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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足球賽官方標誌及其文化符碼之研究： 
以 2010年南非／2014年巴西／2018年俄羅斯為例 

陳俊玄 國立臺北大學 

摘要 

世界盃足球賽是現今全球舉辦規模最大、參賽人數

最多以及社會影響力最深遠的單項運動競賽，賽會舉辦

不僅吸引全球足球迷的目光，更是參賽國家展現足球實

力的終極場域。而其官方標誌不僅象徵賽會的運動精神

與拼搏印記，更肩負展現國家政治實力、歷史樣態與宣

揚文化景觀之功能。值此，本文擬自質性研究詮釋學的

理論派典以及詮釋學大師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觀點出發，採取文化符

碼的概念與文化符碼三層說的分析方法，針對 2010 年

南非世界盃足球賽、2014 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及 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的賽會標誌及其符碼意涵進行

分析與詮釋。研究結果呈現在兩方面：在視覺符號設計

造型上，各國賽會標誌皆以足球／足球員／WORLD 

CUP／FIFA 等圖騰作為設計主題，輔以鮮麗醒目的色彩

意象、流動圓滑的線條結構，共築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視

覺符號。在文化符碼寓意上，南非賽會標誌呈現在提升

國家與非洲地位、翻轉種族歧視與隔離的印象以及促動

多元族群融合之文化意涵上；巴西賽會標誌表徵在宣傳

國家意象、拓印自然景觀、彰顯足球霸權與勝利主義之

文化意涵上；俄羅斯賽會標誌表現在建構強盛國家、宣

揚聖像畫與工藝藝術、展現科技實力之文化意涵上，上

述主辦國家都將各自特有的國家意識、歷史人文與自然

景觀融合在標誌設計中。  

關鍵詞：詮釋學、視域融合、文化符碼三層說、文化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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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盃足球賽（以下簡稱世足賽）是現今全球舉辦規模最大、

觀賞人數最多、總獎金額最高以及社會影響力最為深遠的單項運動

賽會。每屆世足賽的舉辦與開賽，深受全球運動球迷的注目與追

逐，賽會的承辦與執行亦逐漸成為主辦國家展現政治實力、經濟能

力、文化厚度、社會多元之運動場域。再者，以往西方文化將語言

視為高度發展的精煉產物，圖像則呈現較為原始的狀態，人們總是

偏好以語言符號來表達一切事物；然而，這種現象在當代已完全改

觀，現今諸多社會樣態所反映的符號、表徵與意涵，多以視覺化

（visualizing）方式呈現。當代社會的思考模式將過去傾向語言符號

的思考邏輯，以立即性、物質性、跳躍式、非敘事結構式的影像符

號所取代。語言、文字等以往溝通媒介所代表的是訊息載體，今日

的「媒介本身」便是訊息。1視聽時代、大眾媒體等視覺化思維的來

臨與興起，正呼應著後現代文化特徵，「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

一詞，逐漸成為與過去文字思考模式分庭抗禮的另一種新興之學科

範疇。2因此，研究視覺符號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圖騰與符號在傳統文

化階層下的意義與規則，進而明白圖騰、符號在生活世界的操作樣

態與影響程度。簡言之，社會符號的設計與意義在於呈現「社會語

言、思想與傳播」在不同層面與範疇的不同體現；相對而言，足球

賽會符號設計的意義也在於促使運動語言、文化思想與社會傳播在

足球賽會的符碼體現，因此足球符號不辯自明的自然成為諸多非運

動思維因素的設計載體。3  

                                                 
1 Nicolas Mirzoeff 著，《視覺文化導論 (An Introduction:Visual Culture) 》（陳

芸芸譯）（臺北：韋伯文化，2004），109-110。李建緯，〈符號學是什麼？從

藝術作品談起〉，http://beaver.ncnu.edu.tw/projects/emag/show.aspx?dataId=a05a

fc85-9635-426f-bdd9-f01933630221, 2016年 8月 12日檢索。 
2 王正華，〈藝術史與文化史的交界：關於視覺文化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

通訊》，32（臺北，2001.09）：76-89。李建緯，〈符號學是什麼？從藝術作

品談起〉，http://beaver.ncnu.edu.tw/projects/emag/show.aspx?dataId=a05afc85-96

35-426f-bdd9-f01933630221, 2016年 8月 12日檢索。 
3 趙雅麗，〈符號版圖的迷思：影像化趨勢未來語言的發展〉，《新聞學研究》，

77（臺北，2003.10）：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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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世足賽官方標誌的設計歷史可以發現，從1930年烏拉圭

世足賽開始，每屆主辦國皆會設計各具特色的視覺辨識符號或圖

騰，當時國際足球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

ciation／FIFA）並無特別要求官方標誌（official emblem）必須顯現

在賽會標誌的設計上，主辦國家完全掌有賽會視覺符號設計的權

力。1930至1950年代標誌設計風格多以海報的方式呈現，圖騰風格

也以足球運動記號與意象為主。1954至1966年間標誌設計風格逐漸

趨向各國本土意象的呈現。1970年以後，國家意識的創作元素逐漸

成形，國旗顏色的意義常賦予在賽會標誌的設計中。自2002年韓國

與日本主辦的世界盃開始，各屆賽會標誌設計多以說故事（story 

telling）的方式，將主辦國家發展歷史與文化景觀隱藏在圖騰的設

計中。4尤其2010年南非世足賽、2014年巴西世足賽、2018年俄羅斯

世足賽等三屆官方標誌的設計取向，更將主辦單位的國家歷史、文

化意涵與運動賽會符號的結合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此亦為本論文所

欲深入探究與爬梳的焦點。值此，世足賽官方標誌與圖騰設計並非

簡單地只是足球、足球員、足球賽會所共有與共享的運動載體，其

逐漸成為一項敘說符號、故事文本，肩負更多國家意識與文化宣揚

的責任。賽會標誌逐漸自成一套運動文化符碼系統，研究者必須以

理解與說故事的分析方式，才能了解標誌設計背後所蘊含的多重意

義與操作手法。 

符號（sign）是人類思維過程的結果與反射，設計者透過繁瑣

的思考行為，將抽象概念予以具象化與視覺化。瑞士語言學家索緒

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認為符號是形式與概念的結合，同時具

備「任意性（arbitrary）」的特質與取向，因此設計作品的造形表

徵與圖騰文化間往往呈現多元與隱晦的互動關係。5文化的生成和延

續最重要的標準，在於文化是否能夠產生約定嚴謹的「內在及外在

的規律」，並足以支撐整個文化的傳承。而「內在及外在規律」有

                                                 
4 J. Salm, “The Visual Evolution of FIFA World Cup Logos,” http://blog.visual.

ly/visual-evolution-fifa-world-cup-lo gos/, 2016年 6月 28日檢索。 
5 蘇文清、嚴貞、李傳房，〈符號學與認知心理學基礎理論於視覺設計之運用研

