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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平面廣告中譬喻類型與 
表現形式的轉變：1974-2003 

 
吳岳剛、呂庭儀* 

《摘要》 

思考是譬喻的本質，語文是譬喻思考的「表象」。同樣的，廣告

如同語文，也是譬喻思考的一種表達形式。因此，譬喻廣告可以分成

「譬喻」跟「廣告表現」兩個層面來觀察。本文抽樣 1974-2003 年三

大報 1,078 則廣告進行內容分析，以了解譬喻廣告的應用如何隨時代

而改變。結果顯示：（1）譬喻廣告越來越常見。（2）在譬喻類型

上，「關係相似」一直佔 90% 左右。（3）在表現形式上，「圖像譬

喻」越來越多，「圖文譬喻」越來越少；「結合」越來越多，「並

置」越來越少。（4）廣告中有 10% 左右的譬喻，是以文字（標題）

呈現。（5）視覺失衡的現象越來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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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請見圖一的 Sony Ericsson 廣告，一個插滿了資料夾的抽屜，巧妙的與手機結

合在一起，標題寫著「不只是手機 P900 還是總管資料的 PDA」。廣告裡的抽屜代

表檔案櫃，帶領我們透過檔案櫃與資料夾之間的關係，去理解手機與資料管理的功

能，省去許多文字解釋；這，就是譬喻廣告。譬喻是廣告中常見的手法，因為以一

個概念去理解另一個概念，有助於降低認知負擔，提升溝通效益（Gregan-Paxton & 

John, 1997）。 

Lakoff 與 Johnson（1980）認為，以譬喻的模式思考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

份。例如，我們習慣透過「戰爭」的概念理解「辯論」、透過「旅行」理解「愛

情」。當我們說「看看一路行來這麼遠了」（Look how far we’ve come），只是

「以旅行思考愛情」表露在語文中的現象。換句話說，思考是譬喻的本質，語文是

譬喻思考的「表象」（surface realization; Lakoff, 1993: 203）。同樣的，廣告如同

語文，也可以視為譬喻思考的一種表達形式。譬喻在廣告中是透過圖像、文字、或

兩者的互動來傳達。因此，我們可以將譬喻廣告分成「譬喻」跟「廣告表現」兩個

層面來觀察；前者是兩個概念之間的關連性，後者是圖文呈現的方式。1 

無論是譬喻或廣告表現，都有學者做過詳盡的分類。例如，在譬喻的層面上，

根據 Gentner 等學者的類比理論（Gentner & Markman, 1997; Markman & Gentner, 

2000 ） ， 譬 喻 可 以分成外觀相似（Mere appearance）、關係相似（Relational 

similarity）和實質相似（Literal similarity）。在表現形式上，呈現兩個比較事物的

形式有圖像譬喻、圖文譬喻之分（Forceville, 1996），而圖像譬喻又有並置、結

合、替代等變化（Forceville, 1996; Phillips & McQuarrie, 2004）。 

前人的研究顯示，不同類型的譬喻，在處理上的挑戰不同。Roehm 與 Sternthal

（2001）發現，產品知識較完備的受測者，對關係相似的譬喻有比較好的反應，產

品知識較不完備的受測者，對實質相似的譬喻反應較佳。同樣的，在表現形式上，

Phillips 與 McQuarrie（2004）認為，替代是較複雜的形式，因為兩個比較的事物其

中的一個，是透過環境背景暗示，並沒有真的呈現出來。然而，替代、結合也是較

容易產生驚奇和解讀樂趣的表現形式，因為兩個事物以超乎想像的方式組合在一

起。 

倘若譬喻和表現形式有著不同的處理難度和樂趣，隨著廣告環境越來越壅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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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於廣告的注意力越來越少，譬喻和表現形式是不是有特定的發展趨勢？我

們以此出發，抽樣過去 30 年國內三大報，取得 1,078 則譬喻廣告進行內容分析。

觀察譬喻類型和廣告表現形式，可以看清現代譬喻廣告的特色，也可以間接了解閱

聽眾在廣告處理能力上的演進。這些都可以做為譬喻廣告創作時的參考。 

本文首先討論譬喻廣告的研究脈絡，以及三個影響譬喻和廣告表現形式的環境

因素，接下來整理學者對譬喻廣告的分類，並且提出研究假設。 

貳、文獻探討 

一、譬喻廣告的研究脈絡 

人們對於譬喻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亞里斯多德的年代，他視譬喻為「含蓄的比

較」，其運作的原理是類比。這個觀點後來發展成譬喻的「比較論」，意指譬喻根

植於兩個事物或概念「相似處的比較」（Ortony, 1993）。譬喻的研究不只久遠，

而且角度也很多元，在語文、哲學、以及認知科學中，譬喻都是引人關注的主題。

研究譬喻的主要焦點之一，是人們如何理解譬喻。其中，認知語言學者如 Lakoff

與 Johnson（1980），透過對於譬喻語文的分析，發掘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進行

「譬喻性質」的思考。他們發現許多抽象的概念（如愛情、辯論），本質上是透過

另外一個具象概念建構而成（如旅程、戰爭），因此譬喻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思

考方式。而認知心理學者如 Gentner（1983），則關心人們理解譬喻的機制。她與

同事研發的「結構映射引擎」，將理解類比的過程分成局部配對、結構性接合成一

致的映射、結合小結構成最佳詮釋等三個階段（Markman & Gentner, 2000）。

Read、Cesa、Jones 與 Collins（1990）認為這是解釋隱喻最明確的心理模式之一。 

相對於譬喻在其他領域悠久的研究背景，廣告學界對於譬喻的關心是近二十年

的事。早期的研究關心譬喻對於溝通銷售訊息的幫助。Boozer、Wyld 與 Grant
（1992）認為，使用譬喻可以化繁為簡、化陳為新。Stern（1990）從廣告的「藝

