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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布什亚(鲍德里亚/Baudrillard, 1968)：

◼ 现代消费的特性，并非消费物品本身

而是消费物品所指涉的「关系」。

◼ 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

◼ 物品的价值不再只是满足原有的功能需求

而是将物品赋予一种「符号价值」。

◼ 购买物品，实际上是消费物品的「意义」

及「附加价值」。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请参阅：林志明译(1997)。《物体系》，[Baudrillard原著, 1968]，台北：时报。

图片来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an_Baudrillar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an_Baudrillard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1.广告终极目的在促进商品消费：

广告创造需求，必须运用大量的符码与比喻手法，贩
卖商品，刺激消费。

◼ 2.广告具有物质与象征双重意义：

广告在贩卖商品要求消费的同时，亦希望透过广告能
形塑特定生活型态与文化品味。

◼ 3.广告为维护商品制造者利益存在：

广告将消费商品、价值观合理化，藉以创造优势意识
形态，维护商品制造者的利益。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请参阅：孙秀蕙(1994)。〈广告、色情工业与性文化〉，收录于《女性与影像—女性电影的多角度阅读》，游惠贞编，台北：远流。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建构的二元性别观

◼ 1.性(sex)：指生理层面(生物特征)，亦即男性或女性

(male/female)，也决定了社会中的性别位置：男人或女
人(man/woman)。

◼ 2.性别(gender)：指两性在心理与社会层面的意义建构，
对男女的心理特质、外在穿着、行为举止、角色地位，
亦即阳刚/阴柔，有明确的规范与限制，且不得逾越。

◼ 3.性欲(sexuality)：指情欲层面，主张异性相吸，男性会
发挥先天的阳刚性，主动追求心仪的女性。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请参阅：林宇玲(2005)。〈解读媒体中的性别意涵─以平面广告为例〉。收录于：成露茜、罗晓南(主编)，《媒体识读—一个批判的开始》，台北县：正中书局。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媒体再现的性别意识形态

◼ 1.经济都由男性主宰，女性大多为家庭主妇。

◼ 2.女性即使有工作，却倾向于「花瓶工作」(cutesy jobs)。

◼ 3.男性被塑造为「具保护、帮助、给予能力」，相形之

下女性则显得「软弱、寡断和需要被保护」。

◼ 4.以「生理特征」正当化男强/女弱的二元分类。

◼ 5.抑止男/女逾越其界限，例如男性不流泪否则将被视

为娘娘腔；女性要温柔婉约否则将被视为男人婆。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请参阅：林宇玲(2005)。〈解读媒体中的性别意涵─以平面广告为例〉。收录于：成露茜、罗晓南(主编)，《媒体识读—一个批判的开始》，台北县：正中书局。
李天铎译(1993)。《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Robert. C. Allen(ED.) 1987]，台北：远流。



巴特「符号的层次」(Barthes, 1968)

明示义
(外延)

符号具

符号义

隐含义
(内涵)

迷思
(意识形态)

形式

内容

第一层次
真实 符号

第二层次
文化

请参阅：张锦华等译(2005)。《传播符号学理论》，台北：远流。郑明椿译(1993)。《解读电视》，[J. Fiske & J. Hartley原著, 1985]，台北：远流。
林宇玲(2005)。〈解读媒体中的性别意涵─以平面广告为例〉。收录于：成露茜、罗晓南(主编)，《媒体识读—一个批判的开始》，台北县：正中书局。

费斯克&哈特利「表意的三个层次」(Fiske & Hartley, 1985)

所指物
符号具
符号义

内涵
意义

迷思

意识
形态

外延意义

文化现实(自然)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玫瑰 花朵

有刺蔷薇科

艳丽

爱情

高贵典雅

一般明显的意义

情感或主观上
涉及价值观的意义

思考、概念化、
理解事物的方式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策略

◼ 系谱轴(paradigm)：等位(共享特质)与对立(彼此互斥)。

◼ 毗邻轴(syntagm)：链接与组合符号，成为有意义的整体。

◼ 符号具(signifier)：感官所接受到的刺激物。

◼ 符号义(signified)：刺激感官后，心中形成的心像。

◼ 内涵意义/隐含义(connotation)：符码形式表现的成果。

◼ 迷思(myth)：社会文化层面占优势的主流信念。

◼ 意识形态(ideology)：组织与诠释现实的广泛原则。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请参阅：林宇玲(2005)。〈解读媒体中的性别意涵─以平面广告为例〉。收录于：成露茜、罗晓南(主编)，《媒体识读—一个批判的开始》，台北县：正中书局。