究：以標誌設計為例〉，《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3.1（彰化，2007.06）：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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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如造形風格）與無形（如風俗習慣）事物的具體表現，就是「符

碼」（code）。6 再者，視覺圖像設計與創作往往藉由多樣符號與

多元符碼共同建構與堆疊，因此符號與符碼是視覺設計概念與想法

的承載物與再現物。Moriarty指出在視覺表徵傳達的感受上，接收

者對於圖像接收的可受度遠勝於文字，視覺表徵是廣告與宣傳的靈

魂與樞紐，設計作品能否有效傳達商品的訊息，取決於設計作品中

視覺圖像的呈現。7 Lewler 認為視覺設計是透過圖像或圖騰，傳達

創作者與其作品創作的概念與意圖；8再者，Biehal、Stephens 和 

Curlo 亦認為圖像或圖騰設計不僅必須活潑生動、視覺衝擊，更要

能立即吸引與增加觀賞者的目光與印象，確實增加符號記憶存留的

可能性。9而Panofsky更將圖像的分析與解構分成三個層次予以觀

之：一是眼睛可視性的表徵元素，二是表徵元素之意象與意涵的意

義，三是表徵元素之意象與意涵背後的隱藏社會樣態與文化精神。
10但設計符號的意義連結以及背後所隱藏的深層文化往往不易發

覺，然卻實為設計者創作文化符碼系統的創意發想與深層反射。 

值此，在檢視世足賽會官方標誌發展歷史的過程中可以發現，

不同設計者與設計團隊運用大量的符號作為互動、溝通與傳達的載

具，並將不同的社會現象與生活文化轉化在其所創設的賽會標誌

上，閱聽人必須進行不同程度的符號解讀，才可了解符號呈現的意

義與深層的意涵，而此正是引起研究者希望對世足賽會標誌設計進

行深度了解的動機與目的。因此，挖掘與爬梳2010年南非世足賽、

2014年巴西世足賽、2018年俄羅斯世足賽會官方標誌，了解創設者

                                                 
6 楊裕隆，〈符號理論與應用〉，《科學發展》，478（臺北，2012.10）：17。 
7 S. E. Moriarty, Creative Advertising: Theory and Practice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1991), 110-111. 
8 A. J. Lewler, Creative Strategy in Advertising (5th ed) (California: Wadsworth,1995), 

5-6. 
9 翟治平、王韋堯，〈廣告圖像中對比形式設計之探討〉，《設計學報》，14 .1

（雲林，2009.03）：67。 
10 E. Panofsky,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 Papers in and on Art Histor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55), 11.; Panofsky,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N. Y.: Harper & Row, 197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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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概念以及標誌符碼背後所隱藏的賽會意義與符碼意涵，是本

研究的研究旨趣與目的之所在，藉此提供研究者更加了解視覺傳達

設計在運動賽會領域的文化體現。 

貳、研究方法論 

本文研究方法論從質性研究詮釋學的理論派典出發，透過與研

究對象的對話及接觸，詳加理解研究對象的表徵現象與隱藏的思維

脈絡、主觀意識與價值體系；亦即，通過詮釋與轉譯將一種意義關

係從一個陌生的世界轉換到我們熟悉的世界，而意義的理解一定有

某種社會、歷史或文化涵義的承載，透過它尋繹研究對象的各種意

義與脈絡。11再者，借用詮釋學大師高達美的視域融合觀點，研究

者透過「理解」12可以掌握研究對象的意義，但在理解的過程中必

須身存於「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歷程中」。雖然詮釋者

在分析、理解的過程中，個人必帶著自己的「先前判斷」，然而先

前判斷並不是封閉的，它是歷史賦予人的一種特殊「視域」，亦即

「先前理解」。詮釋者在時間流動互相理解的過程中，會擺脫既有

「成見」、擴大自我「視域」，逐漸與其他「視域」交合，於是形成

                                                 
11 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五南，2002），47-48。 
12 在英語語意解析中，理解表示交感（sympathy），即感覺到另一個人所正在體

驗某物的能力。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認為理解（verstehen）

是一個特殊的術語，它並非一般所指的意思，其認為理解就是一個人存在的生

活世界語境中，把握他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能力。它並非世界中的一個實體，而

是存在中的結構，它與人的存在一樣原始，並呈現在詮釋的每一種行為中，「理

解」是所有詮釋的基礎。此處引自帕瑪（Richard E. Palmer）著，《詮釋學 

（Hermeneutics）》（嚴平譯）（臺北：桂冠圖書，1992），149；以及劉淑

敏，〈從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哲學詮釋學觀點談通識課程教學的

應用〉，《止善》，6 （臺中，2009.06）：80。再者，高達美認為「理解」是詮

釋學的核心問題，他認為理解甚至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行為，而是要被認

為是一種置自身於傳統過程中的行動（Einrücken）；換句話說，「理解」首先

意謂著對某種事情的理解，之後才能分辨並理解他人的見解，因此詮釋學的最

基礎的前提便是「先前理解」。參閱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著，《詮

釋學Ⅰ：真理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洪漢鼎譯）（臺北：時報文化，199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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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域融合」的一個主客體互相融通的現象，使真正的歷史意義與

