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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常見於各式語言媒介中，然而，當詞義已非本義時，對華語學習者

而言，難度相對較高（邢志群，2011）。若論及產出這樣的語言表現方式，

其難度則更高。為了幫助中高級華語學習者更精確理解相關延伸詞彙，本文

旨在探討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多義詞的使用現象，以及這些溫度相關

詞如何透過隱喻，表達多義；並以此研究結果參照華語學習者的需求與意見，

編寫相關的教學內容應用。 

本文採語料庫（Deignan，2005；Semino，2008）、MIP（Pragglejaz Group，

2007）和 MPA（Stefanowitsch，2006）的分析方法，以 2012 至 2014 年間的

華語經濟新聞為例，探討其中的高頻溫度詞－冰、冷、寒、涼、溫、暖、熱、

燙，所組成之溫度相關詞本義與延伸義的關係。研究結果得出華語經濟新聞

中，在「氣氛」、「數量」、「普及度」、「關係」、「態度」與「力量」等概念中，

都較常以溫度相關詞來隱喻表示，進而形成溫度相關詞彙的多義延伸。 

另一方面，根據本文的調查結果，華語學習者以及華語教師普遍都使用

過概念隱喻的學習策略與詞彙釋義方式；而大部分的學習者也認為使用本義

與延伸義的比較方式對於其在記憶、精確使用詞彙等方面有具體幫助，此與

前人（Csábi，2004；孫毅，2013）的看法相合。因此，本文認為教師在進

行詞彙教學的階段時，最好能以已知建構未知－用本義和延伸義的比較（即

概念隱喻）來解釋詞彙的新詞義，方能對學生的詞彙學習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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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 exists in many language forms. However, when 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not in literal sense, its difficulty will be higher for Mandarin learner(邢

志群, 2011). As for expressing with extending meaning, the difficulty will be 

much higher. To help students of high-intermediate level of Mandarin to 

understand related words in extending meaning, this study aimed to research 

temperature-related polysemy in Mandarin economic news and how do they 

express one more meanings by metaphor. We combined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and Mandarin learner survey to generate related material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We took economic news from 2012 to 2014 as an example, and used 

corpus-based approach, corpus-driven approach(Deignan, 2005; Semino, 2008), 

MIP(Pragglejaz, 2007) and MPA(Stefanowitsch, 2006)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l and extending senses of temperature-related words which consist 

of bing冰, leng冷, han寒, liang涼, wen溫, nuan暖, re熱 or tang燙.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there are six domains that can be described by 

temperature-related words through metaphor; they are “atmosphere”, “amount”, 

“popularity”, “relationship”, “attitude” and “strength”.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most of the Mandarin learners 

had ever used metaphor as a learning strategy and most of the Mandarin teachers 

had ever used metaphor to explain extending meaning of a words as well. 

Furthermore, most of the Mandarin learners of the current study think it is 

helpful for them to memorize word and use word more accurately. This result is 

correspon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es(Csábi, 2004;孫毅,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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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Mandarin teachers use metaphors 

to explain new meaning of a word, which is like the idea of using known 

knowledge to learn new knowledge. In this way, it would be more helpful for 

student to learn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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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文旨在探究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的多義現象，亦即本文將以認知

語言學1為架構，採語料庫2、MIP
3和 MPA

4的分析方式，探究華語經濟新聞

中溫度相關詞的延伸義（非本義之語義），並結合華語學習者之需求、意見

和概念圖，提供華語教師解釋溫度相關多義詞時的教學應用。 

第一節 研究背景 

Wilkins（1972：111）曾說過：「沒有詞彙，什麼都無法表達。」5，Milton

（2009）也曾提出詞彙是語言基礎的論點，由此可見，在語言學習過程中，

詞彙是不容輕忽的一部分。此外，在學習語言時，常可以發現一個詞彙有很

多意思，例如英文的 hot，有(i) The weather is hot；(ii) That girl is hot；(iii) It 

is a hot issue；等幾種用法。在華語中亦然，「熱」可用以形容天氣（如：天

氣好熱。）、氣氛（如：場面熱鬧。）和態度（如：台灣人對外國人很熱情。）

等等。而根據 Nation（1990）的主張，學習者在學習詞彙時，必須學會該詞

彙的形式、意義、概念、關聯、搭配等，其中意義還包括一詞多義的辨析，

這個部分，對華語學習者而言，則一直都是學習難點之一（邢志群，2011；

陳建生等，2011）。 

針對詞彙的多義性，從早期Fillmore（1976）的框架語義（Frame Semantic）、

Lakoff & Johnson（1980）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到 Fauconnier 

& Turner（1998）的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等等，這些認知語言

理論把語言看成是人類認知的一體，在相同的認知原則上與其他認知機制互

                                                
1 認知語言學為 1900 年代中後期興起的一種語言分析學派，其較傳統學派，更重視人類

的心理發展、心理過程，故得名。相關的理論包含：概念隱喻理論（Lakoff & Johnson，

1980）、概念整合理論（Fauconnier & Turner，1998）、句法象似性理論（Haiman，1985）

等等，本文將採其中幾個理論作為研究分析依據，其詳細介紹，請參見第二章。 

2
 相關說明詳見 1.3.4 與 2.2.4。 

3
 相關說明詳見 1.3.5 與 2.2.4。 

4 相關說明詳見 1.3.6 與 2.2.4。 

5
 其原文為：“While 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 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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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Driven，2005：17）6，而與傳統語言研究不同。自此，不管是對概念

隱喻原則生成方式予以判析的研究（Deignan，2005；Semino，2008 等）或以

概念隱喻作為二語教學的可行性與優勢的研究（Boers，2000；Csábi，2004

等）便日漸增多。 

另一方面，Ausubel（1968）提倡「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

其重視學生認知，認為學生必須以已知建構未知才算是有意義的學習，此概

念與隱喻相似，人們能透過隱喻將已知知識轉嫁到未知知識，來學習未接觸

的新事物（Petrie & Oshlag，1979），而在語言習得過程中，概念隱喻也是兒

童或第二語言學習者利用已知詞彙來創造新詞的手段之一（Littlemore，

2001）；追循 Ausubel「有意義的學習」理念，Novak（1982）主張概念圖（concept 

maps）於課堂發展之優勢，此後，概念圖便應用於各個科學之中。近年來，

更盛行於語言教育，例如，以概念圖引導學生聯想詞彙或表示詞彙的上下位

關係（張小峰，2009；王君，2010）。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問題 

在認知領域方面，Langacker（1987）認為除了時間、空間以外，還有顏

色、味道等感官經驗的基本域（basic domain），然而，在現有的認知語言學

中，一樣同為人類基本感官經驗範疇的「溫度域」的相關研究卻不若顏色域、

空間域來得多，且多數為語言歷時研究（甘明惠，1995 等）或語言對比分

析（楊穎嫚，2009；朴恩珍，2011 等），相關的認知探討，也只集中於語言

學（高航、嚴辰松，2008；陳建祥，2012 等），稍少跨足於教學領域。 

在先前參與的研究7過程中，筆者發現，溫度詞除了於詞素有多義用法以

外，溫度詞彙本身，雖不常出現於正規華語教材中，於新聞、笑話、文學等

                                                
6
 其原文為：“CL approaches language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human cognition which operates 

in interaction with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same principles as other cognitive faculties.” 
7
 筆者曾擔任研究助理之《從認知語言學視角探究華語詞彙學習》計畫。「華語溫度詞的

概念隱喻認知教學」為計畫的一部分。計畫以溫度詞的詞素多義為研究對象，例如：「熱」

本義為 to be hot，但是在華語中，也可以用來與「情」構詞，成為「熱情，to be passionate」；

「冷」的本義為 to be cold，但也可與「門」構詞，成為「冷門，to be unpopular (area of study, 

learning, subject, field)」，不管是「熱情」或「冷門」，都並非表示溫度高的情意或溫度

低的門，因此是延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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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載體，也常有延伸義的表現。在這些載體中，新聞為具有一定華語程度

的學習者想要提升華語程度的有效工具之一（徐喜萱，2003），不管國內、

對岸，各大華語中心也都開有新聞相關課程，可見，新聞於華語教學亦佔有

一定份量。然而，新聞的種類多元，本文鑑於學習華語的經貿專業人士有逐

年增高的趨勢（邱曉蕾，2006），將針對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提出以

下研究內容： 

一、語言現象方面： 

1. 現行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的使用情形為何？其與本義的關

係又為何？ 

2. 若其為本義的延伸，這些詞彙是否有共有的概念隱喻認知模式？若

有，為哪些共有的概念領域？ 

3. 在這些領域中，是否有常複現的溫度相關詞？若有，又以哪些詞彙

為常用詞彙？ 

二、學習者方面：中高級華語學習者對「概念隱喻」的詞彙解釋方式的接受

度8為何？ 

四、 教學應用方面：上述之研究結果如何與華語文教學相結合？ 

本文希望藉由以上研究問題，幫助中高級華語學習者掌握正確的華語經濟

新聞之意涵。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以下為本文提及之較專業的術語或本文使用之特別用詞的名詞釋義簡介，

其中 1.3.3 到 1.3.6 的詳細介紹將於第二章呈現。 

1.3.1 經濟新聞 

經濟新聞是報導經濟活動、關係或現象的新聞（董玉琴，1999），其內容

可能含括股票、投資、銀行、稅務、進出口等（方怡文、周慶祥，1999）。 

 

                                                
8
 即，「概念隱喻」是否對詞彙學習有幫助？具體的幫助為何？或受試者曾經使用「概念

隱喻」作為詞彙學習策略的比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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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溫度相關詞 

  本文所謂「溫度相關詞」為含有溫度詞素（冰、冷、寒、涼、溫、暖、熱、

燙）之相關詞彙，如：冰天雪地、冷冰冰、寒風、涼、升溫、暖春、熱灶、

燙傷等。 

1.3.3 概念隱喻理論 

  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為 Lakoff & Johnson（1980）

針對詞彙多義提出的理論，是一個以已知（或具體）意義來推知未知（或抽

象）意義的理論方法。 

1.3.4 語料庫 

  語料庫（corpus）是對自然文本（naturally-occurring texts）收集、儲存或

加工的數據庫，並且可被儲存於能被電腦處理的形式（machine-readable form）

中，最早的語料庫為 1960 年代前期的 Brown Corpus（Meyer，2002），國內

現行的語料庫則有《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漢字偏誤語料庫》等。 

1.3.5 隱喻辨別程序機制（MIP） 

  MIP 全名為“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是 Pragglejaz Group （2007）

針對語篇提出的隱喻辨別方式，此為以語境9意義判斷隱喻的一種分析方

式。 

1.3.6 隱喻模式分析（MPA） 

  MPA 全名為“Metaphorical Pattern Analysis”是 Stefanowitsch（2006）針對

語言模式提出的隱喻辨別方式，此為以句子中是否同時出現概念隱喻理論的

目標域和來源域來辨別隱喻的分析方式。 

第四節 文章架構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簡介本文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第二章，

文獻探討，釐清多義詞定義、認知語義學的幾個理論（概念隱喻、概念整合、

概念轉喻及其分析方式）、概念圖與詞彙教學意涵，並介紹外語和前人對溫

度詞的隱喻研究；第三章，研究方法，介紹本文研究步驟、問卷設計與語料

                                                
9
 語境：語言存在的環境，即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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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和分析依據；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指出華語溫度相關詞延伸義的

隱喻原則，並探討共性、個性與常現溫度相關多義詞；第五章，教學啟示與

應用，本章將介紹華語學習者對隱喻的觀點、檢視現有華語教材的相關用法

並結合研究結果，提出教學應用；第六章，結論，再次簡述研究結論，最後

指出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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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以下六節分別釐清本文將探究之研究對象與分析理論： 

一、多義詞：釐清多義詞意涵和辨別多義詞之方式。 

二、理論依據－隱喻與轉喻：以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隱喻與轉喻為

切面，介紹解釋詞彙多義現象的方法。 

三、概念圖：簡述概念圖的起源與教學優勢。 

四、溫度詞研究：包含英語和華語的溫度詞詞義和隱喻研究。 

五、詞彙與教學：首先概述詞彙知識，再延伸至隱喻與詞彙教學的關係。 

六、小結：綜合上述五節，提出筆者看法。 

第一節 多義詞 

本文旨在探究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多義詞，故，於此必須先辨別多義詞

（polysemy）與同形同音異義詞10（homonymy）之區別。根據 Saeed（2000：

63-65）表示，多義詞是指義項之間相關聯的詞，並且辭典編纂者通常將多

義詞的意義列於相同的詞條之中，其判別標準包含義項間的共同成分、話者

直覺、該詞的歷史演變等；而同形同音異義字即義項之間無關聯的字詞。以

“hook’’和 “hooker’’為例，其在辭典中的編排方式如下（Saeed，2000：

64-65）： 

hook (hʊk) n.  1. a piece of material , usually metal, curved or bent and used to 

suspend, catch, hold, or pull something. 2. short for fish-hook. 3. a trap or snare. 4. 

Chief US something that attracts or is intended to be an attraction. 5. something 

resembling a hook in design or use. 6.a. a sharp bend or angle in a geological 

formation, esp. a river. b. a sharply curved spit of land. 7. Boxing. a short swinging 

blow delivered from the side with the elbow bent. 8. Cricket. a shot in which the 

ball is hit square on the leg side with the bat held horizontally. 9. Golf. a shot that 

causes the ball to swerve sharply from right to left. 10. Surfing. the top of a 

                                                
10

 本研究旨在探究「多義詞」非探討「同形同音異義字」，故對 Saeed（2000）針對 homonymy

所分的同形異義字（homograph）與同音異義字（homophone）將同視為 homonymy，不

再細分做介紹。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breaking wave, etc.  

hooker
1
 (’hʊk 2) n.  1. a commercial fishing boat using hooks and lines instead  

of nets. 2. a sailing boat of the west of Ireland formerly used for cargo and now for  

pleasure sailing and racing.  

hooker
2
 (’hʊk 2) n.  1. a person or thing that hooks. 2. US and Canadian slang.  

2a. a draught of alcoholic drink, esp. of spirits. 2b. a prostitute. 3. Rugby. The  

central forward in the front row of a scrum whose main job is to hook the ball.  

由上例可知，由於“hook’’是多義詞，因此辭典編纂者將所有有關聯之義項

放於同一詞條中，而“hooker’’有兩組無關聯的義項，因此編纂者將之列於不

同的詞條底下，是為同形同音異義詞；而根據 Lyons（1977：550-552）所提

出之多義詞與同形同音異義詞之辨別，則有「觀察辭典詞條」與「義項關聯

性」兩種；Allan（1986：147）也提出傳統的語義學將多義詞定義為一個有

多種意義的表現性質，同形同音異義詞則為兩種或以上有相同形式但不同意

義的表現性質11。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多義詞與同形同音異義詞共有（1）

觀察詞條（2）義項關聯（3）歷史演變（4）母語者直覺等四種方式。 

  此外，Saeed（2000：65）認為由於母語者直覺的差異或誤判，「歷史演變」

和「母語者直覺」兩種判別方式可能相抵觸（e.g., gay），“gay’’的本義為“lively, 

light-hearted, bright’’，而更廣為人知的衍生義“homosexual’’其實是從本義延

伸而來的，但多數人卻認為兩者為同形同音異義詞；Allan（1986）則認為

一個原本為多義詞的詞彙可能隨著時間流逝分化成兩個完全意義不相同的

同形同音異義詞。基於語言不斷變化的原則，筆者認為研究不能只耽溺於詞

彙歷史源頭，更應因時制宜，若大多數的母語者皆認為某詞彙為同形同音異

義詞，那便可將之視為同形同音異義詞。故，研究在判別語料之多義性時，

將採取多位母語者的意見，取其多數，配以詞條羅列的觀察，篩選出所欲探

究之溫度相關詞。  

                                                
11

 其原文為“Polysemy is the property of an expression with more than one meaning. 

Homonymy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wo or more expressions which have the same form but 

different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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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論依據－隱喻與轉喻  

本節所欲探討之隱喻以 Lakoff & Johnson（1980）的概念隱喻理論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為主，亦將含括 Fauconnier & Turner（1998）

針對概念隱喻理論在詞彙多義解釋上之疑義所提出的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
12），本文將以此二理論解釋華語經濟新聞溫度多義詞的多義現象。

此外，由於部分語料的新聞語境使用轉喻（metonymy），因此研究在探討溫

度詞多義隱喻前，將先檢視語料語境是否使用轉喻，以便進行隱喻分析13。 

2.2.1 概念隱喻理論 

自 1970 年代起，認知語言學迅速發展，並有眾多的理論（李福印，2008），

如：Taylor（2003）的語義鏈（Meaning Chain）、Lakoff & Johnson（1980）

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Fauconnier & Turner（1998）的概念整

合（Conceptual Blending）等等。針對一詞多義，以上理論皆為不同於傳統

抽象說（abstraction）或同音說（homonymy），而以基本概念為核心，探討

自基本概念衍生的其他義來解釋詞彙多義現象（蘇以文，2005：57）。 

其中 Lakoff 又堪稱是認知語義學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Lakoff 與

Johnson 於 1980 年所提出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不但是認

知語言學中重要的理論，亦對詞彙多義現象解釋有不小的貢獻。一直以來，

隱喻常被視為一種修辭手段（Lakoff & Johnson，1980），然而，自有概念隱

喻理論後，隱喻不再只是語言現象，更是人類的認知表現，從李福印（2007：

87）所述之表格（如下表二-1）便可詳細明白傳統隱喻與概念隱喻在各方面

的差異： 

表 二-1 「傳統觀點」與概念隱喻理論的比較 

基本問題 「傳統觀點」 概念隱喻理論 

誰創造了隱喻？ 由詩人等文人墨客創造的 每一個普通人都創造隱喻 

                                                
12

 也稱 Conceptual Integration。 

13
 即，本文將只以概念隱喻理論、概念整合理論探究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多義詞，不

探討溫度多義詞本身的轉喻現象，於此提及轉喻乃因本文將於分析語境（和溫度詞搭配

之詞彙）時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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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是怎麼被創造

的？ 
一個一個被創造的 

隱喻是系統的映射，可以

一批一批地創造 

誰使用隱喻？ 
文人創造隱喻，大家使用

隱喻 

每一個普通人都創造和使

用隱喻 

隱喻的存在方式是

什麼？ 
只存在於文學語言當中 

既存在於文學語言中，也

普遍存在於日常語言中 

隱喻的功能是什

麼？ 

對語言起修飾作用，使表

達更美 

隱喻是一種認知手段，一

種思維方式 

隱喻的本質是什

麼？ 

隱喻只是語言層面的問

題，是詞彙問題 
隱喻是思維層面上的問題 

資料來源：李福印（2007）。語義學概論（頁 8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Lakoff & Johnson（1980）認為人類的概念建構感知，而概念系統具有隱

喻性，因此，人類上至感知、思考，下至行為、舉動，皆具有隱喻性，並且，

從語言使用證據中，也可發現人類概念系統的隱喻性，以“ARGUMENT IS 

WAR’’為例，此隱喻原則可反映出以下幾種表現方式（Lakoff & Johnson，

2003：5）：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他攻擊我言論的弱點。）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我從未贏過他一場爭辯。） 

由例句可知，當與對方爭辯時，人類會「攻擊」對方的弱點，而在判定爭論

結果時，也如戰爭一般，有輸有贏。Lakoff & Johnson（1980：5）以「爭論

如戰爭」來解釋，隱喻的本質是藉由一件事情去理解、經驗另一件事情14。 

Lakoff & Johnson（1980）進而提出「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 Metaphor 

Theory，CMT），其認為隱喻涉及「來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標域」

（target domain），來源域為人類已知或具體事物；目標域為新知或抽象事物，

兩者雖為不同範疇，但之間有共同特性，人類藉由共同特性並透過「映射」

（mapping）來推敲、理解目標域，進而達到隱喻目的。以“TIME IS MONEY”

                                                
14

 其原文為：“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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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此概念隱喻於語言中有以下幾種表達（Lakoff & Johnson，2003：8）： 

You're wasting my time. （你在浪費我的時期。） 

This gadget will save you hours. （這個裝置能節省你不少時期。） 

在“TIME IS MONEY’’的概念隱喻中，時間是目標域，金錢是來源域，其共

同的特性為兩者同屬可計算的資源，因此人類藉由錢的花用來理解時間的消

逝。Lakoff & Johnson（1980：7-8）也同時指出隱喻具有系統性（systematicity），

例如“TIME IS MONEY’’的隱喻原則，並不是只體現於「浪費時間」的表現

上，還有「節省時間」、「花時間」、「用盡時間」等多種表現，彼此是互相對

應的，此即所謂隱喻的系統性。 

此外，Lakoff & Johnson（1980）還將隱喻分為三類：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本體隱喻（ontological）和結構隱喻（structural）。方位隱喻是在同一個概念

之內，參照上下、前後等方位來理解事物（e.g., HAPPY IS UP → I am feeling 

up.）；結構隱喻為以某概念的結構來建構另一概念，兩個概念的結構成分存

在對應關係（e.g., THEORIES ARE BUILDINGS → The theory needs more 

support.），然此二類隱喻與本研究無關，於此暫不討論。 

能解釋本研究語料的概念隱喻種類為「本體隱喻」。本體隱喻是以人類對

世界感知的經驗來理解較抽象的經驗，以“THE MIND IS A BRITTLE 

OBJECT’’的概念隱喻為例，則有“She is easily crushed.’’的表現方式。相對應

於本研究內容，華語經濟新聞中有「進入農曆年前汽車銷售旺季，車市買氣

明顯回溫。」、「房市買氣就會如同『春天的太陽』，愈來愈暖，鄉林明年將

大舉推案 300 億元搶市。」等語句，我們可藉語境和詞彙搭配得知：例句中

「回溫」、「暖」並非溫度回升或物體溫度偏高的意思，而是用以表示車市越

來越受歡迎或房市受歡迎，進而得出“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普及度如溫度）的隱喻原則，這正是本體隱喻的本質－以感知經驗來理解

抽象的事物的例證。 

  上述之概念隱喻理論，若套用至本文研究語料「去年底，安倍又赴靖國神

社參拜，導致兩國關係掉到數十年來的冰點。」，則可得出溫度相關詞本義

和多義的隱喻關係，如下表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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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經濟新聞中多義詞的詞義隱喻延伸範例 

來源域 Source Domain 映射Mapping  目標域 Target Domain 

例

句 

水到了冰點以後，會

凝結成冰。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 

（關係如溫度） 

例 

句 

關係掉到數十年

來的冰點。 

本 

義 

水在一大氣壓之

下，凝固為冰的溫

度，為攝氏零度。 

延 

伸 

義 

關係惡化或變得

疏遠。 

  除「關係掉到冰點。」以外，本文所蒐集的其他語料也有藉由溫度相關詞

形容關係的用法（例如: 改善冷卻的關係。兩岸關係近來已漸趨回暖。），

因此，從三個例句之間的對應，可以進一步確定溫度域之於關係域的系統對

應性，進而得出如下圖二-1 表示之隱喻原則“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 

 

 

 

 

 

 

 

圖 二-1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的映射圖 

    研究將以上述的方式來解釋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彙的多義現象，

但是， Fauconnier & Turner（1998）認為僅從概念隱喻釋跨範疇的映射關係，

有時無法詳細陳述兩個範疇間重要的意涵。故當以概念隱喻機制無法解釋經

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彙多義現象時，本文將以「概念整合」分析之。 

2.2.2 概念整合理論 

鑑於概念隱喻理論的疑義，Fauconnier & Turner 在二十世紀後十年陸陸續

續提出了「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的相關理念，此一理論更注重

溫度降低 

使溫度降低 

溫度升高 

 

關係變得疏離 

使關係變得疏離 

關係變得密切 

來源域：溫度 目標域：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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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思考的過程，將多義詞的詞義延伸方式解釋得更詳細。 

概念整合最基本的元素是「心理空間」（mental space），Fauconnier & Turner

在 2002 年提出了「四空間模式」（如下圖二-2）：輸入空間 1、輸入空間 2、

類屬空間、合成空間，他們認為人類將所接受的經驗、概念輸入到所屬的心

理空間後，不同概念的心理空間可以透過壓縮而產生新的概念。輸入空間 1

與輸入空間 2 之間存在跨空間的壓縮過程（類似於概念隱喻理論的「來源域」

和「目標域」的映射），用以連結彼此相互對應的部分；類屬空間是指兩個

輸入空間共享的結構，有類屬空間，兩個輸入空間才能彼此對應；從輸入空

間壓縮到合成空間的概念結構是部分的、有選擇性的，這樣的認知過程使得

合成空間浮現出有別於輸入空間的結構，而產生新的隱喻或概念。 

 

 

 

 

 

 

 

 

 

 

圖 二-2 四空間模式關係圖（Fauconnier & Turner，2002：48） 

舉例來說，“Murdoch knocked out Iacocca.’’ （Fauconnier & Turner，2002）

照字面上看來是「Murdoch 打暈了 Iacocca。」，但此句也可以用於描述商業

競爭的結果。若要解釋成在商業活動上 Murdoch 打敗了 Iacocca，我們可以

知道，兩個輸入空間為「商業」、「拳擊」，不管是商業活動或是拳擊競賽，

都會有「競爭者」，所以「競爭關係」就是兩個輸入空間的類屬空間，由於

兩個輸入空間有共通點，於是，可以彼此壓縮，因此有以“Murdoch knocked 

 

 

Input I 

輸入空間 1 

Blending 

合成空間 

Input II 

輸入空間 2 

 

  

Generic 

類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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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Iacocca.’’來表示“Murdoch defeated Iacocca. (in business)’’，to knock out

的詞彙多義性也就應運而生，此例句的四空間模式，詳見下圖二-3： 

 

 

 

 

 

 

 

 

 

 

 

 

 

 

 

 

圖二-3 Boxing CEO 的整合空間示意圖（Fauconnier & Turner，2002：128） 

    在本文所蒐集到的華語經濟新聞中，有無法以概念隱喻解釋其多義現象

的語料，本文試以概念整合理論解釋之，發現能順利解釋其多義詞和本義的

關係。以「新 iPhone 今天正式面世，不少徹夜排隊搶新 iPhone 的民眾，拿

著熱呼呼的新手機，開心不已。」為例，此句的多義現象涉及輸入空間 1「麵

包」和輸入空間 2「手機」，兩個空間的對應關係如下表二-3： 

 

 

Boxing CEO (Murdoch) 

Boxing CEO (Iacocca) 

Murdoch knocked out Iacocca. 

輸入空間 2：Corporate business 商業 

˙CEO1(Murdoch) 

˙CEO2 (Iacocca) 

˙Murdoch defeated 

Iacocca 

輸入空間 1：Boxing 拳擊 

˙Boxer1 

˙Boxer2 

˙One boxer 

knocked out the 

other. 

 

類屬空間 

壓 

縮 

Competition 

Between 

Competitors 

整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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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空間 

輸入空間 2：麵包 

麵包師父 

烘焙 

新出爐 

輸入空間 1：手機 

手機工廠 

製造 

新上市 

壓 

縮 

類屬空間 

物品被製

做完成

後，然後

開始販賣 

新上市的手機，就像是新出爐的

熱呼呼的麵包 

（例句：熱呼呼的新手機） 

表 二-3 「麵包」與「手機」的概念成分對應關係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麵包 受事 手機 

麵包師父 施事 手機工廠 

烘焙 行為 製造 

新出爐 行為 新上市 

麵包店 方位 手機公司 

「麵包」與「手機」同為商品，皆有被製成的過程，而且有新做成並開始

販賣的概念，此為兩個輸入空間的共有部分（即類屬空間），而剛烤（烘焙）

好的麵包通常是「熱呼呼」的，經由壓縮過程，「麵包」、「手機」兩個原本

不相關的概念，可以相融合，而產生新的表現方式－「熱呼呼的新手機」。

下圖二-4 為例句「新 iPhone 今天正式面世，不少徹夜排隊搶新 iPhone 的民

眾，拿著熱呼呼的新手機，開心不已。」的詳細概念整合過程。 

 

 

 

 

 

 

 

 

 

 

 

圖 二-4 「熱呼呼的新手機」概念整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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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為本文以概念整合為理論基礎來解釋語料多義現象的範例，其餘例句

說明，則詳見第四章。 

2.2.3 轉喻 

  與隱喻相同，轉喻（metonymy）以往也被視為一種修辭手段（類似借代），

但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興盛，轉喻同樣逐漸被視為以經驗為基礎的認知過程，

而也是詞義的一部分（趙艷芳，2000）。Lakoff & Turner（1989）曾指出轉

喻和隱喻的差別：隱喻涉及兩個概念域，是兩個概念域相互映射而產生的語

言表現方式；轉喻是相同概念中的映射，有指代的功能，是在相同概念中，

因為某種關係，而可以用某一實體代替另一實體的語言表現方式。 

 事實上，關於轉喻的理論模式，可以說是各家眾說紛紜15，但其實都不出

轉喻是以 A 代 B 的認知過程。Radden & Kövecses (1999)根據理想化認知模

式16（ICM）將轉喻分為兩大類，其下又有幾個次小類（Radden & Kövecses，

1999；Kövecses，2006）： 

1. 整體與其部分的概念轉喻  

（1） 事物與部分之間的理想認知模式 Thing-and-Part ICM 

I’ll go to England this summer. :用 England 英格蘭代替整個英

國。 

（2） 尺度理想認知模式 Scale ICM 

How old are you? ：用你多「大」來問年紀，句中的 old 沒有

「年紀大」的意思，代表的是年紀。 

（3） 組成理想認知模式 Constitution ICM 

She disappeared is the wood. :用「wood 木柴」來代替樹或樹林。 

                                                
15

 例如：Langacker（1987）提出的「認知矩陣（Domain Matris）、Croft（1993）提出的

「域凸顯（Domain Hightlight）說」等等。 

16
 Lakoff 於 1987 年提出「理想化認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來解釋

人類的認知模式。他認為人類所認為的事物，並非客觀存在的，而是由於社會、文化、

生活、環境的影響，創造出來的，是抽象認知結構的綜合表現。比如，「一個星期有七

天」這件事，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創造出來的，並非原本就是如此，事實上，在極少

數文化中，也存在著「一個星期有五天、六天」這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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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件的理想認知模式 Event ICM 

She’s in the hospital. ：當我們說某人在醫院時，並不是表示他

身處在醫院裡，而是他生病了或是他去看醫生。 

（5） 範疇與成員的理想認知模式 The Category-and-Member ICM 

Do you have an aspirin? ：用 aspirin 這個廠牌問人有沒有陣痛

劑。 

（6） 範疇與其屬性的理想認知模式 The Category-and-Property ICM 

Boys will be boys.：第一個 boys 是類別（整體），第二個則是

指男孩的本質或特色，整體代替部分（第二個 boys 才有轉

喻）。 

（7） 簡化的理想認知模式 Reduction ICM 

tg/ 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簡縮的 tg 可以表示 tgif，甚至整

句話的意思可以更進一步表示「週末到了，讓我們開心地玩

吧！」。 

2. 整體中不同部分的概念轉喻 

（1） 動作理想認知模式 Action ICM 

shampoo one’s hair.：道具「洗髮精」代替「洗頭」的動作。 

（2） 知覺理想認知模式 Perception ICM 

用 sight 代替 thing seen。 

（3） 原因理想認知模式 Causation ICM 

healthy complexion：結果 healthy complexion 代替原因 healthy 

body。 

（4） 生成理想認知模式 Production ICM 

I’ve got a Ford.：用生產車的福特公司來代替福特汽車。 

（5） 控制理想認知模式 Control ICM 

Nixon bombed Hanoi.：控制者代替被控者：不是尼克森本人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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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河內，而是炸彈轟炸河內，而尼克森是指揮炸彈去向的人。 

（6） 所有理想認知模式 Possession ICM 

He married money：用「錢」表示「有錢人」。 

（7） 容器理想認知模式 Containment ICM 

The milk tipped over：用「牛奶」代替「奶瓶」。 

（8） 方位理想認知模式 Location ICM 

Oxford won’t publish the book：用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的所

在地 Oxford 來代替牛津大學出版社。 

（9） 象徵與參照理想認知模式 Sign and Reference ICM 

four-letter word 代表詛咒語。 

（10） 變型理想認知模式 Modification ICM 

Do you still love me? －Yes, I do.：用「do」來表示「love」。 

  Goossens（1995）針對隱喻和轉喻的互動所曾提出兩種類型，其中一種為

“metonymy within metaphor”，即在隱喻中使用轉喻，例如“bite one’s tongue 

off”的“tongue”轉喻代表了“speech”，而“bite one’s speech off”則隱喻表示

“deprive oneself of the facility of speech”，即「咬掉某人的舌頭」中的「舌頭」

轉喻代表了「說話能力」，而「咬掉某人的說話能力」則隱喻表示「剝奪某

人的說話能力」。在華語經濟新聞中，也不乏有同時含轉喻和隱喻的表現方

式，例如「北市冷 新北熱 大坪數交易 雙北兩樣情」，句中的「北市」以方

位理想認知模式轉喻代替了「台北市的房市交易數」（新北同），而「冷」、「熱」

是以溫度形容數量的表現結果，以溫度低的「冷」來表示某物數量低（此指

交易數量）；以溫度高的「高」來表示某物數量高，因此，整句句意應為：「北

市大坪數房市交易量低，新北大坪數房市交易量高，雙北兩樣情。」。新聞

中，特別是標題，為了節省字數，常有這樣的表現方式，可見，於新聞教學

中，「轉喻」也是不容忽視的一環。 

2.2.4 隱喻、轉喻的分析方法 

  上述之理論雖於解釋詞彙的多義現象上有重大貢獻，然而，在例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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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tly（1997：5）主張這些研究的語料有過於單一、忽略隱喻多樣性與缺

乏真實性等過失；Deignan（2005：110）則提出 Lakoff & Johnson 等人使用

直覺和誘導法（elicitation）－即研究者會使用自己內化的語言經驗

（internalized language experience）和蒐集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的語料來進

行驗證之疑點17，其應需要真實發生的數據（naturally-occurring data）來支

持理論；此外，Stefanowitsch（2006）、Semino（2008）也都相繼提出類似

的看法。 

  先前研究18較類似由上而下的分析方法（top-down approach），而後人根據

前人研究方法之疑義所提出的修正方法，則趨向為由下而上的分析方法

（bottom-up approach），以下為語料庫（corpus）、語篇（discourse）和語言

模式（pattern）等三種新的隱喻和轉喻分析方法的介紹。 

一、 語料庫的分析方法 

  Tognini-Bonelli（2001）將語料庫的分析方法分為「基於語料庫的方法」

（corpus-based approach）和「語料庫驅動的方法」（corpus-driven approach）

兩類。前者為以語料庫為基礎、前人研究結果為前提，對前人所提出之隱

喻原則做驗證；後者為以語料庫為主，無前人研究之假設，而是從龐大的

語料中發現語言規律，進而歸納出新的隱喻現象。Deignan（2005：90）建

議後人宜兼容兩類方法，研究每條既存之隱喻原則的語料，進而分析這些

原則，而非進行簡易驗證，若從語料中得出與前人不一致的結果，則應進

一步分類數據並發展新的解釋。 

  至於要如何從語料庫中提取出隱喻或轉喻，Semino（2008：198）提出有

（1）首先在語料庫中搜尋某種表現（如：搜尋詞彙 rich），然後以手動分

析其結果為隱喻或非隱喻，進而得出隱喻原則（2）使用軟體（如：WordSmith 

Tool）在特定的數據組中找高低頻詞彙，進而確定隱喻表達常與什麼詞彙

搭配（3）以來源域或目標域的詞彙切入語料庫，手動檢索辨別隱喻等三種

                                                
17

 其原文為：A number of metaphor researchers in the cognitive tradition have used intuitively 

generated data; this is referred to here as “intuitive” when it appears to be derived from the 

researchers’ own internalized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elicited” when the researcher has 

asked informants to generate language based on their own intuition.  
18

 即 2.2.1 到 2.2.3 所提及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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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此與 Stefanowitsch（2006）提出以手動檢索、搜尋來源域或目標域

（或同時搜尋來源域、目標域）等方式自語料庫提取隱喻或轉喻的理念部

分相符。 

二、 語篇的分析方法 

Pragglejaz Group
19（2007：3）針對語篇，提出 MIP（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的隱喻辨別方法，其步驟如下： 

（1）閱讀整篇話語文本（text-discourse），並建立對文本意義的理解。 

（2）確定話語文本中的詞彙單位（lexical units）。 

（3）i. 於語境建立詞彙單位的意義，即，詞彙如何在語境中指稱實體、關

係或特點，其必須考慮詞彙的語境。 

     ii. 確定每個詞彙單位是否於其他語境有更基本的現代意義。所謂更

基本的意義，即為更具體（意義容易想像到或感受到）、與身體動

作相關、更精確、歷史更久的意義。 

     iii.若詞彙單位有更基本的現代意義，則應比較兩者，視其是否能以

兩者的比較結果理解語境意義。 

（4）若能理解，則標記此詞彙單位為隱喻用法。 

三、 語言模式的分析方法 

Stefanowitsch（2006）曾針對隱喻分析提出 MPA（Metaphorical Pattern 

Analysis）的分析方式，其（Stefanowitsch，2006：65-66）舉下列兩例來說

明何者屬於隱喻模式，而何種並非隱喻模式。 

（1）ARGUEMENT IS WAR（Lakoff & Johnson，1980：4） 

     SD
20

 WAR 

                                                
19

 Pragglejaz Group 是 Pragglejaz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ject 的研究成員，此計畫由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Scientific Resarch (NWO) 和 the British Academy 贊助，旨在於

自然語篇中研究出隱喻辨別的方式。所謂“Pragglejaz”乃取其研究成員（Peter Crisp、Ray 

Gibbs、Alan Cienki、Graham Low、Gerard Steen、 Lynne Cameron、Elena Semino、Joe Grady、

Alice Deignan 和 Zoltan Kövecses）名字首字而組成。 

20
 SD=Source Domain，來源域。下行 TD=Target Domain，目標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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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ARGUEMENT 

     a.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b. 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he target. 

     c. 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  

（2）LOVE IS WAR（Lakoff & Johnson，1980：49） 

     SD WAR 

     TD LOVE 

     a. He is known for his many rapid conquests. 

     b. He fled from her advanced. 

     c. He is slowly gaining ground with her. 

