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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商標權案例：爽歪歪爭議事件  

 

 

知識產權概念中，商標權為另一重要組成部份。有關商標權的課題，本研究將

以探討爽歪歪商標爭議事件作為研究的案例。此一事件發生於 2006年中，選擇它作

為研究案例的原因如下：首先，爽歪歪是大陸知名的娃哈哈推出的兒童乳品商品名

稱，因名稱被認為低俗色情而在大陸網路媒體中引起廣泛爭議，討論文章較多。其

次，娃哈哈一向被視為大陸自主飲料品牌的象徵，且近年中共又提倡自主創新、創

立名牌，因此娃哈哈旗下的爭議商品較有代表性。第三，爽歪歪被視涉及性暗示，

而性問題向來被建構為身體的重要話題之一，因此較符合本研究對身體問題的思

考。因此，本文選擇此一案例作為分析對象。 

 

以下分三部份進行鋪陳：首先是介紹爽歪歪事件的概況，以及它在網路媒體中

的爭論焦點，並探討為何爽歪歪能引發爭論，爽歪歪呼應了什麼樣的身體欲望。第

二，爽歪歪是娃哈哈旗下商品，因此進一步由娃哈哈若干成功商品的銷售策略，以

探討爽歪歪與網路媒體和身體欲望的關係。第三，娃哈哈與爽歪歪均是一個商標，

而商標權是由商標法賦予，因此國家經由商標法顯現的權力意志也須加以關注。    
第一節、爽歪歪在網路媒體中的爭論 

 
 
一、爽歪歪商標爭議事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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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爽歪歪的商標圖文樣式與商品服務範圍 

 

 
資料來源：作者摘自中國商標網1 

 

有關爽歪歪商標（如圖三）爭議的事件始末，以下主要引述的文章是來自新華

網浙江頻道而為許多網站廣為轉載的「『爽歪歪』被指屬淫穢用語 娃哈哈回應聲討」

一文。2該報導指出，爽歪歪是大陸知名的娃哈哈集團公司於 2006年年初推出的乳

品飲料。其電視廣告在大陸中央電視臺少兒頻道和各地的電視臺以及一些鐵、公路

的車載電視上播出。廣告內容大致是幾個五、六歲的孩子一邊親著飲料瓶，一邊響

亮地說「我要爽歪歪，天天爽歪歪。」這一飲料隨著娃哈哈在大陸的商譽，及其銷

售與廣告在大陸的高度覆蓋面創造了很大的銷售量，進而引發社會對此一產品名稱

的關注。首先是有媒體報道說，一位從臺灣來的朋友看到這個廣告後覺得不可思議，

這位台灣朋友認為在臺灣「爽歪歪」的意思人人皆知，是形容男女性愛後極度快樂

的感覺。臺灣來的朋友說，這個廣告用語實在太粗俗，很難想像一個知名企業會用

這種辭彙來命名產品。經媒體一報道，網上對這則廣告的指責便鋪天蓋地地而來。 

 

鳳凰衛視的時事評論員阮次山也在一期時事論壇裏鄭重提醒娃哈哈修正廣告

詞。阮次山認為近年來因港台文化在大陸傳播，使得「爽」字也在大陸流行，但均

未深究該字的含義，現在既然知道「爽」字在台灣的語境中指的是男人在射精時的

快感，是粗話。因此廣告詞是一群小孩在喊爽歪歪是極不適當的，在臺灣已認為是

不文明的事，影響也不好。阮次山為此正式呼籲大陸停止使用此廣告宣傳語。方言

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福堂認為，「爽」字本身在閩南語中出現的語境就是男

女性生活圓滿完成後，表達舒服感覺的一個詞。而在普通話中「爽」字只是表達比

較高興、痛快的感受，並無特別的語境要求。王福堂教授指出，娃哈哈的廣告讓幾

                                                 
1中國商標網的網址：http://sbcx.saic.gov.cn/trade/index.jsp。圖表於 2007 年 3月 5日檢索。 
2謝潔青，「『爽歪歪』被指屬淫穢用語  娃哈哈回應聲討」，新華網，2006年 6月 1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6/01/content_4632011.htm。該文除
見於新華網外，亦轉載於諸多網站，此一問題於後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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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天真的娃娃在螢幕上大喊「爽歪歪」，實在不妥。並認為，近年來，許多廣告中

的用語常常沿用港臺用語，但廣告策劃者也許並不清楚用語本身的含義和語境，常

常發生令人不可思議的狀況。面對各方爭議，爽歪歪的廣告策劃人俞建成於 2006

年 5月 30日透過網路對網上的爭論作出了回應。他坦言，在廣告創作之初，他並不

知道有這層意思，也是歪打正著。但是，廣告人在策劃廣告的時候，不可能翻遍所

有字典，看看是否觸犯了性愛這個禁區。其實，爽歪歪這個詞也並不是他發明的，

而是從孩子口中聽來的。並且爽歪歪是個疊詞，符合小孩子的說話方式，上口又好

記。俞建成告訴記者，其實爽歪歪起初只是娃哈哈新產品乳娃娃的廣告詞。娃哈哈

每推出一個產品廣告，都要進行市場回訪，在對乳娃娃的回訪中發現，孩子在購買

時，都說：我要爽歪歪，而不說：我要乳娃娃。這說明爽歪歪更通俗易記，於是娃

哈哈將爽歪歪改成了產品名。結果，爽歪歪銷量大增。讓他費解的是：在爽歪歪作

為乳娃娃廣告詞的兩三年內，從沒有聽到人說它淫穢；而爽歪歪作為產品名稱後，

就有人口誅筆伐了。俞建成認為，孩子們指著要買爽歪歪，或暢飲爽歪歪的時候，

一定是真正意義上地享受產品帶來的歡樂暢快。他認為廣告的好壞應該由它的受眾

群來說，才有意義。但是，現在抨擊爽歪歪的人似乎都不像是爽歪歪的受眾群。在

孩子眼裏一個很酷的詞，怎麼在大人那裏就變歪了呢？！究竟是詞歪？還是有的人

的腦子歪？！3針對此一爭議，杭州娃哈哈總公司，市場部的陳部長表示，他們早就

注意到網上的討論了，雖然沒有証據，但懷疑這是有人在惡意操縱。關於爽歪歪飲

料的廣告創意，陳部長說，當時他們調查了全國各地的小朋友，發現許多小朋友都

會說爽歪歪，他認為應該是很高興、很痛快的意思。但至於爽歪歪這個詞到底從何

而來，本意是什麼，陳部長並不清楚。主要播出該廣告的大陸央視廣告部在接受採

訪時指出，該台播出的廣告均按國家廣告法審查，只要不違反廣告法對符合社會主

義精神文明與真實合法、保護善良風俗的要求均可以播出。也有些廣告播出後受到

觀眾質疑或不被大多數觀眾接受，電視台會停播重審。但目前娃哈哈爽歪歪的廣告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4這些提醒和論辯更加熱了網友對爽歪歪的爭論。  