文化景觀呈現出來。因此，只有在解釋者的「成見」和被解釋者的

「內容」融合在一起，並產生出意義時，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
13 

「符碼」是由眾多符號堆疊聯繫而成的多重結構體，並非僅指

向圖像或實物，表情、手勢、音調、語言、文字、文章等也都是符

碼的分項表徵。符碼是一個文化或次文化成員共享的意義系統，其

是由符號和慣例規則共同建構而成的一套系統；簡言之，符碼就是

一套套有組織的符號系統。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凡是慣例或約定俗

成之事，都是「符碼化」的結果。14社會群體在日常溝通與意義建

構的過程中，依靠意識腦海中已然形塑的各類符號與符碼，進行簡

單正確的行為溝通與詮釋；若是不了解符碼所賦予的社會意義，就

不能明白個體、事物與社會事件發生原因的文化聯想。值此，符碼

就是表徵互動過程的整體規則與規範，指導我們如何解釋與處理各

種形式背後所隱藏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化即是符碼化系統

（codification）的社會呈現。15 

文化符碼最早由法國哲學家巴特（Roland Barthes）於 1964 年

《符號學要義》（Elements of Semiology）一書中所提出，其關注的

議題與研究的影響廣布在神話、戲劇、時裝、攝影與文學等不同社

會事實與文化領域上，文化符碼成為分析流行事物與廣告設計一項

重要的概念與詮釋系統。1990 年英國出生的美國廣告傳播學者費斯

克（John Fiske）在其所著的《傳播符號學理論》（Introduction to 

                                                 
13 楊維中，〈前理解與視域融合：論中國佛教心性論範式的歷史形成〉，《普門

學報》，17（高雄，2003.09）：1-2。劉淑敏，〈從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哲學詮釋學觀點談通識課程教學的應用〉，《止善》，6：82-83。 
14 費斯克（John Fiske）著，《傳播符號學理論（Int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張錦華、劉容梅、孫嘉蕊、蔣雅麗等譯）（臺北：遠流，2003），

89-90。 
15 林羿靜、楊裕富，〈文化符碼理論應用分析建築形式與內涵：以美濃客家文物

館為例〉，http://www.yuntech.edu.tw/~yangyf/ver/ver007.html, 2016年 7月 30日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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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tudies）一書中，提出廣受矚目「廣告符碼／傳播

符碼」的概念，以及符碼系統如何透過傳播力量達到多重影響的論

述。至此，針對廣告設計、影視傳播的文化符碼進行深度檢視與分

析，逐漸成為傳播社會學與廣告社會學關注與發展的重點。 

    再者，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圖像學（iconology）觀點

提供研究圖像分析的切點與視角，其認為對圖像的分析必須在「社

會、文化與藝術的環境脈絡」中進行，而對圖像與藝術的解讀呈現

在三層次上：一為「意象的內在意義」層次、二為「成規與慣例

（ convention and precedent）」層次、三為「前圖像誌（ the 

pre-iconographic）／外形」層次。16再者，國內學者楊裕富認為圖

像或圖騰設計背後的文化堆疊與積累是創作的基礎養分，其「文化

符碼三層說」的分析方法延續帕諾夫斯基的觀點，對設計符碼的分

析與詮釋亦呈現在三個層次的文化分析上：形而上（思考活動與語

言）文化、形而中（溝通與互動的制度）文化、形而下（人使用器

物與具體器物）文化等三個層次。17因此，本文從文化符碼三層說

觀點檢視世足賽會標誌設計作品與圖像，亦反應在形而上（標誌象

徵性記號／策略層）、形而中（標誌指示性記號／意義層）及形而

下（標誌圖像性記號／技術層）的三層分析上（如圖 1）。18 

一、策略層 （文化操作）面向 

    包括世足賽會標誌與標語之說服層與說故事層次，此亦是「巧

意」的層次。此層是指創作者在賽會標誌的設計過程中，其所表述

的圖像或文本在主辦國文化中代表的位置與意涵。設計者將其轉化

成為圖像故事或敘說主軸，作為說服閱聽人視覺吸收或記憶深存的

立場與策略，但設計者往往刻意隱瞞故事思維與主軸意識。因此，

研究者藉由此層的爬梳與分析，找出主辦國家既有的政治影響、歷

史背景與社會文化所賦予的符碼樣態。 

                                                 
16 劉豐榮，〈視覺符號探討方法之理論探析：由圖像誌到符號學與 Lacan 的符號

學之創新〉，《視覺藝術論壇》，1（嘉義，2006.12）：10。 
17 楊裕富，《設計的文化基礎（修訂版）》（臺北：亞太圖書，2002），241-242。 
18 楊裕富，《設計的文化基礎（修訂版）》，24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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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義層 （意象的操作）面向 

    包括世足賽會標誌之說故事層次與語意層次，此亦是「故意」

的層次與「表達」的層次。語意層次建構在說故事層次的詮釋與理

解上，但所有作品意義的解析與操作都是「特定社會的文化反映」，

如果不了解設計作品所處的特定社會的文化內涵，其實還是會有許

多「訊息」是分不出來的。 

三、技術層 （視象的操作）面向 

    包括賽會標誌的美感形式層次與媒材感受層次，此亦是「無意」

的層次。此層分析方法是植基在美學原理及色彩學理論的基礎上開

展，針對視覺符號進行基本的圖騰分析。 
 

圖 1 設計文化符碼三層說19 

    「設計的文化符碼」就是一種分析方法，一種設計創設者對「圖

像／實物／文字／文章／故事」的綜合分析方法，一種以科學性方

法整理設計符碼的認識論。這種分析方法，如果倒過來看，其實就

                                                 
19 本研究架構整理修改自楊裕富，《設計的文化基礎（修訂版）》，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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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詮釋與分析設計者或創作者「說故事」的方法，也就是對設計符