  Stefanowitsch 認為，例（2）中的三個例句，皆只有出現來源域的相關詞

彙（如：conquest、flee from、gain ground），讀者並無法從單句中確定其

所謂的 conquest、flee from、gain ground 是對愛情而言（因為也可能是對慾

望或其他），因此無法確定其多義所指範疇為何（即無法確定目標域）；

反觀例（1）中的三個例句，皆含有目標域與來源域的對應（indefensible

對 claim；target 對 cristims；shoot down 對 argument），所以讀者能從語句

中清楚知道所謂的 indefensible、target、shoot down 是針對「爭辯」的相關

詞彙而言，而非表示本義的戰爭，進而確定其為隱喻用法。 

上述這三個方法除了更貼近真實生活外，更有可從中得出本義和隱喻義的

頻率、搭配詞彙甚至語法關係等優勢（Deignan，2005）。本文因研究對象為

經濟新聞，其為前人未以溫度詞切入研究隱喻之語料，故，無法以 Lakoff & 

Johnson（1980）的演繹方式解釋其中的多義，而應以上述的分析方法來歸

納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多義現象，進而整理出隱喻原則。 

第三節 概念圖 

概念圖（Concept Map）的概念起源自 J. D. Novak，他根據 Ausubel（1962）

的認知結構同化理論21（Assimilation Theory），而在科學教育上設計了以概

                                                
21

 認知結構同化理論：Ausubel 提倡有意義的學習，他認為當學生遇到的新知識和已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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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圖理解知識的方法。概念圖22是一種用來理解和展現知識的圖解工具，其

應包含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連結，概念通常以封閉的圖形展示，每個連結上都

會有一些字或片語以顯示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概念圖有可將複雜觀念階級

化、含具體例證使人更清晰理解、含橫向連結使人清楚概念之間的關係等特

色（Novak，1995）。 

在外語教學領域中，概念圖的引導一開始用於幫助學生理解文章脈絡，提

高學生閱讀速度。近年來，概念圖的引導也逐漸被使用於外語詞彙教學中，

張小峰（2009）認為二語習得也是一種概念同化的過程，在詞彙教學中若引

入概念圖則可幫助學生克服抽象語言教學模式的障礙；而王君（2010）從實

驗中發現，以詞彙概念圖為策略學習英語詞彙是有幫助的，概念圖不但可以

使詞彙之間的語義關係清晰化，也能將詞彙關係化隱為顯，幫助學生記憶。

因此，本文將於教學應用中略述如何使用概念圖，向學生以最具體的方式解

釋本義和延伸義之關係。 

第四節 溫度詞研究 

  本節共分三部分探討。首先探討辭典中英語與華語溫度詞的詞義，視其是

否有多義用法；此外，也將討論前人對於溫度詞的隱喻研究。 

2.4.1 英語的溫度詞詞義 

  下表二-4 為筆者根據線上辭典 Oxford Dictionaries
23整理出之英語溫度詞

義與例句對應。 

 

 

 

 

                                                                                                                                         

念（個人認知結構）交互作用，便能達到有意義的學習，其中新知識和已有概念都可能

受到對方影響而有新的不同的意義，此為同化理論。 

22近年來，除了概念圖以外，心智圖於語言教學也頗為盛行，然，概念圖與心智圖不盡相

同，概念圖是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圖表，主要用於教學；心智圖則是一種多彩、

圖像記的輻射狀（center-out）圖表，主要用於記事或複習（Eppler，2006）。 

23
 Oxford Dictionaries：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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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4 英語溫度相關詞的詞義對應表24
 

溫度詞25
 詞義 例句 

冰 
to be 

iced 

(Of a drink or other liquid) 

cooled in or containing pieces 

of ice 

I'm watching Meet the Press, 

as I drink iced coffee and eat 

an egg sandwich. 

冷 

寒 

to be 

cold 

Of or at a low or relatively low 

temperature,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human body 

She was cold, and I put some 

more wood on the fire. 

Lacking affection or warmth of 

feeling; unemotional 

Their victory had been a 

triumph of cold logic over raw 

emotion. 

(Of the scent or trail of a 

hunted person or animal) no 

longer fresh and easy to follow 

Last night officers insisted the 

trail had not gone cold. 

[AS COMPLEMENT] Without 

preparation or rehearsal 
They went into the test cold. 

[MASS NOUN] A low 

temperature; cold weather; a 

cold environment 

They nearly died of cold 

A common infection in which 

the mucous membrane of the 

nose and throat becomes 

inflamed, typically causing 

running at the nose, sneezing, 

Suzie’s got a cold. 

                                                
24

 此表為筆者根據 Oxford Dictionaries 羅列之溫度詞語義所整理出的表。 

25
 翻譯參考線上英漢辭典：cdict.net 與奇摩字典：tw.dictionary.yahoo.com。由於本文研究

的溫度詞，部分涉及近義詞（溫、暖）；有的雖常見於現代用法中，但其本義則為古代

用法（如：寒），因此，本欄中的八個溫度詞，並非一一對應於英語溫度詞，而是有相

同對應的狀況（如：溫、暖皆對應到 to be warm）。 

 

file:///C:/Users/u/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cdic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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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sore throat 

Completely; entirely 
We stopped cold behind a turn 

in the staircase. 

涼 
to be 

cool 

Of or at a fairly low 

temperature 
The wind kept them cool. 

Showing no friendliness 

towards a person or enthusiasm 

for an idea or project 

He gave a cool reception to 

the suggestion for a research 

centre. 

informal Fashionably attractive 

or impressive 

Youngsters are turning to 

smoking because they think it 

makes them appear cool. 

(a cool ——) informal Used to 

emphasize the size of an 

amount of money 

It’s got a top speed of 185 and 

would cost you a cool 

£110,000 to drive off the 

forecourt. 

A fairly low temperature 

She sat well back from the 

fire; the night cool had not set 

in yet. 

Calmness; composure 

His point guard play is a 

picture of composure and 

cool. 

The quality of being 

fashionably attractive or 

impressive 

Casual fashion from the 70s 

and 80s is the latest street 

cool, apparently. 

Become or make less hot 
I t started to cool off today, at 

last, much to Dolly's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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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暖 

to be 

warm 

Of or at a fairly or comfortably 

high temperature 
a warm September evening 

Having or showing enthusiasm, 

affection, or kindness 

They exchanged warm, 

friendly smiles. 

(Of a colour) containing red, 

yellow, or orange tones 

There are also a range of 

hybrids in warm yellow and 

orange tones. 

(Of a scent or trail) fresh; 

strong 

I smell the warm aroma of 

delicious fresh dung seeping 

through the heap. 

Make or become warm 
I stamped my feet to warm 

them up. 

short for British warm. 

We were issued with British 

warms, Spine Pads, neck 

Protectors & goggles, 

evidently we were to have a 

‘place in the sun’. 

熱 

燙 

to be 

hot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heat or 

a high temperature 
It was hot inside the hall. 

(Of food) containing or 

consisting of pungent spices or 

peppers which produce a 

burning sensation when tasted 

I think it has a lot more kick 

and tastes even better with hot 

cherry peppers instead. 

Filled with passionate 

excitement, anger, or other 

strong emotion 

Her reply came boiling out of 

her, hot with rage. 

informal Involving much 

activity, debate, or interest 

Th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very ho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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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Very knowledgeable 

or skillful 

Tony is very hot on local 

history. 

informal Difficult to deal with 
He found my story simply too 

hot to handle. 

Make or become hot He hotted up the flask. 

除辭典詞義外，Deignan（2001）曾提出英語溫度詞的隱喻用法，根據其

主張，英語溫度詞可用來形容人的情緒和性格，下表二-5為筆者根據Deignan

（2001：167-168、182-191）整理出之以英語溫度詞形容情緒、性格的例句。 

表 二-5 英語溫度詞的情緒、性格隱喻 

溫度詞 代表之情緒、性格 例句 

icy 

冰的 
有禮貌但不友好的行為 

Vincent met his father’s 

icy stare evenly. 

cold 

冷的 
不受恐懼或強烈的情緒影響 

Mother’s col aloof manner 

meant capability and 

strength. 

Cold 

冷的 
不流露感情、顯得不友好 

Daddy watched them with 

cold eyes. 

coldly 冷

冷地 
不友好，不流露任何感情 She looked at him coldly. 

coldness

寒冷 

對人缺乏感情的意思或讓人感到不

快，但並非明顯無理的不友好的行為 
His coldness angered her. 

chilly 寒

冷的 
禮貌但不友好的行為 

Wilson had remained 

chilly toward him. 

cool  

涼的 

一人對另一人的行為彬彬有禮，但並

不友好或積極主動 

He’s likely to receive a 

formal but cool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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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涼的 
冷靜、說話做事都似乎經過深思熟慮 

What I believe we have 

here is a cool and clever 

criminal. 

Cool 

涼的 
感情變得冷淡，不如從前那麼熱烈 

He thought she had cooled 

toward him. 

tepid 

微溫的 
述缺乏熱情或活力的感覺、反應 

They gave only tepid 

support. 

warm 

溫暖 

懷有友好的感情和採取積極主動的 

態度 

From the first, the republic 

warmed to him. 

lukewarm 

（液體） 

溫的 

不是真正非常友好或熱情、也不是明

顯對立或不友好的行為 

He muttered a lukewarm 

congratulation. 

hot 

（熱的） 
強烈的情緒，如：憤怒 

This problem has been 

hotly debated. 

heat 

（熱） 
非常強烈、常常是挑釁性的情緒 

They directed the full heat 

of their rhetoric against 

Mr. Bush. 

此外，根據 Deignan（2001：82-191）所述，英語的溫度詞還可用以表示： 

（1） 恐懼，使人害怕/chill：The thought chilled him. 

（2） 關係正在變得冷淡/cool：The formally warm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oled. 

（3） 人們購買或銷售的物品比從前少/cool：The hope must be that the 

economy has cooled sufficiently to relieve inflationary pressure. 

（4） 緊張的形勢等變得不那麼緊張/cool：I think that the Scottish 

Problem might cool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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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某事物的競爭很激烈或對某事有很多分歧/hot：This year’s final 

will be as hotly contested as ever. 

（6） 事物很好、很強壯或很成功/hot：Now he runs the hottest nightclub 

in Hollywood. 

（7） 人人對該事物感興趣/hot：There’s also home cinema, the hot topic 

of the moment . 

（8） 在巨大的壓力下盡力把事情做好/heat：You need to perform well 

when the heat is on. 

（9） 批判性的、讓人討厭的注意力/heat：He’s hoping that this will take  

the heat off criticism of his economic policy. 

綜上所述，牛津線上辭典（Oxford Dictionaries）與 Deignan（2001）的研

究皆指出英語溫度詞可用以形容（1）態度（情緒或性格）（2）人們對某物

感不感興趣，可見，英語溫度詞不單用來描述溫度高低，反而有與態度（情

緒或性格）、普及度合用的用法26，而至於這樣的用法與華語的溫度詞隱喻

是否相同，則待第五章論之。 

2.4.2 華語溫度詞的詞義研究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本文欲探討之溫度詞義項如下表二-6： 

表 二-6《教育部國語辭典》溫度詞義項27
 

冰 

（1）水在攝氏零度以下所凝結成的固體（2）姓（3）使用冰塊或

利用冰箱以防腐或減低溫度（4）比喻受人冷淡、不加注意，或不

受重用（5）寒冷（6）清高、純潔的（7）白嫩如冰的（8）冷酷、

沒感情 

冷 
（1）溫度低（2）淡漠、不熱烈（3）寂靜、寂寞（4）閒散（5）

鄙視、譏刺（6）不受歡迎的、無人過問的（7）突然（8）姓 

寒 （1）冷（2）窮困（3）卑賤（4）秋冬寒冷的季節（5）國名（6）

                                                
26

 尚有其他多義用法，此僅以辭典與前人研究之共同部分論述。 

27
 此表為筆者跟據《教育部辭典》所整理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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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使受冷（7）戰慄、害怕（8）終止、停止 

涼 
（1）冷、微寒（2）冷清、不熱鬧（3）愁悵、悲苦（4）淡薄、不

善（5）失望、灰心（6）感冒、風寒（7）朝代名（8）姓 

溫 
（1）不冷不熱（2）柔和（3）做事不爽快（4）使暖和（5）複習

（6）冷熱的程度（7）姓 

暖 （1）溫和、溫暖（2）使冷的變溫熱 

熱 

（1）高溫度，與「冷」相對（2）物體溫度升高所釋出的一種能（3）

熱氣、暑氣（4）某一種受人喜愛的潮流（4）姓（5）加熱、使溫

度升高（6）溫度高的（7）親切、情意濃厚（8）受人喜愛的（9）

心中著急（10）強烈的、非常的 

燙 
（1）被高熱的東西或火所傷（2）用熱水或火溫物（3）利用高熱

使物體產生變化（4）一種烹調方法（5）溫度高 

 以語言實際使用情形來看，上述許多義項（如：姓、心中著急、朝代名）

皆屬低頻，不全然適用於本研究，故本文再引任曉艷（2006）研究之華語「冷、

涼、溫、熱」的義項與詞族以進一步分析華語溫度詞詞義，任曉艷根據《漢

語大詞典》和《現代漢語大辭典》等辭典整理出華語溫度詞的詞義種類，詳

如表二-7： 

表 二-7 華語溫度詞詞義分類28
 

種類 詞義範例 詞例 

表溫詞：標記溫度感覺概念的意義 涼：溫度低 涼爽 

涉溫詞：表示與溫度感覺相關的動作行為的

意義 
溫：使溫暖 加溫 

含

溫

詞 

表 示 心 理

感 覺 的 意

義 

1.由客觀事物引起 冷：寂靜 冷清 

2.由主觀態度引起 熱：情深意厚 熱情 

                                                
28

 此表為筆者根據任曉艷（2006）所提出之溫度詞種類所整理的表格。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9 

表 示 一 般

抽 象 概 念

的意義 

1.由溫度義引申 溫溫度 溫度 

2.從引申義的基礎引申 
溫稍微加熱溫

習 
溫習 

3.從一般抽象義的再次引

申 

熱受很多人歡迎

的表示形成某種

熱潮 

熱潮 

此外，任曉艷也依據上述四個詞義種類，整理出由表溫詞為本義而延伸的語

義延伸途徑，如圖二-5（任曉艷，2006：26）： 

 

 

 

 

 

 

 

圖 二-5 華語基本溫度感覺詞的詞義發展過程 

任曉艷（2006）的研究純針對現代語言，且從辭典詞義、詞族兩方面來歸

納統整，對後人的華語溫度詞研究有不少助益，故本文在探究語料時，將參

考此依據，探討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29之語義。此外，研究除了針對

任曉艷所謂「表溫詞」的一詞多義做探析，更將進一步往「涉溫詞」、「含溫

詞」方面的一詞多義現象研究，以探討當「涉溫詞」、「含溫詞」等溫度相關

詞表多義時，是否依然遵循「表溫詞」的語義延伸途徑表達多義，或另有其

他延伸方式。 

 

                                                
29

 研究中所謂「溫度相關詞」與任曉艷之表溫詞、涉溫詞、含溫詞無關，單純為詞彙中

含有溫度詞的詞彙。 

溫度

現象 

溫度

感覺 

使產生 

溫度感覺 

心理

感覺 

客觀事物引起的

心理感覺 

主觀態度引起的

心理感覺 

感覺之外的 

一般 

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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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華語溫度詞的隱喻研究 

本文因欲以概念隱喻理論解釋溫度相關多義現象，故將再引前人的華語溫

度詞隱喻範疇研究（高航、嚴辰松30，2008）與隱喻目標域研究（陳建祥31，

2012）（整理如表二-8），此與任曉艷（2006）之研究同為本文語料分析之依

據。 

表 二-8 前人於華語溫度詞之隱喻範疇或隱喻目標域研究 

高航 

嚴辰松 

（2008） 

冷、涼

暖、熱 

（1）疾病，如：熱症 

（2）色彩，如：暖色調 

（3）興趣與注意力，如：冷門 

（4）人或事物的活躍程度，如：冷清 

（5）性格或情感 

（a）性格或情感的變化程度，如：冷靜 

（b）對人或事物的喜愛與反感，如：熱心腸 

（c）個人情感，如：心都涼了 

（6）權勢或社會經濟地位，如：炙手可熱 

（7）困難或危險的處境，如：煎熬32
 

（8）知識或理解，如：溫習 

陳建祥 

（2012） 
冷 

（1）緊張、害怕，如：一身冷汗 

（2）悲觀，如：心灰意冷 

（3）無情、不熱情，如：冷酷無情 

                                                
30

 高航、嚴辰松（2008）依照《現代漢語辭典》整理出漢語的四種溫度範疇（熱、暖、

涼、冷）之隱喻，其中「熱」範疇包含「燙」的詞項；「暖」範疇包含「溫」的詞項；

「冷」範疇則包含了「冰」、「寒」的詞項，是故此文獻的隱喻探究包含了本研究所欲

討論之語料（冰、冷、寒、涼、溫、暖、熱、燙）範圍。 

31
 陳建祥（2012）研究以「冷」和「熱」隱喻為主。 

32
 高航、嚴辰松（2008）的研究亦包含溫度範疇的詞項，故有「煎、熬、蒸、煮」等屬

溫度詞「熱」詞項之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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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衝動，如：冷靜 

（5）不受歡迎、不受關注、少見，如：冷門 

（6）不熱鬧，如：冷清 

（7）突然、意想不到，如：冷不防 

（8）暫時擱置，如：冷處理 

（9）不強烈的顏色，如：冷色系 

（10）兵器和戰爭，如：冷戰 

（11）令人發寒的疾病 

 

熱 

（1）興奮、激情，如：熱忱 

（2）親密，如：親熱 

（3）對人友好、關心別人，如：熱心 

（4）衝動，如：頭腦發熱 

（5）備受歡迎、受關注，如：熱門 

（6）場面活躍，如：熱鬧 

（7）權勢大，如：炙手可熱 

（8）生活艱難，如：水深火熱 

（9）強烈的顏色，如：熱色調 

（10）兵器和戰爭，如：熱兵器 

（11）令人發熱的疾病，如：猩紅熱 

歸結上述兩篇文獻之共同點，可整理出在華語溫度詞可形容（1）疾病（2）

色彩、色調（3）受歡迎或關注（興趣、注意力、流行）（4）事物（場面、

狀態）的活躍程度（5）性格或情感33。其中第三、四、五類的概念更存在

                                                
33

 在陳建祥（2012）的研究中，並沒有直接指出「性格、情感」或其他相似的詞彙來表

示漢語溫度詞的隱喻，他是以「無情、不衝動、興奮、激情、對人友好、衝動」等詞彙

來表示，但本文認為此與「性格、情感」屬同一概念，故將「性格、情感」列為 3 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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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曉艷（2006）所述之溫度感覺詞的四種語義分類的詞例中34。由此可見，

幾份文獻對於華語溫度詞的多義現象解釋或概念隱喻解釋可以說是大致相

同，故，本文在分析語料時，將再次驗證上述文獻之研究結果，觀察是否與

之吻合或有新發現，進而繪製語義延伸概念圖並提出相關之教學應用。 

第五節 詞彙與教學 

  詞彙學習在語言學習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其內容廣泛多元，本文針

對研究所需，以下分別介紹「詞彙知識」、「多義詞詞彙教學」兩個部分。 

2.5.1 詞彙知識 

  詞彙知識對於詞彙教學的影響深遠，故，在探討詞彙的教與學之前，須先

介紹詞彙的內涵，詞彙只是單純地語音和語義的連結嗎？詞彙應包含哪些層

面？何謂習得一個詞彙？學習者又應具備哪些能力方可算是習得一個詞彙？

這些問題在「詞彙知識」中都可以得到答案。Nation 在 1990 年提出了八個

習得詞彙時應該具備的條件： 

（1） 詞彙的語音形式 The spoken form of a word 

（2） 詞彙的書寫形式 The written form of a word 

（3） 詞彙的語法表現 The grammatical behavior of a word 

（4） 詞彙的搭配 The collocation of a word 

（5） 詞彙的頻率 How frequent the word is 

（6） 詞彙的文體限制 The stylistic register constraints of a word 

（7） 詞彙的概念意義 The conceptual meaning of a word 

（8） 詞彙之間的關聯性 The association a word has with other related 

words 

                                                                                                                                         

獻共有之隱喻種類。 

34
 任曉艷（2006）的溫度詞研究當然也提及了「登革熱」、「冷色」等溫度詞詞族，但

其在分類舉隅中，只列出數例與相關數量，未明確將「登革熱」、「冷色」等疾病隱喻

或色彩隱喻的詞彙歸類。因此，筆者不敢斷定此二類隱喻是否與任曉艷的分類吻合。經

濟新聞溫度相關詞的語料皆未涉及此兩類語義或範疇，故於此暫不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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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條件，筆者以為以「詞彙頻率」、「詞彙的概念意義」、「詞彙之間的關

聯性」三個最為重要。華語新聞的華語學習者，在面對「冰、冷、寒、涼、

溫、暖、熱、燙」等溫度詞時，對於該詞彙的發音、書寫形式相信已是耳熟

能詳，於此階段的教學無須再強調；語法表現與文體限制亦非本研究之內容；

本文希望當教師以概念隱喻解釋完溫度多義詞後，學生能對溫度詞有更全面

的理解並應用，換言之，學生必須理解以下三點，此將為本文在提出相關教

學應用時的重要依據之一，同時亦為本文的研究問題： 

（1） 常出現於某延伸概念中的溫度相關詞為何？例如：在數量概念

中，常出現「回暖」、「升溫」等詞。 

（2） 溫度詞（或溫度相關詞）除了用來表已學的溫度感覺、情感態

度等概念外，還能用來表示什麼樣的概念？ 

（3） 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的延伸義用法如何自本義延伸？ 

2.5.2 概念隱喻與多義詞詞彙教學 

葉德明（2002）曾則指出，語文教學大致可分為「行為學派」和「認知學

派」兩個派別，行為學派視人類為機器，認為人類行為可預測，主張透過不

斷地學習便能學會語言；而認知學派的學者則認為人類在學習的過程中，還

有更複雜的歷程需要被重視，例如：理解能力、意識狀態、文化背景等。事

實上，在實際的語言教學過程中，教師難以只套用其中一種學派的學說進行

教學，必得融會兩者，取其優勢，方能帶給學生最大的語言教學效果。 

「行為學派」的理論在傳統語言教學中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一直到「認

知學派」的興起後，與之相關的教學理論才紛紛被提出並研究。Oxford（1990：

44）曾指出認知策略之於語言學習的重要性，並提出的認知策略如下： 

（1） 練習：重複、聲音與文字系統的正式練習、辨別與使用語言定

式、重組、自然而然地練習。 

（2） 接收與送出信息：迅速接收概念、使用資源來接收或發出信息。 

（3） 分析與原因：原因推演、分析表現、跨語言對比分析、翻譯、

轉換。 

（4） 輸入與產出的組織結構：做筆記、統整、做重點。 

   另一方面，孫毅（2013）則認為多義詞的教學內容應包含「使學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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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義詞的基本形成過程」與「培養學生隱喻思維能力」兩部分，此與 Oxford

所提出之「原因推演」與「分析表現」的理念相同，都是希望學生在學習語

言時，不應該強記死背，而是要更深一層地學習，才能使學習發揮到最大功

效。孫毅（2013）甚至更進一步指出隱喻有易理解、易記憶等特點，可以加

深學生對詞彙的記憶。此外，Boers（2000）則以教材羅列方式（詳如下表

二-9）和教材討論的差異，證實在英語為二語的教學中，學習「詞彙隱喻分

類教材」的學習者於後測的克漏字測驗上顯著優於「詞彙功能分類教材」的

學習者，進而指出隱喻於詞彙教學的優勢。 

表 二-9 Boers（2000）的實驗教材舉隅35
 

詞彙隱喻分類教材 詞彙功能分類教材 

anger as hot fluid in container 

I was boiling with anger. 

She blew up with me. 

to describe acute and sudden anger 

She exploded. 

She erupted. 

anger as fire 

She exploded. 

He kept smouldering for days. 

to describe anger as a process 

He was fuming. 

simmer down! 

而 Csábi 於 2004 年針對英語學習者的多義詞實驗結果也指出，向學生解

釋詞彙的多義原因（例如：概念隱喻、概念轉喻）可促進學生的詞彙發展。

可見，傳統的記憶教法看似已無法再獨當大局，因此本文希望分析完經濟新

聞語料後，能得出常於經濟新聞中使用的溫度詞隱喻原則，並提出一些相關

的教學應用，期日後的華語教學能更重視學生的認知過程，使教學更為活

潑。 

第六節 小結 

簡而言之，在認知理論興盛的這幾十年來，其觸角已深入到詞彙、語法等

語言成分中，不但學習者的認知過程越來越受到重視，詞彙多義方面，也不

                                                
35

 此表修改自 “Metaphor Awareness and Vocabulary Retention,” by Frank Boers, 2000, 

Applied Linguistics, 21(4), 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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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過去只能以詞面解釋的狀況。二十世紀後半期開始，在認知理論的加持

下，有越來越完整、多元的小理論相繼出現，讓教師有更多不同的選擇可以

向學生「人性化」地解釋詞義。 

然而，大多數的多義詞隱喻教學研究，還是集中在英語為第二語言的教學

上；在華語方面（以溫度詞為例），雖不乏詞彙多義現象的隱喻研究，但其

鮮少涉及真實語料，更遑論相關的教學驗證，趙艷芳（2000）認為華語的特

性更適合以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分析之，因此，筆者認為，若就這樣甘於多數

研究僅止於語言現象的話，甚是可惜。 

所幸，近年來的華語溫度詞隱喻研究，皆尚具規模性，不少學者同時研究

數個溫度詞，讓筆者能站在前人奠下的基石上做更進一步的探討。然而，前

人的研究，例如任曉艷（2006），其以辭典詞彙為探析對象，研究語料不夠

具真實性；高航、嚴辰松（2008）與陳建祥（2012）等人的研究，雖已跳脫

出辭典，而有語料佐證，但，其語料範圍無針對性，並且，部分隱喻原則，

看似為研究者主觀想法，並無隱喻系統性，例如，冷處理（比喻暫時擱置）。

這些都是前人研究稍嫌不足之處，本文希望除了能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地汲

取這些研究結果外，也希望能針對這些疏失，做更進一步的修正或研究。 

總而言之，本文將以三個認知語義學的理論（概念隱喻、概念整合、概念

轉喻）為架構，參考前人對華語溫度詞素的隱喻研究結果，採語料庫、語篇

和語言模式的分析方法，來探究在真實語料－經濟新聞中，華語溫度相關詞

的多義現象，並提出相關的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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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四小節介紹研究說明與假設、語料蒐集、語料分析依據與教學應用

分析。 

第一節 研究說明與假設 

根據前人（Csábi，2004；孫毅，2013 等）對於概念隱喻於語言學習之肯

定，本文亦將由溫度多義詞出發，以概念隱喻理論為架構，整理出近年來華

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多義詞和本義的關係，進而提出相關之教學應用，希

望能帶給華語教學或華語學習者關於詞彙學習或新聞閱讀上的幫助。基於此

理念本文的研究假設如下： 

（1）華語經濟新聞中以溫度表達多義的詞彙之間，是否有共同的範疇

和對應36？ 

（2）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多義現象是否能以概念隱喻理論、概念整合理

論連結其與本義的相關對應性？ 

（3）華語學習者是否能接受並認為概念隱喻的釋義方式對學習華語有

幫助？ 

第二節 語料蒐集 

3.2.1 語料詞彙確定方法與步驟簡介 

本文在蒐集與分析語料時，將結合前人（Lakoff & Johnson，1980）推導

隱喻的演繹方式，而兼採「基於語料庫的研究方法」（Corpus-based Approach）、

「語料庫驅動的研究方法」（Corpus-driven Approach）、MIP（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和 MPA（Metaphorical Pattern Analysis）等方法，

分析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多義詞的隱喻可能性。 

  首先，在提取語料詞彙的步驟上，本文將遵循 Stefanowitsch（2006）、Semino

（2008）的方法，以來源域37搜尋語料庫，手動檢索辨別多義。語料庫（《聯

                                                
36

  即 Lakoff & Johnson（1980）所謂的隱喻系統性。 

37
 本文旨在研究溫度相關詞的隱喻現象，故可確定來源域為溫度域中的「冰、冷、寒、

涼、溫、暖、熱、燙」等溫度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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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識庫》）搜尋結果得出含有溫度單字詞之例句，這些例句中，有的僅為

溫度單字詞38所構成之文句（如：宋文琪今年 3 月赴立院備詢，被立委詢問，

是否和代表民股的魏應交互動不佳、相敬如「冰39」？）；有的為溫度相關

詞所構成之文句（如：上海樓市一手房的成交面積為近 6 年來倒數第二位，

冰凍指數堪比歷年樓市最慘澹的時期。），筆者再從這些語料中手動辨別溫

度單字詞與溫度相關詞是否為延伸義，刪除不必要的語料詞彙（刪除機制詳

參 3.2.3）；為延伸義之語料詞彙則可於下一步驟作為關鍵詞再搜尋語料庫，

察其多義現象。 

然而，顧此為筆者以直覺辨別之結果，為避免偏頗辨析，本文將以被筆者

認為含有溫度相關多義詞之例句為材料，另做母語者問卷，期以多數母語者

的意見為主，確立下一步驟將再於語料庫中搜尋的關鍵詞。這些溫度相關詞

的本義皆與溫度相關，屬溫度概念的成員，故仍為以來源域切入語料庫的分

析方法。以上為本文「語料詞彙確定」之步驟，其相關流程與說明詳見下圖

三-1 與 3.2.2 到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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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因說明需要，於此說明部分將溫度單字詞、溫度相關詞分開說明。在本文其他部

分所謂的「溫度相關詞」皆含括兩者。 

39
 此句為「相敬如賓」與「冰」的雙關語用法。本文不討論雙關語現象，然因為「冰」

於此句應表示兩者關係疏離，因此本文仍將其視為一種多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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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本文「語料詞彙確定」步驟（以「冰」之部分語料為例） 

詳見 3.2.2 

 

母語者問卷結果：母語者認同「冰」、「冰凍」於句中為多義詞 

語料庫（《聯合知識庫》）再搜尋 

延伸義 本義 

 大口暢飲冰涼飲料，最暢

快！台灣菸酒公司現正推出

新產品「果元氣」 

 聲寶（1604）是家電大廠，

液晶電視競爭力強，去年銷

售量第一。冷氣、冰箱、洗

衣機、微波爐是主力品牌。 

 宋文琪今年 3 月赴立院備詢，被

立委詢問，是否和代表民股的魏

應交互動不佳、相敬如「冰」？ 

 上海樓市一手房的成交面積為近

6 年來倒數第二位，冰凍指數堪比

歷年樓市最慘澹的時期。 
(詳見 3.2.4與附件 2) 

手動辨別多義(詳見 3.2.3) 

語料搜尋結果 

語料庫：《聯合知識庫》 經濟新聞 

溫暖 
熱燙 

寒涼 

1. 大口暢飲冰涼飲料，最暢快！台灣菸酒公司現正推出新產品「果元氣」 

2. 聲寶（1604）是家電大廠，液晶電視競爭力強，去年銷售量第一。冷

氣、冰箱、洗衣機、微波爐是主力品牌。 

3. 宋文琪今年 3 月赴立院備詢，被立委詢問，是否和代表民股的魏應交

互動不佳、相敬如「冰」？ 

4. 上海樓市一手房的成交面積為近 6 年來倒數第二位，冰凍指數堪比歷

年樓市最慘澹的時期。 

母語者問卷驗證 

(詳見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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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溫度單字詞選取考量 

Nation（1990）曾指出頻率是選擇教學詞彙時的依據之一，因此，在最初

步選取溫度單字詞時，頻率與教材是本文篩選溫度詞的重點，其相關說明如

下： 

（1）溫度單字詞選擇：本文先擷取《實用視聽華語》中出現過的溫度   

相關詞，並參照《現代漢語語料庫》的詞頻統計， 

取頻率等級40小於 20000 者：冰、冷、涼、寒、 

溫、暖、熱、燙等詞為研究語料。其相關內容如 

下表三-1： 

表 三-1《實用視聽華語》中的溫度相關詞與其詞頻 

溫度單字詞 溫度相關詞彙（出現冊數） 溫度單字詞之詞頻等級 

冷 
冷（B-1）、冷氣（B-3）、

冷凍（B-4）、冷門（B-3） 

冷（VH
41）：2212 

冷（NV）：57995 

熱 
熱（B-1）、熱鬧、（B-2）、

濕熱（B-3）、熱門（B-3） 

熱（VHC）：1859 

熱（NA）：6914 

熱（NV）：29054 

冰 

冰（B-2）、冰箱（B-2）、

冰塊兒（B-2）、冰淇淋

（B-3）、冰河（B-4）、結

冰（B-4） 

冰（NA）：6215 

冰（VHC）：25841 

涼 涼（B-2）、涼快（B-2）、 
涼（VH）：7953 

涼（Nv）：93826 

寒 寒假（B-2） 

寒（VH）：9008   

寒（Nd）[+p1]：31067 

寒（NV）：33467 

寒（VC）[+spv]：93826 

                                                
40

 越小越高頻。 

41
 此為「詞彙標記英文縮寫」，相關解釋詳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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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Nd）[+prop]：93826 

暑 暑假（B-2）、暑期班（B-3） 暑（ND）：44359 

暖 
暖化（B-3）、暖和（B-3）、

暖氣（B-3） 

暖（VH）：14411 

暖（VH）[+vrr]：70282 

暖（VC）[+vrr]：93826 

暖（VC）：93826  

溫 

氣溫（B-3）、體溫（B-3）、

溫度（B-3）、溫和（B-3）、

溫柔（B-3）、溫習（B-3）、

溫暖（B-3）、溫室效應

（B-4）溫室氣體（B-5）、

溫杯（B-5） 

溫（VHC）：18703 

溫（Na）：25841 

溫（Nb）：31067 

溫（Na）[+p1]：7 0282  

凍 凍（B-4） 

凍（VHC）：21145 

凍（VH）：93826 

凍（Na）：93826 

燙 燙（B-4） 
燙（VC）：16831 

燙（VH）：25841  

（2） 語料蒐集對象：以《聯合報》、《經濟日報》42中陳述經濟現象的      

經濟新聞為對象，不含產品廣告、會展專刊等。 

（3）語料蒐集範圍：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 

3.2.3 語料詞彙手動辨別篩選機制 

  搜尋結果得出，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不全為多義詞，也有為本義、專

有名詞或是詞素多義的溫度相關詞，這些並非研究的主旨，故將予以刪除，

其更詳細的刪除緣由與說明，如下表三-2： 

 

                                                
42 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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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語料刪除機制 

