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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             
跨文化分析與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字：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跨文化、教學應用 

本研究以跨文化視角比較同屬東方文化下、以集體主義和高語境文化為

主的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綜觀過去研究，探討集體與個體主義、高語境與低

語境文化的文獻主要針對東、西方的差異，缺乏同屬東方或西方文化範疇下

不同國家的對比研究，例如中文與日文。而廣告可視為文化的載體，在廣告

媒體中，電視廣告的使用最為廣泛，然而國內電視廣告研究多從廣告學與行

銷視角出發，缺乏語言學層面的分析；西方研究廣告語言的文獻多著眼於廣

告中零散的詞句，未將廣告視為一完整的語篇剖析整體。再者，電視廣告語

篇研究未曾出現將結構、形式與訊息結合之文獻，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中日電

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之跨文化分析。 

本研究語料取自2012年九月至2013年一月的台灣無線及有線電視台與

日本廣告頻道網站，質化與量化之分析結果顯示，中日電視廣告語篇偏好使

用不同的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中文電視廣告偏好「說理式」，

以直接與產品相關的訊息或產品名稱開頭，闡述產品「使用功效」、「產品特

點」等訊息策略，不重視情境脈絡，較傾向低語境文化特色，需要精準無誤

的言語表達，對語境的依賴程度低，亦著重交際主體；日文電視廣告除了「說

理式」以外，亦經常出現「情感式」使用與產品無關的訊息展開廣告，發展

出敘事或戲劇，結合音樂、歌曲呈現「觀眾生活」訊息策略中的特定語境，

符合高語境文化特徵，不重視外顯的口語訊息，重要訊息通常表現在時空、

情況、與關係等情境線索，亦著重交際客體。 

本文最後歸納研究結果，針對日籍學習者聽說課中的文化教學提供教學

資源和教學建議，期能將中日跨文化知識實際運用於第二語言教學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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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Chinese/Japanese,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 discourse, cross-culture,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Based on a cross-cultural point of view, this study compares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both of which are featured collectivism 

and high-context culture in the oriential cultural background. Research o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and high-context and low-context culture, 

mostly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lacks of 

the comparision between two languages us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belong to 

the same cultural region, like Chinese and Japanese. Furthermore, 

advertisements can be seen as reflection of culture, while television advertising 

is the mainly used form in all types of advertising. However, research o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in Taiwan has dealt with the issues in respect of marketing 

or the nature of advertisements. Th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has been left untouched. At the same time, western research on 

language usage in advertising has mainly emphasized on segments of phrases or 

sentences, and has never viewed its advertisements as a whole and examined 

under a complete discourse.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categories, forms, and message strategi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and to make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Corpus used in this paper was collected from cable television and terrestrial 

television network of Taiwan, as well as Japanese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 

archives on-line. According to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i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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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demonstrates distinctive preferences for structural categories, forms, and 

message strategies in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both in Taiwan and Japan. 

Chinese advertisements fall right into the category of “reason advertising,” 

which begins with product-related information or the name of the product,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and “feature” of the product. This type of message 

strategy puts it main emphasis on the precision of the language instead of on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refore, Chinese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show 

characteristics of a low-context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in Japanese 

advertisements, not only “reasoning” but also “tickling” are observed. This type 

of strategy often incorporates non-product related messages, such as narrative, 

drama, and music, with the advertisements, in which a kind of “lifestyle” is 

created. This feature implies that less prominence is given to language itself in 

Japanese advertisements, while important messages are usually delivered 

through contextual clues, such as time and space,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 

This finding indicates Japanese advertisements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a 

high-context culture. 

The commonly used structure of discourse and formula of message strategy 

found in Chinese advertisements will be pointed out in the end of this stud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eaching suggestions on culture will be given to 

Japanese-speaking Chinese learners, in hope of improving their comprehension 

ability on cross cultur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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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環境，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無不受文化的影響，並隨

文化的變化而變化（Hall，1959）。文化為人類特有的一種社會現象，然而

每一個民族皆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沒有兩種文化是完全相同的，透過跨文化

分析，能幫助了解不同文化的歷史脈絡、文化的共性與特性。目前研究文化

議題的跨文化對比文獻主要分為集體與個體主義（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high-context and low-context culture）

兩個方面，說明東、西方文化差異。 

集體主義強調團隊的價值與群體的和諧，個人目標須服從整體目標，集

團內部強調相互合作和互惠關係，因此集體的重要性高於個人，個人與集體、

社會聯繫緊密，相互依賴程度強；而個人主義強則調個人的獨特性及重要性，

強調自我權利和成就，崇尚自由、平等、競爭，因此個人目標比集體目標重

要，個人與集體、社會的關係鬆散，相互依賴程度弱。此外，集體主義價值

取向文化的人比個體主義價值取向文化的人更傾向於間接表達（Hofstede，

1984；Triandis，1990；連淑能，2002；廉運傑，2006）。 

另一方面，在高語境的文化中，不重視外顯的口語訊息，重要訊息通常

表現在時空、情況、與關係等情境線索，對語境的依賴程度高，並高度強調

和諧，有使用模棱兩可的語言傾向。說話者會不知不覺地依賴他人和交際環

境，因此習慣簡化、縮短語言資訊，而不是詳細說明；聽話者亦須透過猜測、

擴展、檢視語境才能完整詮釋訊息，對微妙的環境提示相對較為敏感；低語

境文化則相反，一般較不重視溝通的情境脈絡，重要訊息通常由外顯的口語

表達顯現，需要精準無誤的言語表達，對語境的依賴程度低，並重視自我表

達。說話者需注意如何組織完備的訊息，提高傳送的技巧；而聽話者對於語

境和非語言訊息的線索較無意識，須依靠語言本身達到交際目的（Hall，1976；

Ishii and Bruneau，1988；Samover et al.，1998；許力生，2006；張紅玲，2007；

賈玉新，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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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文和日文皆以集體主義為主，且在高低語境軸線上的定位為最偏向

高語境文化的兩種語言，在禮貌、稱呼、寒暄、致謝道歉及委婉語等方面的

語言使用卻有所差異（光井祐介，2010；魯寶元，2005）。魯寶元（2005：

263-285）闡述，日本人認為華人說話過於直接而難以接受，因日語表達含

蓄、謙遜、客觀、委婉，相較之下，華語顯得較直接、自信、主觀色彩濃厚。

王輝（2003：74）亦認為中文為較明確，日文較為模糊，可見中日的語言和

文化仍具有些微差異。此外，中日文化在交際時的主、客體意識著重點亦不

相同，中文的主觀情感使傳統思維帶有濃厚的主體意識（連淑能，1993；潘

文國，1997），日文則是站在客體、亦即對方的立場上考量問題和說話（蔣

麗華，2006），並具有省略「我」（主體）的無我意識（我なし），只重視聽

話者而非說話者（何明清，2005）。儘管如此，中日跨文化對比研究的文獻

卻相對缺乏。 

除了口語溝通具有文化差異以外，廣告亦具有文化差異。廣告為現代社

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視為文化的載體，承載著一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

生活型態、道德觀念、行為模式、與人際關係。廣告與文化的關係緊密，學

者們亦經常使用集體與個體主義詮釋東、西方廣告差異（Belk et al.，1985；

Belk et al.，1987；Cheng and Schweitzer，1996；Mueller，1987；Mueller，

1992；Zandpour et al.，1992），或以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說明亞洲與歐美傳

播媒體語言之不同，例如亞洲傳播媒體較少使用語言訊息，多利用間接和非

語言線索，歐美的傳播媒體則傾向使用直接的語言文字訊息（Di Benedetto et 

al.，1992；Frith，1996；Korzenny et al.，1992；Zandpour et al.，1992），由

此可得知廣告為跨文化研究的熱門焦點。 

廣告的定義為「廣告主利用傳播媒介與消費者溝通，其目的為說服視聽

眾之購買行為」，具有資訊（informative）、說服（persuasive）和提醒（reminder）

三種功能（李孟麗、徐村和，1998）。而電視是使用最廣泛、成長最快速的

廣告媒體（Sharp et al.，2009），電視廣告為一種「語篇」（discourse），受到

語言結構、生活型態和日常溝通行為的影響，為「文本和語境的綜合體」

（Cook，2001）。廣告語篇代表的是整個文化版圖，廣告品牌名稱、商標、

標語、廣告詞早已成為現代人心理百科中（mental encyclopedia）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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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sley and Danesi，2002），然而國內電視廣告的研究多從廣告學與行銷

學角度出發，西方研究廣告語言的文獻則鮮少將語篇視為整體來分析，因此

本研究將探討電視廣告語篇的語言層面。 

欲探討電視廣告語篇，首先須將電視廣告拆解成更小的結構類目，觀察

廣告運用何種語篇形式及訊息策略與視聽眾進行對話。西方電視廣告語篇結

構的概念最初出現在 Simpson（2001）的研究中，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則延伸 Simpson（2001）的研究，將廣告語篇結構拆解成

「開場」（prologue）、「陌生元素」（foreign element）、「闡述」（exposition）、

「發展」（development）、「結語」（epilog）、「標語」（slogan）、「商標」（logo）

等七項結構類目。而將不同的結構類目組合在一起，會影響電視廣告語篇的

表現形式。廣告表現形式可分為「說理式」（reason ads）和「情感式」（tickle 

ads）兩種類型（Bernstein，1975），然而說理式和透笑式廣告並非完全對立

的語篇形式，而是一個動態之連續面（Simpson，2001），因此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將西班牙電視廣告結構類目和其他元素結合，歸類出

九種電視廣告表現形式。 

而廣告訊息指的是廣告的主題與內容，可以圖像、文字、影音等方式呈

現，以主題為中心建立有系統的廣告素材，作為該商品的廣告策略，以利視

聽眾記憶並進而被說服成為消費者（樊志育，1991）。廣告訊息策略有的強

調廣告的說服效果，說明產品性能、價格與實用性（Myers，1994），有的

則帶給人們承諾和希望，賦予個人聲望、健康、快樂、社會價值以及更美好

的生活，使真正的說服目的以非正式的形式出現（El-daly，2011）。綜上所

述，電視廣告語篇研究未出現將結構、形式與訊息結合之文獻。 

此外，電視廣告的語言真實自然，能讓學習者接觸不同於課本的真實語

言，廣告的幽默與創意亦能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且廣告中反映的

社會現象與文化內涵，更是學習目的語文化的重要途徑（韓彤宇，2009）。

在跨文化交往中，學習者首先最需要的能力即聽說技能，因為聽和說皆是以

口語為媒介的交際方式。本文希冀透過對比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跨文化差異，

引發學習者對比中日文化，並在聽說課中運用中日電視廣告作為真實材料，

提供交際文化與知識文化的教學設計，以利教師幫助學習者使中日電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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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篇中的跨文化訊息轉換成學習者的跨文化意識或跨文化交往能力。 

總結而言，前人研究的不足之處主要有三。首先，過去探討集體、個體

主義與高、低語境文化的文獻主要針對東、西方的差異（Davis，2001；Ishii 

& Bruneau，1988；Samover et al.，1998；Ting-Toomey，1988；Triandis，

1990；何兆熊，2000；耿有權，1998；畢繼萬，1996；連淑能，2002；黃芳、

顧定蘭，2012；關世杰，1995；顧曰國，1992），而忽略東方文化或西方文

化中亦包含不同國家的文化，因此缺乏同屬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範疇下不同

國家的對比研究，例如同屬於東方文化中的台灣與日本。其次，國內電視廣

告研究多從廣告學與行銷視角出發（王宣燕，1991；唐維敏，2002；徐振傑，

2004；秦家琇，2002；許惠婷，2008；陳芯儀，2009；蕭卉婷，2008），缺

乏語言學層面的分析，而西方研究廣告語言的文獻則多著眼於廣告中零散的

詞句（Barthel，1988；Cook，1992；Geis，1982；Goffman，1976；Harris，

1983；Kress，1987；Lakoff，1982；Myers，1994；Pateman，1983；Redfern，

1982；Tanaka，1994；Thornborrow，1994；Vestergaard and Schroder，1985；

Williamson，1978），鮮少將廣告視為一完整的語篇剖析整體語篇結構。最

後，電視廣告語篇研究未出現將結構、形式與訊息結合之文獻，因此本研究

欲探討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之跨文化分析，並

將研究結果應用至以日籍學習者為對象的華語文化教學。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從跨文化視角比較同屬東方文化下、以集體主

義和高語境文化為主的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探討其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

息策略之異同。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問題可條列如下： 

1.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結構類目是否具跨文化差異？ 

2.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表現形式是否具跨文化差異？ 

3.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訊息策略是否具跨文化差異？ 

透過探究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期能補足研究缺口，進行同屬東方文化

範疇之下的中文與日文之跨文化對比，將電視廣告視為一完整語篇，進行語

言學層面之分析，結合語篇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並將上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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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應用至以日籍學習者為對象之華語教學，設計文化教學教案。 

1.2 名詞釋義 	  
1. 語篇（discourse） 

本研究指的語篇為傳播學者Watson與 Hill（1995：57）所定義之「一

種  語言運用的形式、模式、或類型」，在傳播範疇中反映其對社會、經濟、

政治與文化脈絡下所呈現的語言與風格之選擇，分析焦點在於語言的呈現，

而分析的單元則為相關語言學上的各個要素。 

2. 廣告主（advertiser） 

廣告主指的是出錢，刊播廣告的個人、機構或企業（陳尚永，2010：13）。 

3. 媒體（media） 

根據陳尚永（2010：163），媒體指報導新聞、提供消息、刊播廣告的媒

介物。包括傳統四大媒體（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新興網路媒體（如

電子郵件、公司網站、入口網站、拍賣網站、即時通訊、部落格等）及另類

媒體（如交通工具、戶外看板等）。 

4. 視聽眾（audience）	 

視聽眾為接受廣告訊息的個人，又稱為閱聽眾、消費者（陳尚永，2010：

15）。本研究統稱視聽眾。	 

5. 文案（copy） 

文案指平面廣告裡的文字或電子媒體廣告裡的字幕、旁白、獨白與對

話。 

6. 類目（category）	 

類目為反映語料某一特徵的內容項目，例如本研究中的電視廣告形式可

分為「說理式」、「混合說理式」、「混合式」、「混合情感式」、「情感式」五種

類目。在內容分析法中，為針對傳播內容做客觀、系統、定量的描述，將分

析內容擬定類目作為分析單位，並加以計量已達到準確的要求（游美惠，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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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語境（context）	 

在本研究中提及的語境，分為語內語境及語外語境兩種。本研究在說明

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時，所指的語境包含交際時說話者與聽話者雙方的共識、

情景知識、百科知識（常識）或文化知識，較偏向語外語境；而在討論電視

廣告語境時，涉及結構、形式及訊息等上下文的語篇知識，較偏向語內語境。 

1.3 研究範圍與架構 	  
電視廣告可分為品牌廣告（如食品、家電）、企業廣告（如 7-ELEVEN、

中國信託）、零售店廣告（如電視播出的地方廣告）、直接反應式廣告（如來

電購買商品）、企業間廣告（廣告對象為企業或機構）、非營利廣告（如醫院、

學校、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的廣告）、公益廣告（如拒抽二手菸廣告）等廣

告類型（陳尚永，2010）。本研究針對品牌廣告和企業廣告進行探討，因在

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廣告裡，此二項廣告出現最為頻繁，提供影響層面更廣泛

的廣告訊息，並且此兩種廣告的溝通意圖明顯，希望透過媒體傳遞商品訊息，

目的是要說服閱聽眾以獲得商業利益。而電視廣告中聲音與影像的結合，是

電視媒體的獨特表現技巧，且最好的影音組合能創造「1+1>2」的說服效果，

為不可分離的兩個部分（陳尚永，2010），因此本研究涵蓋中日電視廣告聲

音（audio）和影像（video）部分，聲音包含廣告主角對話、獨白、旁白、

音樂等，影像包含場景、演員、動畫、字幕等。 

本文的中文電視廣告因取自台灣的有線和無線電視台，廣告中經常出現

台語，而本研究旨於探討電視廣告的語篇結構、語篇形式與訊息策略，不著

重於細部的語言形式，且台語亦為台灣的代表文化之一，因此本文的研究語

料亦收錄包含台語的中文電視廣告。 

本文第一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目的與待答之研究問題，介紹名詞

釋義以及研究範圍與論文章節架構。第二章評述與本研究相關之中西研究成

果。先從文化研究觀點討論集體與個體主義文化以及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概

念；其次說明廣告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介紹廣告概述；最後探討電視廣告語

篇，聚焦至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說明語料

來源與蒐集程序，並提出語料分析步驟和類目歸類範本。第四章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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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本研究兼顧質化與量化研究，統計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

之各項數據，進行研究問題之中文、日文、與跨文化對比結果，並針對研究

待答問題提出回答。第五章為教學應用，以上述研究成果為基礎，設計文化

教學課程範例，並提供教師可利用的電視廣告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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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文化概述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環境，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無不受文化的影響，並隨

著文化的變化而變化（Hall，1959）。文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

稱為大 C文化（Camilleri，1986），認為文化為人類的特徵，反映人類與自

然界任何差別的特點皆可包括在文化範疇之內，並細分為物質、社會制度組

織、科學與藝術、語言與其他交際系統、習俗與行為模式、價值系統六個層

次。此概念將文化作為人類有別於自然界的特徵來研究，強調文化與自然的

對立（王振亞，2005：5）。 

狹義的文化亦稱作小 c文化。根據 Tylor（1920）的觀點，文化為「人

作為社會的一員所習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及其他

能力與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此概念強調人類生活的精神方面和文化須透

過習得，而非遺傳而來，即「一個人類群體的生活方式」（Camilleri，1986）。

由此可見，文化決定了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達的方式以及感情流露的方式、

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解決問題的方式等，以深刻、微妙的方式影響人們的

行為（Hall，1959）。 

王振亞（2005：7-8）指出，文化具有以下五點特性，包含（1）文化是

人類獨有的；（2）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3）文化是民族現象；（4）文化有

歷史繼承性；（5）文化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綜上所述，文化為人類特有的

一種社會現象，然而每一個民族皆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沒有兩種文化是完全

相同的，透過跨文化對比，能幫助了解不同文化的歷史脈絡、文化的共性與

特性。目前研究文化議題的跨文化對比文獻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分別為集體

與個體主義、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接下來將詳述此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 

2.1.1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  

中外研究文化的文獻常利用 Hofstede（1984）所提出的集體主義與個體

主義價值取向概念詮釋東、西方文化差異，說明東方傾向集體主義文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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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傾向個體主義文化（Triandis，1990；連淑能，2002；廉運傑，2006；

關世杰，1995）。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由東、西方的歷史脈絡承襲而來，中

國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倫理道德修養，追求社會秩序安定和諧，宣導仁愛、

寬容、義務、奉獻，重宗法人際，輕個體人格，注重「群己合一」，突出社

會的人格，把個體看作是群體的分子或角色，因此宣導的是集體主義。而西

方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所提倡的人文主義則宣揚人性，反對神性；要求人權，

反對神權；主張個性解放，反對宗教桎梏；注重個體的人格，從個體去看群

體，認為群體應以個體為單元和基礎，主張的是個體主義。（連淑能，2002：

42） 

綜合各方學者文獻，整理出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特徵共有四點，分別為

（1）價值取向；（2）思維模式；（3）敘述邏輯；（4）社會格局，如表二-1。 

表二-1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特徵整理 

	 集體主義	 個體主義	 

1. 價值取向	 強調團體意識、合作互惠

相互依賴程度高	 

強調個人成就、自由平等相互

依賴程度低	 

2. 思維模式	 儒家文化、由整體到個

體，天人合一、知覺思維	 

科學文化、由個體到整體，理

性、邏輯、線性思維	 

3. 敘述邏輯	 詳細說明、最後破題、歸

納式	 

開門見山、一語道破、演繹式	 

4. 社會格局	 等級差序的社會格局、人

際關係不對、區別自家人

與陌生人	 

平行對稱的社會格局、人際關

係對稱平等、嚴格區分自我與

他人	 

 

以下將分別詳述此四項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特點。 

（1）價值取向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衡量個人與集體聯繫為鬆散抑或緊密的一個尺

度。在核心價值取向方面，集體主義文化注重群體的和諧，強調團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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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合作和互惠關係，因此集體的重要性高於個人，個人與集體、社會聯繫

緊密，相互依賴程度強；而個人主義文化強調的是自我和個人的成就，崇尚

自由、平等、競爭，因此個人目標比集體目標重要，個人與集體、社會的關

係鬆散，相互依賴程度弱（唐德根、歐陽麗萍，2006；廉運傑，2006）。 

（2）思維模式  

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的思維模式亦不同，集體主義思維具有整體性、

意象性、求同性等特點，擅長觀物取象，形象思維通過自我體認形成心中的

意象；不重視語言的邏輯分析，而注重語言所指稱的抽象意義或本體意義；

不善於運用抽象語言，而擅長於形象語言，用形象的方法表達抽象的事物。

例如傳統的中國哲學受儒、道思想影響極大，認為天人合一，自然界和人是

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整體，宇宙間萬事萬物皆非絕對的，以此為出發點，

中國人把事物放在統一和整體的結構之中，追求事物的平衡穩定，其思維模

式以辯證、整體為特點，對環境中的事物統而攝之，追求和諧與辯證（連淑

能，2002；關世杰，1995）。 

而個體主義思維具有分析性、實證性、求異性等特點，側重於事物的要

素、結構，主張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重視語言的作用，把語言作

為思維的工具，認為必須借助語言才能把概念具體化。例如西方文化中人與

自然之間的界線分明，即使是表達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感受，人的思想仍然是

客觀、推理性的。受此影響，西方的思維模式以邏輯、分析、線性為特點，

強調感官所提供的原材料、並把理性原則應用於這些材料，使其成為有規則

的、自我連貫的整體（連淑能，2002；關世杰，1995）。 

（3）敘述邏輯  

語言既是思維的工具亦是思維的軌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思維習慣

和思維特點，必然會以語言形式表現出來。中國的文化傳統較為強調大局，

由總體到個體，此種思路在敘事的過程、時間與地點的表述、姓與名的排列

上體現為由大到小，由整體到局部，由一般到特殊的順序。而英、美文化則

較為強調個體因素，看問題的角度往往由小至大，由個體到整體，對上述問

題的表述習慣剛好相反（葛麗蓮，2004；蘇慰凰，2002）。因此，漢語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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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結構呈現頭重腳輕的倒三角形前置性擴展機制；而英語的句子結構則為頭

輕腳重的正三角後續性規律。亦即，漢語習慣將所要敘述的部分一一交代周

詳，最後才點出話語的中心，給讀者「豁然開朗」之感；而英語習慣開門見

山，一語道破之後再把敘事部分一點一點的交代（蘇慰凰，2002）。 

（4）社會格局  

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文化中的社會格局亦有所不同，以群體和等級為中

心的東方人際關係是一種互補（complementary）與垂直（vertical）的關係，

服從長輩和上級、尊重他人的觀念較深；而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人際關係則

是一種對稱（Symmetrical）和水平（horizontal）的關係，眾生平等、不分

高低（白純，2003；陳國卿，2001）。此種社會格局的差異亦影響了東、西

方人們的心理距離，中國人把自己和所謂自家人視為一體，以區別於自家人

以外的其他團體和陌生人；美國人則嚴格區分自我與他人，包括其家人，說

明東方人的自我與他人的心理距離比西方人來的小。 

上述為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主要差異，下一小節介紹高語境與低語境

文化的不同。 

2.1.2 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  

起初 Hall（1976）從溝通的角度，根據資訊由語境或編碼表達的程度，

把文化歸納成高語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與低語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並提出兩種交際類型，為高語境交際（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與低語境交際（low-context communication）。他根據各種文化中佔優勢和主

導地位的交際活動方式，將不同的文化定位在一個座標軸上，軸的兩端分別

是最典型的高語境與最典型的低語境，由高語境至低語境排列依序為日本、

中國、韓國、美國非裔、美國本土、阿拉伯、希臘、拉丁、義大利、英國、

法國、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德國、瑞士，如圖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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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 各國文化之高低語境排序 

（資料來源：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1998). 