 

在爽歪歪的爭論中，網友觀點呈現兩邊倒的狀況。反對爽歪歪的人一般認為該

商品名涉及性愛，用語是淫穢，是一個丟臉且影響銷售的商標，故應加以修改。同

意爽歪歪的人一般認為文字本有多義性，在小孩子純潔的心裏，爽歪歪只是高興、
                                                 
3俞建成，「爽歪歪被指用語淫穢，作為創作者我有話要說」，秘書博客，2006年 6月 2日，
http://youjianmen.blog.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id=138767。 
4劉春蕾，「娃哈哈廣告語引發爭議」，人民網，2006年 5月 22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35560/4393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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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和喜歡的意思，並認為批評爽歪歪的人是妒忌娃哈哈賺錢。 

 

這一事件在 2006下半年在網友間引發熱烈爭論，但整個事件一直維持在爭論

的狀態，娃哈哈未修改爽歪歪的商品名稱，電視台也未因爭論停播此廣告，娃哈哈

也未因懷疑此事是「有人在惡意操縱」而向政府行政部門反映或向法院提告，爽歪

歪就在此懸而不決之下創造高度的銷售量，娃哈哈在大陸各界仍是極受肯定的品

牌。例如，爽歪歪在投入市場才 3個月時，每個月的發貨量都以兩三倍在成長，上

市不到一年即創造了 9億的利潤，約佔娃哈哈 2006年全年獲利的 8%，在娃哈哈 30

幾項產品中貢獻良多。5並且在 2007年 1月 29日，娃哈哈經過一百多萬公眾、六十

多位專家和幾十位權威媒體總編，從全國 600餘家企業中評選中當選「 2006最佳企

業公眾形象獎」。6 

 

二、爭論的主軸 
 

對爽歪歪採取批判立場的主張可以「『爽歪歪』：市場和文化究竟誰給誰讓路」

一文作為代表。7由該文本，一方可見反對爽歪歪，認為爽歪歪應改名的論述其立場

為何。二方面對該文採取徵候性閱讀，亦可反顯出爽歪歪引發爭論的問題點何在。

由此可見一個商標名稱、一個符號的創意在大陸社會可能受到那些論述立場的關切。 

 

該文的主要論點是：市場適應文化習慣是資本趨動的內在要求。意即只要是想

贏利的企業，就要贏得消費者的尊重，產品適應文化，這是被迫的選擇。國外的跨

國企業，其產品進軍每一個國家，均要調查該國的風俗習慣，何況是本國企業。爽

歪歪事件的實質是市場與文化究竟誰適應誰的問題。雖然市場的邏輯是，資本大小

                                                 
5「兒童食品：飲料老大娃哈哈的十年目標:1000億」，童網，2006年 6月 29日， 
http://www.childec.com.cn/e xec/news%5C20066%5CNews55%5C2913234.shtml。 
「創新推動企業又好又快發展 — — 訪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寧波市科技資訊網，2007年
1月 26日，
http://www.nbsti.gov.cn/gb/Gov_Affair/InfoContent.aspx?CID=00010&CID1=00001&CID2=00002&CID
3=00004&CID4=00010&Info_ID=794ccc1a-8929-4393-86c7-86d4b15638d7&Page=1。一文指出在 2006
一年中，娃哈哈的營養快線、爽歪歪兩項新產品，為公司產生的利潤就占了利潤總額的 30％。其中
2005年上市的營養快線銷售達 22億元，2006年年初上市的爽歪歪進賬 9億元。 
6「娃哈哈榮獲『2006 最佳企業公眾形象獎』」，娃哈哈，2007年 2月 9日， 
http://www.wahaha.com.cn/news/company/2007/02/09/wahaha867.html。   
7「『爽歪歪』：市場和文化究竟誰給誰讓路」，OEM時代資訊台，2006年 5月 22日，
http://www.oemtimes.com/School/news/9232/News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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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決定社會支配權的關鍵元素，但這不表示社會其他元素均須屈從於市場邏輯，若

企業認為財大即氣粗，有錢即有理，那會是一個失敗的企業。  

 

此一文本反映了以下幾個想法與問題：首先，該文認為商人為了逐利，應自覺

的順應文化的要求，才能使自己的創意與商品為消費者所接受。而在該文中所謂文

化有兩方面意涵：一是指社會善良風俗和習慣，例如文本中提到，近年來具爭議性

的商品廣告有看漲趨勢，主要是廣告詞含有歧視性語言和低級趣味，後者包括性語

言和性誘惑語言。爽歪歪一詞在閩南方言帶有性暗示，因此是低級趣味。是故帶有

性暗示的符號在中國語境中是有負面意義的，該文認為這就是企業應體會到的文化

風俗，企業應自覺的避免或修正此類商品名稱。二是社會中的文化是異質的，文本

中亦提到，因北方方言中的爽不涉及性事，故爽歪歪在北方銷售不會有太多麻煩。

但在閩台地區則不然，因爽歪歪的消費者主要是尚無購買力的兒童，而理性的、對

孩子負責的家長是不會讓孩子接受含性暗示商品廣告誘惑的。娃哈哈公司可以不顧

及閩台地區居民的抗議，除非他們想主動放棄這個龐大的市場。可知該文認為大陸

存在地域方言差異，並且消費者的年齡、理性與否、對孩子負責與否亦有差異。總

之，一國一地並無統一的文化習俗，並無一致的符號所指。若企業要順應一切的文

化差異，則該文所稱的文化的意義將無所不包而成為無所指涉，企業恐怕無所適從。 

 

其次，該文認為，不論中外，商人為了贏利因此應考慮文化的要求，顯見至少

對商人而言，市場逐利才是終極目標，文化只是工具手段。換言之，市場逐利也可

以是一種認同目標，而且它是一種跨越中外、方言習慣的符號認同。既然都是一種

符號認同，則文本中所謂「市場適應文化習慣是資本趨動的內在要求」亦變得成自

相循環的套套邏輯，因閩南方言是一種文化，市場逐利也可以是一種文化，倘若商

人認知到該地的文化是市場逐利，則方言的習慣也就不可能為商人所重視。  

 

最後該文認為，娃哈哈是屬於不熟悉語言細微差異的商界，故情有可原。但在

得知爽歪歪在閩南方言被視作淫穢用語，引發爭議後，應聞過即改。且認為爽歪歪

此一產品栽在廣告上，可能將來會被視為一個典型案例。但是至目前為止爽歪歪仍

未改名，由各方報導來看，爽歪歪十分暢銷，僅就市場逐利的標準來看，爽歪歪似

乎不算失敗。 

 

