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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認知語意學的理論架構，考察紅色詞的語義架構。而為了探討中文

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實際上對紅色詞的認知，用問卷的方式來比較中韓紅色詞的

看法。 

  首先從認知語意學的理論架構來看，包含原型理論（Prototype）、意象圖示 

(Image schema)、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轉喻(Metonymy)意義等觀點，

分析「紅」的不同意義。為了收集豐富的詞彙，語料主要來源於中文與韓文代表

性的大型詞典。經過分析之後，比較中韓紅色詞的共同點與差異點，從中文與韓

文的隱喻意義與轉喻意義的比較來看，中韓紅色詞相同的概念為：「女人、熱情、

生氣、危險、嫉妒、損失，共產黨、危險、警告」。不同的概念為「喜氣、吉祥、

成功、受歡迎」，這些概念都在漢語紅色詞中具有的明顯的特點。另外值得看的

是對「共產黨」的概念。雖然共產黨是紅色詞相同的概念，但是對共產黨的概念

較為不同，中文中在臺灣對共產黨的意義為中共，韓文對共產黨的意義為親北勢

力。而臺灣對共產黨的反感程度比較弱，但是韓國對共產黨的反感程度較強。 

  其次，為了探討實際上對紅色詞的認知，採用以中韓語言為母語的受訪者為

對象的問卷調查方式。問卷內容方面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為「顏色聯想」，經過

這階段可以得到的是受訪者所反映出詞彙語意概念聯想的顏色，依照「紅」所佔

的比例排列以比較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對紅的差別。第二階段是「聯想概

念」，比較兩組受訪者對紅色首先想到的概念。第三階段為「對紅色的看法」，

受訪者從第三題開始知道問卷主題是探討紅色詞，這階段可以得到兩組對紅色的

一般認知。通過問卷調查，對紅色的看法有明顯的差距，中文使用者對紅色具有

正面的看法，反而韓文使用者對紅色具有負面的看法。 

  最後說明產生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原因，發生共同點的原因分三大類：相同的

詞源、相同的生理機制以及受到異文化的影響；產生不同點的原因為不同的歷史

文化及不同的政治制度。 

 

關鍵字：認知語意學、紅色詞、中文、韓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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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is under the structure of cognizing the semantics. There are numbers of 

researches to explore about the color of the red. Now here is the point of the view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for the word usage in between Korea and Taiwan by the 

questionnaires. 

 First of all,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cognizing the semantics, there is an analysis to 

define the different word meanings about the red by the theory of  prototype、image 

schema、conceptu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From Mandarin and Kore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we are told both common and different intersection. The metaphor and the 

metonymy provides the concept saying red has meaning of women、passion、anger、

danger、envy、loss、the communist 、warning and pleasure、luck、success、welcome in 

different meaning. Also worth seeing is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st. The Communists is 

always the symbol of the red color. The idea does meet the concept of the red to both South 

Korea and Taiwan (R.O.C.). However there is still different definition to Mainland Chinese 

(P.R.O.C.) specifically to say.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eems to represent 

all Communists to Taiwanese. Comparing to South Korean, they tend to assume that the 

Communists means the political power facing to North Korea. Besides, South Koreans have 

stronger political position against the Communists than Taiwanese. 

Secondly, the questionnaire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o discuss the definition for 

red which is based on Mandarin and Korean as a mother tongue. The phase one is referred 

to color connection. The quick reaction for the word meanings have recorded in ratio to 

show the interviewers understanding from Korean and Taiwanese. The phase two is referred 

to conceptual connection. The quick reaction for the conception when the interviewers think 

about the red. The phase three is referred to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red color. All the 

interviewers start recognizing the theme of the questionnaires discuss about red. We can 

realize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s about red in this phase. As a result, the questionnaires 

show the discrepancy is a lot of different from Korean and Mandarin. Obviously, Taiwanese 

have more positive thinking of red than Korean. 

Last, the reason to describe the discrepancy and the cooperation is definitely related to the 

root of the word、physiologically same language system and foreign culture that generate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s. 

Key Word: Cognized Semanticist、Terms of red、Mandarin、Korean、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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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每一種語言都有顏色詞，顏色是一種自然現象，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一種感

知。一種語言的顏色詞，不僅能反映出客觀物質的屬性，還能體現出人們對客觀

世界的認識。人類的認知活動來源於經驗，一方面不同民族的經驗可以是相同

的，所以我們可以推論顏色詞系統是普遍性的，但另一方面，文化背景的差異會

影響人們的認知經驗，因此我們可以想不同文化的顏色詞系統又有差異性。筆者

在臺灣交換學生的期間發現對中韓顏色的不同點，因為韓國對戴帽子沒有特別的

禁忌，但是在中華圈禁忌帶綠色的帽子，是因為「綠帽子」指妻子與別人私通的

人，這來自元代和明代規定妓女和奴家男子必須戴綠頭巾，但是在韓國從1971年

到1980年4月進行新鄉村運動、亦作新鄉村運動或新村運動。1 這期間民眾帶綠帽

子或者穿著綠色的衣服，因為綠色代表鄉村、農作物的顏色，為鄉村經濟成長貢

獻穿著綠色的衣服或者帶著綠色的帽子參與這個活動。 

  從上述的經驗來看，對顏色認知上的差異反映了語言的表現，因此本篇論文

以紅色為例，探討「紅」色詞語的構造以及兩個地區如何認知「紅」色詞。具體

而言，以認知語意學的理論為基礎，形成多義的原因及引申義的型態來進行分

析。而且因為認知離不開文化，因此筆者後面用文化層面來探討中文使用者與韓

文使用者實際上對紅色詞的認知。選紅色的原因為，筆者在華人地區，特別北京

與臺灣過年的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是到處都有紅色的裝飾慶祝過年。這對筆者來

說較為陌生的經驗，而且對紅色沒有好感，甚至覺得忌諱的顏色。接觸了兩個文

化對紅色看法的不同，因此想研究紅色。還有，選擇「紅」色的原因為Berlin及 

Kay21970年代曾作過一些試驗，收集了98種不同語言的相關數據，其中20種來自

不同語言背景受試的真實語料，其餘78種則是通過書面資料獲得的。這98種語言

                                           

1 是大韓民國在朴正熙執政的年代所實施的一項為期十年的農業改革運動。此政策指在促使韓國

國內農村與城市的距離拉近，也使韓國開始走向富強之路。 

2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Berkeley&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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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基本色彩詞數量不等，從數量小的兩種到數量最大的11種。11種基本顏色

是黑（black），白（white），紅（red），綠（green），黃（yellow），藍 

（blue）， 棕色（brown），紫色（purple），粉紅色（pink），橙色（orange）以

及灰色（gray）。通過跨文化比較得到的結論是，雖然這98種語言包含的基本顏

色詞數量不等，但都具有基本的顏色詞。研究結果指出，顏色詞的發展順序，在

語言中有普遍性。即基本顏色詞的發展是進化式和有序的，其圖如下： 

 

圖1﹒顏色詞的發展順序 

     

 

資料來源：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p﹒4﹒ 

 

如上所示： 

   （一）所有語言都包含「黑色(black)」和「白色」(white) 

   （二）若某一語言有3個顏色詞，其中會有「紅色」(red) 

   （三）若某一語言有４個顏色詞，其中或有「綠色」(green)和「黃色」 

      (yellow)，而不是兩者都有。 

   （四）若某一語言有５個顏色詞，其中會有「綠色」 (green)和「黃色」 

       (yellow)。 

   （五）若某一語言有６個顏色詞，其中會有「藍色」 (blue)。 

   （六）若某一語言有７個顏色詞，其中會有「棕色」 (brown)。 

   （七）若某一語言有８個顏色詞，其中會有「紫色」 (purple)、「粉  

      紅色」(pink)、「橙色」 (orange)、「灰色」 (gray)中的一個或它 

      們中的一種調和色。3 

 

                                           

3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p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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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１顏色詞的發展順序看出，「紅」色是僅次於黑、白之後而出現的基本

顏色詞，而且黑與白是無彩色的顏色，有彩色的顏色中最基本的顏色為「紅」，

因此，幾乎所有語言都存在時間較久的紅色相關的顏色詞。而且韓國與中國共處

東亞, 同屬漢字文化圈，中文與韓文家的顏色詞基於中國古代陰陽五行說的五色

說，但是有著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歷史、政治制度等中文

與韓文對「紅色」的觀感有差異，紅色對中國文化而言有著特殊且吉祥的意義，

也是在眾多顏色詞中，具有較大不同象徵意義的顏色詞，而在韓國文化中的紅色

而言，受到政治制度的影響，對紅色具有負面的看法。「紅」為例，分別以中文

與韓文為母語的受訪者對象，調查語意與紅色聯想的普遍性以及比較兩種語言對

顏色詞「紅」的語意概念差異，進而根據分析結果，概括出中文與韓文紅色顏色

詞的共同性與差異性。最後從結果分析以中文與韓文母語者帶有顏色詞「紅」的

顏色詞語時產生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原因。本文期望透過此項研究，說明中文與韓

文紅色詞的語意概念，同時從紅色詞所形成的連結關係中可看出各個引申意義。 

 

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文將分五大探討路徑，首先回顧主要認知語意學的理論，尤其是原型理

論、意象圖示、隱喻意義、轉喻意義等觀點。接著為按照中國與韓國的顏色詞的

構造，探討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的基本構造。第三部分為以認知語義學的理論為基

礎，分析中文與韓文的紅色詞。先歸納出顏色詞「紅」的原型意義與非原型引申

意義；隱喻意義與轉喻意義。第四個部分為中韓文言裡的語意與顏色聯想的差

異，並比較兩種語言顏色聯想概念的異同，分別以中文與韓文為母語的受訪者對

象採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最後按照上述的結果，概跨出中韓兩種語言基本顏色

詞隱喻表現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再進一步要探討發生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原因。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語料選定 

一、研究範圍 

  由於筆者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紅」色詞語的構造以及兩個地區如何認知

「紅」色詞，本文所分析的顏色詞按照Berlin及Kay基本色彩詞要具有的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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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界定： 

   （一）單語素 ，具有詞匯結構上的單一性，例如：排除「帶藍色，藍 

      綠色的」等。 

   （二）有獨立的顏色意義，即所指的顏色不屬於其它色域，如：「深  

      紅，緋紅」。 

   （三）在搭配上不受限制，不具有專指一物的特性，如：「白潤」只用 

      在皮膚，所以不恰當基本顏色詞。 

   （四）具有心理上的顯著性和穩定性，不因個人用法而有不同的判斷。 

… 

    （六）基本顏色詞不能替代事物的名稱，如：金，銀，銅排除基本顏色 

       詞。
4
 

        … 

                             

  根據上述的定義（一），在中文的顏色詞方面：「紅青」、「赤紅」、「丹

紅」等，在韓文裡：「검붉다（黑赤色）」、「희붉다（白赤色）」等都是複合

詞，所以不是單語素，因此不歸類為基本顏色詞「紅」。 

根據定義（二），中文方面：「深紅」、「淺紅」、「淡紅」為因「表示程

度或型態的形容詞＋顏色詞素」的複合詞，不表示獨立的顏色意義；韓文裡「자

홍색（紫紅色）」，「청홍색（情紅色）是兩個單純漢字顏色詞結合的複合詞，

所以不代表一個顏色。所以不符合基本顏色詞「紅」。 

同時，根據定義（六），中文「血色」；韓文「핏빛」等也一併不歸類在基

本顏色詞「紅」之內。而且不包括中文與韓文顏色詞中顏色詞的重疊，如：紅騰

騰，紅不稜登，붉디붉다，불긋불긋하다等。 

  最後，不用代名詞、姓氏、病理名稱等。因此本文所謂的「顏色詞語」就是

帶有「紅」的單純顏色詞，如：紅包、紅事、빨간책、홍등가等詞語。但是中文

「紅」色系列的「赤」；韓文的漢字顏色詞中的「（적）赤 」都包括研究的對

象，是因為「赤」是現代的「紅」。 

                                           

4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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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稱解釋 

  為了本論文容易理解，特此釐清何謂臺灣人、中國人與華人。臺灣人是指原

本就居住臺灣及其36島嶼的原住民加上來自大陸地區的漢人，按政權來解釋，就

是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人民皆為臺灣人。地域來說，就是居住在臺灣島上的居

民。臺灣人可以分「原住民」、「本省人」與「外省人」，外省人指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來臺灣的中國大陸人民。尤其是相對於「外省人」，原居住於臺灣的早

期住民成為「本省人」。5 

  中國人，以地域來分，居住在中國大陸地區的人民，由政權來解釋，就是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人民皆為中國人。 

   華人，散播在全世界不分國籍俱有中華民族血統的人，皆為華人。 因此，

中國人與臺灣人皆為華人。 

  此外，本文出現的中文包括古代漢語，又稱為文言文；以及現代漢語，又稱

為白話文， 因此本論文用到文言文以及白話文。 

 

三、研究工具 

（一）語料選定 

  為了收集豐富的詞彙本研究的語料主要來源於有代表性的大型詞典：中文語

料主要選自《國語辭典》6，《國語辭典》是在1926年編輯，1936年開始委由商務

印書館排印，並發行第一冊。中華民國中央政府1949年播遷來臺以後，教育部國

語推行委員會在1976到1979年間以1947年的重版《國語辭典》做底本重編。有悠

久的歷史以及具有科學性，在臺灣有權威性的辭典，不是專門收錄顏色詞的辭

典，但是所收錄的顏色詞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重編後的字詞總數，計單字11412

條，一般語詞74416條，學術名詞25438條，人名、書名、地名11623條，共計 

122889條， 分裝為6厚冊 。 

                                           

5 臺灣本省人（本土人）群體包括兩個主要部分：一是最早定居在臺灣島上的先住民；二是後來

從大陸閩、粵遷到的漢族移民。他們的祖先都來自組國大陸。參考於許良國，《臺灣民族研究文

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頁289。 

6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國語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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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文方面， 主要語料來源於由國立國語院主編的《標準國語大辭典》
7
(1999

年)，由國立國語院主編的，辭典收綠了日常學習與生活中最基本的、最常用的詞

彙、嚴格遵守了最新的韓文標記法、很好地反映了韓文詞彙的基本面貌。收錄的

詞目8440000 條，加上副詞目968000 條的話，總計 508000 千條。 依詞類來分，名

詞占三分之二為最多，其次為動詞，接著依序為副詞與形容詞。10上述的兩部辭

典都不是專門收錄顏色詞的辭典，單字數量相當豐碩，為分析紅色詞語的良好工

具。藉由兩部辭典的詞條進行分析與歸類，可以概括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的差異。

於上述的辭典來選紅色的單字，但是兩本辭典的缺點為例句不夠豐富。因此，同

時使用網站的資料來當主要例句的來源。 

  以筆者網站作為媒介，蒐集中文與韓文的實例語料，以做更進一步的比較與

深入分析。在中文方面採用〈重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站
11
，本網站於民國 83 年

初首次推出臺灣學術網路版本。編輯資料從各類別，共收 80 幾萬筆資料，編輯

資料的範圍廣泛：古文到現代流行的詞彙、海峽對岸語詞與臺灣地區的語詞等。

成果收錄單字 11000 多字，詞目 160000 條。在韓文方面則藉由〈SJ-RIKS 

Corpus〉網站蒐集12。SJ-RIKS Corpus 網站是由世宗計畫，於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6 月，約 8 個月的時間完成網站修訂工作。SJ-RIKS Corpus 構成的文字材料共

有 436 個檔案，語節數量達到 17500 萬。雖然 SJ-RIKS Corpus 網站規模並不是很

大，但是資料從各類別，歸類詳細，為幫助韓文學與語言學研究的良好工具，因

此可作為分析紅色詞的資料。 

 

                                           

7 國立國語研究院，《標準國語大辭典》（首爾：斗山東亞，1999）。（국립국어연구원，《표

준 국어 대사전》，서울:두산동아，1999。) 
8 詞目收錄的範圍是標準語以外北韓語、方言、古文以及常用的非標準語都包括。參考於國立國

語研究院，《標準國語大辭典》，頁2。 
9
 副詞目為標題語下面派生的詞語，如：「-하다」「-되다」等。參考於國立國語研究院，《標

準國語大辭典》，頁2。 

10 정호성，〈「표준국어대사전」수록정보의 통계적 분석〉，《새국어생활》（首爾，2000﹒

10），頁55-72。（中譯：鄭鎬成，〈「標準國語大辭典」收錄資料的統計上分析〉，《國語生

活》（首爾，2000﹒10），頁55-72。） 

作者姓名的中譯是按照音譯，不是作者正確的漢字姓名，所以與實際的作者漢字姓名可能會不一

樣。 

11 網站：〈重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 

12 網站：〈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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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 

  本文為了找出中韓文言「紅」的語意概念，進行了顏色聯想問卷，透過語意

和顏色的關係的調查，探討兩種語言受訪者對「紅」的語意概念。研究對象是中

文為母語的45名受訪者與韓文為母語的45名受訪者。中文使用者受訪地點是臺灣

臺北，韓文使用者受訪地點是韓國釜山。回收問卷方式為現場回收以及E-mail的

方式。 

  在問卷內容方面，可以分三個部分。第一階段為「顏色聯想」，「顏色聯

想」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中文與韓文的問卷都包括母

語、年齡、性別、職業、學過的其他語言。第二個部分是顏色聯想，問卷項目為

總共34題，34個項目的來源為中文與韓文對紅色概念相關資料，就是字典、相關

顏色詞的先行研究。而且選擇題的形式來構成，選擇題的項目為基本五個顏色：

黑、白、紅、綠/藍、黃、其他。選這五個顏色的原因就是，中國與韓國的基本五

個顏色詞為上述的五個顏色，根據Berlin及Kay的顏色詞的發展順序以及中國與韓

國的共同思想陰陽五行說的基礎上構建了五個顏色。13問卷「顏色聯想」可以得

到的是中文與韓文受訪者所反映出語意概念聯想的顏色，依照「紅」所佔的比例

而排列得到中文與韓文對紅的差別。以下為「顏色聯想」問卷的範例14： 

 

  ● 女人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 여자 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검정색 ②흰색 ③빨간색 ④푸른색 ⑤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第二階段是「聯想概念」，這部分是看到紅色想到的概念寫下來，首先想到

的是在第一個空隔寫，再次是第二個空隔寫…。為比較中文與韓文紅色最首先想

                                           

13 Berlin及Kay的顏色詞的發展順序詳。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pp﹒3﹒ 

14 顏色聯想問卷中韓文版內容詳見附錄（七）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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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概念是什麼，以下為問卷的範例： 

 

 ● 請寫下你看到「紅色」聯想到什麼。 

 （第一次想到的是在第一個空隔寫，再次是第二個空隔寫…） 

 １.  

 ２. 

 ● 빨간색 하면 떠오르는 어휘를 써주십시오. 

(생각나는 순서대로 1번부터 5번까지 써주십시오) 

 １.  

 ２. 

 

  第三階段為「對紅色的看法」，受訪者從第三提開始知道了問卷主題是探討

紅色詞。為了解中文與韓文對紅色的一般認知，在這分問卷中提供了三個項目；

肯定、中立、否定，以下為問卷的範例： 

 

 ● 看到「紅色」你的感覺是如何？ 

     否定(negative)   中立(neutral)    肯定(positive) (因為               )  

 ● 빨간색을 보면 어떤 느낌인가요? 

 부정적       중립적       긍정적 (이유:                     ) 

 

  最後，將對照組與實驗組的各45份問卷回收後，即輸入電腦，第一階段「顏

色聯想」問卷中的待答詞語分別做顏色個數的統計。分別統計中韓兩分問卷個詞

語回答「紅」的個數，歸納出聯想最多的顏色及此次聯想的顏色。 再進一步為

了檢視中韓聯想到「紅」的程度是否存有顯著差異，以Excel的「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法」使用做初步的統計。同時，為了分析第三階段的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

對紅色看法（肯定與否定）有沒有差異，用卡方檢定的方式來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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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狀況與文獻評述 

  本節將討論過去對認知學論探討顏色詞的研究，並以中文顏色詞、韓文顏色

詞為對象探討顏色詞的定義及構成方式。共分為三部分，分別為一、認知學論的

顏色詞探討；二、中文顏色詞的分類；三、韓文言色詞的分類。 

 

 一、認知語意學的研究 

   無論中文還是韓文的研究文獻而言，「從認知語意學探討顏色詞對比研

究」著作不多，特別漢語與韓文的顏色詞對比特別少，曾經探討顏色詞對比成

果，主題大為「文化象徵意義比較」。中文與韓文家學著對中韓顏色詞文化象徵

意義比較的成果反而較為多，〈中韓顏色詞及其文化內涵比較〉15、〈韓漢颜色

詞比較研究：以韓漢語中五種顏色詞群為主〉等16。但本論文以認知語意學的觀

點來研究，因此參考這方面的成就來檢視中韓顏色詞的比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吳婷芳的研究。於2007年撰寫的碩士論文〈從認知語意學

論漢語顏色詞「黑」〉 17，以認知語意學為基本理論架構，探討中文顏色詞

「黑」的語意結構。尤其以原型理論、意像圖式、概念隱喻、轉喻等觀點，分析

顏色詞「黑」之各種不同意義，較詳細分析黑色的語意結構。筆者參考上述的分

析方法來分析中文與韓文的紅色詞認知意義。吳婷芳的碩士論文與本論文有以下

觀點的相關性： 

  在認知語意學的基礎相同，認知語意學的基本理論架構為原型理論、意象圖

式、概念隱喻及轉喻。原型理論來看，「黑」的原型意義是黑色，意象圖式的連

接的方式來解釋黑色可以連接黑暗。從黑暗意義開始產生秘密、恐怖、非法、惡

意等的隱喻引申意義以及黑臉、黑手等的轉喻引申意義，利用認知語意學分析黑

色詞。本論文來看，紅的原型意義是火的顏色或者血的顏色，意象圖式的連接方

                                           

15 黄真姬，〈中韓顏色詞及其文化內涵比較〉，《東疆學刊》，25：4（吉林，2008﹒4），頁46-

49。 

16 권세라，〈한중 색채어 비교연구-오색 계열 색채어를 중심으로〉（釜山：釜山大學中文系

碩士論文，2011）。〔中譯：權世邏，〈韓中顏色詞比較研究－五個顏色詞為中心〉（釜山：釜

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1）。〕 

17 吳婷芳，〈從認知語意學論漢語顏色詞「黑」〉（臺中：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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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解釋紅色可以連接光明、溫暖、出火、生命、流血。從這些概念開始產生喜

氣、成功、革命、熱情、危險等的隱喻引申意義以及紅顏、紅色分子等的轉喻引

申意義。但本論文為比較漢韓紅色詞的比較，這樣的分析方法比較漢語與韓文較

為有限度，因此筆者使用問卷的方式來支持分析紅色詞語的普遍性語意與文化差

異性。 

  問卷方法是參考了1999年費寧所寫的碩士論文〈中英顏色詞語意概念的差異

及其對理解顏色詞語的影響〉18。這篇論文以語意聯想的方法，找出中英語言對

顏色詞「紅」的語意概念。首先分析中英對紅語意概念的異同、以及語言形式的

有無，分析其與顏色詞語理解難易度的關係。但本論文並未要探討這部分，因此

儘參考這篇論文的問卷調查的方法，費寧的論文問卷第一階段為「顏色聯想」，

兩組的受訪者所列出的三十五個測試詞語，根據詞語，寫出一種顏色及聯想到該

顏色的原因。本論文參考了這階段的「顏色聯想」的方法，但不同的地方是為了

選顏色的範圍不要太廣泛散布，已經指定了五個顏色。而且測試詞語來說，本論

文收集了中韓紅色詞辭典上的意義。 

  費寧的論文第二階段為「語意理解」，以此受訪者對詞語中「紅」字的理

解，是否會受到顏色語意聯想的影響。問卷內容方面，一共包括十六個帶有

「紅」的漢語顏色詞語，以及這個詞語中個別單字的英文解釋，例如，臉紅，臉

means the face, and 紅 means red。但本論文為第二階段是「聯想概念」，這部

分是看到紅色想到的概念寫下來，首先想到的是在第一個空隔寫，再次是第二個

空隔寫…，為比較中文與韓文紅色最首先想到的概念。 

  費寧的論文的第三階段是「難度評估」。這階段主要是延續第二階段的回

答，在這份問卷中，將告知受訪者是六個詞語的正確解釋，並提供五個難度標準

（很難、難、難易適中、容易、很容易），受訪者選出該詞語的難易程度，這推

測理解這些語意的難易程度。但本論文第三階段為「對紅色的看法」，受訪者從

第三提開始知道了問卷是探討紅色的顏色詞。為了解中文與韓文對紅色的一般認

知。本論文與費寧的著作不同的部分為，本論文透過問卷調查要收集中文與韓文

                                           

18 費寧，〈中英顏色詞語意概念的差異及其對理解顏色詞語的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碩士論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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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紅色的普遍的認知，是因為這些普遍的認知差異會產生紅色詞的語意差別。

費寧的著作幫助本論文使用問卷調查的方法，但是對紅色詞普遍的認知調查則有

不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為中文與韓文的比較研究參考2011年韓玲的著作〈漢

韓常用顏色詞對比研究〉19，韓玲的著作是以漢語與韓文的常用顏色詞為研究對

像，結合對比語言學、認知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的相關理論及方法，從構成及認

知語意兩個層面對中韓顏色詞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對比研究。而且兩種語言顏色詞

認知語意方面的對比分析，結合認知語意學中的隱喻、轉喻認知機制對顏色詞的

文化含義進行了系統的對比分析。而且所選取的基本顏色為，紅、黃、藍／綠、

白、黑。韓玲的著作與本論文的研究方像較為相似，先分析兩種語言顏色詞構成

方面的對比，進而在認知語意方面的對比分析。韓玲的著作是通過五個顏色詞的

分析，每一個顏色詞的分析不夠仔細，但是值得參考的部分是發生中文與韓文顏

色詞的共同點與差異點的原因，漢韓兩個民族在顏色詞語認知方面存在共同性主

要歸因於兩個民族共同的生理基礎，認知方面存在差異性的原因是中文與韓文的

地理環境不同、歷史文化、政治信仰、原始宗教等的因素。因此，透過此一研究

可使筆者掌握中文與韓文產生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大致狀況。 

  此外，李恩姬的碩士論文〈英語基本顏色詞的概念隱喻〉20與朴慶先〈英語

和韓文顏色詞與身體語中的概念隱喻〉21，李恩姬主要以英語顏色詞的概念隱喻

為中心，分析十一個基本顏色詞的概念隱喻與此意義。這篇論文的章節安排比較

簡單，但是在顏色詞的概念隱喻的解釋部分，有幫助筆者顏色詞的概念隱喻的分

析。但是只針對英語的顏色詞的分析，對比較研究方法方面則有所不足。朴慶先

主要探討英韓顏色詞概念隱喻的比較，值得參考的部分為顏色詞概念隱喻的分

                                           