影片连结：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MjQzODAyNA==.html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GrFYD5Nfs

Mercedes Benz 2019年国际妇女节广告
《The Journe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MjQzODAyNA==.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GrFYD5Nfs


Mercedes Benz 2019年广告《In the Long Run》

影片连结：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MjUxMjYwNA==.html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QHX3AcVn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1MjUxMjYwNA==.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QHX3AcVn0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 The Journe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性别意识形态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符号具 符号义 隐含义 迷思 意识形态

女苦力 牛马 1.妇女下田拖犁从事苦力
(后方驾犁者为男性)，地
位如牛马

2.看到「女性」驾驶汽车惊
呼「女巫」，显示无知

3.中产阶级崛起，有财富与
专业可过更好的生活

4.女性进入酒馆目睹斗殴，
显示饮酒作乐乃男性特权

5.女性购买油料受奚落，代
表男性对女性的轻视

6.小女孩历经惊吓、了解、
期待，寓意未来希望

1.女性为男性的
附属品

2.女性对机械、
科技多半无知

3.女性爱妆扮是
肤浅的

4.男性阳刚、好
斗；女性温驯、
认命

5.专业技术只有
男性可胜任

6.男性是一家之
主掌握大权

1.男主外、
女主内

2.男性在社
会文化层
面的优势

犁田 原始

婴儿 宿命

汽车 科技

正装 中产阶级

布衣 平民百姓

酒馆 男性

修车 智慧

小女孩 未来

系
谱
轴

毗邻轴影片连结：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M5MjE3MTI2M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3.d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GrFYD5Nfs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M5MjE3MTI2M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3.d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GrFYD5Nfs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In the Long Run》性别意识形态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系
谱
轴

毗邻轴影片连结：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5NjY4Mzg2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5.d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QHX3AcVn0

符号具 符号义 隐含义 迷思 意识形态

伤痕 转折 1.伤痕代表某种转折，隐喻
再度就业或重回家庭

2.训练代表某些弥补，目的
在于因应转折的发生

3.争执代表夫妻关系改变，
隐喻对职业/家庭的优先
顺序认知不同

4.谈心隐喻亲子关系改变，
母亲面临儿女成长的调整

5.湖水如茫茫人海中奋斗，
跑道是充满挑战的历程

6.相簿纪录亲情与回忆，象
征强化家庭成员连结

1.女性面临职场
与家庭抉择必
须有所牺牲

2.女性在怎么争
强斗狠，终究
赢不过男性

3.男性是一家之
主，家庭支柱

4.女性要发挥耐
心与韧性教养
子女

相夫教子
女性天职

训练 弥补

争执 夫妻关系

座舱 家庭

谈心 亲子关系

湖水 人海

跑道 职业

相簿 回忆

义肢 韧性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5NjY4Mzg2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5.d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QHX3AcVn0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性别意识型态的批评

◼ 英国「广告标准规范」(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ASA)独
立机构，禁止广告出现有害的性别意识形态(2019)：

◼ 1.某性别刻板印象的角色或特征，始终与特定性别相关；

例如女人不会开车或男人不会做菜。

◼ 2.传达某种职业或游戏适合/不适合某个性别。

◼ 3.幸福感取决于是否符合性别刻板印象。

◼ 4.嘲讽人们不遵循性别刻板印象。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请参阅： https://www.asa.org.uk/news/imminent-ban-on-harmful-gender-stereotypes.html

https://www.asa.org.uk/news/imminent-ban-on-harmful-gender-stereotypes.html


Toyota丰田2015父亲节广告《Loving Eyes》

影片连结：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UzNTg5MTIy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79.dtitl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1GIDy-U9g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UzNTg5MTIy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79.d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1GIDy-U9g


◼ 电视广告的意识形态

◼ 《Loving Eyes》性别意识形态

电视广告表现手法

影片连结：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UzNTg5MTIy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79.dtitl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1GIDy-U9g

系
谱
轴

毗邻轴

符号具 符号义 隐含义 迷思 意识形态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UzNTg5MTIy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79.d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e1GIDy-U9g


◼ 1.请就Toyota丰田2015父亲节广告《Loving Eyes》

，找出符号意义，以表列方式呈现。

◼ 2.请以word、ppt或pdf建立档案，字数不拘。

◼ 3.档案存盘名称：班级+学号+姓名+第11 次作业。

◼ 4.完成后请寄至：2731043909@qq.com，信件主旨
请注明：电视广告创作第11次作业。

◼ 5.请于5/8前缴交，谢谢大家！

随堂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