號背後所隱藏的符碼文化進行意義解構與故事分析。20綜而言之，

本文方法論的建構擬自質性研究詮釋學的理論派典以及詮釋學大

師高達美視域融合的觀點出發，採取符碼概念與文化符碼三層說的

分析方法，針對 2010 年南非世足賽、2014 年巴西世足賽、2018 年

俄羅斯世足賽等三屆賽會官方標誌進行爬梳與挖掘，試圖了解圖像

自身文本以及賽會符號背後所賦予與隱藏的文化符碼之意涵。  

參、研究內容 

荷蘭設計大師貝克（Gijs Bakker）認為概念遠比美感重要，設

計師若能自設計背後的文化、歷史、社會發展脈絡融入設計概念，

如此設計與藝術的呈現不僅能展現視覺美感之層面，更能創作出深

具文化意象與意涵的作品。21現今視覺圖像與符號文本的設計取

向，常融合不同社會與國家的歷史圖騰與文化表徵，繼而轉化、重

組與再現在設計的概念與元素中。雖然，創造者設計作品所內蘊的

文化符碼與歷史意涵，往往不是顯而易見，但設計符號與意象圖騰

的文化概念卻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予以逐步呈現。本文針對世

足賽會標誌圖像的理解與分析，以 2010 年南非世足賽、2014 年巴

西世足賽、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會標誌作為詮釋文本，研究內容的

理解、詮釋與撰述根據三屆世足賽會舉辦時間與年代之順序，分析

如下所述： 

                                                 
20  范麗伊，〈後現代設計之四：文化符碼或設計文化符碼〉，

http://vm.rdb.nthu.edu.tw/mallok, 2016年 8月 3日檢索。 
21  黃家賢，〈關注設計背後的文化涵意，將東方經神內化入概念〉，

http://designperspectives.org/2015/12/18/andrew-wong,2016年 7月 28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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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0 年南非世足賽視覺標誌設計分析 

 

圖 2  2010 年南非世足賽會標誌22 

表 1 2010 年南非世足賽會標誌及文化符碼解析一覽表 

項目 層級 分析與說明 

A. 

文 

化 

符 

碼 

︱ 

策 

略 

層 

 

A1. 

說 

服 

層 

次 

A1-1 說服立場： 

（一）非洲地位與國家實力的提升 

南非曼德拉總統（非洲足球運動之父）任職南非總統期間，大力

推展非洲運動，打破種族藩籬。2004 年獲准申辦世足賽、2010 年成功

在南非舉行，不僅開啟世足賽第一次在非洲舉行的創舉，更成功將非

洲圖騰與南非印象推上世界政治與運動的舞台。賽會標誌中「SOUTH 

AFRICA 2010」的國家名稱與設計圖騰隨之傳送至全世界閱聽人的視覺

印象中。  

（二）種族歧視與隔離政策印象的翻轉 

    南非因實施種族隔離政策，自 1966 年開始就被國際足總禁止參

賽，直至 1991 年獲得國際足總撤銷禁令，1992 年時隔約 26 年重返國

際賽。南非希望藉由世足賽的舉辦重新踏上國際政治舞台，洗刷種族

歧視的負面印象。 

（三）多元族群融合的表徵 

賽會標誌顏色的設計以南非國旗黑、黃、綠、白、紅、藍等六種

顏色為基礎，黑、黃、綠三種顏色源自於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黨旗之色調，紅、白、藍則是波耳人（Boer／荷蘭裔

南非人）使用的色彩。在顏色的調配與運用上，反映南非政府營造尊

重多元主體的文化意識，意圖提醒南非是由英人與荷人後裔、中國與

印度勞工後裔及本土科伊桑人、班圖人所組成的多元民族國家。 

A1-2 說服策略： 

1.以標誌中央的「足球員」與「足球」為設計主軸，將南非民族、人

文、歷史等文化景觀，以「內蘊」的設計手法，巧思性地拆解與重

組足球／運動／歷史／文化的設計圖騰，刺激足球運動參與者與觀

賞者的視覺反動。 

2.藉由黑、黃、綠、白、紅、藍等多種顏色的排比以及筆觸拉描、滑

動柔順的線條呈現，建構整體不零散的觀賞印象，藉此引起閱聽人

深層的感動與回憶。 

                                                 
22 圖 2引自Wikipedia，〈2010 FIFA World Cup〉，https://en.wikipedia.org/wiki

/2010_FIFA_World_Cup, 2016年 7月 10日檢索。  

http://www.wikiwand.com/zh-hk/%E7%A7%91%E4%BC%8A%E6%A1%91%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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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 1 2010 年南非世足賽會標誌及文化符碼解析一覽表 

項目 層級 分析與說明 

B. 

文 

化 

符 

碼 

︱ 

意 

義 

層 

B1. 

說 

故 

事 

層 

次 

B1-1 說故事的策略：2010 年南非世足賽會標誌設計，結構上是以「一位足

球員」「踢球」的運動圖騰為建構主體，視覺配色是以南非國家圖騰的

代表顏色為採用基準。 

（一）運動圖騰建構是由三個部分組成 

1.圖騰左側是足球員傾倒在 SOUTH AFRICA 2010 文字的上方，並以倒掛

金鉤踢球的圖像為視覺主軸，象徵高超的動作技巧與運動美感；再者，

此圖像亦為南非國徽上秘書鳥的圖騰剪影，代表足球員展翅高飛、追求

極致之意涵。 

2.圖騰正中的彩色符號設計是以上寬下尖的流線圖形為主軸，左右依次以

圓弧流線的方式相互拼貼依黏，此為非洲大陸圖像的呈現。 

3.右側是以穩定梯形的圖案方式，由下往右逐漸圓滑上揚，代表足球員踢

球的流暢美感以及南非三面環海的蔚藍意象，而 FIFA 與 WORLD CUP

的字體鑲嵌在梯形的圖樣中，表徵此為獲得 FIFA 認可的世足賽事。 

（二）在顏色的運用上 

    黑色代表黑人庶民與平民百姓、黃色代表廣碩大地與自然資源、綠色

代表無際草原與綠地、藍色代表湛藍天空、白色代表白人階級與政府的海

港，標誌設計意象展現南非種族隔離後的國家實力以及獨特的多元文化。 

B1-2 主題：「2010 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南非舉行」。 

B1-3 題素：足球、足球員、世足賽、FIFA、南非。 

B2. 

語意 

層次 

B2-1 單語意（圖像符號）：倒掛金鉤踢球的足球員剪影、非洲大陸圖像。 

B2-2 字句：SOUTH AFRICA 2010、FIFA 以及 WORLD CUP。 

C. 