19 韓玲，〈漢韓常用顏色詞對比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朝鮮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1）。 

20 이은희，〈영어의 기본색채용어에 나타난 개념은유〉（首爾：梨花女子大學英文系碩士論

文，2005〕。〔中譯：李恩姬，〈英語基本顏色詞的概念隱喻〉（首爾：梨花女子大學英文系碩

士論文，2005〕。 

21 박경선，〈영어와 한국어의 색채어와 신체어에 나타나는 개념적 은유〉，《담화와 인

지》，8:1（首爾，2001﹒6），頁69-83。〔中譯：朴慶先，〈英語和韓語顏色詞與身體語中的概

念隱喻〉，《談話與認知》，8:1（首爾，2001﹒6），頁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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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其他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先分類顏色，然後依每一個顏色的特質來分概念。但

是朴氏分類以「屬性是顏色」、「信號是顏色」、「溫度是顏色」為中心分析顏

色詞。跟其他的論文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顏色詞的概念隱喻，但是並未具體分析每

個顏色的意義以及基本顏色詞例子的分析不夠豐富。 

 

二、顏色詞的研究 

（一）中文顏色詞 

  在中文顏色詞研究方面，2003年駱峰的著作《漢語顏色詞的文化審視》22值得

討論，駱峰以漢語顏色詞為主探討顏色詞的文化內涵。漢語色彩詞的產生與發

展、漢語色彩詞的社會文化內涵、色彩詞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色彩詞與中國現

代社會文化等綜覽漢語言色詞與文化。針對黃、紅、靑、白、黑五個顏色，分析

顏色詞的社會文化內涵；顏色詞的來源到現代社會被賦予的內涵。透過傳統文化

的五行、五方、五德，服色，禮俗，藝術表現等生活的一切，說明漢民族的審美

意識。而且駱峰也指出，隨著現代社會文化的變化而產生的演變顏色詞的看法，

紅色與革命相關性、綠色與環保意識、時尚與流行色的關係等。因此，透過此以

研究可使筆者掌握中文顏色詞的大致狀況。 

  在討論構詞的研究，多以中文的構詞的為中心，專門針對顏色詞的構詞並不

多見，而且顏色詞的數量極為豐富，對中文顏色詞分類的研究是很難做到整齊一

致。中文顏色詞構詞方面1995年陽璇著作〈談顏色詞的構成及語法特點〉23將漢語

中的顏色詞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單純顏色詞的語素，稱之為純色語素。如，紅、

黃、綠、藍等，為了解釋方便用「Y」表示。第二類表示物體名稱的語素，稱之

為物色語素，如，米、桃、橙、肉等，用「Ｍ」表示。這類語素量極多，但不能

單獨成詞來表示顏色。第三類是表示顏色義類的語素，──色，用「Ｓ」表示。

根據這些語素的不同結合，顏色詞可分成下例繼類。 

 １﹒Ｙ型：紅、黃、藍、白、黑、綠、青、紫、灰，此外還有朱、丹、赤、

                                           

22 駱峰，《漢語研色詞的文化审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23 陽璇 ，〈談顏色詞的構成及語法特點〉，《貴陽師專學報》，（貴陽，1995﹒2），頁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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絳、排、褐等。只有在古語詞中還保留着獨立成詞的用法，這類詞

表示單純的顏色。每個詞所包含的顏色範疇較寬，一般可以接受程

度副詞的限制，如很紅、太紅。有的前面可加「深」、「淺」 來

表示程度，這類是漢語的基本顏色詞。 

 ２﹒ YY 型 

   A﹒絳紫、紫紅、青紫、紅青、組青、組紫、藍黑、灰白、黑黃、黑紅 

     等。此類顏色詞是由兩個不同色調的純色顏色詞構成一種混合的顏 

     色， 主要語義體現在後一語素上。 

.   B﹒朱紅、赤紅、維紅、絳紅、青綠等。這類是同一色調的兩個純色語素

組合，從現代漢語的角度看，主要語義體現在後一語素上。 

３﹒ MY 型 

  Ａ﹒米黃、金黃、杏黃、鵝黃、草綠、豆綠、葵綠、果綠、黛綠、軍綠、湖

    綠、月白、銀白、灰白、乳白、蔥白、蔥綠、豆青、雪青、茶青、天藍

    寶藍湖藍、猩紅、銀紅閡紅、粉紅、水紅、藕紅、藕灰、銀灰、孔雀 

    綠、孔雀藍、玫瑰紅等 

  Ｂ﹒雪白、漆黑、墨黑、鐵青、火紅、血紅、蠟黃、碧綠、碧藍等。 

    這類詞是由表示物體名稱的語素和一個純色語素組合，構成偏正關係，

   可以具體形象的表示各類顏色的色調差異。 

４﹒MS 型：米色、駝色、茶色、醬色、橙色、桃色、藕色、玉色、閡色、棕 

      色、金色、銀色、墨色、栗色、古銅色等 

  這類詞是由物色語素和義類語素「色」 結合而成, 利用實物之名表示顏色。 

５﹒YS型： 紅色、黃色、藍色、黑色、灰色、紫色、白色、綠色、絳色、排 

      色、青色、褐色、赤色等 

６﹒YYS型： 絳紫色、紫紅色、灰白色、硃紅色、排紅色、赤紅色、組紫色等 

７﹒MYS型：草綠色、米黃色、金黃色、杏黃色、豆綠色、果綠色、雪青色、寶

      藍色、湖藍色、粉紅色、銀紅色等 

  以上的最後三類基本上是由Y型、YY型及MY型類加上「色」構成的它們所

表示的顏色與不加「色」相同。 

  陽璇的著作比較清楚地解釋漢語顏色詞的構成，而且讓讀者容易理解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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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來概括出漢語顏色詞。藉由陽璇的研究，可以理解漢語顏色詞的大致上的

構成。但是筆者想探討用其他方法來分析的中文顏色詞，參考了謝新暎的〈漢語

顏色詞初探〉24。謝新暎的著作將顏色詞分為單純詞與合成詞兩大類，而且合成

詞又可以分成複合詞附加式與重疊式三種構成方式。 

 １﹒單純詞是紅、白、黑、綠、藍、紫、灰等，人們認為這類顏色詞是基本 

   顏色詞。 

 ２﹒合成詞 

 （１）複合式合成詞： 是指至少要由兩個不相同的詞根結合在一起構成的詞

            語，可以分為四類。 

 A、表性狀或程度的形容詞加顏色詞，這種顏色詞前一個語素從程度或性狀

  方面對錶顏色的語素進行限定。能構成程度或性狀的語素並不太多，常用

  的有深、淺、明、暗、純、大、鮮、嫩、慘等；其他的還有蒼、嬌、老、

  枯、亮、死、確、魆、煞、通、俏、新、湛等。 

  B、表示事物的名詞語素加「色」。這種構詞方式中的前一個語素有比喻的

    意味，表示「像⋯⋯一樣」的意思。如：棗色、草色、磚色、肉色、米 

    色、玉色、黛色、玫瑰色、葡萄色、奶油色、咖啡色等。 

  C、表示事物的名詞語素或短語加顏色語素。這一類顏色詞同樣是有比喻的

    意味。後一個語素限定了具體的顏色範疇。如：月白、金黃、蔥綠、銅

    綠、橘紅、土黃、雪白、石青、石藍、漆黑、棗紅、鵝黃、杏黃、楓 

    紅、湖藍、玫瑰紅、蘋果綠、檸檬黃、葡萄紫等。 

  D、兩個單純顏色詞復合而成。這種顏色詞使用的兩個語素都是表示顏色 

    的，但前一個顏色語素表示輔色，後一個顏色語素表示主色，從而構成

    了一種修飾關係。如：紫紅、絳紫、緋紅、粉紅、赭紅、灰白、碧綠、

    殷紅、粉白、黃綠等。 

 （２）附加式顏色詞：指由一個表示具體顏色意義的詞根和一個表示某種附 

           加意義的詞綴構成的。 

  Ａ、單音節顏色詞加疊音尾碼。疊音尾碼是兩個相同的重讀音節，一般附着

                                           

24 謝新暎，〈漢語顏色詞初探〉，《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福建，2006﹒2），頁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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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單音顏色詞詞根之後。如：紅撲撲、紅通通、白茫茫、白淨淨、綠油

    油、紅彤彤、藍瑩瑩、灰濛蒙、黑乎乎、黑漆漆等。 

  B、單音節顏色詞加多音尾碼。多音尾碼是由兩個或三個不完全相同的音節

    構成的生動尾碼。如：白不呲咧、黑不溜秋、灰不溜秋、黑咕隆咚、灰

    裡叭嘰等。 

（３）重疊式顏色詞：由兩個相同的表顏色的詞根相疊而構成的顏色詞。如：

   白白、蒼蒼、皚皚、皓皓等。 

  謝新暎的顏色詞構成方式是分大體的三個分類，筆者認為這樣的分類方式比

較明顯的分類顏色詞構成的方式，陽璇著作解釋的較為簡單，筆者認為顏色詞構

成分析分得不夠仔細。因此筆者較為多參考謝新暎的顏色詞構成的方法，但謝新

暎的顏色詞構成方法與本論文紅色詞構成方法不同的地方。第一是本論文只談到

紅色詞的構成方式，第二就是本論文為把紅色詞構成分為兩大類；單純顏色詞以

及合成顏色詞，而且合成顏色詞又可以分派生詞與複合詞。 

 

（二）韓文顏色詞 

  韓國顏色詞研究方面，多數由顏色詞的型態、顏色詞的構造、顏色詞的意義

進行討論。其中金貞我於2008年撰寫的碩士論文〈國語顏色詞的形態•意義論的

推移研究〉25以顏色詞的發展過程為中心分析，可以分兩大類，第一為顏色詞的

型態，第二為顏色詞意義的演變過程。在型態變化方面的話，很仔細地分析從中

世紀使用的韓文的型態到現代使用的顏色詞形態。按照金貞我的理論韓文詞以分

為固有詞、漢字詞、外來語，而且韓文中最早出現的顏色詞名稱為푸르다（青），

붉다（紅），누르다（黃），희다（白），검다（黑）」五種顏色 。並且朝鮮

後期開始才吸收漢字詞，因此在此之前韓文中表示的顏色詞詞只有這五種顏色。

第二部分為顏色詞意義的變化，這章節針對紅色詞的分析較為具體，幫助於本論

文理解紅色詞的來源。 

  在討論構詞的研究，2008年具本寬著作〈認知語言學論韓文色彩表現的考

                                           

25 김정아，〈국어 색채어의 형태.의미론적 추의 연구〉（慶北：慶北大學韓國語系碩士論文，

2006）。〔中譯：金貞我，，〈國語顏色詞的形態•意義論的推移研究〉（慶北：慶北大學韓國

語系碩士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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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26
, 將韓文中的顏色詞分成二類，第一類為韓文的基本顏色詞、第二類為複合

顏色詞。第一類為單純基本顏色詞，如，「푸르다（青），붉다（紅），누르다

（黃），희다（白），검다（黑）」。第二類是複合顏色詞，複合顏色詞又可以

分派生顏色詞與合成顏色詞，具氏先提到派生顏色詞。「詞頭派生詞」，與「새/

시/샛/싯-、짙-、얕」 結合；「짙-」應用於「푸르다（青色）」，即成「짙푸

르다（深青色）」，同樣，「붉（赤色）」，即成「짙붉다（深赤色）」；「새/

시/샛/싯」 與青色、黃色系列不結合 ， 但與紅色系列、黑色系列、白色系列可以

結合。「詞尾派生詞」，與「-앟/엏-、-(으)레하-/-(으)대대하-」結合；「-

앟/엏-」應用於「붉（赤色）」，即成 「빨갛다」、「푸르다（青色）」，即

成「파랗다」、「누르다（黃色）」，即成「노랗다」；「-(으)레하-」應用於

「붉（赤色）」，即成「발그레한」、 應用於「검다（黑）」，即成 「거무스

레하다」等。 

  接下來解釋合成顏色詞，「검-（黑）/희-（白）的結合」， 應用於「붉(赤

色)」， 即成「검붉다（黑赤色）/희붉다（白赤色）」 、「푸르다（青色）」，

即成「검푸르다（黑藍色）/희푸르다（白藍色）」等。具本寬著作很仔細地比較

韓文顏色詞的構成方式，因此可以作為本論文的韓文紅色詞的構成方式。但是韓

文漢字語的解釋與語音交替現象內容則有所不足。因此筆者參考了2008年金惠圓

的碩士論文〈顏色的象徵性與韓文表現研究〉。27金惠圓說明了從原始時代到現

代世代的韓國色彩觀，並且分析韓文言色詞的構成方式，值得注意的部分為語音

交替現象。元音交替主要是以「ㅏ」、「ㅗ」、「ㅐ」、「ㅘ」等為主的陽性元

音系列為一方，「ㅓ」、「ㅜ」、「ㅔ」、「ㅝ」等為主的陰性元音系列為另一

方，互相交替，形成了陽性元音詞與陰性元音詞這樣兩大對應的詞彙體系。一般

說包含陽性元音的詞總是表示與明亮、清澈、明朗、輕快以及小、少、細、窄、

薄、快、輕、軟、淡等有聯繫的事物及現象，有時候又表示可愛、軟弱等意義的

                                           

26 구본관，〈한국어 색채 표현에 대한 인지언어학적 고찰〉，《형태론》，10：2（首爾，

2008），頁261-285。（中譯：具本寬，〈認知語言學論韓語色彩表現的考察〉，《形態論》， 

10：2（首爾，2008），頁261-285。） 

27 김혜원 ，〈색의 상징성과 우리말 표현 연구〉（廣州：朝鮮大學美術教育碩士論文，

2008）。（中譯： 金惠圓，〈顏色的象徵性與韓語表現研究〉（廣州：朝鮮大學美術教育碩士論

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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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陰性元音則表示與暗淡、憂鬱、隱沉以及大、多、粗、寬、深、厚、慢、

硬、濃等有聯繫的事物與現象的彩色。該研究的部分本論文直接有關，因此可做

為本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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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認知語意學與顏色詞的基礎 

 

第一節 認知語意學 

一、原型理論（Prototype） 

  原型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很早就在西方神學、哲學、宗教領域等出現。榮格

28在《神話：原型批評》中指出「原型是一種形象，或為妖魔、為人、為某種活

動，它們在歷史意象給我們的祖先的無數典型經驗賦以形式，可以說，它們是無

數同類經驗的心裡凝結物」29。隨著原型被廣泛地使用於哲學、人類學與心理學

理論，隨後而成為認知語言學的基石。對原型的研究是從顏色範疇開始的，人類

學家Berlin及Kay調查了九十八種語言，不僅發現了不同語言中的基本顏色（basic  

colors），而且還發現某一顏色範疇中最具代表性的顏色，這些代表形的顏色作為

焦點色（focal colors），對顏色進行範疇化。197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Rosch30對焦點

色進行研究表明，「在跨語言的研究中，焦點色比非焦點色更加具有認知的穩定

性；在感知和認知上，焦點色更加有凸顯性；在短時記憶裡，焦點色的記憶更加

快速和準確；在場時記憶裡，焦點色詞彙被更快地習得」。31從對焦點色顏基擴

展到其他10種物體的研究，如鳥、水果、家具、武器等，Rosch發現了這些範疇也

都以原型為中心而構建的，原型被看作是認知參照點，因為原型通常具有認知上

的凸顯性，最容易提取。因此原型定義為範疇中最典型成員，也是代表性的。 

 

二、 意象圖式 (Image schema) 

  Johnson和Lakoff《我們賴以生存得隱喻》32中從概念隱喻理論提出「意象圖

                                           

28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是1900年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是

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和精神學家，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榮格的理論是基於心理學的角度提出的。 

29 賈曉娜、范紅霞，〈榮格的「原型理論」初探〉，《滄桑》，（山西，2010﹒6）， 

頁153-154。 

30 Eleanor Rosch是心理學家，專長為認知心理學。他主要的理論為基本層次範疇理論、原型理

論，這些理論深刻地影響了認知心理學領域。 

31 李福印，《認知語言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88。 

32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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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概念，以後Johnson於1987年《心中之身》中再提出。
33
因此，意象圖式的基

本定義為，Lakoff指出： 

 

 An image schema is relatively simple structure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our  

everyday bodily experience….
34

 

(意象圖式是我們日常身體經驗中反覆出現的比較簡單的結構……) 

 

 Johnson認為： 

 An image schema is recurring，dynamic pattern of our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and motor program that gives coherence and structure to our experience.
 35

 

(意象圖式是在我們感知互動和運動程序中一種反覆出現的、動態形的式樣，可為

我們的經驗提供連貫性和結構性。) 

 

 他後來對意象圖式作了進一步解釋： 

  Human bodily movement, manipulation of objects，and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involve recurring patterns without which our experience would be chaotic and 

incomprehensible. I call these patters image schema，because they function  

primarily as abstract structures of image.
36

 

(人類的身體運動、對物體的操縱和感知互動包括反覆出現的樣式，如果沒有這種

樣式，我們的經驗就將變得一團糟，並不可理解。我們這種樣式叫做意象圖式，

因為它們主要起意象性抽象結構功能。) 

 

  因此，意象圖式是一種結構，組織我們的經驗和理解。意象圖式是不斷反覆

出現的人類理解和推理的經驗完性，具有一定的內部結構和組織。人類經驗中具

                                           
33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4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pp﹒29﹒ 
35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pp﹒29﹒ 
36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p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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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中意象圖式，Johnson總結了27個意象圖式：路徑圖式，連結圖式，循環圖

式，標量圖式等。其中1987年Lakoff將主要論述了七類意象圖式，如容器、路

徑、連接、動力、平衡、或者某種空間方位或關系：上下、前後、部分整體、中

心邊緣。37 

  上述的幾種意象圖式中，本論文相關的意象圖式為最基本的意象圖式的「連

接圖式（Link Schema）」。連接圖式是最簡單、最基本的圖式，「連接圖式 

（Link Schema）」是由連接兩個實體或功能相關的結構而構成的圖式。連接圖式

的構成要素為兩個實體（A與B）與一個連接關係，這些實體都在我們的認知領域

裡連結。基本邏輯為若Ａ連著Ｂ，則Ａ可能會受到Ｂ的影響、控制或依賴Ｂ。具

有對稱性，如Ａ連著Ｂ，則Ｂ連著Ａ。 

 

圖２﹒連接圖式（Link Schema） 

           ˙          ˙ 

           Ａ          Ｂ 

資料來源：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노양진譯《마음 속의 몸：의미，상상력 그리고 이성의 신체적 근거》，（서

울：철학과 현실사，2000），頁235。 

 

  一條臍帶連結兩個人，構成了一個整體，成為一個最簡單而又最複雜的結

構，給人產生無限的聯想、創造和發明。人們通過這個圖式的研究，總結許多實

踐經驗，創造許多具體的、抽象的連結圖式。38而且連接圖式可知覺相似性，兩

個或兩個以上的對象具有相似特徵，這些相似的特徵是在我們的理解中的認知上

的連結。可見，我們具有兩個對象的連結關係，這種連結維繫了個體與社會、社

會與個體、個體與個體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建構隱喻的源泉。當一個概念被映射

到另一個概念時，意象圖式在發揮着關鍵的作用，意象圖式為抽象思維提供了基

礎與最佳的思維途徑，人類的理解與推理是憑着這樣的意象得以進行的。 

 

                                           

37 楊麗美，〈意象圖試理論指導下的外語教學〉，《長江師範大學院學報》，27：3（長江， 

2011﹒5），頁59-61。 

38 代正利，〈論英語基本連結圖式結構〉，《湖南醫科大學學報》，11：6（湖南，2009﹒11），

頁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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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概念隱喻（ Conceptual metaphors ） 

  1980年代初開始，擺脫傳統隱喻理論，隱喻研究納入了認知科學、心理學等

各種學科的研究。他們從不同角度說明隱喻在人類認知和社會活動中不可分離的

作用。Lakoff和Johnson在《Metaphors we live by(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這本書中

指出「概念隱喻 (conceptual metaphors) 」理論。39概念隱喻理論提「隱喻」從根

本上講是概念性的，不是語言層面上的。隱喻性語言(metaphorical language)是概念

隱喻的表層體現 。40而且他們將隱喻定義為「隱喻是通過一類事物來理解和經歷

某一類事物」41。因此，隱喻包括兩種事物，兩個語義領域，一類抽象模糊的領

域稱為「目標域 (target domain)」，另一類相對清晰易懂的領域稱為是「源域 

 (source domain)」42。這兩個領域之間有對應的關係，這種對應的關係就是一個概

念，我們的概念來源於我們的日常經驗及知識。比方說，提到「TIME」，有概念

隱喻「 TIME ＩS MONEY」。 

  「 TIME 」是比較抽象的，而「 MONEY 」是人們熟知的、具體的概念。

於是，用描述「 MONEY 」的詞語來描述「 TIME 」。這兩個概念域在認知結

構上共性或者相似性就是都是有價值的、需要被珍惜的資源。根據這相似性，可

以派生出隱喻表達方式。如： 

 

概念隱喻：「 TIME ＩS MONEY」 

 

      「You are wasting my time. 」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I’ve invested a lot of time in her  」 

             我已經為了她投入太多。 

「How do you spend our time? 」 

                                           

39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pp﹒7﹒ 

40 李福印，《認知語言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32。 

41 劉建慧，〈從認知語言學視角下分析漢語顏色詞「紅」的概念隱喻〉，《青春夢月》，（河

北，2011﹒7），頁92-93。 

42 石貴姫，〈漢韓顏色詞與人提名詞組合的對比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碩士

論文，2011），頁55。 



22 

 

你是如何投入我們的時光？ 

「 You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你已經快要來不及了。 

「Is it worth your while?」 

    你真的值得你這麼付出嗎？43 

 

以上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表達方式，人們對於時間這概念的認知和表達

源自於「TIME ＩS MONEY」這一概念隱喻。我們不難看出概念隱喻，把一個概

念結構投射到另一個概念結構上去，從而用一個概念域中的詞語去思考和表達另

一的概念。「映射(mapping)」是Lakoff和Johnson隱喻理論中重要的因素，運用源

域(source domain)與目標域(target domain)之間的映射以及意象圖式(image schema)

來解釋隱喻。隱喻是從一個比較熟悉的、容易理解的源域映射到一個不熟悉的、

比較難理解的目標域，在源域和目標域之間有一系列的或認知上的對應關系 

(correspondences)，其心理基礎是抽象的意象圖式。44而且隱喻存在於我們的思想及

行動，用某一領域的經驗來說明或者理解另一領域經驗的認知活動。從本質上

講，人的概念系統是隱喻性的(metaphorical)，而是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是

通過語言體現出來的，換句話說，語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具有隱喻性的。45Lakoff

和Johnson對概念隱喻進行三種分類：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向隱喻 

(orientation metaphors)，本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s)。 

 

(一) 結構隱喻 (structural metaphors) 

結構隱喻就是用一種概念的結構，將一種概念的詞語用於另一概念。很多語

言中可以發現例子，這例子抽象的概念「想法」用具體的概念「資源」來結構，

如： 

                                           

43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pp﹒5﹒ 

44 李勇忠‧李春華，〈認知語境與概念隱喻〉，《外語與外與教學》，（江西，2001﹒6）， 

頁27。 

45 阮氏黎心，〈漢越人體名詞隱喻對比研究〉（華東：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博士論文， 

2011），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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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隱喻：「想法是資源」 

 隱喻表現：（１） 這是無價值的想法。 

        （Ｔhat is a useless idea.） 

      （２） 他是一個的人資源豐富的人。 

                （ Ｈe is a resourceful man .） 

      （３）我們已經用完了所有的想法。46 

        （Ｗe are used up all our idea.） 

 

(二) 方位隱喻 (orientation metaphors) 

方位隱喻就是指人們在認知、思維中，常常會不自覺地運用許多方位詞作隱

喻。
47
 參照方位而形成的一系列隱喻概念，所謂空間走向包括 「上－下」、

「前－後」、「裡－外」、「來－去」、「深－淺」、「中心－邊緣」等概念。 

具體的空間概念投射到情緒、心理狀態、身體狀況、數量、社會地位等抽象的概

念上，從而產生了用方位概念表達抽象概念的詞語。 

 

 概念隱喻：減少／不好／下降／難過等是下 

 隱喻表現：（１）它的收入去年下降了。 

        （ Ｈis income fell last year） 

      （２）情緒低落。 

        （Ｉ am feeling down） 

      （３）他是社會階層的底部。48 

         （ He i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 

         

  「下」的概念隱喻是表達 「減少／不好／下降／難過」 等，隱喻是人類特

有的認知、思維的一種方式，所以具有共識。空間方位是人類不知不覺獲得的基

                                           

46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pp﹒48﹒ 

47 王廣成‧王秀卿，〈隱喻的認知基礎與跨文化隱喻的相似點〉，《外語教學》，21:1（西安， 

2000﹒01），頁49-52。 

48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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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力，所以人們借助從這類基本概念去理解抽象的狀況。雖然上下、內外等兩

極對立是基於物理特徵，但是在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仍有變化。 

 

(三) 本體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 

本體隱喻就是用表示實體的詞來表示某一抽象概念。人類最初的生存方式是

物質的，人類對物體的經驗為我們將抽象的概念表達理解為「實體」提供了物質

基礎。 在實體隱喻中，人類將抽象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動、狀態等無形

概念作為具體的有形實體。  

 

概念隱喻：愛情是盛滿液體的容器。 

隱喻表現：（１）充滿了愛情。 

     （２）陷入愛情。 

     （３）愛情有了隔閡。 49 

抽象的「愛情」表示「容器」或者「碗裡面的液體」。 

以上的這三類型的隱喻說明，隱喻不僅體現在日常語言的許多表達方式中，

它更是我們形成概念的基礎。隱喻的思維方式與其他感知一樣，已經成為人們認

識世界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四、轉喻(Metonymy) 

隱喻是兩個經驗領域裡兩個概念的映射，源域的整個圖式結構映射到目標域

的整個圖式結構之上，但轉喻是由相同經驗領域或概念結構內的映射構成。比方

說， 

 

The ham sandwich is wating for this check.
50

 

(那位火腿三明治正等著付帳。) 

 

                                           

49 임지룡，〈개념적 은유에 대하여〉，《한국어 의미학》， 20（首爾，2006﹒8），頁29-60

。（中譯：林枝龍，〈關於概念隱喻〉，《韓國語意味學》，20（首爾，2006﹒8），頁29-60。） 

50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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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廳這場所裡，火腿三明治指的是「吃火腿三明治的顧客」，在這句裡用

