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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由文化、創意、認知與傳播的角度，提出三種跨域組

合的圖像設計（部件組合設計、替代組合設計、主從融合設

計），其援用的四項圖像認知原則（層次原則、重組原則、框

架原則、拓僕原則），以及導引出的四種隱喻閱讀型態（共通

性的隱喻閱讀、單邊主導的隱喻閱讀、雙邊主導的隱喻閱讀、

新義浮現的隱喻閱讀），並以廣告圖像為素材實驗研究檢證相

關的三項假設：（1）跨域組合圖像的隱喻閱讀的假設；（2）

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3）跨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設。 

 

 

 

 

 

 

 

 

 

 

 

 

 

關鍵詞：文化創意、多空間模式、認知原則、圖像設計、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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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文化批判與文化創意的主題關懷下，人文藝術的研究領域常由重

要的理論角度，對圖像提出獨到的詮釋而發掘其中獨特的意涵。的確，

文化批判與創意總有其重要、獨特的內涵。不過，文化同時也以貼近平

常生活而近乎簡單的型態，調節或左右身在其中者的認知、溝通與傳播

行為。平常而簡單的型態往往被視為理所當然而錯過，或視而不見，或

日用而不知。本研究有意針對這種平常簡單的圖像型態提出初步的描

述、分析與分類，並設計合適的實驗來檢證所做的分析與分類，以及它

們對於傳播與認知的後果。這樣的研究取向，不適合由大的理論角度提

出獨特詮釋的方式進行，而需要從中間層次、小規模理論且重視證據檢

驗的研究方式入手（Bordwell, 2008, p. 4）。文化的根基本就在平常的

生活脈絡裡。許多日用而不知的簡單型態，以一種像呼吸與心跳的脈動

般深深的規約著每個人的認知、感受與互動。 

在圖像的製作、複製都相當昂貴的時期，對於圖像的研究主要在其

藝術的表現與價值。不過，在現階段的傳播科技裡，圖像的製作與傳播

都已不是那麼昂貴，幾乎落在人人都可以上手而且很平價的範圍內實

現。在有著大量圖像傳播的社會環境中，圖像的再現形式隱然開始形成

一種類似於語文再現形式中具規約性格的認知原則與秩序。本文認為，

發掘這種認知原則與秩序不僅是貼切瞭解平常生活裡的文化軌跡，也是

文化批判與創意所需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基礎理解。 

由目前學術發展的情勢審視，以下所提出的觀點仍處於初步探索的

階段。新穎觀點與初步探索的研究常面對一種兩難情況：第一，它需要

跨越既有學術領域的界限去擷取合適的論述資源，因此有時得面對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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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典範之間落差頗大甚至彼此衝突的要求；第二，由於跨越界限，使

得讀者閱讀本文時，總難以從單一特定的領域中既有的理論框架或分類

架構去定位本文的論述。面對這種可能的困境，本文以從生活脈絡中的

實際例子，檢選出恰當且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做好恰當的描述與分析，

發掘其中重要的型態。本文由例子出發，也邀請讀者從例子審閱起，而

不是先以特定領域既有的理論框架來定位本文的研究旨趣。既有文獻中

與本文研究觀點比較接近的影像研究有 Bordwell（2008）強調中間層

次、可經驗檢證的方法論要求，不過他側重的不在隱喻，而在影像敘

事 ； 另 有 Forceville （ 2009 ） 總 結 他 著 重 隱 喻 、 影 像 與 多 模 態

（multimodal）再現模式的研究角度（其中包括對於未來影像研究作為

一種科學研究的設想），不過他的長處在於實例描述、分析與詮釋，而

尚未有實驗研究的成果。本文試圖擷取此二者的長處，結合 Teng 與

Sun（2002）在視覺語藝領域裡的圖像對稱排列（symmetric image 

alignment）研究，探討圖像組合的設計型態與閱讀策略，並且提出新的

探索方式：從實例描述、分析與詮釋出發，提出經驗上可檢測的假設，

再以實驗法檢驗描述、分析與詮釋中所發掘的型態。 

由於本文所關注的是基本型態，所援引的認知、隱喻與圖像研究的

論述資源，也側重在基本的認知、跨文化的隱喻現象，以及圖像視覺的

基本原則，因此，即使對於個別實例的解讀與詮釋深受所在文化場域的

影響，但解讀與詮釋中企圖發掘的型態，仍具跨越文化的特色。本文臆

測，在任何影像產業達到一定規模的社會裡，都會出現以下實例所展示

出來的型態，不過是否真是如此仍有待未來進一步的研究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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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跨域組合圖像的設計型態 

本著由中間層次、小規模理論與證據檢驗的精神，本研究選擇由良

好、簡單、文案簡短的圖文實例入手，去發掘圖像再現的認知原則與秩

序。廣告學已累積豐富的實證研究結果，紀錄廣告裡文字與圖像隱喻的

演 變 與 趨 勢 ， 分 析 隱 喻 廣 告 的 類 型 （ 吳 岳 剛 、 呂 庭 儀 ， 2007 ；

Gkiouzepas & Hogg, 2011; Leigh, 1994; McQuarrie & Mick, 1996; Phillips 
& McQuarrie, 2002, 2004; Scott, 1994），以及消費者詮釋廣告隱喻意義

和好惡的感受（McQuarrie & Phillips, 2005; Phillips, 1997, 2000）。本研

究所選取的圖文實例皆涉及由分屬不同類別物件的圖像以特定方式組合

成全幅的圖像；本文稱此類圖像設計為「跨域組合的設計」，由此方式

完成的全幅圖像稱「跨域組合的圖像」。由於本研究所討論的例子都是

跨域組合的圖像，為求行文簡明，以下將這類圖像簡稱為「組合圖」，

而其設計為「組合設計」。 

本研究將重點放在圖文中圖像再現的認知原則與秩序，而所選的實

例側重於有新意、有創意而又能達到傳播效果的圖文再現。依此，本研

究選取三幅頗具創意且意涵清晰的廣告設計。為求簡明的描述所選取的

三幅廣告設計中圖像再現的型態，本文作了以下的行文約定：圖像總是

從特定的觀點描繪物件；當圖景中所描繪的是物件的整體時，本文稱該

圖為「物件圖」；當所描繪的是構成物件的部份時，本文稱該圖為「部

份圖」。本研究選取的三幅廣告是：台灣青果社水果功能系列─香蕉

篇、美國西北櫻桃、裕隆汽車 March─安全帽篇。對於此三幅圖文實例

的組合設計分別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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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件組合設計 

第一幅組合圖像的廣告實例，台灣青果社水果功能系列─香蕉篇

（請見圖一）。由廣告標題「歡迎品嚐國產香蕉」可知廣告主題是香

蕉。廣告裡的圖像則是由香蕉和四隻刀具所構成。由四隻刀具的造型及

其開展的方式與相關位置，可以看出他們是瑞士刀的刀具配備，而多種

造型的刀具配備的視覺訊息導引我們去關注瑞士刀的多重功能，瑞士刀

的多功能又導引我們去關注香蕉的多種用途。每一樣瑞士刀的刀具旁所

註明的香蕉用途，對應出瑞士刀多功能與香蕉多用途的概念框架，呼應

廣告裡「多功能」的標題（對於此幅廣告的描述與分析，請參閱吳岳

剛，2008，頁 123-124；鄧育仁、孫式文，2000b，頁 57-58）。 

在圖像的再現形式上，明顯的，香蕉篇是一個跨域組合的圖像。香

蕉物件圖取代瑞士刀柄部份圖，而與展開的瑞士刀具部份圖組合成一個

新的物件圖──香蕉篇物件圖；原先的香蕉物件圖成為此新圖像中的部

份圖。這種物件圖取代部份圖的設計，主要依賴兩項圖像認知的原則

（本文賴以分析組合設計的四項構圖原則及其認知分析，參閱鄧育仁、

孫式文，2000a）。第一，圖像的意涵有層次的區別──物件層次與部

份層次之間層層的意涵區別；在鄧育仁與孫式文（2000a）文中稱此原

則為「層次原則」。第二，圖像中的部份圖可以重新組合，而跨域的重

新組合可以是由另一類別的物件圖取代部份圖而形成新的物件圖；在鄧

育仁與孫式文（2000a）文中稱此原則為「重組原則」。本文將此類物

件層次與部份層次之間有明顯區別，且以物件圖取代部份圖跨域重組之

物件圖稱為「部件組合圖」，其設計方式為「部件組合設計」。香蕉篇

是此類設計的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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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部件組合設計的圖像 