術面」看譬喻，認為譬喻廣告與其他藝文活動如詩歌、戲劇、和電影，共享「令人

陶醉」的面向。 
譬喻廣告的進一步研究可以大致分為兩個方向，一是了解廣告中的「譬喻」對

於溝通的影響，另一是譬喻廣告的表現形式。對於前者，有些學者引用認知心理學

的「類比」（Analogy）研究，發現消費者是否具備產品相關知識（專家與新手）

影響他們用什麼方式理解譬喻（Gregan-Paxton & John, 1997）。Roehm 跟 Sternthal



‧廣告學研究‧  第二十八集  民96年7月 

‧32‧ 

（2001）發現受測者具備足夠心力的情況下較能理解「關係相似」的譬喻；相對

的，在處理心力或產品知識不足的情況下，「實質相似」的譬喻比較容易理解。

Morgan 與 Reichert（1999）發現廣告中的譬喻若是根植於五官可以感受到的相似

性，人們在理解上比較沒有困難。Phillips（1997）發現人們對於譬喻廣告的解讀未

必符合廣告設計者的原意，而廣告設計者也不認為譬喻一定讓所有人都看得懂。在

Phillips（2000）的研究中，把譬喻意含寫得很白的標題儘管有助於理解廣告，卻也

降低了人們喜愛廣告的程度。 

另一方面，有些學者對於譬喻如何在廣告中呈現出來感興趣，Forceville
（1996）可以算是集這方面研究之大成。他的分類廣泛而周全，包含以圖像呈現的

譬喻，以及透過圖文互動呈現的譬喻。相對於此，Phillips 與 McQuarrie（2003）的

分類集中在圖像譬喻的部份，他們相信並置、結合、替代三種表現形式窮盡了廣告

中所有譬喻圖像的可能性。此外，他們也認為這三種表現形式在理解上的難易程度

不同。 
總結來說，廣告學界對於譬喻的研究歷史不長，在理論基礎上常援用心理學的

類比理論，在表現形式上也有詳盡的分類。然而，（1）廣告中的譬喻和表現形式

現況如何？是否隨時代而改變？目前還缺乏有系統的研究，（2）廣告中的譬喻常

與語文中的譬喻劃上等號，但事實未必如此（Phillips, 2003）。這是因為理解語文

中的譬喻人們需要在腦海中自行想像，但廣告中的譬喻是先被「演」（表現）出

來，人們再解讀圖文中的含意。McQuarrie 與 Mick（2003）發現，以視覺呈現的修

辭格（包含譬喻）比起語文，在廣告態度和記憶上的效果更好。換句話說，譬喻廣

告的表現形式，可能影響其溝通效果。 

在這樣的研究脈絡下，我們試圖觀察廣告中譬喻與表現形式的現況與趨勢。此

外，由於廣告圖文表現與設計製作的技術有關，而廣告訊息的複雜程度與消費者解

讀廣告能力有關，我們以此出發，探討譬喻廣告的轉變。 

二、時代的演進 

時代的演進雖然細微、廣泛而複雜，但至少有三個因素可能影響譬喻廣告的發

展：製作技術的進步、消費者處理能力的提升、以及消費者對廣告的倦怠。 

（一）設計製作技術的進步 

譬喻在廣告中，是透過圖像、文字、或兩者的互動表現。其中，在製作上比較

具有挑戰性的，是在圖像中「組合」兩個比較的事物，如圖一的 Sony Ericsson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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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此，本節以這類表現形式為焦點，討論設計製作技術的演變。 

在畫面中呈現兩個不屬於同一時空的事物，以暗示某種比較關係，是常用於繪

畫或電影中的表現手法（請參考 Messaris, 1997: 168）。這種作法也使用在廣告

中，但是過去和現在有些不同。早年常見的做法，是透過編排設計暗示兩個事物之

間的關係。例如，1983 年一則銀座機車的廣告，以成群的野馬為背景，比喻機車

的性能（見圖二）。另一種常見的做法是手繪。手繪的表現空間比較大，因為沒有

影像素材取得的問題，而且形體與光影的控制，不受軟體功能的限制。 

然而，無論編排影像或是手繪，在視覺上所產生的驚奇，都不容易像真實影像

的合成那樣直接。因為真實影像的合成容易產生視覺失衡（Visual dissonance）的

現象。視覺失衡是指人們預期看到的，與實際看到的之間產生落差時，所產生的一

種心理上的緊張狀態（Solso, 1994）。在漫畫、插畫中，我們對於事物的大小、位

置、形態、和相對關係有很大的容許度。但是以真實影像合成，我們傾向於使用觀

看照片的心態去接收。當畫面中的事物偏離現實生活的經驗時，就會產生視覺失

衡。 

八○年代末期電腦繪圖軟體的發展，為影像處理帶來很大的創意空間。不斷改

良的軟體功能，像圖層（Layers）和遮罩（Mask），讓組合影像、控制光影變得十

分方便。這使得原本適合繪畫表現的超現實結合，可以利用真實影像產生。例如，

上述的銀座機車廣告，現在的技術可以將機車合成到原野上，或甚至更怪異的場景

裡。 

（二）消費者處理能力的提升 

製作技術的進步，讓廣告得以在形式上突破。而隨著廣告表現形式的多元化，

消費者理解廣告的能力，也隨著提升。Leiss、Kline 與 Jhally（1990）認為廣告除

了傳遞資訊，還扮演著教育消費者「視覺文法技巧」的角色。Scott（1994）認為

「看」廣告是一種學習而得的能力，消費者從接觸廣告的經驗中學會圖像語彙和慣

用手法。一開始很特別的表現形式，隨著接觸機會的增加，會漸漸變得習以為常。

相對的，藝術指導繼續開發新的形式，廣告表現形式因而不斷的演進。 

廣告表現形式的演變與消費者處理能力的交互影響，發生在商業活動全球化的

脈絡之下。國際化的品牌，讓創新的形式跨越國界，流通到不同的市場。此外，廣

告創作者藉著參與、吸收國際廣告比賽的經驗，讓表現形式得以交流。因此，商業

環境的成熟與消費者處理廣告能力的提升，有著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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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s 等人（1990）認為 15 秒電視廣告的盛行，就是形式與消費者處理能力與