刪除緣由 例句 代號 其他詞例 

為詞素多義 
業者心灰意冷，放棄找工

作。 
A 

冰釋、冷門、心寒、

悲涼、溫馨、熱錢等 

溫度詞    

為本義 
冰品接單正旺……。 B 

冰川、冷軋、寒假、

涼爽、氣溫、溫泉、

熱湯、滾燙等 

溫度詞用法

為閩南語 
一日行情 金冷！ C 

冷吱吱、熱滾滾、熱

夯、畏寒等 

為詩句 
OLED 產業起飛，材料商

「春江水暖鴨先知」。 
 無 

為專有名詞 

台灣彩券 2 月 25 日推

出新刮刮樂彩券，包括深

受喜愛的黃金主題遊戲

「黃金 24K」、「掏金

熱」……。  

D 

「大投資 大溫暖」計

畫、「暖冬就業徵才」

活動等 

  根據劉月華等人（2001）對於詞組與詞彙的定義，以新聞語句「業者心

灰意冷」為例，首先，現代華語中「冷」雖然可以單獨使用43，「心」、「灰」

等詞也可以單獨以句子或詞組成分出現44，但是「意」不行，所以可以判定

「意」為詞素，由於詞組中的所有成分都必須是「詞」，而詞的成分則是「詞

素」，所以可以斷定「心灰意冷」是詞，因此，「冷」在這個構詞環境下，

則為詞素，非詞；再者，句中的「心」+「灰」與「意」+「冷」並非結合

表達「心是灰色的」、「心意覺得很冷」的意思，反而都產生了詞義的變化，

不是單純的相加概念，所以不應該是詞組，應該為詞，故，可以推斷「冷」

在「心灰意冷」中應作為詞素，其他詞例（詳如欄 A），也都是因為相同的

緣故，為詞素多義，故將不被收錄於本研究中。 

                                                
43 如語境－A：「你覺得冷嗎？」B：「冷！」 

44 如：我的心、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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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詞素多義的溫度相關詞不被收錄外，新聞中曾出現的閩南語諧音詞彙

（如：金冷45）也將不納入研究語料中（其他詞例如欄 C）。此外，偶被引

用於經濟新聞中的中國古典詩詞，由於難度過高，非本文編寫之教學建議對

象的華語程度，加上引用現象為少例，因此也先暫不收錄46。最後，溫度詞

本義的詞彙與專有名詞，也因前者非研究內容，後者創詞立意主觀且未普及

化，因此都將不收錄。 

3.2.4 語料詞彙蒐集初步結果 

經過 3.2.3 所陳述的手動辨別篩選機制後，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2 年間被筆者認為可能為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的多義詞如

下47，這些語料詞彙究竟屬多義詞、同形同音異義詞或其實仍為同義詞，則

待於本文比較母語者問卷結果與《漢語大詞典》的詞條排列方式後，方能得

出結論（詳見第四章）。 

表 三-3 2012.12.1-2014.10.31 可能為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多義詞48
 

冰 
冰、融冰、結冰、破冰、冰點、冰凍、冰凍期、冰凍庫、冰風暴、

冰河期、冰封期、冰火兩重天、冰山一角、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冷 

冷、清冷、陰冷、寒冷、冰冷、冷峻、冷清、冷熱（詞/詞組）、冷

灶、冷房、冷宮、冷鋒、冷飯、冷縮、冷戰、冷卻、冷卻期、冷凍、

冷凍庫、冷凍期、冷凍櫃、冷凍量、冷冰冰、冷氣團、冷颼颼、驟

冷期、冷靜期、冷淡、冷靜、打冷顫、冷冬、冷風、轉冷、喊冷、

發冷、遇冷、潑冷水、冷處理、冷板凳、放冷箭、冷凍能量、忽冷

                                                
45

 意為：很冷。 

46
 此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一。 

47
 例句詳見附件 2。 

48
 表中詞彙於華語經濟新聞中，除本義外，可能含有兩個以上的多義用法（例如「熱呼

呼」的「新 iPhone 今天正式面世，不少徹夜排隊搶新 iPhone 的民眾，拿著熱呼呼的新手

機，開心不已。」、「熱呼呼的政治議題碰上冷冰冰的經濟議題，再多的熱情恐怕也都

要消融。」），本文將於第四章完整指出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的多義現象。囿於

問卷篇幅，上述詞彙只於問卷中列出一例表示；若筆者認為詞彙的多義用法乃同形同音

異義詞所致，則將全部於問卷中（可能為多義詞與可能為同形同音異義詞之例句）列出

（如：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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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熱、冷水煮青蛙 

寒 
寒、乍暖還寒、受寒、寒冬、寒冬期、寒流、寒風、寒暑表、寒意、

寒潮、寒窯、遇寒、寒蟬效應 

涼 涼（1/2）、納涼 

溫 

溫、失溫、回溫、保溫、溫度、溫度計、溫床、溫暖、餘溫、溫和、

溫吞、轉溫、溫漲、升溫、升溫期、加溫、加溫期、降溫、降溫期、

增溫、退溫、高溫、低溫、試水溫、洗三溫暖、溫水煮青蛙 

暖 

暖、暖和、冷暖（詞/詞組）、暖流、暖陽、暖意、回暖、保暖、暖

化、暖身、暖身秀、暖身動作、暖呼呼、暖烘烘、暖洋洋、暖暖包、

暖春、暖冬、暖風、送暖、轉暖、取暖、春暖花開 

熱 

炙熱、熾熱、火熱、狂熱、狂熱期、慢熱、慢熱型、熱灶、熱況、

熱、熱度、熱浪、熱量、熱力、熱戰、熱燄、加熱、預熱、熱拍、

熱身、熱身賽、一頭熱、熱呼呼、熱烘烘、熱騰騰、熱火朝天、熱

鍋、炒熱、熱炒、轉熱、熱轉、熱唱、熱燒、發熱 

燙 燙、滾燙、火燙、火燙燙、燙手、燙手山芋、燙傷、燙金、發燙 

上述的語料詞彙，部分為詞，部分為詞組。若為詞者，本文將探析整個詞

於新聞語句的詞義（如： 這股景氣熱度可望慢慢從上游傳遞到下游）；若為

詞組者，則探析構成詞組之溫度相關詞的詞義（如：深證成指上周大幅上漲，

政策暖風頻吹刺激下，市場人氣迅速回升），無論何者，都不出本文將以溫

度相關多義詞為研究對象的範圍。 

3.2.5 母語者問卷49說明 

  本文根據前人（Allan，1986：147；Saeed，2000：63-65 等）指出的多義

詞判別方式，以母語者的直覺（問卷說明如下），將 3.2.4 之詞彙分類50，並

對照《漢語大詞典》的編排方式，以此決定語料庫的搜尋關鍵詞。 

（1）問卷主旨：詞彙同義詞、多義詞、同形同音異義詞之辨別測試。 

                                                
49

 問卷詳如附件 3。 

50
 同義詞、多義詞或同形同音異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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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目的：此問卷將篩選出華語母語者以直覺判斷之多義詞，本 

文將以此為關鍵詞再搜尋語料庫，得出語料數據，加 

以分析，而被母語者認為為同義詞與同形同音異義詞 

的詞彙，將不被收錄於本研究中。 

（3）受試者：分性別、主修（理科、文科），共 80 名。 

（4）問卷類型：相關程度選擇。 

（5）問卷內容：問卷給予受試者詞彙本義和新聞例句各一，要求受試 

者依照直覺判斷兩個例句中詞彙的相關性，選項為「1- 

完全相關」、「3-部分相關」、「5-無關」。另外顧念現行 

大部分研究問卷皆為五度量表，故另外開放「其他」 

選項，受試者若認為詞彙的相關程度低於「部分相關」 

或與本義十分類似，但又不盡相同時，可於「其他」 

欄位中，填上 2、4。 

（6）進行方式：Google 問卷（網路填寫） 

第三節 語料整理說明與分析依據 

3.3.1 語境詞彙分類說明與多義現象解釋理論依據 

本文以由下而上的方法（bottom-up approach）從語境切入分析語料，當

於「確認語境所指、關係或特點」的步驟
51
時，需要觀察溫度相關詞所形容

的對象為何，進而能於後續步驟中確定其所形容的對象是否有共同的範疇

（即可能為概念隱喻的目標域之範疇），因此，筆者將把語料中，溫度相關

多義詞所形容之詞彙依照詞義成分分成幾個大類（詳如下表三-4），此為研

究中，判定語料為何種隱喻目標域時的重要依據。 

 

 

                                                
51

 此步驟為 MIP 方法的步驟之一，詳細的流程應用詳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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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4 搭配詞彙的種類 

編號 種類名稱 相關詞例 

1. 產業種類詞彙 電子業、資訊業……
52

 

2. 市場類詞彙 市場、樓市、股市、O 市…… 

3. 股票、公司行號名稱類詞彙 台積電、台股…… 

4. 景氣/氣氛/氛圍 景氣、氣氛、氛圍 

5. 經濟 經濟 

6. 營運/經營 營運、經營 

7. 數量類詞彙 
股價、行情、指數、成交量、

外盤…… 

8. 訂單類詞彙 接單、下單、出單、訂單 

9. 需求類詞彙 需求、內需、外需 

10. 買賣租行為動詞 認購、置產、銷售…… 

11. 人事類詞彙 徵才、求職…… 

12. 具體活動相關名詞 OO 活動、OO 會 

13. 買氣/人氣/風潮 買氣、人氣、風潮、潮流 

14. 議題/新聞/事件/方案類詞彙 議題、題材、推案…… 

15. 效應類詞彙 效應…… 

16. 問題相關名詞 通貨膨脹、資金荒…… 

17. 雙數以上的主語、施事 兩岸、A 和 B…… 

18. 狀況、情勢類詞彙 狀況、情況、走勢…… 

                                                
52

 表中「……」表示該類詞彙詞例為數眾多，此表僅舉句例代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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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政策/法律方案/措施 政策、OO 法、OO 規定…… 

20. 態度情緒性格類詞彙[＋人] 意願、信心、反應……. 

21. 態度情緒性格類詞彙[－人] 意願、信心、反應……. 

22. 地方類詞彙 東西南北、地名 

若依照上表結果來判定語料隱喻的目標域，隱喻原則便會多達 22 項，實

悖於前人研究結果甚多，加上筆者發現，上述許多詞彙種類與溫度相關詞的

關係，於全文語境中，並不如字面所示。例如「今年以來北京二手房市明顯

回暖，迄今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數已經超過 12.6 萬套。」，此句雖可知「回暖」

形容的是「房市」，但首先前人研究結果中能以溫度形容的範疇並無「市場」

一類；再者，語料中也找不出溫度詞之間於市場範疇的系統性；此外，該語

料從後文的「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數」則可以推知所謂「北京二手房市明顯回

暖」應該是表示「北京二手房市成交套數回暖」，若以此句解釋，則可與其

他語料相呼應（和“AMOUNT IS TEMPERATURE”的語料相呼應）；最後，

Goossens（1995）也認為，隱喻和轉喻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句子中（詳見

2.2.3），因此，當本文分析語料語境時，發現其同時符合（1）有違前人研究

（2）無系統性（3）可從其他更大的語境推知句意等三個條件時，將判定此

語料的語境使用「轉喻」。 

誠如上述，本文所蒐集之華語經濟新聞中，部分語料的語境使用了轉喻的

用法，而含有轉喻的語料，亦使用了溫度詞的隱喻，因此，在分析語料為何

種隱喻範疇前，需先釐清其字面詞彙所代表之意義為何，方能指出其所表示

的範疇，進而推演隱喻原則。即在「確認語境所指、關係或特點」步驟時，

認為其符合上段說明的三個條件的詞彙類型，表中亦羅列筆者參照語境和理

想認知模式種類（Radden & Kövecses，1999）推演出之字面詞彙上可能代

表的意義。 

（一）轉喻代表氣氛 

在經濟新聞中，從語境可得知有用「經濟」、「營運」、「競爭類詞彙」、「產

業種類詞彙」等詞彙來轉喻代替氣氛的語句，「經濟」指的是整個社會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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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氣氛；「營運」是公司運作時的氣氛；「競爭」表示競爭時的氣氛53；「能

源業」可從後句「美國製造業景氣」推測所謂「能源業升溫」應該也是指「能

源業景氣升溫」，其相關的轉喻機制與代表意義詳見下表。 

表 三-5 氣氛的轉喻 

詞彙 

類型 
詞彙 

轉喻 

機制 
代表意義 釋義 

經濟 經濟 

事物

與部

分之

間的

理想

認知

模式 

經濟氣氛 大陸經濟(氣氛)
54較以往冷卻許多。 

營運 營運 營運氣氛 iPhone 5 熱賣 PCB 廠營運(氣氛)燙。 

競爭類

詞彙 
競爭 競爭氣氛 好市多聯名卡大戰競爭(氣氛)升溫。 

產業種

類詞彙 

能 

源 

業 

能源業 

景氣 

全球汽機車、航太及能源業(景氣)持

續升溫，加上美國製造業景氣成長，

對台灣工具機業是一大利多。 

（二）轉喻代表數量 

在與數量有關的新聞語料中，除了明顯帶有數量義的詞彙，（如：股價、

交易量、業績等）外，其他詞彙（詳見下表三-6）則涉及轉喻而也實指數量。

其中又以事物與部分之間的理想認知模式模式來代替數量的情形最為普遍，

如：「募集」代替「募集金額」、「需求」代替「需求量」、「接單」代替「接

單數量」、「投資」代替「投資金額」、「出貨」代替「出貨數量」、「技術」代

替「技術指標」、「工業」代替「工業漲幅」、「房市」代替「房市成交套數」、

「聯發科」代替「聯發科營收」；或是有方位轉喻當地房市成交量的用法，

例如「目前房市交易量呈『南溫北冷』。」，由語境可知，句中的「南溫北冷」

                                                
53

 由於以溫度相關詞來表示戰爭氣氛的語句於華語經濟新聞相對為少數，故本文將概括

說明舉凡事物的氣氛（好/壞；激烈/不激烈）皆可視為“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

的隱喻原則，至於句子應為大體面向上的「氣氛好壞」或小眾面向上的「氣氛激不激烈」

教師可從語境再深入推敲。 

54
 ( )中的詞彙為字面意義經過轉喻後所代表的詞彙，表三-6 到表三-8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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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指天氣，而是指房市成交量；或以事件的理想認知模式代替「求職的過

程中，被錄取的比例」。因此，雖然從新聞語句表面看來，這些詞彙似乎與

數量無關，然，觀察前後文或以轉喻思考之，則會發現，其實以上詞彙都是

表示「數量」的詞彙。 

表 三-6 數量的轉喻 

詞彙 

類型 
詞例 

轉喻 

機制 

代表 

意義 
釋義 

募集類 募集 

事物

與部

分之

間的

理想

認知

模式 

募集到

的金額 
基金募集(金額)熱，9、10 月吸金 900 億。 

需求類 需求 
需求 

數量 

全球經濟狀況好轉，整體市場需求(數

量)出現回溫，獲利出現明顯回溫。 

訂單類 接單 
接單 

數量 
景氣暖洋洋，接單(數量)熱呼呼 

買賣租

行為動

詞 

投資 
投資 

金額 

國內投資(金額)可能冷卻，重大公共建

設運作也有困難。 

出貨/拉

貨/備貨 
出貨 

出貨 

數量 

大尺寸電視熱賣擴大，面板雙虎友達、

奇美電面板出貨(數量)增溫。 

技術 技術 
技術 

指標 

日線的技術(指標)有過熱跡象，短線盤

勢有機會整理，但中期的指標目前仍維

持多方，代表盤面短空中多的格局。 

產業種

類詞彙

詞彙 

工業 
工業 

漲幅 

前市港市港資銀行地產、以及工行建行

H 股、以及中資鋼鐵有色遠強於指數，

之後港資股有所回落再拱起，中資房地

產、石化石油 H 股等再拉升，令恒指收

漲+1.2%。……工業(漲幅)回暖程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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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於該數字。 

市場類

詞彙 
房市 

房市 

成交 

套數 

北京二手房市(成交套數)回暖 今年來

成交 12.6 萬套。 

股票、公

司行號

名稱類

詞彙 

聯發

科 

聯發科

營收 

聯發科出貨高檔，本季(營收)熱……9 月

營收超過百億元，改寫 29 個月新高，第

4 季雖為傳統淡季，但在智慧型手機晶

片出貨維持高點下，可望淡季不淡。 

地方類 南/北 

方位

理想

認知

模式 

南/北部

房市交

易數量 

目前房市交易量呈「南部的(房市交易數

量)溫，北部的(房市交易數量)冷」。 

人事類 求職 

事件

理想

認知

模式 

求職 

錄取率 

連七年級生也只能度過寒冷的「求職(錄

取率)的冰河期」。 

除了上述的詞彙外，新聞中另有「風險」、「商機」須加以說明。首先，常

用以形容「風險」的形容詞為「高、低」，如：投資風險高，因此本文將其

視為有高有低的名詞，事實上，新聞中也曾出現用數量表示風險高低的語句，

如「不斷升溫的房市風險，目前為 1%。」；而「商機」，意為「經商營利的

機會」，「機會」一詞也常與「高、低」搭配使用，因此本文亦將上述兩個詞

彙視為數量概念中的成員。 

（三）轉喻代表普及度 

華語新聞中另有「活動或議題類名詞、陳述現象或因素的句子、問題類名

詞、效應類名詞、產業種類詞彙、市場類詞彙」等轉喻表示與該詞彙相關的

普及度的詞彙（如下表三-7）。活動類名詞如：世界博覽會、某某拍賣會，

這種有明確時期起始的活動類名詞，其範疇涉及活動參與人，而參與人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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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則會給人普不普及或受不受歡迎的概念；議題事件類名詞，則涉及討論

人數的多寡；現象類的子句，是指一個現象是不是有越來越多的人做這件事

情，或影響是否越來越普及；問題類的名詞，如通貨膨脹、資金荒等等，則

可能有「討論問題的人多不多」或「受問題影響的人多不多（即，受歐債問

題影響的普及度）」的語意；效應類的名詞也涉及「受此效應影響的人數（即，

比價效應的普及度）」；「產業類名詞」如「自行車零組件加工及汽車模具產

業最熱，其中，省能趨勢帶動國產汽車新一波改版潮。」也可以從語境中的

「改版潮」推知句意應表示模具產業的普及度；最後，「市場類詞彙」的句

子如「大陸旅遊市場還在升溫中，尤其今年新增的兩岸航點表現非常好，陸

客自由行多次簽上路，也可望為未來挹注客源。」也同樣可從語境「可望為

未來挹注客源」得知句意應表示市場的受歡迎程度。以上詞彙，都藉由轉喻

來表示普及度，而其以何種轉喻機制來代替深層意義，則詳見下表三-7。 

表 三-7 普及度的轉喻 

詞彙 

類型 
詞例 

轉喻 

機制 

代表 

意義 
釋義 

活動議

題類  

名詞 

世博 

事物

與部

分之

間的

理想

認知

模式 

世博 

參與人數 
南韓麗水世博(參與人數)不夠熱。 

陳述現

象或因

素的子

句 

網路

看屋 

網路看屋 

人數 
網路看屋(人數)冷颼颼。 

問題類  

名詞 

歐債

問題 

討論歐債人

數或受歐債

問題影響的

普及度 

陳冲領導財經內閣，(受)歐債問題

(影響的普及度)正熱，要給陳冲機

會和時期，證明財經內閣的實力。 

效應類  

名詞 

比價

效應 

比價效應 

影響普及度 

比價效應(影響普及度)火熱當

道，……漢微科昨日股價再創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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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高，直逼股王大立光，漢微

科的相關權證齊步勁揚。 

產業種

類詞彙 

汽車

模具

產業 

汽車模具 

產業 

普及度 

自行車零組件加工及汽車模具產

業(普及度)最熱，其中，省能趨勢

帶動國產汽車新一波改版潮。 

市場類

詞彙 

旅遊

市場 

旅遊市場 

普及度 

由於今年日本旅遊大旺，部分旅

客被日本市場吸引，但大陸旅遊

市場(普及度)還在升溫中，尤其今

年新增的兩岸航點表現非常好，

陸客自由行多次簽上路，也可望

為未來挹注客源。 

（四）轉喻代表態度 

態度、情緒、性格域中在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主語的差別，可以分作兩

個部分做解釋： 

（1） 以溫度相關詞彙形容人的態度/情緒/性格：消費者投資意願回溫。 

（2） 先以轉喻代表相關人士，再以溫度相關詞形容其態度/情緒/性格： 

市場情緒仍謹慎並未過熱。 

第一類句子為單純隱喻句，第二類則兼含轉喻（詳見下表三-8）和隱喻。 

表 三-8 態度、情緒、性格的轉喻 

詞彙 

類型 
詞例 

轉喻 

機制 

代表 

意義 
釋義 

地方類

詞彙 
大陸 方位

理想

認知

模式 

在這個地方的人 
(在)大陸(的相關人士)的回

應冷。 

市場類

詞彙 
市場 市場裡的買/賣家 

(在)市場(買家的)情緒並未

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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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法律方

案/措

施 

政策 

原因

理想

認知

模式 

制定/執行政策的

人 

(制定)政策(的人)頻吹暖

風，市場人氣迅速回升。 

人 人 

事物

與部

分之

間的

理想

認知

模式 

人的情緒 

玩家(的熱情)熱度漸退，加

上 9 月開學後進入遊戲淡

季，讓傳奇 9 月營收較 8 月

明顯下滑。 

產業種

類詞彙 

紡織服

裝業 

控制

理想

認知

模式 

兩岸紡織服裝業

的經營人士 

兩岸紡織服裝業(的經營人

士)加緊「報團取暖」。 

  表中例句中所謂的「冷回應」、「過熱」、「暖風」皆因轉喻而形容指在該地、

制定/執行該政策的相關人士，因此態度（情緒或性格）有關；有些句子，

直接以「人＋溫度相關詞」的模式出現，雖然人有溫度可言（體溫），但如

「玩家熱度漸退，加上 9 月開學後進入遊戲淡季，讓傳奇 9 月營收較 8 月明

顯下滑。」的句子，若以體溫解釋，則語意不通，因此應該是以人來代替他

的情緒，所以也用到轉喻；至於以「取暖」搭配產業種類詞彙的新聞語句，

按詞義而言，「紡織服裝業」這樣的名詞不應該有情緒反應，但若藉由轉喻

機制，則可以理解為，雖然字面上為「兩岸紡織服裝業報團取暖」，但其實

是表示是「兩岸紡織服裝業的經營人士加緊互相幫助，給彼此溫暖。」。 

  除了上述四種類型的語料，可以轉喻推演其所代表之意義外，本文所蒐

集到的語料中上，有 339 句如下表三-9 的句子，這些句子，皆以「詞彙 A

＋詞彙 B＋溫度相關詞」的句式呈現（如：經濟詞彙 A態勢詞彙 B正在回暖溫度相關詞、

接單詞彙 A狀況詞彙 B熱溫度相關詞），本文認為，例句中「回暖」所形容的對象，應為

經濟，而非勢態；「熱」所形容的對象也應該是「接單」，「勢態」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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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經濟或接單的細節，因此，在分析此類的多義現象時，將以詞彙 A（經

濟、接單）為對象檢視溫度相關詞的多義現象。 

表 三-9 「詞彙 A＋詞彙 B＋溫度相關詞」例句 

詞彙搭配 例句 

詞彙A＋狀況/情勢類詞彙詞彙 B 目前接單狀況熱，對當地業務抱持高度期待。 

詞彙 A＋環境詞彙 B 
不冷不熱的經濟環境下，收益相對出色的券

種，投資勝出的機率高。 

詞彙 A＋行為類詞彙詞彙 B 

房市 12 月表現轉溫熱，信義房屋昨（28）日

公布，6 大都會區本月成交量較上月增加

15%。其中，雙北市因為前月基期較低，成

交量月增約二成。 

詞彙 A＋成長類詞彙詞彙 B 整體藥物銷售成長可望呈現回溫態勢。 

詞彙 A＋活動（抽象）詞彙 B 
中國大陸經濟維持穩定成長，製造業也重回

擴張趨勢，非製造業活動也回溫。 

在初步分析完語料字面詞彙所代表之意義以及如上表的句式搭配，進而確

定溫度相關詞真正形容的對象後，本文將結合 MIP 方法、MPA 方法與概念

隱喻理論、概念整合理論，解釋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的多義現象，

下節將展示一範例說明本文如何以這些方法和理論分析語料。 

3.3.2 語料分析方法 

為結合前人（Lakoff & Johnson，1980）推導隱喻的演繹方式，加上本研

究之語料皆為完整新聞內文語句或標題，故本文分析語料時，將採用

Pragglejaz Group（2007）的 MIP 方法（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和 Stefanowitsch （2006）的 MPA 方法（Metaphorical Pattern Analysis）來

分析所蒐集到之語料的隱喻可能性。 

此節，本文將以「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為例，套用至兩種方法（詳

見下表三-10），解釋本文如何將 8700 筆語料歸納出幾個隱喻原則，或整理

出其特有的多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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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0 MIP 與 MPA 方法於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應用（以「關係升溫」為例） 

「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 

第一步：主要分析方法－MIP 

（1）閱讀整篇話語文本

（text-discourse），並建立

對文本意義的理解。 

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印度等國的貿易關易係愈

來愈密切。… …看好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

以及印度未來工業發展潛力，已深耕印度的渣

打銀行，除了善用全球據點資源，今年連續第

六年贊助印度國際工業展，本屆吸引近 70 名台

灣廠商赴印度參展。（文長，此為擷取版） 

文本意義的理解：印度市場大，且與台灣貿易

關係越趨密切，渣打銀行期望透過會展、政府

和組織的力量，使台灣開拓國際市場。 

（2）確定話語文本中的詞

彙單位（lexical units）。 

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 

詞彙單位：升溫 

（3）i. 於語境建立詞彙單

位的意義，即，詞彙如何

在語境中指稱實體、關係

或特點，其必須考慮詞彙

的語境。 

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 

升溫形容：關係變得密切 

     ii. 確定每個詞彙單

位是否於其他語境有更基

本的現代意義。所謂更基

本的意義，即更具體（意

義 容 易 想 像 到 或 感 受

到）、與身體動作相關、更

精確、歷史更久等。 

更基本的現代意義：溫度的升高、降低，如：

夏季屢創高溫，台北市氣溫動輒超過 35 度，暑

氣逼人，而馬路上的柏油，也因為受熱升溫，

動輒 60 度以上。 

（氣候溫度的升高降低比關係親疏更容易感受

到）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5 

     iii.若詞彙單位有更

基本的現代意義，則應比

較兩者，視其是否能以兩

者的比較結果理解語境意

義（即在話語文本中的意

義）。 

柏油受熱升溫，動輒 60 度以上。 

VS. 

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 

比較理解：溫度升高就像是關係變得密切55。 

（4）若能理解，則標記此

詞彙單位為隱喻用法。 
可理解「升溫」為隱喻用法。 

第二步：驗證方法－MPA 

（可能的）隱喻原則：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 

SD TEMPERATURE 

TD RELATIONSHIP 

例 1：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 

例 2：兩岸關係因而降溫。 

  誠如上表所示，本文將以語境和新聞語句中溫度相關詞的意義（即 MIP

所謂「語境中詞彙單位的意義」）與本義（即 MIP 所謂「更基本的現代意義」）

之關係，和句中是否同時出現目標域詞彙與來源域詞彙（即 MPA 分析方式）

來判定該詞是否有隱喻；每個溫度相關詞，本文都將以這樣的模式來判斷，

進而觀察溫度相關詞之間是否有相同的隱喻範疇（即目標域）與是否具有系

統性（Lakoff & Johnson，1980），最後確定常於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隱

喻原則。 

此外，若筆者觀察語料語境時，認為語境意義的所指、關係或特點的範疇

與前人研究出的範疇或目標域相符時，將引前人文獻加以證明。總而言之，

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除了 MIP、MPA，還包括 Deignan（2005）兼容「基

                                                
55

 因為其他語料有用溫度將低來形容關係變得疏離，如：一旦服貿協議卡關，後續貨貿

等協商也勢必暫緩，兩岸關係因而降溫，之後將進一步阻礙台灣加入國際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面臨的是經濟邊緣化危機，同樣也是安全等級風險。 

SD             TD 

TEMPERATURE   RELATIONSHIP 

升溫          貿易關係 

降溫          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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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語料庫的研究方法」（Corpus-based Approach）和「語料庫驅動的研究方

法」（Corpus-driven Approach）所提出之方法。下圖三-2 為本文接續圖三-1

後，分析語料時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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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本文語料分析步驟（以「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為例） 

 

依語境判斷，應非本義進入分析階段

（以「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為例） 

接續 P.38 語料庫（《聯合知識庫》）再搜尋（關鍵詞：升溫） 

…… 

STOBA 市全球首創的

「高安全電池材

料」，相較於一般鋰

電池材料容易升溫爆

炸，這個材料技術可

抑制電池內部的溫度

上升失控。 

看好台印雙邊貿易

關係升溫，以及印

度未來工業發展潛

力，已深耕印度的

渣打銀行……今年

連續第六年贊助印

度國際工業展展。 

氣溫降低，時序漸入

冬，超商霜淇淋買氣

反而升溫，7-ELEVEN

霜淇淋今年首次拿回

主導權，搶先全家推

出新口味……單店銷

售量約100到110支。 

本義 

1.視情況理

解全文文意 

2.確認語境所

指、關係或特點 

3.與本義比較並藉

本義理解語境意義 

對其他語料也重複 1.-3.

之步驟，確認是否有隱喻 

例如「一旦服貿協議卡關，後續貨貿等協商也勢必暫緩，兩岸關係因而降

溫，之後將進一步阻礙台灣加入國際區域經濟整合，台灣面臨的是經濟邊

緣化危機。」同樣以溫度相關詞表形容關係，也是隱喻用法。 

比較語料之間是否有相同的隱喻目標域與系統性 

確認有隱喻，可能為「關係」的隱喻（即關係為目標域） 

升溫 關係變得密切 降溫 關係變得疏離 
1.MPA 驗證 

2.系統性：○有 /無 

 

確認“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的隱喻原則 

1.有時可能是同時

含有轉喻和隱喻 

2. 視語境，引用前

人研究之溫度詞隱

喻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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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學應用分析 

本節內容將包含： 

3.4.1 華語學習者問卷說明 

3.4.2 華語教材分析 

在完成多義現象分析之後，研究將探討教學中最重要的兩個面向：學習者

與教材。學習者部分，以華語中高級學習者問卷做接受度需求調查，希望初

步探究華語學習者對於隱喻的詞義解釋方式的接受度為何？教材部分，本文

將觀察現行華語新聞教材中經濟相關單元是否呈現含有溫度相關詞之語句，

及其詞彙解釋手法，進而整理出相關之教學應用。 

3.4.1 華語學習者問卷56說明 

本文希望能站在學習者角度提出相關的教學應用，故將調查華語學習者對

於隱喻的多義詞詞義解釋方式的接受度為何57，問卷將分為（1）學習策略

（2）「概念隱喻」解釋方式或學習策略的接受度，兩個方面調查，希望探究

學習者概念隱喻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以及其對概念隱喻教學方式的看法。 

新聞為本文研究主體，因此，學生程度以中級以上為佳，即歐洲共同語文

參考架構（CEFR）B1 以上程度的學生，相關中文能力考試對應如下表三

-11： 

表 三-11 中文能力測驗對應表 

TOCFL 

中華民國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

作委員會 華語能力冊測驗 

CEFR 

歐洲共同語文 

參考架構 

HSK 

中國大陸 國家漢辦  

漢語水準考試 

BAND 

C 

精通級 level 6 C2 HSK 6 

流利級 level 5 CA HSK 5 

                                                
56

 問卷詳如附件 4。 

57
 本文囿於研究目的，於此次研究僅以問卷探討學習者對於概念隱喻的接受度來編寫教

學應用，若能進一步研究，應該要以教學實驗證實之，此為本文的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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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B 

高階級 level 4 B2 HSK 4 

進階級 level 3 B1 HSK 3 

BAND 

A 

基礎級 level 2 A2 HSK 2 

入門級 levl 1 A1 HSK 1 

若受試者無上述語言能力測驗之相關證明，則至少需學完《實用視聽華語 

第三冊》；其次，由於本文無國籍針對性，故無須控制受試者國籍變數，至

於問卷的其他說明則詳如下述： 

（1）問卷主旨：華語學習者對於概念隱喻學習策略/釋義方式的看法 

（2）問卷目的：以此問卷結果，即，華語學習者對於概念隱喻的看法 

（含使用情形、幫助程度、具體幫助、概念隱喻釋義展 

現時間點等），作為本文編寫教學應用時的基礎之一。 

（3）問卷語言：中、英文共現 

（4）受試者國籍：不分國籍。 

（5）受試者程度：中級（CEFR B1、TOCFL level 3、HSK 3 或《實用 

視聽華語第三冊》） 

（6）問卷類型：項目選擇、五度量表。 

（7）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分兩部分， 

i. 學習策略與教師釋義方式調查： 

本文希望藉由問卷得知學習者常用的詞彙學習策略，

以及華語教師們常用的詞彙教學策略為何？問卷參

考相關文獻，共設計出「辭典翻譯」、「圖片聯想」、

「跟母語比較」、「在語境中理解詞義」、「跟本

義比較58」、「用語素推知詞義」、「其他」（需另

                                                
58

 由於問卷受試對象為母語學習者，為了降低問卷難度，問卷中不會以「隱喻」、「概

念」這類高級程度的詞彙呈現，而是改以和隱喻有類似意義的「和本義比較」這樣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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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策略）等幾個選項讓受試者勾選。 

ii. 隱喻接受度調查： 

問卷以「隱喻幫助程度」（五度量表）、「隱喻具體幫

助為何」、「隱喻應於教學中何時被展示」等三個問

題，來檢視學習者對華語隱喻釋義方式的接受度和

意見。 

（8）進行方式：Google 問卷（網路填寫） 

3.4.2 華語教材檢視 

  由於華語經濟新聞的溫度多義詞之教學應用為本研究的部分價值之一，故

本文將檢視現行華語經濟新聞的教材中是否也包含含有溫度多義詞的語句

（如：景氣回暖。），而使學生能學習趨近語言實際表現方式？若教材中已

呈現出相關的溫度多義詞，則其詞彙釋義的方式為何？ 

台灣現行主要的華語新聞教材《讀報學華語59》（共三冊），以及對岸的新

聞或商業教材《漢語新聞線上閱讀教程》、《在商言商－中級商用漢語案例教

程》、《成功之道－中級商務漢語案例教程60》、《新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庫

及練習庫》（共兩冊）中的經濟新聞或經濟單元則為本文的檢視對象。 

第五節 小結 

  簡而言之，在確定語料詞彙範圍時，本文將採「語料庫方法」，以筆者之

直覺手動辨別多義，並以母語者問卷、辭典詞條編排方式佐證；待確定語料

詞彙後，將於《聯合知識庫》再搜尋，以 MIP、MPA 方法分析語料是否為

隱喻，進而得出隱喻原則；最後結合研究結果、華語學習者問卷結果與教材

探析結果，編寫教學應用。下圖三-3 為本研究流程概要圖： 

 

 

 

                                                                                                                                         

項給受試者勾選，並且，為了使受試者能更正確明白問題旨意，部分選項附有例句說明。 

59
 臺灣師範大學附設國語中心、臺灣大學 ICLP 的華語新聞課程使用之教材。 

60
 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系商業中文課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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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本研究流程概要圖 

語料庫方法：手動辨別 

教學應用 

語料分析 

目標確立 

文獻蒐集 

語料詞彙蒐集 

辭典詞條 

範圍：語料詞彙確定 

母語者問卷 

語料庫再搜尋與確認 

研究結果： 

溫度詞隱喻

原則 

學習者問卷 教材檢視 

MIP 方法 

MPA 方法 

溫度詞隱喻分析 

語境轉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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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有四節，第一節：母語者問卷結果，將列出問卷結果，以指出華語

經濟新聞中的溫度多義詞；第二節：華語溫度詞於經濟新聞的多義現象分析，

本節為研究重點之一，本文將以 MIP、MPA 和認知語義理論（概念隱喻、

概念整合）分析各個溫度詞如何自本義延伸（即本義與多義義項的關係）；

第三節：溫度詞隱喻的共性與個性分析，以第二節研究結果為基礎，進一步

探究各個溫度詞間，是否有共同的隱喻原則，或是否存在其獨特的隱喻原則，

並於此節末以概念圖方式指出華語溫度相關多義詞與本義的語義延伸途徑；

第四節：研究結果討論，此節分為前人研究結果中的溫度隱喻和結果討論兩

部分，第一小節將指出前人探析之溫度概念隱喻的共同部分，第二小節討論

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多義現象是否與前人研究結果吻合，或是否有其他新

發現。 

第一節 經濟新聞中的溫度多義詞－母語者問卷

結果 

此問卷旨在確定本文研究之語料範圍。由於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部分已

非本義，然於詞典中，卻未見相關的說明，而根據前人（Allan，1986：147；

Saeed，2000：63-65）指出，辨別多義詞的方式，除了觀察詞典的編排方式

外，其中「母語者直覺」亦為一種指標。因此，本文首先筆者依循 Stefanowitsch

（2006）、Semino（2008）等人所提出的從語料庫中提取轉喻或隱喻的分析

方式，以來源域詞彙「冰、冷、寒、涼、溫、暖、熱、燙」搜尋語料庫（即

《聯合知識庫》中的經濟新聞）、手動辨別多義，並收錄筆者認為非溫度詞

本義的語句（詳見 3.2），然後以此為母語者問卷內容，希望較客觀地判定詞

彙應為多義詞、同義詞或同形同音異義詞。問卷中，則以與溫度詞本義的比

較方式呈現，目的為用多數母語者的直覺篩選出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

多義詞。本文共蒐集到 93 份問卷，去掉答題缺漏、答題不詳實61之問卷後，

共有有效問卷 80 份，受試者資料如下表四-1： 

 