CommunicationBetween Cultures. Belmont, CA : Wad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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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研究文化的學者經常引用此概念詮釋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儘管沒

有哪一種文化處於坐標的端點，仍可將文化大致分為高語境文化與低語境文

化兩類。大部份亞洲文化以及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被視為高語境文化，

美國及多數北歐文化屬於低語境文化（許力生，2006）。高語境與低語境文

化特徵差異反映在（1）語言編碼；（2）訊息收發；（3）與集體、個體主義

的搭配上，整理如表二-2。 

表二-2 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特徵整理 

 高語境文化  低語境文化  

1. 語言編碼 重視時空、情況、與關係等

情境線索，對語境的依賴程

度高、對情景提示較有意

識，使用模棱兩可的語言、

高度強調和諧 

重視外顯的口語訊息，對語

境的依賴程度低、對情景線

索較無意識，使用精準無誤

的語言、高度重視自我表達 

2. 訊息收發 以聽話者為中心 以說話者為中心 

3. 與集體主

義、個體主

義的搭配 

集體主義取向、屬於場依附

型 

個體主義取向、屬於場獨立

型 

 

（1）  語言編碼  

在高語境的文化中，不重視外顯的口語訊息，重要訊息通常表現在時空、

情況、與關係等情境線索，對語境的依賴程度高，並高度強調和諧，有使用

模棱兩可的語言傾向。因此高語境文化裡的真正意義是被感知的，語言使用

的作用較小，僅有微小部分存於傳遞的訊息中，人們對微妙的環境提示相對

較為敏感，交流中要用心體會言外之意與話外之音，即「可意會不可言傳」。

例如中國傳統文化屬於高語境文化，人們交流時許多資訊並非透過語言清楚

傳遞，而是蘊涵在社會文化環境和情景中，或內化與交際者的心中，因此溝

通的語碼負載較小的訊息量，此種文化特徵形成中國人間接含蓄、委婉的交

際風格，且對沈默較為推崇（Hall，1976；Ishii and Bruneau，1988；Sam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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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1998；許力生，2006；張紅玲，2007；賈玉新，1997）。 

另一方面，低語境文化則相反，一般較不重視溝通的情境脈絡，重要訊

息通常由外顯的口語表達顯現，需要精準無誤的言語表達，對語境的依賴程

度低。因此在低語境文化中，人們更常依靠語言本身達到交際目的，在溝通

過程中習慣直接了當、開門見山，把所有要溝通的資訊都用明白無誤的、可

編碼的文字語言傳達出去，常常沒有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意義，並且高度重視

自我表達。例如美國為低語境文化的代表，人們在交際過程中所產生的信息

量大部分由顯性語碼負載，只有少部分的資訊蘊涵在隱性環境中。人們習慣

用言語本身的力量進行交際，強調步驟清晰，意義明瞭，傾向直接和明示，

需要明確的陳述並對非語言表達形式的理解甚微，此種文化特徵形成美國人

直接的交際風格，且認為沉默為一種無禮的表現（Hall，1976；Ishii and 

Bruneau，1988；Samover et al.，1998；許力生，2006；賈玉新，1997）。 

熊學亮（1999）針對高語境文化依賴語境的原因提出解釋，許多在低語

境文化中必須用明示語言表達的資訊，由於長期反復地在類似或相同的語境

裡出現，和某一語境形成固定的聯繫，成為特定語境「知識草案」和「心理

基模」的組成部分，即語境化了；同時，語言承載的資訊增加，更多語境資

訊通過「語法化」進入語言。而所謂「語法化」指的是原先動態的「形式和

意義」或「形式和功能」關係，在語言的使用過程中，逐漸靜態化或固定化

的過程，此時語言使用者之間，對這種固定關係已達成某種程度上的默契。 

（2）  訊息收發  

對高語境文化中的說話者來說，會不知不覺地依賴他人和交際環境，希

望對方通過少量的言語資訊能夠猜到自己所要表達的意義，導致說話者習慣

簡化、縮短語言資訊，而不是詳細說明；對於高語境文化中的聽話者而言，

須透過猜測、擴展、檢視語境才能完整詮釋訊息，因此高語境文化中的交際

經常以聽話者為中心，認為聽話者在理解資訊或意義時即承擔責任（Davis，

2001；Hall，1976；Ishii and Bruneau，1988）。 

而對低語境文化的說話者來說，需注意如何組織完備的訊息，提高訊息

來源的可信度與傳送訊息的技巧；低語境文化中的聽話者對於語境和非語言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5  

訊息的線索較無意識，因為大部分訊息皆處在傳遞的訊息中，以便補充語境

中丟失的部分，因此低語境文化中的交際經常以說話者為中心，認為說話者

應對交際成功與否負責，並將要表達的語義清楚傳達，若聽話者對詞語含義

不清楚或未完全理解，可要求說話者再次說明（Davis，2001；Hall，1976；

Ishii & Bruneau，1988）。 

（3）  高低語境與集體主義、個體主義的搭配  

許多研究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的文獻指出，高語境文化為集體主義取向；

而低語境文化為個體主義取向。亦即，在集體主義文化中，高語境交際居主

導地位；在個體主義文化中，低語境交際居主導地位（Ting-Toomey，1988；

胡文仲，1999）。  

Samovar（1998）亦揭示，高語境文化中的行為模式為場依附型（field 

dependence），人們較喜歡和別人一起工作，在群體意識上尋求指導和回報，

且更善於從宏觀上觀察事物，把事物當成一個整體來看，而崇尚集體主義的

中國即屬於場依附型。低語境文化的行為模式則傾向於場獨立型（field 

independence），人們喜歡單獨作戰，希望透過競爭而獲得回報，且更善於剖

析問題，把部分和整體區別開來，集中於問題或事物的某一部分而不受其他

事物的干擾，而強調個體主義的美國即為場獨立型（陳國卿，2001）。 

總結而言，過去文獻探討集體、個體主義與高、低語境文化主要針對東、

西方的文化差異，而忽略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中亦包含不同國家的文化，因

此文獻中缺乏同屬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範疇下不同國家的對比研究。例如同

屬於東方文化中的台灣與日本，皆偏向於集體主義和高語境文化，語言的表

達與使用仍然具有些微差異，下一小節將詳細說明。 

2.1.3 中日文化特徵  

語言既是思維的工具亦是思維的軌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思維習慣

和思維特點，必然會以語言形式表現出來。儘管中文和日文皆以集體主義為

主，並且日文和中文在 Hall（1976）高低語境軸線上的定位為最偏向高語境

文化的兩種語言（見圖二-1），不同文化背景的語言使用和文化表現必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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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同。 

以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來說，中文和日文皆為集體主義的代表，中文受

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自然界和人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整體，因而形成

集體主義文化，習慣使用整體性的思維方式，注重集體利益，集體歸屬感較

強。人與人交往時會考慮對方的意見和態度，注意維護對方的面子，並且凡

事以和為貴，避免正面爭吵衝突。而根據 Frith（1996），日本傾向將集體利

益置於個人利益之前，日本人的集體主義意識源自於長期的農業社會，以至

人們重視和諧、利益共享，在說話前會先考慮他人的感受，且不想表現得和

他人不一樣，因此渴望追求共同的生活型態、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

Reischauer（1977）闡述，日本人為了配合群體，大部份的日本人願意在穿

著、舉止、生活方式，與思想上具有一致性，以符合集團的標準。他觀察發

現大多數的日本人從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團體中須隱藏自己的看法與意

見，不公開與團體對立，以使集體制度發揮作用，因此日本人認為避免公開

對抗是可取的，並且各種不同的立場並不清楚劃分，對其中的區別也不作分

析和闡述，多數的建議都是拐彎抹角、含糊其詞，如此可以避免公開出現尖

銳對立的觀點。Davies and Ikeno（2002）亦指出，「集團意識」（しゅうだん

いしき）為日本文化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並認為這是日本人所應有的美

德，此種對集團的忠誠顯示人們的團結，且集團意識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日本

人的生活中，轉化至各個層面。 

從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來看，相對於西方語言的直白明瞭，中文顯得含

蓄內斂得多，長期處在傳統文化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響中華民族的性格，

形成「天人合一」的價值觀，無論在思想或行為方面皆強調整體的統一性，

凡事均要考慮他人的看法。在溝通上講究含蓄謙遜，十分依賴周圍的環境以

及對方的心理（黃儒青，2012），許多訊息並非透過語言清楚地傳遞出來，

而是蘊涵在社會文化環境和情景中，或內化於交際者的心中。因此中國人特

別注意語言表達的曲折性、間接性和委婉性，在溝通時要用心體會「言外之

意」與「話外之音」。而在日本文化中，丈夫在家的話往往不多，經常就只

說「めし」（飯）、「風呂」（洗澡）、「寝る」（睡覺）等幾個詞，就足以讓太

太知道丈夫要做什麼，這在需要清楚說明意思的低語境文化中是很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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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談過程中，如何表達自己的願望、要求和看法，不同文化有不同習慣，日

本人傾向於用較為間接的方式，進入正題前要先寒暄一番，說些不太相關的

話題，談話中也較容易遷就於對方，很少正面發生衝突（許力生，2006）。

Davies and Ikeno（2002）則認為，日本文化中有種特別的現象稱為「腹芸」

（はらげい），是日本人透過間接的話語彼此交換感覺和想法。在交際中使

用「腹芸」，可避免摩擦，體貼地為他人著想，然而在政治和商業場合，「腹

芸」也有隱藏自己真正想法、虛偽做作的負面意涵。因此日文中有句俗話為

「空気を読む」（閱讀空氣），意指說話前要觀察當場的氣氛、察言觀色、考

慮他人後再開口與人溝通。 

然而，中文和日文雖同屬集體主義與高語境文化，在禮貌、稱呼、寒暄、

致謝道歉及委婉語等方面的語言使用皆有所差異（光井祐介，2010；魯寶元，

2005）。魯寶元（2005：263-285）闡述，日本人認為華人說話過於直接而難

以接受，因為日語表達含蓄、謙遜、客觀、委婉，相較之下，華語顯得較直

接、自信、主觀色彩濃厚。王輝（2003：74）認為中文為較明確，日文較為

模糊，日本人要表達判斷或決定時，常避免使用明確的說法，如「いいじゃ

ないでしょうか（很不錯吧？）」或是在陳述結論時亦常使用「也許」、「可

能」等讓結論並非肯定也不完全否定的說法。	 

此外，同屬集體主義與高語境文化的中文和日文，在主、客體意識方面

的思維方式亦有所不同1（何明清，2005）。起先中國古代哲學認為天人合

一，一切都是人為的，人參與了自然界，融入自然界，因此主體融入客體，

必然強調主體意識和人的參與意識，以「人」作為出發點，並把知、情、意

融合在一起，把情感體驗和本體認知合而為一，以情為主導，主觀情感使傳

統思維帶有濃厚的主體意識（連淑能，1993；潘文國，1997）。然而，西方

則崇尚主客二分的哲學思想，主張理性的保持物我之間的距離，認為只有拉

遠距離，才能對研究對象進行冷靜的剖析，因此英語主張主客體分明，與僅

強調主體意識的漢語相比，英文經常強調客體意識的特點非常突出（潘文國，

1997：364）。而日文和英文相同，強調主客體之別，而較為注重客體，例如

                                            
1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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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經常使用省略的方法將自己不好表達或不願意講明的話巧妙地留給對

方，看似模糊曖昧，實則聽話者稍加留意便可知其所言，亦即日文是站在對

方（客體）的立場上考量問題和說話（蔣麗華，2006），因此日文在表達否

定、反對的意見或是拒絕對方，經常欲言又止，或話語僅說一半，甚至使用

“ちょっと…”來表現難以啟齒的回答，即可傳達其意，皆是出於對客體的考

慮和尊重。在日文中，亦具有省略「我」（主體）的無我意識（我なし），只

重視聽話者而非說話者，例如中文常使用「我覺得…」、「我想…」、「我希望…」

等突出主體的句式來表達自我意見或看法，而日文卻使用「〜と思う」、「〜

たい」、「〜てほしい」等省略主體的句式來表現（何明清，2005）。日文母

語者在回答寒暄用語“お久しぶりです、お元気ですか（好久不見，你好嗎？）”

時，會回答“おかげさまで、お元気です（託你的福，我很好）”，代表自

己的健康是託對方的福氣，可見在日文對話中，須時刻考慮說話對方，即溝

通中的客體。 

思維方式是聯繫語言和文化的橋樑，思維方式的差異即構成文化差異的

重要原因之一。由上述我們可得知，中日的語言和文化仍具有許多差異，因

此本文欲對比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探討其跨文化差異。	 

2.2 文化與廣告 	  
文化即生活，包含物質、精神文化和語言，而廣告為社會的開放論壇，

廣告所反映的文化也代表一個社會、價值或意識形態。Kilbourne（1999）

指出，不受到廣告的影響，就得活在文化以外的世界，沒有任何人可以活在

文化之外，可見廣告與文化的緊密關係。廣告為現代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並且反映文化的現實情況和社會價值，鄭自隆（2008）研究台灣廣告與

社會文化的歷時變化，認為廣告如鏡子一般，忠實呈現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

（鄭自隆，2008）；Tsao（1994）則以十年為單位探討台灣廣告的變化，發

現台灣廣告所呈現的文化逐漸遠離傳統中國文化，而傾向西方文化。因此廣

告可視為文化的載體，承載著一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生活型態、道德觀念、

行為模式、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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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廣告的跨文化研究  

以往關於文化議題的廣告研究，主要著重在性別角色刻板印象（Del 

Saz-Rubio and Pennock-Speck，2009；Scheibe，1979；Whipple and Courtney，

1980），以及國際廣告中的文化呈現（Cervellon and Dube，2000；Hudson et 

al.，2002；Mueller，1992）。性別角色與刻板印象的研究顯示女性角色經常

為被動、順從、消極、缺乏智慧的；而男性則以積極、獨立自主、追求成功

的形象居多。國際廣告中的文化呈現探討的是廣告推行至其他國家時應採用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或在地化（localization）策略，顯示廣告中各國不

同文化價值的重要性。而當廣告描繪的價值與文化認同的價值一致時，廣告

會對消費者產生較佳的說服效果（Gregory and Munch，1997；Zhang and Gelb，

1996）。廣告是一種社會經驗，它引用互動社會背景中的文化參照觀點，因

此在討論廣告文化議題時，跨文化對比成為學者感興趣的議題，透過比較能

了解不同文化之異同，亦能加深對自身文化的認識。從跨文化視角分析廣告

語言，即把語言的內部結構形式和外部社會文化背景聯繫起來，不僅要描寫

語言現象，而且更要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這些語言現象，尋找文化對語言形

成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在廣告的跨文化對比研究中，以 Hofstede（1984）所提出的集體主義與

個體主義觀點詮釋東西方廣告差異的文獻如 Zandpour et al.（1992），他們探

討法國、美國和台灣廣告，發現台灣廣告較常將產品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如尊

重權威和家庭關係相連結；而在美國和日本的跨文化對比研究中，則發現日

本廣告文化價值受西方影響，但深層的日本文化仍根深蒂固（Belk et al.， 

1985；Belk et al.，1987；Mueller，1987；Mueller，1992）；美國和中國的對

比結果顯示，中國廣告比美國廣告呈現更多東方文化價值如家庭和傳統

（Cheng and Schweitzer，1996）。 

另一方面，亦有以 Hall（1976）所提出的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觀點解釋

東西方廣告差異的文獻，學者們探究亞洲和歐美傳播媒體語言之不同，亞洲

的傳播媒體較少使用語言訊息（verbal message），多利用間接和非語言線索；

歐美的傳播媒體則傾向使用直接的語言文字訊息（Korzenny et al.，1992；

Zandpour et al.，1992）。而在 Di Benedetto 等人（1992）的研究中證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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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電視廣告使用較多間接、模糊的語言表達，廣告訊息與廣告產品的關聯度

低，為高語境文化；美國則相反，經常清楚地說明為何需要購買該產品，或

仔細介紹廣告品牌，屬於低語境文化。Frith（1996）亦闡述日本電視廣告常

使用間接語言與正面的言外之意，避免直接的評論，即使批評也含糊不清。

此外，Kishii（1988）的實證研究發現，相較於美國人，日本人對電視廣告

文案的聽力（listening）和記憶（remembering）表現較差，原因並非是日本

人的記憶力較差，而是日本電視廣告常使用模糊不清的文案內容，且廣告內

容與產品並非直接相關的緣故。 

即使在同語言的文化圈內，廣告所呈現的次文化仍有差異，例如 Frith 

and Wesson（1991）比較英國和美國的廣告，發現個人主義、平等主義、直

接語言等方面的文化有顯著的差異；同屬中華文化的中國、台灣、香港，在

報紙廣告產品與訴求形式表現上，香港廣告較強調享樂的價值觀和美式生活

方式，中國廣告重要產品的實用性，台灣廣告則介於兩者，但在廣告策略上

與香港較類似（Tse et al.，1989）；香港電視廣告較傾向使用直接、硬性、

理性訴求，中國則是間接、軟性、影像為主（Chan，1995）。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知廣告與文化之間的關聯緊密，廣告可反映不同文

化體系的特徵差異、價值取向、思維模式等層面，因此本研究選定廣告為研

究材料，探討中日廣告反映的文化差異。下一小節將從廣告學視角闡述廣告

定義及功能，期能對廣告提供進一步的介紹。	 

2.2.2 廣告概述  

廣告（Advertising）一詞源於拉丁文“Advertere”，意謂「使某人注意某

事」或「通知別人某事以引起注意。」（El-daly，2011）在中文裡，亦有「廣

而告之」之意。廣告為一種古老的活動，開始有文字記載的時候，就有了廣

告。考古學家在地中海沿岸地區所挖掘到的東西，已經證實為利用招牌發佈

各種事件及銷售訊息的現象；羅馬人把鬥劍比賽的預告寫在牆上，腓尼基人

則在貿易通路沿線突出的大石壁上極力讚美自己所賣的東西，在意大利的龐

貝城還曾發現一片牆，專為某位政治家歌功頌德。即使到了現代，廣告仍充

斥在社會中，人們在生活中的每一刻都脫離不了廣告。試想一個人在一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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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接觸的廣告，早上翻開報紙，就讀到新聞中的廣告；通勤的時候，看到

車站和捷運上的廣告；閱讀雜誌時，色彩鮮艷的廣告隨即映入眼簾；上街買

東西，屋外的看板廣告讓人眼花繚亂；回家打開電視或廣播，廣告總是穿插

其中吸引人們的注意。廣告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而廣告中的

語言更代表了廣告所要傳達的訊息，左右人們對於廣告的理解和觀感。	 

	 由上述內容我們可窺見廣告在歷史脈絡中的地位，突顯廣告的形成並

未隨著時間流逝而消失，反而跟隨時代發展而日益重要。因應廣告對現代社

會的影響，各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美學、行銷學、新聞學、文學以及語

言學等從不同角度探討廣告。Cook（1992）亦指出，廣告能反映時代，顯

示我們的媒體科技、社會經濟、個人與集體的認同皆出現根本的改變，可見

廣告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綜合性領域。 

根據廣告學的定義，廣告為「以廣告主的名義，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向

非特定的大眾，傳達商品或勞務的存在、特徵和顧客所能得到的利益，經過

對方理解、滿意後，以激起其購買行動，或者為了培植特定觀念、信用等，

所做的有費傳播。」（樊志育，1991：2）；而從行銷管理學的觀點，則定義

廣告為「付費的、非個人化的溝通形式，它是由可認明的廣告主透過大眾媒

體來說服或影響視聽眾。」（榮泰生，1990：7）因此，我們可得知廣告為廣

告主利用傳播媒介與消費者溝通，其目的為說服視聽眾之購買行為。	 

成功的廣告需具備可信、簡單、易讀三種特性，並且具有吸引人目光的

力量，人們才願意花時間觀看。廣告提供一個主要功能的說服保證，創造人

們購買商品欲望的積極感覺（Bolen，1984：192-193）。以廣告的功能而言，

廣告具有資訊（informative）、說服（persuasive）和提醒（reminder）三種功

能：（1）「資訊」功能：傳達產品功能、產品特色、售價、販賣場所等資訊

給消費者，並告知消費者新產品；（2）「說服」功能：說服消費者購買廣告

主的廠牌；（3）「提醒」功能：提醒顧客本身所需要的產品，如此消費者才

會購買有廣告的產品而取代其競爭對手的產品（李孟麗、徐村和，1998：

12-13）。而廣告功能須透過廣告媒體轉換成訊息傳達給視聽眾，因此廣告媒

體的選擇對於廣告效果具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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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電視廣告  

在商業環境裡，廣告主透過媒體將產品或服務的資訊傳達給消費者，為

達成目標，廣告主可運用的媒體選擇眾多，如報紙、雜誌、電視、廣播、戶

外廣告及直接郵件與網際網路等（方世榮、張士峰，2009），其中電視為使

用最廣泛、成長最快速的廣告媒體（Sharp et al.，2009）。根據尼爾森媒體資

訊公司（ACNielsen）2012年的調查，在台灣的廣告媒體當中，電視的廣告

量（包含無線和有線電視台）遠遠超過報紙、雜誌、廣播、家外（如交通工

具、看板、大樓電視螢幕等）廣告媒體，如圖二-2；各廣告媒體佔比見圖二-3，

使用電視廣告的比例已超過所有廣告媒體的一半。 

 

圖二-2  台灣 2012年全年各媒體廣告量（資料來源：

http://twncarat.wordpress.com/2013/03/08/專題報告：2012全年廣告量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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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3 台灣 2012年全年各媒體廣告佔比（資料來源：

http://twncarat.wordpress.com/2013/03/08/專題報告：2012全年廣告量分析報告/） 

自 1940年電視出現，目前台灣電視普及率接近 100%，有線電視普及

率為 87.5%，全國家庭電視機平均每戶為 2.34台（陳清河、鄭自隆，2007），

因此在各媒體普及率方面，電視具有絕對的優勢。雖然隨著網路逐漸普及，

電腦與智慧型手機成為新興的廣告媒介，但卻有使用知識與操作介面的問題；

且現代人已養成看電視的習慣，因而電視的使用率仍然比電腦來得高。電視

廣告是電視台賴以為生和發展的基礎，廣告主運用電視廣告的影響力，傳達

商品訊息給視聽眾，透過聲音和畫面，有效地示範商品特色和使用方法，容

易引起共鳴，帶動視聽眾的情緒。 

由於電視普及率高，相較於報紙雜誌，能以最有效和快速的方式呈現影

像、聲音和動作至各階層人口，此外，電視廣告的訊息比其他大眾傳播媒體

豐富，給視聽眾更多視聽享受及震撼。陳尚永（2010：204）認為，電視媒

體的優勢為成本效益高、聲光效果強大、潛移默化影響大。李孟麗、徐村和

（1998：237-238）亦指出：「電視能成為主要的廣告媒體，主要有以下優點。

（1）以每千人的成本計算是非常有效率的，因為廣告主為讓一般大眾看其

廣告，而在高廣告費率節目（亦即很多人看的節目）中購買三十秒的廣告，

其結果是廣告到達每一個人的成本是極其微小的；（2）電視可以實地示範產

家外
8% 廣播

8%

雜誌
11%

報紙
21%

電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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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服務，允許聲音、色彩與動作，作運用自如的組合；（3）視聽眾難以避

開廣告，電視廣告佔據一個人的意識和吸引一個人的注意，即使他不願暴露

在廣告中。」因此可得知，電視不但是最普及的廣告媒體，亦比其他媒體種

類更加貼近人們的生活，能生動的創造出搏得視聽眾認同的廣告訊息，並且

深入觸及大眾，在不同日期、不同時段、不同頻道皆可看到各式各樣的廣告

訊息不斷重複和產製。根據 Kilbourne（1999），美國人平均一天至少看三千

則廣告，一生花三年的時間看電視廣告，廣告佔百分之七十美國報紙的篇幅，

佔郵件百分之四十的內容，即使沒有注意到廣告，人們沈浸在廣告文化中，

仍然在不自覺中受到廣告的影響。 

國內針對電視廣告所進行的研究多為傳播學界從符號學角度剖析意識

形態與性別（王宣燕，1991；徐振傑，2004；唐維敏，2002；許惠婷，2008），

以及廣告行銷領域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廣告效果、廣告行銷和全球化等議題

（秦家琇，2002；陳芯儀，2009；蕭卉婷，2008），從語言學角度分析的廣

告研究則以印刷廣告為主（袁筱青，1998；陳湘樺，2004），缺乏電視廣告

的語言學分析，因此 2.3節將從由電視廣告延伸至語言範疇，聚焦於電視廣

告語篇。 

2.3 電視廣告語篇 	  
電視廣告中的經典對話經常成為年輕人琅琅上口的流行語，廣告語言甚

至會影響人們吃什麼食物、穿什麼衣服、開什麼車子，不但滲透文化、社會

和生活，也成為近年來學者感興趣的研究文本。El-daly（2011）闡述，廣告

作為一種「語篇」（discourse），受到語言結構、生活型態和日常溝通行為的

影響。廣義的語篇指的是「一種語言運用的形式、模式、或類型」（Watson 

and Hill，1995：57），為「文本和語境的綜合體」（Cook，2001）。而廣

告語篇呈現的訊息所代表的是整個文化版圖，廣告品牌名稱、商標、標語、

廣告詞早已成為現代人心理百科中（mental encyclopedia）的一部分（Beasley 

and Danesi，2002）。即使語篇研究的著眼點在於語言，語篇研究所關注的卻

不僅止於語言本身，亦須檢視溝通的語境（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涵蓋誰要和誰溝通、溝通的目的為何、在什麼樣的社會情景下溝通、透過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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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媒介溝通、牽涉多少不同的溝通形式等問題（Cook，1992），尤其當

電視將語言與音樂、影像結合，改變或添加了原本的意涵之後，語篇中的溝

通語境顯得更為重要。 

國外以廣告語言作為研究材料的文獻眾多，西方學者採用不同觀點和層

面切入，如認知觀點（Harris，1983；Pateman，1983；Redfern，1982）、以

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探討政治和意識形態（Kress，1987；Williamson，1978）

以及性別（Barthel，1988；Goffman，1976；Thornborrow，1994），亦有特

別著重於語音、詞彙、句法等層面的廣告語言分析（Cook，1992；Myers，

1994；Vestergaard and Schroder，1985），或從語用觀點探討廣告語言之動態

溝通模式（Geis，1982；Lakoff，1982；Tanaka，1994）。 

然而，上述研究多著眼於廣告中零散的詞句，而未將廣告視為一完整的

語篇。廣告作為一種語篇，理應包含廣告語境及其文化意涵，聲音、影像、

語言等多重廣告元素所蘊含的多義性往往比視聽眾所能詮釋與理解的還多，

廣告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亦能反映不同文化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而本研