因此由「『爽歪歪』：市場和文化究竟誰給誰讓路」一文可見，一個商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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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在大陸語境中面對的張力主要來自：一個異質的文化、符號環境，特別是商標

本身是一個符號，商標本身就是引發爭奪能指的觸媒。二是跨國界的市場逐利文化

與在地文化的關係問題。有關爽歪歪的商標爭議基本上即環繞這兩個主軸展開，而

各有正反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此而論，顯然任何商標、任何創意均有多義性，這也

印證了 Jacques Derrida 有關符號具延異性的論點8。  

 

三、爽歪歪的話題性與網路媒體的特性 
 

前文的討論指出，爽歪歪在大陸語境中面對的張力主要來自：異質的文化、符

號環境與跨國界的市場逐利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關係問題等兩個方面。但如上所述，

任何商標都有引發意義爭論的潛能，多義性似乎不是引起爽歪歪受到特別關注的主

因。筆者在 2007年 3月 5日，查詢大陸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中國商標網，即發現以

「爽歪歪」或「爽歪歪；SHUANG WAI WAI 」為商標提出申請的有 56筆，由杭州

娃哈哈團集有限公司僅 2筆，且早於娃哈哈的爽歪歪提出申請的也有數筆，意即這

56個爽歪歪商標申請，並非均是娃哈哈爽歪歪事件後的跟風行為。但引發關注的卻

只有娃哈哈的爽歪歪。9 以下就網路中的相關論壇、評論文章，就各種常見觀點進

一步探討，以見爽歪歪引起關注，產生話題性的原因何在。 

 

首先，在文化與符號的問題上，反對爽歪歪的意見大多集中在此一商品名稱在

港台方言或大陸近年流行的語言中具有性暗示，而性暗示即代表了下流淫穢。亦有

許多意見認為名稱不雅，但何處不雅則未言明，但由字裡行間推敲，不雅的原因仍

在性暗示，可見性暗示在大陸社會和下流淫穢、民族文化低落有著不證自明的連結。
10而爽歪歪隨著傳媒強力播送，將導致兒童道德敗壞。11支持爽歪歪的看法則認為它

                                                 
8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p.95-101.  
9中國商標網的網址是：http://sbcx.saic.gov.cn/trade/index.jsp。娃哈哈所以會註冊兩筆爽歪歪商標，是
因依大陸商標法規定，商標圖文的樣式與商標所對應的商品服務範圍均有一定，若稍有變更，即會
不受商標法保護，因此商家若對商標圖文的樣式與商標所對應的商品服務範圍作了調整，就需再次
提出申請，經工商局審查通過，才受到商標法保護。至於娃哈哈這兩筆爽歪歪的商標註冊均在待審
中。 
10窈窕小妹，「『爽歪歪』果奶廣告讓人浮想聯翩」阿里巴巴網商博客，2006年 12月 17日，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xinjyt70/article/b-i1447250.html。 
11張敬偉，「從『爽歪歪』被指用語淫穢說起」，2006 年 05月 22日，人民網，
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1036/4393425.html。 
俞建成，「海角天涯尋『共鳴』」，俞建成的個人空間，2006年 5月 30日，
http://blog.hangzhou.com.cn/index.php/426102/action_viewspace_itemid_47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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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得到小孩的喜愛，爽歪歪是代表心情快樂，是大人們自己思想淫穢，產生錯誤

聯想。 12 

 

其次就企業應依循市場邏輯而言，反對爽歪歪的意見是認為以此一產品名稱，

無法突顯產品的營養成分，特別是爽歪歪主要的消費者雖是兒童但購買者卻是父

母，而父母應是首重產品的實用價值，且爽歪歪在命名上與娃哈哈脫勾，失去了娃

哈哈強大的品牌奧援，因此爽歪歪是失敗的產品名稱。13支持爽歪歪的意見則是認

為好的商品名稱或廣告詞是來自發現而非發明，即它應來自巷語街談，日常生活，

才能引發共鳴，如此才能廣為流傳，深入人心，展示品牌魅力，誘發購買欲望，爽

歪歪正是來自孩子口中，充滿了童趣與愉悅，刺激了銷售。14也有網友是因為娃哈哈

的商譽而支持爽歪歪。此外，也有人認為爽歪歪具有挑起爭議的話題性，這本是娃

哈哈引發媒體炒作的銷售策略。15 

 

第三，也有一些意見是綜合上述兩者，例如，認為爽歪歪此一名稱傷風敗俗，

必不利於銷售，不利於企業永續經營。也有網友認為爽歪歪的意思是快樂、痛快，

上口又好記，有助產品銷售。16 

 

以上的不同意見有幾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爭論的焦點不出文化與市場的主題，

特別是環繞著爽歪歪是否涉及性暗示有關。二是網路上千篇一律的重覆著類似的爭

論。三是話題須和社會既有的語言氛圍有所連結才能引發爭論。這幾項特點，也可

由網路媒體中網頁的編排位置與文本相關連結的建構得到旁證。首先，在文章主題

方面，與 OEM 時代資訊台的「『爽歪歪』：市場和文化究竟誰給誰讓路」一文的建

立連結的「相關新聞」是類似「關注：五糧液帶領中國白酒搶占國際市場」「彌補細

分市場空白點 合資品牌競相補缺」等有關市場競爭的新聞。新華網的「『爽歪歪』

被指屬淫穢用語  娃哈哈回應聲討」一文是放置在新華網的「法治頻道」中的「經濟

與法」項目中，而與該文建立連結的相關稿件是類似「娃哈哈 36億進軍媒化工  9

億投資奶粉項目」等有關娃哈哈企業動態的新聞。3158致富網的「娃哈哈『爽』得
                                                 
12俞建成，「海角天涯尋『共鳴』」。 
13「娃哈哈『爽』得真歪了」，3158致富網，2007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3158.cn/cn_model/showarticle.asp?articleid=4541。 
14俞建成，「海角天涯尋『共鳴』」。 
15「你對『爽歪歪』品牌的意見如何？」，棲息谷，2007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21manager.com/dispbbs.asp?n=147,90486,2,0,3,0,0,0。 
16謝潔青，「『爽歪歪』被指屬淫穢用語  娃哈哈回應聲討」。 



