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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與文學奏鳴曲－廣告中的文學運用
國立政大附中
摘

楊曉菁

要

廣告在生活中無所不在，它可以用來辨識、提供資訊、互通有無、幫助銷售、說服大
眾等等，除了具體的效能之外，廣告也可說是一種藝術形式的表現，透過圖片、影像、文字、
聲音……等元素的連結搭配以引起閱聽大眾的目光及注意，而其中最吸引人之處就屬廣告的
創意表現。
廣告主要透過不同媒體推介給消費大眾，而關於廣告的類型向來有許多不同的分類
法，本研究主要是就多數民眾接觸最為普及的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兩大區塊來分析。在平面
媒體的廣告中文案、標題等文字呈現常具有畫龍點睛的靈魂地位，即使是電子媒體主要透過
影像或聲音以吸引關注，但文字的呈現仍是不可或缺的元素。這些廣告中的文字，它的密度
及張力必須較日常使用為高，亦即在有限的文字中能涵納無限的企圖及創意，也因此我們發
現許多廣告中的創意發想便是來自妙用文學的元素於其間，如：麥當勞以「心有所薯」及「雞
不可失」如此「諧音雙關」的手法來行銷薯條與炸雞兩樣產品，他們透過耳熟能詳的成語「心
有所屬」與「機不可失」造成會心一笑的聯想以加強產品的鮮明度。日常生活中運用文學的
行銷廣告屢見不鮮，從廣告裡，我們看到文學的功能除了知識奠基、情感薰染、審美鑑賞……
之外，它也能走進生活，在技能的層次上開啟新爐。
目前高中國文的教程裡，厚植學生語文表達能力是重要的教學目標之一，在文學土壤
的孕育下，除了吸納養分以充實知識之外，還應該能夠咀嚼再製以產出新品，口語及文字的
表出便是產物之一。文字書寫的內容極其廣泛，形式也是自由多樣，從應制式的公文、求職
所需的自傳、個人情志展現的散文、新詩、小說、甚至是廣告文案都屬於寫作的範疇。在如
此的立基之下，高中國文教學除了教科書的傳授之外，是否能將文學賦予更高的價值及使
命，也為文學開展更多元的風貌及內涵呢？因此，筆者便嘗試從廣告入手，介紹廣告中種種
的文學運用，再從廣告中嘗試厚植培養更多文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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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廣告在生活中無所不在，它可以用來辨識、提供資訊、互通有無、幫助銷售、說服
大眾等等，除了具體的效能之外，廣告也可說是一種藝術形式的表現，透過圖片、影像、
文字、聲音……等元素的連結搭配以引起閱聽大眾的目光及注意，而其中最吸引人之處
就屬廣告的創意表現。
廣告主要透過不同媒體推介給消費大眾，而關於廣告的類型向來有許多不同的分類
法，本研究主要是就多數民眾接觸最為普及的平面媒體 1 與電子媒體 2 兩大區塊來分析。
在平面媒體的廣告中文案、標題等文字呈現常具有畫龍點睛的靈魂地位，即使是電子媒
體主要透過影像或聲音以吸引關注，但文字的呈現仍是不可或缺的元素。這些廣告中的
文字，它的密度及張力必須較日常使用為高，亦即在有限的文字中能涵納無限的企圖及
創意，也因此我們發現許多廣告中的創意發想便是來自妙用文學的元素於其間，如：麥
當勞以「心有所薯」及「雞不可失」如此「諧音雙關」的手法來行銷薯條與炸雞兩樣產
品，他們透過耳熟能詳的成語「心有所屬」與「機不可失」造成會心一笑的聯想以加強
產品的鮮明度。日常生活中運用文學的行銷廣告屢見不鮮，從廣告裡，我們看到文學的
功能除了知識奠基、情感薰染、審美鑑賞……之外，它也能走進生活，在技能的層次上
開啟新爐。
目前高中國文的教程裡，厚植學生語文表達能力是重要的教學目標之一，在文學土
壤的孕育下，除了吸納養分以充實知識之外，還應該能夠咀嚼再製以產出新品，口語及
文字的表出便是產物之一。文字書寫的內容極其廣泛，形式也是自由多樣，從應制式的
公文、求職所需的自傳、個人情志展現的散文、新詩、小說、甚至是廣告文案都屬於寫
作的範疇。在如此的立基之下，高中國文教學除了教科書的傳授之外，是否能將文學賦
予更高的價值及使命，也為文學開展更多元的風貌及內涵呢？因此，筆者便嘗試從廣告
入手，介紹廣告中種種的文學運用，再從廣告中嘗試厚植培養更多文學能力。

貳、 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
一、課程設計理念：
高中國文的教學現場以文學閱讀與語文表達能力訓練為主軸，而國語文教育的目的
應力求與學習者的日常生活經驗結合，而非僅是知識的堆棧。教育原理中以為，任何一
門學科的教學目標應盡量兼顧認知、情意及技能三大層次，才不會過於窄化教學的內
涵，進而能在一門課程中引領出更多的附加價值。而傳統的語文教學，在認知及情意部
的比重較大，關於技能層面似乎甚少提及。其實，語文教學並非遠離技能面向，在課程
進行中，逐步積累的內蘊能力，例如：創意思考、邏輯思辯、批判懷疑等等，這些能力
的深化及紮根，對於其他學科或實用技能的產生都有一定性的影響。以工商時代的今日
1
2