 

資料來源：〈第 20 屆時報廣告金像獎〉。取自 Timesawards 時報廣告俱樂

部網頁 http://www.adol.com.tw/adSearch/WorkView.asp?advid= 
Adv1112232030&kind=05&work=20&awardkind=01&choose=00 

二、替代組合設計 

第二幅組合圖的廣告實例為美國西北櫻桃（請見圖二）。廣告裡的

圖像以櫻桃鑲嵌在戒指上構成。在平常生活脈絡裡，指環上鑲嵌的是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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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或珠寶；不過，由文案「如果櫻桃是水果中的鑽石，那麼尺寸就很重

要」、「水果中的鑽石 美國西北櫻桃」可以確定原本鑲嵌於指環上的

是鑽石。以櫻桃取代鑽石的作法意味著該廣告邀請閱聽人以品賞鑽石的

態度來品味美國西北櫻桃。 

圖二：替代組合設計的圖像 

 

資料來源：〈第 21 屆時報廣告金像獎〉。取自 Timesawards 時報廣告俱樂

部網頁 http://www.adol.com.tw/adSearch/WorkView.asp?advid= 
Adv1111224656&kind=01&work=21&awardkind=01&choos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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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北櫻桃也是組合圖的例子，而且它和前一個例子都同樣依賴

於層次原則與重組原則。不過，此圖與前述部件組合圖像不同之處，在

於櫻桃物件圖所取代的不是另一物件的部份圖，而是沒有出現於圖景中

的鑽石物件圖。當然，有時閱聽人可以將鑽石當作是戒指的一部份，而

將此處櫻桃物件圖視為是取代鑽戒物件圖中的鑽石部份圖。不過，鑽石

在我們的生活脈絡裡有著獨特的地位、價值與角色；它是主角，不是配

角。（假如戒指上的只是一般的人造飾物而非鑽石，那麼結果很可能會

是該人造飾物只是整體戒指的一部份，而整幅組合圖就成為前述的部件

組合圖。）況且圖文裡的文案也以櫻桃、鑽石的對比而行文。因此，我

們可以預期，如果沒有特別的理由，那麼此處合宜的解讀與分析會是櫻

桃物件圖替代了鑽石物件圖，而沒有鑲嵌任何東西的戒指部份圖構成使

閱聽人能辨識「何物被何物替代」的圖景脈絡（參閱 Forceville, 1996, 

2008）。這種組合圖是平面廣告中常見 的設計， Forceville （ 1996, 

2008）稱此類設計的圖像為「脈絡隱喻」（contextual metaphor），而

Phillips 與 McQuarrie（2004）稱之為「替代」（replacement）型的隱

喻。本文從組合圖的分類框架，將這種物件、部份的層次與圖景脈絡都

可以清楚區辨，並以一物件圖替代另一物件圖而跨域重組成的圖像，稱

為「替代組合圖」，其設計為「替代組合設計」。 

三、主從融合設計 

第三幅廣告實例是裕隆汽車 March─安全帽篇（請見圖三）。廣告

裡的主要圖像是一輛汽車，汽車的造型融合了安全帽的前罩與圓弧的輪

廓，車門的部位則是安全帽固定前罩的扣環。廣告文案「這頂安全帽不

怕豔陽，遮風避雨、冬暖夏涼……」以「安全帽」指稱這款汽車，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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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指明它是一頂排除掉一般安全帽缺點的安全帽。明顯的，此則廣告是

以機車族為主要的潛在客戶，而圖、文各具隱喻性訊息且又互相搭配的

設計（對於此幅廣告的描述與分析，請參閱鄧育仁，孫式文，2000b，

頁 55-57）。 

圖三：主從融合設計的圖像 

 

資料來源：〈第 20 屆時報廣告金像獎〉。取自 Timesawards 時報廣告俱樂

部網頁 http://www.adol.com.tw/adSearch/WorkView.asp?advid= 
Adv111223926&kind=01&work=20&awardkind=01&choose=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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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隆汽車 March─安全帽篇也是組合圖的例子。不過，在設計上它

與前述的部件與替代組合設計皆有重要的差別。它不是物件圖取代部份

圖，也不是物件圖替代另一物件圖，而是以兩個不同的物件圖中的一個

物件圖為主導，融合成一個新的物件圖。裕隆新款的小 March 物件圖與

安全帽物件圖係以前者為主導而融合在一起。此新物件圖有小 March 的

款式模樣，也有安全帽的輪廓模樣。車輪部份圖看起來也可以是安全帽

的裝飾部份圖。不過，全幅圖中地平線圖的位置強化了小 March 物件圖

在此融合設計中的主導角色。大抵而言，融合的設計手法依賴兩項圖像

認知的原則。第一，在一定的範圍內，物件圖的基本輪廓可以被刪除，

而仍能傳達出它所描繪的是何物件；在鄧育仁與孫式文（2000a）文中

稱此原則為「框架原則」。第二，在一定的範圍內，物件圖的大小、比

例與輪廓可以重新調整或變形，而仍能傳達出它所描繪的是何物件；在

鄧育仁與孫式文（2000a）文中稱此原則為「拓僕原則」。以此融合方

式而跨域重組的圖像是平面廣告中常見的設計，Forceville（2008）稱此

類設計的圖像為「整合隱喻」（integrated metaphor），而 Phillips 與 

McQuarrie（2004）稱之為「融合」（fusion）型的隱喻。本文則從組合

圖的分類框架，稱之為「主從融合圖」，其設計為「主從融合設計」。 

參、研究問題 

由一個物件圖與另一物件圖跨域組合成為一整體圖像的組合圖，類

似語文中以一個名詞與另一個名詞組合成為一個名詞的名詞組合

（noun-noun combinations）。名詞組合有固定的語法結構：修飾語

（modifier）在前，中心語（head noun）在後。此語法結構通常導向兩

種意義的解釋，一種是以名詞之間的關係連接（relational linking）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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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基礎，例如，「燕巢芭樂」由燕巢和芭樂兩個名詞組成，意指在

高雄縣燕巢鄉種植生產的芭樂；「雞腿便當」由雞腿和便當兩個名詞組

成，意指裝了雞腿的便當。另一種解釋是以修飾語為基礎的屬性映射

（property mapping）的解釋，而屬性映射的解釋有時會轉化成隱喻性的

解釋（Wisniewski & Love, 1998），轉喻性（metonymy）的解釋（參閱

Benczes, 2006, chap. 3），甚至會經由名詞概念的合成而浮現出新奇的

整合意義（參閱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chap. 17; Benczes, 2006, chap. 