第五章、商標權案例：「爽歪歪」爭議事件 

104 

真歪了」一文的「相關鏈接」是「想發財就得每天必作的 19個準備」「賺大錢 你夠

不夠格」等等講述發財方法的文章。新華網的「『爽歪歪』被指用語淫穢  廣告創意

要有底線」一文是放置在該網站「傳媒線上」項目中的「公關廣告」欄目中，與該

文建立「相關鏈結」的是如「廣告女主角成性挑逗對象 研究者逐條評點」、「美：

電視節目中不得使用那個『F』打頭的詞」等有關情色性廣告的新聞。17可見，在網

頁組織上，爽歪歪話題大致與市場、情色這些話題建立連結。其次，在重覆播送方

面，新華網的「『爽歪歪』被指屬淫穢用語  娃哈哈回應聲討」一文是轉載自新華網

浙江頻道，18而該文又被南方網、影音家電論壇、全國富民網、廈門經紀人、億刊

網、好律師網，等諸多網頁轉載，此文被稍加改寫後又成為江南時報的「『爽歪歪』

被指用語淫穢 廣告創意要有底線」一文，而江南時報的文章又被轉載於新華網。此

外棲息谷網站中「你對『爽歪歪』品牌的意見如何？」是以論壇的方式開放網友提

供意見，共有 21條回應意見。俞建成的個人空間是爽歪歪名稱的創意人俞建成個人

的部落格，他在此張貼了「海角天涯尋『共鳴』」一文，解釋廣告創意，並開放網友

回應，回應意見共有 9條意見，但上述兩個網路論壇的回應意見多集中於爽歪歪名

稱低俗與否的爭論。又如麻將論壇網站的「娃哈哈『爽歪歪』事件的反思」，人民

網的「從『爽歪歪』被指用語淫穢說起」等兩篇文章均為網友所作，均為 1,200多

字的長文，但所述也不外商品名稱色情低俗，將會有害銷售等看法。19可見網路媒

體易於複製，快速流動的特性，使得爽歪歪事件被一再的報導，而且多集中於類似

文本或相同主題。第三，在與既有語言的連結方面，爽歪歪會引起爭論的前提是各

報導中一再重覆有某位台灣人說爽歪歪是色情淫穢用語，並且此一說法為大陸網民

所接受。 

 

一般認為網路傳播（ internet communication）的特性是去中心化、去公私邊界、

                                                 
17「『爽歪歪』被指用語淫穢  廣告創意要有底線」，新華網，2006年 5月 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5/21/content_4578279.htm。   
18謝潔青，「『爽歪歪』被指屬淫穢用語  娃哈哈回應聲討」。該文除見於新華網外，筆者於 2007
年 3月 1日以該文標題，使用 google查詢，查詢結果的前兩頁，即可見該文亦轉載於南方網，
http://www.southcn.com/law/fzjctj/200606010527.htm。影音家電論壇，
http://www.yyjd.net/archiver/?tid-799.html。全國富民網，
http://www.fumin.org.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6436。廈門經紀人，
http://www.xmjjr.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345&page=2。億刊網， 
http://www.easykan.com/bbs/dispbbs.asp?boardID=7&ID=1816&page=5。好律師網， 
http://haolawyer.com/news/View_3567.html。等 6個網站。   
19儂 D寵兒，「娃哈哈『爽歪歪』事件的反思」，麻將論壇，2007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3721mj.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8096&star=1&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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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流動、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寫、虛擬真實等20。以爽歪歪案例印證這些特性，

首先，去中心化方面，爽歪歪持續存在爭論中，而未有權威性的主流意見產生，誠

然是去中心，但依此案例，去中心的結果不是直接通向意義的無限多元化，而是通

向多中心，話題均圍繞市場與文化打轉。 

 

第二，去公私邊界方面，網路無所不談，在爽歪歪案例中，爭論的焦點即在一

個可能和性快感有關的爽字，能否成為商品名稱而進入公眾領域，當然就目前來看，

爽歪歪是不顧爭議，強行進入中國市場，使過去被視為私領域的性快感成為話題的

中心，但並不代表性就不受歧視的進入公眾談論領域，爽被許多人視為色情低俗的

髒話，或者是只能「浮想聯翩」，而不可直白的說出爽的性意涵，可見，私領域的

性快感確實進入了公領域，但它是遭到歧視的，或者是被強迫缺席的他者。  

 

第三，兼具線性與非線性讀寫方面，在爽歪歪案例中，經由網路文本的超連結，

確實存在非線性讀寫的可能，但這並不直接代表線性與非線性兩者的愉悅程度必然

不同，因為爽歪歪的相關文本經由超連結，多指向相關主題的文本，諸多連結連來

連去，最後仍是萬變不離其宗，逃脫不了市場與文化的論述主軸。  

 

第四、資訊快速流通方面，快速流通反映在話題更新快，有關爽歪歪爭論的文

本大約集中於 2006年 5月出現，至 2007年年初仍有人在討論，但熱度已經消退，

以本節直接引述的 7篇文本中，有 4篇是 2006年 5月的文章；二是複製速度快，此

即如前述的類似文本、類似話題被快速轉載。但這兩者產生的效應是讓更多人快速

接受到類似的訊息，而有助於再生產既定的語言框架，限制符號意義的無限可能性。 

 

第五，虛擬真實方面，爽歪歪事件經由網路的建構後，呈現兩個結果一是爽歪

歪是具有爭議性的，二是爽歪歪是帶有性暗示的語言，不管原來爽歪歪在大陸的意

義為何，或者爽歪歪在港台地區是否真的就代表性快感，經過此一事件，爽歪歪真

真切切被建構或虛構出性的指涉，例如在這一連串爭議後，就有人看準這波爭議和

爽歪歪的性指涉已被完成建構，而於 2006年 8月提出申請，試圖將爽歪歪搶註成情

色用品商標，以爭取商機。21但值得重視的是話題的開端總和社會的既存的、被認
                                                 
20吳筱玫，網路傳播概論（台北：智勝，2003），頁 12-18。 
21「將『爽歪歪』註冊為安全套  申請人想炒商標」，新華網，2007年 2月 7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q.xinhuanet.com/news/2007-02/07/content_9255835.htm。此一
申請案大陸的商標管理機關「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已於 2007年 1月受理，但還要進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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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真實的語言氛圍有所連結，例如各相關報導一再重覆閩南方言中爽歪歪是色情

淫穢用語，為大陸網民建構了一個真實，進而成為爭論的起點。因此所謂虛擬真實

的意義應是虛擬和真實是相依而生的、互相加強，即某些被建構而被視為真實的符

號，為虛擬提供了憑藉，此一虛擬被一再重播後，又被建構成新的事實。  

 