的「火腿三明治」的主要功能是指稱。轉喻的基本功能是表示指稱或者指代關

係：在同一圖式裡，可以用Ａ指代Ｂ，或者用Ａ指代整個圖示。51指的是通過某

個事物的顕著部分或特徵，或有特殊關係的鄰近事物來理解整個事物。轉喻的根

據與基礎是事物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以一事物喻指跟其有關係的另一事物。轉

喻可以分機種，最代表的是「THE PART FOR THE WHOLE（部分替代整

體）」。 

 

 We don’t hire longhairs.(=women)
52

 

 我們不雇用長頭髮。（＝女人）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head in the university.(=intelligent people)
53

 

    在大學有很多好頭。（＝聰明的人） 

 

  We need a couple of strong bodies for our team.(= strong people)
54

 

   為了我們的團隊，我們需要幾個強狀的身體。（＝強壯的人） 

 

  在這三個句子中，第一個例子裡的長頭髮是女人的重要外部特徵，用長頭髮

分別「女人」不是隨意的。關注事物的全體還是部分，換言之，是用部分代表全

體，還是用全體代表部分，與說話人的語境與目的有關，而且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發生。這「THE PART FOR THE WHOLE（部分替代整體）」的轉喻方式中最主

要的用法是「THE FACE FOR THE PERSON（臉替代人）」。如： 

 

  We need some new faces aroud here.(=new people)
55

 

（我們在這周邊需要一些新的面孔。）（＝新的人物） 

                                           
51
 劉正光，《隱喻的認知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頁58。 

52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38﹒ 

53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36﹒ 

54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36﹒ 

55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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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 new faces 」指的是「new people（新人）」，新人是我們從來沒

見過的。通過認知，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面部特徵，人們一般先通過觀察人的臉

相來辨識人。比如說，你想看我家人長什麼樣？給你看一張大頭照，你會感到滿

足，但如果一張軀幹的照片，你會感到不滿，甚至會問為甚麼不給看你家人的長

相。因此，可見人類識別人的行為是照「臉指代長相」這個轉喻支配的。56 

  在轉喻中還有「OBJECT USED FOR USER（被使用的物體代表使用者）」

的用法。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57

 

（今天薩克斯管得了感冒。）（＝薩克斯管演奏者） 

 

  在此，薩克斯管是薩克斯管演奏者，演奏者使用的物體；薩克斯管替代薩克斯

管演奏者。這用法是說明被使用的物體的重要性，它是人們注意力的焦點。 

 

第二節 紅色詞的界定 

一、中文的「紅」 

  中文顏色詞在數量上極為豐富，構成方式也多樣，可從不同的角度對中文顏

色詞作不同的分類。 根據詞的來源劃分，中文詞彙可以分為固有詞、外來詞兩

種，但本文從構詞法來分，中文顏色詞的構成方式可以分為單純詞與合成顏色

詞。58單純詞是指由一個表示顏色的詞素構成的顏色詞，中國單純顏色詞只存在

由單音節構成的形式。主要的單純顏色詞為，赤、青、白、黑、黃等，合成顏色

詞又可以分為複合顏色詞與派生顏色詞。 

                                           

56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37﹒ 

57 Lakoff﹐George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pp﹒38﹒ 

58 詞的構造類型，首先可以根據包含詞素的多少，分成兩大類：凡是由一個詞素構成的詞叫做單

純詞；凡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素構成叫作合成詞。合成詞的構成根據詞素的性質又分作兩

類：派生詞與複合詞。派生詞為按照一定的規則把詞綴附著於詞根上以構造新詞的方法。這種構

詞法的特點是，在構造出新詞同時，就表明詞性。例如「美」作詞根，後附詞綴「化」，構成新

詞「美化」。這個詞由後綴「化」可以看出其詞性為動詞。複合詞為由一個以上的詞彙構成或由

兩個獨立的詞連接起來構成。參考宋玉柱，《現代漢語語法基本認知》（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2），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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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純紅色詞 

  單純顏色詞為指由一個語素構成的顏色詞，如：紅、黃、綠、白、黑、青、

藍、灰、紫、褐、橙、赤、丹、朱等等。這類顏色詞在所有顏色詞中佔的比重並

不大，而且除了紅、黃、綠、白、黑、青、藍、灰、紫、褐十個基本顏色詞以外

59，大部分是古語詞的殘留，在古中文中能獨立成詞，而現代中文中多數情況下

已經不單獨或很少單獨使用，有的時只起構詞作用，而且大多用於書面。紅色來

看，「絳、朱、赤、丹、紅」都指示紅色，差別在顏色深淺之別，其中「赤」在

中國就可以泛指一切紅色，而現代中文裡，「赤」最然仍然可以表示紅色，但一

般不能單獨運用，當它作為詞時，只能出現在「赤膽忠心」、「赤小豆」這樣的

構成中。60 

 

（二）合成紅色詞 

  合成顏色詞包括複合顏色詞與派生顏色詞，其中複合顏色詞所佔比重比較

大，派生顏色詞較少。合成詞是在結構上由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語素結合的顏色

詞。 

１﹒派生詞 

  派生顏色詞是由一個表示顏色意義的詞根加上詞綴構成的，中文裡派生顏色

詞主要有重疊型（ABB型：表示顏色詞素＋重疊後綴）與A不XY型（表示顏色詞

語＋多音節後綴）。 ABB型是由一個基本顏色詞素加上重疊後綴，如：紅赤赤、

紅丹丹、紅撲撲等，這類形容詞能生動地描寫客觀事物的色彩並生動地表達人們

的感情。A不XY型是紅不棱登，這表現方法表達惡感評價色彩。還有一些重疊的

情況經常出現的是ABAB型，加強語氣的作用，如：粉紅粉紅、火紅火紅、血紅

                                           

59 姚小平（1988)根據Berlin＆Kay提出的基本色彩詞的特徵來判斷基本顏色詞的標準指定了現代漢

語的十個基本顏色詞：黑、白、紅、黃、綠、藍、紫、灰、棕，橙。劉雲泉（1990)也是基本顏色

詞界定為「黑、白、紅、黃、綠、藍、紫、灰、棕，橙 」十種。劉丹青（1990)也是按照這個理

論來指定了現代漢語的基本顏色詞： 黑、白、紅、黃、綠、藍、紫，灰。他沒有把 棕，橙色包

括的理由是其本身不能表示顏色的成分，必須帶上「色」字才構成，離開「色」字便沒有顏色詞

義。葉軍（2001)認為「黑、白、紅、黃、綠、藍、灰」來界定。由此可見，目前在漢語基本顏色

詞的界定上，意見並不一致，本文採用了姚小平理論。引用於朴寶蘭，〈漢語顏色詞的概念隱喻

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11。 

60 王蘊璐，〈漢語顏色詞探微〉（天津：天津大學社會科學與外國語學院學院碩士論文， 

2007），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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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紅等，中文的紅色詞的派生詞只有這一些，中文顏色詞構成中複合詞的比重比

較大。 

２﹒複合詞 

  在中文的複合詞可以分五類：「顏色詞素＋顏色詞素」、「表示程度或型態

的形容詞＋顏色詞素」、「表示事物的詞素＋顏色詞素」、「表示事物的詞素＋

詞素『色』」、「顏色詞素＋詞素『色』」。 

  第一類為「顏色詞素＋顏色詞素」，指示兩個顏色詞構成的。在一個基本顏

色詞素前冠以另一個基本顏色詞素表示一種混色，即中心成分在修飾成分的後

面，語意中心也在後一成分上。前一詞素為輔色，後一詞素為主色，構成限定與

被限定的關係，如，紫紅、赤紅、朱紅等等。 

  第二類為「表示程度或型態的形容詞＋顏色詞素」，人們對顏色感知有深淺

明暗之分，這種差別反應到顏色詞的構成。中文裡表達深淺明暗程度的形容詞很

多，「深、淺、明、暗、嫩、老、大、亮、沉、淡、鮮」。這些淺明暗程度的形

容詞素結合顏色詞素，如，深紅、嫩紅、大紅、沉紅、鮮紅。其他詞素跟顏色詞

素結合的有，通紅、慘紅、水紅、油紅、昏紅色等。 

  第三類為「表示事物的詞素＋顏色詞素」，中文中這類的顏色詞構成，表示

「像…一樣」的意思，也可以把這一類顏色詞稱為帶有比喻意義的顏色詞。比如

說，「雪白」是指一種「像雪一樣的白色」。因此這方面的例子為，海棠紅（海

棠＋紅）、胭脂紅（胭脂＋紅）、桃紅（桃＋紅）等等。 

  第四類為「表示事物的詞素＋詞素『色』」，用物體來代表顏色這種結構可

以使顏色表現得更加生動、具體，人們可以根據需要隨意創造一個詞來準確、直

觀地表達所見之色，「血色」表達紅色的唯一的這結構上的例子。
61
 

  第五類「顏色詞素＋詞素『色』」，中文中用「顏色詞素＋詞素『色』」的

構詞方式來表事純色，如，紅色、黃色、綠色等，其中紅色代表的是「紅色」。 

 

 

 

                                           

61 韓玲，〈漢韓常用顏色詞對比研究〉，頁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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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文的「紅」 

韓文顏色詞的表現方式非常豐富多彩，而且按照構照方式來發生意義上的差

別。根據詞的來源劃分，韓文詞彙可以分為固有詞、漢字詞、外來詞三種，其中

以固有詞與漢字詞為主。韓文最主要來源是固有詞，如：「검다」，「누르다」，

「붉다」，「푸르다」，「희다」 等，這五個顏色詞為韓國的原來就有的本國

詞。62漢字詞也占有相當的比重，由於固有顏色詞所指稱的顏色名稱比較有限，

漢字顏色詞可以豐富韓文顏色詞系統，可以彌補固有顏色詞的不足。63此外，韓

文顏色詞中部分少外來詞，來源自英語與日語，但是在不同的時段進入了。64自 

1910年日治時起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語大量湧入，日本人廢止韓文的功課

與強迫使用日語，造成了韓文外來語被動吸收的局面。65接下來，1945年光復以後

英語已經在韓國內普及，日語系統的外來語越來越減少了，但英語為直到今日，

其影響越來越大。66 

  韓文顏色詞構造方式而言，可以分為單純顏色詞與合成顏色詞。而合成顏色

詞又可以分為複合顏色詞與派生顏色詞。67單純詞為盡有單一詞根形態素構成的

                                           

62 韓國基本五個顏色受到陰陽五行說的影響，韓國與中國共處東亞, 同屬漢字文化圈，中文與韓

文家的色彩詞基於中國古代陰陽五行說的五色說，大約1876年，實用主義學派進入韓國。在啓蒙

與實學的自然科學世界觀之前，韓國人認識世界的基礎理念是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就是基於陰陽

五行宇宙觀的思想體系。因此，韓國的顏色文化也是在這一思想基礎上形成的。引用於鄭鳳然，

〈漢韓語顏色詞的差異〉，《畢節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8：3（貴州，2000﹒3）， 

頁32-34。손세모돌，〈국어 색채어 연구〉，《한말연구》，제6호（서울，2000﹒6），頁133-

165。（中譯：孫세모돌，〈韓語顏色詞研究〉，《韓語研究》，6（首爾，2000﹒6），頁133- 

165。） 

63 漢字詞：朱紅，朱黃，草綠等。 

64 곤색（こん色），핑크（pink），블랙（black），베이지（beige），블루（blue）等。 

65 김미라，〈우리말 속에 사용되고 있는 일본어에 관한 연구：전라남도 목포시민을 

대상으로〉（木浦：木鋪大學日語教育碩士論文，2009），頁 5。（中譯:金美羅，〈韓語中使

用的日語研究：對象為木鋪人民〉（木浦：木鋪大學日語教育碩士論文，2009），頁 5）。） 

66 조은호，〈한국어 외래어 교육연구〉（首爾：慶熙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7。（中譯：

曹訚浩，〈韓語外來語教育研究〉（首爾：慶熙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7。） 

67 這篇論文要界定語言上的用語。引用於권세라，〈한중 색채어 비교연구-오색 계열 색채어

를 중심으로〉，頁22。〔中譯：權世邏，〈韓中顏色詞比較研究－五個顏色詞為中心〉， 

頁22。〕 

概念 韓語 中文 

simple word 단일어 單純語 

complex word 합성어 合成語 

compound word 복합어 複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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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形態素接合而成的詞為合成詞。本論文顏色對象是

「紅」色，因此顏色詞構找分析是以「紅」色為中心。 

   

（一）固有紅色詞 

１﹒單純詞 

  上述的五個基本顏色詞中，屬於紅色的固有單純詞為表１敘述。固有單純顏

色詞是合成詞基本構成因素，而代表顏色。 

表１﹒紅色固有單純詞 

分類 例子 

顏色形容詞 「붉다」 

顏色名詞 「빨강」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２﹒合成詞 

  合成詞可以分派生詞與複合詞，由兩個或三個以上的形態素結合而成的。 

２﹒１派生詞 

  派生詞大部分由詞根形態素與詞綴形態結合而成的詞，派生詞可以細分為詞

頭派生詞與詞尾派生詞。68韓文形態變化非常豐富，原因是韓文屬於黏著語，往

往借助詞綴區分顏色之間細微的差別，尤其是後綴比較發達，通過豐富多樣的後

綴可以表現顏色之間的差異。69 

２.１.１ 顏色形容詞 

ａ﹒詞頭派生詞 

  詞頭派生詞是顏色詞素前面放前綴，跟顏色詞結合的詞頭綴表示顏色的性狀

以及程度。跟紅色搭配的固有詞頭綴為「새-」、「짙-」、「시-」，如， 

 「새-」：새빨갛다（鮮紅） 

                                                                                                                            

derivative word 파생어 派生語 

 

68 金容勳，〈中韓色彩語比較研究〉（山東：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9），頁14。 

69 韓領，〈漢韓常用顏色詞對比研究〉，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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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짙-」：짙붉다 （深赤） 

 「시-」：시뻘겋다（非常鮮明的紅） 

  「새-」的意思是顏色清淡但還帶著深色，「짙-（深）」表示顏色鮮明度比較，

意思為深色，「시-（非常鮮明）」則強調顏色的深度，意思為非常鮮明的深色。

70語感比較強度順序為「새-（鮮明）」＜「짙-（深）」＜「시-（非常鮮明）」，

這些詞頭綴的功能是按照顏色的濃度強調顏色的意義。 

ｂ﹒詞尾派生詞 

  詞尾派生詞是顏色詞根後面添加詞綴，即可以添加文法的意義及詞彙的意

義。 

表２﹒紅色形容詞中詞尾派生詞類型 

類型 例子 

顏色詞根 ＋  動詞化詞尾詞  

 -애/에지다 빨개지다  

 -아/어지다 붉어지다，벌그스름해지다 

 

 -히 붉히다 

顏色詞根＋  形容詞尾詞  

 －앟/엏다 빨갛다， 뻘겋다 

 －웃/읏다 불긋하다， 발긋하다 

 －우/으다 벌그스름하다， 발그무레하다， 

발그죽죽하다 

顏色詞根＋  副詞尾詞  

 -웃/읏-웃/읏 불긋불긋 

 으락-으락 붉으락푸르락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２.１.２ 顏色名詞 

                                           

70 최리나，〈한국색채어 파생접사와 중국어의 대응관계 연구:한국인과 중국인 색채인식의 

비교를 통하여 〉（首爾：崇實大學國語碩士論文，2011）。（中譯：催俐娜，〈韓國色彩語派

生詞綴與中國語對應研究：通過韓國人與中國人色彩認知比較〉（首爾：崇實大學國語碩士論

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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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紅色名詞中詞尾派生詞類型 

類型 例子 

顏色語根＋名詞尾詞（-앙/엉） 빨강，뻘겅,발강 

顏色形容詞＋-색/빛 빨간색， 붉은색 

一般名字＋-색/빛 핏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２.２ 複合詞 

  複合詞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根型態素構成的詞，構成複合詞後也沒有消

失基本詞幹的意思。 

２.２.１ 顏色形容詞 

ａ﹒單純顏色詞＋單純顏色詞 

검붉다（黑赤色）： 검다（黑色）＋ 붉다（赤色） 

희붉다 （白赤色）：희다（白色）＋ 붉다（赤色）  

  像這些單純顏色詞的結合，顏色的濃度由後面的詞幹來判別。顏色名詞方面

的話，顏色名詞的複合詞的構成型態多見於漢字顏色詞的合成方式。 

 

（二）漢字顏色詞 

１﹒單純語 

  漢字語的單純詞為「丹，紫，赤，紅，黑，白，紺，藍，綠，青，褐，

黃」，其中「紅」色系列的單純語為，「 丹、赤、紅、朱 」。 

 

２﹒合成詞  

  漢字語的複合詞也可以分派生詞與複合詞，而漢字單純詞來構成。 

２.１派生詞 

  派生詞可以細分為詞頭派生詞與詞尾派生詞，漢字派生顏色詞大部分詞頭派

生詞為中心，這些詞頭綴相關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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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詞頭派生詞 

表４﹒漢字紅色詞中詞頭派生詞 

顏色的深度，淺度，鮮明度的詞頭綴＋顏色詞素 例子 

群-，津-，真-，淡-，軟-，鮮-，深-，純-，暗- 

 

津桃紅，真紅，淡紅，軟紅，

軟粉紅，鮮紅，深紅 

代表事物的漢字語＋顏色詞素 例子 

粉-，桃-，茶-，金-，灰- 粉紅，桃紅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ｂ﹒詞尾派生詞 

表５﹒漢字紅色詞中詞尾派生詞 

漢字顏色詞＋詞尾綴「색」 例子 

 赤색（紅色） ，紅색（紅色） ，粉紅색

（粉紅色） ， 

事物替代的漢字顏色詞＋「-색」 例子 

 玫瑰색 ，松花색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２.２複合詞 

  複合詞是結合兩個單純顏色詞，而不能倒換兩個顏色的順序結合。 

  例：丹朱，丹紅，白紅，紫紅，紫朱，青紅，粉紅 

 

（三）語音交替現象 

  元音交替主要是以「ㅏ」、「ㅗ」為主的陽性元音系列為一方，「ㅓ 」、

「ㅜ」為主的陰性元音系列為另一方，互相交替，形成了陽性元音詞與陰性元音

詞這樣兩大對應的詞彙體系，比方說「발갛다：벌겋다」，「발그스름하다：벌

그스름하다」等。這些交替出現的詞在結構上非常相似，語意也相近，但在語感

上細微差異，一般說包含陽性元音的詞總是表示與明亮、清澈、明朗、輕快以及

小、少、細、窄、薄、快、輕、軟、淡等有聯繫的事物及現象，有時候又表示可

愛、軟弱等意義的色彩。陰性元音則表示與暗淡、憂鬱、隱沉以及大、多、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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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深、厚、慢、硬、濃等有聯繫的事物與現象的彩色。
71

如，「빨갛다」，

「뻘겋다」都表示「紅」，但「빨갛다」是顯明、鮮艷的「紅」，而「뻘겋다」

是陰沉、暗淡的「深紅」。 

  除了元音交替之外，還有輔音交替。輔音交替可以分為「初聲輔音交替」與

「總聲輔音交替」，但對紅色相關的現象為「初聲輔音交替」。「初聲輔音的交

替」是不送氣音「ㄱ、ㄷ、ㅂ、ㅅ、 ㅈ」，硬音「ㄲ、ㄸ、ㅃ、ㅆ、ㅉ」，送

氣音「ㅋ、ㅌ、ㅍ、ㅎ」等相對的三個體系的輔音交替來現實的。可以說，元音

交替強調大與小的角度，輔音交替由從強與弱的角度來，強調語意色彩的差異。

輔音交替是按不送氣音，硬音，送氣音的順序來表示更大，更強，其程度更深，

更重，更厲害的意義色彩。如，「발갛다」：「빨갛다」都表示紅色，但「발갛

다」是一般程度的「紅」的話，「빨갛다」是比「발갛다」還濃、還深。 

 

三、小結 

  通過這一節可以了解中文與韓文顏色詞的構造異同，中文與韓文都將其分為

「單純詞」與「合成詞」兩大類，而「合成詞」再分為「派生詞」與「複合

詞」。但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為，中文是合成語中偏向複合詞方面，韓文是派生詞

的構造為主。72 

  中文作為一種獨立語，特性上不能像韓文一樣發生詞綴的派生或形成豐富的

語音形式，因此中文顏色詞的構成大都是通過詞根合成法來實現的。在描述顏色

時，常常借助具體的形像、事物去命名，以區別各種不同的顏色，這種借物呈色

的構詞方式非常發達，才構成了大量複合詞的結構。而且中文作為表意文字，一

般不能直接表出字的讀音，一個字表一個詞或詞素的意義，每個字都是自成音

                                           

71 김혜원，〈색의 상징성과 우리말 표현 연구〉（廣州：朝鮮大學教育大學美術教育碩士論文，

2008），頁58。（中譯：金惠圓，〈顏色的象徵性與韓語表現研究〉（廣州：朝鮮大學教育大學

美術教育碩士論文，2008），頁58。） 

72附錄（一）與（二）概括出中文與韓文的紅色詞系列的詞彙，附錄（一）引用於정진주，〈우

리말 색채어 연구〉（首爾：建國大學韓語文學碩士論文，1990。）（中譯：鄭眞珠，〈韓語顏

色詞研究〉（首爾：建國大學韓語文學碩士論文，1990）。），附錄（二）引用於李倩，〈中韓

顏色詞對比研究：以紅色調顏色詞為中心〉（青島：亞非語文碩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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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都是一個音、形、意的同一體。因此兩種表示顏色的詞素容易結合成一個新

的混合色的顏色詞。 

  相比之下，韓文顏色詞作為黏著語而具有特徵，能夠通過與各種詞綴相結

合，製造出數量相當大的同意詞。韓文顏色詞中，漢字語的顏色詞構成方式就是

複合式顏色詞，但並不像中文顏色詞那麼明顯的優勢。韓文的顏色詞構成是派生

詞的種類比較全面，由於大量派生詞的存在，韓文顏色詞對顏色的描述比中文更

加細分，如，벌그스름하다、발그무레하다、불그스레하다、빨그스레하다等，

這一系列詞都表示紅色的，但很模糊指稱的是何種紅色，因此，我們可以看，韓

文對顏色表達的方式較豐富。另外，韓文顏色詞的一個顯著特點，依據韓文的語

音特性，語音的交替即輔音交替與元音交替將色彩的差異更加細分化，使更為豐

富的表現方式成為可能。還有韓文的顯著的特點就是語音交替現象，這現象在結

構上非常相似，語意也相近，但在語感上細微差異，因此韓文顏色詞同一個顏色

表達方式比中文還豐富。 

 

 

 

 

 

 

 

 

 

 

 

 

 

 

 

 



36 

 

第三章 認知語意學的結合 

 

第一節 「紅」色的原型意義 

  在中文《國語辭典》中「紅」的基本定義為： 

 

  「像鮮血一樣的顏色」 

 

  在韓文《 標準國語大辭典 》中「붉다（紅）」的基本定義為： 

 

  「빛깔이 핏빛 또는 익은 고추의 빛과 같다.（像鮮血或熟的辣椒顏色）」 

 

  「紅色」就容易聯想到「火」與「血」。紅色主要指「鮮血」的顏色，我們

的祖先在和自然界的長期鬥爭中認識了血，認知到紅色的血液是生命的源泉。73

「赤色」的來源就「火」的顏色。這是紅色的原型意義，是全世界各民族語言的

基本顏色。中文與韓文由於在理性意義上的無差別，紅色的聯想意義產生了一定

的同一性。 

   

第二節 「紅」色的意象圖式 

  按照連結圖式（link schema），人們把社會與人際關係看成一種連結關係，

這連結關係在認知的基礎上連結。而且從外部世界多次的互動經驗中抽象出來並

運用於類似的經驗的一個具有高度組織的概念結構。概念是存在於人們思想中

的，而具有體驗性，就是體驗或者人類活動。因此概念就不可能是客觀世界的鏡

像反映，它必定會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各民族在對客觀世界的實體進行類屬劃分

和範疇確定的心智活動中，即要考慮實體本身的特性，也要兼顧到人的主觀因

素。不同的民族對同樣的客觀世界有不同的認知途徑與劃分範疇的方法。74 

                                           

73 孫丹，〈英漢基本顏色詞的內涵對比〉，《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學報》，19：1（湖北，2005﹒  

 3），頁74-76。 

74 王寅，《認知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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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原型理論「紅」色聯想到「血」與「火」，這是從我們的經驗累積的結

果。紅色主要指「鮮血」的顏色，我們的祖先在和自然界的長期鬥爭中認識了

血，認知到紅色的血液是生命的源泉。還有紅與中國的五行和五色有特定的關

係，在五行與五色的對應關係中，「火」代表「赤」，「赤」就是今天的紅色。  

在韓文裡也有火代表赤色的理論，「火」在明度上是明亮的，在彩度上是紅色

的。從音韻的相互聯性上， 「밝다（亮了） 」與「붉（赤色）」 都是由「불

(火)」派生出來的，具有語源上的觀聯性，明亮的東西的根源也是火光。75 

  我們認為「火」可以給人們帶來光明、溫暖與幸福，但是另一方面可以想凶

惡的顏色，是因為物體燃燒時所發的光與燄。「血」也是讓人聯想到兩個圖式，

一方面就是「血」是人體內的「生命之液」，但是另一方面想「流血」。因此，

這兩個圖式聯結兩個相反的圖式(image)，「紅」不盡帶有正面的意思同時也帶有

負面的意義。 

 

圖３﹒「紅」的連接圖式 

                       ˙「火」：光明、溫暖 

     「紅」˙ 

                       ˙「火」：出火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圖４﹒「紅」的連接圖式 

                       ˙「血」：生命之液 

      「紅」˙ 

                       ˙「血」：流血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這上述的意象圖式都是為探討隱喻與轉喻的基本理論，指的是「紅是火」，

「紅是血」是隱喻與轉喻的基本概念，從上述的基本概念開始產生許多聯想意

義。雖然紅色的基本圖式是相同，但是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響，產生出來的聯想

                                           

75 金容勛，〈中韓色彩語比較研究〉（山東：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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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可能會不同。 

 

第三節 「紅」的隱喻與轉喻意義 

一、隱喻意義 

（一）中文紅色詞 

１﹒紅是喜慶 

  第一個引申意義為「喜慶」，華人喜歡用紅色代表喜慶、熱烈及幸福，「紅

包」是一般認為長輩給未婚晚輩的壓歲錢，而喜慶時贈送的禮金過去辦喜事的人

家要給幫忙的人紅包，寓意同喜。如： 

 