6），例如，台灣在 2010 年新創的「恐龍法官」。 

雖然現階段的影像研究對於組合圖尚沒有相當於語言學對於名詞組

合的研究成果，不過由組合圖具有相當於名詞組合中跨域而導向隱喻解

讀的特點來看，本文預期，閱聽人會由隱喻的角度閱讀組合圖。據此，

本文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H1 跨域組合圖像的隱喻閱讀假設：跨域組合圖像會導引閱聽人採

取隱喻的閱讀策略解讀組合圖。 

隱喻基本上是一種跨領域、跨類別的理解。按過去的研究（鄧育

仁、孫式文，2000a, 2000b），隱喻研究裡的多空間模式（many-space 

model）相當適於用來描述並分析組合圖。大抵而言，在隱喻的理解與

閱讀裡，用來隱喻的稱「來源空間」（source space），被隱喻的稱「目

標空間」（target space），來源空間與目標空間相互扣連下在一定抽象

層級上所具有的共通性為「通用空間」（generic space；在鄧育仁、孫

式文，2000a, 2000b 中稱「類空間」），來源空間與目標空間合成下而

有的觀點稱「合成空間」（blended space）。本文的要點不在於佐證多

空間模式，而在於善用其觀點，來探索圖文中組合圖的型態，以及組合

設計背後的認知原則與秩序。在以下的解說裡，本文把圖像設計中用來

隱喻的項目簡稱為「來源」，被隱喻的項目簡稱為「目標」。在圖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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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閱讀上，則參酌多空間模式的架構，區分成四種型態：（1）共通

性的隱喻閱讀：以特定抽象層級的共通性扣連著來源而去閱讀目標的方

式；（2）單邊主導的隱喻閱讀：以來源為主導而去閱讀目標的方式；

（3）雙邊組合的隱喻閱讀：以來源與目標在初步合成下而有的隱喻觀

點來閱讀目標的方式；（4）新義浮現的隱喻閱讀：以來源與目標合成

下所精製、提煉或衍生出來的新義去閱讀目標的方式。本文在實驗方法

中，依變項的測量與編碼小節裡，將以實例對此初步的型態區分作進一

步的解說。 

前文指出三幅組合圖不同之處是：台灣青果社水果功能系列─香蕉

篇與美國西北櫻桃主要依賴於層次原則與重組原則，而裕隆汽車 March

─安全帽篇則主要依賴於框架原則與拓璞原則。基於所依賴的認知原則

的差異，本文預測：在圖像閱讀中，閱聽人對於裕隆汽車 March─安全

帽篇的閱讀策略與結果，與對於美國西北櫻桃及台灣青果社水果功能系

列─香蕉篇的閱讀策略與結果，會有明顯的差異。至於美國西北櫻桃與

台灣青果社水果功能系列─香蕉篇兩者之間，仍有物件圖替代物件圖以

及物件圖取代部份圖的差異。雖然這種替代與取代之間的差異不像認知

原則的差異那麼顯著，但也有可能造成閱讀策略與結果的差異。如果經

驗證據能佐證閱讀策略與結果的差異，那麼也就能佐證部件組合、替代

組合、主從融合三種設計的實質區別，而同時也能間接的佐證層次、重

組、框架、拓僕等圖像認知的原則。據此，本文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H2 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當組合圖所依賴的圖像認知原則不

同時，圖像的閱讀策略與結果也將有所不同。以本研究對於組

合圖與隱喻閱讀型態的區分為基準，這等於說，部件組合圖、

替代組合圖與主從融合圖在共通性、單邊主導、雙邊組合與新

義浮現的隱喻閱讀的分佈上會有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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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由於具有跨域的設計特點，可以預期閱聽人會從隱喻的

角度閱讀組合圖。假設此預期正確（以下的實驗結果佐證了此預期），

接下來的問題是：在圖像隱喻裡，哪個物件圖、部份圖或圖景脈絡中被

替代的物件圖所描繪的是隱喻的對象（圖像隱喻的目標）？而哪個是隱

喻的來源（圖像隱喻的來源）？ 

部件組合圖似乎沒有提供區別來源與目標的視覺訊息。以台灣青果

社水果功能系列─香蕉篇（圖一）為例。假使這幅廣告沒有標題與文字

的解說，閱聽人似乎應無法辨識出目標是香蕉還是瑞士刀。就圖像的本

身而言，香蕉物件圖落在全幅廣告圖中央的位置，因此似乎可以說是具

有主導的地位。但香蕉物件圖所取代的是瑞士刀柄部份圖。它以此取代

方式成為整幅新圖的一部份，而整幅新圖所描繪的是沒有原先刀柄而以

香蕉為柄的瑞士刀。如果以中央為主導來確立目標，那麼香蕉是目標，

而整幅圖應是以瑞士刀為來源而理解香蕉的隱喻圖像。如果以物件的整

體性為主導來確立目標，那麼新圖所意指的（有些奇特的）瑞士刀是目

標，而整幅圖應是以香蕉為來源而理解瑞士刀的隱喻圖像。在圖像認知

上，落在中央位置的部份與包含該部份的物件整體性兩者之間，似乎沒

有何者一定具有主導地位的差別可言。本文預期，在沒有文字輔佐説明

的情況下，對於部件組合圖的隱喻性閱讀會出現有時以落在中央位置的

部份所描繪的對象為目標，有時以包含該部份的整體物件所意指的對象

為目標（對於中央位置與物件整體性的分析，參閱 Arnheim, 1988, pp. 

13-35）。 

替代組合圖也似乎沒有提供區別來源與目標的視覺訊息。以美國西

北櫻桃廣告文圖（圖二）為例。假使這幅廣告沒有標題與文字的解說，

閱聽人似乎應無法辨識出目標是櫻桃還是鑽石。就圖像本身而言，櫻桃

物件圖約略落在整幅圖中央的位置，而被替代的鑽石物件圖根本不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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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圖任何地方。這似乎意味著櫻桃物件圖所描繪的應當就是目標。如果

閱聽人不能確定被取代的是鑽石物件圖，那麼整幅圖有可能成為一幅部

件組合圖，而相應的解析也就回到如前述對於部件組合圖的解析了。如

果閱聽人大抵確定被取代的是鑽石物件圖（例如，在以下的實驗設計

裡，本研究給予其中一組的受測者一行文字「鑽石櫻桃」與一幅文字全

部刪除的美國西北櫻桃廣告圖），兩物件之間「何者是來源？何者是目

標？」的問題仍未必能從圖像所提供的視覺訊息而確認，因為實際上落

在中央位置的是櫻桃物件圖，但全幅的圖景脈絡卻邀請閱聽人「看出」

其實在那位置的應當是鑽石物件圖。本文預期，在實際物件圖與圖景脈

絡之間相持難解的情況下，對於替代組合圖的隱喻性閱讀會出現有時以

實際物件圖所描繪的對象為目標，有時以圖景脈絡所意味的物件為目

標。 

主從融合設計中物件圖的主導與搭配角色頗為分明。本文假設在主

從融合圖中，主導者為目標，是全幅圖所要「談論」的主題，而配合者

是來源；本文稱此為「主從假設」。以裕隆汽車 March─安全帽篇（圖

三）為例。如果主從假設正確，那麼即使這幅廣告沒有標題與文字的解

說，閱聽人應當能辨識出目標是小 March，而來源是安全帽。以下的實

驗結果佐證了此一點，但所需要的說明比起此處所提的主從假設還要複

雜一些。此複雜情況留待實驗結果的討論中再進一步說明。 

Forceville（2002）認為圖像隱喻之所以為隱喻，一如以語言的再現

模式所表述隱喻，需要由兩個概念領域組成。依此領域分別，圖像中可

分殊出目標與來源，而兩者之間的隱喻詮釋方向是不可逆轉的；假若逆

轉，結果可能是成為無法理解的圖像，或者成了另一個圖像隱喻，而不

是原有的圖像隱喻。以跨域解讀時會不會逆轉來檢驗以上所提的三種組

合設計，本文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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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跨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設：在沒有文字輔佐的閱讀情況下，部

件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的目標與來源之間逆轉的機率將顯著的

高於主從融合圖。 

綜上所言，本文援用四項圖像認知原則（層次原則、重組原則、框

架原則、拓僕原則），由實例分析提出三種圖像設計（部件組合設計、

替代組合設計、主從融合設計），以及四種隱喻閱讀型態（共通性的隱

喻閱讀、單邊主導的隱喻閱讀、雙邊主導的隱喻閱讀、新義浮現的隱喻

閱讀），而構思三項有待實驗檢證的假設：H1 跨域組合圖像的隱喻閱

讀假設；H2 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H3 跨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設。

以下便循序説明對於此三項假設的檢證方法與結果。 

肆、實驗方法 

本實驗採取 3 3 二因子的混合設計（混合設計是混合組間與組內

的實驗設計，該設計的用途與相關原理，請參閱 Gravetter & Forzano, 

2011, chap. 11; Kantowitz, Roediger III, & Elmes, 2009, chap. 3）。第一個

因子為組合圖，共有三個類別的變化：無圖像、有組合圖、有廣告線索

的組合圖，在實驗的操作下，分別對應控制組、實驗組一、實驗組二。

與第一個因子相關的組合圖隱喻閱讀假設，主要經由組間的比較予以檢

驗。第二個因子是組合設計，也有三個類別的變化：部件組合設計、替

代組合設計、主從融合設計。與第二個因子相關的兩個組合設計類型的

假設，主要經由同樣的受測者在同樣的測試情境中進行不同的測驗來檢

驗，也就是透過組內不同測試結果的比較來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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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處理與實驗操作 