究為探討中日電視廣告語篇，首先須將電視廣告拆解成更小的結構類目，觀

察廣告運用何種語篇形式及訊息策略與視聽眾進行對話。 

2.3.1 電視廣告結構類目  

早先在電視廣告還未出現之前，平面印刷廣告的架構簡單，包含廣告標

語（slogan）、標題（headline）、副標題（sub-headline）、主文案（body copy）、

結尾語（taglines）、圖片（picture）、圖說（caption）等部分。其中主文案的

基本結構即按照一般文章的寫法，先出現導言（lead），接著是主文（text），

最後一段為結尾（closing）（陳尚永，2010）。印刷廣告中文字和圖像兩種形

式的訊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地建構廣告訊息的意義，其中標題是讀者解讀

廣告的重要線索，藉由濃縮過後的精緻文字定義圖像中複雜的意涵。依照

Barthes（1964）的說法，文字的說明功能如錨（anchorage）一般，可固定

圖像背後那串浮動的意義，引導讀者趨向作者原本欲表達的意義。 

而廣告發展進入電視時代階段後，廣告結構變得複雜的多。電視廣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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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結構的概念最初出現在 Simpson（2001）的研究中，他運用 Halliday（1994）

的系統功能學框架解釋那些說明產品優點之廣告文本的後設功能，指出可辨

明該廣告語篇的四種連接副詞（conjunctive adjuncts），分別為添加（additive）、

轉折（adversative）、條件（conditional）、因果關係（causal）。Simpson（2001）

結合此四種連接副詞，加上第五種目的（purposive）連接副詞，並列舉英國

的廣告實例加以說明。而在其他並非為產品優點取向的電視廣告中，不同於

平面印刷媒體，電視媒體以時間為基礎（time-based），經常發展出敘事文本

（narrative text），敘事文本指的是由兩個以上的事件以時序連結而成的，電

視廣告中的鏡頭通常快速切換，以塑造其時間連續感或因果關係，令其發展

成為故事（story）。此種特殊的廣告語篇有時以寓言、諷喻的方式敘述，輔

以音樂，甚至融入其他文本，例如電影或電視節目。 

例如 Vincent（2002）研究成功讓視聽眾產生高度認同的傳奇性品牌（如

蘋果電腦、耐吉、星巴克等）廣告中的敘事，發現該種廣告通常有「開始、

中場、結局」三段式的故事結構，反映的是「導入情境、錯綜複雜、解決難

題」（situation, complication, resolution）之過程。Loebbert（2005）便認為，

故事既有令人感同身受的經驗，亦充滿說服力，視聽眾透過想像，即可能改

變原有的觀點、認知與判斷。Escalas（1998：267）亦強調，廣告中的故事

除了能吸引、娛樂視聽眾，亦能溝通、說服、證明與展示如何使用產品。此

外，此種擁有敘事風格的電視廣告語篇並不像說明產品優點的廣告語篇般，

有明顯的連貫性（coherence），因此視聽眾必須假定廣告語篇企圖進行溝通，

其目的在於說服視聽眾以引起購買行為，並藉由文本和百科知識進行推理。 

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延伸 Simpson（2001）的研究，

將廣告語篇結構拆解成更精確的類目單位，分別為「開場」（prologue）、「陌

生元素」（foreign element）、「闡述」（exposition）、「發展」（development）、

「結語」（epilog）、「標語」（slogan）、「商標」（logo）等七項結構類目，不

同的廣告可能包含不同的結構類目而組成廣告整體。首先，「開場」為電視

廣告在開頭就直接提及與產品相關的訊息，或言明產品名稱，視聽眾立刻能

知道該產品為何；「陌生元素」則不同，指的是以與產品無關的訊息展開廣

告，經常使用敘述（narration）或戲劇（dramatization）開頭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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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眾無法立即得知產品為何，甚至無法立即領會該訊息為廣告。其次，「闡

述」即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的明確理由和原因，例如闡述產品的性能、優點、

優惠價格和內容物等，視聽眾能清楚掌握產品資訊。「發展」指的則是企圖

與產品連結的一連串敘述或故事、戲劇內容，視聽眾可能要花費更多努力才

能找出與產品的關聯之處。最後，「結語」為總結、重述、強調廣告核心部

分的語言訊息，多為與產品特徵較為相關的口語訊息；「標語」指的是和商

標或產品名稱有關的標題，可為口語或書面訊息，旨在使視聽眾印象深刻；

「商標」則為與文字或字母合併的圖形象徵，代表一個企業或組織機構，使

視聽眾得知產品品牌或來源。 

2.3.2 電視廣告表現形式  

將不同的結構類目組合在一起，會影響電視廣告語篇的表現形式。廣告

表現形式的研究最早可回溯至 Bernstein（1975）的文獻，起初他將廣告文

本分為「說理式」（reason ads）和「情感式」（tickle ads）兩種類型。「說理

式」廣告直接、真實、簡單；而「情感式」則是間接、難以理解、運用情感，

且較容易行銷成功。「說理式」和「情感式」廣告並非為完全對立的廣告，

而是一連續體，亦即所有廣告都擁有兩種特性，只是兩種特性所佔的比例不

同。此外，回應以往對言語行為（speech act）的研究定義，Bernstein（1975）

認為廣告的動態特性最終將引起行動（action），並且強調廣告語篇的互動性

（interactive），因為廣告的理解需要視聽眾參與，而視聽眾在情感式廣告中

參與的程度通常比說理式高。 

基於 Bernstein（1975）上述對廣告表現形式的闡述，Simpson（2001）

重新給予「說理式」和「情感式」廣告更清楚明確的定義。說理式的特徵為

（1）有明顯的產品品牌名稱和公司商標；（2）清楚說明說服視聽眾購買該

產品的理由。其中（2）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的理由，即廣告文案編寫者在

產品發展階段，所進行的廣告活動中所強調的「獨特銷售命題」（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僅管 Simpson（2001）針對英國的印刷廣告和電視廣告

歸納出「說理式」和「情感式」廣告的區別，仍未詳細說明兩種語篇形式中

語言的使用，也因廣告數量不足，難以判斷英國廣告的總體特性。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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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則依循 Bernstein（1975）與 Simpson

（2001）的研究脈絡，列舉廣告實例說明語篇形式的差異。「說理式」廣告

請見例(1)；「情感式」廣告請見例(2)。 

(1) 廣告畫面中有一位母親從廚房櫥櫃拿出一罐嬰兒食品，接著將嬰兒食

品放在桌上，鏡頭挪近，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產品和品牌，此時，旁

白說明這位母親用新口味的嬰兒食品餵她的孩子，幫助她實現夢想，

接著闡述她每天為了餵孩子，仔細挑選原料和食譜，同時畫面展示食

品原料和食品製作過程。當旁白說到產品的營養價值時畫面帶到母親

正在餵孩子的近拍。廣告結尾時出現商標和標語：「嘉寶嬰兒食品，餵

養你夢想的食品。」（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 

(2) 廣告畫面中有一個年輕男子從遠處不斷往前走向鏡頭，突然，他轉身

開始奔跑，接著看起來似乎撞擊到一面牆，卻又穿過去，重複多次之

後出現雄壯的音樂，另一個女孩加入他，穿過牆到了戶外，她們繼續

奔跑，在午夜穿越森林，到達一棵大樹下，當他們開始爬樹、至他們

爬上樹枝頂端這段時間，有許多不同角度的鏡頭，爬到最頂端之後他

們把自己拋向月色照耀中無邊的山谷，展現他們的意志力與年輕。廣

告最後出現標語：「Levi’s.	 為行動而自由。」（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 

將不同的廣告結構類目組合在一起，會造成不同的廣告效果，視聽眾理

解廣告的過程亦有所不同。例(1)的電視廣告使用「開場＋闡述」的結構類

目組合，在廣告開頭就讓視聽眾辨識該廣告產品，視聽眾因而預期廣告主列

舉說明產品優點和購買產品的理由，此種廣告直接而真實。從視聽眾理解的

過程來看，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認為，首先視聽眾在開頭

接收到直接提及產品的訊息或產品名稱（開場）之後，會對廣告立即就要說

明必須購買的充分理由（闡述）有所期待，此過程為「下指」（cataphoric 

movement），而在了解廣告的闡述之後，再度確認觀看開場時的疑問或懷疑，

此過程則為「回指」（anaphoric movement），如圖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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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4 說理式廣告概念示意圖 

而以敘事取向的廣告例(2)則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較為間接、難以理解，

通常拒絕或避免在開頭提供資訊，而使用「陌生元素＋發展」結構類目的組

合，視聽眾須觀看至廣告後半段，甚至到最後顯示結語、標語、商標或其他

廣告訊息時，才使用回指重新檢視廣告的敘述和其所代表的文化及價值，並

詮釋為什麼要購買該產品的原因，請見圖二-5。儘管視聽眾已看過該廣告多

次，回指與下指之詮釋過程並不會因此而消失，視聽眾反而更加渴望透過回

指與下指之過程確認自己的認知與期待，視聽眾可藉由經驗與挑戰廣告新穎

的語體而獲得愉悅的感受（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 

     

 

圖二-5 情感式廣告概念示意圖 

從上述廣告實例顯見語篇形式的差異，形式迥異的廣告帶給人們不同的

詮釋，達到不同的感受，並造成不同的廣告效果。而如 Simpson（2001）所

述，「說理式」和「情感式」廣告並非完全對立的語篇形式，而是一個動態

之連續面，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將西班牙電視廣告結構類

目和其他元素相互結合，排列出二十八種廣告結構模式（見附錄一），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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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出九種電視廣告表現形式。而本研究最後欲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教授日籍學

習者如何看懂中文電視廣告，因此廣告語篇形式的分類應趨於簡單明瞭，並

且除了廣告形式（如何說廣告）之外，學習者為看懂中文電視廣告，廣告訊

息為何（廣告說什麼）亦為關鍵，廣告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的搭配能幫助學

習者掌握中文電視廣告，接下來將探討電視廣告訊息策略。 

2.3.3 電視廣告訊息策略  

電視廣告的主要功能在於資訊、說服與提醒（李孟麗、徐村和，1998），

而此三種廣告功能主要依賴文字、聲音和影像傳達，若無法理解廣告中的訊

息，廣告便失去其功能。因此廣告主與視聽眾之間的溝通須透過廣告訊息，

廣告訊息指的是廣告的主題與內容，可以圖像、文字、影音等方式呈現，以

主題為中心建立有系統的廣告素材，作為該商品的廣告策略，以利視聽眾記

憶並進而被說服成為消費者（樊志育，1991）。 

自十九世紀西方實現工業化以來，廣告訊息強調的是廣告的說服效果，

透過節奏、重複、排比等方式說明產品性能、價格與實用性（Myers，1994），

至二十世紀初，電視廣告訊息不只是單純的宣告或說明產品的優點，同時也

利用各種修辭技巧說服視聽眾。隨著說服技巧和效果提升，廣告語言改變原

有的結構，逐漸變得豐富，使用更多語言和文字溝通，深入擴及各個社會階

層，廣告主將品牌與社會意義連結，運用對話和敘事形式，或是聯想、隱喻

等手法造成廣告的蓬勃發展以及注重修辭的空前盛況。如同 Dyer（1982）

所述，廣告使用更多口語、私人和非正式的語言向視聽眾說話，並利用有效

的修辭吸引視聽眾對產品的注意。 

而今廣告印象、創意與定位成為廣告說服的主要技巧，廣告訊息改變原

來針對消費者而說明產品特性的策略，轉而創造易於消費者辨認的產品形象

（Woodward and Denton，1988）。現代廣告語篇與文本、影像並置，除了提

供產品資訊之外，亦給人們承諾和希望，賦予個人聲望、健康、快樂、社會

價值以及更美好的生活，使真正的說服目的以非正式的形式出現。廣告主不

強調產品本身，而是消費者購買後預期的利益與憧憬，因此廣告訊息策略亦

成為個體建構自我的一種推力（El-daly，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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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銷的觀點來看，廣告策略可分成硬式銷售（hard sell）與軟式銷售

（soft sell），硬式銷售是一種以理性訊息策略的銷售方式，採用「說之以理」

的方式直接訴諸視聽眾理性的自我利益，讓視聽眾接收到廣告訊息後仔細考

慮是否購買。通常在硬式銷售的廣告裡會提供大量訊息、強調產品特性如產

品的品質、經濟性、功能等，以說服視聽眾相信該產品為最好的選擇（陳尚

永，2010）。以台灣電視廣告為例，牙膏廣告以防止蛀牙為其訴求重點，在

廣告中不厭其煩地說明牙膏的防蛀功能，清楚告訴視聽眾該產品優點。而軟

式銷售則是以感性、情感或形象塑造為主的訊息策略，企圖引發人們某種正

面或負面的情感，正面情感如愛、幽默、自信、歡樂等積極的感受，負面情

感則如恐懼、罪惡感、羞恥等消極的感受。軟式銷售透過「動之以情」的方

式，激發視聽眾的情緒和反應以達到廣告目的，希望消費者憑其喜好、感覺、

心情或幻想去購買廣告中的產品。 

電視廣告的訊息主題可從人類社會重要文化價值、人生課題、個人追求

的目標等來切入。例如：成功、進步、幸福、美好的生活、快樂、愛、親情、

和平、和諧、歸屬感、尊重、傳統、創新、經典、美麗、健康、社會地位、

財富、便利、安全、衝勁、改變、反叛、獨特性、奉獻、努力、追求夢想、

自我實現、環保綠化、感官享受等皆是可參考的類目（黃光玉，2006：13）。

Goatly（2000）認為，消費社會的廣告訊息應掌握以下六點的溝通策略，分

別為（1）強調欲望與權利；（2）產品可解決問題；（3）獲得品質或數量；（4）

身份認同；（5）獨特性；（6）生活風格。祝鳳岡（1996）則認為訊息內容策

略可分為（1）資訊性策略（Informational）：提供產品的功能資訊、外觀資

訊、利益資訊以及技術資訊，使視聽眾能了解產品並知如何使用；（2）轉換

性策略（Transformational）：主要為品牌形象之建立，而強調形象轉換技巧

之運用；（3）解構性策略（Decompositional）：發展廣告主題（theme），以

導引出廣告創意。 

總結而言，上述文獻的廣告訊息策略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是訊息策略分

類抽象，各項策略的定義模糊；第二是文獻中的廣告訊息策略旨於探討廣告

效果，而未與廣告結構、形式結合，因而本研究除了定義訊息策略分類之外，

亦欲觀察廣告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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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二語言文化教學 	  
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從文化層面來看，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亦為文化

的表現形式，是文化整體的一部分；而從語言層面來看，文化蘊含在語言之

中，影響語言的使用，成為語言表現的基本內容。因此文化和語言為一種共

生關係，一方面文化教學必須在一定的語言教學基礎之上方能進行；另一方

面語言教學離不開文化內容，否則語言僅為一個空殼（胡建軍，2003）。在

第二語言教學實踐上，以語言教學體現文化教學，並以文化教學帶動語言教

學，兩者相互作用可達到較好的效果。 

而以電視廣告之真實材料作為語言教學的材料，不僅能體現文化教學的

意涵，亦能建立學習者之動機從而帶動語言教學。本節首先將回顧真實材料

對於第二語言之重要性，接著探討文化教學如何落實在以聽說技能為主的第

二語言教學課程當中。 

2.4.1 電視廣告之真實材料  

現今科技發達，第二語言教學材料亦逐漸多樣化，藉由聲音、圖像、影

像的結合，為學習者提供最貼近真實語言發生的情境。根據 Goodman（1986），

語言學習若要達到效果，必須是真實的、自然的、有意義的、合理的、有趣

的、跟學生相關的、並屬於學生經驗的。而真實語料即跳脫一般的書面教材，

從真實生活世界中尋求現有的語料，不但能讓學習者將語言知識應用至日常

生活，亦能培養學習者從生活中發掘學習資源，因此符合 Goodman（1986）

所述之條件，成為第二語言教學活動的重要教學資源。使用真實語料的第二

語言教學能將理論與現實生活產生連結，活化教學情境，提高學習者的學習

意願。 

而電視廣告即學習者可容易接觸的真實語料之一。廣告的語言真實自然，

能讓學習者接觸不同於課本的真實語言，廣告的幽默與創意亦能引發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且廣告中反映的社會現象與文化內涵，更是學習目的語

文化的重要途徑。利用電視廣告作為華語教學的教材以下四項優點，（1）電

視廣告能將文字轉換成聲音和畫面，透過音像生動活潑的刺激，更能增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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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動機；（2）學習者可從不同角度瞭解當地文化；（3）廣告的特定場景

能讓學習者瞭解語境的重要性，知道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下，必須選

擇恰當得體的語言跟別人溝通；（4）大部分的廣告都不長，在有限的時間內，

甚至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學習者容易投入，亦容易抽離一則廣告學習下一

則廣告，課程安排的靈活性較強，因為每一則廣告皆是相對獨立的（韓彤宇，

2009）。因此，電視廣告的特點能讓第二語言課程較為靈活，且容易為學習

者提供量身定做的課程。 

使用如電視廣告般的多媒體教材，在實際教學上亦取得良好的成效。劉

新春（2006）即指出，若第二語言教學課程善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將相關文

字、圖片、電影短片等利用視覺的元素提供給學習者，使學習者的多種感官

皆能參與聽力活動，即可幫助延長學習者的注意力，並提高學習的動機。

Penny Ur（1996）亦舉聽力教學課程實例，說明教學材料應圍繞實際生活中

所涉及的情境，可利用廣播通知、新聞廣播、演講、電視等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ials）作為課堂教材，其優點包含（1）學習者因偏愛視聽材料而感到

興趣濃厚，且符合學習者「邊看邊聽」的特點；（2）課堂氣氛活躍；（3）聽

說能力同時獲得提升。 

電視廣告教學媒介與一般傳統華語教學課堂不同，電視廣告教學媒介需

要學習者聽覺、視覺併用。心理學實驗證明，學習者使用同一份教材，如採

用口述方式，只讓學習者聽，三小時後能記得 60%；若只讓學習者看，三

小時後能記得 70%；若聽覺與視覺併用，三小時後能記得 90%（李學農，

1996），說明眼耳並用、視聽結合的學習效果是最好的。此外，電視廣告亦

能加強學習者的詞彙、語法和句型，透過正常的語速和自然的口音，用有趣

的內容做有系統的複習，加深學習者的印象。本文使用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作

為真實材料，將跨文化知識導入教學課堂中，使日籍學習者在一邊對照日本

電視廣告之下，了解中文電視廣告語篇所蘊涵的文化和知識。徐子亮、吳仁

甫（2008）即指出，學習外語不僅要掌握語言的形式，亦須了解語言形式所

包含的交際文化及其所表述的知識文化，因此除了讓學習者學會中文的結構

形式，同時也須導入有關文化知識和培養學習者跨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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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聽說課中的文化教學2 

在跨文化交往中，學習者首先最需要的能力即聽說技能，因為聽和說皆

是以口語為媒介的交際方式。聽是取得口語輸入的媒介，而輸入是學習的基

礎，且說的能力亦在奠基於聽的能力之上。在聽的方面，聽力理解為交際中

一項極為重要的活動，人們在交談中總是聽先於說，唯有聽懂對方的話，才

能有針對性地與對方對話，因此聽力在語言交際中可能影響對話雙方溝通的

開展和繼續，扮演與外界接觸的第一道橋樑，可得知聽力在語言教學中的重

要性。此外，聽力理解也是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中最難掌握、進步得最

慢的一項能力（胡波，2007），劉頌浩（2008）即說明聽力理解的目的是為

話語意義建立相應且連貫的心理表徵，將語音和意義相互聯繫，即「聽音知

義」。而話語意義除了代表「語言意義」之外，亦包含「語用意義」，語言意

義的理解是一個被動的解碼過程，需要上下文的支持；而語用意義指的是話

語要達到交際目的和意圖，因此語用意義的理解是一個主動的推理過程，聽

話者須正確地將語言意義和社會文化語境聯繫起來，才能完整地理解。 

在說的方面，口語表達是交際行為互動的關鍵，Brown（1994）提出以

下的口語教學原則，（1）口語教學活動應滿足學習者對口語能力的需要，且

應同時注重語言的準確性和跨文化交往的流利性；（2）口語教學活動應提升

學習者的內在動力，注重學習者的學習目標和學習興趣；（3）口語教學活動

應鼓勵學生在有意義的情景中使用真實語言；（4）在口語教學活動中教師應

提供適當的反饋和糾正；（5）利用聽和說之間的自然關聯，聽和說在人際交

往中的關聯密切，人們在談話中既是聽話人亦是說話人，聽和說其中一項能

力欠缺皆會妨礙人際交往的進行；（6）給學習者自主進行口頭交際的機會；

（7）鼓勵學習者發展說的策略等。 

培養學習者聽與說的能力，能幫助學習者使用語言進行跨文化交際。而

語言作為社會的交際工具，既是文化的載體，亦是文化的組成部分。語言像

是一面鏡子，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亦像是一個窗口，揭示一個民族的的文

                                            
2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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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涵，可見語言和文化是一個整體，語言交際不僅僅是語言的結構問題，

在語言交際時必須受到文化規則的制約（趙賢州，1992）。因此學習語言就

等於同時學習一種文化，若離開文化便很難完全掌握一個語言。 

為掌握一個語言及其文化，最有效的方式即進行文化對比。根據王振亞

（2005），文化對比是理解兩種相關文化、從事文化教學的重要一環，不僅

可以幫助理解新的文化，加深對本族文化的理解，亦能為文化教學提供重要

訊息。然而，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結合問題仍未得到有效地解決。在第二

語言教學活動中，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並非是簡單的相加，不是在原有的語

言教學之外，另加上文化教學，而是將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自然地結合起來。

Chastain（1976）認為文化教學必須和語言教學結合才能取得最佳效果；黎

天睦（1987）亦主張在課程設計中用學習者需要學習的語言去體現學習者需

要學習的文化，可見教學材料不僅應是語言教學內容的載體，也應該是文化

教學內容的載體（王振亞，2005）。而本文希冀透過對比中日電視廣告語篇

之真實材料，幫助學習者對比中日文化，以增加日及學習者之跨文化知識。 

中日文化對比的內容可分為交際文化與知識文化兩種。張占一（1990）

區分交際文化與知識文化，說明交際文化指的是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

交際時，直接影響準確傳遞、造成偏差或誤解的語言和非語言文化因素；而

知識文化則是指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進行交際時，不直接影響準確傳遞信

息的語言和非語言文化因素。有些學者指出，在第二語言文化教學應以交際

文化為主，因交際文化直接影響語言交際功能的發揮（趙賢州，1992；黎天

睦，1987）。而本文認為，在中高級的文化教學課程中，交際文化與知識文

化同等重要，一方面交際文化能幫助學習者進行跨文化互動，減少溝通障礙；

另一方面知識文化能建立學習者對於目的語文化更深層的理解，且長遠來看，

知識文化亦能培養學習者的交際能力。胡建軍（2003）亦以中高級口語課為

例，說明中高級口語課是由以語言教學為主、向語言與文化並重過渡，以交

際文化為主、向交際文化與知識文化並重過渡的重要環節，此時學習者的練

習內容應兼顧交際文化與知識文化。因此本文教學建議部分將運用中日電視

廣告，提供交際文化與知識文化的教學設計，以利教師幫助學習者使中日電

視廣告語篇的跨文化訊息轉換成學習者的跨文化意識或跨文化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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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結 	  
本章分四個部分評述跨文化研究、電視廣告語篇與第二語言聽力教學相

關之中西文獻。首先，從跨文化觀點介紹文化研究中最常被提及的集體、個

體主義與高、低語境文化，接著闡述中日文化特徵；其次，梳理文化研究與

廣告之關係，介紹廣告定義與功能，並聚焦於電視廣告媒體；接著，在電視

廣告語言方面，回顧電視廣告語篇之本質與特性，並推展至電視廣告結構類

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最後，探討第二語言教學中的真實材料以及聽說

課中的文化教學。 

總結而言，首先，過去探討集體、個體主義與高、低語境文化的文獻主

要針對東、西方的差異（Davis，2001；Ishii & Bruneau，1988；Samover et al.，

1998；Ting-Toomey，1988；Triandis，1990；何兆熊，2000；耿有權，1998；

畢繼萬，1996；連淑能，2002；黃芳、顧定蘭，2012；關世杰，1995；顧曰

國，1992），而忽略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中亦包含不同國家的文化，因此文

獻中缺乏同屬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範疇下不同國家的對比研究，例如同屬於

東方文化中的台灣與日本。其次，國內電視廣告研究多從廣告學與行銷視角

出發（王宣燕，1991；唐維敏，2002；徐振傑，2004；秦家琇，2002；許惠

婷，2008；陳芯儀，2009；蕭卉婷，2008），缺乏語言學層面的分析；西方

研究廣告語言的文獻則多著眼於廣告中零散的詞句（Barthel，1988；Cook，

1992；Geis，1982；Goffman，1976；Harris，1983；Kress，1987；Lakoff，

1982；Myers，1994；Pateman，1983；Redfern，1982；Tanaka，1994；Thornborrow，

1994；Vestergaard and Schroder，1985；Williamson，1978），而未將廣告視

為一完整的語篇剖析整體。再者，電視廣告語篇研究未曾出現將結構、形式

與訊息結合之文獻，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表現形

式與訊息策略之跨文化分析。最後，本研究希冀將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作為第

二語言教學之真實材料，針對日籍學習者提供聽說課中的文化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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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本研究的語料來源、取得方式以及蒐集程序，接著闡述語料的