                                                
61

 問卷中設有兩句皆為本義之問題，以測驗受試者是否隨意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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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母語者問卷受試者資料 

年齡性別 

主修 

16-25 歲 26-35 歲 36-55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理科   10 人 2 人   

文科   5 人 17 人  2 人 

不分科62
 25 人 12 人   4 人 3 人 

  根據問卷結果顯示，超過 50%的受試者皆認為表四-2中的詞彙為多義詞，

其中部分詞彙於《漢語大詞典》中只有一個本義的詞項，但考慮到辭典編寫

年代與篇幅限制，不可能收錄新用法或詳細記載所有範疇的相關詞彙，故本

文將以母語者問卷為主，辭典為輔，決定本文搜尋語料庫之關鍵詞。 

表 四-2 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多義詞（即本文研究語料詞彙） 

溫度詞 溫度相關詞 

冰 
冰、融冰、結冰、破冰、冰點、冰凍、冰凍期、冰凍庫、冰

風暴、冰河期、冰封期、冰火兩重天、冰山（的）一角  

冷 

冷、清冷、陰冷、寒冷、冰冷、冷峻、冷熱（詞/詞組）、冷

灶、冷房、冷宮、冷鋒、冷縮、冷卻、冷卻期、冷凍、冷凍

庫、冷凍期、冷凍櫃、冷凍量、冷冰冰、冷氣團、冷颼颼、

驟冷期、冷靜期、冷淡、冷靜、打冷顫、冷冬、冷風、轉冷、

喊冷、發冷、遇冷、冷凍能量、忽冷忽熱 

寒 
寒、乍暖還寒、受寒、寒冬、寒冬期、寒流、寒風、寒暑表、

寒意、寒潮、遇寒 

涼 涼 1 

溫 

溫、失溫、回溫、保溫、溫度、溫度計、溫暖、餘溫、溫和、

溫吞、轉溫、溫漲、升溫、升溫期、加溫、加溫期、降溫、

降溫期、增溫、退溫、高溫、低溫、試水溫、洗三溫暖  

                                                
62

 部分受試者尚非大學生（或未曾念過大學），以上受試者之主修皆為不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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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暖、暖和、冷暖（詞/詞組）、暖流、暖陽、暖意、回暖、保

暖、暖化、暖呼呼、暖烘烘、暖洋洋、暖暖包、暖春、暖冬、

暖風、送暖、轉暖、取暖、春暖花開、暖身、暖身秀、暖身

動作 

熱 

熱、炙熱、熾熱、火熱、狂熱、狂熱期、慢熱、慢熱型、熱

灶、熱況、熱度、熱浪、熱量、熱燄、加熱、熱拍、一頭熱、

熱呼呼、熱烘烘、熱騰騰、熱火朝天、熱鍋、炒熱、熱炒、

轉熱、熱轉、熱唱、熱燒、發熱、預熱、熱身、熱身賽 

燙 燙、滾燙、火燙、火燙燙、燙手、燙傷、發燙  

本文旨在探究本義與延伸義之關係，而同形同音異義詞的義項之間並無關

連（Saeed，2000：63-65），不在本文研究目的中，故予以刪除。表四-3 之

詞彙則為受試者認為之同形同音異義詞或同義詞。 

表 四-3 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同形同音異義詞與同義詞 

同形同音異義詞 
冷飯、潑冷水、冷處理、冷板凳、放冷箭、涼 2、

溫床、熱力、燙金 

同義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冷清、冷戰、冷水煮青蛙、

寒窯、寒蟬效應、納涼、溫水煮青蛙、熱戰、燙手

山芋 

  表四-2、四-3 的結果部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冷飯、冷水煮青蛙、寒

蟬效應、涼 2、溫水煮青蛙、燙手山芋）《漢語大詞典》並無收錄，故本文

將遵循母語者問卷結果，將這些詞彙歸類於同形同音異義詞（或同義詞）；

部分（冷清、熱戰、納涼、寒窯）與《漢語大詞典》的詞條排列吻合，惟有

幾例需稍加說明，以下分別為「冷板凳、冷處理、放冷箭、潑冷水、冷戰、

溫床、熱力、燙金」。 

  「冷板凳」於《漢語大詞典》中的義項共有（1）舊時清唱的俗稱（2）舊

時比喻私塾教師的清苦職業（3）比喻清閒冷落的職務或處於無事可為的境

地（4）受人冷遇也叫坐冷板凳，可見，現今母語者常說的「坐冷板凳」應

是由舊時的詞義延伸而來，並且，根據《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的語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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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凳」全數是《漢語大詞典》中（3）或（4）的用法，這足以證明現代

人也很少會說出意思真的是溫度低的板凳－「冷板凳」，因此受試者才會認

為溫度低的「冷板凳」與受人冷落或無視可做的境遇的「冷板凳」為同形同

音異義詞。「溫床」、「潑冷水」也因相同的理由被視為同形同音異義詞。 

「冷處理」於《漢語大詞典》中的詞條共有（1）工件淬火後立即放入低

溫空氣（2）比喻事件發生後不立即進行處理，雖然由詞典的排列方式與兩

項詞義看來，冷處理確實是多義詞，但由於義項（1）的用法僅局限於工業

範疇，甚至有受試者表示從來不知道冷處理還有「工件淬火後立即放入低溫

空氣」的意思，因此本文還是決定將之是為兩個不相關的詞彙，「熱力」、「燙

金」的也是因為一樣的因素而被多數受試者視為同形同音異義詞。 

「放冷箭」，「冷箭」一詞於《漢語大詞典》中有（1）比喻刺骨的寒風（2）

乘人不備中，暗中射出的箭，原則上，理應為多義詞，但是（1）比喻刺骨

的寒風的例句為唐代詩人孟郊的詩63，本文視為古代用法，因此此詞例也將

依循問卷結果。 

  「冷戰」於詞典中的詞義為（1）因寒冷害怕而渾身發抖（2）cold war 的

意譯，義項（1）的「冷戰」是「冷顫」的借字，所以不能視為多義詞。 

第二節 華語溫度詞於經濟新聞的多義現象分析 

本節將依序分析各個溫度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多義現象，作為第三節各

溫度詞共性、個性比較之依據。 

4.2.1 「冰」的多義現象 

  「冰」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共有「冰、融冰、結冰、破

冰、冰點、冰凍、冰凍期、冰凍庫、冰風暴、冰河期、冰封期、冰火兩重天、

冰山（的）一角」等詞彙。這些詞彙在新聞中皆已脫離本義，並於不同的概

念中表現多義，下表四-4 到表四-8 為本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些

多義現象，得出的對應表，其相關說明，詳見下述。 

 

 

                                                
63

 原文為：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騷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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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 「冰」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64
 

溫度低 氣氛差 冰火兩重天 

溫度低的時期 氣氛差的時期 冰封期 

正數溫度的最低點（開始結冰） 氣氛最差的時候 冰點 

使冰裂開 突破最差的氣氛 破冰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冰」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1. 經濟處於「冰火兩重天」，股市冷、樓市熱，調控又用錯退燒藥，

恐「病入膏肓」。 

2. 市場更以相機比筆電難賣說明進入冰封期的市場氛圍。 

3. 大陸官方 4月中旬以來出手打壓房市，加上信貸環境不如去年寬鬆，

A 股的氣氛降到冰點。 

4. 宏碁營運「破冰」，成為現階段唯一沒有下修第三季營運目標的電

腦大廠。 

句 1.中的「經濟處於冰火兩重天」理應不會是經濟的溫度處於極高、極低

的狀態（以本義來說，經濟不會有溫度高低之分），因此可以斷定「冰火兩

重天」已脫離本義，加上句中的經濟以事物與部分之間的理想認知模式的轉

喻表示「經濟氣氛」65，所以可以推出其字面義應表示「經濟氣氛處於『冰

火兩重天』」，此從全文描述股市低迷而樓市景氣好的語句，可一推斷出所謂

「冰火兩重天」表示的是同一時間的氣氛極好與極惡。句 2.中的「冰封期」

也並非表示被雪覆蓋的時期，而是表示就像是被雪覆蓋時期一樣地冷，市場

的氛圍也進入了不好的時期，此從後句的「相機難賣」可驗證之。此外，以

本義來說，氣氛不會有如句 3.的「冰點」這樣的尺規度數，但如果觀其前文

「官方打壓房市」便可推出所謂「冰點」應該指的是：就像是溫度降到冰點

                                                
64

 本欄中的詞彙，本文僅舉前三高頻的詞彙作為例證，表四-5 至表四-46 亦然。 

65
 詳見 3.3.1，下文凡提及轉喻之語句，亦皆請詳參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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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結冰一樣，氣氛也差到不能再差了。最後，句 4.中的營運藉由事物與部

分之間的理想認知模式表示「營運氣氛」，而氣氛本身不可能有「冰」可破，

因此應該是說原本的氣氛就是像已經結冰一樣，非常非常差，而宏碁突破了

這樣的惡劣氣氛，所以可以以「破冰」來形容之。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

－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氣氛之相關詞（氛

圍、氣氛），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氣氛相關

的意義（經濟氣氛、營運氣氛），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

為氣氛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5 「冰」相關溫度詞於「數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數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數量低 冰凍、冰火兩重天 

溫度低的時期 數量低的時期 冰河期、冰封期 

正數溫度的最低點（開始結冰） 數量的最低點 冰點 

使冰裂開 突破最低的數量 破冰 

使冰融化 
數量漸漸自最低

點回升 
融冰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冰」來形容數量的句子有： 

5. 上海樓市一手房的成交面積為近 6 年來倒數第二位，冰凍指數堪比

歷年樓市最慘澹的時期。 

6. 相隔只有一個海峽的大陸和台灣，1 月外貿數據卻是冰火兩重天。 

7. 投了 100 多封履歷仍然找不到一份工作的新聞，日前成了景氣低迷

年輕世代面臨求職冰河期的見證。 

8. 中鋼表示，國際鋼價走出冰封期，行情逐步回溫，雖然反彈力道仍

不強勁，對長期低迷的鋼價來說，已是一大喜訊。 

9.  上市公司現金增資去年降到冰點，僅有 6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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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景氣回溫 人事「破冰」將各招考百名空服員與數十位機師 往年盛

況可望重現。 

11. 未來政府將規劃以減稅方式，進一步鼓勵企業加薪，為國內的「凍

薪現象」帶來一絲融冰希望。 

5.、6.兩個句子，皆以「冰」的溫度相關詞來形容指數或數據，然無論指

數或數據，皆不可能有溫度高低的表現，但深究其全文，可以發現，「冰凍

指數」一句是為新聞內文「二手房成交為 5721 套，比去年 12 月同期的 17355

套，下降了 60％左右，而同比去年 1 月同期的 6352 套，下降了 10％左右。」

作結；「外貿數據」一句是為「從 2010 年香港開始實施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開始，『轉出口』金額已經從 2009 年的 5,600 億港幣上升到 2013 年的 9,550

億港幣，增幅達 71%，這一增長速度超過了香港對中國總出口的增速，也

超過了香港出口總額的增速。……而台灣方面，1 月貿易數據轉弱，出口較

去年同期下降 5.3%，進口則減少 15.2%。」開頭，故，從整篇新聞文章看

來，可以推斷「冰凍指數」與「數據冰火兩重天」都是指數量低/極低極高

而言。而例 7.和例 8.兩句，也都並非指真的冰河期與冰封期，「求職冰河期」

先以「求職」轉喻來表示「求職錄取率」，從前文也可看出此句旨在陳述不

到 1%的求職率，因此所謂「求職冰河期」應該意指「求職錄取率低的時期」；

「鋼價冰封期」也可以從後文的「長期低迷的鋼價」推斷出意指「鋼價低迷

的時期」。至於例 9.中的冰點，從「僅」有 64 億元可以推斷 64 億元應該是

一個為數甚低的投資額，因此「冰點」應該指的是「增資變得很低」。在例

10.中也可以知道，句中的「人事」先以轉喻表示「要招考的名額」，並從後

文的「招考百名空服員與數十位機師」可以推測「人事破冰」意為「要開始

大量招考空服員與機師」，所以應該也是表示突破某個極低的數量。句 11.

中的「融冰」也並非表示冰塊融化，從前文的「加薪」可以推測，句中的「融

冰」應該指表示「薪水要開始增加」，所以也是表示「數量漸漸回升」之意。

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

域詞彙：數量之相關詞（指數、數據、鋼價、資金、薪水），而部分例句則

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數量相關的意義（求職率、招考名額），

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數量域，進而確定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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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 「冰」相關溫度詞於「普及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普及度域 相關詞彙 

正數溫度的最低點（開始結冰） 普及度的最低點 冰點 

使冰裂開 突破最低的普及度 破冰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冰」來形容普及度的句子有： 

12. 在政府打房動作不斷的環境下，預售買氣幾乎陷入冰點，買賣雙方

出現拉鋸。 

13. 內政部地政司於去年 10 月開始公布各地實際成交行情後，置產買

氣同步破冰，而且隨著相關資訊愈來愈多，投資買盤回升也愈快。 

因買氣本身沒溫度可言，故，句 12.、句 13.句中的「冰點」與「破冰」皆

非本義，且若從其搭配的詞彙觀察，可得知「冰點」與「破冰」是用來形容

「買氣」的，加上句 12.前文的「政府打房」和句 13.後文的「買盤回升」可

以得知所謂的「買氣陷入冰點」意為「買房的人很少，少到幾乎沒有」即「建

案的普及度或受歡迎程度很低，幾乎已達最低點。」；「買氣破冰」意為「置

產的人突破無人的窘境」即「普及度或受歡迎受度突破極差的窘境」。上述

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普及

度之相關詞（買氣），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普及度域，

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7 「冰」相關溫度詞於「關係」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關係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關係疏離 冰 

正數溫度的最低點（開始結冰） 最疏離的關係 冰點 

使冰裂開 突破疏離的關係 破冰 

使冰融化 疏離的關係漸漸好轉 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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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冰」來形容關係的句子有： 

14. 代表官股出任台北101大樓董事長的宋文琪，今年3月赴立院備詢，

曾被立委詢問，是否和代表民股的魏應交互動不佳、相敬如「冰」？ 

15. 統一集團跟頂新集團，兩家長期處於競爭的關係，因多年恩怨解不

開，一直處於「冰點」，業務上更未聞往來。 

16. 世足賽對該公司的銷售帶來正面效益。例如 GetCourse 部門的產品

經理和潛在客戶交談時會特別聊到世足賽，當成破冰話題，建立彼

此的關係。 

17. 兩岸關係逐漸融冰，兩岸機器業者已積極展開交流合作。 

句 14.以諧音雙關的「冰」表示兩人互動的情形，所以也絕非本義，而觀

其前文的「互動不佳」可以推測「相敬如冰」的意思應該是「互動不佳」。

句 15.從語境（恩怨解不開）與搭配詞彙也可看出，句中的冰點指的是「毫

無往來的關係」而非「最低的溫度」。從句 16.的整句句意中也可以發現，句

中「破冰」非本義，且從後文「建立彼此的關係」可以知道，該公司與客戶

之間從前並無交流，而在此次會議中，藉由世足賽的話題，開始建立彼此的

關係，因此可以說此次會議的世足賽議題，是使雙方建立關係的「破冰話題」。

從句 17.中的「已積極展開交流合作」也可知道所謂「關係逐漸融冰」應該

是「漸漸開始交流的關係」，而非真的表示「冰塊融化」。上述的例句中，除

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關係之相關詞（關

係或兩個主語），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關係域，進而

確定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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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8  

「冰」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情緒或性格）」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66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正數溫度的最低點

（開始結冰） 

態度（情緒或性格） 

最不強烈的狀態 
冰點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冰」來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的句子有： 

18. 投資人交投意願降至冰點，股價恐怕還將探低。 

本文觀例句 18.的語境：股價恐怕還將探低，認為若.中「冰點」解釋為「極

不強烈的投資意願」便可連貫解釋整句句意，因此認為句中之「冰點」已脫

離本義（開始結冰的溫度點），而用以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此例句除來

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格）

之相關詞（意願），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態度（情緒

或性格）域，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冰」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9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66

 「態度」於此為一種代表性的說法，與「冷淡、冷靜」等溫度詞素的多義相同，在華

語經濟新聞中，人相關的態度、情緒、性格類的詞彙，也常以溫度相關詞表示，其中又

以態度的比例最高。因此於本文，將皆以態度域概括表示情緒域和情格域，而第四節的

概念隱喻原則也將以“ATTITUDE IS TEMPERATURE”概括表示“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如溫度）、“EMOTION IS TEMPERATURE”（情緒如溫度）、

“PERSONALITY IS TEMPERATURE”（性格如溫度）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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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9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冰」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67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冰 關係（50.00%）、數量（50.00%） 

冰火兩重天 氣氛（50.00%）、數量（50.00%） 

冰凍 數量（100%） 

冰封期 氣氛（25.00%）、數量（50.00%）、普及度（25.00%） 

冰河期 數量（100%） 

冰點 
氣氛（14.29%）、數量（28.57%）、普及度（20.00%）、關係

（28.57%）、態度（8.57%） 

破冰 氣氛（5.76%）、數量（3.85%）、普及度（3.85%）、關係（86.54%） 

融冰 數量（16.67%）、關係（83.33％） 

4.2.2 「冷」的多義現象 

「冷」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共有「冷、清冷、陰冷、寒

冷、冰冷、冷峻、冷熱（詞/詞組）、冷灶、冷房、冷宮、冷鋒、冷縮、冷卻、

冷卻期、冷凍、冷凍庫、冷凍期、冷凍櫃、冷凍量、冷冰冰、冷氣團、冷颼

颼、驟冷期、冷靜期、冷淡、冷靜、打冷顫、冷冬、冷風、轉冷、喊冷、發

冷、遇冷、冷凍能量、忽冷忽熱」等幾個。這些詞在新聞中皆已脫離本義，

並於不同的概念中表現多義，下表四-10 到表四-14 為本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些多義現象，得出的對應表，其相關說明，詳見下述。 

 

 

 

                                                
67

 本文於此僅舉各個範疇中的高頻詞彙為例，其後的「冷、寒、涼、溫、暖、熱、燙」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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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0 「冷」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氣氛不好 冷、冷颼颼、寒冷 

影響溫度的低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的 

氣氛惡劣現象 
冷風 

溫度降低 氣氛惡化 冷卻、轉冷 

溫度低的地方 氣氛不好的狀況 冷凍庫 

氣溫低的季節 氣氛不好的時期 冷冬 

溫度的高低 氣氛的好壞 冷熱（詞）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冷」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19. 即便外界唱衰明年景氣，認為可能會外冷內涼。 

20. 此次回台第一上市，在寒冷的股市氣氛中形成一道曙光，備受市場

矚目。 

21. 景氣冷颼颼，加薪與年終獎金也縮水，104 人力銀行調查，今年只

有 13％企業願意齊頭式加薪，平均加薪幅度在 3％以內，16.7％的

企業坦言今年沒有調薪計畫。 

22. 受到面板產業景氣寒冬的冷風吹襲，去年國內面板驅動 IC 族群營

運冷颼颼。 

23. 中國景氣冷卻造成的高庫存效應。 

24. 歐美景氣轉冷，智慧型手機市場明年的成長性令人擔憂，這才是宏

達電正要面臨的挑戰。 

25. 1、2 月景氣猶如在冷凍庫，3 、4 月受到油電雙漲消息面帶動，以

及「329」之檔期效應影響，不論預售屋或是中古屋市場都出現一

波波頗強勁的買盤，呈現出奢侈稅以來難得一見的小陽春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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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現在的景氣屬於冷冬，就有這等成績，等景氣熱起來之後，預估下

一波的高點很有可能到達 7,000 點。 

27. 首度授權主管機關依景氣冷熱變化，機動調整銀行資本適足率標準，

一旦景氣轉差，銀行仍有充足資本承擔風險。 

例句 19.到 21.幾句中的「冷、寒冷、冷颼颼」照語義邏輯而言，都不可能

是指溫度低的冷，而從句子的語境－「唱衰」、「上市形成氣氛中曙光」、「加

薪與年終獎金縮水」等都可以推斷出這些用「冷」溫度相關詞來表示的意思

都是指「景氣或氣氛不好」。同樣的道理，句 22.中的「景氣寒冬的冷風」應

該表示「帶給 IC 族群影響的惡劣氣氛現象」，而不是真的 cold wind 的冷風。

而 23.、24.兩句中的「景氣冷卻」與「景氣冷」也可從後文（高庫存、成長

性令人擔憂）推出皆在指景氣惡化。句 25.則可以從全文推知此則新聞旨在

比較該年各個月份的景氣，除了從 3、4 月份的「景氣尚可」（小陽春的局面）

可以推測 1、2 月的景氣應該不好以外，後文出現的「業者悶太久了」一句

也可以驗證所謂「景氣猶如在冷凍庫」正指「景氣處於不好的狀況」。句 26.

一樣也能從上下文推知所謂「景氣冷冬」應指「景氣不好的時期」。最後，

句 27.除了可從前人研究得出所謂「冷熱」非表溫度而表景氣外，從後文的

「一旦景氣轉差」亦可以推知所謂「景氣冷熱變化」即表示「景氣好壞變化」。

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

氣氛之相關詞（景氣、氣氛），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

氣氛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11 「冷」相關溫度詞於「數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數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數量低 冷凍、冷、冷熱（詞組） 

溫度變低 數量降低 冷卻、轉冷、冷縮 

溫度低的地方 數量低的狀況 冷凍櫃、冷灶、冷宮 

溫度的高低 數量搭高低 冷熱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冷」來形容數量的句子有： 

28. 上市公司籌資已急速冷凍，累計今年前 7 個月總籌資 331 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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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去年同期衰退 29%。 

29. 台股昨天台指期結算，在外資大幅買超 171 億元主導下，量能放大

至 1280 億元之上，成為推升台股向上的主要動力；不過融資卻在

昨日減少 13 億元，呈現外熱內冷格局，分析師也提醒投資人高檔

操作須特別小心。 

30. C1 區塊也迅速從 85.35 億元漲到 93.35 億元。... ...由於 4G 競標價

格冷熱差異大，各家業者每天都要進行「戰情分析」，研究資金調

度與投標次數配比方式，連颱風天都不例外，各家照常開會。 

31. 政府想冷卻愈喊愈高的豪宅價格。 

32. 轉冷格局確立 明年北市房價跌 5％ 賣壓較重郊區至少跌 10％。 

33. 量冷縮 4 大指期齊撐紅… …台指期今日因量能不足，早盤一度由紅

翻黑，盤中狹幅震盪，所幸，在多方力道帶動下，終場上漲 13 點。 

34. 受惠近期新股掛牌效應，興櫃市場近幾個營業日交易量大增，單日

都有 20 億元以上的天量，一掃過去幾個月冷凍櫃的陰霾。 

35. 大盤冷灶燒熱，燃起台微體、川湖等 11 檔買盤火種，股價均創下

新高。 

36. 股價由天堂打入了冷宮… …股價已七折八扣，看起來很便宜。 

37. 衡量國內定期定額投資冷熱度的「摩根定期定額溫度指數」最新一

季結果出爐。 

28.到 30.等句子中的「冷凍、冷、冷熱（詞組）」從句意來看，都可知已

非溫度義，而探其詞彙搭配與前後文，首先可知「冷」相關溫度詞的形容對

象皆與數量有關係（籌資、融資、價格）；其次，其語境皆與高低數量有關

（首度較去年同期衰退 29%、量能放大至 1280 億元之上，…..不過融資卻

在昨日減少 13 億元、C1 區塊也迅速從 85.35 億元漲到 93.35 億元。），因此

可以斷定句子乃使用低溫溫度詞來形容低數的數量。31.到 33.等句也能從詞

彙搭配與語境（愈喊愈高的價格、房價跌 5%、量能不足，早盤一度由紅翻

黑）可以看出所謂「冷卻」意指「使某高數量降低」、「轉冷」意指「數量降

低」、「冷縮」意指「數量由高變低」，而非所謂溫度的高低變化。句 34.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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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等句，則可以從語境－「單日都有 20 億元以上的天量」、「股價均創下新

高」、「股價已七折八扣，看起來很便宜」都可看出這些句子都已低溫溫度相

關詞來形容（原本）數量低的狀況。最後，觀句 37.的全文68，可知所謂「溫

度指數」也不是指天氣氣候的溫度，而是用以表示金額的數量，因此，文中

不管所謂「冷熱度」或「溫度」都應該指數量而言，而非指氣候的溫度。上

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

詞彙：數量之相關詞（標價、資金、價格、量能、交易量、大盤），而部分

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數量相關的意義（投資金額），

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數量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12 「冷」相關溫度詞於「普及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普及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普及度低（或不受歡迎） 冷、冷颼颼、冷冰冰 

溫度降低 普及度降低（變得不受歡迎） 冷卻、轉冷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冷」來形容普及度的句子有： 

38. 政府打房加上房市進入盤整，商辦大樓的買氣漸冷。新光金董事長

吳東進昨日表示，新壽上半年原本要賣 2棟位於台北內湖區的大樓，

但卻流標。 

39. 今年 1 月成屋買氣冷颼颼，各房仲業者統計 1 月全國成交量，較上

月大減多達 19~25%。 

                                                
68定期定額加碼意願 連升兩季 

衡量國內定期定額投資冷熱度的「摩根定期定額溫度指數」最新一季結果出爐，較前期

上升 3 至 55 度，連續兩個季度走揚，儘管幅度不大，但反映投資人定期定額行為已隨景

氣緩升而脫離底部，唯投資信心尚未全面回升。/再者，定期定額明顯出現「扣款加碼」

現象，儘管近二年來定期定額總扣款人數逐季下滑，但最新一季人均扣款金額達6,421元，

創下該期間新高，代表定期定額投資人確實感受到「點時成金」威力而願意加碼扣款。 

進一步觀察「定期定額動能」大幅上揚 12 度，主要反應摩根境內基金新申購筆數較去年

第 4 季翻倍成長 117%，尤以受景氣轉佳的亞洲基金成長最多，占新申購基金比率超過四

分之一。（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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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台股買氣「冷冰冰」，昨天加權指數小跌 8 點，無力站回 7 字頭，

收在 6970 點，成交量僅 605 億元。 

41. 日前大眾銀股價飆漲，一度大漲至 13.5 元，讓併購案暫時冷卻，隨

著大眾銀昨天股價回挫至 10.65 元，市場再度傳出併購案。 

42. 台北市房市買氣轉冷，北市地政局昨天公布 9 月北市建物買賣移轉

棟數，共 2796 棟，比 8 月減少 521 棟、下滑幅度 15.71%。 

句 38.到句 40.從語境（流標、成交量大減、成交量「僅」605 億元），可

以看出都是在說買氣不佳（即普及度不高或不受歡迎）。相同的道理，句 41.

先以事物與部分之間的理想認知模式轉喻表「討論併購案的人」，並從後文

的「再度傳出併購案」可知前文的「併購案暫時冷卻」正表示著無人提出或

討論。句 42.則可由文章脈絡得出所謂「買氣轉冷」則表示購買台北市房子

的不多，台北市購屋現象不普及（或台北市房子不受歡迎），所以才會造成

買賣棟數下滑 15.71%的結果。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

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普及度之相關詞（買氣），而部分

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普及度相關的意義（討論併購

案的人多不多），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普及度域，進

而確定隱喻。 

表 四-13 「冷」相關溫度詞於「關係」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關係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關係疏離 冷 

溫度降低 關係變得疏離 冷卻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冷」來形容關係的句子有： 

43. 馬總統安排與兩岸事務素無淵源的人接掌海陸兩會，讓不少台商擔

心將影響日後台灣與大陸方面的互動，一台企聯常務副會長預期，

兩岸關係未來恐將「冷下來」。對於新任海基會董事長上任後，將

於十月三日在花蓮舉行的首次台商秋節聯誼活動，不少台商已顯得

有些意興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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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產經說，日本政府對中國的這項警告不給回應，預料中國今後將會

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產經說，因為釣魚台問題造成了日中關係的

冷卻化。 

句 43.和句 44.可以從詞彙搭配看出句中所謂「冷、冷卻」，皆針對「關係」

而言，而深究其語境，則可以發現，兩則新聞皆在描述可能或已經疏離的關

係（台商已顯得有些意興闌珊、日本政府對中國的這項警告不給回應），因

此本文認為，經濟新聞中的「冷」、「冷卻」等詞有已經脫離本義進而形容關

係疏離的用法。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

出目標域詞彙：關係之相關詞（關係），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

容範疇為關係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14 

 「冷」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情緒或性格）」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態度（情緒或性格）不強烈 冷、冷冰冰 

溫度降低 某種態度（情緒或性格）越來越不強烈 冷卻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冷」來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的句子有： 

45. 官股行庫均改配股票 投資人反應冷。 

46. 提供投資諮詢 客戶不用面對冷冰冰的語音、網路下單…打電話買

基金 真人服務正夯。 

47. 不過美股是好是壞似乎並不會冷卻投資者中長期對亞洲資產的熱

情。 

在前人研究（高航、嚴辰松，2008；陳建祥，2012）的研究中，曾指出溫

度可以用來形容態度或性格（如：熱情），本文依循此一研究結果，認為句

45.和句 46.等新聞語句中的「冷、冷冰冰」也可以表示態度（情緒或性格）

不強烈。而關於句 47.，除了可以前人研究加以解釋外，也可以從後文的「熱

情」知道，所謂「冷卻」不是指溫度而言，而是使熱情「降低」，不那麼情

緒高昂。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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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格）之相關詞（反應、給人的感覺、熱情），因此

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態度（情緒或性格），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冷」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15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表 四-15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冷」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冷 
氣氛（31.08%）、數量（42.57%）、普及度（20.61%）、關係

（0.68％）、態度（5.07％） 

冷颼颼 氣氛（37.74%）、普及度（28.30%）、數量（33.96%） 

冷冰冰 普及度（20.00%）、態度（60.00%）、數量（20.00%）、 

寒冷 氣氛（100%）69
 

冷凍 數量（100%） 

冷熱（詞組） 氣氛（23.81%）、數量（47.62%）、態度（28.57%） 

冷風 氣氛（50%）、數量（50%） 

冷卻 
氣氛（25.45%）、數量（43.64%）、普及度（18.18%）、關係

（1.82%）、態度（10.91%） 

轉冷 氣氛（38.46%）、數量（33.33%）、普及度（28.21%） 

冷縮 數量（100%） 

                                                
69 即，在本文所蒐集的新聞語料中，「寒冷」一詞的多義僅於氣氛域中呈現，無其他多義用法。

此為本文的研究限制之一，若能更廣泛蒐集語料，方能呈現更完整的「寒冷」多義用法。其他詞

彙亦同。 

 



華語溫度相關多義詞探究與教學應用－以經濟新聞為例 

 80 

冷冬 氣氛（100%） 

冷熱（詞） 氣氛（40.00%）、數量（40.00%）、普及度（20.00%） 

冷凍庫 氣氛（100%） 

冷凍櫃 數量（100%） 

冷灶 數量（100%） 

冷宮 氣氛（50%）、數量（50%） 

4.2.3 「寒」的多義現象 

「寒」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共有「寒、乍暖還寒、受寒、

寒冬、寒冬期、寒流、寒風、寒暑表、寒意、寒潮、遇寒」等幾個。這些詞

在新聞中皆已脫離本義，並於不同的概念中表現多義，下表四-16 到表四-18

為本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些多義現象，得出的對應表，其相關說

明，詳見下述。 

表 四-16 「寒」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氣氛不好 乍暖還寒 

影響溫度的低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的 

氣氛惡劣現象 
寒風、寒流 

溫度降低 氣氛變差 受寒 

氣溫低的季節 氣氛不好的時期 寒冬 

溫度的高低 氣氛的好壞 寒暑表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寒」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48. 乍暖還寒 1 月景氣恐跌回黃藍燈，國發會下午公布 1 月景氣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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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燈號好不容易回升綠燈。 

49. 太陽能景氣寒風一波接著一波，連國際大廠也不支倒地。 

50. 民間消費卻先後遭遇景氣寒流、政府推動證所稅、退休金改革，衍

生諸多不確定性，罕見出現逐季壞到底的「溜滑梯」現象。 

51. 本周發布的重要數據可能顯示經濟仍有點受寒。 

52. 隨著北半球景氣進入寒冬，腳踏車業也相對進入淡季，台灣兩大腳

踏車上市企業美利達、巨大 11 月營收也低於市場預期。 

53. 台灣不但是亞洲、且的確是全球經濟的寒暑表。 

例句 48.從前後文（一下景氣綠燈，一下景氣黃燈）可以得知，所謂「乍

暖還寒」並非表示天氣忽冷忽熱，而是表示景氣時好時壞。從例 49.和例 50.