文 

化 

符碼 

︱ 

技術 

層 

C1. 

美 

感 

形 

式 

層 

次 

C1-1 構圖（對比或層次）：採取「非正式平衡」的造型設計，在形式對比上

是以條紋為底、人形剪影跳脫於上的前後設計，圖塊雖然各自獨立，

但造形充滿大／小／遠／近的變化，充分展現多樣層次的視覺感受。 

C1-2 色調：在顏色對比上，以色彩的明暗強弱以及色系的冷暖交疊為設計概

念。上方以綠、黃、紅色為基調，黑色表徵覆蓋其上；下方則以藍色為

底，白色字樣鑲嵌其中，色彩呈現色相多元、明度高亮、彩度鮮豔的組

合。 

C1-3 字體／線條：圖案的字體以及條紋的呈現方式是以「字符形式符號化」

的樣式呈現，符號呈現彎曲、圓滑、不規則的型態，展示活潑朝氣的運

動本質。 

C2. 

媒材 

層次 

C2-1 媒材組合元素（形式）：藉由運動、地理、國家與傳媒等形式空間組合

而成。 

C2-2 媒材感知元素（感知）：透過電視、電腦、網路將虛擬符號與感知圖像

拓印在閱聽人的視覺印象中。 

資料來源：1. 研究者整理分析與製作。 

          2.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2010 F

IFA World Cup South Africa〉，http: //www.fifa.com/worldcup/arc

hive/southafrica2010/index.html, 2016 年 7 月 3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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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 年巴西世足賽視覺標誌設計分析 

 

圖 3  2014 年巴西世足賽會標誌23 

表 2  2014 年巴西世足賽會標誌及文化符碼解析一覽表 

項目 層級 分析與說明 

A. 

文 

化 

符 

碼 

︱ 

策 

略 

層 

 

A1. 

說 

服 

層 

次 

A1-1 說服立場： 

（一）國家印象的傳達： 

巴西國旗是以綠色作為圖騰背景，中間鑲嵌黃色的菱形圖案，菱形圖案上

有以南十字星為中心的 27 顆白星，代表巴西首都及二十六個州與聯邦區。此旗

傳承自巴西帝國國旗（1822 年～1889 年）的樣式，中央呈現皇室徽章的設計。

世足賽會標誌設計源自巴西國旗的基本色調，搭配三手環握的團結概念，不僅

強烈表徵巴西的國家意象，更強化世界對巴西的辨識與認同。 

（二）自然景觀的拓印： 

綠色與黃色是巴西傳統的色彩印記。綠色代表覆蓋巴西國土的茂密叢林，

黃色代表黃金海岸、耀眼陽光、豐富礦產與自然資源。而此鮮明的視覺記號彰

顯在兩個面向上：一是顯耀巴西自然資源的豐富性在全球自然界所處的領導地

位；二是歡迎全世界運動參與者蒞臨充滿陽光、沙灘、海洋、森林的熱情國度。 

（三）足球霸權與勝利主義的彰顯： 

巴西足球隊分別在 1958 年、1962 年、1970 年、1994 年、2002 年的世界盃

奪得五次冠軍，奪冠紀錄領先其他國家，足球不僅是巴西國球，更是足球強國

的代名詞。每年參加世界盃不僅有輸不得的壓力，奪冠╱勝利更是參賽的終極

目標，手握金盃的造型設計表徵巴西對參加世足奪冠的信心及對足球運動的驕

傲。 

A1-2 說服策略： 

1.以 FIFA 雷米金盃（Jules Rimet Cup）以及大力神盃（國際足總世界盃／FIFA 

World Cup）作為設計典模。圖案以三手環握世界金盃的視覺意象為創造主

軸，內涵融入豐富的人文歷史以及自然景觀，塑造團結和諧、追求極致的巴

西意象，塑造歡迎全世界運動參與者與觀眾享受巴西足球嘉年華會的賽會氛

圍。 

2.以簡單／清楚的設計手法，藉由綠／黃顏色對稱的視覺符號，塑造陽光、溫

暖以及綠意盎然的觀賞視野，清楚呈現 2014 年世足賽會符號與意涵，期望

激起觀賞者深層的運動記憶及文化感動。 

                                                 
23 圖 3引自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2014 FIF

A World Cup Brazil - Official Emblem〉，http://www.fifa.com/worldcup/news/

y=2010/m=7/news=official-emblem-1271597.htm,2016年 7月 10日檢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B1%E5%B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58%E5%B9%B4%E4%B8%96%E7%95%8C%E7%9B%83%E8%B6%B3%E7%90%83%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62%E5%B9%B4%E4%B8%96%E7%95%8C%E7%9B%83%E8%B6%B3%E7%90%83%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0%E5%B9%B4%E4%B8%96%E7%95%8C%E7%9B%83%E8%B6%B3%E7%90%83%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94%E5%B9%B4%E4%B8%96%E7%95%8C%E7%9B%83%E8%B6%B3%E7%90%83%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E4%B8%96%E7%95%8C%E7%9B%83%E8%B6%B3%E7%90%83%E8%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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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2014 年巴西世足賽會標誌及文化符碼解析一覽表 

項目 層級 分析與說明 

B. 

文 

化 

符 

碼 

︱ 

意 

義 

層 

B1. 

說 

故 

事 

層 

次 

B1-1 說故事的策略： 

（一）2014 年巴西世足賽會標誌設計，是以足球員手握球形金盃的圖像

作為中心圖騰，配襯巴西典型的綠黃色相。 

（二）整個標誌由兩個部分組成： 

1.上方是以三手環握的圖騰為主，此圖像設計源於代表世界足球最高

榮譽的雷米金盃（1930～1970 年）和大力神盃（1974 年～迄今）之

外觀。設計鋪陳融合冠軍、驕傲與榮譽的多重意涵。 

2.下方是以「FIFA WORLD CUP」以及「Brazil」為基底，代表 2014

年世足賽在巴西舉行。 

（三）在顏色的運用上：標誌的顏色主要以黃與綠為主要色彩，意味著

巴西沙灘的黃金閃耀、陽光的奔放熱情以及亞瑪遜河流域豐富的

生命樣態，設計者向世人充分展示巴西獨特的自然景觀與物種生

態。 

B1-2 主題：「2010 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巴西舉行」。 

B1-3 題素：金盃、足球、世足賽、FIFA、巴西。 

B2. 