建檔與分析類目，最後說明統計方式以及信度研究。 

3.1 語料來源與蒐集程序 	  
本研究的語料來源為台灣及日本電視廣告，台灣電視廣告收錄自台灣無

線和有線電視台頻道，見表三 -1；日本電視廣告則取自 youtube 網站

（http://www.youtube.com）中名稱為 umatib005的影片頻道，網站畫面如圖

三-1。 

表三-1 台灣廣告語料來源頻道列表 

頻道 頻道全名 頻道 頻道全名 頻道 頻道全名 
3  公用頻道  39  中天娛樂台  74  衛視體育台  
4  地方新聞頻道  40  東森戲劇台   75  緯來日本台  
5  CNN  41  八大戲劇台  76  Z頻道  
6  民視  42  TVBS歡樂台  77  國興衛視  
7  人間衛視  43  緯來戲劇台  78  FOX娛樂台  
8  台視  44  高點電視台  79  MTV綜合電視台  
9  大愛  45  Star World  80  U-LIFE3  
10  中視  46  JET TV  81  U-LIFE2  
11  霹靂台灣台  47  U-LIFE1  82  世界衛星電視台  
12  華視  48  U-LIFE5  83  台灣番薯電視台  
13  公視  49  富邦購物  84  天良生活綜合台  
15  好消息  50  年代新聞  85  凱亞電視台  
16  原住民族電視 51  東森新聞台  86  Animax  
17  客家電視台  52  中天新聞台  87  台灣藝術台  
18  國家地理頻道  53  民視新聞台  88  中華財經台  
19  Discovery 

Channel  
54  三立新聞台  89  非凡商業台  

20  Discovery旅遊
生活頻道 

55  TVBS新聞台  90  財訊財經台  

21  動物星球  56  TVBS  91  運通財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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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 頻道全名 頻道 頻道全名 頻道 頻道全名 
22  卡通頻道  57  東森財經新聞 92  華人商業台  
23  迪士尼頻道  58  非凡新聞台  93  恒生財經台  
24  MOMO親子台  59  VIVA購物  94  全球財經台  
25  東森幼幼台  60  富邦購物 3  95  娛樂 K台  
26  緯來綜合台  61  衛視電影台  96  台灣綜合台  
27  八大第一台  62  東森電影台  97  公共電視高畫質

頻道  
28  八大綜合台  63  緯來電影台  100  冠軍電視台  
29  三立台灣台  64  LS TIME電影 101  信吉電視台  
30  三立都會台  65  HBO  102  華藏衛星電視台  
31  衛視中文台  66  東森洋片台  103  法界弘法衛星電

視台  
32  東森綜合台  67  AXN  104  生命電視台  
33  超視  68  好萊塢電影台  105  佛衛慈悲  
34  富邦購物 2  69  衛視西片台  106  唯心電視台  
35  U-LIFE4  70  CINEMAX  107  三立財經台  
36  中天綜合台  71  緯來育樂台  108  信大電視台  
37  東風衛視台  72  緯來體育台  109  NHK  
38  MUCH TV  73  ESPN  110  華視教育文化 

 

 

圖三-1 日本廣告語料來源頻道網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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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的台灣電視廣告不限電視頻道、亦不限廣告主題，原因在於

欲取得台灣一般大眾所能接觸到的電視廣告，重視其普遍性，以反映台灣文

化，蒐集時間為 2012年九月至 2013年一月。由於台灣電視廣告在同一個月

內重複播放率高，不同電視台經常播放相同的廣告，因此本研究一個月蒐集

一次語料，共蒐集五次，總共 100則，蒐集 100則的原因為已能看出語料趨

勢並進行分析。廣告標題請見附件錄二。 

日本電視廣告則礙於實際錄製電視廣告的困難，故從 youtube 網站的

umatob005 頻道（http://www.youtube.com/feed/UCSPk3F4otoe9Jjyg--9otvw）

隨機抽樣 2012年九月到 2013年一月的日本電視廣告，為配合中文電視廣告

的蒐集時間，亦為一個月隨機抽樣一次，共蒐集五次，總共 100則，同樣已

能看出語料趨勢並進行分析，廣告標題請見附錄三。而 youtube 網站中的

umatob005頻道為一日本人因關注日本電視廣告所設立，目的在於分享日本

電視廣告，並與日本電視播放時間同步更新，此人並開放其部落格

（ http://kufutententen.blogspot.jp ） 與 Twitter 社 群 網 站

（https://twitter.com/jalojaalcm）供有興趣之人觀看。本研究於 youtube網站

中的 umatob005 頻道蒐集日本廣告語料原因為該網站電視廣告不限日本電

視頻道、不限產品種類，廣告多元而能反映其普遍性。 

至此本文已指出語料來源與選取範圍，接下來說明語料的蒐集程序。筆

者利用電視棒從電腦錄製台灣電視廣告，從表三-1的第一個頻道依次轉到最

後一個頻道，其中轉至的頻道若正在播放廣告則立刻側錄，因此取樣方式為

隨機取樣。語料全數蒐集完畢之後，開始分別紀錄側錄檔中影像（video）

和聲音（audio）兩部分，將廣告側錄檔轉寫成聽打稿，並紀錄側錄檔編號

和蒐集日期。日本廣告方面則隨機點選 youtube網站中 umatob005頻道中發

佈的日本廣告，並依照中文廣告紀錄方式轉寫成聽打稿，紀錄網站網址和蒐

集日期。筆者因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一級檢定，因此日文聽打稿與翻譯文字

之正確性與準確度無虞。中文聽打稿範例請見                      表三-2；

日文聽打稿範例請見表三-3，每一則電視廣告都以此聽打稿範例之方式紀錄

於 word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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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2 中文電視廣告聽打稿範例 

 

表三-3 日文電視廣告聽打稿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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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語料分析與類目建構 	  
本研究採用傳播學常使用的內容分析法分析語料，歐用生（1993）指出，

內容分析法是將傳播內容利用系統客觀和量化方式加以歸類統計，並根據這

些類別的數字作敘述性的解釋。因此內容分析法為透過量化的技巧以及質的

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度，分析傳播內容中各種語言和特性，藉以推論產

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的一種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步驟如圖三-2所示。 

     

圖三-2 分析步驟流程圖 

第一階段建構廣告結構類目，紀錄廣告是否包含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0）所定義之「開場」（prologue）、「陌生元素」（foreign element）、

「闡述」（exposition）、「發展」（development）、「結語」（epilog）、「標語」

（slogan）、「商標」（logo）等七項結構類目，各項類目定義與編碼代號請見

表三-4。而本研究於中日電視廣告語料中發現，在廣告最後有時會出現「附

加訊息」，因而將「附加訊息」的類目定義加入分析使用的類目表中。 

 

 

 

 

 

結構類目	 

語篇形式	 

訊息策略	 

文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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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 語料分析之結構類目整理 

（定義參考Martinez-Camin, G., & Perez-Saiz, M. (2012). A pragmatics theory 

o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 453-473.） 

類目性質  結構類目  定義  

直接 開場（prologue） 在廣告開頭言明產品名稱，或以與

產品直接相關的訊息開始一則廣

告。 

例：鼻塞，讓你像洩了氣的皮球。 

闡述（exposition） 闡述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的理由。 

例：歐治鼻，去鼻塞噴劑，幾分鐘

內，迅速舒緩鼻塞，效果長達十二

小時。 

間接 陌生元素（foreign 

element） 

以與產品無關的視聽訊息開場。 

例：最好是素顏也很好看，最好是

可以孩子氣，最好是王子公主過著

快樂的日子。 

發展（development） 以敘事、戲劇、象徵手法發展產品

和陌生元素之間的關聯。 

例：微小而確切的幸福，一點一滴

都值得慶祝。 

慣用 

 

 

 

 

結語（epilog） 總結、重述、強調闡述或發展成分

的語言訊息，與產品特徵較為相

關，多為口語訊息。 

例：這麼好，我當然選桂格成長奶

粉。 

標語（slogan） 和商標或產品名稱有關的標題，可

為口語或書面訊息。 

例：歐治鼻，享受暢快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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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用 

 

商標（logo） 常與文字或字母合併的圖形象

徵，代表一個機構或公司。 

例：  

附加訊息（additional 

message） 

附加在廣告最後的次要訊息，作為

補充說明。 

例：克蘭詩超 V型緊塑美白組，周

年慶限量熱賣中。 

 

第二階段分析廣告語篇的表現形式，由於廣告「結語」、「標語」、「商標」、

「附加訊息」四項結構類目會固定出現在廣告最後，不影響結構類目的排列，

因此只考慮「開場」、「闡述」、「陌生元素」、「發展」的排列。因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0）研究西班牙與墨西哥電視廣告的形式分類過於複雜，

本研究期待將結果應用於教授日籍學生如何看懂中文電視廣告，因此依據中

文與日文電視廣告語料的結構類目排列，擬定電視廣告語篇表現形式之分析

架構，歸納出「說理式」、「混合式」、「情感式」三種表現形式，其中「說理

式」可再細分為「典型說理式」和「混合說理式」；「情感式」亦可細分為「典

型情感式」與「混合情感式」，總共五種類型，如表三-5，以下將分別詳細

說明各類語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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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 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分析架構 

語篇形式  表現類型  結構類目排列  

說理式 典型說理式 開場＋闡述 

混合說理式 開場（敘事）＋闡述 

開場＋闡述（敘事） 

開場（敘事）＋闡述（敘事） 

混合式 混合式 開場＋發展 

陌生元素＋闡述 

陌生元素＋開場＋闡述 

情感式 混合情感式 陌生元素（產品）＋發展（產品） 

陌生元素＋發展（產品） 

陌生元素（產品）＋發展 

典型情感式 陌生元素＋發展 

 

（1）典型說理式  

表三-5由上至下的廣告語篇表現形式由直接至間接，最為直接的一端為

「典型說理式」，亦即使用「開場」直接言明產品名稱或與產品直接相關的

訊息，再接續「闡述」指出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的理由，為最直接的廣告語

篇表現形式，亦符合低語境文化之典型溝通策略。例如在感冒藥廣告中僅出

現一人物拿著感冒藥，於廣告開頭言明產品名稱，接著直接說明感冒藥的成

分及使用功效，讓視聽眾清楚了解廣告產品，而不須注重廣告的語境線索，

該廣告使用「開場＋闡述」的表現形式。 

（2）混合說理式  

「混合說理式」亦使用「開場」接續「闡述」，在電視廣告的聲音部分

傳達與產品直接相關的訊息及為何要購買產品的理由，然而影像訊息則融入

小部份的戲劇或敘事，可能為「開場」時結合敘事，或為「闡述」時結合敘

事，亦出現「開場」和「闡述」皆有敘事畫面配合，並非如說理式一般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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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稍偏向低語境文化特徵的混合說理式。例如空氣清新劑廣告在開頭由旁

白說出「一天下來，家裡累積的異味，讓回家的心情大打折扣」，接著畫面

中的女生回到家說「好臭喔」，此部分的開場結合戲劇，即具有故事情節，

在編碼時則紀錄為表三-5中的「（敘事）」。接下來「闡述」部分鏡頭僅出現

空氣清新劑產品，聲音部分說明「用香必飄室內香薰，享受清新空氣六十天」，

即購買產品的理由。該廣告為「開場（敘事）＋闡述」的混合說理式。 

（3）混合式  

「混合式」則是結合「說理式」及「情感式」的結構類目，如屬於「說

理式」的「開場」接續屬於「情感式」的「發展」，或屬於「情感式」的「陌

生元素」接續屬於「說理式」的「闡述」，亦有「陌生元素」接續「開場」、

再出現「闡述」的混合形式。此種形式一方面既擁有「說理式」的直白，一

方面亦帶有「情感式」的模糊曖昧之處，介於高語境和低語境文化溝通特色

之間。例如循利寧滴劑廣告在廣告開頭為火災現場，有一記者訪問一老先生，

問老先生「阿伯阿伯，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都火燒屋了你怎麼還不願意走

（台語）？」，老先生無奈地回答「我是為什麼不願意走？我雙腳就都麻掉

了是要怎麼走（台語）？」，此部分為「陌生元素」，視聽眾看至此並不知道

廣告產品為何，接著記者說出「是的，腳麻比較難走，年紀大血液循環差，

就要注意末梢血液循環問題」的「闡述」部分資訊，視聽眾才知道與藥品有

關及為何要購買該產品，此廣告即結合「陌生元素＋闡述」的「混合式」。 

（4）混合情感式  

「混合情感式」的主要結構類目為「陌生元素」接續「發展」，然而「混

合情感式」並非如「情感式」一般使用全然間接的廣告訊息表現形式，而是

在「陌生元素」或「發展」部分配合產品展示，即電視廣告聲音訊息部分雖

為與產品不相關的訊息，影像部分則出現產品，有些為背景，有些則為廣告

人物引介，透露該廣告語境的線索，因此屬於稍偏向高語境文化特徵的「混

合情感式」廣告。例如高粱酒廣告的開頭出現一男子在思考，說出「世上最

珍貴的是什麼？夢想？時間？還是夢寐以求的名車？這些是最珍貴的嗎？」，

為與廣告產品無關的「陌生元素」，視聽眾還無法得知廣告產品為何，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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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部分說出「真正珍貴的是知己，朋友，家人，那些每天陪伴你的人，

才是最珍貴的」，此部分雖仍未直接說明購買產品的理由，卻藉由高粱酒產

品的展示、與朋友家人一起喝酒的語境，透露出廣告產品的線索，為「陌生

元素＋發展（產品）」的「混合情感式」。 

（5）典型情感式  

而表現形式最為間接的「典型情感式」則使用「陌生元素」接續「發展」，

即以與廣告產品不相關的訊息開頭，並以戲劇、敘事等方式發展故事情節，

而視聽眾通常到廣告最後出現「結語」、「標語」或「商標」才能知曉廣告產

品為何，且此種廣告所強調的並非產品的特點，而是間接販售一種生活型態

或個人價值，符合高語境文化溝通的特質，其隱含之意經由不同的視聽眾解

讀亦有不同的涵義和詮釋。例如在飲品廣告的「陌生元素」部分，出現一女

生說「最好是素顏也很好看，最好是可以孩子氣，最好是王子公主過著快樂

的日子」，即利用與產品無關的訊息開場，接著女生說「微小而確切的幸福，

一點一滴都值得慶祝」，為接續「陌生元素」的「發展」部分，且畫面皆未

出現廣告產品，直到商標和標語出現時視聽眾才能知曉廣告產品，此為「陌

生元素＋發展」的「典型情感式」廣告。 

第三階段則分析電視廣告訊息策略，本文整理過去文獻（Goatly，2000；

Myers，1994；Woodward and Denton，1988；祝鳳岡，1996）所提及的訊息

策略，透過觀察中文與日文電視廣告內容之語意，擬定廣告訊息策略分類框

架共有「產品特點」、「產品優惠」、「觀眾感想」、「觀眾生活」、「使用功效」、

「品牌形象」六項，其中「產品特點」、「產品優惠」屬於「業者取向」之訊

息策略，「觀眾感想」、「觀眾生活」屬於「觀眾取向」之訊息策略，「使用功

效」、「品牌形象」則屬於「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 

各項定義和廣告實例請見下表三-6。此外，每則電視廣告僅歸類一種訊

息策略，因此一則電視廣告不會出現兩種訊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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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6電視廣告訊息策略之分析框架 

訊息取向  訊息策略  定義  

業者取向 產品特點 強調產品優點、產品獨特之處、產品性能、產品使

用方法等，屬於業者取向之訊息策略。 

例：藥品廣告強調該藥品之所以不同於別的品牌是

因為含有某些成分，為該產品的優點。 

產品優惠 強調產品價格經濟實惠，廣告畫面通常會出現價格

數字，屬於業者取向之訊息策略。 

例：手機廣告強調其優惠方案和月租費價格實惠。 

觀眾取向 觀眾感想 強調消費者（觀眾）對於產品之感想、情緒，以抒

發內心為主，不牽涉產品資訊，因此屬於觀眾取向

之訊息策略。 

例：酒品的廣告不強調酒的優點，而是酒帶給個人

的感想、意義與自我實現。 

觀眾生活 強調產品帶給觀眾何種生活型態，廣告通常圍繞著

人物進行，屬於觀眾取向的訊息策略。 

例：汽車廣告不直接說明汽車性能或價格優惠，而

以與家人、朋友開心出遊的畫面呈現汽車替人們帶

來的一種便利、快樂的生活型態。 

中立取向 使用功效 強調消費者使用產品後之功效，通常廣告中會出現

人物展示使用前與使用後的效果差異。既著重產品

亦著重消費者（觀眾），介於業者取向與觀眾取向之

間，因此屬於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 

例：洗髮精廣告強調消費者使用後之美髮效果，使

頭髮柔順不打結。 

品牌形象 強調產品專業或理念帶給人們的品牌形象。雖著重

於產品品牌，然而品牌形象是為消費者（觀眾）建

立的，介於業者取向與觀眾取向之間，因此屬於中

立取向之訊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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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飲料廣告說明該品牌的歷史發展和其秉持的專

業信念。 

     

    第三階段除了分析電視廣告訊息策略之外，亦將中日電視廣告表現形式

與訊息策略結合，觀察「說理式」和「情感式」廣告表現形式常與何種訊息

策略搭配。而在第一到第三階段的分析過程中，皆從 word聽打稿中觀察語

料後將結果紀錄於 excel檔案，如圖三-3，以方便計算統整研究結果。 

第四階段則探討以上步驟的研究結果是否具跨文化差異，並於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節研究討論中詳細說明。 

 

 

圖三-3 電視廣告語料分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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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互觀察者信度研究3	  
本文中的語料分析為筆者一人的分類與判斷，為考量中文母語者和日文

母語者對於母語電視廣告的感知可能不同，因此邀請一位中文母語者、一位

日文母語者作為觀察者，檢測其「交互觀察者信度」（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

以達到「交互觀察者一致」（interobserver agreememt）。在檢測過程中，首先

讓兩位觀察者了解並熟悉 3.2節中的類目建構和各項類目定義，接著再抽樣

十則（10%）中文電視廣告和十則（10%）日文電視廣告語料，分別給中文

觀察者（中文母語者）和日文觀察者（日文母語者）觀看，「交互觀察者信

度」測試結果如下表三-7。 

表三-7 交互觀察者信度表 

 中文母語者  日文母語者  
結構類目 0.9 1.0 
表現形式 0.9 0.8 
訊息策略 1.0 0.9 

 

首先，在結構類目方面，十則中文電視廣告和十則日文電視廣告中皆包

含「開場」、「陌生元素」、「闡述」、「發展」、「結語」、「標語」、「商標」、「附

加訊息」等不同結構類目之電視廣告。其中，中文母語者評判中文電視廣告

結構類目的「交互觀察者信度」為 0.9；而日文母語者評判日文電視廣告結

構類目的「交互觀察者信度」則達到 1.0。 

其次，在表現形式方面，十則中文電視廣告和十則日文電視廣告中皆包

含表現形式屬於「典型說理式」、「混合說理式」、「混合式」、「混合情感式」、

「典型情感式」之電視廣告。而中文母語者評判中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的「交

互觀察者信度」為 0.9；日文母語者評判日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的「交互觀

察者信度」達到 0.8，並認為典型說理式和混合說理式的評斷較為困難。 

                                            
3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余明忠教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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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訊息策略方面，十則中文電視廣告和十則日文電視廣告中皆包

含採用「產品特點」、「產品優惠」、「觀眾生活」、「觀眾感想」、「使用功效」、

「品牌形象」六種訊息策略之電視廣告。其中，中文母語者評判中文電視廣

告訊息策略的「交互觀察者信度」為 1.0；日文母語者評判日文電視廣告訊

息策略的「交互觀察者信度」達到 0.9。 

根據王文科與王智弘（2010），交互觀察者信度宜達 0.85~0.90，因此我

們可得知本文的類目建構和語料分析大致上是具有「交互觀察者信度」的，

日文母語者與筆者具備相同的分析架構和文化感知能力，且中文電視廣告語

料比日文電視廣告語料的「交互觀察者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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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前三節說明電視廣告語料的分析結果，每節皆以中文、日文、跨文

化對比三個層面加以呈現。本研究於蒐集、分析完語料後發現，4.1、4.2與

4.3 節之跨文化差異較適合以文獻回顧中的高語境與低語境理論詮釋，其中

4.1 節為結構類目統計結果，可看出電視廣告中各結構類目的出現頻率與特

徵；4.2節是表現形式，歸納電視廣告使用的表現形式之出現頻率；4.3節為

訊息策略之分類與出現頻率計算結果，探討最常使用的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

搭配；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節則為研究討論，針對研究待答問題，逐

一作出回應；最後 4.5節為本章小結。 

4.1 結構類目分析結果 	  
本節首先將分別呈現中文、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之結構類目分析結果數據，

接著再進行中文、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之跨文化分析。 

4.1.1 中文電視廣告  

表四-1 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之出現頻率 

類目性質  結構類目  出現頻率  
直接 開場 

闡述 
62% 
80% 

間接 陌生元素 
發展 

53% 
20% 

慣用 結語 
標語 
商標 

附加訊息 

55% 
84% 
95% 
22% 

 

由表四-1可得知，在 100則中文電視廣告所使用的結構類目依數量次序

為「商標」（95/100則）、「標語」（84/100則）、「闡述」（80/100則）、「開場」

（62/100則）、「結語」（55/100則）、「陌生元素」（53/100則）、「附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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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0則）、「發展」（20/100則）。因中文電視廣告語料共 100則，因此各

結構類目的數量亦等同於其出現頻率。接下來將分別說明屬於直接、間接與

廣告慣用的結構類目。 

（一）  直接  

「開場」在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的出現頻率為 62%，使用清楚提及產品名

稱、或與產品直接相關的訊息展開廣告，如例(3)中雖未言明產品名稱，但

廣告訊息「清新順滑感，洗潤新登場」直接與產品相關，視聽眾立刻可得知

該產品為洗髮精；例(4)以對話展現產品為「墨西哥香辣雞排堡」；例(5)中廣

告的第一句開頭就提到產品名稱「治痛單」；例(6)在開頭點出「亞培安素」，

視聽眾馬上就知道此則廣告要販售的產品，屬於直接的結構類目。 

(3) 日本專為台灣女性研發的，清新順滑感，洗潤新登場。（C-54）	 

(4) 店員：墨西哥香辣雞排堡好囉！	 

男：謝謝！（C-61）	 

(5) 男 A：看你拿「治痛單」就知道要出去賺錢了！（台語4） 

男 B：內行的！大海男兒怎麼能感冒？（台語） 

男 A：感冒就軟趴趴，不行！（台語）（C-69）	 

(6) 父母都想為孩子做更多，保持健康，是我們的責任，所以我們都喝，亞

培安素。（C-66）	 

「闡述」在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的出現頻率高達 80%，說明廣告的「獨特

銷售命題」，亦即購買產品的理由，在例(7)中說明保養品的成分和使用效果；

例(8)中闡述該產品的內容物，由於含有人蔘液和多種維他命，喝了便能精

神百倍；例(9)則直接說明電信公司的通話優惠，不但經濟實惠又送通話費，

皆為說服視聽眾購買的理由，因此「闡述」亦為直接的結構類目。 

(7) 結合雙重抗老精華，凝聚二十七年植物抗老研究，全面修護受損肌膚，

                                            
4 此則台語電視廣告為筆者自行翻譯，因此翻譯所使用的文字並非正統的台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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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展現透亮光彩。（C-47）	 

(8) 累的時候，倦的時候，白馬馬力夯，白馬馬力夯，含有人蔘液，多種維

他命，給你精神百倍。（C-72）	 

(9) 搭配遠傳哈拉飆網包，月付 1373元，手機只要 3990元，攜碼來遠傳，

老客戶續約，免萬元預繳，最高再送 6300通話費。（C-78） 

（二）  間接  

「陌生元素」在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的出現頻率為 53%，單看廣告語料中

的陌生元素，視聽眾無法立即得知廣告產品為何，廣告以與產品無直接相關

的訊息開展，目的在於營造一種情境，屬於間接的結構類目。如例(10)中的

敘事口吻、例(11)如故事般的開頭、例(12)中的一連串問句，接讓人摸不著

頭緒；例(13)為麥當勞經典美式咖啡的廣告，然而廣告主在廣告開頭只營造

早晨的氛圍。 

(10) 最好是素顏也很好看，最好是可以孩子氣，最好是王子公主過著快樂的

日子。（C-34） 

(11) 到過許多地方之後，我才發現台灣最美的，是從每一個人的生命中散發

出的光芒與熱情。（C-37） 

(12) 世上最珍貴的是什麼？夢想？時間？還是夢寐以求的名車？這些是最

珍貴的嗎？（C-93） 

(13) （路人都在打哈欠）男主角：Good morning!（C-99） 

「發展」的出現頻率僅佔 20%，表示在中文語料中只有 20則廣告含有

「發展」類目，單看發展亦無法直接瞭解廣告主所要傳達的真正訊息，亦為

間接的結構類目。如例(14)酒品廣告與例(15)飲品廣告中的敘事接續前一部

分的「陌生元素」而來，帶出故事高潮；例(16)的家電廣告連接該廣告的開

頭，逐漸發展與該廣告之家電產品結合的線索，讓視聽眾連結語境和百科知

識，推想可能的廣告產品；例(17)為高粱酒廣告，發展過程亦同。 

(14) 我的夢想，海闊天空。（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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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微小而確切的幸福，一點一滴都值得慶祝。（C-34） 

(16) 你看見真色彩嗎？你的冰箱，是左開還是右開？你吃得健康嗎？你洗衣

時，是否使用太多水？你知道室內空氣有多髒嗎？你知道可以隨時美膚

spa嗎？你瞭解鼻子塞住的困擾嗎？我們的心，有人回應嗎？（C-100） 

(17) 真正珍貴的是知己，朋友，家人，那些每天陪伴你的人，才是最珍貴的。

（C-93） 

（三）  慣用  

「結語」在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的出現頻率為 55%，旨在總結、重述、強

調廣告核心部分的語言訊息，多為與產品特徵較為相關的口語訊息，為電視

廣告的慣用手法。如例(18)強調產品效果；例(19)重述產品能解決斷髮問題；

例(20)總結產品帶來美好生活；例(21)著重產品新穎之處。 

(18) 牙齒超越亮白，更加健康光彩。（C-57） 

(19) 斷髮，何必擔心，來吧！一直健康下去！（C-59） 

(20) Having a Nissan is wonderful. （C-67） 

(21) SHARP用心，科技變得更有心，你的全新感官體驗。（C-100） 

「商標」和「標語」亦為電視廣告語篇慣常使用的結構類目，因此「商

標」的出現頻率高達 95%，「標語」亦佔 84%。中文廣告中的「商標」即公

司或品牌的圖形象徵，亦常與文字或字母合併，請見例(22)、(23)、(24)；「標

語」特徵為使用一兩句簡潔有力的話涵蓋產品名稱或產品理念，如例(25)中

的「玉尊台灣威士忌」產品，希望打造出「台灣人的口味」；例(26)的「OLAY

保養品」，期待使用後肌膚越變越美，並用第二人稱的「你」將視聽眾拉進

語篇對話；例(27)的「健達繽紛樂」，帶來的是「繽紛滿足感」；例(28)的中

「寶橋」公司品牌理念即為「親近生活，美化生活」。標語不但能傳達產品

宗旨，亦能帶給視聽眾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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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10）5	 