因此爽歪歪的爭論之所以受到關注，甚至達到娃哈哈期待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宣

傳效果，主要的流程是電視傳媒對爽歪歪的強力播送，接下來是因其涉及社會既有

的性暗示語言而引發共鳴與爭論，而此一爭議又引發網路一再的討論，網路的快速

複製資訊加上電視傳媒強力播送，對身體一再進行感官刺激，爽歪歪因此成為知名

產品，創造了相當的利潤，這即是爽歪歪不斷生產、再生產其話題性的公式。爽歪

歪在宣傳上的成功，即在於刺激的因子和既存的語言氛圍有所連結，再加上色情爭

議和反覆重播，在質與量上直接且持續的刺激身體。22 

 

 

第二節、娃哈哈的品牌建構與身體衝動 
 

 

接下來將進一步探討幾項娃哈哈成功商品的廣告、銷售策略，以印證前文對爽

歪歪成功因素的分析，並進一步反思娃哈哈面對的市場狀況與網路媒體對娃哈哈品

牌的建構問題。  

 

一、娃哈哈的廣告、銷售策略 
 

爽歪歪是娃哈哈的產品之一，娃哈哈在大陸無疑是個成功的品牌，是受到消費

者信任與肯定的商標，被視為民族飲料品牌的旗手。年銷售超過 100億人民幣，娃

哈哈集團是中國首屈一指的「飲料帝國」。統計顯示，到目前，企業已平均為每個中

國人提供了約四十瓶飲料，有著「幾無國人未買單」的美譽。23在大陸，經受得住

二十年市場沖刷而不敗的品牌與企業家不多，始終處在市場風口浪尖而屹立不倒者

                                                                                                                                                 
兩年的審查作業。  
22「市場換技術是失敗的 ---娃哈哈帶來的９個啟示」，娃哈哈，2007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ppsj.com.cn/art/6032/。  
23「『娃哈哈』：幾無國人未買單」，浙商網，2005 年 6月 5日，
http://big5.zjol.com.cn:86/gate/big5/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05/06/05/006127429.shtml。  



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大陸網路媒體對知識產權建構的論述分析 

107 

更是鳳毛麟角，創立至今二十年的娃哈哈與年過六十依然掌握著中國最大飲料企業

的宗慶後就是這樣一個代表，因此更值得考查。而娃哈哈的成功是建立在旗下商品

連戰皆捷的實績上，因此本文接下來將考查娃哈哈一般性的策略與幾個成功的代表

性商品，以見爽歪歪的成功並非特例。爽歪歪的操作方式可說是娃哈哈成功經驗的

再次複製，而若娃哈哈抓住消費者的方針是有效的，那也可有助我們解讀大陸社會

的形貌。 

 

前述爽歪歪的成功策略是在質與量上對身體的直接刺激，也就是在產品與宣傳

上能夠呼應既有的語言符號，並對目標的消費族群進行高覆蓋、高頻率的銷售攻勢，

讓消費者的身體直接聽的到、看的到、買的到、用的到，讓身體直接共鳴與體驗，

並在實際上或想像上使消費者認為身體受益。此一想法在娃哈哈廣為媒體稱道的「宗

式兵法」中均可得到印證。 

 

娃哈哈的第一個商品是娃哈哈兒童營養液，為何生產此一商品，是因宗慶後經

由個人經驗與委託研究單位經過調查研究後發現，1980年代末期，正是 1979年一

胎化政策之後那些嬌生慣養的小孩成長的階段，這些被寵壞的小皇帝十分挑食，不

易餵養且健康狀況不佳。此外，當時市面上已有三百多種營養液，但沒有一種是針

對兒童的。因此宗慶後在取得了浙江大學朱壽民教授的配方後，決定生產此一產品。

1988 年 6月，宗慶後為自己的第一項產品在杭州日報刊登廣告舉辦有? 徵名，此舉

在當時大陸尚屬創舉，之後應徵的信件如雪花般飛來，在眾多信件最後看中了娃哈

哈這三個字，因這三個字的韻母 a是孩子最早最易發出的音，凡是會叫爸、媽的孩

子都會說。而且連續三個開口音，聲調和諧，響亮易記。「哈哈」又是人們表達幸

福快樂之情的同共語言，這一名稱傳達幸福、歡樂的感覺，有助縮短商品與消費者

的距離。娃哈哈在字義上，代表了孩童的快樂感受，與兒童營養液又十分合拍。因

此宗慶後趕緊到工商管理局把娃哈哈、哈哈娃、哈娃娃等幾個商標一口氣註冊下來，

1988 年 11月娃哈哈兒童營養液誕生了，主打的廣告詞是「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

香」。在廣告上，宗慶後賭上手頭現金的兩倍投入宣傳，在強勢的傳媒中央電視台

投放了大量的廣告，廣告內容提到調查顯示兒童營養不足，與該商品是科學研究的

成果。娃哈哈品牌一下子揚名全國，各地爭購。1990年，娃哈哈產值已突破億元大

關，完成了初步原始積累。24由宗慶後首戰告捷的結果來看，可見，娃哈哈品牌的

                                                 
24Donald N. Sull、王顒著，洪慧芳譯，中國製：管理大師透視中國精銳企業（台北：天下，2006），
頁 21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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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就是一個面向身體的考慮，娃哈哈三字在發音上、意義上都充滿童趣，訴諸

身體直接的快樂感受。就娃哈哈兒童營養液此一商品而言，產品被建構為有益身體，

透過央視的密集宣傳，與主打當時社會已存在但尚無人投入的兒童營養品市場，均

可見在選定消費族群後，直接對他們進行身體感觀刺激是一戰成名的關鍵因素。  

 

1991 年底，娃哈哈兒童營養液已供不應求，娃哈哈的名字已家喻戶曉，此時其

他商家也加入兒童營養品市場，彼此開使削價競爭，誇大廣告，甚至互相抹黑。在

此時機，宗慶後退出自己開創的兒童營養液市場，將生產能量轉而研製果奶產品。

當時競爭對手樂百氏已經透過大量廣告宣傳加鈣牛奶對健康的好處，宗慶後由此看

到一個「市場背後的市場」，那就是兼具牛奶的健康與果汁的美味的果奶。並堅持

用娃哈哈這個品牌名稱。雖然當時廣東一帶同類產品很多，競爭激烈，但宗慶後經

過研究，稍加變化，迅速跟進，一舉推出了六種口味的果奶，將其封裝在一起，讓

消費者能品嘗多口味的果奶。廣告攻勢方面，宗慶後在大陸首先採取了免費試喝活

動，他在杭州兩份主要報紙，推出憑報紙廣告剪報即可免費換取果奶的活動，引發

剪報熱潮，至公司備貨不足，不敷兌換，但娃哈哈承諾並實現了「有票就有奶」，

在三個月間免費發放了 60餘萬瓶果奶，超出預期的 20萬瓶，更建立或加強了消費

者對品牌的信任感。果奶廣告強調有益青少年的健康，廣告詞「甜甜的，酸酸的，

味道好有營養」朗朗上口，當時紅遍了大陸。在銷售上，宗慶後集中公司的資源，

一週主打一個城市，由點而面的向外幅射。導致新產品一上市就產生了轟動效應，

很快風靡大陸，被廣大消費者喜愛。10年來，從娃哈哈果奶到一代、二代 AD鈣奶、

維 E鈣奶、鐵鋅鈣奶、樂酸乳等十幾個品種規格的含乳飲料，根據市場的發展和須

求在不變中求變化，適時契合並領先市場，穩健經營。至今娃哈哈含乳飲料占全國

乳飲料市場銷量的 71.8%，娃哈哈 AD鈣奶幾乎成了所有乳飲料的代名詞。25娃哈哈

的續戰成功也是建立在針對市場當中的既存的商品或消費習慣進行微調後推出新

品，經由廣告、銷售的高度覆蓋，對身體產生直接密集的刺激上。  

 