 「恭喜發財！紅包拿來！」76 

  

  紅包是對華人長久的古早習俗，華人喜愛紅色，他們認為紅色為帶有活力、

愉快等。發紅包表示把祝願與好運給晚輩，紅包裡的錢，只是讓孩子們開心，其

主要意義是在紅紙，除了春節以外，在其他喜慶場合有送紅包的習慣，比方說，

結婚以及開店等。紅包不僅給人們帶來喜慶的氣氛，更讓人聯想到日子越過越紅

火。這種崇拜紅色，對紅色的喜愛其源於中國古代人們對日神的崇拜，太陽火紅

的顏色，炎熱的高溫給人們神秘的感覺，由此產生對紅的熱愛。紅包具有新的意

義，是指獎金的意思，企業年終給員工發「紅包」，但是如果給上級送紅包是賄

賂的錢財。如： 

 

 「這幾個貪官汙吏，喜歡收受紅包。」77 

 

  在華人的文化中「紅包」是不可缺少的概念，「紅包」的概念由意義的變

質，旦從本質上來說，還是以喜慶的意義居多。 

                                           

76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參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1997），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問日期：2012年8月10

日。 

77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

問日期：201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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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紅事」這詞彙意味喜慶之事，大部分指結婚，結婚時新娘、新郎要穿

上大紅衣裳，而且到處都是用紅布或紅紙來裝飾，表達他們的幸福與喜悅。 

 

  「娶妻紅事，賞銀二兩一錢。」78 

 

  由上述的對「喜慶」的基本理解得知，「紅包」、「紅事」的詞彙表現中紅

色帶有「吉利、幸福、熱烈」的特點。 

 

圖５﹒「紅包」、「紅事」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２﹒紅是成功 

  紅是火光的顏色，是暖色，事一種容易讓人興奮的顏色。商家開業或店慶的

時候，總是張燈結彩，在喜洋洋的氣氛中，人們送上「紅紅火火」、「興旺發

達」等祝福的話，商家也希望「開門紅」。「紅」表示興旺、發達，也表示順利

與受歡迎。79在中國傳統等級森嚴的奴隸與封建社會，禮儀的核心是尊卑有分、

等級有差、長幼有序、顏色也是禮儀的一部分。歷代對不同社會地位的建築、服

飾的顏色都有明文規定。據《禮記》載「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苍、士黈」。丹

為紅、黝為黑、苍為青、黈為黃，違背這一規範不但受譴責。服飾中的尊卑之分

也很明顯，朱紅、紫色在古代服飾文化中都是貴族或高官服裝的用色。80有勢力

的人士可以穿紅的服裝，因此「紅」表示成功，得勢的由來。 

                                           

78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國語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頁2405。 

79 駱峰，《漢語研色詞的文化审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30。 

80 諸葛鎧，〈中國的紅色象徵〉，《蘇州工業美術職業技術學院學報》，3（蘇州，2003）， 

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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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與得勢後，自然而然會得到受人好評的，每個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都離

不開受歡迎的作用。受歡迎，以自身的成績以及外在的表現為基礎，喜引他人的

關注與得到他人的認可。如： 

 

  「他是我們主管面前的紅人。」81 

 

  上述的「紅人」表示成功或受重視的人，「紅貨」也意味搶手可熱的貨物。

兩個詞彙都讓人們認為具有權勢與名譽。 

 

圖６﹒「紅人」、「紅貨」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還有成功、得勢之意基礎上，容易讓人想到，一切都順利得意、人的運氣

好，「走紅運」指的是好得運氣，表示一個人事業、生活獲得成功。  

 

  「他真是紅運當頭」82 

  「他也真是一走紅運，就與眾不同」83 

 

  「紅運」這詞彙我們都可以連接上述的概念，「紅運」帶來順利的成功，而

                                           

81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國語辭典》，頁2406。 

82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

問日期：2012年8月10日。 

83 魯迅《芳徨‧孤獨者》中。引用於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

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問日期：201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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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以及名譽等。因此可以概括初「紅運」中「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圖７﹒「紅運」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但是「紅是成功」的概念之中，上述的「紅」都具有正面的意義，但是也可

以聯想到負面的隱喻意義，人們都看別人的成功、順利得意的時候，會嫉妒別

人。根據「紅是血」的基本概念，嫉妒、貪圖的時候，血壓升高，血流加快，精

神興奮，所以讓人失控平靜心。這時候，人的顏色與眼睛都變紅了，因此在中文

裡有「眼紅」。「眼紅」這詞彙表示「紅是嫉妒」的隱喻意義，都是從「紅是成

功」的概念連接起來的。如： 

 

  「人家發達，我們不必眼紅，只要加緊努力就行了。」84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85   

        圖８﹒「 眼紅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84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

問日期：2012年8月10日。 

85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

問日期：201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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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是成功」概念中，正面的意義，大部分根據「紅是火」帶來的溫暖以及

強烈的樣子引起了正面的特點，而嫉妒的意義為「紅是血」的原型理論中負面的

特點開始連接的。 

 

3﹒紅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的概念可以分兩種意義，第一個隱喻引申意義為「革命」，在中

文中意味「革命」的帶紅色的詞為，「紅軍」、「赤色國際」等。「紅軍」是共

產黨的軍隊，1917年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後不久，內戰爆發，由布爾雪維克黨人所

組成的赤衛隊加以擴編的軍隊。
86
「紅軍」是代表共產黨的軍對，1800年代中期風

起雲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紅色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

領導馬克思最喜歡的顏色。隨著馬克思主義的轉播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

「紅色」被全世界公認為是含有政治內容的顏色。87紅色是無產階級最愛的顏

色，因此，當時紅色被賦予了「革命」的概念。相同意義的詞彙為「赤色國

際」，意思為西元1919年，由俄國共產主義者成立的國際組織。以聯合世界無產

階級，足進社會革命為目的。共產黨主義國家舉行馬列主義，主張階級鬥爭，主

張無裝革命，主張無裝奪取政權，他們都不怕犧牲。所以流血犧牲是無尚光榮

的，熱血被看做是革命者的壯舉。血染的風采成為革命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因

此，鮮血與革命連接在一起。 

 

圖９﹒「紅軍」、「赤色國際」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問日

期：2012年9月20日。 

87 駱峰，《漢語研色詞的文化审視》，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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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引申意義為「恐怖」。在臺灣「赤禍」、「赤魔」等的詞彙可以連接

「恐怖」的概念，「赤魔」指以殺戮為手段的共產主義國家，「赤禍」為共黨危

害民主自由的禍患。「赤禍」殘酷狠毒的滔天罪行。為了共產黨的革命，生產總

值生產指標增加，但人民的生活却毫無改善，反而相對的降低，在糧食增產之

中，人民沒有糧食吃。是因為共產黨是否定私有制度的政治集團，它把人民的財

產看作自己的財產。因此，其生產總值均歸「共匪」所有，人民所取得的僅是其

中一小部分口糧和工資。88同時為了征服世界，「共匪」向東南亞各地區散步共

產主義思想，培養組織的細胞。而為了共產主義幫助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因此

催殘了許多的傳統文化與知識份子的心靈。這些共產黨的殘酷的行為讓人民想到

「恐怖、犧牲」等的概念。 

 

圖10﹒「赤魔」、「赤禍」 中的「赤」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４﹒紅是忠心 

  「赤心」、「赤膽」、「赤誠」都意味「忠心，誠心」。忠誠、至誠是像為

對象獻出生命，所以「紅是血」的原型概念中，可以跟「生命之液」的概念連接

起來。而且古代戲劇中紅色一般都是正義的顏色，重視道、看重義的忠臣或正議

的鬥士都在臉上塗上紅色。89紅臉關羽是一個忠誠、勇敢的人，因而紅色的臉塗

代表示的是忠誠、勇敢的人。如： 

 

                                           

88 大陸赤禍十年編輯委員會，《大陸赤禍十年》（臺北：華僑文化，1961），頁314。 

89 李明風，〈中韓紅色象徵意義的對比研究〉，《中國科教創新導刊》，（北京，2010﹒8），

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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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
90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91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92  

 

圖11﹒「赤心」、「赤膽」、「赤誠」 中的「赤」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５﹒紅是警告 

  「紅是血」的概念開始，血使人聯想到危險與緊張，在日常生活中交通信

號、急救信號、消防設備等，由於視覺上的刺激效果，紅色帶有危險、警告的語

意。最代表的例子為「紅燈」，無論是駕駛人、騎士甚至到走路的行人，如見到

交通號誌變成紅色時，大腦中的認知即是停止、禁止通行的概念會出現在腦海

裡。除了讓人聯想到禁止、警告之語意外，也表現出緊急的語意，在路上一看到

及聽到警笛警響起的消防時，就讓人聯想到發生緊急的事故。而搭乘大眾交通運

輸時，遇上緊急事故可供敲破車窗的桃生工具也是紅色的。因此紅色在此也就可

引申有緊急、危險的含義，這些詞如果形容人的健康狀態也可以描述危險的狀

態。如： 

 

 「不可以任意闖越紅燈，以免釀成災禍。」 

 「這對夫妻最近經常為細故吵架，可見彼此間的感情已經亮紅燈了。」93 

                                           

90 《三國志•魏志•董昭傳》，引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

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問日期：2012年9月22日。 

91 《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引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

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問日期：2012年9月22日。 

92 唐˙杜甫˙承聞河北諸道節度使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十一，引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問日期：201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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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紅燈」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還有「紅牌」也具有警告的意義，「紅牌」為某些球類比賽中，裁判用來驅

逐嚴重犯規球員的紅色牌子，尤其是足球比賽中被出示紅牌的的球員須立即退出

賽場，同時不得參加下一場或機場球賽。這意味著警告與資格消失。如： 

 

 「他因惡意犯規，被裁判舉紅牌趕出場。」94 

 

圖13﹒「紅牌」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最後，紅具有「虧損」的意思，就是「赤字」，意即入不敷出。財政赤字，

即政府的支出額度比收入的部分多，多花的這一部分預算。因傳統上中國紀錄虧

損時皆是用紅筆紀錄，故名。赤字的時，財政方面已經是危險的狀態，因此可以

連接警告的意思。如： 

 「為了減少預算赤字，美國國會正研擬以一美元硬幣取代一美元紙鈔…….」95 

                                                                                                                            

93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

問日期：2012年9月23日。 

94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

問日期：201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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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赤字」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６﹒紅是不好 

  最後紅色引申的概念為「紅是不好」的概念，我們通常都生氣、害羞的時

候，臉變紅，「紅臉」可以形容害羞、氣怒的樣子。當人非常生氣或者害羞的時

候，血氣湧上臉部，因此臉部此時是血色的。如： 

 

 「說道婚事，姑娘頓覺臉紅耳熱。」 

 「大家何必以紅臉相對呢？」96 

 

  第一個例子的「紅臉」表示害羞，由於交感神經系統的作用，血液湧上臉

部，因而臉色泛紅。第二個例子中「紅臉」的意思是，非常生氣的意思。由此可

見，上述的隱喻意義都是「紅是血」的基本概念引起的，而且都是讓人失控平靜

的心態，可以連接「紅是不好」的概念。 

 

圖15﹒「紅臉」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95 中央社會華盛頓日綜合外電報導，〈一元美鈔擬以硬幣取代〉，《臺灣時報》（臺北，2012﹒

12）。網站：臺灣時報，網址：http://www.twtimes.com.tw/index.php?page=news&nid=293779，訪問日

期：2012年12月3日。 

96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國語辭典》，頁2403。 

不好 

害羞 

氣怒 

失控平靜 

 

虧損 

危險 

警告 



47 

 

  其次，紅色具有光著、一無所有的概念，這概念上的詞彙大部分用「赤色」

來表達，「赤膊」、「赤腳」、「赤足」、「赤身」等。「赤膊」是棵露上身不

穿衣服；「赤腳」、「赤足」是光腳，不穿鞋子；「赤身」是赤身露體，都意味

光著、都沒穿，完全顯示出來。如： 

 

  「赤腳在小溪裏捉魚。」97 

  「當流赤足蹋潤石。」98 

 

  在寒冬的時候，沒有衣服冷到皮膚變紅，因此有「紅是光著」的概念，而從

這個概念可以引申為「一無所有」、「貧困」的概念。「赤手」意味空手，形容

條件很差的情況下創立起一番家業；「赤貧」指的是極端貧窮，或稱為是貧窮的

最嚴重狀態、亦即一個人無法獲致生存所需要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水、衣

物、住屋等。如： 

 

  「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99 

  「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100 

 

  由上述的解釋來看，「光著，一無所有」都具有「紅是不好」的概念，光著

並不表達否定的概念，但是從這詞彙給我們的感覺就不是正面的印象，而且引申

的「貧困」意義更讓我們認為「紅是不好」的概念。 

 

 

 

 

                                           

97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國語辭典》，頁3719。 

98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國語辭典》，頁3720。 

99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

問日期：2012年9月22日。 

100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引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

本〉，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訪問日期：201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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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赤手」、「赤貧」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韓文紅色詞  

１﹒紅是熱情101 

  第一個隱喻引申意義為「熱情」，帶紅的詞彙「붉은 악마(紅魔鬼)」是在世

界盃足球賽的期間 ， 在韓國的新聞、報子、網路上常常看到的詞彙。 「붉은 악

마(紅魔鬼) 」 是1995年組成的大韓民國的足球啦啦隊 ， 在韓國足球隊出賽時 ， 全

國將近七百萬人，身穿紅衣、頭綁紅巾，臉上畫著或身上穿著太極國旗，集中在

各都市的戶外螢幕前，收看比賽轉播，共同為韓國隊加油。如： 

 

  「전국이 온통 붉은 고함에 물들었던 지난 월드컵 기간만해도…. 」102 

    過時的 世界環足球賽 期間 全國 被染了 紅的高喊 ……. 

 

  「이제 광화문에 모인 붉은 응원의 함성 속에서는 …….」103 

   現在 聚集 在光化門的 紅色的助威喊聲裡……. 

                                           

101 此概念不是從辭典分析出來的，是2002年開始出現的概念，但是已經在韓國普遍使用的概念，

所以列入本論文的研究項目。 

102 중앙일보사，《중앙일보 2002년 기사：생활》（首爾：2002），第13,028語節，收入：網

站：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

譯：中央日報社，《中央日報2002年記事》（首爾：2002），第13,028語節，收入：網站： 

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 

103 중앙일보사，《중앙일보 2002년 기사：생활》，第13,028語節，收入：網站：SJ-

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中央

日報社，《中央日報2002年記事》，第13,028語節，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址：http:/

/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 

不好 

光著 

一無所有 

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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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自然而然韓國人的助威文化表達「붉은 함성（紅的喊聲）」、「붉

은 응원（紅的助威）」，而且紅色也顯示「熱情」。文化上產生概念之外，

「紅」，即「紅是火」的基本概念來基礎可以解釋「紅是熱情」的引申意義。

「火」本身具有「熱呼呼」的屬性，我們可以自然而然聯想到「熱情」，可以說

紅的基本概念聯接到目標域「熱情」。而且隨著比賽的氣氛越來越熱，都會感到

「興奮」與「活力」，以及運動比賽具有不確定性，無法預測誰能贏，因此讓觀

眾充滿著「期待」及「緊張感」。 

  由上述的對「熱情」的基本理解得知，「붉은 악마(紅魔鬼)」、「붉은 함

성（紅的喊聲）」、「붉은 응원（紅的助威）」的語言表現中紅色帶有「興奮，

活力，緊張」的特點。 

 

圖17﹒「붉은 악마(紅魔鬼)」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最後可以支持「紅是熱情」的根據為問卷的結果， 聯想「紅」的比例最高

項目為「熱情」，45名的受訪者中43名回答。韓國人紅色聯想到熱情的原因是

「붉은 악마(紅魔鬼)」的影響很大，普遍的想法為，由一些政治原因韓國人比較

忌諱紅色，但自此開始對紅色的看法逐漸改變了。104 

 

 

                                           
104

 這樣的情緒在韓國的新聞上報導，「由紅色的認知改變，街上紅色的招牌越來越多，需要行政

規制」。 신현숙、박건숙，〈한국문화에 나타난 색채어 의미연구：뉴스 텍스트를 중심으

로〉，《국어교육》，125（首爾，2008﹒2），頁341-370。（中譯：愼現淑、朴健淑，〈韓國文

化中出現的顏色詞意義研究：以報子為主〉，《國語教育》，125（首爾，2008﹒2）， 

頁341-370。） 

熱情 

興奮 

活力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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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紅是不好 

  第二個隱喻引申意義為「不好」，紅是具有不好的意義，是因為生氣、嫉

妒、貪圖財務的時候後，常常顏色變紅。根據「紅是血」的基本概念，人們生

氣、嫉妒、貪圖的時候，血壓升高，血流加快，精神興奮，所以讓人失控平靜

心。 

  「그러자 남편은 대뜸 화를 내며 얼굴을 붉히는게 아닌가. 」105 

    隨後老公氣得滿臉變紅了。 

 

  「너희들은 그저 자기 돈만 눈에 벌개서 ……. 」
106

 

   你們紅著眼只管自己的錢……. 

 

  「生氣，貪欲，嫉妒」的意思都具有「不好」的概念，生氣為發怒，因不合

心意而不愉快；貪欲為一種意念與意向，但為了自身的享受產生的不大正常的追

求，容易使人利令智昏、誤入歧途；嫉妒是一種比較複雜的心理，它包括焦爐、

恐懼、悲哀、怨恨、報復等不愉快的心理狀態。不愉快、為自己的利益追求是讓

人血壓提高的心理狀態，因此臉變紅、眼睛變紅。 

圖18﹒「붉히다」、「벌겋다」107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05

 좋은생각사람들，《좋은생각》3월호（首爾：1999），收入：網站：SJ-RIKS Corpu， 網

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好思維的人們，《好思

維》3（首爾：1999），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

/，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 
106

 김하기，《완전한 만남》，（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90）第56,491語節，收入：網站：SJ-

RIKS Corpu，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 金河

杞，《完全的相逢》》，（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90）第56,491語節，收入：網站：SJ-RIKS 

Corpu，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 

107 「붉히다」、「벌겋다」屬於派生詞，本論文紅色詞的對象是紅色單純詞為主，但是在韓國這些

詞生氣與嫉妒的時候常用，因此特別列入研究對象。 

生氣 

貪欲 

嫉妒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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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紅色具有色情、低級、淫穢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對紅色的認識累積的結

果。在韓國紅色對色情的概念是從日帝強佔期開始108，日本政府1904年俄羅斯與

日本戰爭前後，很多日本人居住韓國。當時日本政府提出公娼的合法化，從此開

始公認了賣淫業，賣淫業者紅色的燈放在窗戶前，藉此吸引客戶。109因此，紅色

具有色情的概念。 

  「그녀는 젊어 한때는 매력으로 빛나는 홍등가의 여왕이었다.」110  

   她 年輕的時候是 有魅力的 紅燈區女王。 

 

  「과거 학창 시절 화장실에서 몰래 훔쳐보던 「빨간 책」의 추억이 차          

라리 아름답게 느껴질 정도다.」111 

  過去 學生的時候 在廁所 偷偷 看紅色書的 回憶 反而 覺得 美好。 

 

  上述的「紅燈區」與「紅色書」的紅色連接到「色情、低級」的概念，這種

的概念在社會上被認為陰暗角落裡的認識。因此，可以連接到紅是不好的概念。 

 

圖19﹒「홍등가」、「 빨간책 」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08 1910年8月29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統治韓國的時期。 

109 이상현，〈우리 현대사와 붉은색의 전승 현장들：홍등가에서 붉은 악마까지〉，《실천민속

연구》，5（首爾，2003﹒8），頁98。（中譯：李尙鉉，〈現代社會與紅色繼承的現場：從紅燈區

到紅魔鬼〉，《實踐民俗研究》，5（首爾，2003﹒8），頁98。 

110 국립국어연구원，《표준 국어 대사전》第三冊（首爾：斗山東亞，1999），頁2068。（中

譯：國立國語研究院，《標準國語大辭典》第三冊（首爾：斗山東亞，1999），頁2068。 

111 중앙일보，《월간중앙》8（首爾，2000），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 網址：

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中央日報，《月刊中央》8

（首爾，2000），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

日期：2012年6月30。） 

色情 

低級 

淫穢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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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在韓國也有「前科」的意思，意味著犯罪了，有了前科，犯了法接受刑

罰的話，在戶籍上面劃上紅色的標記。 

 

  「학교폭력 혐의로 학생부에 빨간 줄인 …….」112 

  以學校暴力嫌疑在學生輔導記錄簿上劃了紅線……. 

 

  因此「빨간줄（紅線）」連接到前科、犯罪的概念，有了紅線在社會活動也

不容易、不方便，甚至對有前科人有很多負面的看法。因此在社會有「不好」的

認知。 

圖20﹒「빨간줄（紅線）」 中的「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３﹒紅是危險 

  第三個隱喻引申意義為「危險」，紅是危險的最普遍的例子為「紅綠燈」，

在交通體系中最重要的顏色為紅色，亮了紅燈汽車與行人都要注意，如過闖紅燈

會遇到危險。由於紅色在可見光譜中光波最長，紅色與其他顏色相比振幅範圍居

中，這樣也說明紅色無論是在深色或淺色背景上都容易顯示出來，所以紅色最為

醒目，可以刺激人的神經。113因此表達「危險」或「緊急的情形」的時候常用。

比如說，「적색 경보(赤色警報)」，「적신호(赤信號)」的赤色意味著「危險」

                                           

112 정재훈，〈學暴학생부 미기재 징계거부 金교육감,，교과부와 전쟁선포>，《경기신문》，

（首爾：2012﹒10）。收入網站：〈京畿報紙〉，網址：

http://www.kg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20805，訪問日期：2012年10月5日。（中譯：鄭

載勳，〈學校暴力未記載拒絕處罰，教育部與戰爭宣布〉，《京畿報紙》，（首爾：2012﹒ 

10）。收入網站：〈京畿報紙〉，網址：http://www.kg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2080

5，訪問日期：2012年10月5日。） 

113 橋洪、張序貴，〈中華民族色彩觀念中的紅色〉，《浙江工程學院學報》，20:2（浙江，2003:

6），頁128。 

犯罪 

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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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적색 경보(赤色警報)」的基本意義為空襲警報，即是在城市受到空襲威脅時

鳴響的提醒人們防空的警報，但並不使用在空襲威脅時，普遍告訴處在危險的狀

態時使用，相似的表現是「적신호(赤信號)」。 

 

  「사이버 개인정보 보호망에 적색경보」114 

   在網路上的 個人信息管理程序燈了 赤色警報。 

 

  「식욕의 이상 증진과 이상 감퇴는 건강의 적신호이다. 」115 

   食慾 不正常的增進與減退是 健康的赤信號。 

 

  從此可以看，上述例子中的「紅」，並不表達顏色的紅色，意味著「危

險」。而且在著火、縱火成災難的時候，火是危險的對象，火又本身散發出高度

的熱，因此可以連接「紅是危險」。危險跟警告有密切的關係，處在危急的時

刻，要使人驚覺各種潛在的危險、障礙與需要注意的特別情況。上述的「적색 

경보(赤色警報)」，「적신호(赤信號)」是意味處危險的情形，但一方面是讓人告

知危機，而給當事者解決危機的機會。「빨간딱지（紅單子）」是在扣留的東西

上貼的紅色單子，如： 

 

  「그의 집에 말로만 들었던 그 무서운 빨간 딱지가 붙었다」116 

   在他的家 貼了 只聽過的 可怕的紅單子。 

                                           

114 중앙일보，《월간중앙》8（首爾，2000），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址：

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中央日報《月刊中央》8，

（首爾，2000），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

期：2012年6月30。） 

115 이상종，《중년기 건강크리닉》（忠北：長樂出版社，1994），收入：網站：SJ–

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李商

鍾，《中年期健康診所》（忠北：長樂出版社，1994），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址： 

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 

116 김태환，《푸른 장미를 찾아서》（首爾：文學與智力出版社，2001），收入：網站： 

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金兌

換，《找藍色玫瑰花》（首爾：文學與智力出版社，2001），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

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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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者應該按規定的期限還款，如果過期還沒還，人民法上給借款者最後的

警告，是指借款者的財產上貼「빨간딱지（紅單子）」，貼紅單子的物品易地進

行 ， 再有被扣押的財產只能由人民法院自行保管或委託其他單位或個人保管。因

此，紅可以連接到警告。  

 

圖21﹒「적색 경보(赤色警報)」、「적신호(赤信號)」、「 빨간딱지（紅單

子）」 中「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還有紅色有「警告」意義的詞彙是「레드카드（紅牌）」，在一場足球比賽

中，當一名球員在比賽中嚴重犯規，在場裁判員會舉起紅牌 (Red card) 命令球員

離場。在此情況下，被罰球員將不能繼續進行餘下的賽事。球隊也不能用後備球

員補上，需在缺人下繼續比賽；若因此而導致餘下六人，會被判棄權落敗。同時

根據犯規情節的嚴重程度被禁賽、停賽一場以上。 

 

  「… 마지막 2차전에서는 레드카드 1장과 옐로카드 14장이 그라운드에   

난무하는 볼썽사나운 난투극을 벌였었다.」117 

  最後 第二場出現 紅牌一張與黃牌式四張 在球場已經變成激烈混戰。 

 

 

 

 

                                           

117 서울신문사，《스포츠서울：축구》（首爾：首爾新聞社，1998），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首爾新聞

社，《運動首爾：足球》（首爾：首爾新聞社，1998），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

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 

危險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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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레드카드（紅牌）」中「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紅是火」以外還有一個基本概念「紅是血」，血是在人生命的原泉，但一

旦鮮血流淌不止，生命也結束了，所以紅使人們聯想到「暴力」、「鬥爭」、

「戰爭」、「革命」等貶義的隱喻概念。118在辭典上沒有鬥爭、暴力與紅色相關

的詞彙，但是在韓國文化中，示威或者罷工的時候，頭上紮了紅色的帶子。這是

為了得到正當的條件與權力，工會與罷工者拼死戰鬥。 

   

  「…….건설현장에서 한 노조원이 머리에 붉은 띠를 동여매고 있다. 」119 

     在建設場地 有一位 工人 頭上 紮了 紅帶子 

  

  「대의원 겸 파업위원으로서 머리에 두른 붉은 띠가 너무도 자랑스러웠

다.」120 

   作為 議員兼罷工委員 頭上 紮了 紅帶子 覺得 非常 得意。  

 

 

                                           

118 신현숙、박건숙，〈한국문화에 나타난 색채어 의미연구：뉴스텍스트를 중심으로〉，頁

341-370。（中譯：愼現淑、朴健淑，〈韓國文化中出現的顏色詞意義研究：以報子為主〉， 

頁341-370。） 

119이상현，《연합뉴스》（首爾：聯合報導，2012)，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 ，網址：