實驗的材料選用前文中用來解說三種組合設計的廣告案例。第一個

組間因子的實驗處理（experimental treatments）包括廣告的原圖，以及

用電腦修圖程式刪除廣告原圖中所有的廣告線索（例如文案、商標）的

組合圖（見附錄一）。 

第二個組內因子的實驗處理是依據名詞組合可用於呈現名詞之間的

關係連接，或是隱喻性映射關係的特質，而取三幅組合設計的構圖物

件，構作成名詞組合。構作的方式則依據名詞組合的語法結構，以及組

合圖中的隱喻關係，構造出以來源作為第一名詞（修飾語），以目標作

為第二名詞（中心語）的三組名詞組合：「瑞士刀香蕉」，「鑽石櫻

桃」，以及「安全帽車子」，分別對應部件組設計、替代組合設計、組

從融合設計。 

混合設計的實驗操作（manipulation）是：控制組在三次的測試

裡，分別给予對應組合設計類型的三個名詞組合；實驗組一在三次的測

試裡，分別给予三個名詞組合，及其對應的組合圖，實驗組二在三次的

測試裡，分別给予三個名詞組合，及其對應的廣告原圖（每一個測試情

境裡的實驗處理彙整於表一）。本實驗的混合設計操作看似複雜，其實

兩個因子皆是採用直接操作法（straightforward manipulation），也就是

在不同的測試裡，將不同的實驗處理直接呈現给受測者（請參閱

Wimmer & Dominick, 2003, p. 221）。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期  2012 年 1 月 

‧188‧ 

表一：混合設計的實驗操作 

控制組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組別

因子一

因子二 

組合設計 
無圖 組合圖 廣告原圖 

部件組合 瑞士刀香蕉 

瑞士刀香蕉 

與 

部件組合圖 

瑞士刀香蕉 

與 

部件組合廣告 

替代組合 鑽石櫻桃 

鑽石櫻桃 

與 

替代組合圖 

鑽石櫻桃 

與 

替代組合廣告 

主從融合 安全帽汽車 

安全帽汽車 

與 

主從融合圖 

安全帽汽車 

與 

主從融合廣告 

 

二、受測者與實驗程序 

研究者在 BBS 上張貼招募受測者的廣告，廣告內容說明測試的時

間與酬金，並請意欲參與的同學在網上填寫個人資料（年齡、性別、科

系、年級，電話和 email 帳號）回傳。網路報名的 52 名研究生與大學

生經由隨機分派均分為四組（每組 13 人），以排除組別之間的異質性

干擾實驗因子對依變項的影響。四組測試皆在校園內的電腦室舉行，受

測者在電腦上回答測試的問題，以避免實驗結果受到實驗環境差異的干

擾。 

第一組受測者的任務是分別列舉出六個名詞的意義：櫻桃、鑽石、

香蕉、瑞士刀、車子、安全帽（也就是三幅廣告之中的六個構圖物

件）。進行的程序是先給予受測者印有一個名詞的紙張，再請受測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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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分鐘內，在電腦上書寫出該名詞的意涵。每位受測者對於每一個名詞

平均列舉出 7 至 11 個解釋。兩名編碼員將意義相近的解釋歸為同一類

目 。 利 用 網 路 軟 體 ReCal2 計 算 六 個 名 詞 的 編 碼 員 交 互 信 度 ，

Krippendorff’s Alpha 介於 .90 至 .98 之間。1 被 1/3 以上受測者所列舉

的名詞解釋彙整於附錄二。此組受測者雖然不是實驗單位，但是他們對

於個別名詞的解釋，將作為分析隱喻四種閱讀型態的參考基礎，因而也

採用隨機分配，以及相同的受測環境，以避免任何非實驗因子干擾實驗

結果。 

第二、三、四組的受測者才是本研究的實驗單位，分別對應控制

組、實驗組一、實驗組二。三組皆被要求在三場測試裡，分別書寫出三

個名詞組合（瑞士刀香蕉、鑽石櫻桃、安全帽汽車）的意義，進行的程

序是先給予受測者一張印有一個名詞組合的紙張，再請受測者在十分鐘

之內，在電腦上書寫出該名詞組合的意義，並且在每一條列的意義之

後，說明做出如是意義解釋的理由。三組的差異是：控制組解讀名詞組

合時沒有给予圖像，實驗組一解讀名詞組合時，給予對應該名詞組合的

組合圖，實驗組二解讀名詞組合時，則給予對應的該名詞組合的廣告原

圖，請參照並比較前述表一的控制組、實驗組一、實驗組二（三個欄

位）的差異。 

三、依變項的測量與編碼 

本實驗的依變項採用上述的開放式問題，取得實驗單位對於實驗處

理的閱讀。所有的實驗單位對於每一個名詞組合，平均書寫出 2 至 4 個

意義。三個名詞組合一共被閱讀出 363 個意義（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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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名詞組合解釋的數量分佈 

控制組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無圖 組合圖 廣告原圖 

組別

因子一

因子二 
組合設計 (N=13) (N=11)1 (N=13) 

部件組合 
（瑞士刀香蕉） 44 36 33 

替代組合 
（鑽石櫻桃） 52 40 36 

主從融合 
（安全帽汽車） 43 40 39 

合計 139 116 108 

註 1：2 名預約的收測者臨時缺席。 

 

本實驗以意義解讀作為分析單位，2 所有的解讀依據三個假設而予

以編碼，成為三組依變項： 

（一）隱喻與非隱喻閱讀 

所有名詞組合的解讀（N = 363）以「隱喻閱讀」和「非隱喻閱

讀」予以編碼。 

1. 隱喻閱讀：先經由四種隱喻閱讀類型的編碼（編碼的原則與案例在

下一組依變項的編碼中細述），再將四種類型合併成此一類目，共

計得到 276 個隱喻閱讀。 

2. 非隱喻閱讀：以兩名詞間的關係為閱讀的基礎，例如，瑞士刀香蕉

被解讀為「用瑞士刀採割的香蕉」，或者是「新的瑞士刀造型」；

鑽石櫻桃被解讀為是「一種櫻桃的品牌名稱」，或者是「櫻桃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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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鑽石」；安全帽車子被解讀為「買車附贈的安全帽」，或者是

「附贈安全帽的車子」。一共得到 87 個非隱喻閱讀。 

非隱喻閱讀的編碼員交互信度 α = .95。 

（二）隱喻閱讀的四種型態 

所有的隱喻閱讀（N = 276）依據文獻中的四種隱喻閱讀型態編

碼，並且以附錄二中對於櫻桃、鑽石、香蕉、瑞士刀、車子、安全帽等

條列出來的屬性為參考軸標，來判讀隱喻閱讀的類別。四種隱喻閱讀類

型的編碼原則與案例如下： 

1. 共通性的隱喻閱讀：以特定抽象層級的共通性扣連著來源而去閱讀

目標的方式；在組合圖裡，這相當於擷取兩個構圖物件的共同或相

似的屬性，來解讀其中之一的構圖物件。由三幅組合圖各取一例來

說明。在瑞士刀香蕉組合圖裡，受測者所列的共通性隱喻解讀的例

子有「多用途的香蕉」；在鑽石櫻桃組合圖裡有「價值昂貴的櫻

桃」；在安全帽車子組合圖裡有「遮風擋雨的車子」。以「多用

途」描述香蕉，乍看之下，沒有隱喻性，但受測者如此描述的理由

是：「像瑞士刀一樣，雖然是小小的一隻，但是卻有多種用途。瑞

士刀香蕉指能作多種奇怪用途的香蕉。也就是說這些香蕉可以烹調

成各種不同食物，有不同吃法。」在此脈絡裡，「多用途」的意涵

是扣連著瑞士刀而跨領域的用來描述香蕉，因此是隱喻性的解讀。

以「價格昂貴」描述櫻桃，乍看之下，也沒有隱喻性，但受測者如

此描述的理由是：「櫻桃在市面上不是很普遍的水果，小小顆卻很

貴，比起其他的水果，就像昂貴的鑽石不是每個人都會去買的意思

是一樣的。」在此脈絡裡，「價格昂貴」的意涵是扣連著鑽石而跨

領域的用來描述櫻桃，因此也是隱喻性的解讀。有時，受測者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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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寫得比較簡略。例如，在「遮風擋雨的車子」的下，受測者給的