此處平面媒體的內涵包括報紙、雜誌、廣告傳單、海報、型錄、招牌、印刷品、各式看板等。
此處電子媒體的內涵包括廣播媒體（radio）和電視媒體（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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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行銷及廣告對於產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在廣告行銷中最重要的便是創意巧思
的展現，而創意的開展與訓練，在國語文教學中進行頗為合適。因此，在學校教育中，
我們能否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這些重要的能力呢？又，語文教育能否與時代脈動結合，
也能夠從平面走向立體，從知識奠基邁入實效技能。
所以，本次課程設計便循此理念出發，從生活中的文學入手。日常生活裡，運用文
學最為直接且廣泛的便是各式樣的廣告，廣告人人愛看，有創意的廣告更是常駐人心。
因此，帶領學生從廣告進入文學領域，再從文學中激盪出更多創意，也得以一窺文學的
盛況及奧妙。
二、教學目標：
（一）認知
1、理解廣告文案中的詞語及文句意義。
2、理解廣告文案中所運用的文學技巧。
3、分析廣告文案中的創意發想及元素。
4、分析廣告文案與一般文學寫作的差異。
5、透過廣告學習修辭技巧及運用方式。。
6、認識廣告的種類及分類法則。
7、認識廣告的製作方式及流程。
（二）情意
1、提高學生對語文學習的興趣。
2、鑑賞廣告文案言簡意賅的美感及深意。
3、欣賞文案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4、經由美讀及吟唱文案作品，體會文學的美感。
5、體會出文案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與關懷。
（三）技能
1、能區辨使用文學手法拍攝的電視廣告，並加以蒐集整理。
2、能靈活運用各類工具書及電腦網路，蒐集各種廣告文案資訊。
3、能套用廣告文案之原理原則，依據作業程序創作一份廣告文案作品。
4、能集體合作並妥善分工，以完成電視實體式廣告的拍攝。
三、教學對象及時間：
教學對象：高中二年級
教學時間：四節課（200 分鐘）
課程順序
課程安排
1 廣告的概念○
2 廣告的類別→平面廣告與電視廣告
第一節
○
3 廣告應用：廣告與文學彼此鏈結與交互使用
第二節
○
第三節
旅遊文案撰寫 / 廣告金句拆解
第四節
廣告 CF 觀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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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與流程（含教師活動與學生活動）

教師活動
(一)廣告的介紹：介紹廣告的種類與內容
廣告是精鍊語言的一種藝術表現，因此廣告標語的文字設計必須熟諳消費文化，捉
住消費者視線做強而有力的說服。廣告是商業活動的一種體現，其所傳達豐富的語意意
涵，往往給我們「一沙一天堂」的驚艷與悸動。
廣告類型，因為分類標準的取向差異而有不同的概念，約略有以下的分類法：依傳
播媒介、依傳播範圍、依傳播對象、依廣告訴求、依廣告目的、依廣告功能 3 。而此處
我們採用大眾普遍認知的分類法來說明，亦即依「傳播媒介」來區分。循此而見的有：
報紙廣告、雜誌廣告、郵件廣告、廣播廣告、電視廣告、戶外媒體廣告、燈箱廣告、計
程車廣告、公車廣告、網路廣告等等。上述的各項類別又可約略概分成平面廣告與電視
廣告。這兩大類別也是目前較為大眾週知的分類，本教學設計亦就此兩類概念進行之，
以下先就這兩大類廣告的定義、內涵加以說明，而後再舉證實例加以驗證。
1.平面廣告
平面的廣告媒體主要是指報紙、雜誌、廣告傳單、海報、型錄等，由於媒體本身的
傳播屬性為靜態，因此主要透過文字加圖像來呈現主題，有以圖像為主要訴求，也有以
文字為廣告主要部分，而平面廣告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類：
A、標題
B、副標題
C、內文或主文
D、圖像
廣告文案是一種創作，因此，獨特的創意極為重要。創意是廣告的靈魂，文案則是
創意的結晶，文案的撰寫是廣告必備的要素，這就是所謂的「廣告文案」。廣告公司將
創意工作分為兩類：一種是專司視覺（art）
，另一種是專司文字（copy）
，從事文字工作
者就叫文案（copywriter）
。
日常生活中隨處可見的廣告招牌的用語即使用了一些文學上的修辭技巧，以造成文
字的趣味來加深印象。例證：
廣告標題

廣告內容與品牌

文學手法

雞不可失

麥當勞的炸雞廣告

與「機不可失」諧音相關

心有所薯

麥當勞的薯條廣告

與「心有所屬」諧音相關

飛髮走絲

美髮院名稱

利用與「非法走私」諧音相關，巧妙形容走
出髮廊後髮絲飛揚的模樣

煎茶院

茶藝館名稱

與「監察院」諧音相關

蔘氣蓬勃，健康滿分

韓國正官庄高麗蔘

與「生氣蓬勃」諧音相關

遠離餓夢，滿懷希望

世界展望會

與「遠離惡夢」諧音相關

台北森呼吸、美墅家

房屋建築推案

我不要再當乾妹妹了

蜜妮洗面乳

4

與「深呼吸」
、
「美術家」諧音相關
使用「詞義雙關」

3

選自《廣告傳播》頁 19。蕭湘文著，台北，威仕曼出版社，2005 年。

4

雙關修辭定義是指：「一語詞同時關顧到兩種事物，包括字音的諧聲，字義的兼指，語意的暗示，都屬
之。」包含有「諧音雙關」、「詞義雙關」、「句義雙關」。其中「諧音雙關」是運用讀音近似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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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視廣告
電視廣告影片，又稱 CF（Commercial Film）
，它包含圖像、聲音、廣告標語、廣告
音樂等，再稍微加以區分如下表。
A、屬於影像的構成要素
(a) 圖像（包括攝影、插畫、動畫及圖表）
(b) 商標（圖案或文字造型的註冊商標）
(c) 商品名（採標準字體，又叫合成文字、商標文字）
(d) 文字（包括字幕、特效文字）
(e) 顏色（彩色或黑白）
B、屬於聲音的構成要素
(a) 旁白
(b) 背景音樂或廣告歌
(c) 特效聲響
C、電視廣告的呈現方式
劇情式／發言式／循序式／實證式／ 諷刺式／幽默式／意念式／懸疑式／
類推式／幻想式／示範、實驗式／產品功能式／特殊效果式／生活片段式／
解決問題式／廣告歌式／公益形象廣告／明星、人物代言式