時俱進的產物。他們分析廣告表現形式的趨勢發現，現代的廣告越來越傾向於使用

複雜的圖像符碼，讓文字扮演附屬的角色。Phillips 與 McQuarrie（2002）抽樣 45

年的廣告，比較修辭格的使用趨勢。他們發現複雜的修辭格越來越常見，而且沒有

相關的內文解釋，因為廣告主相信消費者具有正確拆解廣告的能力。 

（三）消費者對於廣告的倦怠 

Phillips 與 McQuarrie（2002）認為廣告主使用複雜的修辭格，是為了打破消費

者對廣告的倦怠，增加處理的樂趣，因為人們對於廣告的注意力，隨著廣告的充斥

與媒體的零散，變得越來越少。 

面對消費者淺涉的處理，廣告需要帶來特殊的處理經驗。營造處理經驗的手法

與媒體有關。以影音表現為主的手法，比較適合電視媒體。平面廣告欠缺「時間」

元素來鋪陳一個概念，需要圖像、標題在一眼之間就能引起興趣，並且溝通訊息。

Messaris（1997: 17）認為譬喻廣告的超現實影像既真實又違背現實，能夠捉住第

一眼的注意力，並且傳遞豐富的訊息，特別符合平面廣告的需求。 

此外，學者認為透過圖像表現的譬喻，與語文中的譬喻有不同的處理程序

（Morgan & Reichert, 1999）。處理語文中的譬喻，消費者得自行想像兩個事物或

概念，但是在廣告中，消費者先在圖像中看見了兩個事物，再去解讀意義。由於圖

像有比較大的表現空間，廣告中的譬喻在營造特殊處理經驗上，比語文來得有彈

性。McQuarrie 與 Mick（2003）發現，以圖像傳遞的修辭格，比起文字來得更令人

喜歡，可以間接支持圖像表現的譬喻，容易帶來特殊的處理經驗。 

根據上述的討論，我們預期廣告主越來越常使用譬喻來突破消費者倦怠，因為

消費者沒有處理上的困難。 

三、類型、表現形式與趨勢 

（一）譬喻類型 

譬喻的運作，有些學者利用類比理論來解釋（Boozer, Wyld & Grant, 1992; 

Gentner & Markman, 1997; Gentner, Bowdle, Wolff & Boronat, 2001; Stern, 1990）。

類比理論假定，譬喻中兩個比較的事物代表一整套的知識結構，這個知識結構主要

是由實體（entities）、屬性（attributes）和關係（relations）組成（Markman & 

Gentner, 2000）。其中，實體是具體的事物，屬性是事物的外在特質，關係是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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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邏輯關連性。譬喻的運作，就是在兩個知識結構之間，進行實體與實體的映

射 （ Mapping ） ， 並 且 轉 移 具 有 共 通 性 的 屬 性 或 關 係 。 Gentner 與 Markman

（1997）將譬喻分成三種常見的類型。外觀相似（Mere appearance）指的是外在特

質 的 比 較 ， 如 星 光 比 擬 口 紅 在 嘴 唇 上 產 生 的 光 澤 。 關 係 相 似 （ Relational 

similarity）指的是邏輯關連性的類似，如將檔案櫃收納資料的邏輯關連性，轉移到

機與記事功能上。最後，實質相似（Literal similarity）指的是兼具外觀和關係相似

的譬喻，例如用沙發比喻汽車座椅，兩者既有外表特徵的相似，又有「供人乘坐、

講求舒適」的邏輯關連性。 

不同類型的譬喻，對於思考的幫助也不一樣。外觀相似淺顯、直接、而且一次

解決，讀者不需要在相似處反覆的推敲就能理解。在語文中，處理這種譬喻我們從

記憶中提取事物的心像（Mental image），並且把比較的焦點集中在外表的特徵上

（Gibbs and Bogdonovich, 1999）。在廣告中，外觀相似可以經由圖像表現出來，

產生一種視覺趣味，如將 March 汽車與青蘋果並置，讓新車色更容易看清楚。只

是，廣告的挑戰常常是傳遞抽象的觀念或複雜的想法，而不是像外觀這種很容易想

見的特質，所以我們推測，外觀相似的譬喻在廣告中並不常見。 

關係相似是比較具有挑戰性的譬喻，人們必須對兩個概念有相當的瞭解，才能

順利的找到邏輯關連性的相似（Gregan-Paxton & John, 1997）。但是，關係相似卻

也是類比思考的核心，在我們的認知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Gentner & Hollyoak, 

1997 ） 。 事 實 上 ， 人 們 從 年 紀 很 小 的 時 候 就 開 始 具 備 處 理 類 比 的 能 力 。

Pawlowski、Badzinski 與 Mitchell（1998）發現小學二年級就已經有能力解讀部份

廣告中的譬喻。Vosniadou 與 Schommer（1988）發現，五歲的小朋友就能夠從類

比中得到理解上的助益。Gentner（1977）認為小朋友不是沒有能力理解譬喻，而

是沒有足夠的知識。所以她在實驗中設計了樹幹與人體的類比，並且透過圖像來呈

現。如此一來，不管大人、小朋友，對兩個概念都具備相關知識，不會受到語文能

力的影響。研究發現學齡前 4-5 歲和一年級的小朋友，對於譬喻的理解，與成人無

異。 

實質相似兼具外觀和關係的相似，是較具親和力的譬喻類型。Roehm 與

Sternthal（2001）發現，對產品有相當了解的人（以下稱專家），比較容易被類比

說服；對產品不是很了解的人，比較容易被實質相似說服。此外，當觀看廣告的心

力不足時，就算專家處理類比也會有困難，此時反倒是實質相似比較具有說服力。 

只是，隨著外觀與關係相似的增加，實質相似「跨概念領域」的特質也漸漸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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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變成「類似」（similarity）。儘管類比與類似都涉及實體的對應和關係的轉移