理由是：「安全帽能夠幫騎士遮風擋雨。」受測者應是以「遮風擋

雨的車子」描述目標，給理由時以「安全帽能夠幫騎士遮風擋雨」

描述來源。展開來閱讀，這相當於以安全帽給予機車騎士遮風擋雨

的效能，跨領域的去描述買車、開車後，車子能給成為新車主的騎

士更完全的遮風檔雨的效能。在此判讀下，「遮風擋雨」的意涵是

扣連著安全帽而跨領域的用來描述車子，因此也是隱喻性的解讀。 

2. 單邊主導的隱喻閱讀：以來源為主導而去閱讀目標的方式；在組合

圖裡，這相當於用一個構圖物件的屬性，去理解另一個構圖物件的

屬性。由三幅組合圖各取一例來說明。在瑞士刀香蕉組合圖裡，受

測者所列的單邊主導的隱喻解讀有「像瑞士刀一樣便於攜帶的香

蕉」；在鑽石櫻桃組合圖裡有「色澤閃亮的櫻桃」；在安全帽車子

組合圖裡有「非常安全的車子」。以參考軸標為基準來判讀，「便

於攜帶」是瑞士刀給人的第一印象，在沒有特殊考量下，沒有人會

把「便於攜帶」當作是香蕉的屬性。瑞士刀香蕉組合圖提供了一個

特殊考量的邀請：由瑞士刀便於攜帶的特性跨領域的來看待香蕉。

在此例子上，受測者的理由「瑞士刀精巧易於攜帶」佐證此單邊主

導的判讀。「色澤閃亮」是鑽石的特點。一般而言，櫻桃能有的色

澤不包括閃亮。鑽石櫻桃組合圖邀請閱聽人去擬想宛如擁有鑽石閃

亮色澤的櫻桃品種。在此例子上，受測者的理由「像鑽石般璀璨」

佐證此單邊主導的判讀。在安全帽車子組合圖裡所描繪的安全帽造

型，比起其他的安全帽款式來說，提供更安全的保障。但是該組合

圖中所描繪的裕隆小 March，在所有的車款裡是以小巧平價取勝，

但談不上是「非常」安全的車子。「非常安全」是由機車族眼中相

當具有安全保障的安全帽款式來比擬小 March 是頂包裹全身而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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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安全帽。在此例子上，受測者如下的理由佐證此單邊主導的

判讀：「就如安全帽一樣給人安全，安全帽給人的印象就是安全，

可以保護騎士免於遭受更嚴重的傷害。」 

3. 雙邊組合的隱喻閱讀：以來源與目標在初步合成下而有的隱喻觀點

來閱讀目標的方式；在組合圖裡，這相當於擷取兩個構圖物件的個

別屬性，並予以初步的組合，來解讀一個構圖物件。在瑞士刀香蕉

組合圖裡，受測者所列的雙邊組合的隱喻解讀有「吃起來很硬的香

蕉」。受測者如此描述的理由是：「和一般香蕉吃起來的感覺不一

樣，所以故意用瑞士刀來諷刺它吃起來很硬。」「吃起來很硬」所

描述的屬性是由瑞士刀的金屬堅硬性以及香蕉的可食用性組合而

成。在鑽石櫻桃組合圖裡，受測者所列的雙邊組合的隱喻解讀有

「晶瑩剔透、口感絕佳的櫻桃」。受測者的理由是：「皮緊實光

滑，像會發光一樣。」發光是鑽石的屬性；「口感絕佳」則應是以

「皮緊實光滑」而下的口感判斷。在安全帽車子組合圖裡，受測者

所列的雙邊組合的隱喻解讀有「耐撞又安全的車子」。受測者的理

由是：「車子像安全帽一樣，發生車禍時有堅固的外殼可以使車內

的人不受傷害。」耐撞是此款安全帽的屬性，而安全則是車子的屬

性。 

4. 新義浮現的隱喻閱讀：以來源與目標合成下所精製或提煉出來的新

義去閱讀目標的方式；在組合圖裡，這相當於去用組合圖所描繪的

新屬性（在一般情況裡不會與分別來看時的任一構圖物件聯想在一

起的屬性）來解讀一個構圖物件。在瑞士刀香蕉組合圖裡，受測者

的解讀是「沒有危險性的瑞士刀」。這是一個目標與來源逆轉的解

讀。受測者如此描述的理由是：「香蕉並不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以

此隱喻此種瑞士刀的安全性。」由受測者的理由來看，這似乎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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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邊主導的隱喻解讀：由香蕉不具危險性而跨域去描述瑞士刀的

安全性。不過，以參考軸標為基準來判讀，不具危險性通常不會與

香蕉連結在一起。換句話說，在沒有特殊理由的情況下，說「香蕉

沒有危險性」會是個沒有錯但頗怪異的說詞。至於瑞士刀，就其為

刀具而言，當然有一定程度的危險性。瑞士刀香蕉組合圖提供了一

個特殊的情境，使得「沒有危險性」成為適於跨域描述的語彙。在

此脈絡下，「沒有危險性的瑞士刀」被判讀為新義浮現的隱喻解

讀。在鑽石櫻桃組合圖裡，受測者的解讀是「平價的鑽石」。這也

是一個目標與來源逆轉的解讀。對此，受測者的理由如下：「櫻桃

的價格不會很貴，所以以櫻桃形容鑽石應該是用來指很平價的鑽

石。」由受測者的理由來看，這似乎也是一個單邊主導的隱喻解

讀。不過，櫻桃比起鑽石來說，價格當然不貴，但在水果的領域

裡，櫻桃的價格不低。而且，在一般情況裡，平價與鑽石實在連不

上關係。鑽石櫻桃組合圖提供了一個特殊的情境，使得「平價」成

為適於跨域描述的語彙。在此脈絡下，「平價的鑽石」被判讀為新

義浮現的隱喻解讀。在安全帽車子組合圖裡，受測著的解讀是「靈

巧、精緻的車子」。這解讀沒有目標與來源逆轉的情況。受測者以

如下的理由說明其解讀：「非常輕便，不笨重，就像拿安全帽一

樣。」說安全帽「輕便不笨重」不等於說它「靈巧精緻」；而由重

量來看，「靈巧精緻」本來就難以用來說車子。但在操作上像安全

帽般輕便的車子應當能展現出它靈巧精緻的一面。由此研判，「靈

巧、精緻的車子」也是新義浮現的隱喻解讀。 

 四種隱喻閱讀型態的編碼員交互信度 α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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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喻的目標閱讀與來源閱讀 

所有的隱喻閱讀（N = 276）再以「目標閱讀」與「來源閱讀」兩

個類目編碼。 

1. 目標閱讀：符合名詞組合的語法結構，以修飾語（第一名詞）去修

飾中心語（第二名詞）意義，也符合隱喻的理解方式，以來源理解

目標，例如，在前一組依變項（隱喻閱讀類型）的編碼中，瑞士刀

香蕉被解釋為「吃起來很硬的香蕉」；鑽石櫻桃被解釋為「色澤閃

亮的櫻桃」；安全帽車子被解釋為「非常安全的車子」，皆歸於目

標閱讀的類目。 

2. 來源閱讀：則是翻轉名詞組合的語法結構，以第二名詞（中心語）

去修飾第一名詞（修飾語）的意義，也逆轉隱喻的理解方向，例

如，在前一依變項，隱喻閱讀類型的編碼中，瑞士刀香蕉被解釋為

「沒有危險性的瑞士刀」；鑽石櫻桃被解釋為「平價的鑽石」，皆

歸於來源閱讀的類目。 

隱喻的目標閱讀與來源閱讀的編碼清楚且易於判別，兩名編碼員的

交互信度 α = 1。 

四、統計分析 

本 實 驗 的 兩 個 實 驗 因 子 以 及 依 變 項 皆 為 名 目 變 項 （ nominal 

variables），故採用交叉分分析（crosstabs analysis），以卡方檢驗

（Chi-square test）三個假設。 

檢驗跨域組合圖像的隱喻閱讀假設，主要依賴組間交叉分析結果的

相互參照；再以組內不同測試的交叉分析為輔佐，檢驗組合圖像對於隱

喻閱讀的影響是否因組合設計的類型而有差異，分析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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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控制組、實驗組一、實驗組二的組間交叉分析，檢驗因子一對

