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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嚐試以電影理論解析電視廣告的形式與風格，選取二十一支伯朗

咖啡電視廣告做為研究對象，援引 Bordwell& Thompson（1996）所論述

的影像系統做為主要的理論基礎及分析模式，試圖探討台灣伯朗咖啡電

視廣告影片自 1982 年至 2003 年間形式與風格如何呈現，並討論這其間

的廣告表現有何轉變？藉此來關照台灣電視廣告的視覺特性及影音像特

質，並拓展廣告學術研究的視野。      研究結果發現，歷經二十

餘年的伯朗咖啡電視廣告，在形式的表現上，形成一種類「默劇」形式

的演出。其主題概念表現－主要環繞在人文與自然關懷的議題上；敘述

者表現－無任何對白、並且鮮少旁白；時空表現－依時間順序進行、以



戶外空間為主；事件因果呈現－有故事的存在，但因果關係顯得薄弱。   

其次，在風格的表現上，伯朗咖啡電視廣告呈現寫實取向、演繹概念的

風格。其構圖－主要以圓形及線條為主；攝影機動作與鏡頭運用方面－

呈現特寫與遠景的交織手法；剪接部份－多為音樂與影像的雙重合奏；

場景、演員及服裝的表現－顯現出自然的風格；光、色調及字幕－以寫

實取向為主；聲音的展現－以「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手法來呈

現。      再者，綜觀整體的形式與風格的表現上，呈現出以下的

脈絡：早期的敘事主軸偏重在產品的闡述，而近期則演變至廣告主張的

建構；早期的風格技巧側重在大量的產品特寫鏡頭，而近期的風格表現

則傾向於中、遠景拍攝；早期的廣告影片著重在產品的特點，而近期的

影片則以主題概念、企業形象為主；而早期的廣告中，在演員、服裝打

扮及佈景等元素上，較有異國風味，而近期的廣告表現則多選擇台灣本

土實景、國內演員為拍攝重點。      此外，從 1982 年至 2003 年

間，電視廣告的表現有以下的轉變：（1）產品鏡頭減少；（2）趨向本

土元素；（3）著重影片概念與企業形象。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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