（Gentner & Markman, 1997），但也有學者發現，譬喻所比較的概念離得越遠，人

們越覺得適切（Tourangeau & Sternberg, 1981; Trick & Katz, 1986）。換句話說，某

些實質相似的譬喻，已經不算比較兩個「原本不相干」的事物或概念。例如，汽車

座椅和沙發都是「椅子」，「跨」概念領域的程度，不同於手機與檔案櫃的比較。 

由於譬喻的主要價值在於思考，而廣告又是十分講究效益的溝通媒介，因此我

們預期廣告中的譬喻類型會以關係相似為主，而且關係相似所扮演的角色，不會因

時代而改變。實質相似雖然跨概念領域的性質不高，卻還是包含「關係相似」，對

於理解有所幫助。 

（二）譬喻廣告的表現形式 

對於譬喻廣告的表現形式，有的學者將焦點放在圖像表現上，分成並置、結

合 、 替 代 （ Forceville, 1996; Phillips & McQuarrie, 2004 ） 。 其 中 ， 「 並 置 」

（juxtaposition）是指比較的兩個事物以其完整的形態，同時呈現。例如，圖三的

KIA 汽車廣告，以模特兒的眼睛，比擬汽車頭燈的造型優美，兩者一左一右並列，

型態完整。「結合」（fusion）是擷取事物的部份特徵，巧妙融合成一個形體，如

圖一的 Sony Ericsson 廣告。「替代」（replacement）是兩個事物其中之一完整呈

現，另一個以背景環境暗示。例如，圖四的 Savrin 汽車廣告，以沙發比擬汽車後

座的寬敞舒適，其中的「後座」其實沒有真的呈現出來，而是透過照後鏡暗示。 

此外，也有學者加入圖文關係，分成圖像譬喻和圖文譬喻。圖像譬喻完全利用

圖像呈現兩個事物（包括前述的並置、結合、替代），圖文譬喻以圖像呈現兩個事

物中的一個，另一個以文字表達（Forceville, 1996）。例如，台北富邦銀行以空中

飛人比擬台北與富邦銀行的合併，其中的空中飛人以圖像表現，台北富邦銀行以文

字敘述（請見圖五）。 

事實上，譬喻還能完全訴諸於標題，形成「文字譬喻」，在廣告領域中鮮少被

提及。雖然文字譬喻近似於生活中透過語文表達的譬喻，顯現不出廣告的特色，但

文字譬喻特別適合用在需要維持圖像完整性的時候。例如，一則鑽石廣告特寫代言

人許慧欣以及她手上的鑽戒，標題說「我的美麗，沒有人免疫」。或者，文字譬喻

也適合用於溝通抽象的特質，如「礦泉水是大自然的恩惠」。 

綜合學者的分類，本研究將譬喻廣告表現形式分成兩個層次。「圖像表現」層

次專指兩個事物皆在圖像中呈現，「圖文表現」層次專指透過圖像與文字搭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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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譬喻。分類的架構請見圖六。 

形式影響解讀的難易和樂趣。在圖像表現的層次上，Phillips 與 McQuarrie

（2004）認為圖像譬喻中，「替代」是比較需要費心拆解的形式，因為兩個事物的

其中一個是由背景環境暗示，完全沒有呈現出來。其次是結合，讀者必須從局部特

徵還原完整的事物，還是有模糊、不確定性存在。最為直接、清楚的是並置，人們

看見完整的形態，在視覺上無須拆解。然而相對的，並置也是最無趣的形式，因為

缺乏超現實影像合成所產生的驚異。 

由於消費者對廣告的倦怠，以及處理廣告的能力越來越好。我們預期，隨著表

現技術的進步，廣告主會傾向於使用較具處理樂趣的形式，不擔心消費者解讀的困

難。 

在圖文表現的層次上，圖像譬喻同時呈現兩個事物，設計操弄的空間比較大，

視覺上的驚奇也比較多。這是因為在我們認知中，某些事物的典型形態原本並不相

像。但是在廣告裡，透過藝術指導的巧思和影像處理的技術，卻可以融合成一個完

整的形體，如圖一的 Sony Ericsson 廣告。相對的，圖文譬喻的圖像只呈現一個事

物，操弄的空間比較小。至於文字譬喻，雖然欠缺圖像設計所產生的驚奇，也沒有

圖文互動的趣味，但適合表現抽象的概念或「意境」，用途不容易被圖像取代，因

而比較不受到表現技術演進的影響。 

「視覺失衡」是圖像譬喻引人注意的重要機制。Solso（1994）認為視覺失衡

的概念與社會心理學中的「認知失衡」有關，皆是預期與現實之間的落差，所產生

的一種心理上的緊繃狀態。透過經驗的累積，在我們的知識系統中對於許多事物都

存有既定的視覺印象，這些既定印象減輕認知的負擔，讓我們不需要對每一個事物

都重新解讀。而圖像譬喻的特色，就在於將原本熟悉的事物，以超出人們既定印象

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偏離人們的視覺經驗，進而吸引人們的好奇和思考。 

因此，視覺失衡的現象可以用來衡量譬喻圖像設計演進，當成一個指標。我們

預期隨著製作技術的進步，維妙維肖的圖像組合會越來越常見，所以視覺失衡的現

象會有變多的趨勢。以圖二為例，現在的技術可以做到「空間失衡」，讓人誤以為

機車與成群野馬奔馳在原野上。而圖一的 Sony Ericsson 手機與檔案櫃的結合，就

牽涉到大小（抽屜的體積跟手機差很多）、空間（抽屜不會出現在手機的鍵盤部

位）的失衡，人們容易覺得不對勁。2 本文引用陳美蓉與張恬君（2001）的分類，

根據廣告中常見的失衡現象，以大小、形狀、材質、重量、空間、時間、狀態等七

種失衡，觀察譬喻圖像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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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 