造成趣味；而「詞義雙關」、「句義雙關」則是一個詞語或一個句子含有兩種意思。如例句中的「我不
要再當乾妹妹了。」除了指身分關係的乾妹妹外，還隱射皮膚乾燥的女生，戲稱為「乾妹妹」，主打產
品洗後不緊繃、不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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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視廣告裡的文學運用
相較於平面廣告主要透過文字來呈現創意及趣味，電視廣告的組合元素則較為龐
雜，由於性質上屬於動態，因此必須關照的部分較多。其中，它的圖像組成、聲音呈現、
文字手法等其實與若干文學表達方式相類似，彼此可以進行鏈結互通，以「三菱汽車廣
告－回家篇」為例，便是運用「劇情式」的手法，以回家的路、成長的軌跡與 父親的
背影三者進行綰合，述說一段父女間的深情故事，感染觀眾的情緒，它的創意發想讓人
聯想起朱自清「背影」一文中的父親形象，而它的呈現手法與寫作時以實例故事開頭相
仿，也與詩六義 5 當中的「興」相類似（「興」的意思乃藉著外在事物或景物的描摩以興
發內心之情）
。在這則廣告中，影像及聲音的分量較文字重要，透過畫面傳遞產品訊息，
影像的安排層次分明，故事性極強，它有幾個層次及特色，整理如下列表格；在以主角
與父親情感為主的敘述線索中，穿插一段年少曖昧的情事，增加廣告的趣味性。
此廣告主要在行銷汽車，而影片中的主線是父女之間的親情，當觀眾透過影像感染
了深情之後，要如何不失焦地回顧主體「汽車」呢？我們發現，廣告人讓交通工具成了
不斷出現的「風景」之一，從父親的腳踏車，再到外地讀書時搭乘的火車，最後女主角
自己開車返鄉，在那條永難忘懷的回家路上，情感不斷蔓延，行銷的主體「汽車」成了
承載情感、記憶動容的最佳見證，這算是一個運用文學技巧極為成功的廣告。
廣告運用了文學，文學也透過廣告開展出了更具體的存在，這個三菱汽車廣告除了
可以用來實體演示文學技巧的使用之外，它也可以用來進行寫作教學，它的層次鋪排流
暢，過度技巧高明，情感濃郁卻不氾濫，正可以對照抒情寫作時的章法脈絡、取材重點
及剪裁技巧。

三菱汽車廣告影像安排的層次及特色
時間的流動順序：自幼而長

整體圖像的編排：現在→過去→現在（鏡框式的包裹）

影像色度呈現：暈黃（過去）→ 彩色（現在）

交通工具改變：腳踏車→搭火車→汽車（行銷主體）

5

所謂詩六義是指《詩經》的內容「風、雅、頌」及《詩經》的作法「賦、比、興」，後人將「風雅頌賦
比興」合稱詩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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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上述廣告，有些電視 CF 的「文字」表現，則在整起廣告中展現關鍵的角色，
試看奇美廣色域電視的系列廣告（麥肯廣告公司製作），這個廣告的影像畫面並不是連
續性的劇情推展，而是搭配口白文案，將不同的畫面剪輯串接，以呈現共同的主題「幸
福」
，
「幸福」有太多可說的畫面，也有過盛的內涵可以展演，但，LCD 液晶電視與幸福
有何關聯呢？這是此則廣告最重要的創意發想，我們先來看看它的文案。
奇美廣色域電視【文案介紹】
有種幸福，超越 100%；有些色彩，遠遠超乎期待。生命中總有些時刻，我們會感受到
比幸福還幸福的奢華感動，看見生命中最無法言喻的奢華色彩。就像 CHIMEI 廣色域，
以突破性的顯色科技，攀登 130%的顯色新境界，讓紅更艷、讓綠更活、讓藍更透，鮮
活生命中的每個細節，讓你用最奢華的色彩，體驗新奢華的幸福。
從文案中可知，奇美的構想主要在突顯新電視機的顯色性，已超越 100%，來到
130%，如果幸福是 100％，那麼 130％便是最奢華的幸福了。將視聽感官的娛樂享受幸
福結合，如此的創意發想頗為獨到，它所運用的是「意念式」的拍攝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 CF 的口白文字，大量運用「映襯」修辭，造成深刻印象。例如：
「千言萬語的歌頌是幸福，耳邊一句輕聲低語是奢華的幸福」
，其中「千言萬語」與「耳
邊一句輕聲低語」便是利用對照的方式呈現差異。觀賞這部 CF 時，務必注意文字與畫
面的配合銜接，其中最為人驚艷的是這句「為了理想往前衝是幸福，為了所愛往後退是
奢華的幸福」，試想為了目標大步向前進是生活中常見之事，我們可以想到許多畫面來
解釋此句的意涵，但「為了所愛往後退」該如何詮釋呢？影像中以父親為了誘導學步的
嬰孩往前走，自己必須一步步往後退來呈現這個概念，極具意象之美，也甚具巧思，這
就是創意的開展與想像的發揮。以下是此系列廣告的口白文字。
新奢華的幸福（一）
【CF 口白】
千言萬語的歌頌是幸福
另一半愛你的可愛是幸福
為了理想往前衝是幸福
100 朵玫瑰在你腳邊是幸福

