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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何以成为 “优质生活 ”的表征 ?
———房车广告之符号学分析

　　　　赖玉钗

[摘要 ]从符号的角度来看 , 房车之所以拥有 “优质生活”的内涵义 ,牵涉了提喻和隐喻的协助。透过这

些过程 , 广告商能将人们梦寐以求之事物的所指 ,移转到房车之上 ,让房车也拥有 “优质生活”的内涵

义。房车之所以能代言优质生活 ,其历程在于:首先 ,广告商先拣择了某些事物。在大众的认知中 ,这

些对象(如艺术品 、极简风家饰)具有优质 、豪华的属性。然后 ,车商再利用外形和概念的接近性 , 把它

们与房车相模拟 , 使前者的所指能过渡到房车之上。如此一来 , 房车的概念便能与特定对象相整合 ,成

为 “顶级 、精致 、舒适 、快意 、家庭温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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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动机与问题

“房车里面的豪华设备 ,让人联想到家里的家

具……几乎是行动式的房屋 ,开着房车出游 ,是种

顶级的享受 。”

“当……大城市逐步先进化 ,誓要以房车代替

自行车之时……(房车)就是当今最时尚的优质生

活新宠 。”
①[ 1]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房车似乎成了优质生活

的代称 。在大家的心目中 ,房车拥有的配备 —流

线型座椅 、太空气垫 ,能带给乘客最舒适的享受。

而它所动用的材料 ———麂皮坐垫 、胡桃木座椅 ,几

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少见 、却又渴望尝试的对

象 。彷若拥有一辆房车 ,我们就能尽情享用最顶

级的设备 ,充分地品味人生 。

但现实生活中 ,我们未必见过房车 ,也未必有

机会体验房车设施。因此 ,当我们说 “房车是优质

生活的指标 ”时 ,背后不见得有经验基础 ,绝大多

数源于我们对房车的想象。更有甚者 ,某些网友

试乘房车后 ,发现房车一点儿也不舒服 ,舒适度还

略逊家用小轿车 。
[ 2]
是而 ,若我们将房车回归到运

输工具的意涵时 ,显然不能诠释:“我们为何会将

房车”与 “优质生活”联想在一起 。

Barthes曾揭示 ,若从对象层次来看 ,每辆车都

是运输器械。当我们开始将汽车做出某种联想

(如:芥末黄小车与视觉突破),其实已跳脱出交通

工具的范畴 ,标示了汽车的独特性。此时 ,我们已

将车子带离原本的概念(运输工具),而将焦点移

转至内涵义层面 (connotation)。
[ 3]
扣回房车的议

题 ,在我们连结房车与优质生活时 ,实已涉及:在

我们的想象中 ,房车内涵义是什么 。

那么 ,房车之优质生活的内涵义从何而生 ?

对一般大众而言 ,人们少有试乘房车的经历;我们

多透过广告的内容 ,来理解房车是什么 。而广告

又是用一连串的符号 ,构塑而成的。不难发现 ,在

打造房车的内涵义时 ,广告符号扮演关键角色 。

于此 ,本研究企图探索:房车广告中有哪些符号 ,

可用来表述房车的内涵义呢? 让房车从单纯的车

种 ,跃升为优质生活的象征呢 ?

再者 ,当广告主提取符号时 ,可经下列历程 。

其一 ,他们得从现有知识着手 ,人们才能看懂广告

内容 、明白个中旨趣 。
[ 4]
其二 ,他们可利用转喻 、隐

喻的规则 ,让人们 “得以采用某一事物易理解或领

悟的方面 ,来表示该事物的整体或该事物的其它

部分 ”,
[ 5]
也能 “将某一领域中的命题映现至另一

领域的相对应结构 ” (Lakoff, 1986;梁晓玲译 ,

1994, P160)。承此 ,本研究亦想理解 ,当广告商企

图用房车表现优质生活时 ,他们如何运用转喻 、隐

喻等规则 ,来协助他们达到表述的目标 ?

综上所述 ,本研究试图厘清:

1.房车广告运用哪些符号 ,来打造房车的内

涵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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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家如何运用隐喻等规则 ,以助打造 “房

车代言优质生活 ”之迷思?