假設一： 譬喻廣告的使用頻率越來越高。 

假設二： 譬喻廣告中關係相似、實質相似、外觀相似等類型所佔的比例，不

會隨時代而改變。 

假設三： 譬喻廣告中譬喻的類型，在比例上關係相似＞實質相似＞外觀相

似。 

假設四： 在譬喻廣告表現形式的演進趨勢中，結合與替代皆越來越多，並置

越來越少。 

假設五： 在譬喻廣告表現面的演進趨勢中，圖像譬喻所佔的比例越來越多，

圖文譬喻越來越少，文字譬喻則維持不變。 

假設六： 在譬喻廣告表現形式的演進趨勢中，視覺失衡的現象越來越多。 

二、樣本來源 

本研究選擇報紙為母體，因為資料保存完備，方便進行跨三十年的抽樣。抽樣

期間從 1974 年 1 月至 2003 年 1 月。其中，1991 年 12 月以前，母體只包含中國時

報和聯合報。中國時報每年以單數月、聯合報以雙數月，每月各抽三則。1992 年

起三家報紙輪替，一月份中國時報抽三則，二月份聯合報三則，三月份自由時報三

則。最終獲得樣本 1080 則。其中，中時、聯合皆有 468 則，各佔 43.3%；自由時

報 144 則，佔 13.4%。 
為了能夠抽取足夠的譬喻廣告進行分析，本研究採用立意抽樣的方式選取譬喻

廣告。然而，由於沒有抽取非譬喻的廣告，所以不能計算譬喻廣告相對於一般廣告

的使用頻率百分比。為此，我們在抽樣時記錄翻閱次數和天數，理由是翻閱的次數

越多，代表使用的頻率越低。而天數，則是用以平衡報紙廣告數量隨年代增多的問

題。同樣翻 10 次才找到的廣告，三十年前可能經過了三天，現在只要一天，可見

因為廣告量的不同，10 次在過去、現在有不同的意義。說三十年前翻 10 次跟現在

翻 10 次的廣告一樣難找，似乎有欠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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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譬喻廣告時，每月第一則的日期、版面以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開始。該月

份第二則譬喻廣告接續在第一則之後繼續翻找，翻閱次數和天數重新開始記錄，第

三則亦同。如翻閱至該月份最後一天還找不到，回到當月第一天接續；如當月無法

找足三則譬喻廣告，則以同年同月份的其他報紙替代。 

三、類目 

根據前面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在譬喻廣告的「譬喻」層面上，整理出關係、實

質、外觀相似等三種類型；在「廣告表現」的層面上，分成表現形式以及圖像譬

喻，分別整理出圖像、圖文、文字譬喻，以及並置、結合、替代等類型。最後，視

覺失衡包含大小、形狀、材質、重量、空間、時間、狀態等七種。詳細類目及出處

整理如表一，相關理論的討論請參見前面文獻探討一節。 

表一：研究中的類目 

變數 類目 出處 

譬喻的類型 關係相似、實質相似、外觀相似 Gentner & Markman (1997) 

譬喻廣告表現形式 圖像譬喻、圖文譬喻、文字譬喻 Forceville (1996) 

圖像譬喻 並置、結合、替代 Forceville (1996) 
Phillips & McQuarrie (2004) 

視覺失衡 大小、形狀、材質、重量、空間、時

間、狀態 陳美蓉 & 張恬君（2001） 

 

四、編碼（Coding） 

編碼員共三位，皆為設計研究所研究生，其中一位為本文作者。判讀程序與類

目定義先製成 Powerpoint，對編碼員進行訓練。在正式開始之前進行兩次前測，兩

兩計算相互同意度之後，再計算信度（王石番，1989）。第一次信度為 0.8，經過

進一步的討論之後進行第二次前測，信度為 0.91。判讀時三位分頭進行，不一致的

答案在所有廣告判讀結束後由三位討論取得共識。正式判讀信度為 0.88。 

肆、研究結果 

兩個樣本因為檔案毀損而剔除，所以實際進入分析階段的廣告共 1,078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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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使用頻率的趨勢分析，本文援用 Phillips 與 McQuarrie（2002）的做法，

出現頻次以三年做為一個區段加總，所以三十年的變化可以用十個區段來觀察。統

計上，將三十年切割成前、後各十五年，視依變項的性質，以卡方、t、或相關係

數 r 進行檢定。表二呈現十個時間區段所涵蓋的年份。 

表二：本研究將三十年切割成十個階段以觀察趨勢的變化 

階段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訖 

年份 

1974 

1976 

1977

1979

1980 

1982 

1983

1985

1986

1988

1989

1991

1992

1994

1995

1997

1998 

2000 

2001 

2003 

 