的語境（大廠不支倒地、逐季壞到底）也可以看出，華語經濟新聞中有以低

溫溫度相關詞來形容惡劣景氣的用法。例 51.中的「經濟」轉喻「經濟氣氛」，

而從新聞全文後文的「失業率維持在 6.6%不變。若實際結果低於預期，將

代表就業成長的步調連續三個月減緩。」則可看出「經濟受寒」的意思是「經

濟氣氛變得不好」的意思。例 52.也可以從後文的「進入淡季」、「營收低於

預期」可知，所謂「景氣進入寒冬」應為「景氣開始進入不好的時期」。例

53.也可以從全文70看出台灣是可以看出全球經濟氣氛好壞的指標，因此，所

                                                
70據彭博資訊報導，台灣、中國大陸、菲律賓、印尼及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去年第四季經濟

成長普遍良好，美國卻意外出現負成長，凸顯出亞洲正扮演全球經濟復甦的領頭羊；而

最近兩岸加強經濟合作，將對今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產生更大的貢獻。/菲律賓去年第四季

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 6.8%，印尼預估成長率將高達 6.2%，台灣初估為 3.42%；新加

坡失業率更降到僅 1.8%，創 5 年來新低。各項數據均顯示亞洲經濟復甦力道正在增強。/

穆迪分析公司經濟學者雷維尼表示，「亞洲正在領導全球復甦。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彙集

動能，而東南亞經濟也出現自發性的良好表現。」他並強調指出，「台灣不但是亞洲、

且的確是全球經濟的寒暑表，因為台灣經濟是以製造業出口為導向。」/彭博資訊指出，

台灣已將今年預估經濟成長率由 3.15%，上修到 3.53%，主因大陸經濟回升將使進口增加，

也凸顯出馬英九總統拉近兩岸貿易與投資關係的效果。台灣計畫允許更多大陸觀光客來

台，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股市，並允許台灣銀行業從二月初起開辦人民幣業務。/新加坡新

展銀行經濟學者馬泰英指出，中國大陸經濟已經觸底反彈，這是帶動台灣第四季經濟成

長的主力；另外最近政府採取的措施，也將對台灣服務業今年的成長有所貢獻。他預估

今年台灣的 GDP 成長率可達 4.2%，遠優於去年的 1.2%。（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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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經濟的寒暑表」應為「經濟氣氛好壞」之意。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

－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氣氛之相關詞（景

氣），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氣氛相關的意義

（經濟氣氛），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氣氛域，進而確

定隱喻。 

表 四-17 「寒」相關溫度詞於「數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數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低 數量低 乍暖還寒、寒意 

影響溫度的低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的 

低數量現象 
寒流、寒風 

溫度降低 數量降低 受寒 

溫度低的季節 數量低的時期 寒冬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寒」來形容數量的句子有： 

54. 受鎳價疲弱影響，不銹鋼價跌多漲少，從今年 2 月起連跌 6 個月，

9 月才止跌持平，歷經長期不景氣洗禮，不銹鋼通路庫存普遍空虛，

10 行情乍暖還寒，未來情勢顯得更不明朗。 

55. 廣交會第三期，是以歐美為主要出口市場的鞋服等外貿企業，出口

訂單延續前兩期展會的「寒意」，形勢恐不樂觀。 

56. 食品類企業則在保品質和樹品牌方面發力，積極應對外需不振的寒

流。 

57. 內需不振衝擊餐飲，連大陸知名夯店也躲不過這股寒風。 

58. 本周各下跌每公噸 10 至 30 美元，最大跌幅 2%。 台塑台聚亞聚，

業績受寒。 

59. Q3 總營收萎縮 4.8％ 美銀行業面臨獲利寒冬。 

句 54.為「鎳價從大漲變為大跌，不銹鋼價格只能跟著連動。」的新聞內

容作結，所以可知所謂「鋼價 10 月行情乍暖還寒」表示「鋼價 10 月行情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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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忽低」。句 55.先以轉喻表示「訂單數量」，進而從後文的「形勢恐不樂觀」

可以推測所謂「訂單延續寒意」應該是指「訂單延續數量低迷的狀態」。至

於 56.、57.兩句都先以轉喻表示「需求數量」，而從分別新聞前文中的「採

購商數量有所下降」和「今年上半年業績年降三成」可以得知所謂「寒風」、

「寒流」都是表示影響相關領域（食品、夯店）的低數量現象。句 58.也可

以從句意為「金額下跌」的前文得出所謂「業績受寒」表示的是「業績下降」。

句 59.一樣可從前文得出「獲利寒冬」表示的是「獲利很低的第三季」，所以

也從溫度域的「寒冷冬天」脫離進而表示「低數量時期」的多義。上述的例

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

數量之相關詞（行情、業績、獲利），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

解其代表的是與數量相關的意義（訂單數量、內需數量），因此可以推敲句

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數量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18  

「寒」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情緒或性格）」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氣溫低的季節 某種態度（情緒或性格）低迷的時期 寒冬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寒」來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的句子有： 

60. 歐美等成熟國家經濟成長趨緩，消費意願走入寒冬。 

本文認為經濟新聞中如句 60.中的「走入寒冬」並非表示季節交替，而是

表示「民眾消費意願降低」，這樣的解釋，在語意上也可以成功銜接後文－

「經濟成長趨緩」，因此可以確定其為多義用法。此例句除來源域－溫度相

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格）之相關詞（意

願），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態度（情緒或性格）域，

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寒」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19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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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9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寒」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乍暖還寒 氣氛（70.00%）、數量（30.00%） 

寒意 數量（100%） 

寒風 氣氛（66.67%）、數量（33.33%） 

寒流 氣氛（58.33%）、數量（41.67%） 

受寒 氣氛（33.33%）、數量（66.67%） 

寒冬 氣氛（75.50%）、數量（23.93%）、態度（0.57%） 

寒暑表 氣氛（100%） 

4.2.4 「涼」的多義現象 

「涼」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僅「涼」一詞，其於新聞中

已脫離本義，並於不同的概念中表現多義，下表四-20 與四-21 為本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些多義現象，得出的對應表，其相關說明，詳見下述。 

表 四-20 「涼」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 

溫度偏低 氣氛偏差 涼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涼」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61. 即便外界唱衰明年景氣，認為可能會外冷內涼。 

句 61.中的「涼」照語義邏輯而言，不可能指溫度偏低，從句子語境的「唱

衰景氣」應該是表示「外界認為景氣會不好」，故，所謂「景氣內涼」應該

表示「內部景氣稍嫌不好」之意。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也可

明確看出目標域詞彙（景氣），因此可以推敲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氣氛

域，進而確定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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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1  

「涼」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情緒或性格）」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氣溫偏低 某種態度（情緒或性格）偏低迷 涼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涼」來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的句子有： 

62. 網路意見牆 反應涼涼的。 

由於反應無溫度可言，故句 62.中的「涼」不會是「天氣涼」之意，反而

應該是用來形容反應的用法，而從該則新聞全文中的「這回意見牆上的人流

不算熱絡，推測是很多人不想予人『留言等於代言』的觀感。」則可推知其

表示的是反應低迷之義。此例句，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

看出目標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格）之相關詞（反應），因此可以推敲句

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態度（情緒或性格）域，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涼」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22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表 四-22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涼」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涼 氣氛（50.00%）、態度（50.00%） 

4.2.5 「溫」的多義現象 

「溫」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有「溫、失溫、回溫、保溫、

溫度、溫度計、溫暖、餘溫、溫和、溫吞、轉溫、溫漲、升溫、升溫期、加

溫、加溫期、降溫、降溫期、增溫、退溫、高溫、低溫、試水溫、洗三溫暖」

等詞。這些詞彙於新聞中皆已脫離本義，並於不同的概念中表現多義，下表

四-23 到四-28 為本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些多義現象，得出的對

應表，其相關說明，詳見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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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3 「溫」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低 氣氛好/不好 溫、低溫、溫暖 

溫度升高/降低 氣氛變好/不好 回溫、升溫、增溫 

溫度的高低 氣氛的好壞 溫度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溫」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63. 製造業經營績效出現衰退，服務業在電信業大幅投資下呈現成長，

顯示出去年不景氣下外冷內溫的情形。 

64. 自金融海嘯以來，收益型兼具營運能見度高的類股受到市場偏好，

主要原因在於這類型企業具備平穩的行業特性與資本結構，股利政

策也十分穩健，偏向高現金發放。自 2011 年第 4 季以來，收益型

類股上漲力道贏過成長型類股，突顯出在低溫經濟的環境中，高股

息、高現金流量等收益型股票已成為資產配置核心。 

65. 人們真正需要的是家庭般溫暖氣氛的環境並且價格合理的機構。 

66. LED 景氣回溫 後市展望佳 

67. 台股投資氣氛或信心都逐漸升溫，台股基金後市可望持續看俏。 

68. 明年美國景氣持續增溫，有助於穩定營運概況。 

69. 第 3 季衰退幅度已較前兩季改善，雖然貨運景氣沒有明顯好轉，「但

已有感受到些溫度」，第 4 季新產品上市，可望持續好轉。 

從句 63.的語境「製造業（多進出口相關）衰退、服務業成長」可以解釋

「景氣外冷內溫」意為「景氣外差內尚可」；句 64.的「金融海嘯」可以解釋

「低溫經濟的環境」表示的是「不好的經濟氛圍」；句 65.則可以從邏輯來推

理，人需要的應該是好的氣氛而不是壞的，所以「溫暖氣氛」應該是「好氣

氛」之意。句 66.到句 68.也可以從語境的「後市展望佳」、「後市可望持續看

俏」、「有助於穩定營運概況」看出所謂「景氣回溫」、「氣氛升溫」、「景氣增

溫」都是表示「景氣/氣氛漸漸好轉之意」。最後，句 69.中的「感受到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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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溫度」也可以從「可望持續好轉」得知應為「感受到些（景氣）好轉

的溫度」。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

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氣氛之相關詞（景氣、氣氛），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

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氣氛相關的意義（經濟氣氛），因此可以推敲

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氣氛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24 「溫」相關溫度詞於「數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數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數量高 溫、高溫、溫暖 

溫度變高/低 數量升高/降低 增溫、回溫、升溫 

溫度高/低的時期 數量高/低的時期 升溫期、降溫期 

溫度的高低 數量的高低 溫度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溫」來形容數量的句子有： 

70. 台北市僅約 5,500 戶，然而新北市 2.6 萬戶為 2008 年來新高，年增

35%，桃園、台中、台南等地也創下多年來新高量，交易「北溫南

熱」。 

71. 天氣炎熱，夏季正式消費旺季，帶動超商營收成長，全家便利商店

今年 7月營收 51.8億元，1到 7月合併營收較去年同期成長 5.43 %；

統一超商 7 月份合併營業額 186.52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5.26%。

全家表示，截至 7 月底止，2919 家綜觀 7 月營運表現，成長動能受

惠高溫效應，帶動鮮食季節性商品銷售上揚。 

72. 太陽能業績持續溫暖，矽晶圓廠綠能昨日公布 9月營收為 11.6億元，

月增 2.8％，創 24 個月新高。 

73. 營收同步增溫，去年 12 月合併營收 8.86 億元，較前年同期成長逾

八成。 

74. 成交量回溫至 800 億元以上，行情可期。 

75. Q3 業績升溫 全年估成長 20％。 

76. 3 月起面板出貨將進入升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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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政府打房措施一波接一波，房產交易明顯踏入降溫期。國庫土地增

值稅收已連續三個月衰減；房產交易件數近五個月都是負成長。六

都房市交易動能均放緩，炒房熱區如台北市及桃園縣，交易件數均

大減一成以上。 

78. 最新一季「摩根定期定額溫度指數」出爐，較前一季微降 1 度來到

63 度，但仍維持在 60 度以上，主要反應第 3 季美國經濟數據佳音

帶動全球股市勁揚，推升台灣投資人每月平均定期定額扣款金額首

度衝上 7,000 元，以 7,063 元創歷史新高。 

句 70.到句 72.等句可以從前後文皆提及數量（年增 35%、增加 5.26%、月

增 2.8％）得知所謂「交易南溫」表示的是「南部的交易數量偏高」、「成長

動能受惠高溫效應」表示的是「高營業額帶來的效應」、「業績持續溫暖」表

示的是「業績保持在一定的數量」。句 73.到句 75.等句也可從詞彙搭配和前

後文推測出句中的「增溫、回溫、升溫」都是與數量回升或變高有關，而非

溫度。同樣的道理，句 76.可以從新聞全文中的「雖然今年首季是淡季，恐

使得後段模組產能稼動率下降，但不論從公司內部體質改善，還是從外部環

境來看，今年一定比去年好很多。」看出第一季之後出貨量會開始增加。句

77.也可從「打房」、「交易件數均大減一成以上」等可看出，所謂「交易進

入降溫期」當然應指「交易數量開始降低」。最後，句 78.中的「溫度」雖還

是以度數計算，但其來源並非天氣的溫度，而是與金額高低相關的數據資料，

因此，本文認為其應該為以溫度域形容數量域的用法。上述的例句中，除來

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營業額、營收、成交量、業績、金額）從

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數量之相關詞，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

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數量相關的意義（南北部交易量、出貨量、交易量），

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數量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25「溫」相關溫度詞於「普及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普及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升高/降低 
普及度升高/降低 

（變得受/不受歡迎） 
升溫、增溫、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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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存的溫度 殘存的普及度 餘溫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溫」來形容普及度的句子有： 

79. 針對烏日高鐵特區買氣持續升溫，櫻花建也決定乘勝追擊，4月 6 日

將公開「櫻花家綻」新案。 

80. 大陸新車市場買氣增溫 將帶動 LED 車燈模組出貨。 

81. 近期由於日圓貶值，汽車類股受惠日圓貶值緩解成本壓力，加上進

入農曆年前汽車銷售旺季，車市買氣明顯回溫。 

82. 信義房屋 8 月營收則是今年 3 月以來的新低，前八月營收已達 79.5

億元，若只要房市買氣餘溫尚存，信義房屋今年營收及獲利金額，

可望同步創下歷年新高。 

句 79.到句 81.等句若解釋為「買氣升高」之意，此與其語境中的「乘勝追

擊」、「帶動出貨」、「銷售旺季」的語意可以相連貫不衝突。而句 82.也可從

語境（3 月以來的新低，表示 3 月時買氣不錯）推出「要是房市買氣還有殘

存的普及度，就能夠創下獲利新高。」之意。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

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普及度之相關詞（買氣），因

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普及度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26「溫」相關溫度詞於「關係」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關係域 相關詞彙 

溫度升高/降低 關係變得密切/疏離 升溫、降溫、增溫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溫」來形容關係的句子有： 

83. 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印度等國的貿易關易係愈來愈密切。… …看好

台印雙邊貿易關係升溫，以及印度未來工業發展潛力，已深耕印度

的渣打銀行，除了善用全球據點資源，今年連續第六年贊助印度國

際工業展（EMMA），本屆吸引近 70 名台灣廠商赴印度參展。 

84. 中日關係持續緊繃，導致日本出口疲軟，造成日本產業界損失嚴重。

相對於中日企業往來降溫的現象，台灣在此三角關係中所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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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將顯得十分重要。 

85. 鴻夏合作案增溫。 

上述句子的皆涉及兩個主語，因此不管是否明確出現過「關係」這個詞彙，

都可以斷定是與關係有關。句 83.和句 84.從前文可以看出所謂「關係升溫」

表示「關係愈來愈密切」、「往來降溫」表示「企業往來變得疏離」（從「出

口疲軟」可推測出）；而句 85.則可以從其存在的新聞全文中出現過「雙方

一直以來都在談合作機會」、「夏普高層又主動釋出善意」可以斷定其表示

的也是「鴻海與夏普的合作會越來越密切。」。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

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關係之相關詞（合作、往來、

關係），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關係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27 

「溫」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情緒或性格）」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態度（情緒或性格）強烈 溫暖 

溫度升高/降低 
某種態度（情緒或性格） 

越來越強烈/低迷 
回溫、升溫、降溫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溫」來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的句子有： 

86. 在軟體上要讓客人感受到發自內心的溫暖及親切感。 

87. 2013 年首季投資要從兩大思維出發，趁資金寬鬆環境依舊與投資信

心回溫之際，鎖定 4 大重點市場的美國、東協、中國與日本，將有

機會收到不錯的報酬。 

88. 釣魚台問題不斷升級已導致中日關係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嚴

重困境。許多友好交流活動被迫取消，兩國民眾的對立情緒不斷升

溫。 

89. 廠商投資意願降溫，產能因此無法大幅提升。 

句 86.中的「溫暖」不會是「天氣暖和」之意，反而應該是「讓人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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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感」的意思，這樣的解釋才與跟「溫暖」一併出現的「親切感」一致。

而句 87.到句 89.等句，也可以從語境得知「投資信心回溫」意為「投資信心

大升」（因此才有機會收到不錯的報酬）；「對立情緒升溫」意為「對立情緒

越來越強烈」（因此才會取消交流活動）；「意願降溫」意為「意願變得不強

烈」（因此產能才無法大幅提升），而非溫度高低變化的本義。上述的例句中，

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

格）之相關詞（發自內心、信心、情緒、意願），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

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態度（情緒或性格）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28「溫」相關溫度詞於「力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力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偏高 力量偏大 溫 

溫度升高/降低 力量變大/小 升溫、增溫、加溫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溫」來形容力量的句子有： 

90. 全球經濟重拾成長動能，但復甦力道仍屬微溫增長，對原油需求沒

有明顯的提振效果。 

91. 銷售力道也可望在本季升溫，都有助蘋果本季表現。 

92. 客戶拉貨力道增溫，因此業績表現較 2 月大幅提升。 

93. 近期大陸品牌客戶拉貨力道逐步加溫，網通方面產品線也維持穩健

成長，對本季營運樂觀。 

上述例句，從其詞彙搭配可以得知其應針對「力道」而言；而再探其語境，

句 90.的「復甦力道仍屬微溫增長」應為「復甦力道仍不太大」，所以對需求

沒有明顯效果。句 91.的「銷售力道可望升溫」應為「銷售力道可望變大」

所以能有助於蘋果表現；句 92.、句 93.的「拉貨力道增/加溫」應為「拉貨

力道變大」所以業績可以提升、產業可以穩定成長，因此可以證明句中的溫

度相關詞皆已非本義，而用以形容力量的相關概念。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

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力量之相關詞（力道），

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力量域，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溫」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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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29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表 四-29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溫」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溫 氣氛（74.07%）、數量（22.22%）、力量（3.70%） 

高溫 數量（100%） 

低溫 氣氛（100%） 

溫暖 氣氛（6.67%）、數量（3.33%）、態度（90%） 

回溫 
氣氛（38.28%）、數量（54.65%）、普及度（3.89%）、關係

（0.16%）、態度（2.86%）、力量（0.16%） 

升溫 
氣氛（24.02%）、數量（56.12%）、普及度（12.23%）、關係

（0.45%）、態度（6.06%）、力量（1.12%） 

增溫 
氣氛（12.87%）、數量（78.14%）、普及度（6.33%）、關係

（0.41%）、態度（1.74%）、力量（0.51%） 

加溫 
氣氛（25.15%）、數量（58.88%）、普及度（12.13%）、關係

（ 0.89%）、態度（ 1.78%）、力量（ 1.18%）  

降溫 
氣氛（8.53%）、數量（ 57.82%）、普及度（ 19.43%）、關係

（1.90%）、態度（ 11.37%）、力量（ 0.95%） 

溫度 氣氛（33.33%）、數量（66.67％） 

升溫期 數量（100%） 

降溫期 數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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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溫 普及度（100%） 

4.2.6 「暖」的多義現象 

「暖」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有「暖、暖和、冷暖（詞/詞

組）、暖流、暖陽、暖意、回暖、保暖、暖化、暖呼呼、暖烘烘、暖洋洋、

暖暖包、暖春、暖冬、暖風、送暖、轉暖、取暖、春暖花開、暖身、暖身秀、

暖身動作」等詞。這些詞彙於新聞中皆已脫離本義，並於不同的概念中表現

多義，下表四-30 到四-34 為本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些多義現象，

得出的對應表，其相關說明，詳見下述。 

表 四-30「暖」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氣氛好 暖、春暖花開、暖呼呼 

溫度升高 氣氛變好 回暖、轉暖 

溫度的高低 氣氛的好壞 冷暖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暖」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94. 景氣暖 勞工紓困申貸大減。 

95. 近來房地產市場買氣回溫，景氣看似春暖花開，雖然還有核四等議

題干擾，但整體來看，今年市況是會不錯的。 

96. 景氣暖呼呼 連鎖加盟展 人氣增兩成。 

97. 在景氣有望回暖下，陸港股後市也值得期待。 

98. 歐洲股市昨天因為全球景氣轉暖紛紛收高，上漲至十四個月以來高

點。 

99. 房地產榮枯左右大陸總體經濟甚鉅，銀行需要靠房貸利差收入，地

產與水泥業的業績更直接與房市景氣冷暖密切相關。 

在例 94.到例 96.這些句子裡的「暖、春暖花開、暖呼呼」按語義邏輯來說，

不可能表示溫度高低（因景氣無溫度可言），而從其前後文的「申貸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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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況會不錯」、「人氣增兩成」則可看出是「景氣好」的意思。至於例 97.、

98.兩句中的「回暖、轉暖」也並非指溫度而言，觀其前後文（後市值得期

待、股市收高）可以推測所謂「景氣回暖/轉暖」表示的是「景氣好轉」之

意。最後例 99.也可從「房地產榮枯」得知「景氣冷暖」應為「景氣好壞」

之意。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

詞彙：氣氛之相關詞（景氣），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

氣氛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31「暖」相關溫度詞於「數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數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數量高 
暖意、暖呼呼、 

暖洋洋 

影響溫度的 

高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的 

高數量現象 
暖流 

溫度變高 數量升高 
回暖、暖（v.）、保

暖、暖化 

溫度高的季節 數量高的時期 暖冬 

溫度的高低 數量的高低 冷暖 

氣溫高的跡象 數量高的跡象 暖陽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暖」來形容數量的句子有： 

100. 安泰 INGe科技、復華復華等 4檔基金漲幅更超過 2%，率先逆轉勝，

為台股「5 月雪」行情增添暖意。 

101. 艾美 8 月營收暖呼呼月增暴衝 7 成。 

102. 太陽能族群 3 月營收暖洋洋，電池廠新日光合併營收 25.18 億元，

創歷史新高。 

103. 大陸十二五規劃有意上修太陽能發電裝機目標至 21GW，增幅達四

成，為產業需求注入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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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隨著 PMI 數據回暖，可望更進一步提振市場對於今年底前陸股走勢

的信心。 

105. 業績成長暖股價。 

106. iPad 3 訂單挹注 台表科 12 月業績保暖 

107. 國巨、華新科、旺詮營收恐跌一成，但小型化產品需求熱，有望暖

化業績。 

108. 大陸房市銷售現暖冬，11 月商品房銷售創今年新高。 

109. 新增開戶數一直被市場視為行情冷暖的風向標之一。作為反映投資

者信心以及新增資金入市程度的指標，被業界認為在中國股市有著

特殊的指標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新增開戶數的變化和行情是相輔

相成的，也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如新增開戶數增加會帶動市場

人氣的提升，也會有助於行情的上行、行情的走好。 

110. 前二月較去年大幅成長 機械產品出口 見暖陽。 

以句 100.到句 103.為例，句中的「暖意、暖呼呼、暖洋洋」皆已非本義，

而觀其搭配詞彙皆為數量類相關詞彙（行情、營收），因此可以斷定其所形

容的詞彙範疇應已由溫度域過渡至數量域，再探其語境有「漲幅更超過 2%」、

「月增暴衝 7 成」與「營收 25.18 億元，創歷史新高」都帶有「高數量」的

含意，因此可以斷定：華語經濟新聞中有以高溫溫度詞來形容高數量的用法。

同理可證，句 104.中的暖流並非指高溫洋流而言，意思是太陽能發電裝機增

幅高達四成（數量高），就像是一股暖流一樣，帶給產業需求相關的影響。

句 105.到 107.等句中的溫度詞也都已脫離本義，分別表示「數據回升」（所

以才能提振市場信心）、「使股價升高」（因為業績成長）、「業績維持住數量」

（因為有訂單挹注）與「使業績升高」（因為產品需求高）。句 108.也可從後

文的「銷售創新高」知道所謂「暖冬」應表示銷售額頗高的一段時期。句

109.中的「行情冷暖」也並非表示行情的溫度（行情沒溫度可言），依照後

文「新增開戶數的變化和行情是相輔相成的、行情的上行、行情的走好」等

看來，「行情冷暖」應意為「行情高低」。最後，句 110.則可以從「大幅成長」

看出此句意為「出口數較去年成長，看出數量變高的跡象。」。上述的例句

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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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相關詞（行情、營收、數據、業績），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

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數量相關的意義（需求數量、銷售額、出口數量），因

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數量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32「暖」相關溫度詞於「普及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普及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普及度高（或受歡迎） 暖意、暖 

溫度升高 普及度升高（變得受歡迎） 回暖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暖」來形容普及度的句子有： 

111. 房市買氣就會如同「春天的太陽」，愈來愈暖，鄉林明年將大舉推

案 300 億元搶市。 

112. 訊聯、濟生、聯合骨材等都有亮燈漲停表現，類股人氣明顯添暖意。 

113. 北市、新北市、高雄等地 8 月買氣都下滑，但桃園市出現逆勢成長，

率先回暖。 

以句 111.和句 112.為例，句中的「暖」或「暖意」也都已非溫度本義，而

應該表示「買氣好（即普及度高或受歡迎）」、「人氣高（即普及度高或受歡

迎）」，此與前後文的「大舉推案」、「亮燈漲停」的語意一致。而句 113.也可

以以相同的道理推知所謂「回暖」應指桃園房市的買氣而言，而非氣候。上

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普

及度之相關詞（人氣、買氣），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

普及度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33「暖」相關溫度詞於「關係」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關係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關係密切 春暖花開 

溫度升高 關係變得密切 回暖、轉暖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暖」來形容關係的句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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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兩岸關係春暖花開，第六次江陳會也簽署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過去半年來，他每個月跑一趟台灣，把參觀醫療院所與生技公司當

觀光，發現台灣很有商機。 

115. 隨著兩岸關係回暖，外資買超台股不手軟。 

116. 尷尬境況隨著上世紀 90 年代中國與東協關系轉暖而逆轉。 

以句 114.為例，首先，句中與春暖花開的搭配詞為「關係」因此可以推斷

其已脫離溫度本義（因關係無溫度可言），再者，跟後文的「每個月跑一趟

台灣」則可推測出「密切」的含意，因此可以本文認為所謂「關係春暖花開」

應該表示「關係密切」之意；同理，在句 115.和句 116.兩句中的溫度相關詞

也都並非表示溫度，而分別應表示「關係恢復密切」（所以外資才會買台股）、

「關係變得密切」（所以尷尬境況才能逆轉）。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

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關係之相關詞（關係），因此

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關係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34「暖」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影響溫度的 

高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的 

態度（情緒或性格）強烈現象 
暖風、暖流 

溫度升高 
某種態度（情緒或性格） 

越來越強烈 
回暖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暖」來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的句子有： 

117. 政策暖風頻吹刺激下，市場人氣迅速回升 

118. 元大不斷致力於全方位的教育關懷事業，就是期盼能為台灣社會注

入一股暖流。 

119. 投資意願回暖 本月釋出上萬職缺 矽品、鴻海、台積招募 2,000 人。 

誠如前人研究（高航、嚴辰松，2008；陳建祥，2012）所述，溫度域可以

用以形容感情域（冷淡、熱情等等），因此本文亦認為經濟新聞中如句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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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句 118.的句子中的「暖風、暖流」並非表示高溫的氣候現象，前句首先以

原因理想認知模式轉喻「制定政策的人」，制定政策的人帶給市場溫暖（讓

人感覺很有感情），就像是暖風吹拂一樣；後句「元大為台灣社會注入暖流」

也是表示「元大為台灣社會帶來很多人情」，這樣的解釋除可與前人研究相

呼應外，對於其語境－「市場人氣回升」、「教育關懷事業」也有語意的一致

性。而句 119.也可從後文的「釋出上萬職缺」推測出所謂「意願回暖」應為

「意願變得強烈」。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

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格）之相關詞（關懷、意願），

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態度（情緒或性格）相

關的意義（制定政策的人帶來溫暖），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

範疇為態度（情緒或性格）域，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暖」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35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表 四-35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暖」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暖 
氣氛（57.14%）、數量（ 14.29%）、普及度（  9.52％）、態度

（19.05%）  

春暖花開 氣氛（31.58%）、數量（ 15.79%）、關係（ 52.63%） 

暖意 
氣氛（18.75%）、數量（ 43.75%）、普及度（12.50% ）、態度

（25.00%）     

暖呼呼 氣氛（50.00%）、數量（40.00%）、關係（10.00%） 

暖洋洋 數量（100%） 

暖流 氣氛（22.22%）、數量（22.22%）、態度（55.56%） 

暖風 氣氛（25.00%）、態度（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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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暖 
氣氛（51.38%）、數量（43.36%）、普及度（ 2.26%）、關係

（1.50% ）、態度（1.50%）     

暖 V. 數量（75.00%）、態度（25.00%） 

保暖 數量（100%） 

暖化 數量（100%） 

轉暖 氣氛（50.00%）、關係（25.00%）、態度（25.00%） 

冷暖 氣氛（75.00%）、數量（25.00%） 

暖冬 數量（100%） 

暖陽 數量（100%） 

4.2.7 「熱」的多義現象 

「熱」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有「暖、暖和、冷暖（詞/

詞組）、暖流、暖陽、暖意、回暖、保暖、暖熱、炙熱、熾熱、火熱、狂熱、

狂熱期、慢熱、慢熱型、熱灶、熱況、熱度、熱浪、熱量、熱燄、加熱、熱

拍、一頭熱、熱呼呼、熱烘烘、熱騰騰、熱火朝天、熱鍋、炒熱、熱炒、轉

熱、熱轉、熱唱、熱燒、發熱、預熱、熱身、熱身賽」等詞。這些詞彙於新

聞中皆已脫離本義，並於不同的概念中表現多義，下表四-36 到四-41 為本

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些多義現象，得出的對應表，其相關說明，

詳見下述。 

表 四-36「熱」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氣氛好 熱、火熱 

溫度升高 氣氛變好 轉熱 

溫度的高低 氣氛的好壞 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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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溫度升高 使氣氛變好 炒熱 

溫度高地運作 氣氛好地運作 熱轉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熱」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120. LED 景氣熱 出貨增。 

121. 全球半導體景氣持續火熱，晶圓代工雙雄產能滿載。聯電昨天公布

6 月營收創新高達 124.11 億元，表現優於預期。 

122. 歐洲線、美國線已止跌回升，就可看出市場氛圍轉熱。 

123. 全球半導體景氣熱度持續上升，拉貨動能強勁。 

124. 隨著經濟數據回穩，加上滬港通炒熱市場氣氛，激勵中國大陸股市

表現，一度提振台股走勢。 

125. 慧洋迎雙喜 營運熱轉。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有如句 120.和句 121.這樣的句子，在句中，「熱」與

「火熱」應都已非本義（因景氣無溫度可言），若推測其應為「景氣好」之

意，此不違背語境「出貨增」、「營收創新高」的語意。句 122.也可用相同的

道理解釋，從「航線回升」的語境，可以推測所謂「氛圍轉熱」應該是「氛

圍轉好」之意。句 123.也可以解釋成「全球半導體景氣好壞程度呈現持續上

升的勢態，拉貨動能強勁。」。而句 124.從後文的「提振台股走勢」也不難

看出「炒熱市場氣氛」應為「使市場氣氛變好」的意思。最後，句 125.中的

「營運」則先以轉喻表示「營運氣氛」，而從前文的「迎雙喜」則可以判定

必為「營運氣氛好」之意。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

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氣氛之相關詞（景氣、氛圍、氣氛），

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氣氛相關的意義（營運

氣氛），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氣氛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37「熱」相關溫度詞於「數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數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數量高 熱、火熱、熱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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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溫度的 

高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的高數量現象 熱浪 

溫度變高 數量升高 加熱、轉熱、發熱 

溫度的高低 數量的高低 熱度 

溫度高的能量 數量高的能量 熱量 

使溫度升高 使數量升高 炒熱、熱燒、熱炒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熱」來形容數量的句子有： 

126. 成交量熱 小型股受寵 

127. 矽創等業者第 3 季營收火熱，股價也跟著水漲船高。 

128. 今年 6 月合併營收 4.97 億元，交出月增 56.5%，年增 116.5%的佳

績。展望本季，預期東捷業績將維持如同第 2 季的熱況。 

129. 目前國內中級胚價格每公噸跌至 1.55~1.57萬元，遠低於國際行情，

外銷價高於內銷，引發一波小鋼胚出口接單熱浪。 

130. 橘子表示，旗下 3D 動作鬥塔大作「暴能特區 Cyphers」將於近日

上市、加熱旺季行情。 

131. 台股近三個交易日成交量回升，交投轉熱。 

132. 受惠行動裝置搭載網通晶片需求持續發熱，法人預估今年營收成長

優於去年。 

133. 受惠「雙Ｄ」訂單，本季 B/B 值可望延續上季熱度，業績挑戰歷史

次高。 

134. 成交量也維持於 2.8 萬張的熱量。 

135. 在這段期間內，大台北都會區不動產身價水漲船高，都更議題發酵，

持續炒熱土地行情。 

136. 今年來買盤熱炒 麥格理挑紡織 東隆興喊到 72 元。 

137. 中石化因受惠化纖行情持續熱燒，近兩年獲利穩健向上，加上處分

信昌化股票，獲利大進補，法人估計全年每股稅後純益可望突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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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關，創下歷史新高。 

以 126.到 128.等例句而言，句中的「熱、火熱、熱況」都已經不是與溫度

相關的本義，首先這些溫度相關詞的搭配詞彙都與數量有關（成交量、營收、

業績），因此可以斷定溫度相關詞已脫離本義而在數量域中使用，進一步觀

其語境，若將「成交量熱」解釋為「成交量高」、「營收火熱」解釋為「營收

數量高」、「業績維持熱況」解釋為「業績維持一定的高額數量」則與其語境

－「小型股受寵」、「股價跟著水漲船高」、「年稱 116.5％的佳績」的語意皆

不相悖，因此本文認為華語經濟新聞中有以高溫溫度詞形容高數量的用法。

同理可證，句 129.應意為正因為外銷的價格比較高，所以造成每個廠商都要

接外銷單的狀況，因此所謂的「接單熱浪」應為「接單數量很高的現象」（使

用轉喻，詳參第二節）。句 130.到句 132.等句的溫度相關詞詞彙搭配不是數

量有關（行情）就是藉由轉喻表示「交投金額」、「需求數量」，而觀其語境，

則也皆為行情高、數量高的原因或結果，因此可以斷定其溫度詞已脫離本義

而表示高數量。句 133.和句 134.也一樣藉由搭配詞彙－B/B 值、成交量可以

推斷所謂「熱度」應為「B/B 值的高低程度」（即數量高低的程度），而「熱

量」應為「高數量的能量」。最後，句 135.到句 137.等句也可從其搭配詞彙

－「行情、買盤」得知溫度相關詞已脫離本義表示數量，而從「不動產身價

水漲船高」、「喊到 72 元」、「純益破 6 元大關」等語境則可推斷所謂「炒熱

土地行情」是「使土地行情升高」、「買盤熱炒」是「使相關紡織產業的賣出

價格主動成交的成交量升高」、「行情熱燒」是「使股票行情升高」的意思。

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

域詞彙：數量之相關詞（成交量、營收、業績、行情、值、買盤），而部分

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數量相關的意義（交投金額、

接單數量、需求數量），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數量域，

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38「熱」相關溫度詞於「普及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普及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普及度高（或受歡迎） 熱、火熱、熱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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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升高 普及度升高（變得受歡迎） 轉熱 

溫度的冷熱程度 普及程度 熱度 

使溫度升高 使 Sth.普及度升高（使 Sth.受歡迎） 炒熱、熱炒、熱燒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熱」來形容普及度的句子有： 

138. 7 月最高漲 3.9％ 市場買氣續熱 華夏、大洋也受惠。 

139. 美國線運價已經回穩，主因美國感恩節、聖誕節買氣火熱。 

140. 金融股合併題材熱呼呼。金融業合併戰火蔓延，讓不少尚未籌組金

控或隨時可能被併的小型金控公司人人自危，紛紛祭出反制策。 

141. 談價更有空間，3 月開始買氣轉熱。 

142. 太陽能搶裝風潮熱度不退，太陽能廠 4 月營收繳出不錯成績單。 

143. 台灣優貝克等公司率隊參觀，炒熱人氣，單日參觀人數超過 6,000

人。 

144. 新莊區則因新莊捷運線題材熱炒，前兩年建商蜂擁推案，現在交屋

潮開始浮現。 

145. 隨著上網購物趨勢持續熱燒，2014 年台灣 10 大電子商務網站中，

過半數的商品數量正成長。 

句 138.中的「買氣續熱」應為「買氣持續很好（即持續受歡迎）」，所以華

夏、大洋才會受惠；句 139.的「聖誕節買氣火熱」應為「人人都在聖誕節買

東西」，所以航線運價才會回穩；句 140.「題材熱呼呼」應為「討論題材的

人很多」（從後文「人人自危，紛紛祭出反制策」可得知）。句 141.則可從「有

談價空間」當然想要買（某物）的人會越來越多，因此所謂「買氣轉熱」應

表示「買（某物）的普及度升高或買某物變得很受歡迎」。句 142.則首先可

以由搭配詞「風潮」得知「熱度」被形容的詞彙已由溫度域轉為普及度域，

而藉「收繳出不錯成績單」則可推知所謂「太陽能搶裝風潮熱度不退」表示

的是「搶裝太陽能的普及度不退」。句 143.到句 145.等句，則可分別從其詞

彙搭配－「人氣、題材、趨勢」可知應和「普及度」有關（每個話題都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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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度而言，所以題材也可算是普及度範疇中的成員），而從語境－「單日參

觀人數超過 6,000 人」、「前兩年建商蜂擁推案」、「數量正成長」則可推知都

是含有「高普及度」的語意，因此本文認為這類的新聞語料，應已脫離本義

而表示普及度的高低。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部分例句

從字面上便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普及度之相關詞（買氣、風潮、人氣、趨勢），

而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普及度相關的意義（討

論題材的人多不多），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普及度域，

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39「熱」相關溫度詞於「關係」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關係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關係密切 火熱 

溫度的冷熱 關係密切的程度 熱度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熱」來形容關係的句子有： 

146. 永豐銀行與中國工商銀行合作，透過旗下 1 萬 6 千個據點，讓該公

司從去年 8 月起開辦的美元匯兌業務，已經創下 84 億元營業額；

今年 6 月開辦的人民幣匯兌營業額，也突破 10 億元大關，顯示兩

岸金融業務的流通愈來愈火熱。 

147. 台日交流下半年熱度不減，可望維持瑞穗銀全年獲利。 

從句 146.可看出，句中的「火熱」乃針對「流通」而言，所以絕非溫度義，

而「流通」則需要有雙方的來往關係，因此「兩岸金融業務的流通」也可以

看成是「兩岸金融業務的來往關係」，故，可以說「火熱」也是針對「關係」

而言；而深究其語境，可發現新聞旨在陳述雙方銀行的新高營業額，而照邏

輯推衍，勢必得先有密切的金融業務來往關係，才能有新高的營業額，因此

可以斷定所謂「流通愈來愈火熱」可以表示「流通愈來愈密切」。句 147.也

可以由相同的道理獲得印證，要全年獲利，一定得有密切的交流，故所謂「台

日交流熱度不減」應為「台日交流密切程度不減」之意。上述兩個例句，除

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關係之相關詞（流

通、交流），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關係域，進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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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 

表 四-40「熱」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態度（情緒或性格）和善、強烈 熱 

溫度高低程度 態度（情緒或性格）的狀態 熱度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熱」來形容態度（情緒或性格）的句子有： 

148. 華南金服貿講座 回響熱……本次華南金控於 5 月 15 日在台北舉辦

的第一場「2014 兩岸經濟趨勢與服貿協議講座」吸引約 250 人前來

共襄盛舉。 

149. 玩家熱度漸退，加上 9 月開學後進入遊戲淡季，讓傳奇 9 月營收較

8 月明顯下滑。 

本文認為如句 148.中「熱」是用以形容極強烈的回響反應，而非表示開始

結冰的溫度點，此與後文的「250 人前來共襄盛舉」的文意不謀而合。句 149.