                                                                                                                                                 
尚陽、陳勁，娃哈哈密碼：中國式經營管理的道、法、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5，
頁 182-183。 
「娃哈哈品牌介?」，品牌世家，2007年 2月 26日檢索，http://www.ppsj.com.cn/v/355/。 
25Donald N. Sull、王顒著，洪慧芳譯，中國製：管理大師透視中國精銳企業，頁 212-241。 
「宗慶後細說創新『三步曲』」，娃哈哈，2007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wahaha.com.cn/news/company/2006/03/06/wahaha795.html。 
「娃哈哈品牌成功的五大支柱」，品牌世家，2007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ppsj.com.cn/art/2005/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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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宗慶後的眼光投向瓶裝水市場，吸引他注意的原因是一方面許多跨國

企業廣為宣傳蒸餾水的好處，消費者開始有花錢買飲用水的意顯。二方面是當時大

陸飲用水污染的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在此一時機宗慶後從美國引進了先進的技術與

設備，生產一個人喝的小瓶裝娃哈哈純淨水，而不是家庭或公司用的桶裝水。在廣

告方法上，娃哈哈有別於當時眾多瓶裝水紛紛以純淨、健康、衛生為訴求點，開拓

出了一條情感訴求路線，以浪漫、真情、青春、時尚為基調，以「明星歌曲策略」

為重要特色，以吸引年輕族群。例如自 1999年起由臺灣歌手王力宏作為娃哈哈純淨

水新的廣告代言人，王力宏的「愛你等於愛自己」成為娃哈哈的廣告歌曲，這是一

首平鋪直述談論愛情切身體驗的歌曲。娃哈哈本身的商譽，加上大範圍的現場推廣、

廣播電視報紙廣告大密度傳播、以及媒體對歌星的跟蹤採訪、歌迷的歌曲點播，使

得娃哈哈、偶像明星、流行歌曲三者產生相加相乘的效果，娃哈哈純淨水至今仍為

瓶裝水的領導品牌。26此一商品同樣也是針對既存的商品進行調整後，並經由廣告、

銷售的高度覆蓋，對身體產生直接而密集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廣告的方式訴諸更

多樣的身體直接刺激，滿足著身體多樣的衝動，提供消費者多種可能的共鳴。包括

水的解渴，拿在手中的小瓶裝伴隨我們生活中的點滴回億，偶像明星的帥氣搶眼，

愛情歌曲描述的戀愛經驗，27或者是混合著上述多種的刺激。至此娃哈哈在中國的

品牌聲望已是十分鞏固。  

 

更進一步為娃哈哈爭取到民族主義桂冠的事件，當然 1998年勇敢挑戰兩樂。

娃哈哈經過十多年的歷煉，經過兩年多研製，在「中國人自己的可樂：娃哈哈非常

可樂」的廣告詞下，推出向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挑戰的商品，主動扛起了向國際大

品牌挑戰的民族工業大旗。非常可樂在廣告和銷售上攻向人口眾多的中西部市場及

廣大農村市場，不和兩樂在大城市正面決戰。通過與兩樂的錯位競爭，通過娃哈哈

強大的營銷網路佈局，把自己的可樂輸送到中國的每一個鄉村與角落。對於中西部

許多城市和鄉村的廣大群眾來說，娃哈哈的非常可樂先入為主，就是正宗的可樂產

品。在此時機，1999年 5月，發生了美軍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大陸民

                                                 
26Donald N. Sull、王顒著，洪慧芳譯，中國製：管理大師透視中國精銳企業，頁 212-241。 
「宗慶後細說創新『三步曲』」。  
「娃哈哈品牌成功的五大支柱」。  
27王力宏演唱的「愛你等於愛自己」的歌詞其中幾句是「心想著你，眼看著你，就像貼近自己。怪不
得，擁抱感覺，會越來越熟悉。」描述一般戀愛會有的經驗，至於擁抱愛人會有什麼感覺，歌詞中
就沒有再去鋪陳了。因此也是訴諸很直接的身體感受，而少及於間接的抽象情感。該首歌的音樂錄
影帶可見於，「王力宏 -愛你等於愛自己」，YOUTOBE，2007年 3月 3日檢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CxfsEXKK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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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高漲，扺制美國貨品的情緒高漲，宗慶後掌握這鼓熱潮，順水推舟，加強投

入電視廣告，並順勢推出非常品牌的其他碳酸飲料。時至 2003年，非常系列的碳酸

飲料，成為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之後排名第三的品牌，市場佔有率約 12%，算是打

出一片天地，打破了非常可樂推出市場時一些人的「非常可樂，非死不可」，「非

常可樂，非常可笑」的預言，也打破了可口可樂不可戰勝的神話，娃哈哈因此成為

大陸民族品牌的代表。28非常可樂的成功，也同樣包含了對既存的商品的微調，並

對身體產生直接而密集的刺激。而民族主義更是國富民強的表徵，是身體強健優越

的表徵，呼應了民族主義情緒，是對身體衝動的更大滿足，提供了更多身體的快感。 

 

跨入二十一世紀娃哈哈仍憑藉著品牌的優勢持續發展，除了自 1998年以來一

直為大陸飲料銷售第一的品牌外，在 2003年，娃哈哈公司營業收入突破 100億元大

關，成為全球第五大飲料生產企業，僅次於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吉百利、柯特這

4家跨國公司。29近年娃哈哈開始由鄉村包圍城市，爽歪歪即被視為娃哈哈向城市進

攻的產品之一。目前娃哈哈已成為最受大陸消費者信賴和喜愛的飲料品牌，娃哈哈

商標被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娃哈哈純淨水、娃哈哈果汁飲料相繼被官方的中

國名牌戰略推進委員會評為「中國名牌」產品。公司先後獲得 800多項國家、省、

市級榮譽稱號，被列入國務院 520家國家重點企業，連續 5次被評為中國最受尊敬

的企業。30 

 