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6月30。（中譯：李相鉉，《韓聯網》，（首

爾：聯合報導，2012)，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

問日期：2012年6月30。） 

120 안재성，《어느 화가의 승천》（首爾：新路出版社，1992），語節64,039， 收入：網站：

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7月1）。（中譯：安宰

成，《有一位畫家的升天》（首爾：新路出版社，1992），語節64,039，收入：網站： 

SJ-RIKS Corpus，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7月1）。） 

 

警告 

被禁賽 

驅逐 

 

被禁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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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붉은 띠（紅帶子）」 中「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這裡的「붉은 띠（紅帶子）」意味著向對方的威脅，而對自己權力的鬥爭

。「紅」還可以聯想到「損失」，在戰爭時代的時候，戰爭勝敗的最決定性的因

素是士兵的人數，士兵的死亡會影響到士氣，士兵的死亡是在戰爭的時候表達損

失。因此，士兵的死亡、士兵的血就是損失，但現代社會不常發生戰爭，經濟活

動上需要的因素為資本。經濟活動中，支出多於收入的話，這代表損失，危險基

本經濟狀況，而要警告支出的過度，由此可知，經濟活動中支出比收入多的情況

為「적자（赤字）」。 

 

  「이번 달에는 가족행사가 많아서 적자가 났다.」121 

   這個月有許多家庭聚會而出現赤字。  

 

圖24﹒「적자（赤字）」 中「紅」具有的隱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21 국립국어연구원，《표준 국어 대사전》第三冊，頁53058。（中譯：國立國語研究院，《標

準國語大辭典》第三冊，頁5305)。 

 

危險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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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警告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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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喻意義 

  上述的內容都是紅色顏色詞隱喻意義的敘述，但紅色顏色詞也有轉喻的意

義，轉喻是以事物之間的相關性為認知基礎，是借助最突出、容易辨認的參照

點來建立本體與喻體的心理關係。轉喻這個認知過程是在同一認知域內的跨越

不同概念範疇的映現。轉喻體現在紅色詞中，就是用顏色代替參與認知的相關

事物，轉喻認知的背後是存在認知理据的。 

 

（一）中文紅色詞  

１﹒紅是女人 

  在中文中有「紅顏」、「紅粉」、「紅樓」、「紅裝」等的詞彙，紅色中國

古代意味著人年輕時容顏的健康色，固代女子喜歡用紅色的脂粉妝扮自己。於是

用紅色脂粉來打扮的女子的臉是指「女人」。如： 

 

 白居易《宮詞》 

 

  淚濕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  

  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122 

  

  這首《宮詞》是描述一位失寵宮女無可奈何的悲境，而且這首上指的「紅

顏」是宮女、一位美女。這是轉喻用法中「THE FACE FOR THE PERSON（臉

替代人）」的用法來描述，是借「紅顏」替代「女子」。接下來的「紅粉」是第

一個意思為紅色鉛粉，第二個意思是「 女人 」。鉛粉是古代女子化妝用的白

粉，古代女人認為紅色是花中紅花是最美麗的花，因此她們用紅色的鉛粉來化

妝。而且紅色是鮮艷的顏色，它最能傳達積極的印象與可以引人注目，有這些原

因，古代女人用紅粉來打扮。因此，借女人用的「紅粉」替代「女子」，這是按

照Lakoff的理論中，「OBJECT USED FOR USER（被使用的物體代表使用者）」

的用法。「紅粉」的用法在孟浩然的《春情》上可以看到， 而這首上的「紅

                                           

122 師長泰，《白居易詩選評》（西北：三泰出版社，2008），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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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是脂「女人」。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妝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枕席，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鬥管弦來。123  

 

  「紅樓」是女子的居處，這表示「紅樓」的紅也是「女人」的意思；「紅

裝」是婦女的裝飾或者婦女，就是紅色意味著「女人」，這些詞彙也都是按照

「OBJECT USED FOR USER（被使用的物體代表使用者）」的用法來解釋，

「紅樓」為女人住的居處；「紅裝」為女人用的裝飾，都是女人用的事物體代女

人。因此，上述的「紅」具有的轉喻意義為「紅是女人」。 

 

圖25﹒「紅顏、紅粉、紅樓、紅裝」中「紅」具有的轉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韓文紅色詞   

１﹒紅是女人 

  韓文也有紅色詞轉喻的詞彙，「홍일점（紅一點）」意味「女人」，原意為

眾多的男子中只有一個是女的。如： 

 

   「제가 유일한 홍일점 여교사라서 더 감싸 주는 것해요.」 124 

                                           

123 王啟興，《校編全唐詩》，（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收入：網站：〈全唐詩〉，網

址： http://qts.zww.cn/，訪問日期：2012年7月3日。 

124 윤흥길，《묵시의 바다》（서울：문학사상사，1987），第55,559語節，收入：網站： 

  女人 

  美女 

  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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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唯一的 紅一點  女老師   加意   保護 

   我是唯一的女老師大家加意保護。 

 

  紅一點的原意並不是這個意思，紅一點一詞出自中國宋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

兼文學家王安石的詩 《 詠石榴花 》 ， 原文為 「 濃綠萬枝紅一點 ， 動人春色不須

多」， 後來才幻化成俗語「萬綠叢中一點紅」。125紅一點最初沒有特指女性，但

為了形容女性的美借用了紅色的花。後來，韓國人認為紅色意味著女性，更加上

突顯女性的美。轉喻的根據與基礎是事物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以一事物喻指跟

其有關係的另一事物，因此，紅色花的美麗的特點與女人的美的相關性可以試圖

轉喻的用法。 

圖26﹒「홍일점（紅一點）」 中「紅」具有的轉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２﹒紅是親北勢力 

  在韓國比較特別的用法是 「빨갱이（紅色分字）」，紅色在韓國意味共

產主義者的俗稱，對北韓共產黨或同黨的人的稱呼。126從韓國戰爭以後產生了

這一概念，1945年解放後，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有戰爭，從這時期開始

韓國人對紅色有否定的看法，這叫做「ＲED COMPLEX」。由革命與戰爭的

形象產生了紅色是共產黨顏色的概念，共產黨意味著親北勢力。而且1948年

李承晚當選總統候，他為了建國，在執政的過程中，建立起了個人獨裁政

府，不容易反對他的政治綱領。他堅持了反共政治與抗日政治，相信反共將

使自己的體制得到強化，有助於社會的穩定。他反覆強調北韓共產主義的惡

                                                                                                                            

SJ-RIKS Corpus，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7月1。（中譯： 尹興

吉，《暗示的海》（首爾：文學思想社，1987）），第55,559語節，收入：網站：SJ-RIKS  

Corpus，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7月1。） 

125 網站：〈古詩文網〉，網址：http://www.gushiwen.org/，訪問日期：2012年7月4日。 

126 李明風，〈中韓紅色象徵意義的對比研究〉，頁38-39。 

  女人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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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性質與危險性，並且強調一定要將其征服。而且他想通過這種手段來強化

自己的地，爭取勢力強大的具有強烈反共思想的保守勢力的全方支持。如： 

  

  「김일성 만세나 부르는 너 같은 빨갱이들보다 백번 낫지.」127 

  比像紅色分子高呼金正日萬歲的你好還多。 

 

  由這種的李成晚的行為，引起了韓國人對紅色有否定的看法，按照Lakoff的

理論中，「OBJECT USED FOR USER（被使用的物體代表使用者）」的用法來

解釋紅是親北勢力。共產主義者用紅色代表自己的身分，因此代紅色的衣服、帽

子等物品的話被認為共產黨。因此民主主義國家就非常忌諱紅色、恐怖的顏色，

在長時間的南北對立中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各個領域中紅色被用來攻擊自己的敵

人。 

圖27﹒「빨갱이（紅色分字）」 中「紅」具有的轉喻意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27 김하기，《완전한 만남》（首爾：創造與批評社，1990），語解56,491，收入：網站： 

SJ-RIKS Corpus ，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7月1。（中譯：金河

杞，《完整的見面》（首爾：創造與批評社，1990），語解56,491，收入：網站： 

SJ-RIKS Corpus，網址：http://db.koreanstudies.re.kr/sjriks/，訪問日期：2012年7月1）。 

 共產主義 

 親北勢力 

 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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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韓顏色詞的比較 

 

第一節 中韓紅色詞差別 

  這章節敘述較中文與韓文的紅色詞比較，第一部分為語料分析結果，第二部

分為問卷結果來基礎分析結果，而呈現以中文與韓文為母語的實驗組，在理解紅

色詞語時，所產生的不同看法。最後部分分析語料分析與問卷結果分析的差別。 

 

一、語料分析結果 

  根據第三章，我們已經知道紅色詞具有許多的引申意義，但是中文與韓文的

紅色詞語意有共同性與差異性，因此這章歸納出來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的共同性與

差異性。 

表６﹒中文與韓文的紅色詞語意比較 

 語意項目 中文 語意

比較 

韓文 

正面的意義 

１ 女人 紅顏，紅粉 ｏ 홍일점（紅一點） 

２ 相合，熱情，

活力 

紅包，紅事 o 붉은악마（紅魔鬼） 

３ 喜慶 紅包，紅事 ｘ  

４ 革命 紅軍 ｘ  

５ 受歡迎，成功 紅人，走紅 ｘ  

６ 運氣好 紅運 ｘ  

７ 忠誠 赤心 ｘ  

負面的意義 

８ 生氣，憤怒 紅臉 ｏ 붉히다（發紅） 

 

９ 危險，警告 紅牌 ｏ 적색경보（赤色警報） 

빨간딱지（紅單子） 

레드카드 （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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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色情  ｘ 홍등가（紅燈區） 

빨간책（紅色書） 

11 嫉妒 眼紅 ｏ 벌겋게되다（變紅了） 

12 貧困 赤貧 ｘ  

13 損失 赤字 ｏ 적자(赤字) 

14 鬥爭  ｘ 붉은띠(紅帶子) 

15 共產主義 赤禍 ｏ 빨갱이(紅色分子) 

16 前科  X 빨간줄(紅線)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根據中文與韓文的紅色詞語意128，表６概括出中文與韓文顏色詞的比較，中文

紅色系列的詞彙與韓文붉다系列的詞彙總共16個項目。中文具有13各項目的隱喻

表現，韓文具有10個項目的隱喻表現。 

  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相同的概念為六個項目；女人、熱情、生氣/嫉妒 、危險/

警告、損失。紅是表示血與火的顏色，這是紅色的原形意義，是全世界各個民族

語言色基本顏色，因此從原形意義的「紅是血」、「紅是火」的意義引申的顏色

概念是被廣泛應用中文與韓文。其中，憤怒、嫉妒、鬥爭、危險等的概念是從

「紅是血」的原形概念引申出來的，大部分「紅是血」的原形概念引申出來的詞

彙是具有否定的意義。是因為憤怒的時候，血壓高、血氣湧上臉部，鬥爭、革命

的時候，暴力、犧牲等，「紅是血」相關的詞彙幾乎都意味著流血，表達否定的

意義。 

  還有中文與韓文都有的項目是「共產黨、共產主義」。但在辭典中，與共產

黨概念相關的詞彙有兩種情況：一種如「紅軍」等，敘述中國共產黨執政時期的

歷史名詞；另外也有如「赤禍」等，對共產黨具有負面性的詞彙。辭典中出現相

關共產黨的詞彙「赤禍」是從國共內戰以後產生的概念。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

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遷臺，此移民潮時來臺的大陸居民被稱呼「外省人」。國共內

戰只有存在於遷臺的國民黨與外生移民的生命經驗。129由於國共內戰中所遺留下

                                           

128 中文與韓語的紅色詞概念，整理於附錄（五）與附錄（六）。 

129 王恩美，〈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臺灣與韓國兩地小學教科書為中心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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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仇恨，許多第一代的外省人對中華民國以及中國國民黨存有高度的認同，並

且中國共產黨採取敵視甚至是仇恨的立場，毫無疑問的，第一代外省人是堅決反

共的一群人。因此辭典包括負面性的詞彙。  

  韓國的辭典中出現相關共產黨的詞彙是「親北勢力」，從韓國戰爭以後產生

了這一概念，1945年解放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有戰爭，從這時期開始韓國

人對紅色有否定的看法，而紅意味著親北勢力。 

  還有「紅是危險」、「紅是警告」的項目也是相同，因物理上的因素，中韓

紅色詞在其運用上產生了對應的詞語搭配。從物理的角度來分析，因其波長在物

理學的屬性上，兩民族對紅色光的認知，是無相異之處的。
130

紅色與其他顏色相

較之下其波長較長，在遠處即可清楚見到，光線也比較易聚集，也因而紅色在兩

民族中常用來作為禁止、警告、危險的文化語意，特別是在交通用語上，如交通

信號「紅燈」，但這「紅燈」還可以在人的健康或者很緊急的情況下運用。 

  接下來解釋中文「紅」與韓文「붉다」的差異點，比較明顯的差異點是「紅

是喜氣」、「紅是吉祥」的項目。漢民族自古以來就紅色作為喜氣的顏色，無論

是中國農曆年、結婚喜事、民俗上都會與紅色聯想在一起。過年時，家家戶戶都

會貼著「紅聯」、「掛紅綵」，長輩會給晚輩「紅包」，這些都是紅色在漢民族

的生活一部分；在婚禮也常會見到與喜氣的紅色有關的人或物，如婚姻介紹者的

叫做「紅娘」、新娘穿著衣服是「大紅禮服」。131在中文「紅是喜氣」的項目較

多的原因就是，「紅是火」的原型理論來引申的。火是給我們溫暖、可以使黑暗

變得通亮，於是被認為火是帶來希望與快樂的東西。因此對華人紅色是熱烈、熱

鬧、新婚壽誕、節日喜慶都與紅色分不開。 

  在韓文也是紅色是給我們帶來溫暖與明亮的顏色，這可以從韓文「붉다」的

詞原來解釋。在中世國語可以看到「밝다」與 「븕다」的用例，「밝다」的用

例並不多，但是「븕다」的用例較為多。因此，「븕다」為「붉다」的基本型，

語幹為 「븕－」，從語幹的「븕－」除卻「ㄱ」的話，只剩「블」這個字。

                                                                                                                            

析〉，《思與言》，48：2（臺北，2010﹒6），頁108。 

130 頁89詳細地解釋色彩與波長的關係。 

131 朱恕平，〈漢德顏色詞文化語意對比研究－以黑、白與红為例〉（新莊：輔仁大學德國語文

學習碩士論文，2011），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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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블」在中世國語意味著「火」，火的顏色是紅色，因此「붉다」的詞源就是

「火」。132以前韓國人認為紅色不是忌諱的顏色，但是現在韓文紅色意義中出現

較多負面的成分。甚至是「紅是火」的原型理論派生的紅色詞項目也幾乎都是負

面的概念，不是給我們帶來溫暖的概念，如「火是危險的對象」、「火是可以引

起災難的物體 」 ， 因此有 「빨간딱지（ 紅單子 ） 」 、 「적색경보（ 赤色警

報）」等的詞彙。雖然中文與韓文紅色的詞源都可以追溯到火，但是其意義隨著

社會的發展及不同文化發生了不同變化，而韓文出現對紅色的負面意義較多的原

因是韓國與北韓長期南北對立的結果。 

  但是認知隨著文化、文明的發展而發生了變化 ， 韓國對紅色的概念從2002年

開始好轉，「붉은악마（紅魔鬼）」、「붉은 함성（紅的喊聲）」等的詞彙，

意思為韓國人的力量、團結、熱情等。這些詞都是「紅是火」的基本概念來基礎

可以解釋，「火」本身具有「熱呼呼」的屬性，我們可以自然而然聯想到「熱

情」。而且紅色具有的「紅色分子」意義，現代社會生活中並不濃重。 

  由此可知，認知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語言本質上來看，語言也是

一種社會現象，不是絕對靜止的機構體系，在不斷的使用中發展、變化。而且韓

文對紅色的這些變化並不陌生的，是因為韓文「붉다」的詞源也是「火」開始的，

已經具有了正面的因素。話說回來，韓文開始具有對紅色正面的看法是並不陌生

的事。 

 

二、問卷分析結果 

  上述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的比較是由辭典的語料來基礎分析，但是筆者想再進

一步探討實際上對紅色詞的認知，以及中文與韓文裡的語意與顏色聯想的差異，

並比較兩種語言顏色聯想概念的異同，因此採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問卷對象共

90人，分別為中文使用者45人，韓文使用者45人。以中文為母語的受訪者，年齡

介於18到51歲之間；18歲１名、20歲到29歲21名、30歲到39歲11名、40歲到49歲 

                                           

132 성인출，〈색채어의 어원과 음운론적 고찰〉，《한민족어문학》，（首爾，1997﹒31），頁3

5-53。（中譯：聖人出，〈顏色詞的詞源與音韻論的考察〉，《韓民族語文學》，（首爾，199

7﹒31），頁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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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50歲以上為1名。以韓文為母語的受訪者，年齡介14歲到49歲；14歲到19歲 

11名、20歲到29歲25名、30歲到39歲名5名、40歲到49歲4名。兩組都沒有分職

業，問卷的項目一共有34個詞語，34個項目的來源為中文與韓文對紅色概念相關

資料，就是字典、相關顏色詞的先行研究。字典方面而言，如，「紅人」的辭典

上的意義為「走運得寵的人」，因此加到「好運」的項目。「빨간책」的辭典上

的意義為「色情書的俗稱」，因此加到「色情」的項目。而從先行研究取得測試

語彙的方式是，先選出中文及韓文各自先行研究舉出的紅色詞概念中，重複性高

的詞彙，接著再綜合中文與韓文選定的詞彙作測試。如，10篇中文先行研究中至

少3篇以上出現「紅是成功」的話， 收入「成功」的項目；10篇韓文先行研究中

至少3篇以上出現「紅是熱情」的話，收入「熱情」的項目。 

  因此從辭典來收集的項目為「血、火、革命、共產主義、氣怒、嫉妒、婚

禮、忠誠、色情、一無所有、犯罪、受歡迎、害羞、女人、虧損、警告、危險、

好運、貪欲」；從先行研究收集的項目為「吉祥、熱情、興奮、愛情、緊張、戰

爭、花、太陽、明顯、活力、利益、健康、漂亮、成功、重要、」。 

  根據上述的工具，首先將對「顏色聯想」問卷中的待答詞語分別做顏色個數

的統計。133分別統計中韓兩分問卷個詞語回答「紅」的個數，歸納出聯想最多的

顏色及此次聯想的顏色。 

 

（一）中文方面 

１﹒問卷結果分析 

  本章節以問卷調查的結果，說明以中文為母語的受訪者所反映出語意概念聯

想的顏色。表７將針對以中文為母語的名受訪者，依照回答人數最多、次多排

列，而表中詞語的順序是依照「紅」所佔的比例而排列的。 

 

表７﹒中文語意概念聯想的顏色中「紅」所佔的比例表 

  聯想最多的顏色 聯想次多的顏色 
聯想紅的人數 

（名） 

聯想紅的比例 

(%) 

                                           

133 見附錄（三）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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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 紅 44(97%) 黃 1(2.2%) 44 97% 

血 紅 44(97%) 其他 1(2.2%) 44 97 

火 紅 43(95%) 黃 1(2.2%) 43 95 

熱情 紅 43(95%) 其他 2(4.4%) 43 95 

興奮 紅 38(84%) 綠/藍 3(6.6%) 38 84 

警告 紅 38(84%) 黃 5(11%) 38 84 

害羞 紅 37(82%) 綠/藍 4(8.8%) 37 82 

共產主義 紅 36(80%) 黑 7(15%) 36 80 

革命 紅 35(77%) 黑 6(13%) 35 77 

危險 紅 34(75%) 黑 9(20%) 34 75 

好運 紅 33(73%) 黃 7(15%) 33 73 

重要 紅 32(71%) 黑 6(13%) 32 71 

受歡迎 紅 29(64%) 綠/藍 8(17%) 29 64 

愛情 紅 28(62%) 白 9(20%) 28 62 

虧損 紅 28(62%) 綠/藍 6(13%) 28 28 

緊張 紅 27(60%) 白 7(15%) 27 60 

戰爭 紅 27(60%) 黑 14(31%) 27 60 

氣怒 紅 23(51%) 黑 14(31%) 23 51 

花 紅 22(48%) 黃 11(24%) 22 48 

太陽 黃 22(48%) 紅 20(44%) 20 44 

婚禮 白 23(51%) 紅 18(40%) 18 40 

嫉妒 黑 19(42%) 紅 17(37%) 17 37 

明顯 紅 15(33%) 黑(20%) 15 33 

貪欲 黑 29(64%) 紅 12(26%) 12 26 

活力 綠/藍 26(57%) 紅 10(22%) 10 22 

女人 白 24(53%) 紅 9(20%) 9 20 

忠誠 白 27(60%) 紅 9(20%) 9 20 

犯罪 黑 33(73%) 紅 9(20%)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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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黑 25(55%) 紅 8(17%) 8 17 

健康 綠/藍 29(64%) 紅 7(15%) 7 15 

漂亮 白 25(55%) 紅 6(13%) 6 13 

成功 黃 18(40%) 綠／藍 9(20%) 5 11 

色情 黃 40(88%) 紅 4(8.8%) 4 8.8 

一無所有  白 28(62%) 黑 10(22%) 2 4.4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表7中，我們發現34個項目中，首位聯想到「紅」是30個項目，為了方便理解

先分四層次，首位聯想到「紅」的項目中，語意聯想「紅」的比例80%以上的項

目為第一層次；第二層次語意聯想「紅」的比例在60%到80%之間；第三層次語

意聯想「紅」的比例在40%到60%之間；第四層次語意聯想「紅」的比例在30%到

40%之間。第一層次的項目為「吉祥、血、火、熱情、興奮、警告、害羞、共產

主義 」；第二層次的項目為「革命、危險、好運、重要、 受歡迎、愛青、虧

損、緊張、戰爭」；第三層次的項目為「氣怒、花」；第四層次的項目為「明

顯」。 

  第一層次的項目中，比例最多的項目為「吉祥」與 「血」，聯想最多的顏

色與次多的顏色佔的比例差很多。「吉祥」的聯想「紅」的比例為45名中44名選

紅色，只有1名選黃色。選紅色的原因幾乎都想到喜氣、新年、春聯、紅包，過

年時喜慶的顏色，選黃色的原因是黃色是明亮的顏色。接下來的兩個項目「血、

火」是本來紅色戴的顏色，就容易理解選紅色的原因，「熱情」選紅色的原因大

多是「熱情如火」。興奮的時候臉變紅，血壓升高、皮膚會變紅，牛看到紅色會

興奮的理由來選紅色，害羞也是相似的理由來選紅色。警告是大部分因警告標誌

的顏色就選紅色，共產主義是中國大陸的國旗、共產黨的顏色等的回答。第一層

次的項目除了「吉祥」的項目以外，其他的項目是幾乎紅的普遍性意義。 

  第二層次的項目為「革命、危險、好運、重要、 受歡迎、愛青、虧損、緊

張、戰爭」，革命的項目選紅色是流血、犧牲、死亡等想到血的概念來選紅色；

危險是緊張的感覺、流血、道路上的警告標誌是紅色等的原因來選紅色；好運是

聯想到紅包、喜氣等；重要是用紅筆畫重點、用紅色將重要的事情區別出來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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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是大多；受歡迎是醒目的顏色、給人熱鬧的感覺、溫暖、歡樂等的原因來選紅

色；愛青是聯想到火、太陽、愛心符號、熱情等；虧損是幾乎想到財務赤字；緊

張是臉紅、緊躁、血液顏色等原因；戰爭是想到血是大部分的意見。 

  第三層次的項目為「氣怒、花」，氣怒選紅色的原因就是生氣臉會漲紅、火

氣、怒火中燒等；看到花聯想的顏色紅色最多，因為第一想到的花就是玫瑰花。

這可以用認知語言學中「基本層次範疇理論」來解釋，範疇系統最顯著的特點之

一就是具有金字塔的層次性。頂層的範疇高度概括，相對抽象，而愈向下的範疇

層次則愈為具體。在基本層次範疇的基礎上，向上擴展為上位範疇而向下擴展為

下位範疇。
134

上位範疇的認知主要是依靠基本層次範疇的具象來完成的，如，

「水果」依靠「蘋果、橘子…」來完成。基本層次範疇的的數量上很多，而且舉

出的屬性也很多。但還是相當多的人同時用同一個屬性來解釋上位範疇，如：聯

想水果的基本層次範疇的時候，較為多的人第一想到蘋果，用「蘋果」來說明

「水果」。按照這理論受訪者看到花的概念想到玫瑰花，較為多的人用「玫瑰

花」來說明「花」。因此，受訪者看到「花」想到「玫瑰花」，而連結了紅色。 

  第四層次的項目為只有「明顯」，是顯眼、亮、鮮艷、用紅筆把重點圈起來

較明顯、畫重點的原因來選選紅色。因此看上述的層次，我們可以歸納，層次越

高的詞語，表示聯想「紅」的比例越高。而且還要關注的部分為曾次越低越回答

的顏色分布是多樣，譬如說，第一層次的「吉祥」，是紅色、黃色，只有兩種，

但是第三層次的「花」被選五個顏色；白色、紅色、藍/綠色、黃色、其他色（彩

色），第四層次的「明顯」也是被選五個顏色；黑色、白色、紅色、藍/綠色、黃

色。是因為層次越高越紅色普遍的意義很明顯地出現，但是層次越低越不容易反

映紅色的特點。  

  概括出了語意聯想「紅」比例與選「紅」的原因，以上述的答案為主歸納出

兩種現象。選紅色的原因有兩個分類，第一個為受到社會輿文化的影響，第二個

為紅色物理屬性。受到社會輿文化的影響的項目為「吉祥、共產主義、好運、受

歡迎、虧損」。「吉祥、好運、受歡迎」是從紅色是中國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引

起的概念，所以體現了華人在精神與物質上的追求。「共產主義、革命」是社會

                                           

134 盧鑫瑩，〈認知語言學中基本層次範疇詞的動態意象〉，《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5（吉

林，2009﹒8），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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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代表的顏色，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發展，「紅」被全世