二 、内涵义及其塑造方式

1.何谓内涵义

内涵义的概念 ,由 Barthes提出 。
[ 6]

Barthes承

袭 Saussure的观点 ,认为语言系统中的符号 ,可切

割成所指(signified)、能指(signifier)来理解。
[ 7]
也

就是说 ,语言系统中的所指 、能指 ,构成纯粹的 、无

涉意识形态的符号 (Barthes, 1972, P111)。此为

Barhtes所述的第一系统之符号 、所指与能指。但

是 ,到了第二系统时 ,资本家便能以第一系统的符

号为基础 ,加入了其它概念 , 为符号打造新意涵

(Barthes, 1972, P115)。

如 Barthes所揭示 ,内涵义是 “第一系统(直述

义)成为表达的平台或第二系统(延伸义)的意符

延伸义的意符是由陈述义系统的符号(结合了意

符和意旨)组合而成的 ”。
[ 8]

举例来说 , “皮肤”在第一系统中 ,便只具皮肤

的心像 、物理特征为何。但到了第二系统时 ,广告

商可用大众对皮肤的认知为基础 ,加入了「皮肤像

待滋养的地表」的想象 ,为皮肤增添新义。
[ 9]

2.扩充内涵义的方法:意指历程

在上例之中 ,我们必须借用既存的符号具 、符

号义 ,来延伸皮肤的意义。这种以 A符号说明

(signfiy)B概念的手法 ,便是意指历程(significa-

tion)的表现(Barthes, 1972, P121)。广告主施行

意指历程时 ,不能凭空而生 。他们必须植基于现

有的知识系统(如:大众对皮肤的想象),来铺陈某

个概念 。

举例来说 ,保养品广告曾提到 ,我们必须常涂

抹爽肤水 ,来滋养皮肤(Barthes, 1979, P47)。当资

本家创造 “肌肤保湿”的语汇时 ,其社会背景乃是:

世人笃信皮肤像地层一般 , 有变干的风险 (Bar-

thes, 1979, P46)。本着人们的这层想象(皮肤层—

地表结构),资本家方能进一步表述 ,土地必须撒

水 ,以避免龟裂 ,肌肤亦然 。

细看当中意指历程 ,乃是:

补品:缺乏养份者 =水:地层 =保湿产品:皮

肤

由此可知 ,当资本家想用 “爽肤水 ”来表现 “保

养 ”的概念时 ,得植基于人们对皮肤 、地表的认知

之上 ,才能将 “爽肤水 ”写入 “保养 ”的知识系统

里 ,让世人接受 “保湿得用爽肤水”的观念 。

Barthes进一步指出 ,意指历程隐含着一群发

话者(Barthes, 1972, P148)。包括资本家 、国家机

器 、左翼份子 ,均可运用特定时空脉络 、寻找合适

的题材 ,构筑普罗大众对某事物的假想(Barthes,

1972, P148)。他们想要巩固自身利益 ,因此结合

当下文化 ,灌输世人某些似是而非的想法 。特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广告商能运用生活的各种面

向———从我们熟知之事物中 ,挑选若干特质 ,来代

言新产品(Barthes, 1972, P148),灌输人们 A产品

等同 B概念的价值观。

3.加速意指历程的方式

上文提及了广告主运用意指历程 ,来扩大某

物的内涵义之法 。但是 ,这似乎只是概括性的介

绍 ,我们能否找到更详细的规则 ,来精致化(elabo-

rate)此套观点呢 ?