一、譬喻廣告使用頻率 

我們將翻閱天數開根號，再與翻閱次數相乘，得到一個「搜尋難易指數」。相

乘的目的是用來平衡過去與現在廣告量的差異。而開根號的目的，則是適度的減低

天數的影響強度。例如，同樣翻 10 次才找到的廣告，三十年前可能經過了三天，

現在只要一天。將天數開根號相乘之後，兩則廣告的搜尋難易指數分別為 17.3 和

10，似乎比較能夠真實反應兩者出現頻率的差異。 

譬喻廣告在十個階段中的搜尋難易指數如表二，繪製成圖之後可以發現數值有

減少的趨勢，代表譬喻廣告的使用越來越頻繁（見圖七）。計算搜尋指數與十個階

段的相關係數，證實譬喻廣告出現的機率的確隨時間遞增（r = -0.26, p < 0.000）。

比較前十五年（M = 32.2）與後十五年（M = 12.66）平均搜尋難易指數，差異亦達

顯著水準（t (1076) = 8.79, p < 0.000）。3 因此，我們可以說譬喻廣告的使用越來越

頻繁。假設一獲得支持。 

二、譬喻類型的變化 

假設二推測譬喻廣告中，外觀、關係和實質相似等三種譬喻類型，所佔的比例

不會隨時代而改變。觀察十個階段譬喻類型的使用頻率發現，關係相似一直維持著

90% 左右的使用頻率，沒有明顯的變化（見圖八）。外觀相似與實質相似的出現

頻率雖然有些許的波動，但是變化都很小。以卡方檢定前、後十五年三種類型的分

布，差異並不顯著（χ²（1, N = 1048）= 4.85, p > 0.05）。支持假設二的推論。 

假設三預期，三種譬喻類型中，以關係相似佔最高比例，其次是實質相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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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相似。由於三種譬喻類型的出現頻率沒有因時間階段而有所不同，因此我們直接

觀察所有樣本中，三種譬喻類型的百分比。結果發現，關係相似的譬喻數量最多，

佔 90.6%；而實質相似與外觀相似卻沒有太大差別，分別佔 5.9% 和 3.5%。因此，

假設三獲得部份的支持。 

三、表現形式的變化 

本研究將表現形式分成「圖像表現」和「圖文表現」兩個層面觀察。在圖像表

現上，假設四推測結合與替代皆逐漸變多，並置沒有。觀察數量的變化發現，結合

明顯的在增加，並置在減少，而替代則看不出趨勢（見圖九）。在百分比上，並置

前、後十五年佔 58.5%、36.5%，結合前、後十五年佔 31.7%、52.4%，替代前、後

十五年佔 9.8%、11.1%，具有顯著的差異（χ²（2, N = 457）= 23.23，p < 0.000）。

由於替代的變化不大，我們可以說「圖像表現」上的差異，主要是來自並置的逐漸

減少，以及結合的逐漸增加。假設四得到部份的支持。 

在圖文表現層面上，前五個階段三種表現形式沒有明顯的趨勢，但到了後半時

期，圖像譬喻增加、圖文譬喻逐漸減少的趨勢逐漸浮現（見圖十）。在百分比上，

圖像譬喻自第六階段的 35.2%，緩緩增加到第十階段的 51.9%，圖文譬喻從 57.4%

減少到第九階段的 37.4%、第十階段的 41.7%。而文字譬喻，則從頭至尾沒有具體

的趨勢，前三階段在 10% 左右，最高是第六階段的 16.7%，後三階段也沒有離開

10% 太多。將出現頻率分成前、後十五年檢定，圖像譬喻前、後十五年分別佔

38%、46.8%，圖文譬喻 53.2%、43.4%，文字譬喻 8.7%、9.8%，差異達顯著水準

（χ²（2, N = 1078）= 10.59，p < 0.01）。因此，整體來說，在圖文表現層面上，我

們所獲得的資料支持假設五的推測。 

假設六預期圖像譬喻中視覺失衡的數量會越來越多。將十個階段的平均失衡數

量製圖之後，可以觀察到此一趨勢（見表二、圖十一）。失衡數量，除了第六階段

有不規則的波動之外，從前三階段 0.3 左右，漸漸增加到後三階段的 0.5 左右。計

算數量與時間階段之間的相關係數，證實失衡的確越來越多（r = 0.12, p < 

0.000）。比較失衡數量，前十五年平均值為 0.38，後十五年 0.5，差異亦達顯著水

準（t (1076) = -2.46,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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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每一階段的翻閱次數、搜尋難易指數、以及視覺失衡數量 

時間階段 翻閱次數 難易指數 視覺失衡 樣本數量 

1 10.23 25.62 .31 107 
2 15.47 41.55 .32 108 
3 17.46 43.20 .38 108 
4 13.69 32.66 .46 108 
5 9.89 17.89 .44 108 
6 9.70 15.39 .31 108 
7 8.82 13.47 .44 108 
8 9.66 15.20 .53 108 
9 7.77 11.22 .66 107 

10 5.68 7.99 .56 108 
 

伍、研究結果討論 

一、整體趨勢的演進 

整體來說，三十年來譬喻廣告的質與量一直在轉變。在數量上，譬喻廣告越來

越常見。在品質上，「形式」是主要的差異。從「圖文表現」層次看，圖像譬喻越

來越多，從「圖像表現」層次看，結合越來越多。此外，視覺失衡的現象也持續在

增加。過去的譬喻廣告，常是在圖像中呈現一個事物，再透過文字賦予其他的意

義，如 1977 日本亞細亞航空廣告的畫面呈現穿著新制服的空姐，標題是「享受別

出心裁的空中花園」。現在的譬喻廣告，常將兩個事物巧妙的結合起來，如圖一的

Sony Ericsson 廣告。兩種做法的主要差異在於前者依賴文字傳達譬喻，後者完全透

過圖像表達。這代表（1）現代廣告越來越注重視覺刺激；（2）消費者處理視覺訊

息的能力也越來越好；（3）廣告中的譬喻注重圖像設計，一則譬喻廣告除了打個

好比方，還要構思圖像表現的創意；（4）譬喻廣告的溝通的效益，似乎同時取決

於譬喻「與」圖像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表現形式的轉變，譬喻類型一直以「關係相似」為主，

顯示譬喻在廣告中的主要價值，還是以事物或概念之間的「關連性」輔助溝通。然

而另一方面，這也可能代表著外觀、關係和實質的分類方式，不能完全區別譬喻的

轉變。在判讀廣告的過程中發現，同樣「關係相似」的廣告，有些一目了然，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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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商業大樓用破殼雞蛋來比喻推出上市；有些耐人尋味，像虹牌油漆特寫文蛤的殼