界公認是含有政治內容的色彩，而且隨著國際共產主義思想的穿傳播與國際共產

主義運動的影響。「虧損」是經濟上的概念來解釋的，經濟活動與人們的日常生

活密切相關，日常生活中用顏色詞必然會直接進入經濟活動的領域。支出超過收

入的數額，因西式簿記上以紅字記載，故稱為「赤字」。 

  紅色物理屬性來選紅色的項目為「血、火、熱情、興奮、警告、害羞、危

險、愛情、緊張、戰爭、氣怒、明顯」。「血、興奮、愛情、緊張、氣怒、戰爭

 」是與血相關，「愛情」是與心臟的顏色相關，「興奮、緊張、氣怒」是血的

循環作用出來的結果，「戰爭」是與流血、血腥相關，犧牲以征服者的勝利，充

滿了血腥的味道，因此戰爭與血相關，聯想到紅色。「火、熱情」是與火相關的

概念，火給萬物代來溫暖，而且熱情的活氣象火一樣熱呼呼的。「警告、危險」

是紅色的物理屬性的結果，紅色是電磁波可視部分的長波長部分，波長大約為630

-750mm，類似於血的顏色，因此在視覺上給人以強烈的刺激。135  

  接下來敘述第二階段「聯想概念」的結果，表8是看到紅色首位想到的概念

歸納出來的，受訪者回答的答案歸結起來十一個意項目。 

 

表8﹒中文使用者紅色首位想到的概念 

概念 人數 概念 人數 概念 人數 概念 人數 

喜氣洋洋 12 血 5 花 1 蘋果 1 

紅包 10 火 4 熱情 1 重點標誌 1 

過年、春節 6 愛情 3 紅燈 1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看到紅色首位聯想的概念中，「喜氣」是最多人選的項目，其次是「紅

包」，第三個為「春節、過年」。這三個項目都是相關「喜慶」的詞彙，民間的

喜慶活動都要使用紅顏色，每逢節日喜慶，有其是「新年、過年」。而且喜慶時

贈送的禮金，過年時長輩給為結婚晚輩的紅包都是寓意同喜。按照這結果來看，

                                           

135 張繁榮，〈論「紅色」的文化含義及其在服裝色彩設計中的應用〉，《海峽兩岸傳統色彩與

現代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2010），頁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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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文化中紅色是喜好度最高的顏色。而且看第三階段的「對紅色的看法」的

結果，我們再確認對紅色的推崇。 

 

表９﹒中文使用者對紅色的看法 

否定(negative) 中立(neutral) 肯定(positive) 

5 24 16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雖然問卷的結果為中立的回答最多，但肯定的看法也不少。具有中立看法的

人認為紅色帶有喜氣也有邪惡的感覺、想到的東西有好有壞，要看當時的情形

等。具有肯定的立場是因為紅色是很積極很有衝勁的感覺、有喜氣或好運的感

覺，也會聯想到過新年、紅包等等。而且比較否定看法與肯定看法的話比率差異

很大，選否定看法的受訪者選的原因為想到不及格、想到紅燈等。因此，按照上

述的調查結果，在臺灣人的意識中紅色是不是負面的意思。 

 

２﹒語料分析與問卷結果的比較 

  通過上述的語料分析結果與問卷結果，這節要比較語料上的紅色詞與日常生

活中對紅色的看法。根據上述的結果，我們發現辭典上解釋的紅色的概念，在日

常生活中卻不相應。具有明顯的差異點的項目是「結婚、女人、忠誠、成功」，

這四個概念都有「紅顏、紅粉、紅包、紅事、紅人、走紅、赤心」的紅色詞。但

是在問卷結果看，這些概念的聯想最多的顏色不是紅色。 

  「結婚」的項目來看，按照問卷結果，聯想最多的顏色是「白色」，聯想次多

的顏色是「紅色」。雖然比例的差異沒有很大，但是想到白色的比例已經超過一

半，選白色的原因是他們想到婚紗、純潔等。出現這些結果的原因是受到西方文

化的影響，西方的婚禮上新娘總是穿白色婚紗，意味著新娘的聖潔高雅與愛情的

純真。隨著與外國人的交往日益增多，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曾多，在這個文化背景

下，漢民族婚禮服裝的變化。由於受到西方的文化與婚俗的影響，一度出現穿旗

袍與白色頭紗作為搭配的婚禮服，集中西元素於一人之身。後來越開放西方文

化，受到西方的婚禮方式的影響越多，因此在1900年初男女的婚禮服都徹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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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36

此外，選白色的原因為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三十二歲年齡比較年輕，因此

出現了這些結果。 

  「女人」的項目也是聯想最多的顏色是「白色」，聯想次多的顏色是「紅

色」，但是比例的差異很明顯；白色為53%，紅色為20%，而選白色的原因為讓

人們想到純潔、天真、單純的感覺。女人想到「純潔、天真、單純」是筆者認為

婚紗顏色「白」引起的。婚紗是婚禮時穿的新娘的服裝，白色婚紗代表內心的純

潔及像孩童的天真無邪。女人最美的時刻就是婚姻的時候，現代結婚習俗新娘穿

白色的婚紗，就是讓受訪者容易聯想到「女人是白色」。古代婚禮時，新娘用紅

色的鉛粉來化妝，而穿紅喜群，紅喜群是用於婚嫁時的裙子的一種統稱，上配紅

色的褂子。137由這些因素產生了女人與紅色相關的詞語，但隨著社會的變化，婚

姻時新娘穿婚紗比穿紅色的旗袍的還多，就出現了這些結果。 

  「忠誠」項目中聯想最多的顏色是「白色」，原因為白色是毫無隱私而純

粹、沒有污染很忠心、沒有其他的雜念、單純、一心一意的感覺。 聯想次多的

顏色是「紅色」，原因是心臟的顏色、赤心、赤膽忠心、熱血等。白色是各種顏

色中最純粹的、不摻染任何染物的色彩，在人們看來「白」是沒有添加任何其他

色彩的顏色。同時，忠誠與婚姻有關，表示對配偶的忠實，按照上述婚姻與白色

概念的關聯，因此忠誠與白色在概念的連結上也有密切的關係。白色的這些屬性

之外，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西方文化中從白色看到的是純潔、童貞與超然。

因此、現代社會白色代表意義主要是純潔。在現代生活中做人清白、坦蕩是許多

人的做人標準，138根據這些原因受訪者選白色。 

  「成功」是想到古代皇帝的顏色、光明、黃金，其中「黃金」的回答最多。

貨幣在當經濟飛速發展的商品生活中離不開的，人們生活所需要的。在原始、奴

隸與封建社會，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小產品生產處於從屬地位，商品經濟很不

發達，標價的貨幣不可能表現出來。但商品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了最普遍的

經濟現象，商品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細胞，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與社會分工的逐步

                                           

136 韓純宇，〈明代至現代漢族婚禮服飾600年變遷〉（北京：北京服裝學院碩士論文，2008）。 

137 韓純宇，〈明代至現代漢族婚禮服飾600年變遷〉，頁12。 

138 駱峰，《漢語研色詞的文化审視》，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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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化。
139

商品經濟主要是靠貨幣流通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因此，貨幣作為價

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的工具，從一產生便對社會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

響。而且人們對金錢的態度改變了，在幾前年的封建社會裡，養成了自然經濟小

農意識，加上孔孟儒家文化的為富不仁、重農輕商、安貧樂道等的訓示，不必要

貪欲福。但是在這種金錢為優先的社會，擁有大量財富、福裕的生活就是成功的

人生，因此容易聯想到黃金的顏色。但是以前的社會制度為有分尊卑、等級有

差，服飾中的尊卑之分也很明顯，朱紅、紫色在古代服飾文化中都是貴族或高官

服裝的用色。有勢力的人士可以穿紅的服裝，因此「紅」表示成功。140上述解釋

的四項筆者認為都是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認知受到社會文化影響之後，又重新

回到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在支配著人們的社會活動。 

  

（二）韓文方面  

１﹒問卷結果分析 

  本章節以問卷調查的結果，說明以韓文為母語的受訪者所反映出語意概念聯

想的顏色。表10將針對以韓文為母語的45名受訪者，依照回答人數最多、次多排

列，而表中詞語的順序是依照「紅」所佔的比例而排列的。 

 

表10﹒ 韓文語意概念聯想的顏色中「紅」所佔的比例表 

  聯想最多的顏色 聯想次多的顏色 
聯想紅的人數 

(名) 

聯想紅的比例 

(%) 

火 紅 44(97%) 黃 1(2.2%) 44 97 

血 紅 44(97%) 黑 1(2.2%) 44 97 

熱情 紅 43(95%) 黑，白 1(2.2%)  43 95 

興奮 紅 42(93%) 白，藍/綠 1(2.2%)  42 93 

氣怒 紅 41(91%) 黑 4(8.8%) 41 91 

共產主義 紅 38(84%) 黑 4(8.8%) 38 84 

色情 紅 37(82%) 其他 4(8.8%) 37 82 

                                           

139 趁修俞，〈論金錢萬能淪的本質〉，《重慶大學學報》，（重慶，2003﹒9：4）。 

140 駱峰，《漢語研色詞的文化审視》，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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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紅 37(82%) 黃 4(8.8%) 37 82 

害羞 紅 31(75%) 黃 9(20%) 31 75 

警告 紅 34(75%) 黃 10(22%) 34 75 

重要 紅 32(71%) 黃 4(8.8%) 32 71 

革命 紅 32(71%) 黑 5(11%) 32 71 

太陽 紅 29(64%) 黃 11(24%) 29 64 

嫉妒 紅 26(57%) 黃 6(13%) 26 57 

愛情 紅 26(57%) 其他 12(26%) 26 57 

花 紅 23(51%) 黃 15(33%) 23 51 

虧損 紅 19(42%) 藍 12(26%) 19 42 

女人 紅 18(40%) 白，黃 9(20%) 18 40 

戰爭 紅 18(40%) 黑 15(33%) 18 40 

緊張 紅 15(33%) 白 9(20%) 15 33 

貪欲 黑 19(42%) 紅 15(33%) 15 33 

受歡迎 藍/綠 15(33%) 紅 13(28%) 13 28 

忠誠 綠 14(31%) 紅 11(24%) 11 24 

活力 
白，

藍/綠 15(33%) 
紅 9(20%) 9 20 

漂亮 黃 18(40%) 白 10(22%) 8 17 

犯罪 黑 36(80%) 紅 7(15%) 7 15 

成功 藍/綠 23(51%) 白 9(20%) 6 13 

健康 藍／綠 23(51%) 綠 12(26%) 6 13 

明顯 白 17(37%)  黑 8(17%) 6 13 

利益 黃 14(31%) 白 9(20%) 5 11 

吉祥 白 20(44%) 藍/綠 12(26%) 4 8.8 

婚禮 白 39(86%) 黃，粉紅色 2(4.4%) 1 2.2 

好運 藍/綠 21(46%) 白 9(20%) 0 0 

一無所有  白 24(53%) 黑 12(26%) 0 0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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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個詞語的順序是依照聯想紅所佔的比例而排列的。在此，同樣利用聯想

層次做標準，將這些詞語分四個層次，分類原則依照上述中組分類的標準，越上

層的詞語，表示聯想紅的比例越高，同時也代表該詞語在受訪者對紅的語意聯想

中強度越強。第一層次的項目為「血、火、熱情、興奮、氣怒、共產主義、色

情、危險」；第二層次的項目為「害羞、警告、重要、革命、太陽」；第三層次

的項目為「嫉妒、愛情、花」；第四層次的項目為「虧損、女人、戰爭、緊

張」。 

  第一層次的項目中，比例最多的項目為「火」與「血」，佔的比例為97%， 

45名中44名選紅色，選紅色的原因是紅色本來具有的色就是「火」與「血」的顏

色。看到「熱情」的項目聯想最多的顏色也是紅色，是因為想到火熱、像火一樣

熱烈的情緒、積極主動的態度像太陽，朝氣蓬勃；「興奮」是脾氣火一樣大、臉

紅等這兩個是大體答案，而氣怒也是相似的理由選紅色。「共產主義」是讓受訪

者聯想到北韓的紅色分子、共產國家、流血、革命等；「色情」是想到未滿19歲

者禁止觀看的標誌、紅燈區的紅燈等；「危險」選紅的原因為紅色是讓人們容易

告知危險的顏色，想到紅綠燈的紅燈。 

  第二層第的項目為「害羞、警告、重要、革命、太陽」。看到「害羞」聯想

最多的顏色就是紅色，是因為害羞的時候，臉會變紅；警告是讓人們告知危險

的，因此想到紅色；重要是用紅筆畫重點、用紅色將重要的事情區別出來；革命

因為想到北韓、共產黨、流血等；太陽是太陽本來的顏色是紅色。 

  第三層次的項目為「嫉妒、愛情、花」。嫉妒時會興奮與氣怒，就聯想到紅

色。另外，女人會常常嫉妒，口紅常常作為女人的象徵，所以再由口紅聯想到紅

色。愛情為心臟的顏色是紅色，同時愛情也表達出與另一人密切、深刻而強烈的

關聯，因此聯想到溫暖的感覺；看到花聯想的顏色紅色最多，因為第一想到的花

就是玫瑰花。 

  第四層次的項目為「虧損、女人、戰爭、緊張」，這層次的比例不到50％，

只三分之一的受訪者選紅色，而且聯想最多的顏色及聯想次多的顏色比例差距也

不是很大。看到「虧損」的項目選紅色是19名，原因為想到赤字、但看到「虧

損」選藍色是12名，原因為股票的標誌中藍色是意味著損失；看到女人最多聯想

到的也是紅色，是因為想到女生的口紅；戰爭為18名想到流血的樣子，但是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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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到黑色，是因為想到戰亂過後的一片廢墟的的樣子，變的一片黑暗的樣子；

緊張是人們緊張的時候會流汗、臉紅，因此選紅色。 

  概括出了韓文語意聯想「紅」比例與選「紅」的原因，韓文使用者也是像中

文使用者一樣，歸納出兩種現象，第一個為受到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第二個為紅

色物理屬性。 

  受到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的項目為「共產主義、色情、虧損、女人」。「共產

主義」是社會體系代表的顏色，是馬克思義的傳播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發展，

「紅」被全世界公認是含有政治內容的色彩，但特別在韓國共產主義的概念等於

親北勢力。由於社會意識型態的不同，在韓人來說，共產主義即意味著北韓，一

直帶有絕對不被容納的危險。「色情」是受到社會影響產生的概念，開著紅燈的

街區，這區域通常是娼家、妓女比較多的街。而且未成年禁止觀看的電影或者

書，也用紅色來表達。這些概念都是對紅色的認識累積的結果，在韓國從日帝強

佔期開始有紅燈區的概念。「虧損」是與上述解釋的中文一樣，是經濟上的概念

來解釋的，支出超過收入的數額，因西式簿記上以紅字記載，故稱為「赤字」。

男人與女人生來就不一樣，這是誰都改變不了的事實。單從外貌上，男人就比女

人強壯、高大、強悍，由此而產生的強者意識，也使其更具統治欲與競爭欲。在

生物性上，男人與雄性動物頗為相似。譬如群居動物為爭鬥頭領位的競爭，交配

期間血淋淋的爭鬥，與之對應的，就有希臘神話中為了爭鬥美女海倫而爆發的特

洛亞戰爭。在如此兇悍的男人中間，女人要生存，就不能不以美麗、溫暖、順

從。因此，女人愛打扮，女人打扮的時候，自古一來用紅色來打扮，人們意識中

女人是紅色的概念。 

  紅色物理屬性來選紅色的項目為「血、火、熱情、興奮、氣怒、危險、害

羞、警告、重要、革命、太陽、嫉妒、愛情、花、戰爭，緊張」。「血、害羞、

興奮、愛情、緊張、氣怒、戰爭 」是與血相關，「害羞、興奮、緊張、氣怒、

嫉妒」是血的循環作用出來的結果，「愛情」是與心臟的顏色有關，「戰爭」是

暴力、流血相關，特別一些保守的、落後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却對此逆反的心理因

素，紅色為殘酷、血腥、災禍、狂熱等，作為殘手與暴力。「火、熱情」是與火

相關的概念，熱情的活氣象火一樣熱呼呼的，作為團體而言，會給人一種視覺上

的群體衝擊與心理上的震攝作用。「太陽」雖然是白色，但因為在可見光的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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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黃綠色的部分最為強烈，從地球表面觀看時，大氣層的散射使天空成為藍

色，所以它呈現黃色或者紅色。因此我們容易想到太陽是紅色。「警告、危險」

是與中文使用者一樣的原因，在人類可視光的部分中，紅色的波長最常，最容易

引起人們的注意，所以視覺上給人以強烈刺激的這種屬性，被人本廣泛應用。紅

色屬於亮色，紅色最容易引起人們的觀注，因此萬綠眾中一點紅一樣，紅色玫瑰

是具有強烈的視覺震撼。 

  接下來敘述第二階段「聯想概念」的結果，表11是看到紅色首位想到的概念

歸納出來的，受訪者回答的答案歸結起來十三個意項目。最多的概念為「熱

情」，第二個多的是「血」，第三個為「愛情」。出現這些結果是「붉은악마

（紅魔鬼）」的影響最大，2002年很多人穿著紅色的衣服出來支持韓國足球隊，

紅色是一個高純度的顏色 ， 在精神上引起極大的心裡震撼、特別是大面積的時候 ，

具有爆裂般燃燒的激情。「붉은악마（紅魔鬼）」引發了進取向上的力量，勢不

可擋的燃燒感，堅定，自信以及極度歡喜，因此最多人寫熱情。此次多的概念為

「血」，血的代表顏色是紅色，因此毫無疑問地寫了血。但是這裡可以觀注的地

方是 ， 韓文 「붉다」 的詞源是 「 火 」 ， 但是首位想到的概念是 「 血 」 ， 不是

「火」。從這點來看，韓國人對紅色的看法並不是很好，想到「血」的意思是他

們已經聯想到了血腥、血戰、流血、殘殺與暴力等的概念。韓國人2002年以後對

紅色的看法有好轉，但還存在否定的看法。由表11的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對紅

色的看法，同時看第三階段的「對紅色的看法」的結果，我們再確認韓國人對紅

色的看法。 

表11 ﹒韓文使用者紅色首位想到的概念 

概念 人數 概念 人數 概念 人數 概念 人數 概念 人數 

熱情 15 生氣 1 蘋果 1 紅十字 1 不安 1 

血 11 玫瑰花 2 滅火器 1 救火車 1   

愛情 5 火 2 中國 1 太陽 1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按照表12的結果來看，韓國人對紅色的看法為中立的回答最多，但是負面的

看法也不少，與中立的看法相差只有3名。具有中立看法的受訪者認為會聯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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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壞、要視當下的情況或是所指的事物而定，所以沒有絕對的立場。負面看法

是因為紅色雖然有熱情的感覺，但還是看到紅色想到躁急、危險等的感覺。韓國

人對紅色沒有特別的感情，但是正面與負面的看法相比，負面形象遠大於正面。 

 

表12.韓文使用者對紅色的看法 

否定(negative) 中立(neutral) 肯定(positive) 

17 20 8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２﹒語料分析與問卷結果的比較 

  通過上述的語料分析結果與問卷結果，這節要比較語料上的紅色詞與日常生

活中對紅色的看法。根據上述的結果，我們發現辭典上解釋的紅色的概念，在日

常生活中卻不相應。具有明顯的差異點的項目是「貪欲、犯罪」，這兩個概念在

韓文中都具有「벌겋게 되다（變紅了），「빨간줄（紅線）」的紅色詞。但是

在問卷結果看，這些概念的聯想最多的顏色不是紅色。 

  「貪欲」的項目最多的顏色是「黑色」，次多的顏色是「紅色」，比例的差

距並不是很大，但還是聯想最多顏色是「黑色」。選黑色的原因為貪欲為心地不

純解的狀態、黑心腸的回答最多。人類的欲望是為了生存與誕生後代，主要表現

為對事物性的獲取。但人類的欲望與動物不同，動物的欲望本能是純粹的自然屬

性，而人的自然欲望則受著社會生活條件的制約。人的欲望不僅因為在社會活動

中得到滿足，而且又在社會活動中產生新的欲望，這樣的欲望的無限性是社會活

動的動力源。但欲望的無限性卻容易使人們迷失自我，為了想得到的目標，用武

力、狡詐等利用任何方法從另一個人手中的快樂與滿足奪過來。私慾膨脹、不擇

手段與不計後果，是貪欲的本質所在，一旦私慾滿足當做生活的唯一目的的人的

心理一定是不正常。邪惡的想法或這邪惡的行為須要背地裡進行，即在黑暗中進

行，是見不得光明，因此受訪者容易想到黑色，因為黑色與黑暗相聯的，因為黑

暗，人們看不見任何東西，由此使人感到神秘與恐懼。而且黑在語言中表達「不

乾淨的、不愉快、不吉利的」的意義。紅色顏色詞中具有貪欲的概念，它平常與

眼睛搭配表現為「눈이 벌겋게 되다（眼紅了），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在形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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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貪心只顧自己的利益，內心被欲望充滿的樣子時，使用紅色來修飾眼睛，表

示心裡不滿意、嫉妒的狀態。因此受訪者選黑色的原因是，想到私慾膨脹、不擇

手段與不計後果等的「貪欲」本質，而紅色的詞語就是表現貪欲的狀態。 

  「犯罪」的項目最多的顏色也是「黑色」，聯想次多的顏色是紅色，但是兩

個項目目的比例差距很大，黑色為80％，紅色為15％。選黑色的原因為幾乎都是

否定的看法，想到黑暗、想到賊、想到盜賊蒙著面的樣子、在夜晚做壞事等。犯

罪是危害他人、社會或國家的行為，而且是在社會上屬於負面評價的行為。因此

容易想到黑色，黑色總與黑暗相關的，因為黑暗，而違法犯罪的事情也不能公開

的進行，必須在暗地裡，所以用黑色來描述、解釋非公開的、邪惡的行為。選紅

色的受訪者的回答是想到「紅線（빨간줄）」就選了紅色，對犯罪的概念聯想到

的顏色是黑色與紅色，想到黑色的是他們想到犯罪的社會認知，選紅色的人是想

到犯罪後，有了前科，犯了法接受刑罰的話，在戶籍等上面劃上紅色的紀錄。 

 

（三）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的比較 

  按照上述的問卷結果，中文中的「紅」與韓文中的「붉다」在語意的認知方

面有共同性與差異性。中文與韓文的共同項目為「血、火、共產主義、熱情、興

奮、氣怒、危險、害羞、警告、重要、革命、愛情、花、虧損、戰爭、緊張」，

差異項目中文使用者為「吉祥、好運、受歡迎」，韓文使用者為「色情、太陽、

嫉妒」。 

  中文使用者的第一個項目「吉祥」意外，中文與韓文都前四個項目是「血、

火、熱情、興奮 」。中文與韓文都對「熱情」的回答就是想到火熱、像火一樣

熱烈的情緒，「興奮」是臉紅的回答最多。而且其他的項目「氣怒、危險、害

羞、警告、重要、革命、愛情、花、虧損、戰爭、緊張」也是選紅色的原因很相

似，氣怒選紅色的原因就是生氣臉會漲紅、火氣、怒火中燒，警告是大部分因警

告標誌的顏色就選紅色等。共同的項目是紅色普遍屬性來產生的概念，這些結果

是與語料分析結果較為相似。 

  但是相同的項目「共產主義」中選紅色的原因是不同，中文使用者的受訪者

幾乎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因選紅紅色；韓文使用者的受訪者選紅色的原因

是想到北韓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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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結果依年齡（參考表13）來分的話，臺灣40到50以上的受訪者12名其中

６名選黑色，10歲到30歲的受訪者有33名，選紅色的有30名，選黑色的1名。較靠

近國民政府時期的受訪者，在共產黨與紅色連結的比例上為50％原因是紅色為共

產黨的代表色，另外50％則是選擇黑色原因是恐怖統治；而10歲到30歲較年輕的

一代選擇紅色則是96％。顯示出即使是較熟悉國民政府時期的受訪者，對共產黨

的反感程度與紅色的連結仍不明顯。雖然前文辭典上出現赤禍，但是實際上對共

產黨沒有那麼負面的意思。是因為由歷史的因素，因此臺灣不同於韓國，多數民

眾並未直接遭遇與共產黨戰爭的經驗。國共內戰只有存在於遷臺的國民黨與外省

移民的生命經驗，而非所有臺灣人的集體記憶。占臺灣人口87％的閩南人、客家

人、原住民，都未曾參與國共戰爭。國共內戰即無法形成國民的共同記憶，也無

法如韓戰一般成為反共敘事的內在結構。
141

  

  由韓國受訪者的比例來看，40歲以上的受訪者都選擇紅色，30歲以下的受訪

者為41名，其中33名選擇紅色，比例上為80％。（參考表14）顯示出在共產黨與

紅色概念的連接上韓國的結果較具有一致性。這結果也與強調北韓共產主義的惡

魔性質與危險性，並且強調一定要將其征服。因此，韓國與北韓對立的局面，紅

色在韓國人眼中成了「親北勢力」，長期以來紅色韓民族忌諱的顏色，引申出了

紅色相關的政治貶義詞。表格如下： 

 

表13﹒中文使用者依年齡來分對共產黨的看法 

年齡（歲） 

顏色 

10～19 20～29 30～39 40～49 50以上 

紅色 １ 19 10 5 1 

其他  白:1 灰:1 黑:1 黑:6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表14﹒韓文使用者依年齡來分對共產黨的看法 

年齡（歲） 10～19 20～29 30～39 40～49 50以上 

                                           

141 王恩美，〈冷戰時期學校教育中的反共形象：以臺灣與韓國兩地小學教科書為中心的分

析〉，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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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紅色 9 20 4 4  

其他 藍:1 黃:1 黑:3 灰:1 黑:1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不同點來看，中文有但韓文沒有的項目為「吉祥、好運、受歡迎」，中文使

用者的受訪者對這三個項目的回答是，吉祥聯想到喜氣、新年、春聯、紅包；好

運是聯想到紅包、喜氣；受歡迎是因醒目的顏色、給人熱鬧的感覺、溫暖、歡樂

等的原因選紅色。但是上述的這三個項目，與韓文使用者的結果相比的話，韓國

對這三個項目的比率相對較低。142 

  同時，利用統計結果探討中韓兩組對「吉祥、好運、受歡迎」項目聯想情

況，藉此比較兩組受訪者對「紅」意義概念的異同。為了檢視中文與韓文對吉祥

聯想到「紅」的程度是否存有顯著差異，再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143。 

  首先為了容易解釋分析結果，簡單地解釋ANOVA分析。144分析之前先建立統

                                           

142 見附錄（八）。 

143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為ANOVA分析中一個分析法，我們可

以一次比較倆個或更多的組。它是由獨立設計來分析資料，亦即在每一組中使用不同的受訪者。

比較二組以上的平均數是否相等時，就須使用到變異數分析。參考於Perry R.Hinton，《統計

學》，謝智謀‧林維君譯（臺北：弘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118。 

144 ANOVA 簡表 
     

變源 

SS 

自由度 

MS   

P（機率） 臨界值 
（平方和） （平均平方數） F（變異比）     

組間 df 組間 SS 組間 MS 組間 
    

P   
Ｆ  

組內 df 誤差 SS 誤差 MS 誤差 
   

       
總和 df 總 SS 總         

 