(23) （C-75）	 

(24) （C-42）	 

(25) 台灣人的口味，玉尊台灣威士忌。（C-36）	 

(26) OLAY，肌膚與你，越變越美。（C-64）	 

(27) 健達繽紛樂，繽紛滿足感。（C-56）	 

(28) P&G 寶橋，親近生活，美化生活。（C-65）	 

「附加訊息」的出現頻率為 22%，為附加在廣告最後的次要訊息，作為

補充說明，但通常為最新的訊息，亦為電視廣告補充資訊的慣用手法。如例

(29)、(30)、(31)、(32)皆為次要的新訊息，補充新產品上市資訊、產品公司

資訊、購買優惠資訊等，並在廣告的最後出現。 

(29) 買青島純生六入裝，就送隨行多彩造型錶，還有機會抽中大獎喔！（C-2） 

                                            
5 （C-10）意指“Chinese-10”，亦即該筆語料為第十筆中文電視廣告語料。而本文中的日本電

視廣告語料則以“J”（Japanese）示之，例如語料後出現（J-5），即指第五筆日文電視廣告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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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全台同步上市，OLAY保養級ＢＢ霜，30秒 hold住好氣色。（C-8） 

(31) 九成以上網友好評，溼擦果然更乾淨。（C-31） 

(32) 現在買台灣之美紅葡萄酒送你 HIMO葡萄汁，販售通路請洽台酒官網。

（C-37） 

4.1.2 日文電視廣告  

表四-2 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之出現頻率 

類目性質  結構類目  出現頻率  
直接 開場 

闡述 
44% 
51% 

間接 陌生元素 
發展 

62% 
49% 

慣用 結語 
標語 
商標 

附加訊息 

57% 
96% 
96% 
14% 

 

由表四-2可知，日文電視廣告所使用的結構類目依數量次序為：「標語」

（96/100則）、「商標」（96/100則）、「陌生元素」（62/100則）、「結語」（57/100

則）、「闡述」（51/100則）、「發展」（49/100則）、「開場」（44/100則）、「附

加訊息」（14/100則）。日文電視廣告語料與中文電視廣告相同，共 100則，

因此各結構類目的數量亦等同於其出現頻率。接下來將分別說明屬於直接、

間接與廣告慣用的結構類目。 

（一）直接  

「開場」在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的出現頻率為 52%，廣告在開頭即清楚提

及產品名稱，或與產品直接相關的訊息，在例(33)中廣告的第一句開頭就提

到該產品為「ちさいな車」（該廣告產品為本田汽車的小型車）；例(34)亦在

開頭點出產品名稱「カンポウ専科」，視聽眾馬上就知道此則廣告要販售的是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57  

藥品；例(35)中亦言明「ユニクロ」（UNIQLO）的衣物非常輕巧；例(36)同

樣也是在一開始就提及該產品名稱，讓視聽眾一接收到廣告就立刻明白，因

此「開場」為直接的結構類目。 

(33) ちさいな車こそ、もと安全を。（J-31） 

譯：正因為小車所以更加安全。 

(34) カンポウ専科のかぜ薬シリーズ。（J-36） 
譯：カンポウ專科感冒藥系列。 

(35) ちさい！軽いね！これユニクロだ！（J-56） 
譯：好小！好輕哦！這是 UNIQLO！ 

(36) 美味しいニュースです。これです！HottoMottoチキン南蛮、知ってる？

（J-81） 

譯：好吃的新消息！就是這個！HottoMotto南蠻雞肉便當，你知道嗎？ 

「闡述」的出現頻率為 58%，說明該廣告的「獨特銷售命題」，亦即購

買產品的理由，在例(37)指出該相機產品能捕捉並留下美好；例(38)闡明該

比薩產品擁有豐富的食材配料；例(39)亦強調該護髮水產品對於頭髮的保養

功效；例(40)則說明該汽車產品節省能源、愛護地球、注重永續經營的優點，

皆為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的理由，為直接的結構類目。 

(37) 美しく撮りたい、瞬間を捕らえたい、たくさん残したい（J-41） 

譯：我想拍攝美好，捕捉瞬間，讓許多美好留下。 

(38) 厚切ベーコン、新鮮トマトがたっぷり、モッツァのトマトの本格コン

ビニ、モッツァイタリアーナ～。（J-33） 

譯：厚切培根、滿滿的新鮮番茄、mottsa的番茄比薩真的很方便，mottsa 

義大利比薩！ 

(39) トリートメントだから、できること、パンテーンプロビタミン処方が

髪に止まって、水分バランスを整えます。（J-78） 

譯：潘婷 treatment能讓頭髮鎖住維生素原配方，維持髮內水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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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プリウスはいつも考えている、電気が走るべくか、ガソリンが走るべ

きか、一滴の燃料をむたにしないように、エネルギーのことも、人間

のことも、かんがえながら、走ってる。そして、たくさんの兄弟だち

も、きみに続く。（J-96） 

譯：PRIUS一直在思考，電力用了多少、汽油用了多少，一滴燃料也不 

要浪費。不管是能源還是人類的事情，一邊思考的同時，一邊前進。然 

後，許許多多的兄弟們也為了你繼續下去。 

（二）間接  

「陌生元素」在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的出現頻率為 56%，使用與產品無關

的訊息開頭，如例(41)以對話開頭，卻是與該服裝產品無關的訊息；例(42)

為汽車廣告，然而廣告開頭卻如戲劇一般出現法庭審判的情景；例(43)中的

產品為冰箱，卻使用敘事口吻訴說人生中的各種喜怒哀樂；例(44)以戲劇手

法呈現人與人互相幫助的情景，然而是保險公司的廣告。上述共通點即以特

殊的廣告開頭吸引視聽眾，創造出與眾不同的場景與氛圍，因此「陌生元素」

為間接的結構類目。此外，在日本電視廣告語料中，有 15%廣告的陌生元素

皆以戲劇輔以音樂呈現，相較於中文電視廣告為一特別的現象。 

(41) 外國人：夢を叶えるには人生は短い。	 

女：諦めるには人生はながすぎる。（J-43） 

譯：外國人：夢想實現的人生很短。 

女：放棄的話人生就太長了。 

(42) 弁護士：あなたはあれを体験者のか？	 

検事：異議あり！あれじゃよくわかりません。（J-80） 

譯：律師：你是那個的試驗者嗎？ 

檢察官：抗議！意義不明！ 

(43) 人生は山昇り、晴れたら野原をかけめぐり、雨が降ったら、人休み。

お腹がすいたら食べちゃう、辛いときは踊っちゃう。（J-40） 

譯：人生就像登山，晴朗的時候就登上原野，下雨的話就休息。肚子餓 

的話就吃東西，難過的時候就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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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ありがとう、その人ことで、もっと力になりたいと思う。頑張ってね、

その人ことで、次のベスート尽くそうと違う。頼んだよ、その人こと

で、身が引き締まる。（J-76） 

譯：謝謝，因為那個人，我想多盡一點力量。加油哦，因為那個人，我 

一定會努力做到最好。拜託你了喔，因為那個人，我要卯足全力。 

「發展」的出現頻率佔 42%，單看發展亦無法直接瞭解廣告主所要傳達

的真正訊息，如(45)連接該廣告的開頭，逐漸發展與該廣告產品可樂結合的

線索，暗指該可樂與任何食物都可搭配；例(46)以戲劇方式呈現銀行行員為

民眾煩惱的樣貌；例(47)亦使用敘事手法鋪陳情節；例(48)為腸胃藥廣告，

間接說明腸胃藥中含有乳酸菌，可見「發展」為間接的結構類目。 

(45) 選べないーどっちも好きだ！（J-10） 

譯：決定不了！哪一個我都喜歡！ 

(46) 女 A:もっと皆さんのために。女 B:なにかできるだろう。	 

女 C:なにかできるかな。女 D:なにかできるでしょう。 

女 E:一日中考えたりして。女 A:飽きないですよね。（J-58） 

譯：女 A：要更為大家著想。女 B、C、Ｄ：我能做什麼呢？ 

女 E：一整天都在想。女 A：不會膩對吧。 

(47) でも、大切なのは自分を信じること。未来は、今何をするかで変わる

ことができるから。君は主人を信じるだろ？僕も君を信じてる。（J-73） 

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自己。因為現在做什麼能改變未來，你相 

信你的主人對吧？我也相信你。 

(48) 何も見えないけど、生きてるんですね！（J-100） 

譯：雖然什麼都看不到，但是真的活著對吧！ 

（三）慣用  

「結語」在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的出現頻率為 55%，為電視廣告的慣用手

法，旨在總結、重述、強調廣告核心部分的語言訊息，多為與產品特徵較為

相關的口語訊息，如例(49)總結該隱形眼鏡放大片產品是讓人發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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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0)重述該智慧型手機產品能讓生活更有創意；例(51)強調該家電產品能

讓你體驗生命的寶貴；例(52)中的胃腸藥雖然很小一顆，卻擁有巨大的力

量。 

(49) 大きい人に輝きの秘密。（C-62） 

譯：大人閃耀發光的秘密。 

(50) あなたの日常、もっと楽しくクリエイティブに。（J-77） 

譯：讓你的生活擁有更有趣的創意。 

(51) Life is precious. AQUA ガラストップ冷蔵庫出だよ。（J-40） 

譯：生命很珍貴。AQUA玻璃冰箱新上市。 

(52) ちさな粒の、大きなちから。（J-100） 

譯：小小的一粒，大大的力量。 

「標語」和「商標」亦為電視廣告的慣常出現的結構類目，因此出現頻

率最高，「標語」佔 96%、「商標」亦佔 96%。顯示在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結

構中，幾乎所有的日文電視廣告皆出現「標語」和「商標」。日文廣告中的

「商標」即公司或品牌的圖形象徵，常與日文字合併，並且常出現英語拼音，

請見例(53)、(54)、(55)；「標語」特徵涵蓋產品名稱或產品理念，可能為例

(56)中的問句、例(57)的直述句、例(58)的命令句等形式，或如例(59)般重複

音節以加強印象。 

(53) （J-6）	 

(54) （J-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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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J-22）	 

(56) Earth music & ecology.	 あした、何着て生きていく？（J-43） 

譯：Earth music & ecology.	 明天，要穿什麼活下去？	 

(57) もっと便利、もっとおいしい、トップバリュ。（J-75） 

譯：更方便、更好吃，TOPVALU。 

(58) 走れ、ハイプリッド。考えんながら、未来へ走れ。（J-96） 

譯：奔跑吧，hybrid。一邊思考的同時，奔跑向未來。 

(59) 体にピース、カルピス。（J-87） 

譯：身體的和平，可爾必思。 

最後，出現頻率僅有 14%的「附加訊息」，慣於出現在標語和商標之後，

旨在補充廣告次要訊息，如例(60)說明該廣告品牌的新產品上市；例(61)亦

強調該產品新上市；例(62)補充說明該手機產品實際上的費用；例(63)則強

調該啤酒產品銷售量第一。附加訊息能夠幫助視聽眾再度與廣告內容連結，

強化廣告印象與說服力，亦為電視廣告慣用結構類目。 

(60) これ、新発売！（J-26） 

譯：這個，新上市！ 

(61) 今ならもらえる。（J-32） 

現在就能馬上得到。 

(62) 實質基本使用料が一年間 0元。（J-52） 

實際上的使用費用一年只要零元。 

(63) ビル売上	 NO.1。（J-71） 

啤酒銷售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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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跨文化分析  

本節接著總結 4.1.2中文電視廣告與 4.2.2日文電視廣告之結構類目分析

結果，綜合探討中日電視廣告結構類目數量趨向之跨文化對比，對比結果以

下表四-3呈現。 

表四-3 中日電視廣告各項結構類目數量比較 

文化特徵  結構類目  語言  類目數量  

直接 開場 中文 62 

日文 44 

闡述 中文 80 

日文 51 

間接 陌生元素 中文 53 

日文 62 

發展 中文 20 

日文 49 

慣用 結語 中文 55 

日文 57 

標語 中文 84 

日文 96 

商標 中文 95 

日文 96 

附加訊息 中文 22 

日文 14 

 

如表四-3所示，廣告語篇中的「開場」和「闡述」屬於直接說明的結構

類目，「陌生元素」和「發展」屬於間接表達的結構類目，將屬於直接、間

接的結構類目分別加總計算，即可看出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之差異，

請見下頁圖四-1。而廣告語篇中的「結語」因是總結、強調廣告訊息，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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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的「闡述」或「發展」，可為直接或間接，因此不列入比較；「標語」和

「商標」因是電視廣告慣用的結構類目，亦不列入比較；「附加訊息」則因

為其功能並非傳遞主要訊息，因此亦不列入比較。 

 

圖四-1 中日電視廣告結構類目比較 

如圖四-1所示，中日電視廣告結構類目的選用具有差異，在中文電視廣

告語篇中，屬於直接的結構類目數量較多；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則偏好使用

屬於間接的結構類目。顯示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的結構類目較日文電視廣告來

的直接，多出現「開場」和「闡述」此種直接提及產品名稱、闡明說服視聽

眾購買產品的理由之結構類目，偏向低語境文化。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則較

常使用「陌生元素」和「闡述」之結構類目，即以與產品無關的訊息展開廣

告，多伴隨敘事、故事等手法，需要時空等線索以截取廣告訊息，符合高語

境文化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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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表現形式分析結果 	  
本節首先將分別呈現中文、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之表現形式分析結果數據，

接著再進行中文、日文電視廣告語篇表現形式之跨文化分析。 

4.2.1 中文電視廣告  

 

圖四-2 中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出現頻率 

如圖四-2所示，本研究共取得 100則中文電視廣告，其中語篇形式為「說

理式」的廣告共 47則，「混合式」廣告佔 33則，「情感式」廣告則僅有 20

則，可得知中文「說理式」、「混合式」、「情感式」電視廣告出現頻率依序為

一線性下降，中文電視廣告使用最頻繁的語篇形式為「說理式」。而在此三

種形式之下，中文電視廣告可再細分成五種表現形式，包含「典型說理式」、

「混合說理式」、「混合式」、「混合情感式」、「典型情感式」，見圖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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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 中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類型 

如圖四-3所呈現，「說理式」可細分為「典型說理式」及「混合說理式」，

「典型說理式」佔中文電視廣告的 29%，「混合說理式佔」18%，顯示中文

電視廣告使用「說理式」語篇時，直接採用「開場」接續「闡述」的「典型

說理式」比例最高，如例(64)在廣告開頭就點出產品名稱為「克蘭詩黃金雙

激萃」，接著闡述使用產品所帶來的功效，說服視聽眾購買的理由明確；而

在「開場」或「闡述」聲音部分結合影像敘事的「混合說理式」，則佔較小

的比例，如例(65)中，「開場」時聲音部分，主角說明「每天我用得最多的，

不是我的嘴巴，是我的眼睛，白天又看晚上又看，很容易累。」與產品直接

相關的訊息，影像部分播放主角一整天忙碌、疲憊的樣貌，結合時間敘事之

特徵。「典型說理式」與「混合說理式」皆屬於直接的表現形式。 

（一）  直接  

 

 

 

 

33 

說理式 混合式 情感式

混合18 


典型29
典型8

混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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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典型說理式（C-47）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產品展示	 

	 

想要激活青春奇蹟，全新

克蘭詩黃金雙激萃	 

開場	 

	 

	 

結合雙重抗老精華，

凝聚二十七年植物抗老研

究，全面修護受損肌膚，

立即展現透亮光彩，你發

現肌膚更緊實，細紋減少

了，膚質細緻柔滑。	 

闡述	 

	 

克蘭詩黃金雙激萃，激活

青春奇蹟，clarins。	 

標語	 

商標	 

	 

克蘭詩黃金雙激萃，青春

激活組，周年慶限量熱賣

中。	 

附加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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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混合說理式（C-26）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明星代言，一天

忙碌的樣子	 

	 

明星：每天我用得最多

的，不是我的嘴巴，是我

的眼睛，白天又看晚上又

看，很容易累	 

開場

(+fl)	 

產品展示，明星

近拍	 

	 

明星：滴一滴樂敦，清涼

滋養，補充維他命	 

闡述	 

產品展示	 

	 

旁白：樂敦，養潤眼藥水	 

字幕：日本眼藥領導品牌	 

標語	 

商標	 

 

（二）間接  

「情感式」亦可分為「典型情感式」與「混合情感式」，「典型情感式」

佔中文電視廣告的 8%，「混合情感式佔」12%，顯示中文電視廣告使用「混

合情感式」比「典型情感式」來的頻繁。「混合情感式」即在「陌生元素」

或「發展」時，影像部分結合產品展示，如例(66)在「發展」部分聲音訊息

為一連串問句，無法切確得知廣告想要傳達什麼，然而影像中出現多種家電

產品，視聽眾可間接將聲音訊息與產品做連結。另一方面，全然使用「陌生

元素」接續「闡述」的「典型情感式」則較少出現，如例 0中聲音和影像部

分皆表現具有情節的故事，直到結語和標語部分才讓視聽眾從中讀出弦外之

音。「典型情感式」和「混合情感式」皆屬於間接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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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混合情感式（C-93）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女生近拍	 

	 

開啟，心感觀之旅 陌生

元素	 

電視、冰箱、水

波爐、洗衣機、

空氣清淨機、spa

機、吸塵器、機

器人吸塵器和女

生近拍	 

	 

你看見真色彩嗎？你的

冰箱，是左開還是右開？

你吃得健康嗎？你洗衣

時，是否使用太多水？你

知道室內空氣有多髒

嗎？你知道可以隨時美

膚 spa嗎？你瞭解鼻子塞

住的困擾嗎？我們的

心，有人回應嗎？ 

發展	 

女生近拍	 

	 

SHARP 用心，科技變得

更有心，你的全新感官體

驗 

結語	 

產品展示	 

	 

心感官，心家電 

 

標語	 

商標	 

	 

SHARP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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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典型情感式（C-96）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父親教訓兒

子，孩子鬧彆扭

用力甩上房門	 

	 

父：這都不對耶，拿回去

重算一下吧！還有，你那

個英文 report 後天要給我

看 

陌生

元素	 

字幕：有多久，

沒管管孩子的

小脾氣？	 

	 

無 發展	 

父親進房間教

孩子念書。字

幕：國泰世華財

富管理，好好享

受財富的溫度	 

	 

旁白：讓你放心去管想管

的事	 

父：這麼簡單你都沒有學

會	 

結語	 

商標	 

	 

國泰世華財富管理 標語	 

商標	 

 

（三）中立  

「混合式」在中文電視廣告中佔 33%，即融合「說理式」與「情感式」

的結構特徵，因此表現形式介於直接和間接中間，屬於較為中立的表現形式。

「混合式」經常使用「情感式」的「陌生元素」接續「說理式」的「開場」

和「闡述」，見例(68)中的廣告開頭使用戲劇開頭，接著旁白的聲音切入正

題，提到產品與身體健康相關，再說明產品的功效，一步一步將廣告要傳達

的訊息清楚陳述；亦有使用「情感式」的「陌生元素」後立刻接續「說理式」

的「闡述」等形式，如例(69)巧妙結合「說理式」與「情感式」兩種語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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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形式，一開始視聽眾看不出來廣告產品為何，而闡述部分即說明與房屋有

關，此種混合形式的表現形式較為中立。 

(68) 混合式（C-23）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女生在公司加

班，非常忙碌，

老闆對女生說

話	 	 

女生：啊！！！ 

老闆：Pinky，你明天開始

升做經理。 

陌生

元素	 

女生很累的暈

倒在桌上	 

	 

旁白：工作不可能這麼

順，但是你的身體可以 

開場	 

產品展示	 

	 

旁白：天然草本的便通

樂，能緩解腸道便秘，輕

盈又輕鬆 

闡述	 

商標	 

	 

女生：Yes! 

照顧好自己，中美製藥 

標語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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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混合式（C-68）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女生到處發名

片，被路人丟到

地上 

	 

旁白：她跟你一樣，是父母

的掌上明珠，卻在大庭廣眾

下，名片被丟在地上，她不

敢哭，只是鞠躬道歉。 

陌生

元素	 

女生對著鏡頭

說話	 

	 

女生：屋主的房子，就像是

我的房子。 

旁白：她是李熒芝，現在是

信義房屋土城海山店店長。 

闡述	 

商標	 

	 

信義房屋，信任，帶來新幸

福 

標語	 

商標	 

字幕、禮品	 

	 

一冠、二冠、三冠，服務三

冠王，好禮三重送，信義房

屋，幸福喔！ 

附加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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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日文電視廣告  

 

圖四-4日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出現頻率 

如圖四-4所示，本研究共取得 100則日文電視廣告，其中語篇形式為「說

理式」的廣告共 35則，「混合式」廣告佔 19則，「情感式」廣告則有 46則，

可得知在日文電視廣告中，「情感式」最常出現，接著是「說理式」，而較少

使用「混合式」電視廣告。在此三種語篇形式之下，日文電視廣告亦可再細

分成五種表現形式，包含「典型說理式」、「混合說理式」、「混合式」、「混合

情感式」、「典型情感式」，見圖四-5。 

說理式 混合式 情感式

表現形式 35	   19	   46	  

0	  

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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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4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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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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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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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 日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類型 

如圖四-5所呈現，「說理式」可細分為「典型說理式」及「混合說理式」，

「典型說理式」佔日文電視廣告的 17%，「混合說理式」佔 18%，顯示日文

電視廣告採用「說理式」語篇時，較常出現聲音部分採用「開場」接續「闡

述」，然而影像部分融合些許敘事成分的「混合說理式」，如(70)中的「開場」

直接說明與護髮產品相關的訊息，然而影像則結合專家解決女生困擾的敘事

過程；而日文電視廣告直接採用「開場」接續「闡述」之「典型說理式」的

比例少一點，如(71)中使用對話形式在廣告開始就提及產品名稱，並說明購

買產品的理由。「典型說理式」和「混合說理式」皆屬於直接的表現形式。 

（一）直接  

(70) 混合說理式（J-78）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女生說明自

己頭髮的問

題，專家為女

生解答	 	 

女：髪が広がってると、水

で抑えちゃうですけど。專

家：よくないですね。女：

え？よくないですか？專

家：水でならしても、乾く

開場	 

（敘事）	 

19	  

說理式 混合式 情感式

混合18	  


典型17

典型16

混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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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女：また広がった。專

家：内側の水分バランスが

原因なんです。女：水じゃ

だめなんですね。專家：髪

の水分バランスをトリー

トメントとかいいですよ。 

譯：女：頭髮只要一蓬，我

就會用水抹平。專家：這不

好哦。女：啊？不好嗎？專

家：就算用水，乾掉的話就

不好了。女：還是會變蓬。

專家：髮內的水分平衡是主

要原因。女：那用水不行

啊。專家：維持髮內水分平

衡就要用 treatment 

產品展示	 

女生頭髮近

拍	 

	 

旁白：トリートメントだか

ら、できること、パンテー

ンプロビタミン処方が髪

に止まって、水分バランス

を整えます。譯：旁白：潘

婷 treatment能讓頭髮鎖住
維生素原配方，維持髮內水

分平衡。 

闡述	 

女生頭髮柔

順，女生開心

的樣子	 

	 

女：冬でもまとまるんだ。 
譯：女：就算冬天也能鎖住

哦。 

結尾	 

產品展示	 

商標	 

	 

旁白：洗いかさないトリー

トメント PANTENE 

譯：旁白：不用水洗的潘婷

treatment 

標語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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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典型說理式（J-55）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兩個男生在

車子旁對話	 

	 

A：松山君、リーフって何が
変わった？B：うん、変わっ
たっていうか、夜家で充電

すると、満タン一回 300円
ってことかな。 
譯：Ａ：松山先生，Leaf 有

什麼新的改變嗎？B：說到新

的改變，晚上的燃料費加到

滿 300 元吧！ 

開場	 

說完以後兩

個人一起上

車	 

	 

A：満タン一回 300円？ 
B：うん。A：それで、コー
ヒ一杯じゃない？B：そう、
コーヒ一杯分。A：それりゃ
暮らしかわるわ。暮らしを

乗り換えよう。 
譯：Ａ：加滿只要 300 元？

B：嗯。A：一杯咖啡的錢不
是嗎？B：對，一杯咖啡的錢。

A：這樣的話生活就改變了

啊！一起讓生活變得更美

好。 

闡述	 

產品展示	 

	 

New NISSAN リーフ登場、

この価格から。 

譯：New NISSAN Leaf上市，

這個價格起。 

結語	 

商標	 

	 

今までなかったワクワク

を。NISSAN。 

譯：前所未有的創意。

NISSAN。 

標語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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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間接  