耳邊一句輕聲低語是奢華的幸福
另一半愛你的不可愛是奢華的幸福
為了所愛往後退是奢華的幸福
一朵玫瑰在你手中綻放是奢華的幸福

新奢華的幸福（二）
【CF 口白】
為了理想起飛是幸福
緊握雙手是幸福

為了所愛而降落是奢華的幸福
張開雙臂是奢華的幸福

新奢華的幸福（三）
【CF 口白】
有人在身邊疼愛是幸福
在旅行中找到方向是幸福

有人在遠方等待是奢華的幸福
在迷途中發現精采是奢華的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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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文案與文學上的寫作風格不太一樣，文案的文字常常要求精鍊、傳神，在有限
的篇幅內展現文字最高的密度及張力，與新詩的屬性比較相似。上述奇美廣告的 CF 口
白以「映襯」及「排比」的方式對照與堆疊許多關於幸福的具體畫面，讓觀眾一聽便能
察覺其中的差異及趣味。這個廣告除了可以探索其中關於文學技巧的運用外，它也可以
提供寫作教學時的素材。如：對比句子的寫法，抽象主題（如：本廣告「幸福」）的寫
作等等，以下便是針對這個廣告所進行的延伸教學。
【題目設計】
陽光潑灑一室的星期日早晨，悠閒的吃著早餐，享受不受時間催促的閒適，是幸福；冬夜
靜謐時分，蜷縮在一床溫暖的厚被中，看著喜愛的書，是幸福；在擾攘紅塵中，愛情不確定的
年代，瞥見公園裡一對攜手緩行的銀髮老夫妻，是感動的幸福。對於幸福，你自己如何解讀？
它又應該是什麼樣的內涵呢？請你以「幸福」為題，描繪屬於你自己的藍圖，及對幸福的詮釋
及認知，文長 400 字以上。
【教學引導】
「幸福」是一個抽象且意義廣闊的概念，對於抽象命題的書寫，通常必須要讓它具體且形
象化，才能讓讀者明瞭它的內蘊。入手時，你可以採直接破題的解釋法來分析幸福；也可以採
用因物起興的冒題法，迂迴佈景式的漸次引入幸福的主題。但無論你採取何種方式開頭，在正
文時都應該將你的幸福具體呈現，並且清楚聚焦，才能突顯主旨。

學生活動
看完以上所介紹的廣告基礎元素及文學如何深淺不同地進入廣告之後，以下，設計
數起實際操演活動可以在課堂或假期進行。
（一）廣告的實戰手冊：從實際例證中尋繹文學的蹤跡。
1、步驟一：引領思考。請你動動腦想想生活中有哪些何處使用到文學？哪些招牌
或廣告會引起你的注意，思考它的創意價值在哪裡？

統一飲冰室茶集廣告文案

郵局宅急便廣告－返箱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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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物裡學

書的文案－字戀

2、步驟二：讓學生看一些精彩廣告 CF，由老師說明廣告中文學運用的情況。影片結束
後，引導學生探討，進行小組上台分享心得。
A.廣告表列（可以連結至 youtube 觀看）
電視廣告篇名

白蘭氏蜆精 阿肝正傳篇

50 秒

電視廣告篇名

2006 花旗聯合勸募

15 秒

電視廣告篇名

泰國天花板廣告

48 秒

B.提問：
1 上面三則廣告所使用的拍攝手法是下列類型的哪一種，請說說看？
○
劇情式／發言式／循序式／實證式／ 諷刺式／幽默式／意念式／懸疑式／
類推式／幻想式／示範、實驗式／產品功能式／特殊效果式／生活片段式／
解決問題式／廣告歌式／公益形象廣告／明星、人物代言式
2 上面的廣告各自使用了哪些文學的手法與技巧？有何不同？
○
3 請問，上述廣告中令你印象最深刻的廣告是？你最喜歡的廣告是？為什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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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簡析：三則廣告 CF 所使用的文學手法是：
廣告 CF

文學手法簡析
口白文字
¾

每個人都有個「肝膽相照」的好友。
→「肝膽相照」為詞義雙關

¾

肝

為你做那麼多！

你為他做什麼？
白蘭氏蜆精

→擬人法修辭
¾

白蘭氏蜆精

你的好麻吉

一直「肝」願為你付出。

→諧音雙關
影像畫面
¾

畫面中兩個人長相相同，著紅色衣服者是「肝」，著西裝者是肝的
主人，廣告將肝轉化成實體，擔負主人的工作，饒富趣味。

¾

整起廣告沒有任何對話語言，純然藉由影像說話，小孩將檯燈轉移
照亮另個孩子的動作，呈現出與他人分享，幫助他人的旨趣。影像

2006 花旗聯合勸募

中兩個孩子做功課時，一明一暗的對照便是「映襯」法的使用。
¾

整起廣告以一種懸疑式的方式引起觀賞的興致，影像起始無法確知
它販售的商品是什麼？「懸疑式」便是文學技巧的運用。

泰國天花板廣告

¾

影片中的蜥蜴「擬人化」
，牠們「擁抱、拉手、垂淚、殉情」
，將蜥
蜴賦予人類的動作與情感。

¾

整起廣告沒有口白介紹，藉由影像及音樂，引逗情感，獲得共鳴。

（二）廣告金句大觀園：
請同學就老師所發的廣告金句得獎作品，選擇三個年度分析它是否使用了修辭技巧
或其他手法？若有，是何種修辭？你所判斷的關鍵是什麼？（如附件一）。
→教學時機：修辭法教學時可以使用。
→活動時間：課堂上，三十分鐘，含學生寫作及共同討論。
（三）廣告文案實驗室－旅遊告文案的撰寫：
請就老師所設計的寫作學習單，完成一份旅遊文案的書寫，（如附件二），此活動
視為一次作文書寫，時間為五十分鐘。
→教學時機：作文教學時可以使用。
→活動時間：課堂上，五十分鐘，含教師引導及學生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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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角。遇到愛－生活中的文學大觀園：
了解平面廣告的類別後，請各組蒐集生活中使用文學手法的平面廣告作品五例，如
果無法取得實物者，請以照片方式存證，將所蒐集到的作品黏貼於海報紙上，並稍加以
文字說明該廣告所行銷的事物是什麼？他所使用的文學手法是什麼？
→作業時機：寒暑假期間，團體作業。
（五）粉墨登場開麥拉－廣告蒐集與實拍（運用文學技巧的廣告）
→作業時機：寒暑假期間，團體作業（如附件三）。
→學生實作大賽。
例：『好朋友』一片，行銷拍攝的是女性貼身好友－衛生棉，但整起廣告從頭至尾
不見衛生棉的影像或文字，而以一個女主角的知心好友隨時陪伴在側做為象徵，加以搭
配的音樂所選擇的是講述友情的歌曲，予人溫馨之感，最後兩個好友以拼圖的方式各畫
一半，才露出「衛生棉」的身影，此時廣告的賣點才顯現出來，極具巧思。