‧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df）：當以樣本的統計量來估計總體的參數時，樣本中獨立或能自

由變化的資料的個數。計算式， 

     df總=N-1 （N df總是共有幾個分數） 

         df組間=k-1 （k是組數） 

         df誤差= df總- df組間 

‧平方和： SS總=Σx²- （Σx)²/N （Σx²是平方和；（Σx)²是分數總和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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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假設，統計假設一般有兩種形式，其一為我們所欲否定者，稱為虛無假設 

（null hypothesis）：以符號Ｈ0 表示，通常將研究者想收集的證據予以反對的假

設；另一則為其反面，稱為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以符號Ｈ1表示 ，

通常將研究者想收集的證據予以支持的假設。145 

  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是一種統計分析方法，是將一組資料所發生的總

變異，依可能發生變異的來源分割為數個部分，亦即每一部分均可歸因於某原因

（變異來源）。測度這些不同的變異來源，可瞭解各種變異是否有顯著差異；若

有差異，則表示某一變異來源資料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否則便無影響作用。146 

  對兩組變異數的檢定，有Ｆ分配可以用，F值是用ANOVA檢定後算出來的結

果，即為因子均方值與誤差均方值之比。算出F值之後與臨界值對照，而Ｐ值與

預設的顯著水準（α）對照。若F值大於臨界值，而Ｐ值小於預設的顯著水準

（α），表示新臨界域的範圍低於原來臨界域之範圍，換句話說，Ｐ值愈小乃代

表拒絕虛無假設（Ｈ0）的證據愈充分 。147 

  用在中韓兩組對「吉祥」聯想的差異分析，先建立虛無假設與對立假設。虛

無假設為「中韓對吉祥聯想到「紅」的比例沒有差異」；對立假設為「中韓對吉

祥聯想到「紅」的比例有差異」。然後用統計結果來判斷中韓兩組對「吉祥」連

想的差異，由表15第一個摘要表中列出的平均數來看，中文使用者聯想到吉祥為

「紅」的比例高於韓文使用者（0.97 > 0.08）。但是為了更精確分析統計結果，

再看第二個摘要表，這可看出表裡Ｆ值是338.4615，大於0.05顯著水準的臨界值 

                                                                                                                            

    SS組間= ΣT²/n-（Σx)²/N （Ｔ是某一組內的分數總和；ΣT²是各組平方和的總合；n是各組

                  中有幾個分數）       

        SS誤差= SS總-SS組間 

‧平均平方數： MS組間= SS組間/df組間 

             MS誤差= SS誤差/ df誤差 

‧Ｆ值（變異比）：F= MS組間/ MS誤差 

‧ｐ值（機率值）：以樣本觀察值當作新的拒絕域所求的機率值 

‧臨界值：根據給定的顯著性水平確定的臨界域的邊界值，稱為critical value 

‧顯著水準（level of significance）：以既定的決策法則（臨界域）為基礎而求得的（亦即給定一

個臨界域，便可求出其相對應的顯著水準α。Significant的意義在在這裡並不是「重要的」，而是

指「非偶然的」。參考於Perry R.Hinton，《統計學》，謝智謀‧林維君譯，頁121。 

145 方世榮，《統計學導論》（臺北：華泰文化出版社，2005），頁310。 

146 方世榮，《統計學導論》，頁448。 

147 方世榮，《統計學導論》，頁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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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9321，且P-值為6.61E-32，
148

小於顯著水準0.05。因此我們得到拒絕虛無假設的

結果，故可知中韓之吉祥聯想到紅的程度存有顯著差異。   

 

表 15﹒中韓兩組對「吉祥」聯想的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變異數149 

中文 45 44 0.977778 0.022222 

韓文 45 4 0.088889 0.082828 

 

ANOVA       

變源 
SS 

（平方和） 
自由度 MS 

（平均平方數） 

F 
 （變異比）     

P-值 
（機率） 

臨界值 

組間 17.77778 1 17.77778 338.4615 6.61E-32 3.949321 

組內 4.622222 88 0.052525 
   

       
總和 22.4 8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由表16第一個摘要表中列出的平均數來看，中文使用者聯想到好運為「紅」

的比例高於韓文使用者（0.73> 0）。再看第二個摘要表，這可看出表裡Ｆ值是 

121，大於0.05顯著水準的臨界值3.949321，且P-值為3.27E-18，小於顯著水準 

0.05。 因此我們得到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故可知中韓地區之好運聯想到紅的程

度存有顯著差異。   

 

表 16﹒中韓兩組對「好運」聯想的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 
    

                                           

148 「E」是「乘冪」；「+」是「乘」、「-」是 「除」。 

 
149 變異數（Variance）：離差的平方和除以自由度謂之。參考於方世榮，《統計學導論》， 

頁450。 



83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變異數 

中文 45 33 0.733333 0.2 

韓文 45 0 0 0 

 

ANOVA       

變源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12.1 1 12.1 121 3.27E-18 3.949321 

組內 8.8 88 0.1 
   

       
總和 20.9 8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由表 17 第一個摘要表中列出的平均數來看，中文使用者聯想到受歡迎為

「紅」的比例高於韓文使用者（0.64> 0.28）。再看第二個摘要表，這可看出表裡

Ｆ值是 12.8，大於 0.05 顯著水準的臨界值 3.949321，且 P-值為 0.000566，小於顯

著水準 0.05。因此我們得到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故可知中韓之受歡迎聯想到紅

的程度存有顯著差異。 

 

表 17﹒中韓兩組對「受歡迎」聯想的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變異數 

中文 45 29 0.644444 0.234343 

韓文 45 13 0.288889 0.210101 

 

ANOVA       

變源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2.844444 1 2.844444 12.8 0.000566 3.949321 

組內 19.55556 88 0.222222 
   

       
總和 22.4 8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由結果可看出「吉祥」 、「好運」 、「受歡迎」三者，中韓的對「紅」聯

想的差異大小依序為：吉祥>好運>受歡迎。韓文使用者「吉祥」的項目聯想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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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顏色是「白色」，原因為想到乾淨、純潔；「好運」聯想最多的顏色是「藍/綠

色」，是因為想到四葉草；「受歡迎」是因為藍色給正面的印象。 

  與中文相反，韓文有中文但沒有的項目為「色情」。韓文使用者選紅色的原

因為：「色情」是因為想到未滿19歲者禁止觀看的標誌、紅燈區的紅燈；「嫉

妒」是因為嫉妒時會興奮與氣怒，就聯想到紅色，女人會常常嫉妒，口紅常常作

為女人的象徵，所以再由口紅聯想到紅色。 

   由表 18 第一個摘要表中列出的平均數來看，韓文使用者聯想到受歡迎為

「紅」的比例高於中文使用者（0.82> 0.08）。再看第二個摘要表，這可看出表裡

Ｆ值是 104.1652，大於 0.05 顯著水準的臨界值 3.949321，且 P-值為 1.36E-16，小

於顯著水準 0.05。因此我們得到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故可知中韓之色情聯想到

紅的程度存有顯著差異 

 

表 18﹒中韓兩組對「色情」聯想的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變異數 

韓文 45 37 0.822222 0.149495 

中文 45 4 0.088889 0.082828 

 

ANOVA       

變源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12.1 1 12.1 104.1652 1.36E-16 3.949321 

組內 10.22222 88 0.116162 
   

       
總和 22.32222 8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由表 19 第一個摘要表中列出的平均數來看，韓文使用者聯想到太陽為

「紅」的比例高於中文使用者（0.64>0.44）。再看第二個摘要表，這可看出表裡

Ｆ值是 3.697095，小於 0.05 顯著水準的臨界值 3.949321，且 P-值為 0.057742，大

於顯著水準 0.05。因此我們得到沒有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故可知中韓之太陽聯

想到紅的程度存沒有差異。這結果得知，雖然中文使用者對太陽第一個聯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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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不是紅色，而兩組的百分比也有明顯的差距，但統計上的結果來看兩組對太

陽聯想紅色沒有很大的差異。有這樣的結果得原因為中文使用者的首先想到的顏

色（黃色：22 名）與第二個首先想到的顏色（紅色）的差距沒有很大。 

 

表 19﹒中韓兩組對「太陽」聯想的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變異數 

韓文 45 29 0.644444 0.234343 

中文 45 20 0.444444 0.252525 

 

ANOVA       

變源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0.9 1 0.9 3.697095 0.057742 3.949321 

組內 21.42222 88 0.243434 
   

       
總和 22.32222 8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由表 20 第一個摘要表中列出的平均數來看，韓文使用者聯想到嫉妒為

「紅」的比例高於中文使用者（0.57>0.37）。再看第二個摘要表，這可看出表裡

Ｆ值是 3.674227，小於 0.05 顯著水準的臨界值 3.949321，且 P-值為 0.058505，大

於顯著水準 0.05。因此我們得到沒有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故可知中文與韓文之

嫉妒聯想到紅的程度存沒有差異。這結果得知，雖然中文使用者對太陽第一個聯

想到的項目不是紅色，而兩組的百分比也有明顯的差距，但統計上的結果來看兩

組對太陽聯想紅色沒有很大的差異。有這樣的結果得原因為中文使用者的首先想

到的顏色（黑色：19 名）與第二個首先想到的顏色（紅色）的差距沒有很大。 

 

表 20﹒中韓兩組對「嫉妒」聯想的差異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摘要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變異數 

韓文 45 26 0.577778 0.24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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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45 17 0.377778 0.240404 

 

ANOVA       

變源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0.9 1 0.9 3.674227 0.058505 3.949321 

組內 21.55556 88 0.244949 
   

       
總和 22.45556 8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由結果可看出「色情」、「太陽」、「嫉妒」三者，中韓的對「紅」聯想的

差異大小依序為：色情>太陽>嫉妒。中文使用者看到「色情」聯想最多的顏色為

「黃色」因為中文使用者對色情書刊普遍稱之為黃色書刊；「嫉妒」聯想最多的

顏色為「黑色」因為負面的感情，而黑色有深沉、悲傷的感覺。由此可知，雖然

根據相同的項目來調查，但還是有不同的結果。 

  接下來比較中韓「聯想概念」的結果，中文首先想到的概念為「喜氣」，原

因就是與上述說明一樣，想到「過年、紅包」。韓文想到的概念就是「熱情」，

紅色原來具有強烈的感覺，就容易想到熱情。筆者認為在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以

後，「熱情」的概念給韓國人更深刻的影響。 

  最後按照中韓對紅色的看法，我們會知道中韓對紅色的明顯差異。通過表9

與表11的問卷結果，知道了中韓對紅色的立場是一樣的，中韓都選「中立」的立

場，因為紅色有好有壞的意義，所以支持中立的立場。所以值得探討的部分為中

韓次多的看法，中文使用者次多的看法為「肯定」，韓文使用者為「否定」。用

統計分析證明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國對紅色的看法（肯定與否定）是否相

同。為了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對紅色的看法（肯定與否定）有沒有差異用卡

方檢定的方式。150分析之前先建立統計假設，虛無假設為「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

                                           

150 卡方檢定 

‧目的： 檢定兩個類別變數是否有相關。 

‧判斷檢定結果方法： 依自由度查「卡方分配的臨界值」，比較所計算之卡方值，是否超過所指

定顯著水準（α=0.05）的臨界值，而且須看此顯著性是否小於所指定顯著水準之α值。若卡方值

超過臨界值，p值小於α值的話，拒絕虛無假設。 

‧ P e a r s o n 卡 方 檢 定 值 是 通常是以觀察次數 （ observed frequency, O) 及期望次數 

（expected frequency, E) 的 比較來進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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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對紅色的看法（肯定與否定）沒有差異」；對立假設為「中文使用者與韓文

使用者對紅色的看法（肯定與否定）有差異」。由表21研究對象為選肯定與否定

的中韓受訪者為46名，其中中文使用者選肯定的人數為16名，韓文使用者為８

名，總共24名；中文使用者為5名，韓文使用者為17名總共22名。藉由「卡方分配

的臨界值」表151可知，當自由度為１、顯著水準α=0.05，其卡方分配臨界值為 

3.84。再與表22統計檢定表結果之卡方檢定值8.932對照，可知卡方檢定值大於卡方

分配臨界值。而其漸近顯著性值為0.003，小於顯著水準（α＝0.05），故拒絕虛

無假設，即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對紅色的看法（肯定與否定）有差異存在，

換言之，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對於紅色的看法並不一致。 

 

 

 

 

                                                                                                                            

‧Pearson卡方統計量的公式： χ
2
 ＝ Σ（fo－fe)

2
／fe 

          （ fo＝實際觀察到之每一格的次數，稱為觀察次數） 

            （ fe＝為變項間若是獨立時，每一格之期待次數，稱為期望次數） 

‧卡方檢定的自由度： df＝（r－1)（c－1)   

    （df＝自由度，r＝表各的列數，c＝表格的欄數） 

‧漸近顯著性（雙尾)：p-value 

‧連續性校正
b 

：這是2ｘ2表各所用的較保守的Person卡方檢定（這個ｆ觀察的－ｆ期望的減去.5後再   

             平方），但很少用到。 

‧概似比：這是另一種也有卡方分配的統計量，可供替代Person卡方檢統計量；當樣本數增加   

          時，兩項統計量的值會越相似。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當每個變數都是次序而非名義類型，這適用這一項統計量。參考於陽世

瑩，《spss統計分析即學即用》（臺北：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7.16-7.20；Leonard D.

Stem，《spss統計分析圖解式》，陳正立譯（臺北：旗標出版社，2011），頁12.17-12.20；Ronald 

D.Yockey，《spss就是這麼簡單》，陳正昌、簡清華譯（臺北：心理出版社，2012），頁294-309。 

151 「卡方分配的臨界值」 

 顯著水準  

        

（α) 

自由度 

0.995 0.975 0.20 0.10 0.05 0.025 

 

…… 

1 0.0000393 0.000982 1.642 2.706 3.841 5.024 …… 

2 0.0100 0.0506 3.219 4.605 5.991 7.378 …… 

3 0.0717 0.216 4.642 6.251 7.815 9.348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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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中韓 * 看法 交叉表 

個數 

  

 看法 

總和 肯定 否定 

國家 中文 16 5 21 

韓文 8 17 25 

總和 24 22 46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表22﹒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精確顯著性 

(雙尾) 

精確顯著性 

(單尾) 

Pearson卡方 8.932(b) 1 .003     

連續性校正b 7.249 1 .007     

概似比 9.286 1 .002     

Fisher's精確檢定       .004 .003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8.738 1 .003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46         

a. 0格 (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9.00。 

b. 只能計算 2x2 表格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統計 

 

第二節 發生共同性的原因與發生差異性的原因 

  上述分析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上述的分析得知，人類思維

有其共同性，人類物質生產有其一致性。而且不同的民族在語言與文化上受到不

同的影響，特定的地理氣候環境、歷史背景、宗教信仰等，因而紅色在不同的民

族視覺及心理上產生了不同的意義。因此這節要解釋產生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原

因。 

 

一、發生共同性的原因 

（一）相同的詞源 

  中文紅色詞中「赤」就是今天的「紅色」，表示赤色的字在古代比較多，上

古時的「紅」是淺紅的意思，與「赤」是兩個意義不同的顏色詞。《說文解字》

中這些字的解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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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說文》： 「赤，南方色也。從大，從火。」「赤，會意字，是五方 

                色說中的南方正色，以大火之色表示紅色。古代借代詞中赤字

               都是指紅日。 

 【紅】《說文》：「帛，赤白色。從系，工聲。」「紅，本義指淺赤的帛，淺

                 赤色」較早指的是粉紅、桃紅色，後來才用來指稱像鮮血一 

                 樣的赤色或大紅色。152 

 

  上古時使用「赤」比較多，到了中古時代，紅與赤沒有分別。唐代以後

「紅」的使用頻率提高，漸漸替代了「朱、赤﹑丹、絳」等詞，詞義也隨之發生

了變化。紅的意義範圍漸漸廣大了，不再是淺紅的意思，而且產生了泛指一切紅

的類義。當然紅與赤同義的現象，在現代中文中也有保留，但可以說紅已經基本

取代了赤色。153 

  在韓文紅色的詞源是可以從韓文「붉다」的詞原來解釋。在中世國語可以看

到「밝다」與「븕다」的用例，「밝다」的用例並不多，但是「븕다」的用例較

為多。因此，「븕다」為「붉다」的基本型，語乾為「븕－」，從語乾的「븕

－」除卻「ㄱ」的話，只剩「블」這個字。「블」在中世國語意味著「火」，火

的顏色是紅色，因此「붉다」的詞源就是「火」。
154

 

  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的詞源都是由「火」引起的，因此中文與韓文都具有火相

關的紅色詞，即「熱情」、「危險」等。 

 

（二）相同的生理機制 

  由於人類具有相同的生理機制與視覺神經系統，所以顏色及其顏色詞語具有

共同性。人之所以對外界事物有認知，是因為可觀事物對人的感覺器官的作用，

從而引起神經系統與大腦的活動，人才有了感覺的產生。感覺是認識的基礎，色

                                           

152 周郁華，〈漢語顏色詞文化蘊涵試探〉，《中國語文學論集》，66（首爾，2011﹒2）， 

頁217-248。 

153 曹成龍，〈漢語顏色詞研究〉（黑龍江：黑龍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2002），頁10。 

154 최창열，《우리말어원연구》，（首爾：一志社，1987），頁233-234。（中譯：崔昌烈，《國

語語源研究》，（首爾：一志社，1987），頁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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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是與人的知覺與人的感覺相互聯繫在一起的。人的色彩感覺的產生是由於物體

對人的眼睛所反射的光譜波長從而引起的生理上反映。物體由於內部物質不同，

受光線照射後，產生光的分解現象。一部分被光線被吸收，其餘的被反射或投射

出來，成為我們所看見的物體的顏色。所以色彩與光有密切關係。 

  我們生活在波長不同的電磁波輻射之中，波長不同電磁波的性質就不同。見

圖28根據波長差異，我們把電磁波分為的Ｙ射線、Ｘ射線、紫外線、可見光、紅

外線、無線電波等種類。它們的傳播速度為每秒三十萬公里。其中波長約在380納

米（nanometers，十亿分之一米）至780納米內的小部分能引起視覺反應，稱作可

見光。
155

 

 

圖28· 電磁波譜 

Ｙ射線 Ｘ射線 紫外線 可 見

光 

紅外線 無線電波 

0.005mm 0.01mm      5mm       350mm 750mm   0.4mm              10km 

波長(mm) 

資料來源：布占場，＜基於機器視覺的瓷磚顏色分類自動檢測系統的研究〉（北京，中國地質大

學地質工程碩士論文，2006），頁15。 

 

  如圖29所示，色彩是通過光被我們所感知的，人眼的視覺效果是由可見光刺

激人眼引起的。如果光的輻射功率相同而波長不同，則引起的視覺效果不同。隨

著波長得改變，不僅色彩不同，而且亮度感覺也不同。156產生讓神經處於心理效

應，紅色是波長最長，具有很強的空間穿透力而不易消失，同時高純度的紅色在

精神上引起了大的心理震撼。而且紅色視覺衝擊力也最強，容易給人的視神經以

刺激並產生興奮感。因此，在紅色環境中，人的脈搏加快，血壓逐漸升高，情緒

興奮衝動。還有紅色在視覺上給人以強烈刺激的屬性，無論在中國，還是韓國，

許多標誌、警告標誌都用紅色文字或圖像來表示，交通紅綠燈、各類警報信號、

                                           

155 段殳，〈色彩心理學與藝術設計〉（南京：東南大學藝術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頁4。 

156 布占場，〈基於機器視覺的瓷磚顏色分類自動檢測系統的研究〉（北京，中國地質大學地質

工程碩士論文，2006），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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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警示等。 

 

圖29﹒可見光譜 

紫 紫藍 藍 藍綠 綠 綠黃 黃 橙 橙紅 紅 

350   400 500                    600          700     750 

波長(mm)  

資料來源：布占場，＜基於機器視覺的瓷磚顏色分類自動檢測系統的研究〉（北京：中國地質大

學地質工程碩士論文，2006），頁15。 

 

（三）受到異文化的影響 

  隨著國際社會交往的增多，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也更加頻繁與激烈，因

此，語言也受到很多跨文化的影響。顏色詞語也不是例外，異文化的傳入是造成

顏色詞的認知語義也產生極大的影響，顏色詞的意義被不同的語言文化所接受。

因此，個民族對顏色詞的認知越來越接近。中文的「紅牌」與「레드카드」是受

到異文化的影響，紅牌是由英格蘭裁判員雅士頓創立。1966年第8屆世界盃在英國

舉行，當時英格蘭隊與阿根廷隊的比賽，阿根廷隊作風粗野、犯規頻頻。當值主

裁克里特雷不斷向阿根廷隊提出警告，可是他的英語帶德語口音，使交流比較困

難，警告也不起作用，同時巴西隊與葡萄牙隊比賽中發生暴力事件。發生這些在

足球場種種暴力事件之後，被此事困擾的雅斯頓從溫布萊球場駕車回家途中，偶

然發現交通燈的紅色和黃色燈號，可以應用在球場上，作為向球員及觀眾清楚表

示球員被記名警告或被逐出場的標記。雅斯頓於是向國際足總建議訂立紅黃牌制

度，並於1970年世界盃開始廣泛使用。在1974年德國與智利德小組賽上，出現了

世界盃第一張的紅牌。在此之前，裁判員僅口頭告知球員已被記名或逐出場。黃

牌及紅牌可免除語言誤會，更清楚的執行原有的警告及驅逐離場條例，然而黃牌

及紅牌直到1992年才正式立例成為足球比賽的裁判員指定裝備。157隨著足球比賽

的普及，牌及紅牌的用法已經退及其餘，因此中文與韓文都有「Red card」的概

念以及同樣的意思來表達。  

                                           

157 李小紅，〈足球紅黃牌的來歷〉，《故事大王》（北京，2006﹒7），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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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共產主義的紅也是受到異國的影響，共產主義的起源於1789年的法國大

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共產主義者喜歡紅色，因此共產主義國家代表的顏色是

紅色，民主主義國家就非常忌諱紅色。世界共同的政治思想影響了人們的顏色認

知，因此在認知過程中，人們常常會產生共同的聯想。從而中文與韓文家都具有

共產黨是紅色的概念。 

 

二、發生差異性的原因 

  中文與韓文兩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

歷史、政治制度，所以兩種語言種的紅色詞的認知必然有其差異性。因此這節要

解釋發生差異性的原因。 

 

（一）歷史文化 

  語言與文化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語言學家陳原先生曾指出「語言種最活躍的

因素詞彙是常常最敏感的反映了社會生活與社會思想的變化。」158文化因素，社

會狀態、思維方式等都有影響語言認知。因此，不同的歷史與文化是造成漢韓紅

色詞的語意認知差異性的重要因素。 

  漢民族是尚紅的民族，對於紅色的喜愛歷經源遠流長。漢民族從原始社會開

始崇拜，是因為原始人認為在身上與頭面繪有紅色具有袪除妖魔的威力。為了緩

和死亡的痛苦與恐懼，原始人用象徵生命的紅色塗抹在遺體上，並在墳墓上撒了

紅色的血，希望死者來世再生。還有先民發現紅色的血液與人的生命息息相關。

再者是來源於生活中燃燒的紅色火光啟示和引伸。天寒地凍，燃起篝火烈焰給先

民們帶來溫暖，火上熏烤獵物美味果腹時的喜悅和滿足，因火嚇退野獸時，有除

祛驚恐的安全感。因此，在漢民族生活中紅色成了信奉與崇拜的顏色。159 

  與此相反，韓民族向來喜歡白色，白色的服飾最為常見，因此素有「白衣民

族」的美稱。在韓國人的色彩認知中，白色是吉色、瑞色，是因為韓民族對太陽

                                           

158 催海燕，〈從詞彙的色彩意義看對外漢語同意詞辨析〉，《語文學刊》，19（內蒙古，2010﹒

10），頁64-65。 

159 馬列霞，〈紅色的象徵性及美學思考〉，《昌吉學院學報》，（新疆，2007﹒4），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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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韓國人認為太陽的原型色詞是「白色」，
160

認為自己是日神的後代，因此

非常喜歡穿白色。而且韓國的地理環境讓韓民族體現了尊重白色。 韓國的地形

特點是山地多，平原少，海岸線長而曲折。地形屬於老年期，土地非常平坦，水

流也平緩。地山與地棱海拔多在500米以下。太白山脈縱貫東海岸，構成半島南部

地形脊梁，而其向黃海深處的機條平行山脈組成地山邱棱地帶，有太白山脈、慶

尚山脈、小白山脈等。這種整體上較為平緩的地勢塑造了韓民族平和、淡白的民

族個性，因此韓民族推崇純潔、清淡的白色。 161而且氣候也會影響了顏色的認

知，韓國氣候受東韓暖流影響，氣候相對溫暖濕潤；盛夏受到東亞季風的影響，

在秋季有頻繁的颱風。大部分的降雨是在夏季，將近一半的年降雨發生在季風時

節。因此，梅雨季以外，大部分是清亮、乾燥。韓國大部分地區為中溫帶，植被

以韓松，闊葉落葉植物為主。韓國南部海岸和濟州島為暖溫帶，植被為闊葉常綠

植被。日照非常充足、四季常青的松樹這些自然環境讓韓民族自然而然產生尊重

自然的認知，因此韓民族交為尊重白色。162 

  還有在韓國古老的神話傳說中，白色的動物也被視為神靈，例如白鹿潭的白

鹿，尤其是白虎、白蛇則更被當做典型的阿神靈被神化了。雖然韓國也對紅色崇

拜的認知，但是對白色的喜愛比較強，產生了中文與韓文的不同點。 

 

（二）政治制度 

  上述的共同點解釋的共產主義是全世界的共同的看法，但是這思想運用的方

法不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了共產黨的路線，臺灣與韓國採用了民主主義的

路線。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

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運用與指導中國革命與建設，在實踐過程中產生並

                                           

160 有一些理論中，韓國人對太陽的原型色彩是「紅色」，但這是要了解從白色到紅色演變的結

果。引用於구본관，〈한국어 색채 표현에 대한 인지언어학적 고찰〉，《형태론》，10：2（首爾，

2008），頁261-285。（中譯：具本寬，〈認知語言學論韓語色彩表現的考察〉，《形態論》， 

10：2（首爾，2008），頁261-285。） 

161 韓玲，〈漢韓常用顏色詞對比研究〉，頁80。 

162 張百發，〈韓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研究〉（西北：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系博

