：Online Advertisements、Banner、
Semiotics、Metaphor。 
 
1. 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技術的蓬勃發展，在頻寬增加以

及網路費率的逐步降低下，上網人口數與寬頻上網

率均快速成長，網際網路也廣泛地，被使用於行銷

的溝通工具上，網路行銷的特色之一在於溝通方式

與傳統媒介不同，就其訊息而言，除了擁有平面媒

體的功能外，更能結合聲音，動畫等電子媒體的特

性，透過具有互動的廣告表現形式，可隨時將訊息

傳遞給閱聽人，並立即得到回應。 

網路廣告歷經了公元兩千年的網路泡沫化之

後，經過體質調整已日益茁壯。根據最近的研究報

告表示，預計在 2005 年的網路廣告將佔總預算的

3.8%，2007 年更會持續上升，達到全球廣告預算的

4.4%[12]。 

    網路廣告的表現方式有許多種，有動畫式的廣

告，文字式的廣告，橫幅式的廣告等；廣告表現就

是以圖形、文字、音樂、聲音等具體的形式，把創

意策略清楚的傳達給目標閱聽人，進而達成廣告目

標，透過廣告表現可將創意策略、品牌形象有效地

在目標閱聽人腦中成形，因此突出的廣告表現，成

為廣告成功的一大關鍵。 

網路廣告多媒體的特性，可以傳遞豐富的訊息

意義，網路廣告的訊息，是運用符號的轉換技術傳

達出來，達到識別性，及互動性的設計，廣告透過

各種符號的使用，建構商品的形成使用情境與傳遞

產品訊息；正是因為符號有溝通能力，能賦於廣告

生命，符號因而成為廣告訊息的認知與瞭解的重要

關鍵。 

目前國內網路廣告本身，當其訊息表現強調網

頁連結與互動性，是否還能與創意策略完整聯結?

因此，本研究即針對國內網路環境中，檢視隱喻原

理於網路廣告表現形式之應用情形，如圖文交錯的

象徵意涵及隱藏的敘述性等，期望對網路廣告設計

創意構思，整理出值得參考的做法。 

 

2. 文獻探討 
2.1 橫福廣告 

談到網路廣告，在許多人心中就會立刻出現大

小長條形的橫幅廣告，根據 Nielsen//NetRatings

針對歐洲網路廣告市場的研究指出，歐洲網站上的

橫幅廣告（banner）數量由 2003 年 11 月的 76,375

個橫幅廣告，增加至 2004 年 11 月的 94,939 個，

成長幅度達 24%；其中，又以瑞典、法國及荷蘭在

過去一年（2003 年 11 月至 2004 年 11 月）裡成長

最為強勁，皆有超過 30%以上的成長率[11]。 

橫幅廣告為網路上最常見的廣告形式，其所呈

現的方式也越來越多元。一則橫幅廣告，通常安置

在一個網頁的頂或者底部，其廣告形式可能是一個

製作精美的文字或圖像，且透過動態網頁技術的應

用，使文字或圖像能夠展現豐富效果，達到吸引上

網者注意力的目的[1]。透過廣告的點選，觀眾能

鏈結廣告主的網站或者產生更多的訊息，因此當設

計者設計橫幅廣告時，得從如何強化使用者點選的



動機，並且結合行銷策略與創意思考等面向來思

考。 

 

2.2 符號學 
    符號學（Semiotics or Semiology），是一門研究

符號間運作的學問，符號的功能在於讓我們了解如

何從事物之中發現意義。 

自從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學家皮耳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瑞士語言學家索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將符號概念發展為方法性的理論後。這