「情感式」亦可分為「典型情感式」與「混合情感式」，「典型情感式」

佔日文電視廣告的 16%，「混合情感式」佔 30%，顯示日文電視廣告使用「混

合情感式」比「典型情感式」來的頻繁，「混合情感式」即在「陌生元素」

或「發展」部分，廣告畫面中穿插產品展示，請見例(72)，在「陌生元素」

與「發展」中皆為敘事情節，然而影像中出現該品牌之汽車產品，視聽眾可

由觀看故事中間接了解產品可帶來什麼好處。另一方面，全然使用「陌生元

素」接續「闡述」的「典型情感式」在日文電視廣告中亦佔了不少的比例，

如例(73)中聲音和影像部分結合，如一小型戲劇般呈現敘事情節，直到出現

商標才展示產品，讓視聽眾將敘事情節與產品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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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混合情感式（J-6）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三個男生在車

前看一個美女

走過去	 

	 

（背景音樂）	 陌生

元素	 

三個男生和一

條狗一起吃一

個超長大亨堡 

	 

（背景音樂）	 發展	 

三個男生和一

條狗很開心地

在開車 

	 

三個男生和一

條狗猜拳、溜滑

板 

	 

大家一起坐進

車內，產品展示 

	 

キューブ、マイルーム。

アイドリングストップが

ついて新登場。乗るとも

らえる。譯：Cube. My 
room.怠速熄火系統新上
市。試乘中。	 

結語	 

	 

商標	 

	 

今までなっかたワク。

NISSAN 
譯：前所未有的創意。 
NISSAN	 

標語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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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典型情感式（J-4）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孩子們在踢

球，只有一個男

孩被孤立，蹲在

地上邊玩沙邊

看著他們踢球	 	 

（背景音樂）	 陌生

元素	 

突然出現一個

熊貓跟小男孩

打招呼後把一

顆球踢給男孩	 

	 

（背景音樂）	 發展	 

孩子們質問熊

貓，覺得熊貓很

奇怪，男孩突然

把球踢過去	 

 

子供達：なんでよーわか

ん。なんで？変なパンダ	 

譯：小孩們：幹什麼啊！

不懂耶！奇怪的熊貓。	 

孩子們又回去

踢球，男孩也加

入了他們 

	 

子供達：サーカやろう！

男の子：そうなに変じゃ

ないよ。僕も入れてー	 

譯：小孩們：來踢足球！

男孩：沒那麼奇怪喲！我

也要玩！	 

結語	 

男孩回家吃晚

飯，加了熊貓形

狀瓶子的味

素，開心的跟家

人說今天踢了

球	 
	 

男の子：今日ね、サーカ

したんだ！それね、変な

パンダもいってね。	 

譯：男孩：今天啊，我踢

了足球！然後啊，有一隻

奇怪的熊貓耶。 

標語	 

商標	 

商標	 

	 

旁白：おいしさ、そして	 

AJINOMOTO 
譯：旁白：好吃的味道，

AJINOMOTO	 

附加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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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立  

「混合式」在日文電視廣告中僅佔 19%，即融合「說理式」與「情感式」

的結構特徵，因此表現形式較為中立。此種廣告語篇可使用「說理式」的「開

場」類目接續「情感式」的「發展」類目，見例(74)在廣告開頭即提及產品

名稱「ココア」（可可亞），接著以爸爸想起女兒傳簡訊要爸爸買可可亞，若

隨便挑一種女兒會生氣的戲劇方式呈現，間接傳達該品牌的可可亞為最好的

選擇，買到該品牌女兒會很高興；日文電視廣告中亦出現「陌生元素」接續

「開場」與「闡述」的混合式語篇，見例(75)如「情感式」般先呈現一小段

敘事吸引視聽眾注意，接著再導入「說理式」特色而使用「開場」接續「闡

述」，使廣告產品與購買原因逐漸明確。 

(74) 混合式（J-9）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爸爸在超市

選可可亞	 

	 

爸爸：どんなココアだっ

け？	 

譯：爸爸：到底是哪一種可

可亞呢？ 

開場

（+fl）	 

想起女兒傳

的簡訊要爸

爸買可可亞

回家。爸爸

想隨便挑一

種，但想到

女兒會生氣	 

	 

女兒：ココア買ってきて

ね、パパよろしく！爸爸：

これでいいか。女兒：パ

パ、だめだ！本気に出すん

だ！譯：女兒：要買可可亞

回來喔！爸爸拜託了！爸

爸：這個就行了吧。女兒：

爸爸，不行！認真選！	 

闡述

（+d）	 

爸爸認真的

選了森永可

可亞女兒很

開心	 

	 

爸爸：ココアはやっばりこ

れだから。女兒：よくでき

た！譯：爸爸：可可亞果然

還是要這個！女兒：做得

好！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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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出現一杯泡

好的可可	 

	 

爸爸、女兒：ココアはやっ

ぱり森永！	 

譯：爸爸、女兒：可可亞就

是要森永！ 

標語	 

商標	 

	 

森永	 商標	 

 

 

 

(75) 混合式（J-59）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藝人在湯屋民

宿裡懷疑自己

的表演能力，

民宿老闆娘送

東西過去給他 	 

男：芸能界って俺にはトライ

すぎるかな？老闆：潤いがた

りないですよね。男：はい？

老闆：こちらどそう。 

譯：男：我在演藝圈是不是

太乾了呢？老闆：不夠滋潤

嗎？男：什麼？老闆：請用

這個。 

陌生

元素	 

男生不知道那

是什麼東西，

老闆娘也沒有

說明 

	 

男：バスロマン skin care？ 
老闆：うるおいベールですか

ら。男：うるおいベール？

え？譯：男：バスロマン skin 
care？老闆：就是うるおいベ

ール。男：うるおいベール是

什麼啊？ 

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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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男生上網查詢

查不到，打電

話問公司老

闆，又問民宿

裡的外國人	 	 

男：うるおいベールってなん

だ？あ！マネジャうるおい

ベールって知ってる？Do 
you know うるおいベール？

外國人：Yes yes! Actually it’s a 
story that my father told me… 
譯：男：うるおいベール是

什麼啊？經理你知道嗎？

你知道うるおいベール嗎？

外國人：知道啊，其實這是

一個我爸爸告訴我的故事 

開場	 

男生把產品加

到溫泉裡，肌

膚變光滑了 

	 

男：試した方が早いなー 

旁白：うるおいベールでスベ

スベ肌に。男：スベスベ。 

譯：男：早知道就早點用。

旁白：うるおいベール能讓

肌膚變光滑。男：好滑啊	 

闡述	 

產品展示 

商標 

	 

バスロマン skin care 標語	 

商標	 

男生走出民宿

忘記自己剛才

在煩惱什麼 

	 

男：何悩んでだっけ？ 
譯：男：我剛剛在煩惱什麼

來著？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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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跨文化分析  

 

圖四-6 中日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出現頻率對比 

觀察圖四-6可發現，在中文電視廣告語料中，幾乎一半（47%）的電視

廣告皆屬於直接表達的「說理式」廣告，表達形式較為中立的「混合式」電

視廣告亦佔了一定的比例，而間接的「情感式」則較少出現；反觀日文電視

廣告，屬於間接的「情感式」則最常出現（46%），接著直接的「說理式」

亦佔不少的比例，而日文電視廣告不常使用中立表達的「混合式」。此外，

中日電視廣告表現形式差異最大的即屬於間接的「情感式」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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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7 中日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微觀對比 

 

由圖四-7可得知，從「說理式」廣告來看，中文電視廣告較常使用最直

接的「典型說理式」，而日文電視廣告則較常使用直接的「混合說理式」，顯

示中文「說理式」比日文「說理式」更加直接。從「混合式」廣告來看，中

文電視廣告的數量較多，說明中文電視廣告較偏好於同時結合直接與間接的

中立表達方式；從「情感式」廣告來看，日文最間接的「典型情感式」與間

接的「混合情感式」出現頻率皆比中文電視廣告來的高，由此可見日文電視

廣告比中文更偏好使用間接語言的廣告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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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訊息策略分析結果 	  
本節首先將分別呈現中文、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之訊息策略分析結果數據，

接著再進行中文、日文電視廣告語篇訊息策略之跨文化分析。 

4.3.1 中文電視廣告  

表四-4 中文電視廣告訊息策略之出現頻率 

訊息策略取向  訊息策略  出現頻率  
業者取向 產品特點 

產品優惠 
30% 
11% 

觀眾取向 觀眾感想 
觀眾生活 

8% 
12% 

中立取向 使用功效 
品牌形象 

36% 
3% 

 

由表四-4可得知，在 100則中文電視廣告語料中，依據電視廣告的內容

語意可得知中文電視廣告出現頻率最高的訊息策略為「使用功效」（36%），

接著依序為「產品特點」（30%）、「觀眾生活」（12%）、「產品優惠」（11%）、

「觀眾感想」（8%）、「品牌形象」（3%）。各項策略之出現頻率說明中文電

視廣告利用「使用功效」和「產品特點」兩種訊息策略最為頻繁，而廣告內

容最少出現傳達產品「品牌形象」之訊息策略。以下將分別舉例說明中文電

視廣告三種取向之訊息策略。 

（一）業者取向  

「產品特色」之訊息策略如例(76)、(77)，旨在說明產品優點、產品獨

特之處、產品性能、產品使用方法等，屬於「業者取向」之訊息策略。 

(76) 彩虹easy clean易潔乳膠漆採用杜邦Teflon牆面保護科技，能保護牆面，

立即擦拭，牆面就煥然一新，而且沒有氣味。（C-28） 

(77) 蒸餾器越高，蒸餾出來的威士忌就越醇，難怪格蘭傑的蒸餾器是全蘇格

蘭最高的。格蘭傑單一麥芽威士忌，傑作，源自不必要的堅持。（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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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優惠」之訊息策略如例(78)、(79)，主打產品的價格優惠，廣告

畫面上經常出現數字強調其產品經濟實惠，亦屬於「業者取向」的訊息策略。 

(78) Tiida上市以來太受歡迎，限時限量送價值五萬元影音導航系統，40萬

40期零利率，再享六年六大系統延長保固。（C-38） 

(79) 現在手機直撥 007國際電話，打一元就送一元，不論哪個國家也不管什

麼時段，讓你輕鬆串聯全世界。（C-43） 

（二）觀眾取向  

「觀眾感想」之訊息策略如例(80)、(81)，未涉及產品資訊的介紹，而

是站在視聽眾立場抒發個人對於產品的想法，或產品給人帶來的感覺，屬於

「觀眾取向」之訊息策略。 

(80) 我不輕易選擇，除非它真的好，相信我，你也會被感動。（C-20） 

(81) 到過許多地方之後，我才發現台灣最美的，是從每一個人的生命中散發

出的光芒與熱情。品味台灣之美紅葡萄酒。（C-37） 

「觀眾生活」之訊息策略如例(82)、(83)，語言與畫面結合，廣告訊息

從視聽眾的角度，傳遞愉悅和樂的氣氛或美好的生活樣貌，廣告通常圍繞著

人物進行，亦屬於「觀眾取向」的訊息策略。 

(82) 孩子將來會懂，爸爸不是萬能的，但希望他記住，我最厲害的樣子。

(C-42) 

(83) 母：地圖帶了嗎？父：帶了。母：保全設定了沒？父：設定了設定了。 

兒：爸爸爸爸，別忘了你的吉胃服適凝膠。父母：好，出發！ 

母：馬可，你真細心，吉胃服適凝膠，照顧我們全家的胃。（C-50） 

（三）中立取向  

「使用功效」之訊息策略如例(84)、(85)，強調消費者使用產品後之功

效，通常廣告中會出現人物（明星或一般消費者），展示使用前與使用後的

效果差異。此種廣告訊息策略既著重產品本身的資訊，亦著重消費者（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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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效果，介於業者取向與觀眾取向之間，因此屬於中立取向之訊息策

略。 

(84) 全新天生明眸睫毛膏，來自 maybelline，無重力長纖維，超越長翹極限，

無盡纖長，持久飛翹，綻放明眸大眼。（C-32） 

(85) 友露安膜衣錠，第一時間解除感冒症狀，30分鐘開始退燒止痛，20分

鐘鼻道暢通，15分鐘發揮止咳效果。（C-15） 

「品牌形象」之訊息策略如例(86)、(87)，強調產品專業或理念帶給人

們的品牌形象。雖著重於產品品牌，然而品牌形象是為消費者和視聽眾建立

的，介於業者取向與觀眾取向之間，因此亦屬於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 

(86) 康是美，嚴選千種專業醫美，搭配駐店美容師，5項肌膚檢測，找到最

適合你的，這才是專業。（C-6） 

(87) 主角：屋主的房子，就像是我的房子。旁白：她是李熒芝，現在是信義

房屋土城海山店店長。信義房屋，信任，帶來新幸福。（C-68） 

 

圖四-8 中文電視廣告之訊息策略取向 

綜上所述，如圖四-8所呈現，中文電視廣告傾向使用「業者取向」（41%）

和「中立取向」（39%）之訊息策略，而較不常出現「觀眾取向」（2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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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策略。 

 

圖四-9 三種中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訊息策略 

將廣告表現形式與廣告訊息策略結合，三種中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的訊

息策略呈現如圖四-9。我們可得知中文電視廣告語篇最常出現「說理式」之

表現形式搭配「使用功效」之訊息策略，顯示中文電視廣告主要為「中立取

向」，廣告目的為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亦強調視聽眾的感受和利益，採用

直接的「說理式」廣告語篇，清楚說明視聽眾使用產品後的效益。 

4.3.2 日文電視廣告  

表四-5 日文電視廣告訊息策略之出現頻率 

訊息策略取向  訊息策略  出現頻率  
業者取向 產品特點 

產品優惠 
30% 
6% 

觀眾取向 觀眾感想 
觀眾生活 

6% 
32% 

中立取向 使用功效 
品牌形象 

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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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四-5可得知，在 100則中文電視廣告語料中，依據電視廣告的內容

語意可得知日文電視廣告出現頻率最高的訊息策略為「觀眾生活」（32%），

接著依序為「產品特點」（30%）、「使用功效」（17%）、「品牌形象」（9%）、

「產品優惠」（6%）、「觀眾感想」（6%）。各項策略之出現頻率說明日文電

視廣告利用「產品特點」和「觀眾生活」兩種訊息策略最為頻繁，明顯高於

其他訊息策略。 

（一）業者取向  

「產品特點」之訊息策略如例(88)、(89)，清楚說明產品優點和獨特之

處，或是強調產品性能、產品使用方法，屬於「業者取向」之訊息策略。 

(88) ちさい！軽いね！これユニクロだ！（J-71） 

譯：好小！好輕喔！這是 UNIQLO！ 

(89) 新しい FMVは持っているだけで、気分があがる。そして my cloud、

写真データ、自動で整理してくれる。（J-85） 

譯：只要拿著新的 FMV，心情就會很好。而且 my cloud能自動幫我整   

理照片資料。 

「產品優惠」之訊息策略如例(90)、(91)，利用優惠價格作為廣告賣點，

以增加廣告產品銷售量，亦屬於「業者取向」的訊息策略。 

(90) 下がります！下がります！この冬、全百品目値下がります。（J-65）	 

譯：降價！降價！今年冬天，有百餘項商品降價。 

(91) 新登場、チキン南蛮弁当、今だけおとく 390円。（J-81）	 

譯：新上市，雞肉南蠻便當，只有現在是 390元。 

（二）觀眾取向  

「觀眾感想」之訊息策略如例(92)、(93)，以抒發個人感受的訊息代替

說明產品資訊，屬於「觀眾取向」之訊息策略。 

(92) この感覚か、Xperia。（J-7）	 

譯：這個感覺，就是 Xp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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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真っすぐだけじゃ、つまらない。さきがみえないからこそ、おもしろ

い。満足したら、そこで終わりだ。（J-25）	 	 

譯：要是很筆直的話多無聊，就是因為看不到前面才覺得有趣。要是滿    

足的話就完了。 

「觀眾生活」之訊息策略如例(94)、(95)，聲音配合影像，廣告訊息呈

現出視聽眾的樣貌或日常生活風格，亦屬於「觀眾取向」的訊息策略。 

(94) 皆さん年末は、皆で食べて、皆で飲んで、皆で笑いましょう！（J-38） 

譯：大家在年終的時候，就是要一起吃東西、一起喝東西、一起笑！ 

(95) 子：（実家に帰るのは年一回。）ただいま。（母はいつも僕が好きなも

のを作ってまってる。）	 

母：お腹すいてるでしょう？あなた昔からそれが好きよね。	 

子：（母の料理は変わらない味で。）母：なに？	 子：別に（この料理

食べられるのはあと何回くらいなって。）俺やるよ。	 

母：なになになに？	 子：元気でいてくれるよな。母：え？（J-63） 

譯：子：（我一年回家一次。）我回來了。（媽媽總是做我喜歡吃的菜等 

我。）母：肚子餓了吧？你從以前就喜歡那個對吧。 

子：（媽媽的料理是不變的味道。）母：什麼？子：沒什麼。（我在想還 

能吃到幾次這樣的料理呢？）我來吧！ 

母：什麼什麼什麼？子：要健健康康的喔！母：嗯？ 

（三）中立取向  

「使用功效」之訊息策略如例(96)、(97)，強調消費者使用產品後之功

效，展示消費者（觀眾）使用前與使用後的效果差異。此種廣告訊息策略既

著重產品本身的資訊，亦著重消費者（觀眾）的使用效果，介於業者取向與

觀眾取向之間，因此屬於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 

(96) 瞳の辺自然に大きく。秘密は瞳の黃金比率。（J-62）	 

譯：眼球的周圍自然的放大。秘密就是眼球的黃金比例。 

(97) 冷蔵庫にはの脱臭炭、匂いをとるとる、冷蔵庫にはの脱臭炭。（J-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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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冰箱專用的脫臭炭，能吸走異味，冰箱專用的脫臭炭。 

「品牌形象」之訊息策略如例(98)、(99)，以畫面輔助語言，傳遞產品

或服務的專業姿態，以及品牌帶給人們的形象。雖著重於產品品牌，然而品

牌形象是為消費者和視聽眾建立的，介於業者取向與觀眾取向之間，因此亦

屬於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 

(98) それは、スモールというスタイル。世界最小クラス一眼 Q10。（J-48）	 

譯：那是所謂 small的風格。世界最小等級的單眼 Q10。 

(99) 私たちは、一生の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お客様の思いに、さまさまの形

でもお答えゆきいきます。（J-76）	 

譯：我們作為一輩子的夥伴，會一直努力回答客人的各種意見。 

 

圖四-10 日文電視廣告之訊息策略取向 

綜上所述，如圖四-10所呈現，日文電視廣告傾向使用「觀眾取向」（38%）

和「業者取向」（36%）之訊息策略，而較不常出現「中立取向」（26%）之

訊息策略。 

業者取向 中立取向 觀眾取向

訊息策略取向 36	   2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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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1 三種日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之訊息策略 

將廣告表現形式與廣告訊息策略結合，三種日文電視廣告表現形式的訊

息策略呈現如圖四-11。我們可得知日文電視廣告語篇最常出現「情感式」之

表現形式搭配「觀眾生活」之訊息策略，顯示日文電視廣告主要為「觀眾取

向」之訊息策略，以間接的「情感式」廣告語篇較能引起視聽眾共鳴和愉悅

的情緒，達到娛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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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跨文化分析  

表四-6 中日電視廣告訊息策略之出現頻率 

訊息策略取向  訊息策略  廣告語言  出現頻率  
業者取向 產品特點 

 
中文 
日文 

30% 
30% 

產品優惠 中文 
日文 

11% 
6% 

觀眾取向 觀眾感想 
 

中文 
日文 

8% 
6% 

觀眾生活 中文 
日文 

12% 
32% 

中立取向 使用功效 
 

中文 
日文 

36% 
17% 

品牌形象 中文 
日文 

3% 
9% 

由表四-6可得知，在中日電視廣告使用的訊息策略中，「使用功效」與

「觀眾生活」兩項策略的出現頻率差異最大，「使用功效」為中文電視廣告

最常使用的訊息策略，而「觀眾生活」則為日文電視廣告最常使用的訊息策

略。 

 

圖四-12 中日電視廣告之訊息策略取向對比 

業者取向 中立取向 觀眾取向

中文 41	   39	   20	  

日文 36	   2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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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四-12所呈現，「業者取向」之訊息策略較常出現於中文電視廣告中，

「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亦較常為中文電視廣告所使用，「觀眾取向」之訊

息策略則較常出現在日文電視廣告當中，且中日電視廣告之訊息策略差異在

「觀眾取向」的廣告數量上最為顯著。 

綜上所述，由表四-6與圖四-12搭配來看，我們可得知中文電視廣告主要

為「業者取向」與「中立取向」，因此為了完整傳遞產品資訊，達到說服視

聽眾購買之目的，多使用直接表達的「說理式」廣告語篇說明產品相關訊息；

而日文電視廣告因其訊息策略為「觀眾取向」，目的在於引起視聽眾的注意

力及其愉悅的情緒，偏好採用間接傳遞的「情感式」廣告語篇以達到娛樂效

果。 

此外，從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交叉搭配結果而言，我

們可得知電視廣告語篇三種主要表現形式最常使用的訊息策略，如表四-7。 

表四-7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搭配 

 中文電視廣告  日文電視廣告  

說理式 使用功效 產品特點 

混合式 產品特點 使用功效 

情感式 觀眾生活 觀眾生活 

 

本章至此已呈現語料分析結果，下一節旨於回答研究問題，針對上述結

果中反映的數據資料提出可能的解釋。 

4.4 討論 	  
本節欲討論研究結果呈現之各項數據意義，並將討論部分與第二章文獻

回顧評述的相關研究進行比較，期能彰顯本研究對於廣告語言、跨文化分析

領域之定位與預期研究貢獻。本章的討論架構可分為兩個部分：首先，4.4.1

節為本文對三個研究問題之回應，說明中日電視廣告結構類目、表現形式、

訊息策略是否具跨文化差異；其次，4.4.2節將探討中日電視廣告中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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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定語境與集體主義之關係。 

4.4.1 本文研究問題回應  

本文的研究問題與回應依序呈現如下。 

1.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結構類目是否具跨文化差異？  

本研究依據中日電視廣告語料，將電視廣告語篇的結構類目分為八項，

分別為「開場」、「闡述」、「陌生元素」、「闡述」、「結語」、「標語」、「商標」、

「附加訊息」。中文電視廣告所使用的結構類目依照出現頻率次序為「商標」

（95%）、「標語」（84%）、「闡述」（80%）、「開場」（62%）、「結語」（55%）、

「陌生元素」（53%）、「附加訊息」（22%）、「發展」（20%）；另一方面，日

文電視廣告所使用的結構類目依照出現頻率次序為「標語」（96%）、「商標」

（96%）、「陌生元素」（62%）、「結語」（57%）、「闡述」（51%）、「發展」（49%）、

「開場」（44%）、「附加訊息」（14%）。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的相同點為（1）「商標」和「標語」皆是

出現頻率最高的結構類目；（2）「附加訊息」類目的出現頻率皆偏低。此數

據可從兩個層面解釋，首先，廣告的定義為「付費的、非個人化的溝通形式，

它是由可認明的廣告主透過大眾媒體來說服或影響視聽眾。」（榮泰生，1990：

7），我們可得知廣告為廣告主利用傳播媒介與消費者溝通，其目的為說服視

聽眾購買，而電視廣告中最不容易造成歧義的結構類目即為「商標」和「標

語」，為達成廣告之說服目的，「商標」提醒視聽眾認明該品牌或公司，「標

語」使用明確清楚的話語傳達該產品宗旨，不需透過其他語境線索，儘管廣

告畫面只有短短一兩秒鐘，亦能替廣告主帶來利潤營收，因此「商標」和「標

語」在廣告語篇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屬於電視廣告慣用的結構類目。其次，

「附加訊息」在電視廣告語篇中的出現位置為「結語」、「標語」、或「商標」

之後，而根據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不論何種廣告表現形

式，視聽眾觀看廣告至「結語」、「標語」、或「商標」時已完成回指之動作

並知曉獨特銷售命題，因此「附加訊息」的存在顯得可有可無，再加上其特

徵為產品的補充說明及新資訊，相較於電視廣告的核心訊息含量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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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的相異點為（1）屬於直接結構

類目的「開場」和「闡述」在中文電視廣告的出現頻率較高；（2）屬於間接

結構類目的「陌生元素」和「發展」在日文電視廣告的出現頻率較高。由上

述數據，我們可發現中、日電視廣告語篇偏好使用不同的結構類目，中文電

視廣告經常使用直接與產品相關的訊息或產品名稱開頭，以及闡述獨特銷售

命題，強調產品價格、優點、性能等資訊，符合低語境文化特色，重要訊息

通常由外顯的口語表達顯現，需要精準無誤的言語表達，對語境的依賴程度

低（Hall，1976；Ishii & Bruneau，1988；Samover et al.，1998；許力生，2006；

賈玉新，1997）；日文電視廣告則經常利用與產品無關的訊息展開廣告，並

具有發展出故事或戲劇，輔以音樂、歌曲等其他元素之傾向，偏向高語境文

化特徵，不重視外顯的口語訊息，重要訊息通常表現在時空、情況、與關係

等情境線索，對語境的依賴程度高（Hall，1976；Ishii & Bruneau，1988；

Samover et al.，1998；許力生，2006；賈玉新，1997）。此外，中文較注重

主體意識，日文則是以客體為重（蔣麗華，2006；何明清，2005），因此中

文電視廣告語篇經常站在電視廣告的說話者發言，亦即從業者角度傳遞產品

資訊，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主要站在電視廣告的聽話者來進行交際，亦即從

觀眾的角度來呈現廣告產品。 

綜上所述，中文電視廣告語篇偏好使用的結構類目較偏向低語境文化，

日文電視廣告語篇常見的結構類目較傾於高語境文化，因此中日電視廣告語

篇之結構類目具跨文化差異。 

2.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表現形式是否具跨文化差異？  

本研究依據中日電視廣告語料，將電視廣告語篇的表現形式分為五種，

由直接到間接依序為「典型說理式」、「混合說理式」、「混合式」、「混合情感

式」、「典型情感式」。「典型說理式」與「混合說理式」皆屬於直接的「說理

式」；「典型情感式」與「混合情感式」皆屬於間接的「情感式」。中文電視

廣告語篇的表現形式依出現頻率次序為「說理式」（47%）、「混合式」（33%）、

「情感式」（20%）；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的表現形式依出現頻率次序則為「情

感式」（46%）、「說理式」（35%）、「混合式」（19%），顯示中文電視廣告語

篇偏好採用直接與中立的表現形式，較不常使用間接的表現形式，此特徵亦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跨文化分析與教學應用 