士論文，2010），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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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紅色文化的發展，引發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嘉興

南湖上成立，其後不斷發展壯大，並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裝「紅衛兵」。毛澤東

等革命家將「紅衛兵」發展成為工濃「紅軍」，並開創了「紅色根據地」等。這

樣紅色便以全新的意義與中國聯繫到一起。163紅色是中國傳統的顏色，現代所包

含的革命的意義也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賦予的認知。因此，紅色文化加速了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更深的土壤。而且共

產黨成立以後，社會的政治生活基本上以階級鬥爭為主線，在立場問題上講究態

度明確，路線分明，色彩的使用在人民社會生活中帶有政治的意味。 

  同樣具漢文化背景的臺灣，在近代對紅色的概念也與中國出現了分歧。在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自此時開始臺灣長達數十年反攻大陸的意志，臺灣人

的反共意識也逐漸形成。1949到1987年間，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為徹底實行反共意

志，防止共產黨的滲透，實行戒嚴時代的高壓統治，限制人民的言論及人身自

由，許多提倡、要求民主政治的人士被視為匪諜無端受害。蔣介石逝世後，接任

的蔣經國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戒嚴，放棄視反共為唯一目

的的執政方式，提倡「往下紮根，向上發展」、「臺人治臺」等施政方式，臺灣

至此才進入民主時代。164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馬克斯共產主義代表的紅

色意涵，對同樣是漢文化背景的臺灣本省及外省人而言，僅作為共產主義的代表

色，並未因此產生對紅色特別的喜好，對於紅色的印象及概念仍較多受到傳統文

化的影響。 

  相較於臺灣，韓國對紅色的概念跟歷史因素則有較多的牽連。1945年2月，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雅爾達會議的安排，韓半島由中華民國、美國、英國、

蘇聯4國共同託管。此後韓半島先後被劃分為南北兩塊勢力範圍：由蘇聯軍事政

府管理的北部以及美軍政廳統治的南部，兩者在1948年後分別獨立為「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及「大韓民國」。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因蘇聯等共產國

家缺席，導致當時美國等主導的聯合國投票發動了聯合國軍支援南韓。聯合國軍

支援的南韓同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抗美援朝支持的北韓最終在1953年7月27日簽

                                           

163 諸葛鎧，〈中國的紅色象徵〉，《蘇州工藝美術職業科術學院學報》，（蘇州，2003﹒3），

頁19-21。 

164 戚嘉林，《臺灣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頁53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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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停火協議，韓半島沿三十八度線非軍事區劃分為兩個國家。
165

 南北韓分治後，

大韓民國經歷了民主與獨裁統治的反覆交替。李承晚當選總統候，他為了建國，

在執政的過程中，建立起了個人獨裁政府，不容易反對他的政治綱領。他堅持了

反共政治與抗日政治，相信反共將使自己的體制得到強化，有助於社會的穩定。

他反覆強調北韓共產主義的惡魔性質與危險性，並且強調一定要將其征服。因

此，韓國與北韓對立的局面，紅色在韓國人眼中成了「親北勢力」，長期以來紅

色韓民族忌諱的顏色，引申出了紅色相關的政治貶義詞。由以上可發現，臺灣跟

韓國紅色詞觀感的差異，主要來自於當時中文與韓文對共產主義與紅色觀點連結

強調程度的差異。相較於韓國，臺灣將共產主義與紅色視為對等的程度較弱，因

此對紅色的概念連結，仍是以來自於傳統文化居多。 

 

 

 

 

 

 

 

 

 

 

 

 

 

 

 

 

 

                                           

165 張韶，〈朝鮮半島分裂的歷史分析：以其民族內部因素為中心〉（延邊：延邊大學世界歷史

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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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以中韓兩種語言中的紅色詞為研究對象，從其構成特點及認知語意進

行了探討。其中對原型理論、意象圖式、隱喻意義、轉喻意義四個方面進行。而

且為了比較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對紅色詞的普遍看法，套用問卷調查的方

法。 

  首先通過語料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先整理出紅色詞構成方式。按照詞的來源中文顏色詞可以分固有語與

外來語，韓文顏色詞由固有語、漢字語、外來語構成。中文紅色詞的話，固有語

為「紅」、「赤」，但沒有應當的外來語，韓文紅色詞的話，固有語為「붉다」

、漢字語為「홍(紅)」、「적(赤)」、「레드」。構詞方式來分的話，中文與韓文

都將分為「單純詞」與「合成詞」兩大類，而「合成詞」再分為「派生詞」與

「複合詞」。中文與韓文的不同點來看，中文顏色詞的構成大都是通過合成詞素

的方式來表示，中文作為表意文字，一般不能直接表出字的讀音，一個字表一個

詞或詞素的意義，因此兩種表示顏色的詞素容易結合成一個新的混合色的顏色

詞。但韓文的顏色詞構成是派生詞的種類比較全面，由於大量派生詞的存在，韓

文顏色詞對顏色的描述比中文更加細分。另外，韓文顏色詞的一個顯著特點，依

據韓文的語音特性，語音的交替即輔音交替與元音交替將色彩的差異更加細分

化，使更為豐富的表現方式成為可能。 

  第二，紅色詞的認知語意來看，先原型理論來看，漢韓都是「紅是血」、

「紅是火」。中文與韓文辭典的紅色定意為「像鮮血一樣的顏色」，而且紅色詞

的來源也是一樣，因此紅色的原型是相同。其次，應用意象圖示的連結理論可以

說明紅色詞的隱喻意義以及轉喻意義。「紅是火」的原型意義可以連結到「光

明」、「出火」，「紅是血」的原型意義可以連結到「生命之液」、「流血」。

到此沒有不同點，但是從隱喻意義與轉喻意義開始產生了不同點，這是同一個原

型意義出來的結果而且兩個民主都具有共同的生理基礎。 

  中文與韓文的隱喻意義與轉喻意義的比較來看，紅色詞相同的概念為，「女

人、熱情、生氣、危險、嫉妒、損失，共產黨、危險、警告」。不同的意義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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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氣、吉祥、成功、受歡迎」的意義，這些概念都在中文紅色詞中具有的明顯

的特點。還有可以值得看的是「共產黨」的概念。雖然共產黨是中文與韓文紅色

詞相同的概念，但是對共產黨的概念較為不同。在臺灣的辭典中，與共產黨概念

相關的詞彙有兩種情況：ㄧ種如「紅軍」等，敘述中國共產黨執政時期的歷史名

詞；另外也有如「赤禍」等，對共產黨具有負面性的詞彙。但韓國意味著「親北

勢力」，從韓國戰爭以後產生了這一概念，1945年解放後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

間有戰爭，從這時期開始產生這些認知。 

  第三，語料分析與問卷結果的比較的話我們看得出來在詞典上輸入的概念與

實際上的認知有有點距離。中文的話，具有明顯的差異點的項目是「結婚、女

人、忠誠、成功」。「結婚」的聯想最多的顏色是「白色」；「女人」項目也是

聯想最多的顏色是「白色」；「忠誠」聯想最多的顏色是「白色」；「成功」是

「黃色」。韓文的話，具有明顯的差異點的項目是「貪欲、犯罪」。「貪欲」的

項目最多的顏色是「黑色」；「犯罪」的項目最多的顏色也是「黑色」。產生這

些結果的原因是隨著社會文化變遷、科學文明、價值觀多元化等社會環境因素的

影響，使對顏色的認知產生變化。 

  第四，問卷調查結果的比較的話，共同項目為「血、火、共產主義、熱情、

興奮、氣怒、危險、害羞、警告、重要、革命、愛情、花、虧損、戰爭、緊

張」，差異項目，中文使用者為「吉祥、好運、受歡迎」，韓文使用者為「色

情、太陽、嫉妒」。中文與韓文「聯想概念」的結果的話，臺灣人首先想到的概

念為「喜氣」，韓國人想到的概念就是「熱情」。按照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

對紅色的看法而言，對紅色的立場是一樣的，都選「中立」的立場，但是探討的

部分為次多的看法，中文使用者次多的看法為「肯定」，韓文使用者為「否

定」。因此，我們知道中文使用者與韓文使用者對紅色的看法有明顯的差距。 

  最後解釋產生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原因，發生共同點的原因分三大類， 相同

的詞源、 相同的生理機制、 受到異文化的影響。 中文與韓文紅色詞的詞源都

是由「火」引起的。而且人是具有相同的生理機制，看到紅色人的脈搏加快，血

壓逐漸升高，情緒興奮衝動。還有紅色在視覺上給人以強烈刺激的屬性，不分國

家，許多標誌、警告標誌都用紅色文字或圖像來表示，交通紅綠燈、個類經包信

號、消防警示等。接著，隨著國際社會交往的增多，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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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頻繁與激烈，因此，語言也受到很多跨文化的影響，中文的「紅牌」與「레

드카드(紅牌)」是受到異文化的影響。 

  產生不同點的原因為不同的歷史文化及不同的政治制度。華人崇拜火，因此

產生了推崇紅色的習俗，但是韓國是崇拜太陽，因此認為自己是日神的後代，因

此非常喜歡穿白色。而且政治制度的差別，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了共產黨的路

線，韓國與臺灣都採用了民主主義路線，因此對共產黨的看法與中國不同。但雖

然臺灣與韓國採用色民主主義的路線，臺灣跟韓國紅色詞觀感的差異，主要來自

於當時中文與韓文對共產主義與紅色觀點連結強調程度的差異。相較於韓國，臺

灣將共產主義與紅色視為對等的程度較弱，因此對紅色的概念連結，仍是以來自

於傳統文化居多。 

  總之，本文認知語意學為基礎分析中韓紅色詞的比較，雖然紅色詞中文與韓

文具有公共同點，但還是有不同點。這都是反映了中韓兩個民族對顏色世界的經

驗感知的差異，因此本論文揭示中韓紅色詞的意義，對於中韓顏詞彙的對比研究

有幫助。但本論文雖然在一定的程度上較為有利地舉例論證，但還有不足之處。

首先語料方面的局限性，為了語料的客觀性選用了中文與韓文最權威的兩大辭典

索取得紅色詞。因此，忽略了日常生活常用的紅色詞。再者筆者在臺灣的立場，

沒有選用中國大陸的辭典。 

  其次，在問卷調查的方面為問卷調查的對象沒有分得很清楚，雖然臺灣與中

國同樣是華語文化國家，但是臺灣與中國大陸還是對紅色較為不同的看法。筆者

只調查臺灣地區，因此問卷調查結果是臺灣地區人對紅色的看法。而且問卷度對

象的人數不夠多，問卷對象人數為每一個國家45名，因此在問卷結果上會缺少客

觀性。同時，研究對象沒有分的很清楚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分，造成了對臺灣人

紅色看法混淆。最後，筆者作為外國人的立場，語言能力有限，從而使本論文語

句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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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韓文紅色系列的顏色詞 

붉다 區分 例子 

固
有
詞 

單
純
詞 

붉다 

複
合
詞 

발가야드르르하다：벌거이드르르하다， 

희붉다：희불그레하다 

노라발갛다：검붉다：푸르락붉으락 

派
生
詞 

발강：벌겅 

빨강：뻘겅， 

새빨갛다：샛빨갛다，새빨개지다：샛빨개지다， 

시뻘겋다：싯뻘겋다，시뻘개지다：싯뻘개지다， 

발갛다：빨갛다，벌겋다：뻘겋다，발개지다：벌개지다：빨개지다， 

발그대대하다：빨그대대하다：벌그데데하다：볼고대대하다：불그데데하

다， 

발그댕댕하다：  빨그댕댕하다：  벌그뎅뎅하다 ：뻘그데데하다：볼그댕댕

하다：불그뎅뎅하다  

발그레하다：빨그레하다：벌그레하다：볼그레하다：불그레하다 

발그름하다：빨그름하다：벌그름하다：볼그름하다：불그름하다 

발그무레하다：빨그무레하다：벌그무레하다：볼그무레하다：불그무레하다 

발그속속하다：빨그속속하다：벌그숙숙하다：볼그속속하다：불그숙숙하다 

발그스레하다：빨그스레하다：벌그스레하다：볼그스레하다：불그스레하다 

발그스름하다：빨그스름하다：벌그스름하다：볼그스름하다：불그스름하다 

발그족족하다：빨그족족하다：벌그죽죽하다：볼그족족하다：불거죽죽하다 

발긋하다：빨긋하다：벌긋하다：볼긋하다：불긋하다 

漢
字
語 

單純

詞 

丹，赤，朱，紅 

複合

詞 

丹朱，丹紅，白紅，粉紅，紫朱，紫紅，朱紅，青紅 

派生

詞 

淡赤，淡紅，桃紅，鮮紅，深紅，暗紅，暗赤色，暗赤褐色，軟紅，軟粉紅，

眞粉紅，眞朱紅，真紅，真唐紅，순홍색,천홍색,농홍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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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

語 

 레드(red)，핑크(pink) 

 

附錄（二）： 中文紅系列的顏色詞 

紅  

單純詞 紅，粉，紫，赤 

複合詞 赤紅，緋紅，粉紅，朱紅，赤褐色，赤黑色，赤黃色，黑紅色，褐紅色，紅

褐色，紫紅色 大紅，慘紅，酣紅，紅活，紅潤，潮紅，嬌紅，焦紅，窘紅，

嫩紅，怒紅，品紅， 通紅 酡紅，鮮紅，煊紅，絢紅，嫣紅，艷紅，洋紅，

妖紅，殷紅，醉紅，酒紅，橘紅，肉紅，  

水紅，炭紅，桃紅，猩紅，血紅，銀紅，油紅，棗紅，寶石紅，高粱紅， 

海棠紅，雞血紅，酒糟紅，荔枝紅，榴花紅，瑪瑙紅，女兒紅，胭脂紅， 

櫻桃紅，硃砂紅，茶紅色，漆紅，珊瑚紅，銅紅色，赤銅色，赤金色，醬赤

色，醬紅色  

椒紅色，金紅色，蓮紅色，蜜紅色，乳紅色，柿紅色，檀紅色，鐵紅色，磚

紅色  

鏽紅色，血色，檀色，桃色，銅色，牛肝色，血牙色，火色，茜色，紅色，

粉色，絳色 

派生詞 紅不棱登，粉不嘰嘰，紅巴渣 

重疊詞 紅燦燦，紅澄澄，紅橙橙，紅赤赤，紅丹丹，紅嘟嘟，紅馥馥，紅光光， 

紅酣酣，紅乎乎，紅溜溜，紅噴噴，紅撲撲，紅潤潤，紅堂堂，紅燙燙，紅

騰騰， 

紅彤彤，紅鮮鮮，紅嫣嫣，紅艷艷，紅焰焰，紅殷殷，粉嘟嘟，粉撲撲，粉

盈盈 

外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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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中文使用者問卷結果統計表 

 
黑色 白色 紅色 綠/藍 黃色 其他 

吉祥 ０ ０ 44(97%) ０ 1(2.2%) ０ 

女人 4(8.8%) 24(53%) 9(20%) 1(2.2%) 4(8.8%) 3(6.6%) 

花 ０ 5(11%) 22(48%) 2(4.4%) 11(24%) 5(11%) 

火 0 ０ 43(95%) ０ 1(2.2%) 1(2.2%) 

成功 2(4.4%) 9(20%) 5(11%) 18(40%) 9(20%) 2(4.4%) 

受歡迎 ０ 1(2.2%) 29(64%) 8(17%) 6(13%) 1(2.2%) 

漂亮 1(2.2%) 25(55%) 6(13%) 4(8.8%) 4(8.8%) 5(11%) 

血 ０ ０ 44(97%) ０ ０ 1(2.2%) 

利益 25(55%) 1(2.2%) 8(17%) 1(2.2%) 8(17%) 2(4.4%) 

忠誠 1(2.2%) 27(60%) 9(20%) 5(11%) 2(4.4%) 1(2.2%) 

好運 ０ 1(2.2%) 33(73%) 3(6.6%) 8(17%) ０ 

重要 6(13%) ０ 32(71%) 4(8.8%) 3(6.6%) ０ 

革命 6(13%) ０ 35(77%) 4(8.8%) ０ ０ 

共產主義 7(15%) 1(2.2%) 36(80%) ０ ０ 1(2.2%) 

婚禮 ０ 23(51%) 18(40%) 2(4.4%) 2(4.4%) ０ 

氣怒 14(31%) ０ 23(51%) 7(15%) ０ 1(2.2%) 

害羞 1(2.2%) 2(4.4%) 37(82%) 4(8.8%) ０ 1(2.2%) 

色情 ０ ０ 4(8.8%) ０ 40(88%) 1(2.2%) 

太陽 ０ 1(2.2%) 20(44%) ０ 22(48%) 2(4.4%) 

興奮 ０ ０ 38(84%) 3(6.6%) 2(4.4%) 2(4.4%) 

危險 9(20%) ０ 34(75%) 1(2.2%) ０ 1(2.2%) 

警告 1(2.2%) ０ 38(84%) ０ 5(11%) 1(2.2%) 

嫉妒 19(42%) 7(15%) 17(37%) 2(4.4%) ０ 0 

犯罪 33(73%) ０ 9(20%) ０ 2(4.4%) 1(2.2%) 

貪欲 29(64%) ０ 12(26%) ０ 4(8.8%) ０ 

一無所有 10(22%) 28(62%) 2(4.4%) 2(4.4%) 1(2.2%) 2(4.4%) 

愛情 1(2.2%) 9(20%) 28(62%) 2(4.4%) 4(8.8%) 1(2.2%) 

緊張 2(4.4%) 7(15%) 27(60%) 7(15%) ０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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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 14(31%) ０ 27(60%) 2(4.4%) ０ 2(4.4%) 

熱情 ０ ０ 43(95%) ０ ０ 2 

健康 2(4.4%) 6(13%) 7(15%) 29(64%) 1(2.2%) ０ 

活力 1(2.2%) 1(2.2%) 10(22%) 26(57%) 7(15%) ０ 

虧損 11(24%) ０ 28(62%) 6(13%) ０ ０ 

明顯 9(20%) 7(15%) 15(33%) 5(11%) 9(20%) ０ 

 

附錄（四）：韓文使用者問卷結果統計表 

  黑(검은색) 白(흰색) 紅(빨간색) 
綠/藍 

(푸른색) 

黃 

(노란색) 
其他 

吉祥 3(6.6%) 20(44%) 4(8.8%) 12(26%) 3(6.6%) 3(6.6%) 

女人 1(2.2%) 9(20%) 18(40%) 2(4.4%) 9(20%) 6(13%) 

花 0 3(6.6%) 23(51%) 0 15(33%) 4(8.8%) 

火 0 0 44(97%) 0 1(2.2%) 0 

成功 4(8.8%) 9(20%) 6(13%) 23(51%) 1(2.2%) 2(4.4%) 

受歡迎 0 3(6.6%) 13(28%) 15(33%) 5(11%) 9(20%) 

漂亮 0 10(22%) 8(17%) 1(2.2%) 18(40%) 8(17%) 

血 1(2.2%) ０  44(97%) ０   ０ 0 

利益 7(15%) 9(20%) 5(11%) 14(31%) 4(8.8%) 6(13%) 

忠誠 3(6.6%) 6(13%) 14(31%) 10(22%) 1(2.2%) 11(초록) 

好運 1(2.2%) 9(20%) 0 21(46%) 8(17%) 6(13%) 

重要 4(8.8%) 0 32(71%) 3(6.6%) 4(8.8%) 2(4.4%) 

革命 5(11%) 3(6.6%) 32(71%) 4(8.8%) 0 1(2.2%) 

共產主

義 
4(8.8%) 0 38(84%) 1(2.2%) 1(2.2%) 1(2.2%) 

婚禮 0 39(86%) 1(2.2%) 1(2.2%) 2(4.4%) 2(4.4%) 

氣怒 4(8.8%) 0 41(91%) ０  ０  ０  

害羞  ０ 1(2.2%) 31(75%) 0 9(20%) 4(8.8%) 

色情 1(2.2%) 2(4.4%) 37(82%) 0 1(2.2%) 4(8.8%) 

太陽 1(2.2%) 1(2.2%) 29(64%) ０  11(2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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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 ０  1(2.2%) 42(93%) 1(2.2%) 1(2.2%)   

危險 3(6.6%) 0 37(82%) 0 4(8.8%) 1(2.2%) 

警告 ０  1(2.2%) 34(75%) ０  10(22%) ０ 

嫉妒 4(8.8%) 0 26(57%) 3(6.6%) 6(13%) 6(13%) 

犯罪 36(80%) 1(2.2%) 7(15%) 1(2.2%) 0 0 

貪欲 19(42%) 2(4.4%) 15(33%) 1(2.2%) 5(11%) 3(6.6%) 

一無所

有  
12(26%) 24(53%) 0 0 1(2.2%) 8(17%) 

愛情 0 2(4.4%) 26(57%) 2(4.4%) 3(6.6%) 12(26%) 

緊張 3(6.6%) 9(20%) 15(33%) 7(15%) 8(17%) 3(6.6%) 

戰爭 15(33%) 2(4.4%) 18(40%) 1(2.2%) 2(4.4%) 7(15%) 

熱情 1(2.2%) 1(2.2%) 43(95%) 0 0 ０  

健康 2(4.4%) 1(2.2%) 6(13%) 23(51%) 1(2.2%) 12(초록) 

活力 1(2.2%) 15(33%) 9(20%) 15(33%) 0 
4(초

록)2(살) 

虧損 6(13%) 5(11%) 19(42%) 12(26%) 2(4.4%) 1(2.2%) 

明顯 8(17%) 17(37%) 6(13%) 6(13%) 4(8.8%) 4(8.8%) 

 

附錄（五）：中文紅色詞與其特點 

紅色詞彙 紅的意義（隱喻與轉喻表

現） 

顯著的特點（概念） 

紅色 紅 紅 

紅包、紅事 喜慶、吉利、幸福、熱烈 喜慶 

紅人、紅貨 成功、得勢、受歡迎、名譽 成功 

紅運 成 功 、 得 勢 、 受 歡 迎 、 名

譽，運氣好 

運氣好 

眼紅 成功、受歡迎、羨慕、嫉妒 嫉妒 

紅軍、赤色國際 革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 革命 

赤摩、赤禍 社會主義、犧牲、恐怖 犧牲 

赤心、赤膽、赤誠 革命、忠心、誠心 誠心 



115 

 

紅牌 危險、警告 警告 

赤字 虧損、危險、警告 虧損 

紅臉 不好、害羞、發怒、失控平

靜 

害羞、發怒 

赤腳、赤足、赤身 不好、光著 光著 

赤手、赤貧 不好、光著、一無所有、貧

困 

貧困 

紅顏、紅粉、紅樓、紅裝  女人、 美女、 妓女 

 

女人 

 

附錄（六）：韓文紅色詞與其特點 

紅色詞彙 紅的意義（隱喻與轉喻表

現） 

顯著的特點（概念） 

붉다 붉다 붉다 

붉은 악마(紅魔鬼) 熱情、興奮、活力、緊張 熱情 

붉히다（發紅），벌겋게 

되다（變紅了） 

生氣、貪欲、嫉妒、不好 生氣 

홍등가（紅燈區），빨간

책（紅色書） 

色情、低級、淫穢、陰暗、

不好 

色情 

빨간줄(紅線) 犯罪、前科、不好 前科 

적색 경보(赤色警報)，적

신호(赤信號)， 빨간딱지

（紅單子） 

危險、警告 警告 

레드카드(紅牌) 警告、停止 警告 

붉은 띠（紅帶子） 危險、警告、鬥爭 鬥爭 

적자（赤字） 危險、警告、損失 損失 

홍일점（紅一點） 女人、 美女 女人 

빨갱이（紅色分子） 共產主義、親北勢力、 恐

怖 

親北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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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聯想問卷中文版 

您好: 

謝謝您撥空完成這份問卷。本文卷的主要目的的在探討語意和顏色的關係。請根據

以下的提示依次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一、基本資料 

年齡：        性別：         職業：          母語：             

曾經學過的語言: 

 

二、請在下例個詞語後的空隔中寫下顏色的名稱，並請說明使您聯想到該顏色的原因 

1.吉祥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女人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3.花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4.火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5.成功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6.受歡迎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117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7.漂亮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8.血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9.利益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0.忠誠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1.好運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2.重要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3.革命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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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共產主義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5.婚禮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6.氣怒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7.害羞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8.色情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19.太陽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0.興奮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1.危險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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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警告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3.嫉妒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4.犯罪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5.貪欲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6.一無所有 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7.愛情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8.緊張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29.戰爭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30.熱情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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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31.健康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32.活力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33.虧損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34.明顯使我聯想到的顏色?  

 ① 黑色  ② 白色  ③ 紅色  ④ 綠/藍色  ⑤ 黃色  ⑥ 其他(          ) 

  選這個顏色的理由： 

 

三、請寫下你看到「紅色」聯想到什麼。 

（第一次想到的是在第一個空隔寫，再次是第二個空隔寫…） 

１.  

２. 

３. 

４. 

５. 

 

四、看到「紅色」你的感覺是如何？ 

    否定(negative)   中立(neutral)    肯定(positive) (因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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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聯想問卷韓文版 

안녕하세요. 

 설문조사에 참여해 주셔서 정말 감사합니다. 어휘는 색깔과 긴밀한 연관을 가지

고 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이번 설문조사의 목적은 어휘와 색깔의 연관성에 대하여 조

사 하는 것이니 상세한 답변 부탁 드립니다.  

 

一、기본자료 

나이：           성별：        직업：               모국어：        

제2외국어:    

 

二、 아래 어휘 뒤 빈칸에는 색깔의 명칭을 쓰시는 것입니다. 그리고 그 색이 떠오

른 이유를 적어주십시오.  

 

1. 길조(吉兆)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 여자 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3. 꽃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4. 불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5. 성공에 연상되는 색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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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6. 인기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7. 이쁨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8. 피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9. 이익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0. 충성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1. 운이 좋음 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2. 중요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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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혁명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4. 공산주의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5. 결혼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6. 화남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7. 부끄러움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8. 에로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19. 태양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0. 흥분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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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1. 위험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2. 경고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3. 질투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4. 범죄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5. 탐욕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6. 무일푼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7. 애정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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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긴장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29. 전쟁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30. 열정에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31. 건강함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32. 살아있음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33. 손실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34. 선명함/다 들어남 연상되는 색은? 

① 검정색   ② 흰색   ③ 빨간색  ④ 푸른색  ⑤ 노란색  ⑥ 기타(          ) 

 색을 선택한 이유: 

 

三、 빨간색 하면 떠오르는 어휘를 써주십시오. 

(생각나는 순서대로 1번부터 5번까지 써주십시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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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四、빨간색을 보면 어떤 느낌인가요? 

부정적       중립적       긍정적 (이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