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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運動廣告文本之分析： 
從羅蘭‧巴特神話學觀點審視 

陳俊玄  國立臺北大學體育室 

陶以哲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體育科 

摘要 

美國國家籃球聯盟（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透過全球電視／網路轉播系統、合作夥伴策略
聯盟、商品全球行銷策略以及成功造星運動，儼然成為
一個龐大的籃球商業帝國。NIKE 在 1985 年推出一系列
「Air Jordan」的相關商品並造成轟動後，不僅奠定其在
全球運動產業的龍頭地位，更是全球籃球迷爭相追逐與
收藏的文化景觀與頂級流行意象。Michael Jordan 和
Kobe Brian 是 NBA 歷史發展中最具指標性、傳奇性與
影響性的兩名頂級球員，NIKE 與其合作的兩則運動廣
告——「It's Not About the Shoes」，不僅成功塑造他們鮮
明的英雄明星形象，亦增加本身籃球商品的行銷能量、
品牌認同與討論熱潮。再者，資本家、廣告導演或設計
者總是肆無忌憚的透過廣告創造各種符號與符碼，將所
欲販售與表達的運動商品、運動理念、社會價值與文化
意義混搭其間；亦即，運動資本家以及廣告設計者藉著
運動廣告將「商品／價值／資本／利益／廣告」自然結
合成為一種象徵符碼、意識商品與文化載具。值此，本
文 擬 採 取 羅 蘭 巴 特 （ Roland Barthes ） 神 話 學
（Mythologies）符號解析的觀點與理論，針對 NIKE 運
動廣告「Jordan 篇」和「Kobe 篇」進行分析與詮釋，試
圖了解廣告文本中所隱藏的神話系統與深層意涵。研究
結果（意指作用）呈現在美國夢／美國運動信條／勝利
主義的建構、運動明星與英雄偶像符碼的塑造、品牌意
識與價值的構築、籃球霸權全球化的擴展、資本主義的
拓張、運動品味階級的文化再製等六個面向上。 

關鍵詞：運動廣告、羅蘭巴特、神話學、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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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件作品（或文本）的意義不可能獨自形成；作者創造出的文

本無非是一些對意義的推測（或說是形式），使其完滿呈現的則是

實體世界。1 

 人類可以客觀的發現許多社會結構與行為制度的實體存在，

但自己又主觀地依循這些約定俗成的結構與制度行事，並且難以逃

離社會整體氛圍所形塑的制約與影響。現代社會的生產圖像是以大

型機械、巨型工業與大量生產的科層管理為主，社會控制傾向於傅

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強制性「全景敞視」（panoption／

panopticism），意識型態是外控式、壓迫式的一種形式。2因此，現

代思維的表徵是凝聚在對理性與科學知識的追求上，期望將人類在

各種不自由的巨型束縛與二元階級中解放。而後現代社會則表徵在

對後設語言（元語言／metalanguage）3的控制與解釋，文化調節的

是符號的意義，人只是在符號消費中伴隨符號文本的自動鑲嵌與占

位，很難完全感受到自我生活。在符號氾濫的時代中，就算弄清自

己生活是身處在符號建構的虛擬世界中，但自我仍很難掙脫自我選

定的符號桎梏與符碼框架，因為資訊化、電子化與數位化的符號商

                                                 
1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物體世界——羅蘭‧巴特評論集（一）（Essais 

Critiques）》（陳志敏譯）（臺北：國立編譯館、桂冠，2008），7。 
2 傅柯指出由邊沁（Bentham, 1784-1832）所設計的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高效率

的監獄建築物，這棟監獄是以警衛駐守的中央塔形建築為主，四周牢房以圓形

方式圍繞中央塔建構而成，每一間牢房都是明亮無遮掩設計且面對中央塔柱。

因此，警衛可以完全無遮掩、全天候的監視監獄中每個犯人的所有行動。監控

者可以在塔中任意觀看犯人，但犯人只知有人監視，卻看不到監控者，並且犯

人彼此間也無法看到對方。長久之後，被監視者被迫接受被監視的事實，並逐

漸將合理的行為與規訓內化到自我的意識與行為中，再者因為犯人自己會認為

其隨時隨地的被人監視，因此其會逐漸將規訓過程的凝視轉化成個人內在的日

常監視。引自 M.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195-230. 
3 本文所指稱的後設語言或元語言是指對語言／文本中的符號和文字賦予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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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虛擬價值已成為現今日常生活的物質支柱與中心思想。4 二十