二、身體衝動下的商標策略與網路傳播 
 

以上分析了娃哈哈的兒童營養液、果奶、純淨水、可樂等幾個成功的商品。除

了印證一個商品若能在產品與宣傳上能夠呼應既有的語言符號，並對目標的消費族

群進行高覆蓋、高頻率的宣傳、銷售攻勢，以直接滿足身體需要是一個有效的銷售

方法外。還有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一是大陸社會的多樣性問題，如前所述大陸社會內部存在文化差異，娃哈哈即

                                                 
28Donald N. Sull、王顒著，洪慧芳譯，中國製：管理大師透視中國精銳企業，頁 212-241。 
「市場換技術是失敗的 ---娃哈哈帶來的９個啟示」。  
29「娃哈哈品牌介?」。  
「市場換技術是失敗的 ---娃哈哈帶來的９個啟示」。  
30「娃哈哈品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品牌世家，2007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ppsj.com.cn/art/1155/1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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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操作了這一點，它的各項商品採取的均是一種差異化戰略，即針對某一已存

在而別的商家尚未重視的分眾，在宣傳與行銷上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密集炸射，引發

目標群眾的共鳴。如此避實擊虛、以小搏大，逐步蠶食鯨吞，而成為中國第一。  

 

二是大陸社會的多變性，多樣的社會往往容易產生改變，即多樣的社會易於產

生多樣的連結，產生變化。在娃哈哈案例中，成功的創意商品的投入，往往能使市

場風起雲湧。由娃哈哈的案例可見，吸引消費者共鳴的創意，首先必須是迎合語言

氛圍中已經存在的元素，必須呼應社會的多樣性背景。其次必須是直接訴諸身體的

快感刺激，滿足身體的多元衝動。第三是投入的力度，這涉及銷售通路與管道問題。

這幾個方面用宗慶後的話來說叫「小步快跑，滾動前進」。換言之，面對多樣、多

變的社會，在既有的慣性下，順勢而為，摸著石頭過河，不要急於長遠規劃，是較

可行的生存發展手段，這也是「宗氏兵法」也常被稱為「無定式宇宙流」的原因。 

 

第三，網路媒體內容的一致性，塑造了娃哈哈品牌的安定感。前文簡述娃哈哈

或宗慶後在經營上的手段，資料主要亦是來自大陸網站，但內容千篇一律，不外是

討論廣告宣傳、銷售通路、品牌優勢如何成功，或者說各不同文本卻與娃哈哈官網

中的自我介紹或宣傳文字幾忽如出一轍。31這是符合前文對網路特性的探討，只是

相對於爽歪歪符號，存在更久的娃哈哈符號的意義固定性似忽又更高了。網路媒體

雖然創造了多個網站，或多樣的網頁形式，但不必然就會產生多樣的意見，例如提

到爽歪歪就指向爭議，提到娃哈哈就指向偉大飲料品牌。甚至符號存在的時間和其

意義的內爆度是成反比的。可能當然這可能和大陸網路受官方控制有關，但娃哈哈

的經營是一個商業課題，這是目前大陸被認為最實事求是的言論領域。  

 

因此娃哈哈的品牌策略成功即在於，它用多樣化、多變化的商品與廣告滿足了

不同群眾的身體需要與感觀刺激，並經由大量的電視廣告投放，建立消費者對產品

的固定印象，而最終是迎造了娃哈哈品牌的可信度，娃哈哈的可信度又經由網路媒

體反覆再生產。身體一向被建構為一個多種力量交? 的處所，它期望著變動，也期

望著安定，一個成功的商品要滿足這些衝突的、不同的身體衝動，一個消費活動就

是滿足身體多種權力意志的過程，經由消費使得身體被商品經濟收編，同時也滿足

了身體的快感。因此，娃哈哈的爽歪歪，由大家所肯定的信賴的商標背書下的爭議

性的商品，似乎是滿足身體最爽快的選擇了。 
                                                 
31娃哈哈官方網站的網址為，http://www.wahaha.com.c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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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商標權的建構與案例的總結 
 

 

接下來就爽歪歪商標的建構，進一步探討下列問題。 

 

第一，商標權是有限的多元論述的共同建構。一個成功的商標必須呼應社會多

元論述，與多種身體的需要。例如娃哈哈的多樣、多變的產品滿足了社會中不同消

費者的需要，滿足了多樣的身體欲望。娃哈哈品牌在文化意義上，由娃哈哈三個字

的發音與意義可說是提供了最直接的身體欲望滿足，而娃哈哈挑戰兩樂，又象徵了

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偉大理想，滿足了消費者多種的想像。爽歪歪也是利用了游走

在童趣與情色邊緣，成功創造議題，達到宣傳效果。  

 

第二，商標權問題再次印證了國家機器的主導性，且此一主導性與知識產品商

品化的程度成正比。娃哈哈的成功經驗受到各方肯定，進行創新的方法與心得更是

各方皆欲效法學習。宗慶後在 2006年接受訪問即指出：若要有助企業創新，則政府

要扶持，「產學研」分工要明確，法律要保護，配合要緊密。此一看法，包括幾個

具體主張：第一，企業進行創新具有投入大、風險高的特點，政府若能對於基礎好、

創新能力強的行業領先企業在政策、資金方面加以扶持，就能起到明顯的效果。第

二、產學研要分工明確，學校應是有針對性地培養適用科研、企業的人才，科研機

構主要進行基礎研究，企業則要把重點放在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上。第三、創

新發明投資極大，政府應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執法力度，保證技術創新成

果不被侵犯，發揮鼓勵企業進行創新的作用。32此一看法反映了創新雖然是商業行

為，仍需政府部門、國家機器大力支持。可見雖然爽歪歪與娃哈哈是一個經濟事件，

但國家一直是在場的。國家一向以資金、政策、法律多種方式介入與創意活動，爽

歪歪事件是觀察國家對商標權建構的線索。  

 

由國家與商標權的關係問題來看爽歪歪事件，可以有如下幾個方面。依大陸商

標法規定，所謂商標即商品或者服務的標記，用以區別商品或者服務的來源，它由

                                                 
32「企業如何成為創新主體？聽聽宗慶後怎麼說」，娃哈哈，2007 年 2月 26日檢索，
http://www.wahaha.com.cn/news/company/2006/03/06/wahaha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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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圖形或者兩者結合構成，並具有顯著特徵。當事人需按法定程式申請，經工

商局核准，核准後該商標的有效期限為十年，也可申請展延。若當事人自行改變、

轉讓註冊商標或連續三年停止使用的。則工商局可責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銷其註冊商