参、結語
廣告人援引文學，文學也可利用廣告引逗學生進入學習的殿堂。廣告文案與文學最
大的差別是：所有的廣告文案，它的出發點及著眼點都是從品牌及產品出發，與撰寫者
本身並無多少關聯，再者它必須以行銷及傳播為目的；而文學則注重作者本身的獨特性
及思想面向，個人色彩可以濃烈。但是兩者有共同的特點便是重視美感基礎及創意思考 6 ，
也都以文字進行表出，因此廣告與文學確實有其緊密性。
廣告人人愛看，它所發揮的傳播效果甚至高於書籍的速度，在講究資訊化、數位化
的新式教育裡，嘗試融入不同的資訊媒材，藉著彼此交互影響激盪，或許可以激盪出更
多教學的火花。例如：平面廣告中精簡的遣詞用字或創意的發想可以與修辭教學、新詩
教學連結；而電視廣告中的劇情、影像鋪排與寫作的程序可以共同參照，像如何適度剪
裁、如何表達抽象概念等等。另外值得思辯的是：廣告也是一種閱讀的形式，只是它藉
助影像、聲音的部份更多，影像閱讀與文字閱讀它們之間的差異是什麼呢？彼此間可以
融通鏈結，但有何侷限呢？適時援引廣告進入教學現場，除了活絡氣氛與提高學習興
趣，也能藉由參照與對看，提升文學的多面向，從知識、情意教學跨足到技能層次。期
待廣告與文學能共譜國文教學的和諧奏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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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研究》，Roger D.Wimmer 著，黃振家等編譯，台北：學富文化，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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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聞採訪與寫作》密蘇里新聞學院教授群著，台北：佛光大學周知文化，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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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廣告金句大觀園
歷年廣告流行語金句獎得獎金句表列
第 1 屆（1994）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

麥斯威爾咖啡

銀獎

你講台語嘛也通

西北航空

銅獎

他捉得住我

柯尼卡

慈母心、豆腐心

中華豆腐

學琴的孩子不會變壞

功學社

別讓今天的應酬成為明天的負擔

解久益

一人吃，兩人補

新寶納多

靜得讓您耳根清靜

松下電器

孩子！我要你將來比我強！

兒童速體健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不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鐵達時錶

銀獎

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

麥斯威爾咖啡

銅獎

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部車是爸爸的肩膀

中華汽車

回家的感覺真好

義美食品

他捉得住我、他傻瓜、你聰明

柯尼卡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路

台灣省交通處

化去心中那條線

黑松汽水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

有點黏又不會太黏

中興米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Trust me，you can make it！

媚登峰

銀獎

最佳女主角換你做做看

最佳女主角

銅獎

我不認識你，但是我謝謝你！

最佳女主角

啊！福氣啦！

三洋維士比

一步一腳印，大家愛台灣

無線電視

肝哪沒好，人生是黑白的！肝哪顧好，人生是彩色的！

329 許榮助寶肝丸

佳作

第 2 屆（1995）

佳作

第 3 屆（1996）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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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屆（1997）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Trust me，you can make it！

媚登峰

銀獎

認真的女人最美麗

台新銀行

銅獎

拍誰像誰，誰拍誰誰都得像誰

柯尼卡

乎乾啦

麒麟啤酒

給你好看

瑪丹摩莎化妝品

百服寧、保護您

百服寧錠

紙有春風最溫柔

春風面紙

小而美、小而冷、小而省

新靜王冷氣

他傻瓜、你聰明

柯尼卡

不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鐵達時錶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乎乾啦！

台灣麒麟

銀獎

雅芳比女人更了解女人

雅芳

銅獎

認真的女人最美麗

台新銀行

留一盞燈給最後回家的人

宏福文教基金會

We are family

中國信託信用卡

The citi never sleeps

花旗銀行

夜深了，打個電話回家

富邦文教基金會

Trust me，you can make it!

媚登峰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We are family

中國信託信用卡

銀獎

關心自己，也關心別人

行政院新聞局

銅獎

這個月不會來，下個月也不會來，以後都不會來了

和信電訊

Everything＇s ok

大平洋電信卡

有心最要緊

住商不動產

Just call me be happy

遠傳電信遠傳易付卡

合味才會呷意

寶島鐘錶

有青才敢大聲

台灣省菸酒公賣局台灣啤酒

我不認識你，但是我謝謝你

中華血液基金會

知識使你更有魅力

中國時報

傻瓜鏡片，聰明選擇

寶島眼鏡

乎乾啦

台灣麒麟

認真的女人最美麗

台新銀行玫瑰卡

佳作

永恆金句

第 5 屆（1998）

佳作

永恆金句

第 6 屆（1999）

佳作

永恆金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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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屆（2000）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關心自己，也關心別人

行政院新聞局

銀獎

台灣，加油！

台北市廣告公會

銅獎

NOKIA 相信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

台灣 NOKIA 行動電話

Just call me be happy

遠傳電信遠傳易付卡

有青才敢大聲

台灣省菸酒公賣局台灣啤酒

只要有夢，你會紅

浤豐洋酒

關機是一種美德

台灣易利信行動電話

只有遠傳，沒有距離

遠傳電信

到服裝店培養氣質，到書店展示服裝

中興百貨

We are family

中國信託信用卡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一定要幸福哦！

義美 IRIS 喜餅

銀獎

生命就該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統昂 曼仕德咖啡

銅獎

這種鬼地方都收得到

和信電訊

給我小心點兒

統一 小心點拉麵丸

世事難料，安泰比較好

安泰 人壽保險

有青才敢大聲

菸酒公賣局 台灣啤酒

關心自己，也關心別人

行政院新聞局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一定要幸福哦！

義美 IRIS 喜餅

銀獎

這種時機，無閒也是一種幸福

中華三菱 中華商用車

銅獎

不該愛的，趁早換

和信電訊 哈啦 900

Keep Walking

Johnnie Walker

什麼最青？

菸酒公賣局 台灣啤酒

心，是人生最大的戰場（譬喻）

統昂 幻象馬雅咖啡

可憐的舊情人，看不到我的新內衣

思薇爾 玩美女人

通往成功的路，總是在施工中

Johnnie Walker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現在的 nobody，未來的 Somebody