語意 

層次 

B2-1 單語意（圖像符號）：三手環握的足球金盃。 

B2-2 字句：2014、FIFA、WORLD CUP、Brazil。 

C. 

文 

化 

符碼 

︱ 

技術 

層 

C1. 

美 

感 

形 

式 

層 

次 

C1-1 構圖（對比或層次）：在構圖上，採取顏色反覆、重點強調及造型

方向變化的設計手法；在布局上，以顏色漸層為創作重點，創造鮮

活跳躍的對比視差與層次美感。 

C1-2 色調：符號中心以亮黃色為主軸，上下以鮮綠色為輔，色彩布局簡

潔有力。 

C1-3 字體╱線條：「2014」與「Brazil」字體圓潤、線條圓弧，呈現輕巧

靈動；「FIFA WORLD CUP」 字體方正、線條筆直，予人沉穩感受。

標誌符號的線條皆採圓、柔、順的設計筆觸。 

C2. 

媒材 

層次 

C2-1 媒材組合元素（形式）：藉由足球、地理、國家與傳媒等形式空間

組合而成。 

C2-2 媒材感知元素（感知）：標誌透過廣播、電視、網路的傳送與行銷

方式，將色彩鮮明、陽光奔放的熱情印記與足球強國記號，感知在

所有足球運動觀賞者的視覺印象中。 

資料來源：1.研究者整理分析與製作。 

           2.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2014 

FIFA World Cup Braizil.〉，http://www.fifa.com/worldcup/archive/b

razil2014/index.html, 2016 年 7 月 3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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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視覺標誌設計分析 

 
圖 4  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會標誌24 

表 3  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會標誌及文化符碼解析一覽表 

項目 層級 分析與說明 

A. 

文 

化 

符 

碼 

︱ 

策 

略 

層 

 

A1. 

說 

服 

層 

次 

A1-1 說服立場： 

（一）強盛國家的意象： 

俄羅斯素以戰鬥民族的強勢風格著稱國際， 冷戰時期帶領華約成員國

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抗美英與北約成員國組成的資本主義陣營，並成為

1947 至 1991 年第二世界的意見領袖與領導霸權。隨著政治勢力與強大先進

武力的雙重影響，1918～1991 年時期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之大紅旗幟，更深烙在全世界的印象與記憶中。 

（二）聖像畫與工藝藝術的宣揚 

聖像畫是 11 到 16 世紀俄羅斯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型態，其為俄羅斯古

典藝術的起源與基礎。聖像作為教堂的延伸，不僅是俄羅斯生活型態的標

誌，更是民間生活重要的精神寄託。再者，俄羅斯工藝技術與套娃藝術多

以金銅色或亮紅色作為設計底色，俄羅斯人認為紅色是喜麗的代表，金色

象徵高貴，而賽會標誌的色彩設計連結俄羅斯傳統藝術的色彩意象，企欲

呈現俄羅斯深厚的藝術成就與文化底蘊。 

（三）科技實力的展現 

俄羅斯在物理和數學方面的成就足以與美國尖端軍事科技相抗衡，特

別是在核能技術領域的研發上；再者，俄羅斯是全世界首先發射人造衛星，

並第一個將太空人送入太空的國家，其太空科技的成就現今仍屬領導地

位。2014 年 10 月 29 日俄羅斯政府選定國際太空站 3 名太空人第一時間揭

露世足標誌，企欲藉由世足賽的舉辦彰顯其在太空科技的深厚實力與探險

經驗，呈現超越世界、奔向太空的強烈意涵。 

A1-2 說服策略： 

1.以 FIFA 雷米金盃以及大力神盃為設計範典，將俄羅斯國族、藝術與科

技等文化景觀，套用「意涵」的設計手法，透過足球、金盃、星辰、太

空等提醒元素的轉化，塑造運動參與者與觀賞者邂逅足球競賽動人的情

境，觸發閱聽人直觀感受與質樸本能，將本國文化自然地融入世足賽的

運動競象中。 

2.藉由色彩心理學「色彩連結概念、概念聯想意涵」的方式，創造容易溝

通與記憶的視覺符號。再者，以語義分析法進行色彩意象的詮釋，將色

彩體系的感情效果與圖像線條的流動方式重新拆解與組合，建構完整深

刻的視覺印記，藉此重塑閱聽人深層的足球印象與賽會記憶。 

                                                 
24 圖 4引自Wikipedia，〈2018 FIFA World Cup〉，https://en.wikipedia.org/wiki

/2018_FIFA_World_Cup,2016年 7月 10日檢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2018å¹´ä¸�ç��ç��è¶³ç��è³½logo.pn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7%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9%98%B5%E8%90%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3%87%E6%9C%AC%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E%85%E6%96%AF%E8%98%87%E7%B6%AD%E5%9F%83%E8%81%AF%E9%82%A6%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E%85%E6%96%AF%E8%98%87%E7%B6%AD%E5%9F%83%E8%81%AF%E9%82%A6%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5%85%B1%E5%92%8C%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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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會標誌及文化符碼解析一覽表 

項目 層級 分析與說明 

B. 

文 

化 

符 

碼 

︱ 

意 

義 

層 

B1. 