兩種對符號的闡釋可當做學習符號學的基石。當然

還有許多不同的說法，但這兩種理論足以供我們應

用於即將展開的符號分析工作[4]。 

索緒爾提出「兩軸論」，認為兩軸關係是意義

傳達的重要方法，符號在演化過程中，需要靠符號

轉換作用的「系譜軸」（paradigm Axis）和「毗鄰

軸」（syntagm Axis）交互作用才能創造出意義(如

圖 1)。  

(1)系譜軸：是一個可以選擇多種元素的垂直

軸，其特徵有：a.同一系譜軸的單元，有其共同之

處共同性質，使這些單元同屬一個系譜軸。如 M 是

一個字母，屬於字母的系譜軸。b.在系譜軸裡，每

一個單元必須和其他單元清楚區隔其顯著特色，且

能分辨出同一系譜軸裡各個單元的差異，包括其符

號具與符號義。 

(2)毗鄰軸：是符號與符號間訊息組合之規則

或慣例的橫向軸，如一串句子是字的毗鄰軸，它是

由字母的系譜軸裡組合成有意義的文字[9]。 

 

 
 

圖 1 符號的兩軸關係(陳美蓉，2002)  

 

    皮耳士發展了一套不同的系統。他將符號分為

三個類目。皮耳士所強調的是符號的三個層面—其

肖像的(iconic)、指標的(indexical) 、象徵的(symbolic)
面向[5]。肖像是描繪外型的圖像(resemblance)，指

標表示因果，而象徵來自於慣例[4] (見表 1)。 

表 1. 皮耳士的符號三類目 

 肖 像 

Icon 
指 標 

Index 
象 徵 

Symbol 
特徵 圖像類似 因果關係 約定俗成 

例子 照像 火與煙 十字架 

過程 可以目擊 可以想出 必須學習 

 
行銷人員相當熱衷於研究消費者如何解釋在

產品(Object)廣告或產品意象(Product Image)中

所使用的記號(Sign)、象徵(Symbol)、與意義 

(Interpreting)，因為產品可以代表消費者自身的

社會識別(Social Identities)、價值觀、品味、

文化及生活型態，所以根據消費符號學可以了解更

為詳細的消費行為，以及如何可以更有效地傳播產

品訊息[8]。因此，我們可以運用符號分析了解廣

告所傳達出來的意義。 

 

2.3 隱喻： 
隱喻（Metaphor）就是以熟悉的事物代替不熟

悉的，特點是利用符號之間的「相似」和「相異」

之處，因此我們可以說它以「系譜軸」進行運作，

因為有足夠的相似點才能置於同一系譜軸，但也要

有足夠的相異點，才能比較出之間的相對之處。隱

喻在圖像符號設計中是一種象徵的形式，用索緒爾

的概念來說，隱喻本質上是「聯想式」的，透過聯

想、諷刺、幽默、不可思議等謎樣的符號具組成，

吸引讀者注意並產生共鳴，因此，隱喻呈現的符號

義是一個「新的」概念或經驗，其類型可分為三種： 
（1）獨立形象的隱喻（Isolated Pictorial）：如  

     同文字表達，涉及獨立現象間的關係。 

（2）結構的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牽涉 

     到形象結構間的關係。 

（3）質感的隱喻（Textural Metaphor）：以相似 

     或不同事物之感性直覺為基礎，使產生心理 

     的連結效應[2]。 

    「隱喻」一詞雖源於修辭學中的修辭格，但因

其獨特特質進而影響了文學、語言、心理、藝術、

設計上的各層面。「隱喻」運用於廣告中即稱之為

「隱喻式廣告」，隱喻式廣告將傳統修辭上隱喻概

念的主體與截體，巧妙或適當的轉換成影像或圖像

的方式，使產品本身成為顯而易見的主體，而將廣

告主所欲傳達的訊息，暗示在廣告所呈現的影像或

圖像上，使其發揮截體功能，讓消費者能夠將截體

的特性投射或轉換到主體身上，而達隱喻的目的地

[6]。 

隱喻的功能即是令我們得以藉由某一類事物

來瞭解另一類事物。如某項產品常以一件事或物當

做隱喻。西部野馬是萬寶路香煙的隱喻；瀑布、自

然綠地是薄荷煙的隱喻。這些都是清楚明顯的隱

喻。其中替代物(野馬、瀑布)和實體(原物)(香煙)

以視覺化呈現[3]。這種產品特性以意在言外的方

式表現，打破了傳統廣告語言標準化的格式，而使

用極富想像力及有趣的語言要素，吸引消費者注

意，讓消費者能夠藉由視覺的圖像，相信產品確實

具有廣告圖像般所呈現的好處，已成為目前廣告人

最常使用的表現手法之一[4]。 

 