於隱喻閱讀的影響 

（二） 以控制組與實驗組一的組間交叉分析，檢驗組合圖對於隱喻閱讀

的影響。 

（三） 以控制組與實驗組二的組間交叉分析，檢驗廣告原圖對於隱喻閱

讀的影響。 

（四） 以實驗組一與實驗組二的組間交叉分析，檢驗廣告文案與商標對

於隱喻閱讀的影響。以及 

（五） 以組內的不同測試的交叉分析，檢驗組合圖對於隱喻閱讀的影響

是否會因組合設計的類型而有差異。 

檢驗組合設計類型的兩個假設：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跨域組

合設計的逆轉假設，主要倚賴組內不同測試的交叉分析結果的相互參

照；再以組間交叉分析為輔，檢驗每種組合設計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是否

會因添加廣告的文案與商標而有變化，分析規劃如下： 

（一） 以控制組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確認三組名詞組合的語文呈現

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沒有差異，以作為後續組內交叉分析的比較基

礎。 

（二） 以實驗組一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檢驗組合設計類型對於依變

項的影響。 

（三） 以實驗組二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檢驗廣告的組合設計類型對

於依變項的影響。以及 

（四） 以組間交叉分析，分別檢驗三種組合設計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是否

會因文字的輔佐而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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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假設驗證與討論 

一、跨域組合圖像的隱喻閱讀假設 

隱喻閱讀與非隱喻閱讀之比例分佈，以及卡方檢驗整理於表三。表

三的組間交叉分析顯示三種組合設計的隱喻與非隱喻閱讀的比例皆與因

子一顯著相關，卡方檢驗分別為【χ2(2, 113) = 18.46, p< .001】，【χ2 

(2, 128) = 8.52, p< .05】，以及【χ2(2, 112) = 14.12, p< .01】。 

控制組的名詞組合解讀雖然已有相當的比例是屬於隱喻閱讀，但是

在給予組合圖時，隱喻閱讀的比例皆明顯增加，卡方檢驗分別為【χ

2(1, 80) = 11.55, p< .01】，【χ2(1, 92) = 4.28, p< .05】，以及【χ2(1, 

83)= 9.57, p< .01】。給予廣告原圖，隱喻閱讀比例也顯著的增加，卡方

檢 驗 分 別為【χ 2(1, 69) = 12.10, p< .01】，【χ 2(1, 76) = 6.33, 

p< .05】，以及【χ2(1, 79) = 9.15, p< .01】。這些組間分析顯示：給予

組合圖或是給予廣告原圖皆會增加隱喻閱讀。 

然而，實驗組一與實驗組二的交叉分析沒有顯示組合圖與廣告原圖

的隱喻閱讀的比例差異，由此可知，廣告的文案與商標並未顯著的提升

組合圖的隱喻閱讀。 

對照上述的組間分析來看：隱喻閱讀的增加主要與組合圖本身有

關；組合圖像由於跨域的設計而會導引閱聽人採取隱喻策略。 

此外，值得參考的是，控制組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沒有顯著差

異，顯示三組名詞組合的語文呈現沒有隱喻閱讀的差異。實驗組一內三

場測試的交叉分析也沒有任何跨組合設計的顯著差異。對照這兩個組內

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三種組合圖對於隱喻閱讀的影響沒有因組合設計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期  2012 年 1 月 

‧198‧ 

的差異而有差別。 

綜合而言，表三的分析結果支持跨域組合圖像的隱喻閱讀假設：跨

域組合圖像會導引閱聽人採取隱喻的閱讀策略解讀組合圖。 

表三：隱喻與非隱喻閱讀的比例分佈和卡方檢驗 

 控制組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無圖 組合圖 廣告原圖  

組別

因子一

因子二 
組合設計  % % % χ2 

隱喻 50.0 86.1 87.9 18.46*** 

非隱喻 50.0 13.9 12.1 控制組 vs.實驗組一 
=11.55** 

部件組合 
（瑞士刀香蕉）

 (N=44) (N=36) (N=33) 控制組 vs.實驗組二 
=12.10** 

隱喻 69.2 87.5 91.7 8.52* 

非隱喻 30.8 12.5 8.3 控制組 vs.實驗組一 
=4.28* 

替代組合 
（鑽石櫻桃）

 (N=52) (N=40) (N=36) 控制組 vs.實驗組二 
=6.33* 

隱喻 53.5 85.0 84.6 14.12** 

非隱喻 46.5 15.0 15.4 控制組 vs.實驗組一 
=9.57** 

主從融合 
（安全帽汽車）

 (N=43) (N=40) (N=39) 控制組 vs.實驗組二 
=9.15** 

*p< .05, **p< .01, ***p< .001 

二、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 

隱喻閱讀四種類別的比例分佈與卡方檢驗整理於表四。控制組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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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測試的交叉分析，顯示三個名詞組合的語文再現對於隱喻閱讀型態的

影響沒有差異。閱聽人對於三個名詞組合的隱喻閱讀型態大致雷同。 

實驗組一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則顯示三種組合設計的隱喻閱讀類

型有顯著的分佈差異【χ2(6, 100) = 22.27, p< .01】。部件組合圖（瑞士

刀香蕉）隱喻閱讀的分佈比例，依高低排序為：單邊主導（35.5%）、

雙邊組合（29.0%）、共通性（25.8%），以及新義浮現（9.7%）。替

代組合圖（鑽石櫻桃）的隱喻閱讀主要是單邊主導（57.1%）、共通性

（31.4%），以及小部分的雙邊組合（8.6%）和新義浮現（2.9%）。主

從融合圖（安全帽汽車）的隱喻閱讀型態的分佈比例依序為：單邊主導

（41.1%）、新義浮現（32.4%）、雙邊組合（20.6%）、以及少量的共

通性（5.9%）。 

交叉分析主從融合圖與部件組合圖的隱喻閱讀型態，呈現顯著的分

佈比例差異【χ2(3, 65) = 8.66, p< .05】；交叉分析主從融合圖與替代組

合圖的隱喻閱讀型態，也呈現顯著的分佈比例差異【χ2(3, 69) = 17.21, 

p< .01】。實驗組一的三個組內交叉分析，證明跨域組合設計的類型會

影響組合圖的隱喻解讀型態。 

實驗組二內三場測試的卡方檢驗雖然顯著，但超過 20.0％格數的預

期個數低於 5，而無法採用；表四的組間分析也都因為同樣的理由而不

採用。 

以控制組的組內交叉分析結果作為比較基礎，實驗組一的組內交叉

分析結果，支持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主從融合圖的隱喻閱讀型態

顯著的不同於部件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的隱喻閱讀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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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隱喻閱讀四種類型比例分佈與卡方檢驗 

控制組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無圖 組合圖 廣告原圖 

組別

因子一

因子二 
組合設計 

 

% % % 

共通性 31.8 25.8 13.8 

單邊主導 68.2 35.5 82.8 

雙邊組合 0.0 29.0 3.4 

新義浮現 0.0 9.7 0.0 

部件組合 
（瑞士刀香蕉） 

 (N=22) (N=31) (N=29) 