从学者讨论得知 , 人们可经由转喻(metony-

my)、提喻 (synecdoche)、隐喻 (metaphor)和讽喻

(irony)规则 ,来进行比拟的动作 ,
[ 10]
达到代言的

效果 。如此一来 ,资本家便能从人们既有的知识

体系着手 ,透过转喻等机制 ,让人们能快速明了新

事物(如:为什么 A符号可代言 B概念),继而扩

充 A产品的内涵义。

以下拟介绍提喻等规则的运作方式 ,及广告

主如何使用它们 ,来扩大符号的内涵义 。

(1)提喻

提喻意为 “以部分事物 ,模拟整体的特征 ,也

就是典型的以部分取代整体 ”。当两种对象蕴含

大 /小或全体 /部分关系时 ,便是拥有提喻关系 ,可

“以小喻大 ”或 “以部分喻全体”。
[ 11]
就知识系统的

观点来说 ,
②[ 12]
当某两元素(如 A、B)处于同个系

统 ,且次范畴的 B项目的特质 ,能概推回上层的 A

类属时 ,那么 , “用 B元素指涉 A元素”便涉及了

提喻的关系。

举例言之 ,我们称索罗斯为 “国际炒家 ”,便是

提喻的运用(方孝谦 , 1999, P124)。在我们的认知

里 ,国际炒家可能有很多位 ,包括纵横股市的大

亨 、企业巨子 、商场名流等 。故国际炒家是个较大

的集合 。就知识系统而言 , 它是个较大的群集

(cluster),其下包罗了很多概念 (郑昭明 , 2004,

P274 -275),而索罗斯便是其中一个细项 。当我

们以索罗斯指称国际炒家时 ,其实预设了所有的

国际炒家之特质 ,均应和索罗斯类似(如:会擅常

操弄股市)。此种以较小单位指涉高层概念的状

况 ,便是提喻的表现 。

藉由提喻的运作 , 人们能将某事特质 ,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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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到同系统事物之上 ,用部分事物的特

征代言全体的状况。也可以说 ,广告主可利用某

对象来概略推论:同系统的其它物种 ,亦具此种特

质 。如此一来 ,便能达到 “特定符号 ”代 “整体 ”的

效果。

(2)转喻

当某两个概念座落在同个平面 ,并享有概念

上的相近性时 ,这便牵涉了转喻的关系(方孝谦 ,

2002, P47)。如 Lakoff所说 ,转喻是 “人们常常采

用某一事物易理解或易领悟的方面 ,来表示该事

物的其它部分或方面 ”(Lakoff, 1986;梁晓玲译 ,

1994, P109)。与提喻不同的是 ,转喻关系并不涉

及以小喻大的企图 ,而只想着眼局部 。

(3)隐喻

隐喻是一种模拟的机制。 Lakoff曾说 , “隐喻

是一个领域中的命题或形象 ,映现另一领域中的

一个相对应的结构 ” (Lakoff, 1986;梁晓玲译 ,

1994, P160)。举例来说 ,当人们说 “家像避风港”

时 ,其实是将家庭的庇护特质 ,与避风港的避难特

性做了模拟 。换言之 ,我们可能着眼 A物的特质

(外形 、音韵 、概念)(Rumelhart＆Norman, 1988, P

519),将它与另一系统的 B物相联想 ,此即为「隐

喻」的功用。

而前文提到的皮肤 、地层的比较 ,亦属隐喻手

法 。在前例之中 ,资本家将干裂的土地与皮肤相

比 ,提示皮肤也需保湿的观念 。此种利用概念相

似性 ,来完成比拟的方法 ,便是隐喻的运作 。

隐喻和提喻 、转喻不同的是 , 隐喻牵涉的喻

体 、喻依(比拟对象 、被形容的对象),是来自于不

同的语言平面———像皮肤属于生理构造的语言平

面;而地表则属自然现象的同一语言平面———只

是因两者有概念上的相似性 ,均能予我们保平安

的联想 ,因此能被放在同一系谱轴里 ,将家 、避风

港相提并论 。
[ 13]

综上所述 ,隐喻的特质有二:其一 ,比拟物 、被

比拟物应是发生在不同的语言平面 。其二 ,指涉

物 、被指涉物间 ,可能有概念上的相近性 ,或是在

字形 、声音的相似性 ,继而引发人产生联想(associ-

ation)(Saussure, 1983, P125),完成比拟的过程。

(4)讽喻

讽喻也是利用譬喻的方法 ,达到模拟的目标。

在运作历程来看 ,讽喻和隐喻是极为相似的。唯

一的差别是 ,讽喻是 “心知肚明的误用喻”,具有嘲

弄的作用(方孝谦 , 1999, P124)。

举例来说 ,在法国大革命时 ,人们曾用 “猪群

被送回猪栏” ,形容路易十六 、玛丽安东尼特皇后

被押送回京的场面 。按常理来说 ,猪和人当然是

不能比拟的 。而民众透过猪 、人的比对 ,讽刺皇帝

一家计划出亡的情况 ,这便是讽喻的运用。
[ 14]

三 、研究方法 、案例选择

(一)研究方法:符号学分析

在研究方法部分 ,本研究拟采 “符号学分析 ”

(Fiske, 1982, P135 -146),试探提喻 、转喻 、隐喻和

讽喻的机制 ,如何完成图像之意指历程 。若将上

列文献推至房车广告中 ,可分为下列四种情况:

其一 ,假若房车 、某对象落于同系统 ———均属

汽车体系 ,那么可以依此分析 ,某物(如汽车零件 、

配备)的肖像(icon)提供何种概念(signified),有

助形塑房车的高尚特质?