標。因此商標本身就是一項創意，而且是直接用於標示商業活動，此一創意還必需

要經國家審核通過，才能享受權利。即使爽歪歪已是一個受到相當程度歡迎的商品，

並廣為社會周知，但爽歪歪能否順利成為商標，政府仍具有審核的權力。國家機器

經由商標權的授與而介入了商標的創意活動。 

 

政府需介入商標管理的目的，依據大陸商標法是為了「保護商標專用權，促使

生產、經營者保證商品和服務品質，維護商標信譽，以保障消費者和生產、經營者

的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該法也提到「誇大宣傳並帶有欺騙性的」

圖文不能作為商標，顯見國家制定商標法，介入商標的創意過程是為了有助推動知

識經濟。33因為商標所以要有顯著特徵是為了讓消費者能區分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與

提供者，因此一個商標可說是一個商品的品質、名聲的集中體現。一個成功的商標，

是商家投入有形、無形資源建構而成，而讓消費者產生信賴與認同。因此若不能保

護該商家對商標的獨佔性利益，將造成別人也利用同樣商標謀取利益，將產生市場

的不公平競爭，這是國家機器之所以要製定商標法以界定商標權歸屬的原因。 

 

但是除此之外，國家也利用這個機會將非經濟的規範一併納入，例如商標法規

定與「國家名稱、國旗、國徽、軍旗、勳章相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國家機關

所在地特定地點的名稱或者標誌性建築物的名稱、圖形相同的」、「與表明實施控制、

予以保證的官方標誌、檢驗印記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經授權的除外」、「帶有民族歧

視性的」、「有害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響的。」等與國家相關的圖

文不得作為商標。34這些和經濟目的沒有直接關聯的要求，在規定上保留了很大的

模糊性，增加政府裁量的彈性。當政府在依法嚴格要求商標應有固定的圖文，並只

能用於一定的商業服務活動時，卻在商標內容審查上為自己留下較大的運作範圍，

顯見其間權力的不對等狀況。因此國家機器除了為了經濟目的設立商標法，建立商

標權外，也借機將自己的權力意志一併貫徹，並透過在法律上規定政府同時享有意

                                                 
33Kara Josephberg, Jane Pollack, Jenna Victoriano, Oriyan Gitig, “China's Supreme Court issues 
interpretation on civil trademark disput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15, iss. 4 
(Apr 2003), pp. 19-20. 
34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06年 9月 11日檢索，
http://www.sipo.gov.cn/sipo/flfg/ygzscqdflfg/t20011030_2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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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詮釋權與意義界定權來創造自己在權力上的優勢地位。由規定的詳盡、有效期限

的短暫、國家與商定的權力不對等，可見與知識經濟最直接的商標權，國家介入的

力道與正當性較著作權與專利權為高。因此，商標權是國家在知識經濟環境下，藉

由知識經濟的須要所建構的權力，利用這個權力，介入人的創意活動，使之為國家

服務。娃哈哈商標即是一個偉大的創意，並經過費心經營成為大陸飲料界的領導品

牌，娃哈哈的產品廣為大陸人民使用與信賴，政府也一再利用各種表揚機會，經由

肯定娃哈哈，以證明政府領導有方。35 

 

第三，網路媒體在爽歪歪事件中顯示了網路並未帶來太多的不同想像，網路只

是一直重覆幾個固定的框架。由娃哈哈的品牌，甚至可以發現，符號存在的時間愈

長，它的意義固定性就愈高。網路媒體的高速傳播、深度滲透、淡化界線的效果，

似乎更多是被符合國家法律與知識經濟要求的主流立場拿來利用以發揮宣傳效果，

而不是帶來自由解放。 

 

第四，由爽歪歪事件思考人的處境問題，首先，雖然網路媒體一直重覆幾個固

定的框架，但還是可以看到人可在其中進行操作，創意來自連結社會既有論述，社

會上有限且多元的論述提供人行動的空間。例如爽歪歪呼應了童趣，也呼應了情色，

創造了爭議性，最後成為成功的廣告。其次，消費者也在商品的流通中滿足了身體

的某些快感，雖然不是無限暢快的極樂之境，但人還是在消費中得到一些滿足，並

且商家也要不斷呼應或發掘消費者身體的不同須要，推陳出新。36但國家始終在場，

造成商家的創意侷限在經濟領域，而不會及於黨國體制。最後，民族主義話題對人

的吸引力量相當值得重視，例如即使娃哈哈已是中國第一，還是要由挑戰兩樂，與

民族主義建立連結後，才能夠成就其偉大地位。例如娃哈哈得獎無數，但是宗慶後

最鍾愛的是兩個：一個是連續三屆榮膺的「中國最受尊敬企業」，另外一個是不久前

獲得的「我最喜愛的中國品牌」。37
 

 

總之，知識經濟的須要為國家機器提供了建立商標權的說詞，國家利用建立商

標權也借力使力的增強自己的權力。商標權的產生，不僅僅是商家的創意與宣傳、
                                                 
35Andrea B Engleman, Heather Goldstein, August T Horvath, David M Lange, Kerrie Davilar, “China to 
increase foreign trademark protection,” Journal of Proprietary Rights, vol. 11, iss. 11 (Nov 1999), pp. 
23-24. 
36楊大春，後結構主義（台北：揚智，1996），頁 49。如 Roland Barthes 提到，能夠使讀者創造和生
產意義的「可寫文本」才是「極樂文本」。 
37「『娃哈哈』：幾無國人未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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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手法，最終還是要國家機器的認可。一個成功的商標，要透過強力的宣傳，以

召喚、呼應身體的各項欲求，更要與民族主義發生連結，才能滿足消費者。在此過

程中，商品、商標的創意人經由游走論述之間，得到能動性；消費者也經由消費不

同商品，滿足了身體部份的快感。  

 

表五 案例的比較 

 
項目 /案例  王同億現象  漢芯案 爽歪歪事件 
知識產權種類 著作權 專利權 商標權  
特色 跨界連結  急於求成  身體欲望  

商品化的可能性  較低 中等 較高 
國家干涉的程度  寬鬆 中等 嚴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初步總結以上三個案例，可以展示如上表。除了代表不同的知識產權種類外，

就這三個案例的特性而言，「王同億現象」顯示了辭書跨越雅俗的屬性，這也為王同

億創造進行另類實踐的空間。漢芯案顯示了大陸高新科技產業化的急切壓力，此一

壓力使陳進從事發明並從中合法或非法的取利。爽歪歪爭議事件則顯示了成功商品

與身體欲望的呼應關係。此外，亦可見著作、專利發明、商標三者商品化的可能性

程度不同，以及國家機器介入的程度也有所不同。這些案例的異同之處，及其可能

的意義將在下面的章節再作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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