本研究將綜合索緒爾的「兩軸論」與皮耳士的

的「符號三類目」等符號學相關理論，來分析檢視

網路廣告創意形成的結構。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屬於探究內容表達形式的研究，為了達

成此一目的，我們採用符號學相關理論，來探討網

路廣告設計者使用的符號意義之研究。 

 

3.1 方法概述 
    本研究主要擇取國內「第六屆金手指網路廣告

獎」得獎廣告作品進行個案分析。金手指網路廣告

獎於 1999 年，由中時報系、PC Home電腦報、中時

電子報及PC Home Online共同主辦，為國內第一個

網路廣告獎，並從2003年開始，擴大為兩岸三地的規

模。金手指網路廣告獎活動宗旨為鑒於華文地區網

際網路快速成長，隨著商業化應用的增加，華文廣

告的經濟規模也急速擴充，為了推廣華文世界閱聽

大眾對網際網路的多元認識，激發網路社群對網路

世界的創作與探索，並鼓勵在「網站」、「網路廣告」

及「手機廣告類」創意與製作上有實際開發成績的

工作者，特別創辦專屬於華文世界整體的「金手指

網路獎」評審暨頒獎活動[7]。 

值得一提的是，兩個在廣告界具有指標意義的

廣告大獎美國《CLIO 廣告獎》(CLIO Awards) 與
法國《坎城廣告獎》(Cannes Lions)也不約而同的

在 1999 年開始增設網路廣告獎的獎項，讓網路廣

告的創意人有表現的舞台[10]。美國《CLIO 廣告

獎》於 1998 年開始增設了網路獎〈WWW〉的類別，

1999 年隨即改為網路廣告類〈Internet Advertising〉
獎項；而另一個世界知名廣告大獎，法國《坎城廣

告獎》自 1999 年特別頒發一個「年度網路公司」

〈Internet Company of the Year〉的大獎給《雅虎》

(Yahoo！) 後，也開始增設了網路廣告獎〈Cyber 

Lions〉的獎項。我們可以看出美國《CLIO 廣告獎》

和法國《坎城廣告獎》，都是在原有的廣告獎裡增

加網路廣告的獎項，而我國「金手指網路廣告獎」

則是考量網路廣告評審的選擇與目標閱讀族群都

和傳統媒體大不相同，因此獨具特色地單獨舉辦。   

今年第六屆金手指廣告獎參賽獎項共分網站

類、網路廣告類、手機廣告類等，共計有 528 件參

賽作品，從初審入圍的 286 件網站類、230 件網路

廣告類以及 12 件手機廣告類作品中，共頒出最大

獎 4件、金獎 9件、銀獎 17 件、銅獎 17 件、佳作

獎 34 件，但仍有許多從缺獎項，顯示網路在創意

與視覺呈現上還有進步的空間。 

網路廣告獎的舉辦，應該使大家對網路媒體的

運用更加純熟，蘊釀出網路上廣告與行銷的市場法

則，逐漸形成共識，並且帶領網路廣告趨勢，其基

本目的或可歸納如下：鼓勵創意結合技術的表現；

發揮互相觀摩學習的效果；更重要的是能帶動網路

廣告產業的發展[10]，綜合上述原因即為本研究個

案選擇金手指網路廣告獎的原因。 

3.2 研究範圍 

據資策會 MIC 於 2004 年 4 月調查的「台灣網

友網路生活行為研究」結果中顯示，曾在網路上購

買產品或服務的類別，有集中在 3C 產品的現象，

而吸引網路使用者注意網路廣告的理由為動畫

式、文字式與橫幅式廣告，分別佔 45.5%、42.4%

與 40.6%（見圖 2），其中 71%網路使用者認為，網

路廣告吸引他們的主要原因在於其趣味性和視覺

效果。 

 
圖 2 我國網路使用者最常點選的網路廣告形式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4 年 3 月) 

 