的「熱度」也非表示氣溫上的熱度而言，從句意，可以知道是表示：玩家對

於遊戲的熱情漸消，所以才會導致營收下滑，因此可以推知所謂「玩家熱度

漸退」指的應為「玩家對於遊戲的熱情漸消」之意。上述兩個例句，除來源

域－溫度相關詞外，句 148.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

格）之相關詞（回響），而句 149.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

態度（情緒或性格）相關的意義（玩家熱情程度），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

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態度（情緒或性格）域，進而確定隱喻。 

表 四-41 「熱」相關溫度詞於「力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力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力量大 熱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熱」來形容力量的句子有： 

150. 由於土耳其經濟成長力道強勁且並無過熱跡象，因此該國央行得以

在本月降息 50 個基點，以避免貨幣持續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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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150.中「熱」的搭配詞為「力道」，故非溫度本義；而究其語境，則可

推斷所謂「經濟成長力道無過熱」應為「經濟成長力道無過大」，否則，土

耳其央行便不能有後續的降息動作。此例句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從字

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力量之相關詞（力道），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

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力量域，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熱」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42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表 四-42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熱」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熱 
氣氛（9.96%）、數量（ 67.39%）、普及度（ 19.02%）、態度

（3.44%）、力道（ 0.18%）  

火熱 
氣氛（17.91%）、數量（ 62.69%）、普及度（ 18.66%）、關

係（0.75%） 

熱呼呼 氣氛（8.33%）、數量（ 66.67%）、普及度（ 25.00%） 

熱況 氣氛（7.14%）、數量（85.71%）、普及度（7.14%） 

熱浪 數量（100%） 

轉熱 氣氛（18.75%）、數量（ 68.75%）、普及度（ 12.50%） 

加熱 數量（100%） 

發熱 數量（33.33%）、普及度（66.67%） 

熱度 
氣氛（6.64%）、數量（ 70.35%）、普及度（ 18.58%）、關係

（0.88% ）、態度（3.54%） 

熱量 數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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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炒 數量（25.81%）、普及度（74.19%） 

炒熱 氣氛（28.81%）、數量（ 42.37%）、普及度（ 28.81%） 

熱轉 氣氛（100%） 

熱燒 數量（40.00%）、普及度（60.00％） 

4.2.8 「燙」的多義現象 

「燙」的溫度相關詞於本文探究的經濟新聞中有「燙、滾燙、火燙、火燙燙、

燙手、燙傷、發燙 」等詞。這些詞彙於新聞中皆已脫離本義，並於不同的

概念中表現多義，下表四-43 到四-46 為本文以 MIP 與 MPA 的方式分析這

些多義現象，得出的對應表，其相關說明，詳見下述。 

表 四-43「燙」相關溫度詞於「氣氛」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氣氛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氣氛好 燙、火燙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燙」來形容氣氛的句子有： 

151. iPhone 5 熱賣 PCB 廠營運燙。 

152. 腦波控制在晶圓代工方面，則由近期營運表現愈來愈火燙的聯電包

辦。 

句 151.和句 152.中的「燙、火燙」理應不會是營運的溫度處於極高極低的

狀態（以本義來說，營運不會有溫度高低之分），因此可以斷定「燙、火燙」

已脫離本義；加上句中的「營運」以事物與部分之間的理想認知模式的轉喻

表示「營運氣氛」，所以可以推出「營運氣氛燙/火燙」；而從語境中的「iPhone 

5 熱賣」、「由聯電包辦」則可以推斷出「營運氣氛燙/火燙」指的應為氣氛極

好狀態之意。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經由轉喻亦可從語

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氣氛相關的意義（營運氣氛），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

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氣氛域，進而確定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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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4「燙」相關溫度詞於「數量」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數量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數量高 火燙、燙、滾燙 

溫度變高 數量升高 發燙 

溫度過高帶來的傷害 數量過高帶來的傷害 燙傷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燙」來形容數量的句子有： 

153. 面板產業鏈搭上智慧型手機、平板與大尺寸電視銷售火燙。 

154. 年節加持 網購業績燙。受惠年底耶誕節、尾牙、資訊月等商機催

化，網路購物通路股網家、商店街去年 12 月業績看升，有望攀上

近月高峰。 

155. 崇越華立 業績滾燙……包括崇越、華立都為台積電製程材料長期

供應商，今年營運看旺。 

156. 今年 12 月天氣冷颼颼，外加雨下不停，讓許多民眾窩在家不想出

門，網購業者商機暴增，天愈冷，業績愈發燙。 

157. 微軟最後被 Surface 的庫存燙傷。 

句 153.到句 155.等的例句中，其溫度相關詞的搭配詞彙為「銷售、業績」，

前者藉轉喻表示「銷售數量」，後者則直接與數量相關，故可以斷定，上述

例句中的溫度相關詞已脫離本義而表示數量相關概念；而再究其語境－「搭

上智慧型手機、平板與大尺寸電視」（搭上這麼多相關科技產品，銷售數量

應該很高）、「12 月業績看升」與「今年營運看旺」都可以推斷出所謂「銷

售火燙」、「業績燙」、「業績滾燙」應都指「數量高」而言。同理可證，句

156.也可以從其搭配詞彙－業績與前文－商機暴增，推斷出「業績愈發燙」

應該是「業績愈來愈高」的意思。句 157.一句則在為「微軟因為去年底推出

的自有品牌平板電腦 Surface 銷售不如預期，公司為此認列 9 億美元的巨額

庫存損失。」下註解，因此從新聞全文看來，可以知道 Surface 的庫存高達

9 億美元，是一個 極高的數量，故所謂「被庫存燙傷」應為「被數量高的

庫存影響，進而造成相關損害」之意。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

詞外，部分例句（業績）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數量之相關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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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例句則經由轉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數量相關的意義（銷售額、

庫存量），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數量域，進而確定隱

喻。 

表 四-45「燙」相關溫度詞於「普及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普及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普及度高（或受歡迎） 滾燙、火燙 

溫度過高帶來的傷害 普及度過高帶來的傷害 燙傷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燙」來形容普及度的句子有： 

158. 食品買氣滾燙，味全大陸事業躍進。 

159. 中小型股人氣、買氣火燙，成交動能自開春以來連三周均量擴增。 

160. 中國家庭支出擴增會刺激消費成長，是毋庸置疑的事，但如果未細

觀察各行業的競爭和市場占有率的動態變化就貿然投入，反被消費

熱潮燙傷的機會仍然不容忽視。 

句 158.和句 159.兩句可以解釋為「買氣/人氣極高」之意，此與例句語境

－「事業躍進」和「成交動能自開春以來連三周均量擴增」不相悖。句 160.

則可以依照其搭配詞彙「熱潮」與語境「支出闊增」，順利解釋為「被太過

於普及的消費現象影響，進而造成損害。」。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

度相關詞外，從字面上也可看出目標域詞彙：普及度之相關詞（買氣、人氣、

熱潮），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普及度域，進而確定隱

喻。 

表 四-46「燙」相關溫度詞於「態度」概念領域多義現象的對應 

溫度域 態度域 相關詞彙 

溫度高 態度（情緒或性格）強烈 滾燙 

溫度過高帶來的傷害 
態度（情緒或性格）太強烈 

帶來的傷害 
燙傷 

 



華語溫度相關多義詞探究與教學應用－以經濟新聞為例 

 110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用「燙」來形容態度的句子有： 

161. 每次去逛設計展，總會發現令人驚喜的創意產品，禁不住想把玩時，

「請勿碰觸」的牌子此時威風凜凜給你個下馬威，滾燙的好奇心頓

時降到冰點。 

162. 美監控玩過火，燙傷科技業。 

句 161.中的「滾燙的好奇心」並非表示好奇心的溫度很高，應該表示「甚

為強烈的好奇心」，此和語境「令人驚喜的創意產品，禁不住想把玩」的語

意相連貫，故所謂「滾燙的好奇心」已經脫離本義而表某強烈的態度（情緒

或性格）。句 162.則先以原因理想認知模式轉喻表示「執行監控的人」；所謂

「燙傷科技業」，則可以從前人（高航、嚴辰松，2008；陳建祥，2012）研

究結果推測出「監控者監控情緒強烈而給科技業帶來損害」的語意，與「監

控玩過火」相呼應，故可斷定「燙傷科技業」為於感情域中的用法，而非溫

度域。上述的例句中，除來源域－溫度相關詞外，句 161.從字面上也可看出

目標域詞彙：態度（情緒或性格）之相關詞（好奇心），而句 162.則經由轉

喻亦可從語境理解其代表的是與態度（情緒或性格）相關的意義（執行監控

的人的情緒），因此可以推敲句中溫度相關詞的形容範疇為態度（情緒或性

格）域，進而確定隱喻。 

由上述可知，「燙」的溫度相關詞於華語經濟新聞中，依照其搭配詞彙，

可得出不同的範疇，進而推出不同的語義，即，一個溫度相關詞彙除了本義

外，可能還同時含有多種意義。下表四-47 中的詞彙，便為本文整理上述詞

彙，所得之該詞彙所形容之範疇的比例。 

表 四-47 華語經濟新聞的高頻「燙」相關溫度詞的多義所指範疇及比例 

溫度相關詞 所形容之範疇 

燙 氣氛（35.71%）、數量（64.29％） 

火燙 數量（55.56%）、普及度（44.44%） 

滾燙 數量（60.00%）、普及度（20.00%）、態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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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燙 數量（100%） 

燙傷 數量（33.33%）、普及度（33.33%）、態度（33.33%） 

4.2.9 小結 

綜觀上述之第一到第八小節可知，除「涼」於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多義現象

為數過少外（僅占本文研究語料之 0.023%）71，其餘溫度詞「冰、冷、寒、

溫、暖、熱、燙」可用來形容氣氛域、數量域與態度域；「冰、冷、溫、暖、

熱、燙」可用來形容普及度；「冰、冷、溫、暖、熱」可用以形容關係；僅

「溫、熱」可用以形容力量。而從這些跨領域的用法中，是否可以獲知溫度

詞之間相對應的用法？而其是否有常使用的溫度多義詞？若沒有於溫度詞

之間無相對應的用法，則其多義現象的個性為何？這些問題的探析，則詳見

下節。 

第三節 溫度詞隱喻的共性與個性分析 

本節將以上節的分析結果為基礎，探究「冰、冷、寒、溫、暖、熱、燙」

七個溫度詞之間的隱喻共性與個性，以下將分 4.3.1共性、4.3.2個性到共性、

4.3.3 個性三小節分析。 

4.3.1 共性 

（一）“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氣氛如溫度）與“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如溫度） 

從上節的分析結果可知，由於氣氛域、數量域與態度域可以與溫度域中的

「冰、冷、寒、溫、暖、熱、燙」相結合，並且於溫度詞之間皆有對應性，

故可得出“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氣氛如溫度）、“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

如溫度）的隱喻原則。 

由於氣氛和態度的語義、範疇或目標域之於溫度的多義已陳述於前人的研

究（任曉艷，2006；高航、嚴辰松，2008；陳建祥，2012）中，本文將僅以

下表四-48 與四-49 表示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詞之於氣氛域和態度域的概

                                                
71 由於為數過少，故本文將於第三節討論的溫度詞之間的共性與個性將不採納「涼」的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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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對應。 

表 四-48 “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氣氛如溫度）概念隱喻 

來源域－溫度 目標域－氣氛 相關詞彙72
 比例 

溫度高/低 氣氛好/不好 
燙、熱、暖、溫/冰、

冷、寒 
14.18% 

影響溫度的 

低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

的氣氛惡劣現象 
冷風、寒風、寒流 0.98% 

溫度升高/降低 氣氛變好/變差 

冷卻、轉冷、受寒/回

溫、升溫、增溫、回

暖、轉暖、轉熱 

74.02% 

溫度低的 

時期或季節 
氣氛不好的時期 冰封期、冷冬、寒冬 9.01% 

溫度低的地方 氣氛不好的狀況 冷凍庫 0.07% 

溫度的高低 氣氛的好壞 
冷熱、寒暑表、溫度、

冷暖、熱度 
0.72% 

正數溫度的最低點

（開始結冰） 
氣氛最差的時候 冰點 0.21% 

使冰裂開 突破最差的氣氛 破冰 0.08% 

使溫度升高 使氣氛變好 炒熱 0.69% 

溫度高地運作 氣氛好地運作 熱轉 0.04% 

從表中可知，雖然「冰、冷、寒、溫、暖、熱、燙」都有用來形容氣氛的

用法，但其相關的詞彙則有差異。例如，傾向以低溫溫度相關詞來表示惡劣

氣氛現象、時期或狀況，如：冷風、寒風、寒流/冰封期、冷冬、寒冬/冷凍

庫；在表示氣氛好壞變化與好壞程度時，則有避開極端溫度詞的趨勢（沒有

「冰」、「燙」的溫度相關詞），其中帶有「溫度變化」語義的溫度相關詞為

                                                
72

 「相關詞彙」一欄本文僅舉使用比例偏高之詞彙，下表四-46 到表四-50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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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中使用數量比例最高的詞彙（高達七成）；此外，冰點、破冰、炒熱、

熱轉則為「冰」與「熱」於“ 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氣氛如

溫度）的隱喻原則中為使用數量比例較低的用法。 

表 四-49 “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如溫度）概念隱喻 

來源域－溫度 目標域－態度、情緒、性格 相關詞彙 比例 

溫度高/低 
態度（情緒或性格）強烈/不

強烈 

冷、冷冰冰、

涼、溫暖、熱、

滾燙 

30.17% 

影響溫度的高

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的態度（情

緒或性格）強烈現象 
暖風、暖流 2.71% 

溫度升高/降低 
某種態度（情緒或性格）越

來越強烈/不強烈 

冷卻、回溫、升

溫、降溫、回暖 
62.37% 

氣溫低的季節 
某種態度（情緒或性格）不

強烈的時期 
寒冬 0.68% 

溫度的高低 態度（情緒或性格）的狀態 熱度 2.71% 

正數溫度的最

低點（開始結

冰） 

態度（情緒或性格）最不強

烈的狀態 
冰點 1.02% 

溫度過高帶來

的傷害 

態度（情緒或性格）過於強

烈帶來的傷害 
燙傷 0.34% 

從表中可知，雖然「冰、冷、寒、溫、暖、熱、燙」都有用來形容態度（情

緒或性格）的用法，且為使用比例次高的用法，但其相關的詞彙則有差異。

例如，傾向以高溫溫度相關詞來表示態度（情緒或性格）強烈的現象，如：

暖風、暖流；態度（情緒或性格）的變化則傾向以「溫、暖」這類的較為中

性的溫度詞來表示（雖有冷卻，但極少數，僅 3％），如：回溫、升溫、降

溫、回暖，這類的詞彙為此概念隱喻使用數量比例最高的詞彙（約佔六成三）；

此外，寒冬、熱度、冰點、燙傷則為“ 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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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溫度）的隱喻原則中使用數量比例較低的用法。 

（二）“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 

上述隱喻原則和前人研究所指出之溫度義項、溫度隱喻範疇或目標域之結

果相符，本文僅以華語經濟新聞中的使用情況驗證之。而根據本文研究結果，

能同被七個溫度詞「冰、冷、寒、溫、暖、熱、燙」隱喻形容的領域還有「數

量域」，此為前人研究中缺少之部分。 

當數量高時，新聞以「火熱、熱、暖、溫暖」等詞彙來形容，數量低時以

「冰凍、乍暖還寒、低溫」等詞彙形容；數量高低帶來影響則以氣候詞彙，

如「暖流、寒風」等表示；數量的高低變化則有溫度的高低變化（如：冷卻、

回溫、降溫）的表示方式；處於偏低或高的時期，也有「寒冬期、寒冬、暖

冬」等詞來多義形容；數量處於極低的狀況時，則可以說「股價打入冷宮」；

數量的高低則有「溫度、冷熱」等表示溫度高低的詞彙來表示；數量的最低

點，有「冰點」來形容；數量自最低狀態突然或逐漸升高，有「破冰、融冰」

表示；數量升高的跡象有「暖陽」表示；「熱量」一詞，在華語經濟新聞中

的部分語句中，也並非只卡路里的熱量，而是指「高數量的能量」；使數量

變高則有「炒熱、熱燒、熱炒」等詞彙形容；最後，因過高的數量而造成的

損傷，也有「燙傷」可以表示。綜上所述，不管在數量的高低、數量的變化、

某物數量高低的狀況或時期、數量尺度上的最低點、數量變化的跡象、數量

高低帶來的影響等都有對應的溫度相關詞可以形容，因此，以溫度相關詞形

容數量的狀況並非偶然，且有系統性，故可以得出“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的隱喻原則。下表四-50 為本文根據上述

溫度域與數量域的概念對照並結合概念隱喻理論（Lakoff & Johnson，1980）

得出的表格。 

表 四-50 “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概念隱喻 

來源域－溫度 目標域－數量 相關詞彙 比例 

溫度高/低 數量高/低 

冰凍、冰火兩重天、

冷凍、冷、冷熱（詞

組）、乍暖還寒、寒

意、溫、高溫、溫暖、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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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意、暖呼呼、暖洋

洋、熱、火熱、熱況、

火燙、燙、滾燙 

影響溫度的高/

低溫氣候現象 

影響（相關領域）

的高/低數量現象 

寒流、寒風、暖流 

、熱浪 
0.21% 

溫度變高/低 數量升高/降低 

冷卻、轉冷、冷縮、

受寒、增溫、回溫、

升溫、回暖、暖

（V.）、保暖、暖化、

加熱、轉熱、發熱、

發燙 

73.58% 

溫度高/低的季

節或時期 
數量高/低的時期 

冰河期、冰封期、寒

冬、升溫期、降溫

期、暖冬 

0.78% 

溫度低的地方 數量低的狀況 
冷凍櫃、冷灶、   冷

宮 
0.23% 

溫度的高低 數量的高低 
冷熱、溫度、冷暖、

熱度 
2.64% 

正數溫度的最低

點（開始結冰） 
數量的最低點 冰點 0.17% 

使冰裂開 突破最低的數量 破冰 0.01% 

使冰融化 
數量漸漸自最低

點回升 
融冰 0.01% 

氣溫高的跡象 數量高的跡象 暖陽 0.01% 

溫度高的能量  數量高的能量  熱量 0.47% 

使溫度升高 使數量升高 炒熱、熱燒、熱炒 0.79% 

溫度過高帶來的

傷害 

數量過高帶來的

傷害 
燙傷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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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知，雖然「冰、冷、寒、溫、暖、熱、燙」都有用來形容數量的

用法，可見於低、中、高溫詞都可用以表示數量的高低；表示數量高低變化

與高低程度時，則有避開極端溫度詞的現象（沒有「冰」的溫度相關詞，而

表示數量高低變化的「發燙」僅 1 句），如：冷卻、轉冷、冷縮、受寒、增

溫、回溫、升溫、回暖、暖（V.）、保暖、暖化、加熱、轉熱、發熱/冷熱、

溫度、冷暖、熱度，這類的詞彙為此概念中的使用數量比例最高的詞彙，出

現率約 73%；隱喻中有以低溫溫度相關詞來表數量低的時期或狀況的傾向

（暖冬僅 1 句），如：冰河期、冰封期、寒冬、升溫期、降溫期/冷凍櫃、冷

灶、冷宮；其他如冰點、破冰、融冰、暖陽、熱量、炒熱、熱燒、熱炒、燙

傷則為「冰、暖、熱、燙」於“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

的隱喻原則中使用數量比例較低的用法。 

4.3.2 個性到共性 

除了上述七個溫度詞共有的隱喻原則外，本小節將分別針對普及度域－僅

可以「冰、冷、溫、暖、熱、燙」形容、關係域－僅可以「冰、冷、溫、暖、

熱」形容和力量域－僅可以「溫、熱」形容，三個概念領域做探討。 

（一）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普及度如溫度） 

  根據第二節分析的結果可知，溫度域中的「冰、冷、溫、暖、熱、燙」

可用來形容普及度，而有“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普及度如溫

度）的隱喻原則，此和前人研究相符，本文將以下表四-51 表示華語經濟新

聞中溫度、普及度兩個概念的對應，以驗證此隱喻原則的存在。 

  表 四-51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普及度如溫度）概念隱喻 

來源域－溫度 目標域－普及度 相關詞彙 比例 

溫度高/低 
普及度高/低（或受/不受

歡迎） 

冷、冷颼颼、冷冰冰、

暖意、暖、熱、火熱、

熱呼呼、滾燙、火燙 

29.45% 

溫度升高/降低 
普及度升高/降低（變得

受/不受歡迎） 

冷卻、轉冷、升溫、增

溫、回溫、回暖、轉熱 
56.85% 

溫度的冷熱程度 普及程度 熱度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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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數溫度的最低點

（開始結冰） 
普及度的最低點 冰點 0.52% 

使冰裂開 突破最低的普及度 破冰 0.15% 

殘存的溫度 殘存的普及度 餘溫 0.43% 

使溫度升高 
使 Sth.普及度升高（使

Sth.受歡迎） 
炒熱、熱炒、熱燒 5.97% 

溫度過高帶來的傷害 普及度過高帶來的傷害 燙傷 0.18% 

從上表中可知，「冰、冷、暖、熱、燙」都有用來形容普及度的用法，此

為概念中使用數量比例第二高的用法（約佔 28%），如：冷、冷颼颼、冷冰

冰、暖意、暖、熱、火熱、熱呼呼、滾燙、火燙，雖然「溫」於此概念沒有

相呼應的詞彙，但有近義詞「暖」，因此也算於低、中、高溫溫度詞都有的

用法；表示數量高低變化時，則有避開極端溫度詞的現象（沒有「冰」、「燙」），

如：冷卻、轉冷、升溫、增溫、回溫、回暖、轉熱，在“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普及度如溫度）的概念隱喻中，約有半數的詞彙都是以

帶有變化語義成分呈現；其他如：熱度、冰點、破冰、餘溫、炒熱、熱炒、

熱燒、燙傷則為「冰、溫、熱、燙」於“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普及度如溫度）的隱喻原則中使用數量比例較低的用法。 

（二）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 

至於關係域，其可與溫度域中的「冰、冷、溫、暖、熱」相結合，而以溫

度來形容關係疏密程度。 

  由 4.2 所述可知，當主語（須有兩個以上的主語）的交流、互動、關係不

那麼密切時，可用低溫詞來表示（如：兩岸關係恐冷下來。），反之可用高

溫詞形容；雙方關係的改變也可以用帶有溫度改變意義的詞彙表示（如：交

流回溫。）；雙方關係的疏密程度能以「熱度」表示；而當雙方已經幾乎沒

有互動時，就像是溫度降到零度一樣，因此可以說「關係降至冰點。」；雙

方突破沒有來往的關係或漸漸恢復沒有來往的關係時，則有「兩岸融冰」、

「A 與 B 破冰」的說法。以上例句都可證明華語經濟新聞中以溫度相關詞

表示關係的用法，不僅局限於形容關係之疏密，如關係之變化、關係疏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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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關係最疏遠之狀況，乃至相關動詞，皆能由溫度相關詞形容之，故可

得出“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的隱喻原則，而

此隱喻的目標域與概念域對照詳見下表四-52。 

表 四-52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概念隱喻 

來源域－溫度 目標域－關係 相關詞彙 比例 

溫度高/低 關係密切/疏離 冰、冷、春暖花開、火熱 13.27% 

溫度升高/降低 
關係變得密切/疏

離 

冷卻、升溫、降溫、增溫 

、回暖、轉暖 
23.01% 

溫度的冷熱 關係密切的程度 熱度 1.78% 

正數溫度的最低點

（開始結冰） 
最疏離的關係 冰點 8.85% 

使冰裂開 突破疏離的關係 破冰 39.82% 

使冰融化 
疏離的關係漸漸

好轉 
融冰 13.27% 

從表中可知，「冰、冷、暖、熱」都有用來形容關係的用法，如：冰、冷、

春暖花開、火熱，算是低溫、中溫、高溫詞皆各有代表；表示關係變化的溫

度相關詞則以中溫詞「溫、暖」所構成之「升溫、降溫、增溫、回暖、轉暖」

等詞彙和「冷卻」為主，這類詞彙為此隱喻原則中的次常用的用法；「破冰」

為這類隱喻原則中的最常用的詞彙；「融冰」的使用數量比例則與「冰、冷、

春暖花開、火熱」等並列第三；「冰點」、「熱度」則稍微低頻。 

（三） “STRENGTH IS TEMPERATURE”（力量如溫度） 

最後，力量域也可以與溫度域中的「溫、熱」相結合，而以溫度來形容力

量大小。 

（1）由於土耳其經濟成長力道強勁且並無過熱跡象，因此該國央行得

以在本月降息 50 個基點，以避免貨幣持續升值。 

（2）客戶拉貨力道增溫，因此業績表現較 2 月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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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兩個句子為例可知，當要形容力量大時，可以用「熱」表示；當要

表示力量的變化時，可以用「增溫」表示。由於力量與數量相同，也有高低

之分，所以也可以用溫度高低的變化來表示力量的高低（即「力道的大小」），

此概念與“AMOUNT IS TEMPERATURE”相同，如下表為“STRENGTH IS 

TEMPERATURE”（力量如溫度）的隱喻對照表。 

表 四-53 “STRENGTH IS TEMPERATURE”（力量如溫度）概念隱喻 

來源域－溫度 目標域－數量 相關詞彙 比例 

溫度高 力量大 熱、溫 8.00% 

溫度升/降低 力量變大/變小 升溫、 加溫、 增溫 92.00% 

  由於此概念原則於本文所蒐集的語料中為極低頻（僅占全文語料之 0.3%），

故其對應的溫度詞相對而言，也不甚豐富（僅溫、熱兩個），「熱」的溫度相

關詞僅展現在「力量大」的概念中；若要涉及變化，則全以「溫」的相關詞

表示。本文認為，此一概念隱喻原則，可能是經濟新聞中特有的隱喻用法，

也可能是新興的隱喻用法，然，由於本文所蒐集到的語料過少，尚無法下定

論，此為本文研究限制之一，若能擴及語料蒐集範圍，將能更全面分析此一

概念隱喻。 

  綜合 4.3.1 與 4.3.2 之語料分析，從各個隱喻原則的共有特性中，可以得出

下列結論：（1）在各個隱喻原則中，若形容對象為目標域之好壞、高低等程

度時，則於低、中、高溫詞都有對應的用法。（2）若形容對象為目標域之變

化時，則不使用極端溫度詞（如：冰、燙）的相關詞彙，而以「冷、寒、溫、

暖、熱」等詞彙形容，甚至有僅以「溫、暖」更為中性的溫度詞來表示。（3）

若形容對象為目標域之尺規程度時（如：氣氛的好壞、數量的高低），也不

使用極端溫度詞（如：冰、燙）。 

4.3.3 個性 

除上述六種以溫度表多義的隱喻原則外，華語經濟新聞還有以下多義現象，

此七類多義現象，在華語經濟新聞中除較為低頻的多義現象外，本文認為這

些多義現象的溫度相關詞彙僅限於一類概念或僅為該概念的延伸詞彙，例如：

「冷凍（V.）、冰凍（V.）、冷凍期、冷凍櫃」、「暖身、熱身、暖身秀、暖身

 



華語溫度相關多義詞探究與教學應用－以經濟新聞為例 

 120 

動作、熱身賽、預熱」、「冷淡、冷靜、溫吞、溫和」（數量）、「冰山（的）

一角」；或僅出現於一個溫度詞中，如：「熱呼呼、熱騰騰」、「洗三溫暖」、「試

水溫」、「冰山（的）一角」，缺少了隱喻系統性，故無法以概念隱喻解釋之，

需以概念整合理論探究其中的多義原因，是較具個性的用法，於此另立一小

節說明之： 

（一） 表示暫時擱置：冷凍（V.）、冰凍（V.）、冷凍期、冷凍櫃 

（二） 表示預先做準備：暖身、熱身、暖身秀、暖身動作、熱身賽、預 

熱 

（三） 表示剛上市的產品：熱呼呼、熱騰騰 

（四） 表示忽 A 忽-A
73：洗三溫暖 

（五） 表示試著稍微做一下，看市場反應：試水溫 

（六） 表數量變化不劇烈：冷淡、冷靜、溫吞、溫和 

（七） 表示問題大於所見：冰山（的）一角 

（一）表示當前不被重視或重用：冷凍（V.）、冰凍（V.）、冷凍期、冷凍櫃 

在如「此案送到行政院後，政院以攸關稅制通盤檢討為由，交由財政部研

議，冷凍至今。」等以冷凍相關的溫度相關詞表現詞彙多義的句子中，從語

境和詞彙搭配可知，溫度相關詞彙的意思脫離本義（因案子不可能真的被冰

起來），表達的是「當前不被重視或重用」的語意，下圖四-1 的概念合成圖

與表四-54 的對應，可以解釋溫度相關詞是如何表現出「當前不被重視或重

用」的多義。 

 

 

 

 

 

                                                
73

 如：數量的忽高忽低、心情的忽好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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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 「冷凍法案」概念整合圖 

表 四-54 「冷凍法案」概念整合對應表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食品 受事 法案、提案 

煮食物的人 施事 執行或討論法案/提案的人 

目前用不到 行為 目前不執行/討論 

存放 行為 保留 

冷凍(V.) 行為 擱置 

冷凍櫃 方位 檔案庫 

冷凍期 時間 擱置期 

  由上面的圖表可知，法案與食品兩個概念，可以藉由兩者都能被暫時擱置、

整合空間 

輸入空間 2：食品 

食品 

煮食物的人 

冷凍(V.) 

冷凍櫃 

輸入空間 1：法案、提案 

法案、提案 

執行或討論法案/提案的人 

擱置 

檔案庫 

壓 

縮 

可以被暫

時保存，

待日後會

使用 

類屬空間 

當前不被重視或重用的法案、提案，

就像是目前不會被使用的食品。 

(例句：冷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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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日後使用，而且被擱置的原因都是目前不使用等相同的部分（類屬空間）

互相壓縮出「被擱置的法案/提案就像是被冷凍的食品，暫時被擱置」的合

成概念，因此可以說「冷凍法案」。與冷凍近義的「冰凍」也可以這樣使用，

「冷凍櫃、冷凍期」則是從冷凍延伸出來的相關多義名詞組，若要表達擱置

的時期或動作，則可以說「冷凍期期滿」、「被放入冷凍櫃」。  

（二）表示預先做準備：暖身、熱身、暖身秀、暖身動作、熱身賽、預熱 

「暖身、熱身、暖身秀、暖身動作、熱身賽」等詞彙，於華語經濟新聞中，

從語境也可推知，其並非真的指運動前的伸展操，而是指「為了某個活動事

先做準備」的概念。這跟伸展也是為了運動而準備的活動有關：為了某個活

動預先做的準備就像為了運動事先作的伸展操，以「林文伯昨天率先提出今

年半導體景氣將在第一季落底的看法，為半導體法說會提前暖身。」為例，

暖身等詞彙表事先準備的概念整合圖與對照表如下： 

 

 

 

 

 

 

 

 

 

 

圖 四-2 「林文伯提出景氣看法為半導體法說會提前暖身」概念整合圖 

表 四-55「林文伯提出景氣看法為半導體法說會提前暖身」概念整合對應表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運動  事件 活動 

輸入空間 2：運動 

暖身 

運動 

運動選手 

輸入空間 1：活動 

提出看法 

半導體法說會 

林文伯 

壓 

縮 

類屬空間 

事先準備 

整合空間 

為活動預先做準備就像是為運動暖身一樣。 

(例句：林文伯提出景氣看法為半導體法說

會提前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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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選手 施事 活動相關人士 

暖身/熱身 行為 準備行為（如：提出看法） 

暖身動作、暖身秀、熱身賽 子事件 準備活動 

  「預熱」與「暖身」等詞彙的整合概念道理類似，只是將暖身的運動概念

換成烹飪概念，廚師煮東西前會先將廚具預熱，以便煮物；人們辦一個活動

或事件前，先進行一個子活動，以便進行後續的主要活動，以「新華社昨天

發文暢談中國經濟的回暖成效與危機，強調現在正是調結構的關鍵時期，被

認為是提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熱。」為例，經由煮物與辦活動都需要有

準備的類屬空間，我們可以說「新華社為中央經濟工作會發文做準備，就像

是廚師為煮東西預熱廚具一樣」，因此壓縮出「新華社發文為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預熱。」的多義用法。 

（三）表示剛上市的產品：熱呼呼、熱騰騰 

  經濟新聞中，還有以高溫詞來表示新上市產品的多義現象，以「新 iPhone

今天正式面世，不少徹夜排隊搶新 iPhone 的民眾，拿著熱呼呼的新手機，

開心不已。」為例，從語境（新 iPhone）中可知，句中的「熱呼呼的新手機」

並不是指新手機正在發熱，而是「新上市」的意思，其概念整合圖與對應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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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3 「熱呼呼的新手機」概念整合圖 

表 四-56 「熱呼呼的新手機」概念整合對應表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麵包 受事 手機 

麵包師父 施事 手機工廠 

烘焙 行為 製造 

新出爐 行為 新上市 

麵包店 方位 手機公司 

  「麵包」與「手機」同為商品，皆有被製成的過程，而且有新做成而開始

販賣的概念，而剛烘焙好的麵包通常是「熱呼呼」的，經由類屬空間，「麵

包」、「手機」兩個原本不相關的概念，可以壓縮，而有「熱呼呼的新手機」

這樣的表現方式，而「熱騰騰」因與「熱呼呼」為近義詞，因此也有這樣的

多義表現方式。 

整合空間 

輸入空間 2：麵包 

麵包師父 

烘焙 

新出爐 

輸入空間 1：手機 

手機工廠 

製造 

新上市 

壓 

縮 

類屬空間 

物品被製做完成

後，然後開始販賣 

新上市的手機，就像是新出爐的熱

呼呼的麵包 

（例句：民眾拿著熱呼呼的新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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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示忽 A 忽-A：洗三溫暖 

相同的道理，「洗三溫暖」於經濟新聞中，也亦非泡溫泉之意，以「DRAM

雙雄華亞科與南科股價昨天大洗三溫暖，大跌逾 6%。」為例，股價與三溫

暖，都是有兩個極端的狀態，而且可以在短時間之內由 A 狀態轉變到-A 狀

態的事物，因此可以說「股價忽高忽低，就像是人洗三溫暖一樣，忽冷忽熱。」，

下圖四-4 與表四-57 為「洗三溫暖」的概念整合圖與對應表。 

 

 

 

 

 

 

 

 

 

 

 

 

圖 四-4 「股價大洗三溫暖」概念整合圖 

表 四-57 「股價大洗三溫暖」概念整合對應表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人 施事 股價 

忽冷忽熱 行為 忽高忽低 

洗三溫暖 行為 漲跌 

  除了股價外，能被溫度詞隱喻形容的心情（如:台股過去八個交易日對許

整合空間 

輸入空間 2：溫泉 

人 

忽冷忽熱 

洗三溫暖 

輸入空間 1：股市 

股價 

忽高忽低 

漲跌 

類屬空間 

壓 

縮 

短時間之

內能由 A

狀態轉變

為-A 狀態 

股價忽高忽低，就像是人洗三溫暖

一樣，忽冷忽熱。 

（例句：股價大洗三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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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投資人來說，宛如坐了一趟雲霄飛車，心情更是大洗三溫暖。）也可以與

洗三溫暖一起使用，表達忽好忽壞的意思，其相關的概念整合對應如下表四

-58。 

表 四-58 「心情更是大洗三溫暖」概念整合對應表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人 施事 心情 

忽冷忽熱 行為 忽好忽壞 

洗三溫暖 行為 起伏 

（五）表示試著稍微做一下，看市場反應：試水溫 

  「試水溫」一樣可以藉由概念整合，在經濟新聞中表達「試著稍微做一下，

看市場反應」的延伸義，並非本義「試試水的溫度」（從語境中無法堆知此

義），以「『飛雁小舖』這類據點是女性創業者試水溫的最佳場所，做得好可

考慮在同場地單獨設櫃、導入正軌；做不好也可換個據點再試，藉此找出最

佳通路。」為例，其概念整合圖與對應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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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5 「女性創業者試水溫」概念整合圖 

表 四-59 「女性創業者試水溫」概念整合對應表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人 施事 公司、創業者 

浴缸 方位 市場 

水溫 範圍 市場反應 

試 行為 觀察 

  有時候，人在洗澡前，會先試一下水溫，確定溫度合適後，才會開始洗澡；

做生意也是一樣的道理，生意人在創業或正式開賣新產品之前，有時也會有

嘗試的動作（如：試賣活動）以觀察市場反應才做決策，因此，可以藉由兩

個不同概念中相同的「正式動作前的嘗試行為」來解釋「試水溫」的詞彙多

義。 

整合空間 

輸入空間 2：洗澡 

人 

浴缸 

水溫 

試 

輸入空間 1：創業 

公司、創業者 

市場 

市場反應 

觀察 

類屬空間 

壓 

縮 

正式動作

前的嘗試

行為 

公司/創業者的正式開賣/創業前

嘗試某事，就像是人洗澡前試水溫

一樣。 

（例句：女性創業者試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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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變化不劇烈：冷淡、冷靜、溫吞、溫和 