一正一反，說「油漆要內外有別」。兩者主要的差異似乎在於共享的「關連性」多

寡不同。文蛤內殼與蛤肉具有「提供舒適生活」的關連性，外殼與環境具有「提供

堅固防護」的關連性，而生活與防護又具有「內外有別」的關連性。這些關連性環

環相扣成一系統，貼切而完整的解釋油漆和房子之間的關係。相對的，上市與雞蛋

的相似性顯得淺薄許多。因此，觀察廣告中譬喻的類型，可能需要輔以能夠區別關

連性是否「豐富」的分類方式。 

除了整體趨勢之外，我們也發現一些波動，包括（1）譬喻廣告在第一階段並

不難找，其搜尋難易指數在前五階段中僅高於第五階段；（2）視覺失衡的數量一

路上升，但是到了第六階段卻落到谷底；（3）到了第十階段，並置、圖文譬喻一

反減少的趨勢開始增加，而且視覺失衡也背離增加的趨勢突然變少。因此我們反覆

的檢視樣本資料，並且參考相關文獻，試圖了解背後的原因。 

二、波動背後的原因 

早在有「廣告」之前，譬喻就已經普遍存在於語言中，所以譬喻廣告只是譬喻

思考的正常延伸。廣告中的譬喻與語言中的主要差異，在於廣告中的譬喻需要透過

圖、文表現，因此當譬喻廣告的出現頻率有所變化，我們從廣告設計風格和圖像表

現技術的角度去觀察樣本。 

第一階段（1974-1976）的廣告設計講究清楚而完整的呈現產品，當時常見的

譬喻廣告形式有兩種。一是透過編排將照片與產品擺在一起構成圖像「並置」，二

是照片本身就是產品，透過文字賦予特殊意義構成「圖文譬喻」。這兩種形式都能

維持產品的完整性，而且不需要複雜的製作技巧，可能是造成譬喻廣告常見的原因

之一。此外，這個時期還可以見到不少手繪的表現。手繪是表現「結合」的簡便手

法，此時的手繪合成雖然粗糙，但是與當時廣告設計的精緻程度相較，還不至於顯

得突兀（請見圖十二 1974 年中國信託廣告），這似乎是譬喻廣告常見的另一個原

因。 

接下來，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帶動廣告「質」的改變。賴東明（1989: 31）說

「在 1980 年前是供給少於需要，品類少數量多，被迫購買的生產者導向階段。但

從 1980 年後一些經濟現象顯著的表露出來，需要少於供給，品類多數量少…面臨

這種趨勢，廣告不能再拘泥過去的『以商品為主角』的方式，而漸提升為『以人為

主角的方式了』。他認為廣告在 1980 年之後，開始「有判然不同的表現」。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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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1999: 31）將 1976-1988 視為台灣廣告業的競爭期，這個時期「社會與政治的

快速變遷，也間接促成廣告表現的改變，以往以商品特質導向的硬銷（hard-

selling）方式，逐漸轉向以消費者為主體，訴求人性、感性的軟銷（soft-selling）

方式」。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廣告設計越來越重視畫面的精緻度以及圖像扮演的角

色。第二、三階段譬喻廣告變少，可能是設計品味的提升，拉高了譬喻廣告的門

檻。這個時期粗糙的手繪越來越少，優美的圖像變多，圖文譬喻是主流，而且產品

在畫面上的份量逐漸變小，所以圖像「並置」變少。但是，圖像「結合」的嘗試並

未停止，常見的做法有兩種，一是影像的拼貼（見圖十三 1982 年新光仰德華廈廣

告），二是精緻的手繪（見圖十四 1982 年山葉電子風琴廣告）。這趨勢隨著 1980

年代中期商業攝影、噴畫技術的成熟（林品章，2003: 219），發展到第四、五階段

可以說是圖文譬喻的全盛時期。在此同時，譬喻廣告的出現頻率也急遽升高。 

第六階段（1989-1991）似乎是個轉折期。圖文譬喻變少了，文字譬喻變多

了；結合變少了，並置變多了。在我們所蒐集的文獻裡，看不出背後有其他原因，

所以大膽假設這些現象反應著新、舊製作技術正在交替。因為從第七階（1992-

94）開始，設計數位化發展到成熟（賴建都，1997；林品章，2003: 244），此後譬

喻廣告形式有一段穩定的發展。果真如此，那麼第六階段表現形式的變化，可能代

表拼貼、手繪已經顯得過時，但新的合成技術還沒完全到位。 

另一波轉折出現在第十階段，此時圖文譬喻、並置都變多，視覺失衡變少。這

可能是一時的波動，但也許更令人疑慮的是近幾年國內廣告市場結構性的轉變所產

生的影響。賴東明與劉建順（2003: 16）說「大中華經濟圈的轉變，使得台灣原具

有相當優勢的廣告活動運籌中心，也將被迫產生位移作用…據保守估計，由台灣前

往大陸工作的資深廣告人，包括製作與設計人員為數上千…對台灣廣告事業的服務

績效與空洞化問題，是個相當嚴重的考驗」。由於譬喻廣告除了打好比方，構思圖

像表現的創意是另一個挑戰，本階段的圖文譬喻、並置的增加，有可能是資源有限

的情況下所衍生的變通辦法。這需要更長的時間或更深入的資料觀察。 

三、假設檢定結果的檢討 

假設三預期實質相似會比外觀相似來得常見。雖然研究結果在方向上與預期相

符，但兩者卻沒有明顯的差別。可能的原因是實質相似「跨」概念領域的性質，沒

有關係相似來得濃厚，對於思考的幫助有限。例如，上述的油漆廣告，用「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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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擬「內外有別」就成了實質相似的譬喻。然而，磁磚與油漆同屬建材，以屋裡屋