其二 ,当房车 、某物同落于汽车系统时 ,假如

它们之间存着转喻关系 ,那么该零件 、仪器之肖像

提示了什么内涵义 ?我们为什么能看见某物 ,便

能意识到此为优质生活?

其三 ,如果房车 、某物的链接 ,是发生在不同

系统 ,那便可能涉及隐喻 、或讽喻作用。假若两者

是隐喻关系 ,本研究拟细探:两者之间的转移 、置

换关系为何。

从联想层次而言 ,可以探讨:若房车和不同系

统的对象肖像(如:气球 、小丑)拼装 ,则该对象会

带给房车何种所指? 该对象提供了哪些视知觉的

特性 ,能使将优质生活的意涵 ,过渡到房车之上

呢?

从置换层次而言 ,则可探析:如果房车肖像被

某物取代 ,是基于哪种意义 、或价值(value)(Saus-

sure, 1983 , P110),所以两者才能互换 ?以使房车 、

优质生活的概念搭上线呢 ?

其四 ,若房车 、某物涉及了讽喻关联 ,那么 ,某

物会提供何种嘲讽意涵 ,来填充房车的内涵义呢 ?

这层内涵义 ,又如何协助指涉优质生活的概念?

总结来说 ,本研究拟从广告文本之图像里 ,厘

出与房车相关的对象 ,试探之中的组合 、置换关系

为何 。

(二)案例选择

关于案例选择部分 ,本研究搜集了市面上常

出现的房车车种 ,再从中选取曾发行电视广告者 ,

进行广告文本分析。

大体来说 , 最近兩年的房车车种 , 包括了

Grunder、Teana、Golf、LexusES330、LexusLS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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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eton、NewMatrix、Corsa、 Metrostar、JaguarS-

type、JaguarXJ8 L、Savrin、Camry等十二种车。
[ 15]

四 、个案分析及结果

(一)房车广告的意指历程

1.房车为何能代言 “顶级享受 ”

(1)隐喻之于意指

从 Phaeton一词里 ,我们能见着隐喻之于品牌

形像之运作。 Phaeton原指太阳神的座骑 。在希

腊神话里 ,太阳神座车除了外表的炫丽 ,也有可观

的功能 ———人们之所以能见的到阳光 ,全拜它所

赐 。

房车以 Phaeton为名 ,其实是整合了房车和神

话的语言平面 ,将太阳神马车的炫丽外观 、顶级功

能特质 ,融入房车内涵义之中 ,告诉群众:Phaeton

房车是顶级中的顶级 ,形塑 Phaeton=顶级座骑的

内涵义 ,使房车能代言高级享受之概念。

(2)提喻之于意指

在 Phaeton房车的广告中 ,镜头带到卫星导航

的仪器 ,指出 Phaeton车种有良好的设备。当我们

单看卫星导航的仪器时 ,可意会到它是高科技的

器材;而这个高科技器具 ,又是房车的特别配备之

一 。在以小喻大的情况下 ,我们便能概推:连房车

仪器都如此高规格 ,那么 ,房车本身(所有仪器的

集合)亦然 。也可以说 ,房车拥有高科技配备 ,故

属高科技的产物。如此一来 ,房车本身便不是单

纯车种了 ,而具高规格的意义。

2.房车为何能代言「完美生活」

在很多时候 ,广告会标榜 “房车是完美的极

致 ”,形塑 “房车 =完美生活 ”的想象 。那么 ,房车

为何能成功代言完美生活呢? 当中的符号运作方

式为何 ?

(1)联想之于意指作用

如 JaguarS-type广告 ,也可见隐喻的运作。

影片先特写意大利神庙的弧线 ,再特写其它雕像

的弧线 ,最后再特写汽车外观的曲线。这牵涉了

两条语言平面的组合 ,一是建物语言平面 ,二是房

车语言平面。经由它们在外型上的相似性 (均具

优美线条),因此它们能被相互模拟。

换句话说 ,车商挪用建物优雅气质 ,道出 “房

车像艺术品 ,也是精细刻划的器具” ,打造 “房车 =

融合生活 、艺术特质 ”的联结(association),再次提

醒了我们:房车与精致生活间 ,似有关联存在。

(2)置换之于意指历程

在 LexusLX430广告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隐喻

之置换机制的展现 。例如末尾的在竞技场场景

中 ,汽车取代了得胜英雄的位子 ,接受人们起立欢

呼;在歌剧院的场景中 ,汽车取代了音乐家的位

置 ,接受众人鼓掌。资本家试图透过这样的置换

关系 ,传达:汽车也具完美表现特质 ,所以能与英

雄 、音乐家等价(value),在不同的语言平台上进行

置换(exchange)(Saussure, 1983, P112 -116)。

3.房车为何能代言 “舒适氛围”