 96 

與中文母語者在交際時注重主體意識有關，站在說話者的立場，應把交際內

容的資訊清楚傳遞；日文電視廣告語篇則偏好使用間接的表現形式，而較缺

乏中立的表現形式，與日文母語者在交際時注重客體的文化相符，因此電視

廣告的目的在於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 

此外，從「說理式」廣告來看，中文電視廣告較常使用「典型說理式」

語篇，即明確說明獨特銷售命題原則，使用外顯的語言訊息強調產品價格、

優點、性能等資訊，較不重視情境脈絡，傾向低語境文化之表現；而日文電

視廣告則較常使用「混合說理式」語篇，即結合敘事、語境的間接說理方式，

顯示中文的「說理式」比日文的「說理式」更加直接。從「混合式」廣告來

看，中文電視廣告的數量較多，說明中文電視廣告較偏好於同時結合直接與

間接的中立表達方式。從「情感式」廣告來看，日文最間接的「典型情感式」

與間接的「混合情感式」出現頻率皆比中文電視廣告來的高，利用與產品無

關的訊息展開廣告，並具有發展出故事或戲劇之傾向，重要訊息通常表現在

時空、情況、與關係等環境線索，將音樂、歌曲等其他元素融入語境，對語

境的依賴程度高，而視聽眾須對語境具有高度敏銳的意識，方能透過猜測、

擴展、檢視語境以詮釋完整的廣告訊息意涵（Davis，2001；Hall，1976；Ishii 

and Bruneau，1988），由此可見，日文電視廣告比中文更偏好使用間接語言

的廣告語篇，即更偏向高語境文化特徵，亦較為注重交際客體，因此中日電

視廣告語篇的表現形式具有跨文化差異。 

3. 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訊息策略是否具跨文化差異？表現形式與訊
息策略最常使用的搭配為何？  

本研究依據中日電視廣告語料的內容語意，擬定電視廣告語篇的訊息策

略可分為「產品特點」、「產品優惠」、「觀眾感想」、「觀眾生活」、「使用功效」、

「品牌形象」六項。其中「產品特點」和「產品優惠」屬於「業者取向」之

訊息策略，「觀眾感想」、「觀眾生活」屬於「觀眾取向」之訊息策略，「使用

功效」、「品牌形象」則屬於介於業者與觀眾的「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 

中文電視廣告語篇之訊息策略取向依序為「業者取向」（41%）、「中立

取向」（39%）、「觀眾取向」（20%）；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之訊息策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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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為「觀眾取向」（38%）、「業者取向」（36%）、「中立取向」（26%），顯

示中文電視廣告語篇較常站在業者角度，或是中立角度來傳遞訊息，而日文

電視廣告則以觀眾角度出發的廣告訊息佔最多數。此數據意義說明，中文電

視廣告語篇的訊息策略較常站在業者，亦即廣告訊息的說話者角度出發來傳

遞訊息，為中文注重交際主體意識的特徵，因此交際主體（業者）需注意如

何組織完備的訊息，提高訊息來源的可信度與傳送訊息的技巧；日文電視廣

告語篇的訊息策略則最常站在觀眾角度出發，亦即以廣告訊息的聽話者立場

為主，顯示日文著重交際客體意識與高語境文化特徵，日文電視廣告語篇重

視的是交際客體（觀眾）的反應，溝通目的在於引起觀眾情感上的共鳴。 

在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使用的訊息策略中，「使用功效」與「觀眾生活」

兩項策略的出現頻率差異最大，「使用功效」為中文電視廣告最常使用的訊

息策略，廣告訊息強調的是廣告的說服效果，透過不同表現形式說明視聽眾

使用產品後的效益（Myers，1994）；而「觀眾生活」則為日文電視廣告最常

使用的訊息策略，廣告主將產品與社會意義連結，運用對話和敘事形式呈現

一種生活型態，旨在帶給人們承諾和希望，賦予個人聲望、健康、快樂、社

會價值以及更美好的生活，使真正的說服目的以非正式的形式出現。「觀眾

生活」的訊息策略不強調產品本身，而是視聽眾購買後預期的利益與憧憬，

因此廣告訊息策略亦成為個體建構自我的一種推力（El-daly，2011）。由中

日電視廣告訊息策略的使用情形，亦可看出中日電視廣告之訊息策略具跨文

化差異。 

其次，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交叉搭配的計算結果顯示，

中文「說理式」廣告語篇與「使用功效」之訊息策略搭配運用最為頻繁，日

文「情感式」廣告語篇與「觀眾生活」之訊息策略搭配出現佔最多數。此結

果顯示，中文「中立取向」的電視廣告，為達成說服視聽眾購買之目的，亦

著重視聽眾之感受，多使用直接表達的「說理式」廣告語篇說明使用產品後

的效益；而日文電視廣告則因其訊息策略為「觀眾取向」，目的在於引起視

聽眾的注意力及其愉悅的情緒，偏好採用間接傳遞的「情感式」廣告語篇以

達到娛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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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中日電視廣告語境  

本研究在分析中日電視廣告語料時發現，表現形式屬於高語境文化特徵、

間接的「情感式」電視廣告，為傳遞生活型態之訊息策略，經常呈現特定的

語境，而該特定語境即運用集體主義之概念。 

在中日電視廣告中，經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聯，然而廣告並未創造人

為的歸屬感與需要，而是利用深植於文化中、刻畫在人們心中的價值觀。現

代科技發達，資訊傳遞快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離，廣告所提倡的即

為一種人際關係概念，尤其在中日集體主義文化之下，人們渴求親密、長久

且有承諾的關係，因此廣告主將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連結到產品上，各種動

人心弦的情緒皆為了說服視聽眾，中文電視廣告如例(100)照顧妻兒的願望

跟藥酒連結、例(101)父子之間的感情與汽車連結、例(102)母親與孩子親近

的畫面與感冒藥連結、例(103)曾經美麗的愛情或例(104)友情、親情與酒品

連結，指出在集體主義中深刻的、不那麼直接的情感。 

(100) 為家庭、為妻兒，為了生活嘛愛拚，不驚苦，不驚磨（台語）。（C-17） 

(101) 孩子將來會懂，爸爸不是萬能的，但希望他記住，我最厲害的樣子。	 	 	 

	 	 	 （C-42）	 

(102) 不感冒，就不會錯過和孩子的親密時刻了。（C-83）	 

(103) 那些美好，我都記得。（C-87）	 

(104) 真正珍貴的是知己，朋友，家人，那些每天陪伴你的人，才是最珍	 

	 	 	 	 貴的。（C-93）	 

日文電視廣告亦相同，例(105)情侶吵架又和好的快樂情緒亦與汽車連

結、例(106)的知己朋友或例(107)家人鄰居們相聚的時刻與啤酒連結、例(108)

男孩子之間的友情與飲料連結，皆顯示了深植在文化中的價值觀念，還有其

他更多廣告雖然沒有使用明示語言表達，卻隱含更多集體主義的意涵，廣告

主即利用視聽眾的此種概念，在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的真正目的外裹了一層

糖衣包裝，集體主義則為此糖衣包裝的實際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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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けんかは好きじゃないけど、仲を直り瞬間はちゅっとすきです。 

	 	 （J-3） 

   譯：我不喜歡吵架，可是有點喜歡和好的瞬間。 

(106) ほろよい。ぼくらはつながっている。（J-16） 

   譯：ほろよい（產品名稱）將我們聯繫在一起。	 

(107) 皆で食べて、皆で飲んで、皆で笑いましょう。（J-38） 

   譯：大家一起吃，大家一起喝，大家一起笑吧！ 

(108) 友情だけはわかる。（J-19） 

   譯：我只知道什麼叫做友情。 

 

電視廣告語篇將廣告產品與特定語境連結，而特定語境又與文化符碼相

關，文化符碼則根生於文化價值，若無法理解特定的語境，便無法理解廣告

所要傳達的訊息。中日電視廣告語篇將廣告產品與上述廣告例子中的特定語

境連結，而此種語境亦與集體主義文化意涵連結，集體主義特質則根生於中

日文化價值當中，視聽眾便能辨識、截取、詮釋真正的廣告訊息與目的。 

熊學亮（1999）針對高語境文化依賴語境的原因提出解釋，許多在低語

境文化中必須用明示語言表達的資訊，由於長期反復地在類似或相同的語境

裡出現，和某一語境形成固定的聯繫，成為特定語境「知識草案」和「心理

基模」的組成部分，即語境化了；同時，語言承載的資訊增加，更多語境資

訊通過「語法化」進入語言。而所謂「語法化」指的是原先動態的「形式和

意義」或「形式和功能」關係，在語言的使用過程中，逐漸靜態化或固定化

的過程，此時語言使用者之間，對這種固定關係已達成某種程度上的默契。

而中日電視廣告語境與集體主義文化便已形成固定的聯繫，儘管視聽眾對此

種固定關係已達成某種程度上的默契，回指與下指之詮釋過程並不會因此而

消失，視聽眾反而更加渴望透過回指與下指之過程以確認自己的認知與期待，

尤其是在「情感式」廣告中更為明顯，視聽眾可藉由經驗與挑戰廣告新穎的

語體獲得愉悅的感受（Martinez-Camin and Perez-Saiz，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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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並非只是販賣廣告產品本身，亦對視聽眾

兜售愛情、友情、親情等種種集體主義社會價值中所謂「美好」的圖騰，透

過媒體，廣告主拋售出一種生活型態，一種社會文化版圖中，視聽眾心理百

科中能與產品連結之語境，使廣告目的在較不具有說服意味的情況下進行。

廣告語篇可傳遞任何廣告目的，然而最具有說服力的是語言所未表達出來的

概念，即那些未出現在字裡行間、隱藏真正訊息的特定語境，而此特定語境

與集體主義文化相互連結。 

4.5 小結 	  
本節的 4.1、4.2、4.3小節為本文研究結果，分別呈現中日電視廣告語

篇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之出現頻率與特徵，以及表現形式與訊息

策略最常使用的搭配。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小結則為研究討論，探討

前三小節所得到的數據之意涵，並結合第二章文獻回顧評述的相關研究進行

比較，以對於研究結果有更全面的視野。 

本文採用兼具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內容分析法探討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研

究結果顯示，在結構類目方面，根據中日電視廣告語料，可將結構類目分為

「開場」、「陌生元素」、「闡述」、「發展」、「結語」、「標語」、「商標」、「附加

訊息」八項。因電視廣告本身的說服目的，「商標」和「標語」為中日電視

廣告語篇中最常出現的慣用結構類目，而「附加訊息」則是補充資訊，出現

頻率較低。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之差異在於中文電視廣告語篇較常使

用屬於直接結構類目的「開場」和「闡述」，屬於間接結構類目的「陌生元

素」和「發展」則較常出現於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中，我們可得知中文電視廣

告語篇所使用的結構類目較偏向低語境文化，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的結構類

目較傾向高語境文化。 

在表現形式方面，中日電視廣告語篇可分為「說理式」、「混合式」、「情

感式」三種類型，其中「說理式」可再細分為「典型說理式」與「混合說理

式」語篇，「情感式」亦可分為「典型情感式」與「混合情感式」語篇。直

接的「說理式」語篇在中文電視廣告中較為常見，間接的「情感式」語篇則

較常於日文電視廣告中出現，顯示中文較注重交際中的主體，以業者角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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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因此需要清楚說明購買的理由，而日文則以客體意識為重，從觀眾角度

呈現廣告，以引起觀眾情感上的共鳴。且同樣皆為「說理式」廣告，中文電

視廣告較常使用「典型說理式」，而日文電視廣告則較常使用「混合說理式」；

從「情感式」廣告來看，日文「典型情感式」與「混合情感式」出現頻率皆

比中文電視廣告來的高。由表現形式方面而言，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亦較中文

電視廣告語篇更偏向高語境語言。 

在訊息策略方面，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訊息策略可分為「產品特點」、「產

品優惠」、「觀眾感想」、「觀眾生活」、「使用功效」、「品牌形象」六種。其中

「產品特點」和「產品優惠」屬於「業者取向」之訊息策略，「觀眾感想」

和「觀眾生活」屬於「觀眾取向」之訊息策略，「使用功效」和「品牌形象」

屬於「中立取向」之訊息策略。而中文電視廣告語篇較常站在業者角度，亦

即廣告訊息的說話者立場來傳遞訊息，著重交際中的主體思維；日文電視廣

告則以觀眾角度出發，亦即廣告訊息的聽話者立場的廣告訊息佔最多數，強

調交際中的客體意識，因此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的訊息策略亦具有跨文化差

異。 

此外，在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的搭配上，中文「說理

式」偏好闡述「中立取向」的「使用功效」，而日文「情感式」訊息策略則

最常使用「觀眾取向」之「觀眾生活」呈現。 

其次，在結果討論部分，本研究將集體與個體主義、高語境與低語境文

化概念應用至上述研究結果，發現中文電視廣告經常使用直接與產品相關的

訊息或產品名稱開頭，闡述獨特銷售命題，強調產品「使用功效」、「產品特

點」等訊息策略，不重視情境脈絡，較傾向低語境文化特色，重要訊息通常

由外顯的口語表達顯現，需要精準無誤的言語表達，對語境的依賴程度低，

說話者需清楚說明廣告訊息，在交際中注重主體意識；日文電視廣告則經常

利用與產品無關的訊息展開廣告，並發展出故事或戲劇，結合音樂、歌曲等

其他元素以呈現特定語境，符合高語境文化特徵，不重視外顯的口語訊息，

重要訊息通常表現在時空、情況、與關係等情境線索，對語境的依賴程度高，

廣告訊息以聽話者為主，在交際中注重客體意識，視聽眾須對語境具有高度

敏銳的意識，方能透過猜測、擴展、檢視語境以詮釋完整的廣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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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表現形式屬於高語境文化特徵、間接的中日「情感式」電視廣告

語篇，經常為了傳遞生活型態之訊息策略，皆使用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作為

其語境連結，亦即中日「情感式」電視廣告語篇經常呈現特定的語境，而該

特定語境即運用集體主義之概念。因此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中的特定語境即強

調集體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日本人口中常說的「きずな」（羈絆）則

能代表此概念，包含親情、愛情、友情，甚至更廣泛的、對於社會、人類的

感情，廣告不再只是販賣廣告產品本身，亦對視聽眾拋售出一種美好的生活

型態，一種社會文化版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使視聽眾的心理百科能與廣告

語境價值重合。中日電視廣告語境與集體主義文化意涵連結，而集體主義特

質根生於中日文化價值當中，視聽眾便能辨識、截取、詮釋真正的廣告訊息

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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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根據林國立（1996），從語言教學的角度來說，文化因素是一種不可或

缺的語言要素，亦可說是一個以培養學生交際能力為目標的語言教學內容。

因此本文在聽說課中的文化教學目的是在訓練學習者聽說能力的同時，亦使

學習者了解以至習得電視廣告語篇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和所遵循的文化規約，

並在一定程度上轉換成交際能力。 

本章將從 5.1節的教學資源與 5.2節的教學建議兩個面向，透過中日電

視廣告語篇之真實材料，為第二語言教師提供具體的教學設計。 

5.1 教學資源 	  
本文提供的教學資源分成課前準備和中日電視廣告常見形式之結構與

策略兩個部分，以供教師在準備聽說課的文化教學材料時作為參考、運用。 

5.1.1 課前準備  

本研究建議教師在課前準備時，可實際利用電視棒6錄製時下最新興、

最即時的中文電視廣告，既方便、省時，亦符合時代與文化的脈動，因此中

文電視廣告的材料來源即台灣的有線與無線電視台。另一方面，為讓日籍學

習者了解中文電視廣告中的文化，須以日文電視廣告作為文化參照點，而日

文電視廣告因實際錄製的困難，無法取得新穎即時的日文電視廣告，本文提

供日文電視廣告教學資源為 youtube網站（http://www.youtube.com）中，名

稱為 umatib005的影片頻道，以利教師的課前準備作業。首先，可先進入

youtube網站（http://www.youtube.com），如圖五-1；其次，於畫面左側點選

「瀏覽頻道」，即可進入搜尋頻道之畫面，如圖五-2；接著，於畫面上方輸入

“umatib005”之後，即可進入該頻道瀏覽日文電視廣告，如圖三-1。 

                                            
6 電視棒為 usb 介面，主要是在筆電上使用方便攜帶，亦可接桌上型主機，一般電視般皆為類

比（一般的第四台）與數位（無線數位電視節目）二合一。另外使用電視棒要注意本身電腦的硬

體是否符合產品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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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實際操作時，因在台灣播放的中文電視廣告因重複率高，建議

教師可一個月收錄一次，每次錄製皆紀錄建檔。記錄建檔的原因在於方便教

師在蒐集完畢之後檢閱電視廣告，配合課程擷取特定的電視廣告語篇形式與

訊息策略。而建檔的方式可參考本研究 3.2節所提及之各項分析定義，教師

可先自行拆解廣告結構類目、歸納廣告語篇形式，並解析廣告訊息策略。接

著，再依照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節中所提出的常見形式之結構與策略，

圖五-1 youtube網站畫面 

圖五-2 搜尋頻道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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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出特定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準備至課堂中放映，讓學習者能在課堂中感

受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與文化之不同。 

5.1.2 常見形式之結構與策略  

本節接下來欲提出中日電視廣告語篇常見形式之結構與常見形式之訊

息，作為教師蒐集電視廣告資源時的依據。 

以下為中文電視廣告語篇常見形式之結構。 

 

圖五-3 中文說理式電視廣告結構 

在中文電視廣告最常出現的「典型說理式」中，廣告一開始便會直接提

及產品名稱或與產品相關的訊息，「開場」部分為學習者辨識廣告產品的線

索。聽到「開場」之後，可預期接下來便會陳述購買產品的理由，而購買產

品的理由在中文電視廣告出現頻率最高的訊息策略為「中立取向」的「使用

功效」，此「闡述」部分為整個電視廣告中的核心訊息。「闡述」完成之後廣

告結構便進入「結語」，此部分則為總結或重述「闡述」部分的語言訊息，

通常與產品特徵、品牌精神較為相關。接著，廣告便出現「標語」和「商標」，

此兩項結構常會合併出現，聲音「標語」配合影像「商標」，結合成與產品

名稱或公司、企業的代表資訊，可得知產品品牌和來源。最後可能出現「附

加訊息」，通常為補充關於產品的最新訊息，如特價、新上市等。 

有些「說理式」電視廣告為「混合說理式」，即在「開場」或「闡述」

部分融入敘事情節，因此雖然聲音部分與典型說理式廣告相同，由產品名稱

延伸至獨特銷售命題，電視影像則配合著故事進行。學習者在面對此種電視

廣告時，只要把握圖五-3的結構即可，敘事畫面亦可能幫助學習者瞭解「開

開場	 闡述	 結語	 標語、商標	 附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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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和「闡述」部分。 

 

圖五-4 中文混合式電視廣告結構 

中文電視廣告出現頻率次高的為「混合式」，結構如圖五-4。廣告開頭先

出現與廣告無關的訊息，「陌生元素」以敘事手法展開廣告，主要用意在於

呈現廣告氛圍，接著有些「混合式」會出現「開場」，提及產品名稱，有些

則直接進入「闡述」部分，而中文「混合式」電視廣告在此部分最常出現「業

者取向」的「產品特點」之訊息策略，因此「陌生元素」的出現亦為了鋪墊

之後的「產品特點」，最後同樣為結語、標語和商標、附加訊息。 

相較於中文電視廣告，本文提出日文電視廣告最常使用的語篇形式為

「情感式」，以供教師蒐集此類日文電視廣告在課堂上播放，讓學生做對比，

語篇結構如下圖五-5。 

 

圖五-5 日文情感式電視廣告結構 

日文「情感式」電視廣告的出現頻率為中文「情感式」廣告的兩倍之多，

是在中文電視廣告中較不常出現的類型。日文「情感式」廣告不論「典型情

感式」或「混合情感式」，出現頻率皆高於中文「情感式」廣告，因此對於

日籍學習者來說，此種廣告應不陌生。「情感式」電視廣告以不與產品直接

陌生
元素	 

開場	 闡述	 結語	 
標語
商標	 

附加
訊息	 

陌生	 
元素	 

發展	 結語	 
標語	 	 
商標	 

附加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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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訊息開頭，接著使用大量敘事和戲劇發展情節，製造特定語境達成與

產品的連結，最後在「結語」、「標語」和「商標」部分才能獲知該廣告的重

要訊息。學習者應注意特定語境下的敘事與廣告產品之關聯，方能順利理解

廣告訊息，而不論中文和日文電視廣告皆最常使用「觀眾生活」之訊息策略，

因此中文和日文電視廣告「觀眾生活」中的特定語境相像，主要強調集體主

義文化的特徵，日籍學習者以同樣方式應不難理解中文「情感式」廣告。 

5.2 教學建議 	  
語言課中的文化教學，基本的內容有兩方面：一是對語言本體結構中有

關的文化含義作出闡釋，為學習者使用目的語做好必要的文化上的準備；二

是對語言使用中的文化規約作出解說並加以運用，養成學習者使用目的語進

行交際的文化能力（陳光磊，1997）。此種隱含在語言系統中，亦反映一個

民族的心理狀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道德標準、風俗習慣、

審美情趣等等的文化因素影響了語言交際的使用（呂必松，1992），而本文

聽說課的文化教學即透過電視廣告將潛在的、融合和體現於語言系統中的文

化內容顯露於語言層面之上，便於在教學中加以說明，並易於學習者運用聽

說能力理解和掌握。 

本文提供的教學建議首先提出教學重點，接著運用此教學重點設計文化

教案，讓第二語言教師在實際教學時作為參考。 

5.2.1 教學重點  

學習外語不僅要掌握語言的形式，亦須了解語言形式所包含的交際文化

及其所表述的知識文化，因此除了讓學習者學會中文的結構形式，同時也須

導入有關文化知識和培養學習者跨文化意識（徐子亮、吳仁甫，2008）。而

跨文化意識的培養須將課堂與課外結合、知識與應用結合。 

本文認為，聽說課中的文化教學課程內容與活動安排應圍繞著下列兩項

教學重點設計。 

1. 交際文化：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之跨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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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識文化：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所呈現的文化議題。 

第一，在交際文化方面，教師可藉由中文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讓學習者

體會中日文化差異，因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的表現形式最常出現「典型說理式」，

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則最常使用「混合情感式」。此外，中文電視廣告語篇

的訊息策略以「業者取向」佔最多數，日文電視廣告語篇則是「觀眾取向」

的訊息策略最常出現。教師可使用同一種廣告產品的中日電視廣告為例，向

學習者說明日文比中文更偏向高語境文化，並著重客體意識；中文則是以主

體為重，此種思維模式亦帶動語言和電視廣告的表現。	 

第二，在知識文化方面，教師可透過播放中日電視廣告，讓學習者找出

隱藏在電視廣告中的文化議題，例如親情、友情、愛情、工作、夢想等議題，

說明電視廣告語篇之常見語境與文化價值之間的關聯。而本研究發現「觀眾

生活」之訊息策略經常呈現特定的語境，而該特定語境即與集體主義文化相

關。教師可以中日電視廣告為例介紹集體主義文化概念，並與學習者討論此

文化概念與廣告產品的關聯，以利學習者理解廣告如何達到說服目的。 

下一小節的教學設計亦圍繞著此二項教學重要，分別設計兩堂文化教學

課程的教案。 

5.2.2 教學設計7 

本文提供下列兩堂聽說課的文化教學教案讓第二語言教師參考。 

（一）交際文化教案：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的跨文化差異 

課程名稱  文化教學 

單元主題  中日電視廣告之跨文化差異 

教學時間  50分鐘 

教學方法  主題導入式教學法、文化導入式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 

教學對象  中高級日籍學習者 

                                            
7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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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準備  1. 預先錄製中文和日文電視廣告，設計提問，擬定並編
寫教學活動設計。 
2. 準備可播放電視廣告的多媒體設備。 

 教材教具  教具：PPT、電視廣告、多媒體設備 

教學目標  
認知  情意  技能  

1. 瞭解中日電視廣告
語篇的內涵，並回答

教師的問題。 
2. 能夠理解電視廣告
語篇所反映的中日

跨文化差異。 

1. 理解並欣賞中文電
視廣告語篇。 

2. 比較中文電視廣告
與日文電視廣告的

不同表現形式。 
3. 能欣賞中文電視廣
告的風格和特色。 
 

1. 能對中文電視廣告
進行正確的聽力理

解。 
2. 能藉由口說練習表
達自己的意見。 

3. 能了解教師所欲傳
達的訊息，進行對

話。 
4. 能將學習到的中日跨
文化差異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 
時間  內容   教學流程  
10分 暖身活動 1. 引起動機：與學生討論日本電視廣告的特色。 

2. 學生發表：學生介紹一則印象最深刻的日本電
視廣告。 

15分 聽力活動 1. 觀看中文電視廣告實例一與日文電視廣告實
例二，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讓學生比較。 

2. 提問與學生討論中文電視告與日文電視廣告
的不同之處。 

3. 由中日電視廣告的不同之處引導至中日跨文化
差異。 

15分 文化教學 1. 介紹日本文化比中華文化更偏向高語境文化，
以及中文是主體思維，日文則是客體思維。 

2. 將此跨文化差異延伸至跨文化交際會話中。 
3. 引導學生發表日本文化，並和中華文化作對
比，進而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10分 口說練習 1. 對比中日電視廣告之後，詢問學習者較喜歡哪
一種廣告形式，並說明原因。 
2. 可將學習者分組，並設定新的廣告產品主題（例
如智慧型手機），分組討論廣告文案後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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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告實例一8：中文 OLYMPUS相機廣告9。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OLYMPUS 

E-PL5	 

	 

愛拍照 開場	 

明星拿相機拍

照、自拍	 

	 

love生命的每一天，love

一天的開始，隨意翻轉就

能自拍，很厲害 

闡述	 

產品特寫，明星

拿相機四處拍	 

	 

瞬間留住，夢幻美顏，超

貼心，及時上傳分享，把

握感動瞬間 

	 

享受片刻的幸福，就是愛

拍照 

結語	 

商標	 

	 

OLYMPUS 

E-PL5 

標語	 

商標	 

 

                                            
8 本節中建議教師可播放的電視廣告實例為方便讀者了解廣告內容，以表格顯示廣告語篇。實

際上於課堂操作時，教師應直接播放電視廣告。 

9 可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96KsDw3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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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告實例二：日文 Canon相機廣告10。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明星Ａ：You say 

yes. 
明星Ｂ：I say no. 