華語經濟新聞中還有以「冷靜、溫吞」等詞彙來形容變化不劇烈的用法，

如： 

（1） 台指期74今日新開倉，在昨日拉高結算之後，今日台指期「恢復 

冷靜」，在平盤附近狹幅震盪 

（2） 印度股溫吞 外資不離棄 

例（1）的「台指期」以事件的事物與部分之間理想認知模式來表示台指期

的大盤價格，從後文的「狹幅震盪」可推知所謂「冷靜」應該表示變動不大；

而「印度股溫吞」，若單就此句而言，要把它以生成認知模式來解釋成「操

作印度股的人」也不無道理，但是由於其後句緊接著「外資不離不棄」因此

可以推斷，「印度股溫吞」並非指人，而是指數量：雖然印度股的股價遲遲

不漲，但外資仍不放棄。下圖四-6 與表四-60 為可變化事物與人類個性詞彙

的概念整合圖與對應表： 

 

 

 

 

 

 

 

 

 

圖 四-6 可變化事物 VS.人類個性詞彙概念整合圖 

 

                                                
74 期貨種類名稱。 

事物的變化就像是人情緒的起伏 

(例句：台指期恢復冷靜) 

（例句：印度股溫吞） 

輸入空間 2：情緒 

人 

冷靜、溫吞 

輸入空間 1：變化 

可變化的事物 

變化不劇烈 

壓 

縮 

類屬空間 

起伏變化 

整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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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0 可變化事物 VS.人類個性詞彙概念整合對應表 

輸入空間 2 壓縮 輸入空間 1 

人 受事 可變化事物 

情緒 範圍 變化 

情緒起伏小（如：溫和等） 行為 變化不劇烈 

（七）表示問題大於所見：冰山一角 

  除上述六類可以概念合成理論解釋其多義現象的詞例外，華語經濟新聞中

尚有以「冰山一角」用來形容問題如被看到的冰山一樣，表面的問題只是實

際問題的一小部分（如：不少人擔心超日違約事件可能只是大陸理財產品諸

多問題中的冰山一角。）此多義用法的譬喻性仍相當具體（不若前六者較為

抽象），故，本文於此僅暫以圖片75解釋其多義現象。 

 

 

 

 

 

 

圖 四-7 「冰山一角」多義現象示意圖76
 

4.3.4 小結 

  綜合 4.3.1 到 4.3.3 所述，本文整理出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與本義

的關係，下圖四-8 到四-15 分別為「冰、冷、寒、涼、溫、暖、熱、燙」之

語義延伸路徑圖。 

 

                                                
75

 若能搜集到更多相關例句，或許能建立「冰山一角」的多義解釋，此為本文的研究限

制之一。 

76
 冰山圖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 

海平面上的冰山=表

面的問題 

 

 

海平面下的冰山（冰

山的實際大小）=問題

的實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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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8 「冰」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77
 

  從上圖可知，「冰」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數量」、「關係」、「態度（情

緒或性格）」、「氣氛」和「普及度」等相關用法；「冰凍」為延伸義中具個性

的用法。這些多義詞都是直接由溫度本義延伸出去的用法。 

 

 

 

                                                
77

 全黑為本義；實線為概念隱喻延伸義；虛線為概念整合延伸義。箭頭中僅以目標域代

替整句概念隱喻，如 AMOUNT 意為“AMOUNT IS TEMPERATURE”。其後圖四-9 到四-15

亦然。 

冰火兩重天、冰封期、 

冰點、破冰 

冰點 

冰 

to be iced 

ATMOSPHERE  

AMOUNT 

POPULARITY  
冰點 

破冰 
RELATIONSHIP 

冰 

冰點 

破冰 

融冰 

ATTITUDE  

冰凍、冰火兩重

天、冰封期、冰河

期、冰點、破冰、

融冰 

動作義 

冰凍 

冰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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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 「冷」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 

從上圖可知，「冷」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數量」、「關係」、「態度（情

緒或性格）」、「氣氛」和「普及度」等相關用法；「冷凍」、「冷淡」、「冷靜」

等溫度相關詞為延伸義中具個性的用法。此外，「冷淡」、「冷靜」為溫度相

關詞延伸又延伸的用法，和溫度本義的關係稍遠，更為抽象，其餘則皆為自

本義延伸出之多義用法。 

 

冷、冷颼颼、寒冷、冷

風、冷卻、轉冷、冷凍

庫、冷冬、冷熱（詞） 

冷、冷冰冰、冷卻 

冷 

to be cold 

ATMOSPHERE  

AMOUNT  

POPULARITY  

冷 

冷颼颼

冷冰冰 

冷卻 

轉冷 

RELATIONSHIP  
冷 

冷卻 

ATTITUDE 

冷凍、冷、冷熱（詞組）、

冷卻、轉冷、冷縮、冷凍

櫃、冷灶、冷宮、冷熱（詞） 

表示事物變化不劇烈，如

人不激烈的情緒 

冷淡、冷靜 

動作義 

冷凍 

冷凍、冷凍

櫃、冷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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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0 「寒」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 

從上圖可知，「寒」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數量」、「態度（情緒或性

格）」、「氣氛」等相關用法。這些多義詞都是直接由溫度本義延伸出去的用

法。 

 

 

 

 

 

圖 四-11 「涼」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 

從上圖可知，「涼」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態度（情緒或性格）」、「氣

氛」等相關用法。這些多義詞都是直接由溫度本義延伸出去的用法。 

 

 

 

乍暖還

寒、寒流、

寒風、受

寒、寒冬、

寒暑表 

寒

冬 

寒 

to be cold 

AMOUNT  

乍暖還寒、寒意、寒

流、寒風、受寒、寒冬 

ATTITUDE ATMOSPHERE 

涼 

to be cool 
涼 涼 ATTITUDE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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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2 「溫」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 

從上圖可知，「溫」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數量」、「關係」、「態度（情

緒或性格）」、「氣氛」、「力量」和「普及度」等相關用法；而「試水溫」、「洗

三溫暖」、「溫吞」、「溫和」為延伸義中具個性的用法。此外，「溫和」、「溫

吞」為溫度相關詞延伸又延伸的用法，和溫度本義的關係稍遠，更為抽象，

其餘則皆為自本義延伸出之多義用法。 

試水溫 

表示稍微做一下看

市場反應，如洗澡

前稍微碰一下水，

看水溫如何 

試水溫 

溫、低溫、溫暖、

回溫、升溫、增

溫、溫度 

溫暖、回溫、

升溫、降溫 

溫 

to be warm 

ATMOSPHERE  

AMOUNT 

POPULARITY 

升溫 

增溫 

回溫 

餘溫 

RELATIONSHIP  
升溫 

降溫 

增溫

 
ATTITUDE  

溫、高溫、溫

暖、增溫、回

溫、升溫、升

溫期、降溫

期、溫度 

表示事物變化不劇烈，如

人不激烈的情緒 

溫吞、溫和 

動作義 

洗三溫暖 

事物變化忽 A 忽

-A，如人洗三溫暖

忽冷忽熱 

洗三溫暖 

STRENGTH  

溫、升溫、加

溫、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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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3 「暖」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 

從上圖可知，「暖」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數量」、「關係」、「態度（情

緒或性格）」、「氣氛」和「普及度」等相關用法；「暖身」、「暖身秀」、「暖身

動作」為延伸義中具個性的用法。這些多義詞都是直接由溫度本義延伸出去

的用法。 

 

 

 

AMOUNT 

暖身 

暖身、暖身

秀、暖身動作 

暖、春暖花開、暖

呼呼、回暖、轉

暖、冷暖 

暖風、暖流、

回暖 

暖 

to be warm 

ATMOSPHERE  

AMOUNT  

POPULARITY 

暖意 

暖 

回暖 

RELATIONSHIP 
春暖花開 

回暖 

轉暖 

ATTITUDE  

暖意、暖呼

呼、暖洋

洋、暖流、

回暖、保

暖、暖化、

暖冬、冷

暖、暖陽 

動作義 

暖（v.） 

暖 

為某事預先做準備，就

像是為運動事先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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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4 「熱」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 

從上圖可知，「熱」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數量」、「關係」、「態度（情

緒或性格）」、「氣氛」、「力量」和「普及度」等相關用法；「熱身」、「熱身賽」、

「預熱」、「熱呼呼」、「熱騰騰」為延伸義中具個性的用法。這些多義詞都是

直接由溫度本義延伸出去的用法。 

 

STRENGTH  

熱 

熱身、預熱 

熱身、熱身賽、預熱 

熱、火熱、

轉熱、熱

度、炒熱、

熱轉 

熱 

熱度 

熱 

to be hot 

ATMOSPHERE  

AMOUNT  

POPULARITY 

熱 

火熱 

熱呼呼 

轉熱 

熱度 

炒熱 

熱炒 

熱燒 

RELATIONSHIP  
火熱 

熱度 

ATTITUDE 

熱、火熱、熱

況、熱浪、加

熱、轉熱、發

熱、熱度、熱

量、炒熱、熱

燒、熱炒 

動作義 

為某事預先做準備，就像

是為運動事先暖身或預

先將廚具加熱以便煮物 

新上市的產品項

新出爐的麵包，

熱呼呼的 

熱呼呼 

熱騰騰 

 



華語溫度相關多義詞探究與教學應用－以經濟新聞為例 

 136 

 

 

 

 

 

 

 

 

 

 

 

 

圖 四-15 「燙」的多義詞語義延伸路徑 

從上圖可知，「燙」溫度相關詞的語義延伸有「數量」、「態度（情緒或性

格）」、「氣氛」和「普及度」等相關用法。這些多義詞都是直接由溫度本義

延伸出去的用法。 

第四節 研究結果討論 

4.4.1 前人研究結果中的溫度隱喻 

在第二章中，本文曾提及前人對於溫度詞詞義的延伸研究（任曉艷，2006）

與概念隱喻之研究（高航、嚴辰松，2008；陳建祥，2012），此三份研究，

共有如下表四-61 的共通點： 

 

 

 

 

燙、火燙 

滾燙 

燙傷 

燙 

to be very 

hot to touch 

ATMOSPHERE  

AMOUNT  

POPULARITY  

滾燙 

火燙 

燙傷 

ATTITUDE  

火燙、燙、滾

燙、發燙、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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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1 前人研究之溫度詞義項與概念隱喻目標域 

任曉艷，2006 

（溫度詞義） 

高航、嚴辰松，2008 

（溫度隱喻範疇） 

陳建祥，2012 

（溫度隱喻目標域） 

冷表寂靜，如：

冷清 

人或事物的活躍程

度，如：冷清 
場面活躍，如：熱鬧 

熱表情深意厚，

如：熱情 

性格或情感 

（a）性格或情感的變

化程度，如：冷靜 

（b）對人或事物的喜

愛與反感，如：熱心腸 

（c）個人情感，如：

心都涼了 

興奮、激情，如：熱忱 

對人友好、關心別人，如：熱心

衝動，如：頭腦發熱 

緊張、害怕，如：一身冷汗 

悲觀，如：心灰意冷 

無情、不熱情，如：冷酷無情 

不衝動，如：冷靜 

熱表受很多人歡

迎的，如：熱潮 

興趣與注意力，如：冷

門 

受不受歡迎、受不受關注、少

見，如：冷門、熱門 

X 疾病，如：熱症 疾病，如：猩紅熱 

X 色彩，如：暖色調 顏色的強烈與否，如：冷色系 

X 
權勢或社會經濟地

位，如：炙手可熱 
權勢大，如：炙手可熱 

X 
困難或危險的處境，

如：煎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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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表稍微加熱

（抽象義），如：

溫習 

知識或理解，如：溫習 X 

X X 親密，如：親熱 

X X 突然、意想不到，如：冷不防 

X X 兵器和戰爭，如：冷戰、熱兵器 

X X 暫時擱置，如：冷處理 

X X 生活艱難，如：水深火熱 

由表可知，三份研究都指出在「活躍程度78」、「態度、性格、情感、情緒

等較主觀的感覺」、「受不受歡迎79」等概念都可以用溫度詞來表示，其他概

念，則較為零星，不同時見於三份研究中。 

4.4.2 結果討論 

  本小節分（1）隱喻原則的共性與個性（2）溫度相關詞的多義現象（3）

原則中的趨勢和常用詞彙等部分，為本章作結。 

一、隱喻原則的共性與個性 

研究結果得出六個隱喻原則，並非都實現於各個溫度詞中，八個溫度詞「冰、

冷、寒、（涼）、溫、暖、熱、燙」別於“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

（氣氛如溫度）、“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和

“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如溫度）表現出共性，其餘三個隱

喻（普及度如溫度、關係如溫度、力量如溫度）僅和數個溫度詞使用。      

其中，“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氣氛如溫度）、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普及度如溫度）和“ 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如溫度）三個概念隱喻原則能夠呼應前人的研究。

                                                
78

 本文解釋為「氣氛好壞」。 

79
 本文解釋為「普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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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照 Cameron（1999：16）80的對於隱喻模式的分類，此三類不只見於經

濟新聞的隱喻原則，算是具有整體系統性（global systematicity）的隱喻模式。

其中「普及度如溫度」、「態度如溫度」兩個概念隱喻更存在於英語中（Deignan，

2001），因此對華語學習者而言，算是熟悉的概念隱喻用法。至於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的概念隱喻，雖未同

時見於三份研究，然其能與陳建祥（2013）的研究相符，因此也算是普遍度

稍高的隱喻原則。 

而“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這個以溫度相關詞形容

數量的隱喻原則，雖然於教材和前人研究中從未出現，然，其卻為華語經濟

新聞的溫度多義現象中比例最高的一個，並且，與之搭配的詞彙也是六個隱

喻原則中最多的，是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詞多義現象的主因。因此，本文認

為“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的概念隱喻，應屬於

Cameron（1999：16）所謂的語篇系統性（discourse systematicity）的隱喻，

算是華語經濟新聞中獨特的隱喻原則；“STRENGTH IS TEMPERATURE”

（力量如溫度）未見於教材與前人研究中，且於經濟新聞中也非常低頻，然

因本文於語料範圍的限制，目前難以判定其為何種系統性的隱喻，此為本文

的研究限制之一。 

其他具有個性用法的溫度詞延伸義（詳見 4.3.3），因未具隱喻系統性

（Lakoff & Johnson，1980：7-8），只能以概念整合理論來解釋之。 

二、溫度相關詞的多義現象 

   綜觀 4.2 每小節末的範疇比例表（表四-9、表四-15、表四-19、表四-22、

表四-29、表四-35、表四-42、表四-47）可知，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多義現象

多元，一個溫度多義詞，除本義外，可能還包含許多義項，在這些義項中，

又以「氣氛」、「數量」、「普及度」為前三個最常被使用的原則；而當溫度相

關詞為單字詞時81，義項最為多元。 

 

                                                
80

 Cameron（1999：16）以隱喻存在於文本的幅度將隱喻模式分成（1）global systematicity

整體系統性：出現於各類文本的隱喻（2）discourse systematicity 語篇系統性：出現於特

定文本的隱喻（3）local systematicity：只用於討論某個主題等三種隱喻模式。 

81
 即，冰、冷、寒、涼、溫、暖、熱、燙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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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則中的趨勢和常用詞彙 

在六個隱喻原則中，並非所有的溫度詞皆展現於每個概念，其趨勢有（1）

近義詞彼此取代（如：「溫」、「暖」）；（2）表示程度或變化，不以極端溫度

詞表示（如：「冰」、「燙」）；（3）語言中的無標用法（如：以「熱度」表示

不「冷度」表示。）。另一方面，在溫度詞多義現象的個性表現上，有的因

溫度相關詞特性的關係，而沒有相對應的詞彙用法（如：冰山、*熱山、*

暖山；洗三溫暖、*洗三冷暖；試水溫、*試水熱）；有的則因語義概念，所

以只會出現近義溫度詞的詞彙（如：動詞的「冷凍」、「冰凍」表暫時被擱置；

「暖身」、「熱身」表為活動事先做準備）。以上都是溫度相關多義詞於華語

經濟新聞中顯現出的趨勢用法。 

除讓學習者了解趨勢外，若希冀學習者能更精確、貼近母語者地使用這些

概念隱喻的表現方式的話，則須檢視於原則中的常用詞彙（詳如下表），以

此作為教學依據。 

表 四-62 概念隱喻中的常用溫度相關詞 

概念隱喻 溫度詞 例句 

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  

（氣氛如溫度） 

回溫 今年造船氣氛較去年回溫 

升溫 半導體景氣也穩定升溫。 

回暖 大陸製造業景氣正逐月回暖。 

AMOUNT IS 

TEMPERATURE  

（數量如溫度） 

增溫 

 冠德方面，也有轉投資環球購物中心

等題材，激勵股價持續走高，本周已

突破 25 元關卡，且成交量明顯增溫。 

回溫  7 月營收略為回溫。 

升溫 面板價格緩步升溫。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普及度如溫度） 

升溫 揚智機上盒 買氣將升溫 

增溫 國內黃金買氣未隨金價下跌而增溫。 

熱 
由於現階段為 PVC 下游需求旺季，

像印度、印尼因應公共工程、加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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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料，買氣持續趨熱。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  

（關係如溫度） 

破冰 
雙方合作訂製專用 SIM 卡，業界視為

「破冰」之舉。 

融冰 

政治面則受惠大陸經濟高成長以及

兩岸融冰發展，加上 MOU（金融監

理備忘錄）及 ECFA（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有實質突破，也有利於台

股評價提升。 

冰點 

統一集團跟頂新集團，兩家長期處於

競爭的關係，因多年恩怨解不開，一

直處於「冰點」，業務上更未聞往來。 

ATTITUDE IS 

TEMPERATURE   

（態度如溫度） 

升溫 
大額交易人對於後市樂觀態度逐漸

升溫。 

回溫 廠商投資意願回溫。 

溫暖 

溫暖型服務當道，富邦人壽率先業界

推出行動櫃檯服務，讓保戶一進門後

不必自己走到櫃檯辦事，便有服務人

員主動上前提供服務。 

STRENGTH IS 

TEMPERATURE 

（力量如溫度） 

升溫 美國經濟復甦力道升溫 

增溫 央行干預力道也會增溫。 

加溫 
近期大陸品牌客戶拉貨力道逐步加

溫。 

  從表中可得出下列幾個關於原則中溫度詞使用趨勢的結論，華語教師在

帶詞彙時，不妨可以在這些方面多加說明。 

（1） 表示「氣氛」、「數量」和「力量」的延伸義常與帶有改變語義的

溫度相關詞搭配使用。 

（2） 表示普及度的延伸義除了與帶有改變語義的溫度相關詞使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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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與「熱」合用。 

（3） 表示關係的延伸義則常與「冰」的相關詞合用，表示關係差到了

最低點或突破最惡劣的關係；表示態度的延伸義則常與有改變語

義的溫度相關詞和「溫暖」使用。 

總而言之，華語溫度詞的多義現象多元，本文上述的研究結果能提供華語

教師判斷溫度多義詞與本義之語義延伸途徑、華語經濟新聞中的特有隱喻原

則，以及概念隱喻中的常用詞彙等資訊，以此作為華語經濟新聞教學或溫度

多義詞教學時的參考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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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啟示與應用 

    本章將分以下幾節： 

一、華語學習者問卷結果：指出華語學習者對於隱喻教學的看法，並參

考此結果，編寫教學應用。 

二、教材檢視：本節分兩部分，一方面檢視普通教材和英語中曾出現過

的溫度多義詞，此為學生的先備知識；一方面檢視現有

之華語新聞教材與商業華語相關教材，其中是否有相關

的詞彙或類似的詞義解釋理念。 

三、教學啟示與應用：以第一、二節為基礎，給予華語詞彙教學一點教

學啟示與應用。 

第一節 華語學習者問卷結果 

    研究共蒐集到 30 份有效問卷，受試者背景如下表五-1： 

表 五-1 華語學習者受試者背景資料82
 

    國籍 

華語程度 
波蘭 哥斯大黎加 印尼 韓國 英國 

CEFR 

C2 
   1 人  

CEFR 

C1 
1 人  2 人 1 人  

CEFR 

B2 
8 人 1 人  2 人 2 人 

CEFR 

B1 
11 人    1 人 

  大部分的受試者的中文程度約在中級（CEFR B2 或相同等級之中文能力

                                                
82

 受試者年齡皆介於 20-30 歲；由於受試者考過的中文能力考試不盡相同，故以歐洲共

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表示之，相對應之中文程度詳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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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皆已學過多義詞（例如：熱門、溫暖 to be warm-hearted），所以能夠

理解問卷主旨，並根據自身經驗回答問題，問卷結果詳如下表五-2： 

表 五-2〈中高級華語學習者的漢語多義詞學習策略〉問卷調查結果83
 

                                                
83

 問題 1、2 尚有其他選項，研究於此只擷取與研究相關的「與本義比較」選項做探討；

由於「隱喻」為高級難度的華語詞彙，因此問卷中以「跟本義比較」做為代替選項，並

於選項中有相關的例子表示概念隱喻。 

問題 結果 

1. 您在學習漢語多義詞時，

曾用過下列詞彙學習策略

嗎？用過的話，請打 v 

 

 

2. 在您的學習經驗中，您的

老師在教漢語多義詞時，

曾經用過以下策略嗎？用

過的話，請打 v 

 

 

 

 

3. 您認為「跟本義比較」的

學習策略或詞義解釋方

式，對您的漢語多義詞學

習有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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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超過半數的華語學習者，在自行學習的時候，都使用過「跟本

義比較」的學習策略；有更多數受試者的華語教師都曾使用過「跟本義比較」

的策略，對於教師使用這樣的教學策略，幾乎所有的學習者都認為是有幫助

的，其中又以對「長期記憶」最有幫助，此與前人（孫毅，2013）的研究結

果相同，而除了「短期記憶」與「精確使用詞彙」的幫助外，和 Csábi（2004）

的研究結果相同，也有學習者認為與本義比較的詞彙學學策略，能夠幫助自

己發展詞彙；至於「跟本義比較」策略的展示時間點，多數學習者認為在學

習新詞時，教師若能順帶解釋，是最有幫助的，不過也有部分學習者認為待

詞彙練習或解釋課文時再講解，也很有幫助。 

第二節 教材檢視 

5.2.1 華語教材與英語中的溫度多義詞 

本文探析華語經濟新聞溫度多義現象旨在希冀能帶給華語新聞教學一些

更符合學生認知的教學方式，而非固守死記硬背的機械式教學。秉持著認知

語言學的理念，本文認為，在華語新聞的教學中，應以學生的先備知識為主

4. （承上題）您認為「跟本

義比較」的學習策略或詞

義解釋方式對您的漢語多

義詞學習有何具體幫助？ 

 

 

 

 

 

 

 

 

5. 您認為「跟本義比較」的

學習方式，應該於教學過

程中的什麼時候被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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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使學生能夠更快進入學習狀況。 

因此，本文除了歸納出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六種概念隱喻原則與其他多義現

象外，亦參考了《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到第三冊、《遠東生活華語》、《新

實用漢語課本》與《華語八千詞》等華語常用教材中出現的溫度詞素的多義

現象或溫度多義詞，詞彙與對應的概念隱喻詳如下表五-3： 

表 五-3 華語經濟新聞與華語教材的溫度多義詞（素）概念隱喻 

華語教材中的溫度多義詞（素） 經濟新聞中的概念隱喻原則 

熱鬧 

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  

（氣氛如溫度） 

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 （氣氛如溫度） 

冷清 

淒涼 

熱烈 

冷門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普及度如溫度）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普及度如溫度） 

熱門 

熱潮 

親熱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  

（關係如溫度）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 （關係如溫度） 

熱愛 

EMOTION IS 

TEMPERATURE 

（情緒如溫度） 
ATTITUDE IS TEMPERATURE     

（態度如溫度）84
 冷淡 

ATTITUDE IS 

TEMPERATURE  

（態度如溫度） 

冷靜 

熱情 

                                                
84

 華語經濟新聞中，也有隱喻性格、情緒的原則，本文在分析時，將之併入“ATTITUDE 

IS TEMPERATUR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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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 

PERSONALITY IS 

TEMPERATURE  

（性格如溫度） 

溫和 

溫柔 

溫馴 

熱心 

X X 
AMOUNT IS TEMPERATURE  

（數量如溫度） 

X X 
STRENGTH IS TEMPERATURE 

（力量如溫度） 

溫習 
LEARNING IS HEATING 

（學習如加熱） 
X 

  從上表可知，除了以“LEARNING IS HEATING”
85為隱喻原則的多義詞則

未見於華語經濟新為中，華語經濟新聞中有許多概念隱喻的原則，皆與華語

教材中的溫度多義詞素的概念隱喻的原則相同，例如「氣氛如溫度」、「普及

度如溫度」、「關係如溫度」、「態度（情緒或性格）如溫度」；因此，對於華

語學習者而言「數量如溫度」、「力量如溫度」的概念隱喻，便是新的概念，

此兩類原則除了在華語教材中無相同的用法外，《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也

沒有可呼應的表現方式（以溫度表示數量、力量），因此可以算是華語經濟

新聞中特有的溫度隱喻原則。 

而誠如 2.4.1 所述，英語溫度詞的意義多元，其可用來形容許多範疇的概

念，特別是在態度（情緒或性格）域86能於溫度之間有所呼應（e.g., He thought 

she had cooled toward him.；From the first, the republic warmed to him.），而本

                                                
85

 此為筆者根據高航、嚴辰松（2008）所提出之溫度圖示的隱喻範疇所推測出之隱喻原

則，僅於表格中暫以原則代表，而「溫習」是否真的能以“LEARNING IS HEATING”的隱

喻原則解釋多義，則待其他研究確認之。 

86 英語的高溫溫度詞，如 to be hot、heat 等詞於度（情緒或性格）的概念和華語稍有不同，英語

較為極端、激烈（如：They directed the full heat of their rhetoric against Mr. Bush.），華語則還有多

情（如：熱情）之用法，華語教師在教授此概念隱喻之多義詞彙時，需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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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用的辭典詞義與隱喻研究（Deignan，2001），也都指出英語溫度詞可用

來形容普及度（即人們對某物感不感興趣），由此可見，在華語經濟新聞中

出現的“ATTITUDE IS TEMPERATURE”、“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此兩個概念隱喻原則並非華語所獨有，在英語中也有相同

的用法（詳見下表五-4）。 

表 五-4 英漢語溫度相關詞延伸義概念隱喻與例句 

概念隱喻 英語例句87
 中文例句 

ATTITUDE  

IS 

TEMPERATURE 

He gave a cool reception to the 

suggestion for a research centre. 

在軟體上要讓客人

感受到發自內心的

溫暖及親切感。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Salah had succeeded in creating 

a hot issue. 

進入農曆年前汽車

銷售旺季，車市買氣

明顯回溫。 

  由上述可知，「氣氛如溫度」、「普及度如溫度」、「關係如溫度」、「態度（情

緒或性格）如溫度」等隱喻原則學習者已於普通教材或英語中學習過，屬於

學生的先備知識；而「數量如溫度」、「力量如溫度」的隱喻原則，則為學習

者新知識。 

5.2.2 商業或經濟新聞教材檢視 

除了普通教材以外，由於本研究語料為經濟新聞，故也將檢視商業或經濟

新聞教材中，是否有相關的詞彙或釋義方式，以下為本文檢視的對象： 

（1） 《讀報學華語》一、二、三冊 

（2） 《漢語新聞線上閱讀教程》 

（3） 《在商言商－中級商用漢語案例教程》 

（4） 《成功之道－中級商務漢語案例教程》 

（5） 《新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庫及練習庫》上、下冊 

                                                
87

 例句來源：British National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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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教材中，《漢語新聞線上閱讀教程》沒有出現相關的詞彙；《在商言

商》以對話為主，每課一個對話與對應的主題，其內容偏重於主題相關的商

業活動設計（如:廣告文案、市場調查等）、俗語教學（每課皆出現一至兩個

俗語）和文化互動，因此也沒有類似於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詞彙多義

用法；只有《讀報學華語》、《成功之道－中級商務漢語案例教程》和《新世

紀商用漢語－高級讀庫及練習庫》出現過溫度相關多義詞。從上述的教材中，

本文認為現有的經濟新聞教材或商業華語相關教材，有幾個趨勢： 

（1） 多注重商業名詞的教學，如：連鎖、零售、併購……。 

（2） 近義詞比較，《新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庫及練習庫》每課都有近 

義詞分析的單元。 

（3） 閱讀多介紹性文章，以《成功之道》為例，課文內容多介紹品牌 

於中國的發展和近 20 年的進展。 

（4） 雜誌、新聞語料的節選或改寫。 

由於這些趨勢，因此以溫度相關詞描述經濟現象的多義詞，自然就較少存

在於現有的教材中，八本教材中，只出現了以下四個例句： 

（1） 隨著經濟成長放緩、通膨亦逐漸降溫，……。（《讀報學華語》第 

三冊，頁 87） 

（2） 當顧客走到你 10 英尺的範圍內時，你要溫和地（gently）看看顧 

客的眼睛，向他打招呼並詢問是否需要幫助。（《成功之道－中級 

商務漢語案例教程》，頁 78） 

（3） 如果經濟發展過熱，政府往往會提高利率，緊縮銀根，以冷卻過 

熱的經濟，抑制通貨膨脹。（《新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庫及練習 

庫 上冊》，頁 93） 

（4） 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政府通常會     
88銀根來抑制通膨。（《新 

世紀商用漢語－高級讀庫及練習庫－練習》上冊，頁 31） 

                                                
88

 此為練習題，答案為「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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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其四個例句而言，只有「冷卻」成為該課的目標生詞、「溫和」為附

文的生詞，但不管是正文生詞或附文生詞，兩本教材都只是以英文翻譯展示

生詞意義，無相關例句、無深層的詞彙解釋、無本義與延伸義的比較解說或

練習；「通膨降溫」、「經濟過熱」等用法，則是沒被視為語法點或詞彙搭配，

只單純出現於課文當中。 

  雖然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相關多義詞不常出現於現有的華語教材中，但

是，當華語學習者接觸到一定數量的真實語料時，還是難免會遇到這些用法，

因此，教師仍然可以予以補充，使學習者更貼近真實語料地使用相關詞彙。

故，下節將針對此方向，給華語教師一點詞彙教學的建議。 

第三節 教學啟示與應用 

本文針對前人文獻、語料分析結果與華語學習者問卷結果，得出以下幾點

啟示： 

（1） 基於幫助學生理解、記憶、發展、使用詞彙的理念，教師可以使 

用概念隱喻的方式解釋多義詞。 

（2） 以概念隱喻解釋溫度相關詞多義現象時，應視其是否於溫度詞之 

間有共性，若有，可一并補充89。 

（3） 以概念隱喻解釋溫度相關詞多義現象時，應視其是否於為經濟新   

聞的特有用法，若是，可以向學習者說明。 

（4） 當學生已經理解目標概念隱喻時，教師可向學生展示其中的常用 

詞彙90。 

（5） 若能以概念圖的方式向學生展示多義詞詞義延伸方式，有助於學 

生了解詞義與記憶。（張小峰，2009；王君，2010 等） 

基於以上啟示，本文將以華語經濟新聞中最常用的多義隱喻原則

“AMOUNT IS TEMPERATURE”為例，展示相關的教學應用，如下表五-5： 

                                                
89

 例如，在教「景氣寒冬」時，也可以教「景氣回暖」。 

90
 例如，表溫度變化的詞彙（如：回溫、升溫）在“AMOUNT IS TEMPERATURE”的概

念隱喻中為使用數量比例最高的詞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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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5 “AMOUNT IS TEMPERATURE”教學應用範例 

學生 

背景 
程度為中級以上之華語學習者 

時 

間 
30 分 

學生先

備知識 

1. 已能正確使用溫度本義詞。 

2. 已知道溫度詞有多義用法，如：熱鬧、冷門、溫暖的心。 

教學 

目標 

1. 能正確理解溫度多義詞於語境中的意義。 

2. 能正確使用溫度相關詞的多義用法。 

範文 

  儒鴻擺脫毛利下滑股價修正的陰影，近來股價升溫，周五股價還上

漲超過 12 元。儒鴻在越南布局很深，隨著 TPP 諮商進度加快，預期 

在越南布局的收穫也漸漸展開，業績動能強勁。 

（資料來源：http://udndata.com/） 

課程活動與步驟 
時

間 

學生 

活動 
教學資源 評量 

先備知識釐清 

詢問學生是否知道「升溫」（本義）的意思 

1. 展示本義例句91：明天短暫升溫，後天

起溫度降 9 度。 

2. 以圖片展示，請學生回答何謂「升溫」。 

  

    （A）         （B）    （C）（D） 

5

分 

複習

所學 

回答

問題 

圖片 

PPT 

是否正確

理解「升

溫」本義 

詞彙延伸義教學 

1. 請學生以課文語境猜測「股價升溫」的

意思。 

2. 糾正（視情況）或解釋多義詞詞義。 

15

分 

閱讀

課文

單句 

推測

詞義 

教科書 

是否能正

確推測「升

溫」延伸義 

 

是否能正

                                                
91

 例句改寫自氣象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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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釋多義詞的延伸方式。（教師可由曲

線變化來向學習者闡明為何可以用溫

度來形容數量） 

（1）以圖片展示之，首先展示「升溫」本

義的圖片： 

 

（1） 再展示「股價升溫」的圖片： 

 

（2） 4. 以例句92解釋溫度相關詞於 AMOUNT 

IS TEMPERAUTE 的共性。（○1 此隱喻於    

低、中、高溫詞都有對應的溫度相關多義 

詞○2 表示變化時，不以極端溫度詞93表示） 

○1一、二月買盤幾乎冰凍所致，三月 

    後已有起色。 

  電毯發功 百略營收暖呼呼。 

回答

問題 

確理解「升

溫」的延伸

義 

 

是否能正

確理解此

概念隱喻

的其他溫

度詞用法 

                                                
92

 本文僅以所蒐集之語料作為例句，教師可依學生程度自行調整例句難度。 

93
 如：冰、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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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量熱 小型股受寵。 

○2台股再度下殺，量能也呈急速冷卻。 

隨著 PMI 數據回暖，陸股反彈可期， 

將激勵相關基金漲勢。 

旗下 3D 動作鬥塔大作「暴能特

Cyphers」將於近日上市、加熱旺季 

行情。 

5. 以概念圖表現出語義延伸方式。 

 

 

 

 

 

學生產出 

1. 展示常用用法：AMOUNT IS 

TEMPERATURE 以「回溫、升溫、增

溫」為使用數量比例最高的詞彙。 

1. 7 月營收回溫，前七月合併營收 

41.91 億元，年減 7.24%。 

業績逐季升溫。 

下季營收將增溫。 

2. 請學生寫練習題（如：詞彙搭配練習、

常用詞彙填空練習、造句等）以檢視其是

否已正確理解「升溫」的延伸義與該概念

隱喻的用法。 

10

分 

回答

問題 

詞彙

練習 

課本 

練習題 

學生是否

能正確使

用「升溫」

與該概念

隱喻的其

他溫度相

關詞 

由於對學生而言“AMOUNT IS TEMPERATURE”的概念隱喻是新的用法，

不適合用概念圖來連結已知未知，但若文章內容中溫度多義詞使用的隱喻原

溫 
AMOUNT IS  

TEMPERATURE 

升

溫 

升

溫 

 



華語溫度相關多義詞探究與教學應用－以經濟新聞為例 

 154 

則為學生已知，此時，概念圖展示變能使學生的先備知識如虎添翼，讓學生

更快進入狀況或使記憶更加鞏固。以用“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隱喻原則延伸的詞彙「買氣『升溫』」為例，教師可以先展示如圖五-1 的概

念圖複習學生先備知識（必要時也可以挖空問答）： 

 

 

 

 

 

 

 

 

圖 五-1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概念圖（學生先備知識版）94
 

然後再展示「買氣升溫」的概念圖，如下圖五-2： 

 

 

 

 

 

 

 

圖 五-2 「買氣升溫」的語義延伸概念圖 

概念圖除了可以用以幫助學生連結已知外，當概念隱喻在多方面有相關用

法時，呈現概念圖給學生，則可以使學生更井然有序、更具體系統地了解該

                                                
94 全黑為本義，實黑線為隱喻延伸義。 

冷、 

熱 
溫度升高 升溫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BECOMING 

POPULAR IS 

HEATING UP） 

買氣

升溫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POPULAR IS 

HOT） 

熱

門 
冷、 

熱 

冷

門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UNPOPULAR 

IS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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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隱喻的各個用法，例如圖五-3 便展現常於“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原則中使用的溫度相關詞的多義延伸方式。 

 

 

 

 

 

 

 

 

 

 

 

 

 

圖 五-3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多義概念圖 

下表五-6 為本文根據圖五-1 到五-3，提供教師於教學中可以使用之問答範

例。 

表 五-6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概念圖展示教學問答範例 

教師（問/解釋） 學生（答） 對應圖 

之前我們學過用冷、熱來表示受不受歡迎的詞，比

如「冷門」，對吧？ 
對 圖五-1 

除了冷門，還有什麼？ 熱門 圖五-1 

「升溫」本來的意思是從冷到熱的狀態，因為可以 X 圖五-2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POPULAR IS 