第一銀行增資卡

銀獎

萬事皆可達，唯有情無價

萬事達卡

銅獎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便利商店

佳作

再忙，也要和你喝杯咖啡

雀巢咖啡

這是一定要的啦！

泛亞電信 2U 雙網預付卡

佳作

永恆金句

第 8 屆（2001）

佳作
永恆金句

第 9 屆（2002）

佳作

第 10 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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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老是在外，人人叫我老外！

久津食品 波蜜果菜汁

鑽石恆久遠，一顆永留傳

DTC 鑽石

正反、反正都很正！

Sony Ericsson T100 手機

係金 A!

紐西蘭金色奇異果

路，是 Escape 走出來的

福特六和 Ford Escape

第 11 屆（2004）
獎項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金獎

We Share.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新分紅保單

銀獎

我就是超愛 Send！

銅獎

原來我們這麼近

統一企業 麥香系列

再忙，也要和你喝杯咖啡

台灣雀巢 雀巢咖啡

什麼都有，什麼都賣，什麼都不奇怪！

雅虎國際 Yahoo!奇摩拍賣

佳作

因為你值得

台灣大哥大

手機費率方案

台灣萊雅 L＇ORE＇AL

PARIS

第 12 屆 （2005）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世事難料，對人要更好

安泰人壽

幸福怎能說不用

台新銀行信用貸款

做自己 自己做（imake 信用卡）

台新銀行

喜歡嗎?爸爸買給你!

台北銀行樂透彩

沒說出口的 保誠也聽得懂

保誠人壽

這不是肯德基！

肯德基

未來 就是現在

安泰人壽保險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便利商店

We share

中國人壽分紅保單

知識使你更有魅力

中國時報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今天心情幾？

全家便利商店

世事難料 安泰最好

安泰人壽

全國電子 足感心ㄟ (台語)

全國電子

好身體，沒人敢惹你

紐西蘭奇異果

肝苦誰人知

白蘭氏五味子錠

紅利點數也能當飯吃

中國信託信用卡

紙要 Double A 萬事都 OK！

Double A 多功能影印紙

您真內行！

肯德基

這不是肯德基！

肯德基

碼碼都有獎

台北富邦信用卡

第 13 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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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2007）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Play 不累

黑松沙士

You A.S.O Beautiful

阿瘦皮鞋

一把抵兩把，何需瑪麗亞？！

3M 魔布強效拖把

不在辦公室，也能辦公事

中華電信行動通信 mPro

全國電子 足感心ㄟ (台語)
好險 有南山

全國電子
南山人壽

肝苦誰人知

白蘭氏五味子芝麻錠

青菜底呷啦

波蜜果菜汁

陪妳 Shopping 一輩子

PayEasy

想像力是你的超能力

雄獅文具

永恆金句

企業廣告主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便利商店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一把抵兩把，何需瑪麗亞？！

3M 魔布強效拖把

三不五時 愛要及時

全球人壽

用你想要的方式道別

萬安生命

多喝水沒事，沒事多喝水

味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好險，有南山！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信任，帶來新幸福

信義房屋

便宜一樣有好貨

全聯福利中心

想像力是你的超能力

雄獅文具

整個城市就是我的咖啡館

統一超商 city café

贏甲嘸知人

台灣彩券

永恆金句

企業廣告主

全國電子 足感心ㄟ (台語發音)

全國電子

肝苦誰人知

白蘭氏五味子芝麻錠

第 15 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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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屆（2010）
得獎金句

企業廣告主

不過～不過～，一定測不過

黑松零度暢飲/黑松(股)

一次買好，就是頂好

頂好形象廣告/惠康百貨(股)

有書才會贏
不只辦公事，掌握更多事
天生超人氣 不該遭人棄

８８水災「廣達搶救校園五年行動計畫送書到災區」/財
團法人廣達文教基金會
mPro 方案/中華電信(股)
棄兒生活照顧基金募款活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利
聯盟文教基金會

用大金，省大金

大金變頻空調/和泰興業(股)

挺立，不只挺阮 也挺恁

挺立 鈣加強錠/輝瑞大藥廠(股)

好的開喜就是成功的一半！

開喜烏龍茶/德記洋行(股)

管他什麼垢，一瓶就夠

３Ｍ魔利萬用去汙劑/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

整個城市 就是我的咖啡館

CITY CAFE'/統一超商(股)

人氣金句

企業廣告主

一段話，感動了一幅畫！

第一屆廣達游藝獎導覽達人選拔賽／財團法人廣達文教
基金會

永恆金句

廣告主

You A.S.O beautiful

全產品企業形象/阿瘦皮鞋

三不五時 愛要及時

全球人壽品牌形象/全球人壽保險(股)

資料來源：動腦雜誌社及其網站
【作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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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組就以上老師所提供之廣告金句，任意選擇三個年度進行分析，看看它們
分別使用了哪些修辭技巧或手法。
了解平面廣告的類別後，請各組蒐集生活中使用文學手法的平面廣告作品五
例，如果無法取得實物者，請以照片方式存證，將所蒐集到的作品黏貼於海報
紙上，並稍加以文字說明該廣告所行銷的事物是什麼？它所使用的文學手法是
什麼？

高雄場教學經驗分享類(二)