共通性 30.6 31.4 12.1 

單邊主導 69.4 57.1 81.8 

雙邊組合 0.0 8.6 6.1 

新義浮現 0.0 2.9 0.0 

替代組合 
（鑽石櫻桃） 

 (N=36) (N=35) (N=33) 

共通性 30.4 5.9 12.1 

單邊主導 69.1 41.1 51.5 

雙邊組合 0.0 20.6 9.1 

新義浮現 0.0 32.4 27.3 

主從融合 
（安全帽汽車） 

 (N=23) (N=34) (N=33) 

實驗組一 
χ2 =22.27** 

主從融合圖 v.s 部件組合圖 
=8.66* 

主從融合圖 vs. 替代組合圖 
=17.21**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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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設 

隱喻的目標閱讀與來源閱讀的比例分佈，以及卡方檢驗整理於表

五。控制組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顯示三個名詞組合的語文再現對於

隱喻閱讀方向的影響沒有顯著差異。閱聽人對於三個名詞組合的隱喻閱

讀皆是以目標閱讀為主。 

實驗組一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顯示目標閱讀與來源閱讀的分佈比

例有顯著差異【χ2(2, 100) = 16.12, p< .01】；部件組合圖以及替代組合

圖的目標閱讀的比例，皆低於主從融合圖的目標閱讀比例，而且分別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性【χ2(1, 66) = 16.28, p< .001】，【χ2(1, 69) = 11.08, 

p< .01】。 

這樣的顯著性差異並沒有發生在實驗組二內三場測試的交叉分析；

廣告原圖並未因組合設計類型而對隱喻閱讀的方向有不同的影響。 

對照控制組、實驗組一、實驗組二的組內交叉分析結果，我們可以

看出：部件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在沒有廣告文案、商標的輔佐下，隱

喻閱讀的目標與來源之間的逆轉機率顯著的高於主從融合圖。 

表五的組間交叉分析也佐證上述的分析。部件組合設計的組間交叉

分析，以及替代組合設計的組間交叉分析，皆呈現顯著差異，卡方檢定

分別為【χ2(2, 82) = 24.25, p< .001】，以及【χ2(2, 104) = 17.83, 

p< .001】。實驗組一的目標閱讀比例，明顯的低於控制組【χ2(1, 53) = 

14.46, p< .01】，【χ2(1, 71) = 7.17, p< .01】，也明顯的低於實驗組二

【χ2(1, 60) = 17.08, p< .001】，【χ2(1, 68) = 13.74, p< .001】。但是主

從融合設計的組間交叉分析則沒有差異。這些組間分析結果同樣支持跨

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設，並且進一步的顯示：在解讀名詞組合時，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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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的本身會干擾名詞組合的語法結構，需要依賴廣告

的文案或商標以區別跨域解讀的來源與目標。 

綜合而言，表五的分析支持跨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設：在沒有文字

輔佐的閱讀情況下，部件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的目標與來源之間逆轉的

機率將顯著的高於主從融合圖。 

表五：隱喻的目標閱讀與來源閱讀的比例分佈與卡方檢驗 

 控制組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無圖 組合圖 廣告原圖  

組別

因子一

因子二 
組合設計  % % % χ2 

目標 95.5 54.8 100.0 24.25*** 

來源 4.5 45.2 0.0 實驗組一 vs. 控制組 
=14.46** 

部件組合 
（瑞士刀香蕉）

 (N=22) (N=31) (N=29) 實驗組一 vs. 實驗組二 
=17.08*** 

目標 91.7 65.7 100.0 17.83*** 

來源 8.3 34.3 0.0 實驗組一 vs. 控制組 
=7.17** 

替代組合 
（鑽石櫻桃）

 (N=36) (N=35) (N=33) 實驗組一 vs. 實驗組二 
=13.74*** 

目標 91.3 97.1 97.0  
來源 8.7 2.9 3.0  

主從融合 
（安全帽汽車）

 (N=23) (N=34) (N=33)  
實驗組一 
χ2 =16.12** 

主從融合圖 vs. 部件組合圖 
=16.28*** 

主從融合圖 vs. 替代組合 
=11.08** 

*p< .05, **p< .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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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實驗研究的結果支持組合圖像的隱喻閱讀的假設，佐證跨域組合圖

像的設計是一種隱喻結構。當不同類別的物件圖像組合成全幅的新圖像

時，其中的跨域組合設計會導引閱聽人採用隱喻閱讀的策略解讀組合

圖。實驗結果顯示跨域組合圖像本身（沒有廣告文案解說的搭配）可以

導引出隱喻性的理解與解讀。但值得特別説明的是，組合圖的跨域設計

雖然具有隱喻的訊息，但不會全然的設定閱聽人的解讀策略，組合圖像

的閱讀中仍有相當比例的閱讀是非隱喻性閱讀（參閱表二實驗組一的欄

位顯示非隱喻性解讀的比例為 13.9%, 12.5%, 15.0%）。 

組合圖像的跨域重組設計依據其所依賴的圖像認知原則，又可進一

步的分殊為三種型態：部件組合、替代組合，以及主從融合的設計。部

件組合與替代組合的跨域設計皆是依賴層次原則與重組原則，主從融合

的設計則是依賴框架原則與拓僕原則。實驗所得的結果頗能佐證這個分

類，支持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主從融合圖的隱喻閱讀型態顯著的

不同於部件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的隱喻閱讀型態。 

主從融合的設計是將兩個物件的輪廓部分的刪除、調整、變形，並

以其中一個物件圖為主導框架，融合成一個新的物件圖。新物件圖保有

並融合兩個物件的部分輪廓與特徵，由於這種融合的設計手法，三成左

右的主從融合圖的隱喻閱讀是以兩個原物件合成下所浮現出來的新義去

閱讀新融合的物件圖。而這種新義浮現的隱喻閱讀在部件組合圖與替代

組合圖中則甚少出現。 

部件組合設計是以一個物件圖取代另一個物件的部分圖，閱聽人對

於部件組合圖的隱喻閱讀集中於共通性、單邊主導、雙邊組合三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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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替代組合設計是以一個物件圖替代另一個物件圖，閱聽人對於替代

組合圖的隱喻閱讀集中於共通性與單邊主導兩種型態。這兩種跨域設計

的組合圖皆是援用圖像認知的層次原則與重組原則，在隱喻閱讀型態的

比例分佈上沒有達到統計顯著的差異。而且在添加廣告文案的解說後，

部件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的隱喻閱讀型態的比例分佈趨向一致，以單邊

主導的隱喻閱讀為主。 

組合圖的三種設計型態還有一項實質的區別。雖然部件組合與替代

組合的設計具備隱喻的跨域特性，但沒有提供區別來源與目標的訊息。

主從融合設計中物件圖的主導與搭配的角色易於辨識，而且對應出隱喻

關係中的目標與來源。實驗結果證明跨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設成立。在

部件組合圖與替代組合圖的隱喻閱讀中，有相當比例的閱讀破壞了名詞

組合所提供的解讀順序，逆轉隱喻的詮釋方向，以來源作為閱讀的主

體。這兩種組合圖需要搭配廣告文案的說明，以設定隱喻閱讀的方向。

主從融合圖的隱喻閱讀則無方向逆轉的問題。 

陸、結論 

本研究選擇由廣告圖像入手，除了是因為在現代生活裡廣告本來就

已經是重要的文化與社會現象外，更重要的在於廣告一方面要求創意與

新意，又同時要求傳播效果，因而總必須相當平實的去貼近生活脈絡。

在此意義上，廣告提供了一個絕佳的場域來鍛鍊切合的設計型態與隱喻

閱讀的方式。由此角度來看，本文所提的三項假設（跨域組合設計的隱

喻閱讀的假設、跨域組合設計的認知假設、跨域組合設計的逆轉假

設），除了是經驗探究的假設外，也同時是對於文化場域與生活脈絡的

假設；本文提出的三種跨域組合的圖像設計（部件組合設計、替代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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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主從融合設計），是貼近生活脈絡而在影像文化場域裡鍛鍊出來