HOT） 

買氣熱 

冷、 

熱 
溫度升高 升溫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BECOMING 

POPULAR IS 

HEATING UP） 

買氣

升溫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買氣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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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冷、熱來表示受不受歡迎，所以課文中的「買氣

升溫」不是買氣溫度的高低，是表示某個東西從不

受歡迎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除了「升溫」可以用來形容買氣以外，我們也可以

說「買氣熱度」來表示某個東西受歡迎的程度。 
X 圖五-3 

那，「買氣熱」表示的是什麼？ 
某個東西

受歡迎 
圖五-3 

總之，教師在解釋新的溫度相關多義詞時，可以（1）先確認學生對於本

義的理解程度或觀其相關的先備知識，以舊代新，才是符合認知理論的教學

方式；（2）教師最好不要急著解釋詞義給學生，若學生能自行從語境中推敲

詞義，對學生的記憶與學習將更有幫助；（3）在解釋詞義時，若能以圖片取

代複雜的隱喻理論，或以大量例句解釋，則會更幫助；（4）在展示溫度詞之

間的共性或以已知連結未知時，則可以使用概念圖，更具體化地讓學生清楚

明白語義延伸之途徑（Novak，1995），進而幫助學生在詞彙上的學習（張

小峰，2009；王君，2010）；（5）當學生已正確理解多義時，可先教隱喻原

則中的使用數量比例最高的詞彙。以上五點為本文綜合研究、問卷等結果給

華語教師的一點溫度多義詞詞彙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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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將分第一節，研究討論，回答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第二節，研

究限制與展望，提出研究的種種限制與未來可能再深入研究的方向等兩節介

紹。 

第一節 研究討論 

6.1.1 語言現象方面 

Q：現行華語經濟新聞中，溫度相關詞的使用情形為何？其與本義的關係又 

為何？ 

  現行的華語經濟新聞中，常有已非本義的溫度相關詞用法，其可能包含多

義詞與同形同音異義詞。摒除同形同音異義詞不論，華語經濟新聞中的溫度

相關詞可藉由概念隱喻（共性）和概念整合（個性），將語義延伸形容其他

概念，進而表現出詞彙多義95。 

Q：若其為本義的延伸，這些詞彙是否有共有的概念隱喻認知模式？若有， 

為哪些共有的概念領域？ 

在華語經濟新聞中，共有以溫度相關詞來形容「氣氛」、「數量」、「普及度」、

「關係」、「態度」和「力量」等六個概念的現象，其分別可得出“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氣氛如溫度）、“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

如溫度）、“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普及度如溫度）、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關係如溫度）、“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如溫度）和“STRENGTH IS TEMPERATURE”（力

量如溫度）等六個概念隱喻原則，它們藉由溫度本義的延伸，進而表達出「氣

氛」、「數量」、「普及度」、「關係」、「態度」、「力量」等的相關狀態。在這之

中，“AMOUNT IS TEMPERATURE”為使用數量比例最高的概念隱喻96， 

“STRENGTH IS TEMPERATURE”則是最低的原則，此兩者皆為華語經濟新

                                                
95 詳細之語義延伸圖，詳見 4.3.4。 

96
 使用數量比例其次依序為：“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 “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 “ATTITUDEIS TEMPRATURE”>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STRENGTH IS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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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中特有的隱喻，為本文的新發現，而另外四種隱喻則也常見於其他文字媒

介。 

其中，除「涼」不論，“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氣氛如溫度）、

“AMOUNT IS TEMPERATURE”（數量如溫度）和“ATTITUDE IS 

TEMPERATURE”（態度如溫度）三種隱喻原則為所有溫度詞共有；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普及度如溫度）不與「寒」使用；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 （關係如溫度）不與「寒、燙」使

用；“STRENGTH IS TEMPERATURE”（力量如溫度）則僅與「溫、熱」

使用。 

此外，其他具溫度詞個別特性的多義現象則有：表示暫時被擱置（冷凍（V.）、

冰凍（V.）、冷凍期、冷凍櫃）、表示預先做準備（暖身、熱身、暖身秀、暖

身動作、熱身賽、預熱）、表示剛上市的產品（熱呼呼、熱騰騰）、表示事物

變化忽 A 忽-A（洗三溫暖）、表示試著稍微做一下，看市場反應（試水溫）、

表數量變化不劇烈（冷淡、冷靜、溫吞、溫和）、表示問題大於所見（冰山

一角）。 

Q：在這些領域中，是否有常複現的溫度相關詞？若有，又以哪些詞彙為高 

頻？ 

  “ATMOSPHERE IS TEMPERATURE”常與「回溫、升溫、回暖」使用；

“AMOUNT IS TEMPERATURE”常與「增溫、回溫、升溫」使用；

“POPULARITY IS TEMPERATURE”常與「升溫、增溫、熱」；

“RELATIONSHIP IS TEMPERATURE”常與「破冰、融冰、冰點」；“ATTITUDE 

IS TEMPERATURE”常與「升溫、回溫、溫暖」使用；“STRENGTH IS 

TEMPERATURE”常與「升溫、增溫、加溫」使用。 

6.1.2 學習者方面 

Q：中高級華語學習者對「概念隱喻」的詞彙解釋方式的接受度為何？ 

根據本文的問卷調查，大部分的華語學習者皆使用過「概念隱喻」的詞彙

學習策略，他們的教師也常使用此一方法來解釋新的詞彙或用法；華語學習

者也普遍認為這樣與本義連結的詞彙釋義方式/學習策略對其在長期記憶詞

彙、精確使用詞彙、短期記憶詞彙與發展詞彙幾個方面有幫助；至於「概念

 



第六章 結論 

159 

隱喻」於教學的展示時間點，過半數的受試者認為在解釋新詞時就可以順帶

展示，或是解釋課文、練習詞彙時，也會是展示概念隱喻的不錯的時機。 

6.1.3 教學應用方面 

Q：上述之研究結果如何與華語文教學相結合？ 

  教師最好在解釋詞義時，就能順帶帶出相關的概念隱喻，特別是當教師遇

到學生已經學過本義的多義詞，甚至是學生已經有相關多義詞的學習經驗時，

宜特別注意學生的認知，因此首先教師必須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然後方能

於其上建構其他相關知識。再者，由於以認知語義學的角度做詞彙教學，勢

必涉及兩個概念，因此教師若能以圖片、概念圖明確展示之，可能對學生的

學習更有助益，此外，概念圖還能用以做系統性的比較，使學生能更有條理

地記憶相關詞彙的用法。最後，待學生已嫻熟多義詞詞義時，視情況可展示

該概念隱喻中的常用溫度相關詞。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首先，本文僅針對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的經濟新聞為

例。於縱向的時期而言，兩年只能勉強作為一個代表，不能確切的全面論之；

於橫向的領域而言，除了經濟新聞外，其他新聞、戲劇、節目、文學等也應

都有溫度多義詞的用法，本文的研究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尚有其他更

多的溫度相關詞的領域需要被研究。 

  第二，本文僅以來源域搜尋語料庫的方式擷取資料，所得語料皆為詞義的

延伸現象，故只能在多義現象中探究溫度詞彙的共性和個性、概念原則中的

常用詞彙與常被使用的隱喻概念原則。若本文能更完善地探究兩年間華語新

聞以本義表示氣氛好壞、數量高低、普及度受不受歡迎、關係親疏和力量大

小的語料的話，將能與之和本文研究結果比較，提出在該概念中本義與延伸

義比較之數據。 

  第三，囿於研究篇幅與時間限制，本文在整理出華語經濟新聞中的六大隱

喻原則後，若能再從語料庫的其他詞彙驗證這些原則（如：沒人可以「澆熄」

他的怒火），方會使隱喻原則更為全面。 

  第四，本文在篩選語料時，囿於教學應用的設計對象，刪除含有溫度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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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詩句，若研究的對象可以擴大範圍，從初中級97到高級，並將語料依照

中文程度分級，於教學應用的設計時，將會更有針對性。 

  第五，本文研究出的語料中，有部分為近義詞（如：冰凍、冷凍；熱身、

暖身），由於本文旨在探討溫度相關詞的隱喻原則，故於教學應用一章，無

法提出溫度多義近義詞的差別，期此待日後，在研究完更完整的溫度隱喻用

法後，能提出相關之觀點。 

  最後，本文僅探究語言現象，礙於研究篇幅與規模，只暫以問卷方式詢問

華語學習者的相關看法，並提出教學應用；若能進一步將語料的分析結果應

用於教學實驗中，並考察兩組（實驗組、對照組）學生的差異，並針對不同

國籍，研究出相關的差異，會使本文的教學應用更具說服力。 

  以上五點既為本文的研究限制也為本文的研究展望，未來若有更進一步的

研究機會，希望筆者能針對此五點加以改善，使溫度相關多義詞的研究更趨

完備。 

                                                
97

 初級華語應不會學到多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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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 

詞彙標記英語說明（附件 1） 
A 非謂形容詞 

D 副詞 

Da 數量副詞 

Dfa 動詞前程度副詞 

Dfb 動詞後程度副詞 

Dk 句副詞 

Di 時態標記 

Caa 對等連接詞，如：和、跟 

Cbb 關聯連接詞 

Nep 指代定詞 

Neqa 數量定詞 

Nes 特指定詞 

Neu 數詞定詞 

FW 外文標記 

Nf 量詞 

Na 普通名詞 

Nb 專有名稱 

Nc 地方詞 

Ncd 位置詞 

Nd 時期詞 

Nh 代名詞 

P 介詞 

Cab 連接詞，如：等等 

Cba 連接詞，如：的話 

Neqb 後置數量定詞 

Ng 後置詞 

DE 的, 之, 得, 地 

I 感嘆詞 

T 語助詞 

VA 動作不及物動詞 

VB 動作類及物動詞 

VH 狀態不及物動詞 

VI 狀態類及物動詞 

SHI 是 

VAC 動作使動動詞 

VC 動作及物動詞 

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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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 雙賓動詞 

VE 動作句賓動詞 

VF 動作謂賓動詞 

VG 分類動詞 

VHC 狀態使動動詞 

VJ 狀態及物動詞 

VK 狀態句賓動詞 

VL 狀態謂賓動詞 

V_2 有 

fw the feature of a foreign word 外來語 如：卡拉 OK（Na [+fw]） 

nom the feature for verbal nominalization 名物化 如：他的不講理(VA[+nom]) 

p1 the first part of a separated compound 合併中插-前 如：初 Nc[+p1]、高中(Nc) 

p2 the second part of a separated compound  合併中插-後 如：星期六(Nd)、日

(Nd[+p2]) 

prop a Na used as a proper noun 專有名詞 如：蘋果(Na[+prop])電腦 

spo N of a separable V N compound 述賓結構的賓語 如：吃了他的虧 Na[+spo] 

spv V of a separable V N compound 述賓結構的述詞 如：吃 VC[+spv]了他的虧 

vrv V of a sperable VR compound 述補結構的述詞 如：叫 VC[+vrv]不醒 

vrr R of a separable VR compound  述補結構的補語 如：叫不醒 VC[+v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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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文篩選後之溫度相關詞（附件 2） 

溫度詞 例句 

冰 

冰 
第 4 年即使政府想要擴張建設以刺激景氣也無可奈何，該

項做法容易形成「火上加油、雪中送冰」的情況。 

融冰 六年來兩岸的融冰交流，陸客絡繹於途。 

結冰 
戴德梁行總經理顏炳立昨（2）日指出，目前市場買氣是「蛋

黃降溫，蛋白結冰」。 

破冰 
本周由中小型標案撐場，訴求「自用型」買家，有機會破

冰，也試探今年不動產標售市場的開年溫度。 

冰點 徐旭東與馬政府關係降至冰點。 

冰凍 冰凍長達兩年的資產證券化市場終於出現回春跡象。 

冰凍期 連資優生成績都慘不忍睹，也代表全球 IPO 正進入冰凍期。 

冰凍庫 
大型不動產標售市場儼然被打入冰凍庫，近三周沒有一個

物件順利標出。 

冰風暴 
經建官員看日圓效應 我電子、石化等銷日產品面臨替代 

若貶破 120 出口業恐陷冰風暴。 

冰河期 現在青年就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冰河期。 

冰封期 樓市突冬眠 冰封期來了？ 

冰火兩重天 
經濟處於「冰火兩重天」，股市冷、樓市熱，調控又用錯退

燒藥，恐「病入膏肓」。 

冰山一角 

華陽中小企業開發公司董事長王韋中表示，創投免稅爭議

只是國內稅制不具國際競爭力的「冰山一角」，國際創投公

司不來台灣，癥結就在此。 

冰凍三尺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經濟成長衰退，進而輸韓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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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日之寒 因，… …。 

冷 

清冷 政府打房查稅 房市交易清冷。 

陰冷 台指期 12 月預報 陰冷。 

寒冷 股市降溫，房市更是較進入寒冷時期。 

冰冷 聯電送暖 股價依舊冰冷 賣單高掛 市值縮水 310 億。 

冷峻 

歐債風暴從希臘蔓延到義大利，加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

整體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也低迷下，電子產業第四季寒冬冷

峻！ 

冷清 商辦向來是壽險業投資首選，但今年卻有些「冷清」。 

冷熱（詞） 被視為房市冷熱重要指標的土地增值稅再添 76 億。 

冷灶 
大盤冷灶燒熱，燃起台微體（4152）、川湖（2059）等 11

檔買盤火種，股價均創下新高。 

冷房 雙北打入冷房 前 3 季交易量新低。 

冷宮 股價由天堂打入了冷宮。 

冷鋒 
在房市觀望氛圍中，商辦店面形勢可為，成為冷鋒中異軍

突起的產品。 

冷飯 
歐元區九國主權債信評等遭調降的消息引起廣泛討論，有

人說這不過是炒冷飯，標普早在去年 12 月 5 日就已警告。 

冷縮 量冷縮 4 大指期齊撐紅。 

冷戰 兩岸密切交流以前都可以說是兩岸隔絕「冷戰」時代。 

冷卻 
大陸市場呈現冷卻、台灣油電價格雙漲等負面變數，這時

候，再加上一個證所稅，會對產業的獲利造成很大壓力。 

冷卻期 … …反而成為這波台股冷卻期中的大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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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 
台股成交量急速冷凍，對證券商經營相當不利，尤其是小

券商，在經濟規模不夠下，經營更下慘澹。 

冷凍庫 台灣存託憑證（TDR）現在已急速成為「冷凍庫」。 

冷凍期 面對景氣不佳，台灣今年就業市場進入冷凍期。 

冷凍櫃 
今年台股成交量縮，被外界視為「冷凍櫃」興櫃受到交易

量減及不少企業獲利表現不如預期影響。 

冷凍量 光是今年以來，股市出現 6 次單日 500 億元以下的冷凍量。 

冷冰冰 

證所稅通過，消除部分市場不確定因素，但台股買氣「冷

冰冰」，昨天加權指數小跌 8 點，無力站回 7 字頭，收在 6970

點，成交量僅 605 億元。 

冷氣團 

房市冷氣團來襲，住展雜誌統計 12 月北台灣預售屋推案

量，新建案僅 5 個、案量只有 60-3 億，創 10 年來單月新低

量。 

冷颼颼 不動產實價登錄 8 月上路後，房市交易冷颼颼。 

驟冷期 不同於往年，今年手機銷售表現在 11 月進入「驟冷期」。 

冷靜期 只要待台股步入一段盤整的冷靜期後，……。 

冷淡 
此題材熱炒已久，市場冷淡以待，多家官股指標的兆豐金、

第一金、合庫金、彰銀、台企銀等，昨日均表現不佳。 

冷靜 
走過昨天的瘋狂大漲之後，台指期今日冷靜許多，開盤最

高一度大漲百點，越過 7500 點大關，來到 7503 點。 

打冷顫 
一個是歐豬五國的債務危機冷鋒，從歐洲吹向全世界，台

灣經濟已開始打冷顫。 

冷 投資客逐漸退出市場，房市漸冷已成為趨勢。 

冷熱（詞組） 
而本周境外基金第一名由都柏林精選國際不動產證券化基

金拿下，法人指出，全球房地產景氣視區域狀況冷熱不同。 

冷冬 但別忘了現在的景氣屬於冷冬，就有這等成績，等景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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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之後，預估下一波的高點很有可能到達 7,000 點。 

冷風 報價跌 面板廠 Q1 吹冷風。 

轉冷 
由於去年下半年 LED 產品價格快速下滑，加上產業需求轉

冷，產能利用率大幅滑落。 

喊冷 都更牛步，台北市公寓交易喊冷。 

發冷 太陽能廠 7 月業績發冷。 

遇冷 市場人士普遍認為是樓市遇冷的明顯信號。 

潑冷水 新 iPad Air 分析師潑冷水。 

冷處理 

經濟部昨（13）日召開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跨部會協調

會，經濟部爭取員工分紅、技術入股、員工現金增資認股

三項「緩課稅」，皆遭財政部冷處理，全案將交行政院協調。 

冷板凳 外資點名休息 鴻準坐冷板凳。 

放冷箭 股王大立光更遭外資「放冷箭」 

冷凍能量 
台股再度出現 500 億以下的「冷凍量能」，昨天成交量僅有

499 億元，創今年第四低量。 

忽冷忽熱 全球經濟情況忽冷忽熱，投資人不敢貿然進場。 

冷水煮青蛙 台灣如不改善現況，未來將像「冷水煮青蛙」，失去競爭力。 

寒 

寒 泛陸基金 無畏陸股寒。 

乍暖還寒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乍暖還寒，復甦仍面臨諸多不確定、不

穩定因素，各個經濟體仍需同舟共濟，共同應對全球經濟

領域的重大挑戰。 

受寒 

央行 6 月時祭出新一波炒房管控措施，全台主要都會區交

易量都「受寒」，尤其雙北市與桃園縣交易量能有明顯走弱

現象。 

 



附件 

171 

寒冬 去年底至今年初，在金融海嘯衝擊下，科技業面臨「寒冬」。 

寒冬期 太陽能產業正式步入寒冬期。 

寒流 金融海嘯爆發以來，投資型保單市場「寒流」來襲。 

寒風 
美國 8 月份工廠訂單也意外下滑 0-8%，使「寒風」籠罩資

本市場。 

寒暑表 
馬基爾也同意，蘋果股價並非股市的寒暑表，但他懷疑沒

有任何公司能夠如此。 

寒意 車市缺暑氣 股價飄寒意。 

寒潮 

受煤炭市場「寒潮」的襲擊，今年前二月山西工業利潤總

額僅人民幣 91-5 億元，寫下 4 年來最低點，造成山西工業

利潤排在大陸各省市倒數第二位。 

寒窯 
台股純度最高的「好賭」概念股只有伍豐，不用苦守寒窯

18 年，等待政府開放觀光賭場。 

遇寒 塑化遇寒 LDPE 獨暖。 

寒蟬效應 

央行要求中東主權基金百億資金分批匯入，捍衛新台幣升

值意圖明顯，使得外資寒蟬效應發酵，先前一路買超 2,000

多億元台股現貨，需要採取鎖定利潤操作，加上食安系統

性風險危機恐衝擊第 4 季經濟成長率，外資避險危機意識

攀到最高點。 

涼 

涼 

日傳砍補貼 太陽能廠涼半截。 

戴勝益接著說，如當初兒子抽籤抽到涼的單位，他會去把

他換到「不涼」的單位，……。 

納涼 軍公教與勞工在廝殺，雇主（政府與企業）在「納涼」。 

溫 

失溫 電子股「失溫」警報大響，恐怕要等到季報出籠之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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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除。 

回溫 去年日本旅客受地震影響下滑，也在今年回溫。 

保溫 

主計總處今將發布第 2 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在內需保溫、

外需轉強下，第 2 季經濟成長率預計將可順利達標，成長

幅度可望逾 3%，反映今年景氣持續加溫。 

溫度 龍頭股及高價股填息狀況能反應市場溫度。 

溫度計 

定期定額扣款人數不再是「市場溫度計」，元大寶來投信指

數暨量化投資事業群投資長黃昭棠相當認同，他說，近年

來投資人理財都更聰明，越是低點越不會停扣，甚至單筆

加碼。 

溫床 
這裡不僅吸納各國政要的私錢，鼓勵貪腐，還扭曲資金流

向，成為孕育重大金融危機的溫床。 

溫暖 
太陽能業績持續溫暖，矽晶圓廠綠能（3519）昨（7）日公

布 9 月營收為 11-6 億元，月增 2-8％，創 24 個月新高。 

餘溫 
有些地主趁著房市還有餘溫、價格不錯時，醞釀將土地釋

出。 

溫和 
當地貨幣計價債券共同基金淨流入仍持續溫和走揚，顯示

該類債券持續受到市場青睞。 

溫吞 

至於金融族群在外資提款效應下，走勢較為溫吞，但具獲

利撐腰的國泰金、中信金、富邦金及中壽等仍可作中長線

的布局。 

溫 
以前台北市幾乎是房市領頭羊，但奢侈稅上路之後，市況

轉為「北溫南熱」。 

轉溫 
台灣房市今年在政府供共建設拉抬下，市場將呈「轉溫走

強」趨勢。 

溫漲 
周二美股持續震盪，周三亞股則是多空分歧，但日股表現

相對弱，其中台股由傳產族群以及電子族群領軍上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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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呈現溫漲格局，多方信心逐漸轉強。 

升溫 保健食品市場需求持續升溫。 

升溫期 3 月起面板出貨將進入升溫期。 

加溫 
LED 廠的 3 月訂單剛開始加溫，4 月起火力全開，營收成

長動能啟動，LED 廠的第 2 季會比第 1 季好。 

加溫期 2014 年下半年為產業旺季的加溫期。 

降溫 市場整體並無過熱問題，需降溫的應只是個案。 

降溫期 房產交易明顯踏入降溫期。 

增溫 
電動車銷售增溫，法人估計，負極材料今年出貨量將較 2012

年成長四倍。 

退溫 大額交易人樂觀態度稍微退溫。 

高溫 
由發債市場的持續高溫，可見機構法人與市場資金對高收

益債的需求並未下滑。 

低溫 
在低溫經濟的環境中，高股息、高現金流量等收益型股票

已成為資產配置核心。 

試水溫 目前規劃首款客戶端產品將於 6 月上市銷售試水溫。 

洗三溫暖 
上周戰報 上周台股震盪盤軟，指數先重挫再反彈，市場投

資人大洗三溫暖。 

溫水煮青蛙 

市場人士形容，過去半年來，央行每月增加長天期定存單

發行金額 30 億，就像「溫水煮青蛙」，表示距離升息的時

點愈來愈近。 

暖 

暖和 歐美暴雪肆虐 衛星天線求救 新復興抱急單 下季暖和。 

冷暖（詞） 鋼鐵市場行情反映投資冷暖。 

暖流 今年來兩岸概念不僅帶動了台股行情，更為回台發行 TDR

 



華語溫度相關多義詞探究與教學應用－以經濟新聞為例 

 174 

的市場增添暖流！ 

暖陽 前二月較去年大幅成長 機械產品出口 見暖陽。 

暖意 
美股收紅看來並未對亞股帶來暖意，今日兩岸三地股市幾

乎全數刷新低點。 

回暖 
如今全球經濟回暖，訂單湧入，企業人力需求急速增加，

使得台資企業面臨缺工問題。 

保暖 iPad 3 訂單挹注 台表科 12 月業績保暖。 

暖化 
國巨、華新科、旺詮營收恐跌一成 但小型化產品需求熱 有

望暖化業績。 

暖身 

台積電昨天宣布，今天起歐、美、日三地展開全球財務說

明會，向國外投資人說明財務與營運狀況，為發行十五億

美元海外公司債暖身。 

暖身秀 整併題材夯 中信金 跳除息暖身秀。 

暖身動作 
央行高層昨表示，人民幣要往前走的話，一定要讓區間擴

大，這是開放「資本帳」之前必須要有的暖身動作。 

暖呼呼 
上月每股盈餘 0-1 元 本月漲盤價、接單及出貨升溫 營運暖

呼呼。 

暖烘烘 

觀光、百貨及金融股上周五率先點火，法人點名看好晶華

（2707）、遠百（2903），金融股則看好彰銀（2801），相關

權證暖烘烘。 

暖洋洋 凱基證券 鋼鐵中概 內需暖洋洋。 

暖暖包 債券基金抗寒 投資級扮暖暖包。 

暖 全台各區今年第三季房市呈現「北冷中溫南暖」的情況。 

冷暖（詞組） 法說多空 聯發科、宏達電冷暖交加。 

暖春 宣告美國房市正式告別寒冬迎向暖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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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屋開工也在開始明顯地彈升。 

暖冬 
IC 設計廠今年第一季可望過個「暖冬」，營運比起往年淡季

不淡。 

暖風 
近期 A 股市場頻吹政策暖風，貨幣政策在公開市場操作和

信貸管理方面進行一系列的微調。 

送暖 
台股上演價量俱揚走勢，加上政策利多送暖，證券股忙收

割。 

轉暖 尷尬境況隨著上世紀 90 年代中國與東協關系轉暖而逆轉。 

取暖 太陽能急凍 認售取暖。 

春暖花開 

他指出，已與大陸溝通無數次，希望能夠儘快談妥兩岸貨

幣清算機制，而目前協商進度已到達「最後階段的最後階

段」，只待大陸的消息，一切就春暖花開，將可直接由人民

銀行供應，較為穩定。 

熱 

炙熱 中國炙熱的經濟體會不會硬著陸。 

熾熱 
今年台股上半年的表現，一反過去兩年首季熾熱、第 2 季

回檔的軌跡，呈現大漲小回的長多格局。 

火熱 
第二季可望是 GDP 成長的底部帶動下，將可望迎來盛夏的

火熱行情。 

狂熱 

通常在景氣狂熱期，好比 2008 年金融海嘯前，也就是全球

通膨再起、新興股市一個月大漲逾 10％的時候，投資人每

逢必問：「我不想貪心年賺 40％、50％，只要安安穩穩賺

20％就好，這樣該投資什麼市場？」 

狂熱期 
等到（市場）狂熱期泡沫破滅，市場崩盤，投資人會先歷

經一段「逢低加碼」期，殊不知只會「越攤越平」。 

慢熱 Windows8 去年 10 月底推出後，雖然一開始有點「慢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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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去年底時看到加溫跡象，期待今年產業能倒吃甘蔗。 

慢熱型 
儘管 Windows 8 尚未發酵，不過 PC 業普遍認為微軟新作業

系統為慢熱型，產品生命周期將拉長。 

熱灶 

陳政元表示，從以往的國壽、台火、宏達電，到近期屢創

新高的大立光，都看出背後有一隻手，藉由拉抬千元股王

的人氣，配合中小型股的輪動，讓台股熱灶不失溫。 

熱況 
在下游補庫存買盤陸續釋出下，各項原料再現全面漲價熱

況。 

熱度 
這股景氣熱度可望慢慢從上游傳遞到下游，到第 4 季達到

最高點，今年悶壞的科技股有機會獲得釋放。 

熱浪 

鋼筋價格超跌，牽動小鋼胚跟跌，目前國內中級胚價格每

公噸跌至 1-55~1-57 萬元，遠低於國際行情，外銷價高於內

銷，引發一波小鋼胚出口接單熱浪。 

熱量 

本周為 2013 年開紅盤的第一周，拜美國財政懸崖危機順利

解除，歐美股市同步大漲所賜，台股加權指數周漲幅為

1-38%，單日成交量再現千億元熱量。 

熱力 營收飆，太陽能股「熱力」足 

熱戰 
全家（5903）再次點燃霜淇淋熱戰，將自明（19）日起在

部分門市推出夏季最受歡迎的芒果霜淇淋。 

熱燄 
在期貨市場方面，台指期昨日開平後進行高檔震盪，但現

貨開盤後點燃多方熱焰，將指數一路拉升至接近 9,530 點。 

加熱 
德律電子拜蘋果新款智慧手機 iPhone 5 及 iPad mini 等產品

的相繼推出，蘋果供應鏈廠商備貨動作加熱。 

預熱 

4K2K 產品在主要的賣場上鋪貨量並不足，尚在預熱階段。

毫無疑問，接下來五一旺季，將開啟更高解析度電視 4K2K

促銷戰，有助友達、群創在 4K 面板出貨提升。 

熱拍 柏金包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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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 
瑞智的全球供應鏈年會，主要往來空調大廠、供應鏈廠均

會派出高層與會，同時為明年的壓縮機下單熱身。 

熱身賽 

2013 年開始，台灣會計準則正式轉換使用 IFRS，KPMG 台

灣所審計營運長游萬淵表示，2012 年雙軌制是「熱身賽」，

現在開始是「玩真的」，新舊制對財報發布的時效與內容，

差異相當大，企業應確定是否已建置完善的財報編制規範

與流程。 

一頭熱 推動東協 RCEP 陸恐一頭熱。 

熱呼呼 
桃園房市熱呼呼，數據顯示，桃園地區今年前 3 季建照核

發戶數已逾 1-3 萬戶。 

熱烘烘 台股熱烘烘，連帶權證市場也活絡起來。 

熱騰騰 

熱騰騰的國際股市氣氛，對台股的「作用力」絕對大於鴻

海、宏達電的利空面，況且鴻海有望與夏普重新議價，對

鴻海也是正面消息。 

熱火朝天 
熱火朝天的勞作場景和紅火的燈籠，烘托出濃郁的節日氣

氛。 

熱 
日 KD 高檔持續鈍化，均線呈現多頭排列，月線乖離率約

2-21%，目前看來沒有明顯過熱的情況。 

熱鍋 一路發 台指期拉高結算熱鍋。 

炒熱 
孫明德表示，美國若實施 QE3，將對全球金融市場注入資

金動能，短期將炒熱股市。 

熱炒 

網家上周在法令題材熱炒下，連續爆量長紅，法人買多於

賣，5 日股價回檔，本周將公告 8 月營收，業績題材有機會

帶動下波表現。 

轉熱 

受惠第 4 代行動通訊（4G）趨勢及大陸布局，基地台出貨

明顯增溫，伺服器也在雲端概念帶動需求，相關印刷電路

板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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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轉 志超雙引擎熱轉 業績燙。 

熱唱 開盤熱唱 台指期後場噤聲。 

熱燒 
四大期指今日以電子期較強，由於電子股占大盤成交比重

持續回升，在 CES 題材持續熱燒下，電子期也相對有表現。 

發熱 

F-茂林表示，今年兩大成長動能來自 LED TV 用導光板及

鍵盤用導光板，TV 用導光板已由第 2 季升溫，鍵盤用導光

板將於下半年開始發熱。 

燙 

燙 滬土地拍賣 起標價狂飆 房市愈打愈燙。 

滾燙 
步入 7 月，這個被稱為「最難就業年」的最旺就業季正悄

然淡去，但就業和擇業的話題依舊滾燙。 

火燙 
證所稅調降預期，加上外資開始回補台股，連九日買超上

櫃市場，搭配內資買盤力挺，中小型股人氣、買氣火燙。 

火燙燙 
人民幣匯升 特力巨量揚 中概通路火燙燙 弘帆、潤泰全臉

紅紅。 

燙手 

師大商圈門牌是大安區，雖非大安區最精華地段，但因文

教氣息濃厚，區域內住戶結構穩定，因此成為台北市內房

市交易的燙手區。 

燙手山芋 

金管會周二（27 日）才丟掉一個燙手山芋，沒想到才 2 天，

檢調的搜索行動，讓金管會再度面臨危機處理，賣掉國華

人壽的 883 億元是全民買單。 

燙傷 
如果未細觀察各行業的競爭和市場占有率的動態變化就貿

然投入，反被消費熱潮燙傷的機會仍然不容忽視。 

燙金 

喬立月河（建案名稱）便利繁華的生活腹地，包括遠百愛

買、東海商圈等七大商圈，澄榮總醫療體系、加上中科的

就業市場，讓喬立月河中港路的「燙金」門牌價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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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燙 
今年 12 月天氣冷颼颼，外加雨下不停，讓許多民眾窩在家

不想出門，網購業者商機暴增，天愈冷，業績愈發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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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者問卷範例（附件 3） 
語言中，為達語言經濟原則，「一詞多義」現象非常普遍。若要嚴格細分，

則可分為(1)多義詞(2)同形同音異義詞。下列詞語，分別有 A、B 兩個例句，

兩個例句「」中的目標詞語，您認為意思完全相關請圈 5；部分相關請圈 3；

無關請圈 1，您無須寫下原因，只要圈選即可。另外，若是您認為有其它介

於 1-5 之間的級數，請於其它一欄寫下級數（例：2、4）謝謝：D。請看範

例： 

 

黑暗：(A)請把燈打開，屋裡太「黑暗」了，我看不清楚。 (B) 老公突然過

世，李小姐一個女人要帶三個孩子，她覺得未來一片「黑暗」。--> 5 [3] 1 （用

黑色來比喻未來前途無光，沒有希望的樣子。故選 3） 

 

藍色：(A)「藍色」的天空搭配綠色的草地，令人心曠神怡。 (B) 明天又是

「藍色」星期一！是一周裡，不少上班族最不想面對的一天。--> 5 3 [1] （藍

色星期一翻譯自 blue Monday 與藍色無關。故選 1） 

 

問卷開始98： 

冰點 
 美國所有州的氣溫均已降至「冰點」或以下。 

 徐旭東與馬政府關係降至冰點。 

○5，完全相關 

○3，部分相關 

○1，無關 

○其他 

 

 

 

 

 

 

 

 

 

 

 

 

 

 

                                                
98

 囿於篇幅所限，加上母語者問卷中的例句半數已誠如附件 2 所示，剩餘半數為本文參

考《教育部辭典》、《漢語大詞典》等辭典所列之溫度相關詞本義例句，故於此不再展

示，僅以「冰點」為例，其餘詞例皆如「冰點」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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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習者問卷（附件 4） 
此问卷为「汉语多义词学习策略」的问卷，请您依照您个人的经验、想法填 

答即可。 

This survey is aimed to research how do Chinese learner use learning strategies  

to learn Chinese polysemy. Please follow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opinion  

to fill in the blanks. Thank you.  

(什么是多义词：「红」在汉语可以说「那条裙子是红的」、「那个歌手很红」， 

前句的「红」指的是颜色的红色，后句则指受欢迎；「hot」在英文可以说「The  

weather is hot.」、「That woman is hot.」，前句的「hot」指的是温度高给人的 

感觉，后句则表示性感。这些都是多义词的例子。) 

(What is polysemy:  

In Chinese we can say “The skirt is red.’’ , “The singer is red.’’ (in Chinese) “红 

to be red’’ in first sentence is really red in color. However, “to be red’’ in  

second sentence means “The singer is popular.’’ So, in Chinese, “红 to be red’’  

is a polysemy. The same example in English is “The weather is hot.’’ and “That  

woman is hot.’’ ) 

  

1. 您在学习汉语多义词时，曾用过下列词汇学习策略吗？用过的话，请打 v 

Have you used these strategies below when learning Chinese polysemy?  If you  

have used it please mark it.   

○辞典翻译 using dictionary to translate  

○跟母语比较 comparing new word with native language  

○跟本义比较 comparing new meaning with original meaning （例：出 out杰

出 outstanding） 

○图片联想 using picture to associate with meaning  

○在语境中理解词义 guessing meaning in context  

○用语素推知词义 using morpheme to guess meaning （例：汉「语」英「语」、

日「语」、法「语」） 

 

2. 在您的学习经验中，您的老师在教汉语多义词时，曾经用过以下策略吗？

用过的话，请打 v 

In your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had your teacher used these strategies  

below to teach Chinese polysemy? If he/she had used it, please mark it.  

○辞典翻译 using dictionary to translate  

○跟母语或英语比较 comparing new word with your native language or English 

○跟本义比较 comparing new meaning with original meaning （例：出 out杰

出 outstanding） 

○图片联想 using picture to associate with meaning  

○在语境中解释词义 using context to explain meaning   

○用语素解释词义 using morpheme to explain meaning （例：汉「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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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日「语」） 

 

3. 您认为「跟本义比较」的学习策略或词义解释方式，对您的中文多义词学

习有帮助吗？ 

Do you think that “comparing new meaning with original meaning’’ is a helpful  

way in learning Chinese polysemy? 

○非常有帮助    ○有帮助    ○普通    ○没有帮助    ○非常没有帮助 

 

4. （承上题）您认为「跟本义比较」的学习策略或词义解释方式对您的多义

词学习有何具体帮助？ 

(from previous question) In your opinion, using the strategy(comparing new  

meaning with original meaning) is helpful at _____?  

○长期记忆词汇 memorizing new word for a long period    

○短期记忆词汇 memorizing new word instantly 

○精确使用词汇 using vocabulary more precisely 

○发展相关的新词汇 creating other related word 

○其他（可用英语写）：           other（you can write in EN）:                 

  

5. 您认为「本义连结」的学习方式，应该于教学过程中的什么时候被展示？ 

In your opinion, when should the strategy(comparing with original meaning) be  

used during teaching a new lesson? 

○解释新词汇的时候 when explaining new word  

○练习词汇的时候 when practicing vocabulary 

○解释课文的时候 when explaining text  

○其他（可用英语写）：           other（you can write in 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