我们在 Teana广告中 ,可以看见隐喻机制 ,如

何推动房车———悠闲生活的链接关系。

当 Teana车商呈现座椅时 ,他们并没有直接拍

摄座椅。相反的 ,车商先呈现了贵妃椅的外观;再

将下个镜头带到 Teana的皮椅 。而 Teana皮椅的

斜度 ,还被刻意调成与贵妃椅相同的程度 ,使人能

从外形的相似性 , 产生 Teana座椅—贵妃椅的联

想。从家具的角度来说 ,贵妃椅是让人放松的家

饰———人们可以斜躺其上 ,慵懒的枕着胳臂 ,闭目

养神 。

Teana广告将贵妃椅与车椅相结合 ,暗示着:

贵妃椅 、Teana座椅可能有概念上的相似性。也就

是藉由隐喻的推动 ,让人意会到:原来坐在 Teana

座椅的舒适度 , 不下于窝在贵妃椅之中 。经由画

面组合 、椅子倾斜程度 ,让人联想到房车与贵妃椅

同等舒适;试图让房车拥有舒适氛围的意涵 。

4.房车为何能代言 “温暖家庭 ”:置换之于意

指历程

在 Savrin房车广告里 ,履履出现合家团聚的

画面。但在空间的角度言之 ,全家齐聚的场景 ,比

较容易在住家之中产生 。而今 ,车商却将团圆场

合 ,置换到房车之中 。换言之 ,车商以 “空间利用

方式 ”的相似性 ,连结了家庭空间 、房车空间。

透过家庭空间—房车空间的置换 ,告诉观众:

房车是全家团聚的空间 ,和住家的空间是等价的 。

藉由房车 、家庭两语言平面的组合 ,让家庭的全家

团圆特质 ,过渡到房车之上 ,房车得以成为美满家

庭的象征 ,继而成为高质量生活的指标 。

五 、小结

广告主可从 “优质生活 ”的常民知识中 ,选择

能表现高质量生活的对象 , 来描述房车的属性 。

由分析可知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 ,这些物品原本就

具有某类特质(如:顶级享受 、悠闲人生 、快乐生

活 、温馨家庭),可做广告主挪用 、产制意义的基

础。而广告主延用符号义时 ,多透过提喻 、隐喻的

规则 ,来扩充房车的内涵义。研究发现 ,广告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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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肖像外形的相似度 ,进行房车与某物的联想 、

置换历程 ,达到隐喻的效果 ,让房车能被写入另一

系谱中 ,拥有 “像某物般”的意象 。

研究结果也显现 , 转喻 、讽喻似乎较乏人问

津 。细究其因 ,由于房车广告是在促销某个车种 ,

因此着墨的重心即是 “房车”整体 ,较少把焦点置

于房车的子集合 ,也就是零件部分。就算房车广

告带入了配备 ,其作用多是以小喻大 ,暗指房车设

施如何的卓越 ,以说明房车的功能为何。不论就

营销主题 ,拍摄手法来看 ,着眼细节的情况较少

见 ,此为转喻少被论及之因 。

其次 ,房车广告多聚焦于优质事物 ,也就是从

优质生活范畴中 ,直接提取附属此概念的事物 ,来

完成表征的动作。以此手法言之 ,广告主少用反

面例证的方式 ,来对照房车的性能为何。这或许

能解释 ,讽喻少被使用的情况。

注释:
①欢迎您光临服务在线 [ DB/OL] .资料来源:http://

www.efesco.com/other/pub/info view.jsp? info id=26958.

括号中的文字 ,为笔者所加。

②(台湾)郑昭明.认知心理学「M」.桂冠(台北), 2004:278

-279.部分认知心理学学者假设 ,我们可将知识视为一组结构 ,

加以剖析。如「基模」便是知识结构的表现(Rumelhart＆Norman,

1988, 522)。在此结构中 ,包括了许多节点 ,如上层节点 、中层节

点与末端节点(郑昭明 , 2004, 278-279)。当中的每个节点 , 均包

括了某些事实 、独特的概念 , 此为该节点代言的特征(properties)

(郑昭明 , 2004, 27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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