說 

故 

事 

層 

次 

B1-1 說故事的策略： 

（一） 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的標誌設計是以勝利金盃作為中心圖騰，白、藍、

紅色為俄羅斯現今國旗的顏色，而金、黑等色相則為俄國傳統顏色的表徵。 

（二）標誌設計呈現在兩個部分上： 

1.標誌上半部是以足球金盃的圖像為設計主軸。金盃上方呈現一位高舉 3 個魔

球的力神剪影，魔力球內部鑲嵌 4 個大小星辰；金盃下方則以另一位力托整

個獎盃的力神剪影作為設計底座，其右側兩組星辰圖案由大至小向上排列。

金盃圖像的設計以魔球取代大力神盃的地球圖騰，二個剪影代替兩個力舉地

球的大力神像，此設計呈現後現代活潑生動、跳脫方矩之美。 

2.標誌下半部是以「FIFA WORLD CUP」以及「RUSSIA 2018」為主，代表 2014

世足賽在俄羅斯舉行。 

（三）標誌的顏色呈現主要以鮮紅為底色、輔以金黃鑲邊。魔球顏色以藍色為主，

內搭白色星辰以及黑色圓框。紅色在俄羅斯代表美麗與為自由而戰的革

命、金色代表俄國悠久的藝術成就與高貴文化、藍色代表忠誠貞潔的人民、

白色象徵皎潔純淨的星辰、黑色代表俄羅斯的皮草意象，賽會標誌呈現俄

羅斯歷史、藝術與科技的多元成就。 

B1-2 主題：「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在俄羅斯舉行」。 

B1-3 題素：金盃、足球員剪影、星辰、足球、世足賽、FIFA、俄羅斯。 

B2. 

語意 

層次 

B2-1 單語意（圖像符號）：「兩個人形剪影」以及「三顆魔力球」的足球金盃圖像。 

B2-2 字句：FIFA、WORLD CUP、RUSSIA、2018。 

C. 

文 

化 

符碼 

︱ 

技術 

層 

C1. 

美 

感 

形 

式 

層 

次 

C1-1 構圖（對比或層次）：在整體結構上，設計者採取主題流動、副標鋪陳的主

／從與起／受的設計手法，擴散的流體穿梭在圓形構物間，呈現一種動靜的

表徵關係。「靜」部分雖只佔小面積，卻給人很強的存在感。在位置布局上，

設計者放置鮮明的造形要素，顯現動靜的對比關係，產生緊湊鮮活的美感。 

C1-2 色調：在色調設計上，採用冷暖色系容易跳脫互襯的對比原則，以紅色為設

計底色，藍色與黑色組合的魔球凸顯其中；金色滾邊設計將紅、藍、黑等色

相顯眼的烘托呈現，整體顏色的組合與布局呈現多元色相、高感明度、鮮麗

彩度的樣態。 

C1-3 字體／線條：「FIFA WORLD CUP」字體工整單純、無多餘裝飾；「RUSSIA 

2018」字體雖稍圓潤但仍採端正置中的方式呈現。整體圖像線條亦採圓、柔、

順的設計筆調，但底座凹陷銜接處採三角突出的方式，破壞整體圓柔滑順之

意，呈現另種破壞性的美感。 

C2. 

媒材 

層次 

C2-1 媒材組合元素（形式）：由足球、金盃、歷史、藝術、科技與傳媒等形式空

間元素共同組合。 

C2-2 媒材感知元素（感知）：標誌同步透過太空衛星與投影在莫斯科國家劇院正

面外牆上的「燈光秀」，虛擬符號與感知圖像結合電視、電腦、網路拓印在

閱聽人的視覺印象中。 

資料來源：1.研究者整理分析與製作。 

          2.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2018 F

IFA World Cup Russia〉，http://www.fifa.com/worldcup/organisatio

n/official-emblem/index.html, 2016 年 7 月 3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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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結果 

根據上述針對 2010 年南非世足賽、2014 年巴西世足賽、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之賽會標誌與文化符碼的詮釋分析，研究結果呈現

在三個面向上：一、世足賽會標誌的本體設計面向；二、整體說故

事策略以及文字、符號或圖像表現的意義面向；三、標誌設計賦予

的符碼意涵面向。 

一、世足賽會標誌本體設計面向（技術面） 

以足球╱世足賽會標誌設計而言，三屆世足賽會標誌與符號之

設計技術，區分在二個層面上： 

（一）相同點 

1.在構圖設計方面，三屆設計都呈現上／下兩層的結構設計。標

誌上方以各國的代表圖騰以及顏色意象作為設計基調，下方都

是以文字與數字符號為呈現主體。 

2.在文字符號運用方面，三屆標誌皆清楚標示主辦國家名稱、承

辦年分、世界盃與國際足球總會英文縮寫等符號。在主辦國家

國名符號的呈現上，南非是位在圖騰的左下側、巴西與俄羅斯

在圖騰的正下方；主辦時間符號的呈現，南非是在圖騰的左下

方、巴西在右中，而俄羅斯是在右下方；FIFA 與 WORLD CUP

的符號呈現，南非在右下方，巴西與俄羅斯則在金盃圖像的正

下方。 

3.在色彩與線條設計方面，三屆標誌圖像皆採色相多元、色度明

亮、彩度鮮麗的色彩設計。文字以及圖像線條都是採用圓弧、

滑潤、流暢、曲折的造形設計，但 FIFA 與 WORLD CUP 字形

的線條設計較為方正、筆直，稍呈剛硬的視覺意象。 

4.整體而言，三屆賽會圖騰在技術層面上的展現，呈現活潑、奔

放、亮麗、顯眼但不失莊重的視覺設計。 

（二）設計技術相異點 

1.因設計者與設計團隊的理念與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南非世足符

號的中心圖騰是以足球員踢球剪影及南非大陸的地圖圖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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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巴西世足賽與俄羅斯世足賽會的中心符號是以大力金盃

為設計主軸。 

2.在顏色的運用上，因主辦國家歷史、文化、自然、藝術發展之

迥異，設計者皆採取不同涵意的色相代表各主辦國家的傳統意

象。南非以黑、黃、綠、白、紅、藍等多元色彩，巴西是傳統

的黃、綠符號，俄羅斯則是紅、金、藍、白、黑為設計底色。

在色彩布局方面，南非呈現活潑跳動、巴西呈現醒目亮麗、俄

羅斯則呈現穩重莊嚴。三屆賽會標誌運用的顏色、線條與字形

等結構布局，因主辦國家的不同而有各自特殊意涵的創作與設

計。  

二、整體文字、符號圖像或圖騰之呈現（意義面） 

賽會標誌的設計在意義層面上，主要的分析重點在於清楚訴說

主辦國家所欲達到的國家宣揚與準確傳達賽會時間與地點之目

標。各國標誌意義呈現在二個面向上： 

（一）說故事層次（特定社會文化連結）：  

1.說故事策略 

（1）國家意識連結：三屆標誌都以本國國旗顏色的意義作為圖

騰設計之連結基礎。  

（2）足球文化連結：三屆標誌都以足球意象作為說故事之敘說

基礎。 

2.主題部分：清楚標示 2010 南非世足賽、2014 巴西世足賽、2018

俄羅斯世足賽。 

3.題素部分：以國家、文化、足球、足球總會為設計元素。 

（二）語意呈現： 

1.單語意（符號呈現）：南非世足賽是以足球員倒掛金鉤方式，在

非洲大陸上旋踢的圖騰為主；巴西、俄羅斯世足賽則是以大力

神盃為主體符號。 

2.字句表現：皆明確標示世足賽舉辦時間、地點以及 FIFA、

WORLD CUP 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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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賽會標誌設計賦予的文化符碼（策略面） 