的再現形式；在搭配圖像認知原則（層次原則、重組原則、框架原則、

拓僕原則）下，所導引出來的四種隱喻閱讀型態（共通性的隱喻閱讀、

單邊主導的隱喻閱讀、雙邊主導的隱喻閱讀、新義浮現的隱喻閱讀），

是浸潤於此影像文化場域中的閱聽人會自然發展出來的閱讀策略。本文

預期還有許許多多貼近生活脈絡的型態、策略與設計有待發掘，它們之

間應當會有網絡般的聯繫與扣連，而且對它們有著更深刻的領會與理解

會是文化的深度批判以及意義產製與創新的源頭。 

本文的研究將廣告圖像所展示出來的設計型態與閱讀策略置於更宏

觀的文化場域檢視其意義。從以上的研究回顧，人類的文明裡有許多充

滿傳奇的想像與創作是透過解構物體再組合而成，例如中國的女媧和伏

羲是人首蛇身；希臘神話裡的斯芬克（Sphinx）是人面獅身，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童話裡的小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是

人身魚尾。這些傳奇人物的整體形貌與我們所認知的人有著顯著的差

異，但是他們在傳奇故事裡的角色卻也不是擬人化的蛇、擬人化的獅

子、或是擬人化的魚。這些文化圖騰透過人與其他生物的形象組合，將

其他生物的物種特性、生存經驗，融入故事裡的主角人物，而構作成傳

奇性的故事情節。我們文化裡還有混搭多種生物形象特徵而成的傳奇生

物，例如中國的年獸、麒麟，西方的獅鷲（griffin），希臘、羅馬神話

裡的地獄犬（cerberus）。相較於人與其他生物的形象組合，傳奇生物

的混搭形象就更不容易判別他的主體或是予以歸類。然而難以清楚的辨

識物種的類別並不妨礙我們對於傳奇故事的理解與喜愛，反而增添了想

像的空間與樂趣。 

不只是古老的神話與傳說，現代數位科技的發展與應用，許諾我們

更多的可能，讓我們喜好解構、組合、混搭的想像可以更加容易、更加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期  2012 年 1 月 

‧206‧ 

貼切的展現與落實，並且快速的形塑我們的流行文化，例如，【阿凡

達】電影裡的納美人擁有一條像是貓科動物的尾巴，這條尾巴的用途像

是網路連線而又勝於網路連線的功能，納美人將尾巴插入其它物種，就

可與其它物種諦結心靈相通的連結。【天外奇蹟】電影中，氣球與房屋

的組合，將遊移探索的新奇、刺激與居家生活的熟悉、穩定合而為一。

解構、組合、混搭的想像也創作出數位器物，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例

如微軟咖啡桌的設計是由電腦和咖啡桌的概念融合而成、CNN 的魔幻

牆是由電腦桌面和展示牆的概念融合而成（數位器物創意的相關分析請

見孫式文，2010）。 

從神話到科技，從平面到立體，其實都有共通性、單邊主導、雙邊

組合或新義浮現的隱喻閱讀的痕跡，也交錯著部件組合、替代組合、主

從融合的設計。當然，這些文化現象皆有其特殊、獨特、複雜的面向。

不過，如果本研究所做的實例分析與檢驗是走對方向了，它所展示出來

的是：即使如神話和科技距離如此遙遠的文化場域，都可以聯繫到平常

生活脈絡裡簡單的型態秩序與設計。對於文化批判與文化創意主題關懷

的未來研究而言，本文提供一種從中間層次與小規模理論入手，在選取

合適例子與跨域擷取論述資源中，以貼近生活脈絡的描述與分析，並搭

配實驗設計的研究觀點與方式，以一步一腳印逐案發掘的作法，去探索

那不只在影像，其實也在神話與科技背後，規約著平常生活裡文化軌跡

的簡單型態，以及它們之間相互聯繫的關聯。 

註釋 

1 本文所有的編碼員交互信度皆是利用網路軟體 ReCal2 計算 Krippendorff’s 
Alpha，網址：http://dfreelon.org/utils/recalfront/recal2/ 

2 本研究的觀察單位是受測者，分析單位則是受測者的解讀。選擇以受測者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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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作為分析單位是由於本文關注的是一種隱喻構圖的基本型態，援引的認知、

隱喻與圖像研究的論述，側重在基本的認知、跨文他的隱喻現象，以及圖像視

覺的基本原則；提出的假設也是通則性的假設：組合圖以及組合設計類型對於

隱喻閱讀策略、隱喻閱讀型態的影響。如果以受測者作為分析單位，不僅不符

合論述與假設的分析層次，而且會對閱聽人作出錯誤的設想與分類：某種類型

的閱聽人會對組合圖像作出某種類型的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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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無文字解說的圖像（用於實驗組一） 

 

部件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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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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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從融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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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六個名詞的解釋 1 

瑞士刀 香蕉 

• 一種工具刀 • 一種水果 

• 瑞士發明和出產 • 台灣盛產和出口香蕉 

• 把柄通常是紅色 • 黃色的皮 

• 功能多，用途廣 • 彎彎的，長條狀，像月亮 

• 功能越多，價錢越貴 • 含多種營養，幫助消化 

• 有很多組件（刀子，剪刀、開罐

器、銼刀等） 

• 熱量高，甜度高 

• 用於旅行、登山、露營、野外求生 • 味道香，口感柔軟 

• 方便攜帶和使用 • 猿猴喜歡的食物 

• 有很多組件（刀子，剪刀、開罐

器、銼刀等） 

 

• 常用於黃色笑話 

 

鑽石 櫻桃 

• 一種礦物/礦石 • 一種水果 

• 碳的結晶 • 有籽 

• 硬度高  

• 可用於切割  

• 以克拉為計算單位 • 小小圓圓的 

• 昂貴、珍貴 • 價格不便宜 

• 會散發閃亮的光芒 • 紅色、黑紅色 

• 主要產自於南非 • 從國外進口 

• 首飾 • 常被用來裝飾蛋糕 

• 炫耀、奢華  

• 為女性所喜愛 • 好吃，滋味酸甜 

• 象徵永恆 • 櫻桃小口形容女性的小嘴 

• 象徵愛情與婚姻 • 華盛頓砍倒櫻桃樹 

• 象徵身份地位 

 

 



圖像設計與隱喻閱讀 

‧213‧ 

安全帽  車子 

• 騎摩托車、腳踏車，和進入工地

時，用來保命、保護頭的帽子 

• 交通工具 

• 出車禍時可減低頭部傷害，減少傷

亡 

• 可以上高速公路 

• 交通法規規定騎乘機車要戴安全

帽，沒戴，被警察抓到要罰款。 

• 方便、快速 

• 前罩有全罩、半罩的開啟方式  • 有輪子 

• 有很多設備（安全氣囊、衛星

導航、音響、冷暖氣） 

• 有多種款式、顏色、尺寸和圖案 • 有多種廠牌、款式 

• 有些名牌車很耐撞 

 • 昂貴（買車、保養、修理、加

油） 

 • 有時是財富、地位、身份的象

徵 

• 可擋風吹雨淋，防沙，防曬 • 可擋風吹日曬雨淋 

• 戴起來不舒服，夏天悶熱難耐，容

易長痘子 

 

• 戴起來會破壞髮型 

 

 

   

註 1：被 1/3 以上受測者所列舉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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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orial Design and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Sewen Su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ree types of image-blending pictorial design 
(the part-part combination design, the replacement design and the principal-
subordinate merging design), review four cognitive principles of pictorial 
design (the principle of layered composition, the principle of recomposition, 
the principle of framing and the principle of topology), and propose four 
types of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image-blending pictures (the 
commonality-based interpretation, the single-scope interpretation, the double-
scop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mergent-meaning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the review and the proposal, I advance three hypotheses about 
image-blending pictorial design (a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hypothesis, a 
cognitive hypothesis and an interpretation reversal hypothesis), and obtain 
experimental results that corroborate the hypotheses. Finally, implications of 
the present study for culture and creativity research are highlighted – the 
types of designs selected for the present study are pervasive and already 
weave themselves into the fabric of everyday life, and robustly corroborated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m give us a glimpse into the basics of cognitive 
regimes that support and guide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Keywords: cultural creativity, many-space model, cognitive principle, 
pictorial design,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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