【附件二】 廣告文案實驗室
【題目說解】
「旅遊」是一個新興的全民運動，藉著出走，得以澆灌漸趨枯竭的心靈，也藉著逃
離，夢想的原鄉似乎拉近了一些。
以下三段文字分別選錄自旅遊雜誌上的廣告文案，它們結合了「旅遊、文學、廣告」
於一，分別就國內外不同的景點，予以扼要且深入旨趣的介紹，因為貼切的描摹，讓我
們得以由純文字的閱讀轉為影像的畫面，在腦海中播映。請你細細咀嚼閱讀之後，選定
一個你曾經去過的地點，以散文的筆觸加以摹寫介紹。
【教學引導】
1.這是一段旅遊的廣告文案，而非僅是自白式的日記體，需供大眾閱讀為目的。
2.必須為地點先下定一個標題，如：未經稀釋的純淨之島－斯里蘭卡。
3.此段廣告文案的字數在 250～300 字之間。
到威尼斯尋夢去
如果說，每個人一生中都夢想著去一趟巴黎，那麼巴黎人一輩子都夢想著去哪裡呢？
沒錯，那就是威尼斯。
這座建築於潟湖區上的水上之城，被阡陌縱橫的大小渠道運河所切割，放眼望去波
光瀲艷，水光搖曳在樸拙斑斕的古宅牆上，一縷縷輕舟悠緩駛過，滿載著義大利百年歷
史的變遷與戀人的喃喃低語。
這裡沒有通衢大道，只有尋常巷弄、斑駁階梯、大大小小的古橋，以及在下個轉角
裡柳暗花明的驚喜，在威尼斯漫遊，迷路可是領略她撲朔迷離的浪漫風情的重要經驗。
未經稀釋的純淨之島－斯里蘭卡
從地圖的輪廓上看斯里蘭卡，像極了懸掛在印度下方的一顆淚珠，因此有人形容這
兒是印度的眼淚。馬可波羅和海明威遊記不約而同寫著：「這是一處少見的人間天堂。」
然而，對於飛行時間將近十小時的臺灣旅客而言，斯里蘭卡毋寧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
度。
兩千年前，釋迦牟尼佛祖到此地親臨傳法，一直影響至今；這裡是世界寶石重要出
產地，更有享譽全球的錫蘭紅茶。斯里蘭卡，這個只有臺灣兩倍大的島國，在印度洋上
緩緩生輝，召喚著旅人的目光…
煙籠青山雨不改色
在地圖上尋幽，宜蘭像個不食人間煙火的少女，偶爾受了委屈，便攫走了所有人的心。
宜蘭，一個多淚的地方，聽不見現代都市裡文明的矛盾；也看不見一層層交疊著厚度的塵
埃，那份骯髒的濁氣，被風一掃，便四散竄逃，茫茫然消失在群山之中。在這兒，只有撕
不去綠意的青山、搶不走澄澈的小溪，與散居在各處的，淳樸的民風及親切的熱情。細雨
的足尖一落，便踢走沉積在人們心上的污濁與煩憂。這裡的雨，向人們娓娓訴說它的快意
與自適，輕鬆與恬然，對於遠處飄來的喧囂，它毫不招呼，便大剌剌地驅逐出境。來宜蘭
吧！讓雨將都市的混濁洗淨，昇華到九天之外去。來宜蘭吧！將煩惱自心上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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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習作範例】
(一)造物主遺落的寶物 ── 金門

陳純琦

當國人一窩蜂湧向海外的觀光聖地，擠壓成一罐罐的沙丁魚頭，你是否為此感到不
值呢？那就將目光轉移到海上的寶石－金門，來一趟心靈之旅吧！行囊無須贅物，所需
的只有一份對山明水秀的渴望。
步下飛機，久違的感動會席捲你的神經，震撼地解放被都市塵封已久的心胸。放眼
望去，充斥眼簾的不是別的，正是都市所缺乏的綠意；而盈滿乾枯心靈的溫暖，是居民
樂天知命的笑意。誰能料到，在如此現代化的臺灣，還有一塊少見的人間淨土－金門，
這簡直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狹窄的巷弄中，依稀可見歲月刻劃的印記，老舊的磚房訴說著經歷風雨飄搖的滄
桑。但迎風的守護神「風獅爺」，仍是精神抖擻地捍衛金門，威嚴嚴肅的面孔下，滿佈
拙劣的刻痕，刀刀出自歲月，他卻絲毫不以為意地聳立在金門中心的太武山上，宛如一
位仙風道骨的老丈，含笑俯視金門，往來的旅人，不過是誤闖他麾下的迷途羔羊。
【評析】以金門為題材，其實範圍很廣，不易書寫。但純琦能夠利用類似電影手法，將
鏡頭依循景深的變化漸次從大而小，由遠及近，對焦在足以代表金門精神的風
獅爺上，藉此表現金門樸直風情，及素雅人文，遣辭用句上平順卻具形，尤其
文末一句「往來的旅人，不過是誤闖他麾下的迷途羔羊」，令人叫絕。
(二)探訪夜晚的貴婦 ── 上海

陳秋蘋

「夜上海，夜上海，妳是個不夜城……」一首八○年代描述上海夜生活的老歌，經
過十幾年光景的流逝，上海的夜依舊繁華艷麗，只是更顯嫵媚了！
漫步在夜晚的上海，抬頭，巨大的招牌像是互相爭寵，各自散發七彩的霓虹，蠱惑
你的心神，使人不自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登上亞洲第一高塔俯瞰整個上海，燈火的
交疊輝映下，城市的身軀倒映在粼粼波光中，你不禁為之讚嘆並落下感動的眼淚。
白天的上海，褪下了魅惑的面紗，呈現在眼前的是被外強侵略的歷史哀愁，一棟棟
舊式西方建築理直氣壯地挺立著，彷彿在嘲笑腐敗的滿清，白白地將上海拱手讓人。
這一波波奇浪所打造的上海，如今已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但曾經在這裡搬演
的歷史傳奇，在時間遞嬗的洪流裡將繼續被傳誦下去。
【評析】上海是見證中國傳統與現代最為深刻的一座城市，秋蘋在描述手法上，以時間
的更迭（白天→夜晚、過去→現在）來枕藉上海空間的轉變，以表現華麗外表
下深厚的內涵為主，平舖直述中流露一股淡淡感傷，但題目的設定較不妥，因
為雖名為夜晚的貴婦，實際上寫白天也寫夜晚。
(三)泥沼中的一枝純粹 ── 花蓮