分析三屆世足賽會的標誌設計可以發現，標誌設計者或設計團

隊都將各國的歷史背景、文化景觀與國家實力等意象賦涵其中。

2010 年南非世足賽會標誌被賦予提升非洲地位、展現國家實力、翻

轉種族歧視印象以及多元民族融合的文化符碼上；2014 年巴西世足

賽會標誌被賦予傳達國家印象、宣揚自然景觀以及彰顯勝利主義與

足球霸權的文化符碼上；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會標誌承載著強盛國

家意象、宣揚精緻聖像畫與工藝藝術以及展現科技實力的文化符碼

上。三屆世足賽會的標誌設計，都藉由足球、足球員、足球運動與

世足會的象徵與舉辦，承載足球與歷史、運動與文化結合的符碼使

命。 

伍、結論與建議：鑲嵌國家印象／歷史意象／文化景觀的

運動符碼 

世足賽是現今全世界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影響最為廣泛的

單項運動賽會，賽會標誌的設計與創作自然成為主辦國家企欲操弄

與建置的視覺符號。檢視歷屆賽會標誌的圖騰符號，呈現不同的設

計樣態與創作風格。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期望透過符號分析與文化符

碼的觀點，企圖了解近三屆世足賽會標誌設計所蘊含的歷史景觀與

文化意涵，以作為傳播社會學在運動領域的研究實踐。 

研究者自巴特的符號概念與費斯克傳播溝通理論的觀點得

知，符碼是一個文化或次文化成員共享的意義系統，其是由符號和

慣例規則共同建構而成的一套系統；亦即，符碼是一套有組織的符

號系統，但符碼背後運作的意義卻不是顯而易見的，其暗藏在所屬

社會與文化系統中。設計是一種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展現，設計方法

就是要了解權力，進而對空間或造型進行權力詮釋。視覺、形象、

意象都是手段產出的過程，「說服」才是終極的目標與意旨。25主辦

各國掌握主辦／設計的權力，將自我所欲寄予的意義與意涵，融入

在世界各國閱聽人的視覺印象中。因此，標誌設計不僅是一項視覺

                                                 
25 楊裕富，《空間設計概論與設計方法》（臺北：田園城市，1998），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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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造型遊戲，更是一項透過精緻化與邏輯化過程，精練出主辦

國家歷史、藝術與運動結合的一套文化符碼。 

因此，本文自質性研究詮釋學的理論派典以及詮釋學大師高達

美視域融合的觀點出發，採用文化符碼的概念與文化符碼三層論的

分析方法，針對 2010 年南非世盃足賽、2014 年巴西世足賽及 2018

年俄羅斯世足賽的賽會官方標誌及其符碼意涵進行分析與研究。綜

合三屆世足賽會標誌的分析得知，主辦國家都是以「足球／足球員

／大力金盃」的圖騰作為設計基底，輔以「醒目鮮麗的色彩意象」、

「圓滑流動的線條結構」，毫無痕跡的將各國特有的「國族意識、

歷史樣態、人文藝術、自然景觀」融合在運動符號中，建築一組令

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符碼操作系統」。 

綜觀其他歷屆世足賽會的標誌、標語、吉祥物以及其他國際與

國內運動賽會的視覺圖像設計，因不同設計者、設計團隊及承辦單

位與國家皆可能賦予不同程度的社會表徵與文化意涵。因此，對於

其他眾多相關賽會的視覺符號與圖騰意涵之分析，為作者繼續努力

的方向，此亦提供運動研究者在視覺設計與圖像藝術方面的另一思

考向度。但重要的是，對於設計知識、美學知能與文化基底的紮實

培養，才是視覺或藝術文本分析最主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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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fficial Emblem of World Cup and 
Its Cultural Code: 

Taking 2010 South Africa, 2014 Brazil and 2018 
Russia for Examples 

Chun-Hsuan Chen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World Cup is the largest sport event featuring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strongest social influence across the world. Aside 

from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global football fans, it is an ultimate 

place for the participant countries to show their strength in football. Its 

official emblem not only symbolizes its sport spirit and endeavor but 

also reveals the host country’s politics and history and publicizes its 

cultural landscape. With the hermeneutic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quali-

tative research and the fusion of horizons by the master of hermeneutics 

Hans-Georg Gadamer, this study adopted the concept “cultural code” 

and the three-layer theory on cultural code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emblems of 2010 World Cup South Africa, 2014 World Cup Brazil and 

2018 World Cup Russia and their code meaning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visual sign design, football, footballer, World Cup 

and FIFA were taken as the theme in the design of the emblems, which 

were supplemented by bright colorful images and smooth linear struc-

tures to create impressive visual signs. In terms of meaning of cultural 

code, the emblem of World Cup South Africa aimed to improve the sta-

tus of the nation and Africa, change its image related to racial discrimi-

nation and the segregation policy, and reveal the combina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emblem of World Cup Brazil was designed to publicize its 

national image, highlight its natural landscape, and show its dominance 

in football and triumphalism; the emblem of World Russia was sup-

posed to create the image of a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nation, publi-

cize icons and workmanship, and display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ll of 

the above host countries incorporated their unique national conscious-

ness, historical humanity and natural landscape into the design of the 

World Cup emblem s.  

Keywords: hermeneutics, fusion of horizons, three-layer theory on 

cultural code, cultural mea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