從國內相關研究發現，目前台灣網路廣告創意

表現上仍不足。因此為求達到一定品質的樣本數以

獲得分析上的意義，我們在參考過去相關研究及觀

察國內網路廣告內容後，謹擇取第六屆金手指網路

廣告獎得獎廣告中，以動畫式、趣味性和視覺效果

的表現形式，並最具隱喻代表性的 3C 商品網路廣

告作品，為主要研究範圍，進行隱喻運作的探討。 

 

3.3  研究分析樣本 
依研究範圍在進行步驟上，首先我們採取研究

樣本為「2005 年第六屆金手指網路廣告獎」之網路

廣告類最佳橫幅式廣告獎作品，符合研究範圍的作

品共計有 3件；其次是運用「符號學」相關理論，

解析廣告中符號表徵過程和隱含的意涵。 
 (1)《All Solutions In One Hand》篇。 
廣告內容簡介 

    在獲得銀手指獎的《All Solutions In One Hand》
篇作品中，畫面為散落在空中四處的氣球，不需辛

苦地追趕跑跳，只要藉由滑鼠移動時呈現手掌的標

誌與飄在空中的汽球互動，當滑鼠移動時氣球就跟

隨著位移，不需要使用任何鍵盤上任何按鍵，進行

輸入或方向控制，滑鼠也不需按壓即能掌握並移動

氣球，只要用一隻手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當按壓

滑鼠鍵時，文案再附上「整合客戶和伙伴如同輕鬆

一握」（見圖 4、圖 5）。 
 

 
圖 4《All Solutions In One Hand》篇 



 
圖 5《All Solutions In One Hand》篇 

 
廣告內容分析  

    作品《All Solutions In One Hand》篇中，發現

廣告訊息的意義是建構在使用情境上，藉由動作將

意義產生連結，並間接投射在產品上，並運用了隱

喻的手法回推至圖像符號中，在符號類型選擇上採

用 Symbol 方式凸顯它的符號意義（見表 2）。 

 

表 2.All Solutions In One Hand 篇廣告分析 
項目 內容 

廣告產品 IBM-IT 整合服務 

作品名稱 《All Solutions In One Hand》 

廣告分類 橫幅式 

毗鄰軸 輕鬆解決全部問題 

系譜軸 氣球、手、天空 

符號類型 Index 、Symbol 
表現概念 藉由氣球與手互動之關係，進

行隱喻輕鬆為客戶的 IT 整合。

文案：整合客戶和伙伴如同輕

鬆一握 

 

 

 (2)《IBN Football Banner》篇 

廣告內容簡介 

    在獲得銅手指獎的作品《IBM Football Banner》
篇中，以遊戲方式呈現，背景元素為傳統的足球遊

戲檯，而競賽方式是當滑鼠左右移動時，遊戲中同

排的人就跟隨著滑鼠方向一同位移，進行接擋的動

作，遊戲規則為必須接擋對方的發出的球，遺漏一

球卽算失敗，但角色設定為一對多，且遊戲互動過

程速度會越快，最終電腦的角色以寡擊眾，並出現

「以少勝多，表現才夠出色」的文案（見圖 6、圖

7）。 

 

 
        圖 6《IBN Football Banner》篇 

 
        圖 7《IBN Football Banner》篇 

 

廣告內容分析 

    在作品《IBM Football Banner》篇中，我們分

析廣告訊息的意義，發現設計者是建構在使用機能

上，並藉由使用者與產品間的互動去進行意義的符

號建構，接著透過功能上的相似性，將符號意義轉

向抓以少剩多這脈絡上，並運用符號間相似關係來

做隱喻，使閱聽人能在心理上對符號與符號間產生

連結，因此偏於 INDEX 的圖像符號（見表 3）。 

 

表 3.IBM Football Banner 篇廣告分析 

項目 內容 

廣告產品 IBM-p615 伺服器 

作品名稱 《IBM Football Banner》 

廣告分類 橫幅式 

毗鄰軸 高性能，讓你事半功倍 

系譜軸 競賽遊戲、以寡擊眾、方向 

符號類型 Symbol、Index 
表現概念 藉由控制遊戲的方向，接擋對

方的發球，最後由少數方的電

腦贏了，透過遊戲讓使用者體

驗到電腦強大的效力。 

 