陳敬淳

花蓮，如同生長在臺灣這泥沼小洲上的一朵蓮花，出淤泥而不染。在中央山脈的隔
◥ 247

高雄場教學經驗分享類(二)

絕之下，花蓮悄悄蘊育出了令人嘆為觀止的絕佳景緻。首先，清水斷崖以接待者之姿為
這趟旅程布下了驚險刺激的開場，理性與感性在山、海之間蜿蜒交錯，目光伴著驚呼一
路綿延，直到重見天日的那一刻，太魯閣這世外桃花源正氣定神閒地迎接旅人。一進入
歡迎派對的殿堂，大自然之手以鬼斧神工點綴著歷經滄桑的岩壁，燕子在岩柱間忽隱忽
現，笑著、閃躲著，而腳下的溪流，時而溫柔地輕拂岩石的面容，時而激動地拍擊碎石
的身軀。這萬家同慶的盛會，連天空也好奇地趁著細縫向下窺視，潑灑一道道的光亮，
如此華麗的大自然盛宴，惹得我除了回報以瞠目結舌，別無他法。
【評析】作品因為不同讀者的解讀詮釋，產生多元的樣貌，而更顯豐富。同樣的，自然
界的青山綠水也因遇著不同的旅人而有了萬種風情，敬淳此文正賦予東臺灣一
種活躍靈動的生命，以視覺之所及，將景致巧妙地擬人書寫，山水的多情、多
姿也只有在有情人的眼中方能展現，一如辛棄疾所言：「我見青山多嫵媚，料
青山見我應如是。」此文在文字使用的功力上，極為洗鍊，內容接續緊湊，令
人讀來不敢稍呵一氣。
(四) 貓走過的河床 ── 貓空

張淑華

「貓空」一個以茶聞名的地方，一個屬於台北的後花園。
沿著登山步道，會來到一處溪畔，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映入眼簾。走在這個清幽的
園地，有時可以見到油桐樹落下的白色花雪，堆積在小草間；或是自相思樹飄下的鵝黃
色花絮，平鋪成一張鮮豔的地毯。
望上游走去，只須稍一蹬足，一條平坦如大道的河床便呈現眼前，上頭佈滿了大大
小小的坑洞，是小石塊日日研磨留下的紀錄，有如數隻花貓行走所遺留的足跡，而這正
是「貓空」一名的由來。河床邊生長著許多大樹，它們的枝頭越過河床形成拱形的山洞，
朝深處望去似乎沒有盡頭，只見一派幽深、蓊鬱。
【評析】此文著眼於「貓空」這個獨特名稱的由來，加以描寫敘述，再加上幾處精采景
點的旁綴，細細淡淡的短篇卻饒富興味，尤其末了的告示牌一語，如神來之筆。
(五) 時空壓縮的感動 ── 東京

黃心薔

水都，喔！是威尼斯嗎？還是那……，亞洲一個曾經喚作「東方威尼斯」的水都─
東京。
這個由隅田川、神田川和善福寺川等河流交織出的城市，是個新舊重疊、傳統與現
代結合的大都會。流行服飾及傳統和服在高樓大廈間同時穿梭，神社的神秘幽靜正從神
宮橋的另一端緩緩流瀉過來，舒緩了都市中緊繃不堪的氣息。
染成粉紅色的天空，是這裡的主戲。第八代德川吉宗將軍栽植的『染井吉野』櫻，
現在成了東京都內最最亮眼的主角。三棵佇立在靖國神社內的櫻花，是花群中的首相，
輕聲的一下令，全國各處的櫻花都毫不保留地綻放丰姿。那種凜然無畏的氣勢，是不是
如同文學家所想像：櫻花是被鮮血所染，才能如此的大鳴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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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徘徊，行走各處都是時光的隧道，或許常有錯置的恍惚，但這才是遊歷時最
深層的一抹感動。
【評析】關於東京，是時尚流行？是傳統典雅？心薔震懾於它的新與舊、古與今，傳統
與現代並存的特質，於是不從表面形象寫東京，而從其內涵精神著手，揀選了
足以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櫻花」為主角，寫作視角獨到，文句使用上極富情
思，尤其「櫻花是被鮮血所染，才能如此的大鳴大放？」一句更是令人驚豔。
【附件三】粉墨登場開麥拉－廣告蒐集與實拍
1、作業一：請從電子媒體上選擇五則使用了文學手法的廣告 CF，將它下載存取於隨
身碟中（若有版權無法下載者，請註明連結處亦可）
，開學後繳交，並完成以下的
文字書面說解。（每一則廣告皆須有以下書面介紹）
廣告名稱：○○○○○
拍攝公司：○○○○○
廣告行銷事物：○○○○○
廣告內容與訴求：
廣告中的文學手法：
吸睛的原因：
2、作業二：開麥拉，拍廣告，一起來。全班分為六組，每組八人，各組拍攝一個廣
告， 需使用文學技巧或手法，長度三分鐘以內。廣告主題、內容不設限，請盡
情發揮創意。完成後請上傳至ftp://140.119.99.178。開學後擇期於演藝廳舉辦觀摩評
分大賽。

工作分配表：各組須有導演、劇本撰寫、演員、攝影、後製剪接……等分工。
組長

姓名：

組員一

姓名：

組員二

姓名：

組員三

姓名：

組員四
組員五
組員六

姓名：
姓名：
姓名：

組員七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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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粉墨登場開麥拉－廣告實拍成發會
評分規準→廣告的拍攝以能否運用文學手法及創意展現為主要訴求。
注意事項→各組須以 PPT 投影片介紹該組廣告 CF 拍攝的主題、創意發想的來源、片中
運用文學手法的方式是什麼，連同廣告的播放，每組五---六分鐘。
項目
項目

廣告創意 50 文學運用 30 影像品質 10 團隊合作 10
％
％
％
％

總分

名次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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