外要貼不同的磁磚，來解釋屋裡屋外要上不同的油漆，似乎沒有像「文蛤」那樣離

開建材的概念領域，以自然界的生物現象來說明環境的差異，來得具有解釋力。 

假設四預期結合與替代，都因為製作技術的進步而越來越常見，但研究結果顯

示替代並沒有明顯的趨勢。這可能是因為兩個比較的事物之中有一個是透過環境背

景暗示（替代），在執行上的困難較多。例如，圖四 Savrin 汽車以沙發譬喻汽車

後座，在製作上，直接結合一張汽車後座與一張沙發，似乎比透過照後鏡中的倒影

暗示來得單純。 

陸、結論 

從 CSI 犯罪現場，轉台看到黃金眼，再轉台看到第一滴血，可以明顯感覺現

代許多影片的取景、運鏡、與剪輯，都假設我們有能力解讀複雜的影音符碼。同樣

的，以檔案櫃比喻手機的資料管理功能，以往的作法可能是左邊放一個檔案櫃，右

邊放一隻手機。現在的作法，則是擷取一個抽屜代表檔案櫃，巧妙的與手機結合成

一個完整而又特殊的影像，而且在標題、內文裡都沒有對檔案櫃多做解釋。這代表

廣告主對於消費者理解能力有信心，認為他們有能力解讀複雜的影像符碼。從這個

角度看，本研究的結果讓我們瞭解在行銷溝通上，消費者的處理能力發展到什麼程

度。研究發現：（1）譬喻廣告越來越常見。（2）在譬喻類型上，「關係相似」一

直佔有 90% 左右的比率。（3）譬喻廣告的表現朝向可以帶來特殊處理經驗的形

式發展，圖像譬喻越來越多，圖文譬喻越來越少；結合越來越多，並置越來越少。

（4）廣告中有 10% 左右的譬喻，是以文字（標題）的形式呈現。（5）圖像譬喻

中，視覺失衡的現象越來越多。此外，我們進一步推論一則譬喻廣告除了要有適切

的譬喻，還需要圖像表現的創意。相對的，譬喻廣告的溝通的效益，似乎同時取決

於譬喻「與」圖像表現。 

在應用上，常用的形式不等於好的形式。將形式予以量化，並非意圖精進設計

能力。這些表現形式是消費者處理能力與廣告主溝通技巧相互調整之後的產物，可

以視為「現代廣告視覺語法」的一部份，做為後續分析和創作的參考。 

在研究限制上，本研究只取樣報紙，推論至所有平面廣告時可能需要考慮雜誌

的讀者特質、印刷品質、刊登廣告的產品類型皆與報紙不同，而有所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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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類似的分類請見周世箴（2006: 66）。他從修辭的角度討論譬喻時，將語文中

的譬喻分成「表達層面」與「認知層面」。前者是指喻體、喻依、喻詞等文句

結構，後者是指譬喻「跨概念領域」的思考。 

2 本文並未主張失衡的數量越多，圖像就越引人注意。然而，我們的確認為失衡

的數量與製作技術有關。在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兼具大小與空間的失

衡，執行上的挑戰應該會高於只有大小失衡。以手機與檔案櫃的結合為例，大

小失衡是將手機放大或檔案櫃縮小，但加上空間失衡，還要讓檔案櫃的抽屜出

現在手機的鍵盤處。 

3 值得關切的是，將翻閱天數開根號還是可能過度放大天數的影響。因此我們將

翻閱天數排除在外，單純計算翻閱次數的變化，得到的相關係數（r = -0.22, p 

< 0.000）、平均值差異（M 前十五年 = 13.36, M 後十五年 = 8.33, t (1076) = 7.06, p < 

0.000）依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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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Sony Ericsson 廣告以檔案櫃譬喻手機的資料管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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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983 年銀座機車廣告 

 

圖三：KIA 汽車廣告以「並置」的形式表現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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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Savrin 汽車以「替代」的形式表現譬喻 

 

圖五：台北富邦銀行以「圖文譬喻」的形式表現空中飛人與銀行合併的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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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譬喻廣告表現形式的分類架構 

 

 

圖七：搜尋難易指數隨時間階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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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在譬喻類型上，關係、實質、外觀相似隨時間階段的轉變 

 

圖九：在圖像表現上，並置、結合、替代隨時間階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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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在圖文表現上，圖像譬喻、圖文譬喻、以及文字譬喻隨時間階段的轉變 

 

圖十一：視覺失衡數量隨時間階段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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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1974 年中國信託廣告使用手繪做簡單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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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1982 年新光仰德華廈廣告已影像拼貼的方式做影像合成 

 

圖十四：1982 年山葉電子風琴廣告的精緻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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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aphor Types 
and Expression Styles in Print 
Metaphorical Advertisements:  

1974-2003 
 

Yueh-Gang Wu、Ting-Yi Lu*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thought, and language is the surface 
realization of thinking metaphorically. Similarly, advertising is like 
language, and is also a form of expressing metaphoric thoughts. Therefore, 
metaphoric ads can be observed on the levels of “metaphor” and 
“advertising expression.” This study content-analyzes 1078 ads sampled 
from three major newspapers during 1974-2003 to understand how 
metaphoric ads transform with time. The results indicate: (1) Metaphoric 
advertisements appear more often than ever. (2) In terms of metaphor types, 
“relational similarity” has 90% share. (3) In terms of expression styles, 
“pictorial metaphor” increases and “verbo-pictorial” metaphor decreases 
gradually; “fusion” increases and “juxtaposition” decreases gradually. (4) 
Ten percent of metaphors are presented verbally (via headlines). (5) The 
phenomenon of visual dissonance are growing with time. 

Keywords: Metaphorical advertisement, Metaphor type, Expression styl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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