 

(3)《Acer TM4000 飆影像要有勁裝備》篇 
廣告內容簡介 

在獲得佳作的作品《Acer TM4000 飆影像要有

勁裝備》篇中，以行人穿越道路時遵循的人型交通

號誌呈現，藉由介面下方可調整快慢速度的滑桿來

進行互動，當速度越快交通號誌的人物也由慢步走

變化為快步跑，當速度到達最快時，交通號誌的人

物便衝出畫面外，並帶出「飆影像 要有勁裝備」

的文案（見圖 8、圖 9）。 

 

 

  圖 8《Acer TM4000 飆影像要有勁裝備篇》 



 

 
  圖 9《Acer TM4000 飆影像要有勁裝備篇》 

 
廣告內容分析  

    在作品《Acer TM4000 飆影像要有勁裝備》篇

中，設計者將「效能」這一主觀想法與概念化事物

方式，隱喻在這作品中，運用不同機能符號元素置

入該意義脈絡中，結合產品使用機能做間接式的建

構，兩者之間不同的是雖然在產品使用特徵上，脈

絡的選置朝向兩者屬於不同的意義場域，但仍具有

邏輯關係，在符號類型上符號的選擇以 INDEX 的符

號類型（見表 4）。 

 

表 4.Acer TM4000 飆影像要有勁裝備篇廣告分析 

項目 內容 

廣告產品 acer TM400 筆記型電腦 

作品名稱 《Acer TM4000 飆影像要有勁

裝備》 

廣告分類 橫幅式 

毗鄰軸 運算跑圖需要好的電腦裝備 

系譜軸 交通號誌、人物、速度感 

符號類型 Symbol 
表現概念 藉由控制行進中的人形交通號

誌，以跑步中的圖案如電腦運

算圖片，比喻電腦設備速度的

影響。 

 

 
3.4  綜合分析 

  本研究的結果綜合以上三個分析，雖只有三則

廣告被分析。但是，透過分析的結果顯示出 : 綜

合分析三則廣告的符號意義都是建構在使用機能

上，符號的選擇分別屬於 Symbol、Index 符號類型，

這三種類型間並非互斥的，且經常互相混雜重疊或

同時存在藉著符號的排比使廣告看起來更有意涵。 

  隱喻式廣告藉由抽離原產品機能形象，將元素

替換呈現出全新思考與想像的意境，進行圖像的建

構，並發現雖然三則廣告皆使用機能上意義建構，

但設計者在使用隱喻的符號具組成作品之間的圖

像符號有極大的差異，因此，若同性質產品使用相

似的廣告訴求時，運用隱喻的多面向思考方法，經

不同符號元素的組合，可設計出豐富意涵的廣告，

同時達到吸引觀賞者解讀並產生樂趣。 

 
 

4. 結論     
本研究主旨在透過符號學的相關論述，分兩階

段進行進行，第一階段進行文獻資料的整理與研

究，並應用相關理論探討網路廣告裡設計者使用的

符號意義之研究，綜合整理文獻整理，以作為本研

究的理論基礎；第二階段則將探討符號學應用於

2005 年第六屆時報金手指網路廣告獎的網路廣告

之設計，以下為獲得的結論：了解符號意義傳達的

功能，能幫助使用圖像影音符號傳達廣告訊息的設

計者，提升符號選用的傳達效率。使用容易聯想與

理解的隱喻式的網路廣告表現，可以引起相關生活

經驗的共鳴，更可以塑造一種情境式的體驗，增進

使用者好感度與興趣。 
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在其他影響創意表現的

因素上，還仍有許多研究忽略的面向未加以探討，

因此並無法呈現全面性的解釋，與推論至整體的網

路廣告表現，因此還有賴於其他方法的輔助以獲得

更全面的觀點，本文僅提供相關從業人員在創意發

想與欣賞作品上的參考。後續相關的研究，在能力

許可的情形下可擴大研究的範圍，如涵蓋更多不同

的形式或者蒐集更多的樣本，做進一步的研究與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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