明星Ａ：you say 

stop. 
明星Ｃ：and I say 

go. 

陌生

元素	 

	 

 

	 

明星Ｃ：you say 

goodbye, and I 

say hello. 

發展	 

字幕：Canon から生まれ

たミラーレス EOS。 

 

	 

旁白：Canon から

生まれたミラー

レス 
ミラーレス EOS 

結語	 

	 

	 

	 

	 

	 

 標語

商標	 

                                            
10 可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8dFCs_qU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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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流程中的聽力活動部分，教師的提問問題可如下： 

第一個提問問題「中文和日文的電視廣告語篇有什麼不同？」的目的在

於激發學習者主動思考上述兩則電視廣告語篇內容，可讓學習者討論觀看之

後的感觸和想法。第二的提問問題「中文和日文的電視廣告語篇是否說明為

什麼要買這台相機？」是為了讓學習者發現在此兩則相機廣告中，中文電視

廣告語篇詳細闡述說服視聽眾購買產品的理由，而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並未清

楚說明為何要購買此產品，而是用音樂、畫面呈現另一種說服的語境。此部

分可延伸至教學流程中的文化教學階段，向學習者介紹高語境與低語境的概

念，說明雖然中日文化皆屬於高語境文化的語言，然而在電視廣告語篇中，

中文較偏向低語境語言，因此中文電視廣告語篇經常使用「說理式」，亦即

清楚說明為什麼視聽眾應該購買該廣告產品。第三個提問問題「中文和日文

的電視廣告語篇是站在誰的立場說話？」的目的在於讓學習者察覺中文電視

廣告語篇之訊息策略是從業者的角度出發，亦即著重說話者的立場；而日文

電視廣告語篇之訊息策略則是由觀眾的角度說話，亦即著重聽話者的立場。

此部分的說明可延伸至教學流程中的文化教學階段，讓學習者了解中日跨文

化交際之差異，指出在對話溝通時，中文母語者較強調主體意識，從自身的

角度出發，而日文母語者則較注重客體思維，較常站在對方的立場著想。 

（二）  知識文化教案：電視廣告語篇所呈現的文化議題  

課程名稱  文化教學 

單元主題  電視廣告中的文化議題 

教學時間  50分鐘 

• 中文和日文的電視廣告語篇有什麼不同？ 

• 中文和日文的電視廣告語篇是否說明為什麼要買這台相機？ 

• 中文和日文的電視廣告語篇是站在誰的立場說話？ 



第五章 教學應用 

  113  

教學方法  主題導入式教學法、文化導入式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 

教學對象  中高級日籍學習者 
教學準備  1. 預先錄製中文和日文電視廣告，設計提問，擬定並編

寫教學活動設計。 
2. 準備可播放電視廣告的多媒體設備。 

 教材教具  教具：PPT、電視廣告、多媒體設備 

教學目標  
認知  情意  技能  

1. 能找出電視廣告中   
   所呈現的文化議 
   題。 
2. 能夠理解中日電視    
廣告文化的內涵有

何異同。 
3. 能了解中日電視廣
告語篇之常見語境

與文化的關聯。 

1. 欣賞並尊重中日文
化差異。 

 
 

1. 能對中文電視廣告
進行正確的聽力理

解。 
2. 能藉由口說練習表
達自己的意見。 

3. 能了解教師所欲傳
達的訊息，進行對

話。 
4. 能將學習到的中日跨
文化差異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 
時間  內容   教學流程  
10分 暖身活動 1. 引起動機：與學生討論日本人最明顯的文化為 

   何。 
2. 學生發表：請學生舉例學中文時遇到的文化衝
擊。 

15分 聽力活動 1. 觀看中文電視廣告實例三與日文電視廣告實
例四，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讓學生比較。 

2. 提問與學生討論電視廣告當中包含哪些文化
議題。 

3. 由文化議題引導學生討論中日文化差異。 
15分 文化教學 1. 介紹中日的集體主義文化。 

2. 每次訂定一主題，例如家庭、友情、夢想、就
業等一系列的電視廣告，於觀看後引導學生思

考社會價值體系下的文化意涵。 
10分 口說練習 1. 可將學生分組，配合文化主題，請學生設定新

的廣告產品（例如汽車），分組討論此產品如

何配合文化主題，並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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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告實例三：大眾銀行-母親的勇氣11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婦人在機場被警

察拘捕	 

字幕：真實故事

改編	 	 

一個台灣老婦人，因為攜

帶違禁品，在委內瑞拉機

場被拘捕了 

陌生

元素	 

婦人著急的解釋	 

	 

她告訴他們，這是一包中

藥材，她是來這裡燉雞湯

給女兒補身體的，她們友

好幾年沒見了 

發展	 

婦人一個人搭

機，因為不會英

文拿著一張紙問

路人，睡在機

場、在機場奔跑

等畫面	 

	 

蔡英妹，第一次出國，不

會英文，一個人獨自飛行

三天，三個國家，三萬兩

千公里 

她拿著女兒和嬰

兒照想著女兒	 

	 

她是怎麼做到的？ 結語	 

字幕：堅韌、勇

敢、愛，不平凡

的平凡大眾	 

	 

 標語	 

                                            
11 可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lIpi5jN9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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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商標	 

 

電視廣告實例四：東京瓦斯12 

影像	 畫面	 聲音  類目	 

兒子難得回

家，母親做喜

歡的菜等他	 

	 

子：（実家に帰るのは年一

回。）ただいま。（母はいつも

僕が好きなものを作ってまっ

てる。）母：お腹すいてるでし

ょう？ 

譯：子：（我一年回家一次。）

我回來了。（媽媽總是做我喜

歡吃的菜等我。）母：肚子

餓了吧？ 

陌生

元素	 

母親看著兒子

吃飯	 

	 

あなた昔からそれが好きよ

ね。子：（母の料理は変わら

ない味で。）母：なに？ 子：

別に（この料理食べられるの

はあと何回くらいなって。） 

譯：母：你從以前就喜歡那

個對吧。子：（媽媽的料理是

不變的味道。）母：什麼？

子：沒什麼。（我在想還能吃

到幾次這樣的料理呢？） 

發展	 

                                            
12 可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OCeMQPSU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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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兒子幫母

親擦瓦斯爐	 

	 

子：俺やるよ。母：なになにな

に？ 子：元気でいてくれるよ

な。母：え？ 

譯：子：我來吧！母：什麼

什麼什麼？子：要健健康康

的喔！母：嗯？ 

結尾	 

	 

	 

Tokyo Gas 標語

商標	 

 

教師教學流程中的文化教學階段可說明集體主義文化社會特徵，並提問

與學習者討論中日文化異同，例如： 

此部分題目的目的在於透過中日電視廣告，讓學習者主動思考文化議題，

比較中日知識文化的異同之處，亦有助於學習者更加了解中華社會與文化的

意涵。此外，教師可蒐集內容包含文化層面的電視廣告，每次訂定一主題，

例如家庭、友情、夢想、就業等一系列的電視廣告，於觀看後引導學習者思

考社會價值體系下的文化意涵。 

最後，本文建議教師可依據以上教案的模式，自行蒐集電視廣告後於課

堂上播放，利用電視廣告引起學習者動機，引導學習者討論中日跨文化差異

以及更多社會價值體系中的文化議題。 

 

• 在日本，父母親如何表達對子女的愛？在台灣呢？ 

• 在日本，家庭觀念重要嗎？在台灣呢？ 

• 如果你是導演，你會如何呈現這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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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6.1 研究總結 	  

本研究從跨文化視角比較同屬東方文化下、以集體主義和高語境文化為

主的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探討其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之異同，其

研究目的有三。首先，本研究考察中日電視廣告語篇的結構類目，由結構類

目的組合歸納語篇表現形式，並探討訊息策略與表現形式之常見搭配；其次，

本研究將集體與個體主義、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概念應用至電視廣告語篇，

由跨文化視角觀察中日文化的相似與相異之處；最後，針對日籍學習者設計

教學範例，在第二語言教學課堂中將中文電視廣告作為真實材料，教授中日

電視廣告語篇的跨文化差異與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所反映的文化議題。 

本節由上述研究目的說明本研究發現。首先，本文採用兼具量化與質化

研究的內容分析法探討中日電視廣告語篇，在結構類目方面，中日電視廣告

所使用的結構類目可分為直接的「開場」與「闡述」、間接的「陌生元素」

與「發展」、慣用的「結語」、「標語」、「商標」、「附加訊息」等八項。中日

電視廣告語篇結構類目因電視廣告本身的目的和性質，「商標」和「標語」

皆是最常見的結構類目，而「附加訊息」則是補充資訊，出現頻率皆偏低；

然而中文電視廣告語篇較常使用的直接的「開場」和「闡述」結構類目，偏

向低語境文化；日文電視廣告語篇的結構類目則以間接的「陌生元素」和「發

展」出現較為頻繁，傾向高語境文化。 

在表現形式方面，中日電視廣告可分為直接的「說理式」、中立的「混

合式」、與間接的「情感式」三種類型，其中「說理式」可再細分為「典型

說理式」與「混合說理式」，「情感式」亦可分為「典型情感式」與「混合情

感式」。中文電視廣告較常出現「說理式」廣告，日文電視廣告則經常使用

「情感式」，顯示中文電視廣告的表現形式較直接，而日文電視廣告較為間

接。並且同樣為「說理式」廣告，中文電視廣告較常使用「典型說理式」，

而日文電視廣告則較常使用「混合說理式」；從「情感式」廣告來看，日文

「典型情感式」與「混合情感式」出現頻率皆比中文電視廣告來的高。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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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形式方面而言，日文電視廣告語篇亦較中文電視廣告語篇更偏向高語境語

言。 

在訊息策略方面，中日電視廣告語篇訊息策略可分為「業者取向」的「產

品特點」與「產品優惠」、「中立取向」的「使用功效」與「品牌形象」、以

及「觀眾取向」的「觀眾感想」與「觀眾生活」六種。中文電視廣告之訊息

策略以「業者取向」為主，而日文電視廣告則是「觀眾取向」之訊息策略佔

最多數。此外，在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最常見的表現形式與訊息策略之搭配公

式上，中文電視廣告最常使用「說理式」搭配「中立取向」的「使用功效」，

日文電視廣告則以「情感式」搭配「觀眾取向」的「觀眾生活」之訊息策略

最為常見。 

其次，本研究將集體與個體主義、高語境與低語境文化概念應用至上述

研究結果，發現日電視廣告語篇偏好使用不同的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與訊息

策略，中文電視廣告經常使用直接與產品相關的訊息或產品名稱開頭，闡述

獨特銷售命題，強調產品「使用功效」、「產品特點」等訊息策略，不重視情

境脈絡，較傾向低語境文化特色，重要訊息通常由外顯的口語表達顯現，需

要精準無誤的言語表達，對語境的依賴程度低，且廣告訊息以說話者，即業

者角度出發，較注重交際中的主體意識；日文電視廣告則經常利用與產品無

關的訊息展開廣告，並發展出故事或戲劇，結合音樂、歌曲等其他元素以呈

現特定語境，符合高語境文化特徵，不重視外顯的口語訊息，重要訊息通常

表現在時空、情況、與關係等情境線索，對語境的依賴程度高，且廣告訊息

以聽話者為中心，較注重交際中的客體，因此視聽眾對語境具有高度敏銳的

意識，並能透過猜測、擴展、檢視語境以詮釋完整的廣告訊息。 

此外，表現形式屬於高語境文化特徵、間接的中日「情感式」電視廣告

語篇，為傳遞生活型態之訊息策略，常使用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作為其語境

連結，亦即中日「情感式」電視廣告語篇經常呈現特定的語境，而該特定語

境即運用集體主義之概念。因此中日電視廣告語篇中常出現的特定語境即強

調集體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包含親情、愛情、友情，甚至更廣泛的、

對於社會、人類的感情，廣告不再只是販賣廣告產品本身，亦對視聽眾拋售

出一種美好的生活型態，一種社會文化版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使視聽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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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百科能與廣告語境價值重合。中日電視廣告語境與集體主義文化意涵連

結，而集體主義特質根生於中日文化價值當中，視聽眾便能辨識、截取、詮

釋真正的廣告訊息與目的。 

最後，本研究亦具有教學實務之意義。為幫助日籍學習者透過中日電視

廣告語篇了解交際文化與知識文化，本研究並針對聽說課中的文化教學提供

教學資源與教學建議，期能應用於第二語言文化教學設計與文化教材資源開

發，使日籍學習者透過比較中日電視廣告語篇，掌握中文電視廣告語篇之跨

文化差異與知識。 

6.2 研究限制 	  
首先，本研究的中文電視廣告語料取自台灣的無線和有線電視台，而日

文電視廣告因實際錄製的困難而取自廣告影片網站，為避免因網站具有特殊

選擇性而造成研究誤差，建議後續研究選取電視廣告語料時應選擇相同的語

料來源，以確保中日電視廣告的同質性。 

其次，本研究電視廣告的結構類目、表現形式、訊息策略皆由筆者一人

依照各項定義與標準判定，為確保分析之客觀性，本研究僅抽樣百分之十的

語料調查交互觀察者信度，建議後續研究多找幾位分析人員共同分析語料，

以增加說服力。 

最後，本研究在分析語料時未能將產品分類，因此無法得知不同產品類

別使否影響廣告語言的使用，未來研究可觀察不同產品類別與廣告語篇結構、

形式、訊息或文化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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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象限	 類型	 組成元素（敘事結構）	 

一	 典型說理式	 開場＋闡述（＋語言＋疑惑）	 

說理式	 開場＋闡述（－語言－疑惑）	 

混合說理式	 開場（＋陌生元素）＋闡述（＋語言－疑惑）	 

開場＋闡述（＋發展）（＋語言－疑惑）	 

開場（＋陌生元素）＋闡述（＋發展）（＋語言－疑惑）	 

開場（＋陌生元素）＋闡述（－語言－疑惑）	 

二	 混合式	 開場（＋陌生元素）＋發展（＋展示產品類型）（＋語言＋本質

疑惑）	 

陌生元素（＋展示品牌）＋闡述（＋發展）（＋語言＋本質疑惑）	 

闡述（＋陌生元素）＋開場＋闡述（＋語言＋本質疑惑）	 

陌生元素（＋展示產品類型）＋開場＋闡述（＋語言＋本質疑

惑）	 

陌生元素＋開場＋闡述（＋語言＋本質疑惑）	 

陌生元素（＋展示產品類型）＋開場＋發展（＋闡述）（＋語言

＋本質疑惑）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產品類型＋本質疑惑）	 

陌生元素（＋展示品牌）＋發展（＋展示產品類型＋展示產品

＋展示品牌）＋闡述（＋語言＋本質疑惑）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產品類型＋展示產品＋＋本質

疑惑＋創新情況）	 

陌生元素＋發展（＋展示產品類型＋展示產品）（＋語言＋本質

疑惑）	 

陌生元素＋發展（＋展示產品類型＋展示產品）（－語言＋本質

疑惑）	 

陌生元素＋闡述（＋語言＋展示產品＋本質疑惑）	 

三	 混合情感式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品牌＋理由疑惑）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品牌＋理由疑惑）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品牌＋創新情況＋理由疑惑）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品牌＋創新情況＋理由疑惑）	 

四	 情感式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產品＋本質疑惑＋理由疑惑＋

可能語體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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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	 類型	 組成元素（敘事結構）	 

四	 情感式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本質疑惑＋理由疑惑＋可能語體疑	 

惑）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產品＋本質疑惑＋理由疑惑＋

可能語體疑惑）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展示產品＋本質疑惑＋理由疑惑＋

可能語體疑惑）	 

基礎情感式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創新情況＋本質疑惑＋理由疑惑＋

可能語體疑惑）	 

典型情感式	 陌生元素＋發展（－語言＋創新情況＋本質疑惑＋理由疑惑＋

可能語體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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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 涼爽茶 

2. 青島純生啤酒 

3. 正光加味金絲膏 

4. Infinity淨潤系列 

5. 得意的一天五珍寶 

6. 康是美 

7. 伊莎貝爾喜餅 

8. OLAY多元修復日霜 

9. 白蘭氏活顏馥莓飲 

10. 雅詩蘭黛超電能抗皺拉提精華 

11. 歐治鼻去鼻塞噴劑 

12. Kymco機車 

13. Audi A6汽車 

14. 紳藍威士忌 

15. 友露安膜衣錠 

16. 正記加味消痔丸 

17. 白馬活力發藥酒 

18. 中華有機豆腐 

19. 軒尼詩 VSOP 

20. Kanebo I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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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健達奇趣蛋 

22. 麥當勞哈姆吉士堡 

23. 便通樂 

24. 香必飄室內空氣清新系列 

25. Zespri奇異果 

26. 樂敦養潤眼藥水 

27. Luxus ES 300H汽車 

28. 彩虹 easy clean易潔乳膠漆 

29. 龍泉水蜜桃啤酒 

30. 香奈兒超炫耀唇膏 

31. 舒潔溼式衛生紙 

32. Maybelline天生明眸睫毛膏 

33. 訊聯生物科技 

34. Dr. Milker 

35. 婦潔 

36. 玉尊台灣威士忌 

37. 品味台灣之美紅葡萄酒 

38. NISSAN Tiida汽車 

39. 格蘭傑單一麥芽威士忌 

40. 金門皇家酒廠 

41. Volkswagen Tiguan R line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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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itsubishi Outlander汽車 

43. 007國際電話 

44. Kirin Bar Beer 

45. HTC one X plus 

46. 591租屋網 

47. 克蘭詩黃金雙激萃 

48. 吉胃服適凝膠 

49. 歐樂逼電動牙刷 

50. 吉胃服適凝膠 

51. 桂格成長奶粉 

52. 新進化逸萱秀修護系列 

53. 象印電子鍋 

54. 逸萱秀清新順滑感系列 

55. 克蘭詩超 V型緊塑精華 

56. 健達繽紛樂 

57. 全新黑人全亮白多效護理 

58. 全家關東煮本舖 

59. 潘婷髮膜 

60. 全聯福利中心 

61. 麥當勞墨西哥椒辣雞排堡 

62. OLAY活膚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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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潘婷植物精萃系列 

64. OLAY super cream 

65. 海倫先度絲去屑洗髮精 

66. 亞培安素 

67. Nissan汽車 

68. 信義房屋 

69. 明通治痛單 

70. INFINITI FX汽車 

71. 7-ELEVEN西雅圖極品咖啡 

72. 白馬馬力夯藥酒 

73. 中華電信 

74. 仕高利達 

75. 國泰金融集團 

76. 林內熱水器美人湯 

77. SONY X-Reality pro 

78. Samsung GALAXY S3 

79. 麥當勞薯條 

80. 天味米酒 

81. 普拿疼肌立痠痛貼布 

82. Mazda汽車 

83. 諾蓋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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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亞培親護三號 

85. 循利寧滴劑、錠劑 

86. 澎澎珍珠奶浴 

87. Matisse 

88. 吉胃福適錠 

89. 雅漾修護保濕精華乳 

90. 舒適牌變速動力刮鬍刀 

91. 黑人牙膏 

92. 蘇菲超熟睡 

93. 金門高粱酒 

94. 三花棉襪 

95. 福樂一番鮮 

96. 國泰世華財富管理 

97. 界天 online 

98. Mitsubishi汽車 

99. 麥當勞經典美式咖啡 

100. SHARP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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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 ジョイMoist Care（洗手乳） 

2. SHARP携帯電話（手機） 

3. SUZUKI New lapin（汽車） 

4. AJINOMOTO（味素） 

5. トイレのファブリーズ（浴廁芳香劑）  

6. NISSAN（汽車） 

7. Xperia Sony（手機） 

8. Moist-tank（化妝水） 

9. 森永ココア（可可亞） 

10. トクホのペプシ（百事可樂） 

11. ロコフィット（藥品） 

12. 赤いきつね（泡麵） 

13. ロート Z！（眼藥水） 

14. 花王 ニュービーズ（洗衣精） 

15. キムチの素 桃屋（泡菜罐頭） 

16. ほろよい（水果酒） 

17. 江崎グリコ カプリコ（冰淇淋） 

18. ロッテ 雪見だいふく（草莓大福） 

19. ビタミン炭酸（汽水） 

20. カゴメ野菜生活（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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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味の素（油） 

22. KOSE（化妝水） 

23. Canon ミラーレス EOS（相機） 

24. フレアフレグランス（衣物噴霧） 

25. SUZUKI スイフト（汽車） 

26. ナビスコスイーツ（餅乾） 

27. SUNTORY オールフリー（酒） 

28. TOKYO GAS（瓦斯爐） 

29. 永谷園 松茸の味（速泡飯團） 

30. テーブルマーク（冷凍烏龍麵） 

31. HONDA N-One（汽車） 

32. ドラゴンコレクション（線上遊戲） 

33. モッツァイタリアーナ（比薩） 

34. Kanebo コフレドール（口紅） 

35. 天藤製薬 ボラギノール（藥品） 

36. Kracie カンポウ専科（藥品） 

37. P&G ファブリーズ（車內除臭劑） 

38. キリンビール（啤酒） 

39. トコモ GALAXY SⅢα（手機） 

40. AQUAガラストップ冷蔵庫（冰箱） 

41. SONY NEX-5R（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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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花王 ケープ（頭髮造型噴霧） 

43. Earth music & ecology（服飾） 

44. SHISEIDO ザ・コラーゲン（美容食品） 

45. meiji スーパーカップ（冰淇淋） 

46. 富士フイルム XF1（相機） 

47. 江崎グリコ ポッキー（餅乾） 

48. PENTAX Q10（相機） 

49. 花王 ロリエエフ（生理用品） 

50. KIRIN午後の紅茶（飲品） 

51. 大塚製薬 カロリーメイト（藥品） 

52. docomo スマートフォン（手機） 

53. SUNTORY ウイスキー角瓶（酒） 

54. イトーヨーカドー GALLORIA（便利商店） 

55. NISSAN リーフ（汽車） 

56. ユニクロ（服飾） 

57. SHISEIDO TSUBAKI（洗髮精） 

58. 三井住友（銀行） 

59. バスロマン skin care（藥品） 

60. Toyota（汽車） 

61. ニッスイ豆乳クッキー（餅乾） 

62. ACUVUE（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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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TOKYO GAS（瓦斯爐） 

64. 花王 ハミングネオ（柔軟劑） 

65. SEIYU サゲコレ（量販店） 

66. ハウス北海道シチュー（濃湯塊） 

67. 新生銀行レイク（銀行） 

68. コカコーラ アクエリアス（飲品） 

69. ピザハット（比薩） 

70. カゴメ 野菜生活（飲品） 

71. アサヒビール スーパードライ（啤酒） 

72. DAIHATSU ミラココア（汽車） 

73. Coco塾（英語補習班） 

74. 吉野家 焼き鳥つくね丼（丼飯） 

75. イオン トップバリュ（微波食品） 

76. 第一生命（保險） 

77. Docomo GALAXY Note 2（手機） 

78. PANTENEトリートメント（護髮素） 

79. NTT東日本（電信） 

80. DAIHATSU（汽車） 

81. HottoMottoチキン南蛮弁当（便當） 

82. 第一三共ヘルスケア ロキソニン S（藥品） 

83. 佐藤製薬 ユンケル（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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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カルビー ポテトチップス（餅乾） 

85. 富士通 FMV（筆記型電腦） 

86. カルピス（可爾必思） 

87. キリンビール キリン一番搾り（啤酒） 

88. トコモ GALAXY SⅢα（手機） 

89. キリンビバレッジ メッツコーラ（可樂） 

90. ピタットハウス（不動產） 

91. ハーゲンダッツ チョコレートブラウニー（冰淇淋） 

92. エステー 脱臭炭（冰箱除臭劑） 

93. ハウス食品 ごちそうチャウダー（濃湯塊） 

94. 明治おいしい牛乳（鮮奶） 

95. OLYMPUS（相機） 

96. TOYOTA（汽車） 

97. 大正製薬 ヴイックスヴェポラッブ（藥品） 

98. TOYOTA Vitz（汽車） 

99. TOYOTA Porte（汽車） 

100. 新ビファルミン S（藥品）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