一世紀後現代社會呈現一連串符號與符碼所建構的虛擬世界，各項

無線通訊與影音設備成為「圖騰符號－－社會符碼－－文化價值」

傳輸的中介物質。人類創設各式符號並賦予符號意義與價值，共同

追逐社會符號、分享文化符號，卻很難跳脫符號所建構的虛擬世界。 

符號學作為社會哲學、文本分析的一項研究方法論，普遍運用

在各類社會科學的研究範疇中，例如政治、教育、文化、運動、休

閒、廣告等領域所建構的影像、文字、聲音、圖像與論述等符號，

皆是社會學家關心與分析的議題與對象；而研究方向多朝向探究能

指（意符／符號具／符徵／signifier）與所指（意指／符號義／符旨

／signified）之間帶有其特殊文化形式與意義的任意連結，並運用

意識型態理論或雙層符號系統中神話／迷思（myth）的意指作用

（signification）分析，以詮釋符號運作的深層文化意涵。5社會符號

學強調真實雖為符號建構，符號真實又受到社會文化、再現科技、

團體價值與信仰等情境影響，6 但某些社會情境認可的「真實」不

一定為其他社會情境所接受。7符號的建構改變人類消費的行為，當

符號意義超越商品的價值，符號化就成功了。 

設計是一門含括多元視覺技術與美學層次的一項專業表徵，整

體設計行為與過程呈現的是一種知識轉換、理念創新、理性思考與

感性釋放的綜合反芻。8廣告設計作為設計領域的一項分支，呈現的

基調是建構在社會大眾每日生活的經驗與記憶中，尤其在現今物質

慾念橫流充斥與交織擴張的資本社會中，廣告創造的圖騰、圖像與

聲光早已融入閱聽人的視覺印象與消費意識裡。再者，造成現代社

                                                 
4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新銳文創，2012），468-471。 
5 陳明珠，〈符號學研究的反身自省：返回符號體系的思考〉，《圖書資訊學研

究》，2.2（臺北，2008.6）：19。 
6  Gunther R. Kress,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2nd ed.) (London: 

Routeldge, 2006), 158, 163. 
7 T. van Leeuwen,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5), 160. 
8 林崇宏，《設計概論——新設計理念的思考與解析》（新北：全華，20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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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多元發展與變遷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在於社會大眾消費意識

的興起與消費慾望的膨脹，網路、電視、報章與雜誌等廣告的生產

與創設並非單純刺激閱聽人的購買慾望，更微妙的任務是在於改變

社會大眾的消費習慣，繼而促動閱聽人不斷適應與鞏建最新的消費

模式或生活習慣，廣告成為商品與貨物的載體，是一種新生活方式

展示新價值的預告。9因此，在大眾傳播媒介日益發達的今日，「廣

告」作為社會物件的一項表徵，其以獨特的社會文化形式與強大的

視聽印象，影響著社群民眾的日常生活和消費取向；也就是說，廣

告在現代社會結構中占有其重要地位，部分原因在於「它可以影響

消費者購買物品時所作的決定」，其為資本家累積經濟資本的重要

工具。10  

若廣告是後現代社會的真實呈現，運動廣告則為後現代運動社

會的多元延伸。對於運動廣告閱聽人而言，坐在沙發上或電腦桌前

觀賞競技運動或體育活動，或許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項休閒行為或

遊憩動作。但運動廣告作為一項社會表徵或意涵的傳輸工具，運動

廣告設計者或創造者總是肆無忌憚的透過廣告，將所欲表達的運動

商品、運動理念、社會價值與文化意義混搭其間，欲使閱聽人透過

廣告的聲光刺激、隱晦催眠與運動感動，增加運動商品在消費者間

的深層印象，進而無縫接軌地持續使用；也就是說，運動資本家以

及廣告設計商藉著運動廣告傳遞推銷運動商品或競賽活動的同

時，「物件／運動商品／廣告／價值」自然結合成為一種象徵符碼、

意識商品與文化載具。如同茶、咖啡、服裝、建築等其他社會事實

或次級文化系統，廣告賦予運動與運動商品無窮生命力之時，背後

同時也賦予及蘊含了一套複雜的社會價值、文化景觀與哲學論述。 

NIKE代表的是一種籃球運動的頂級商品意象，表徵的是一項美

式籃球生活型態與運動品味，其所創設與再製的籃球運動廣告，則

代表運動場域中一項精緻與充滿創意的文化感動。籃球運動廣告本

                                                 
9 李硯祖、蘆影，《視覺傳達設計欣賞》（臺北：五南，2002），86。 
10 W. Leiss, S. Kline, & S. Jhally,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dvertising: Persons, 

Products and Images of Well-being (2nd ed.) (Ontario: Nelson Canada, 199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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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蘊含的文化因素，運用廣告設計將文化背景或社會價值進行重

組、創造，並尋求一個符合後現代消費的新形式，促動籃球運動消

費者達到商品使用後的精神滿足。因此，廣告促銷必須能夠觸動潛

在消費者的慾望，產品才有賣點。現今藉由名人或明星光環加持的

商品廣告，已成為商品廣告的一項主流，但「明星或名人」的運用

與操作主要是伴隨消費社會的興起才產生的樣態。11流行文化中的

名人經常被廣告所利用，是因為他們本身在社會中具有潛在的符號

價值。以NIKE為例，鞋子本身並沒有內在的價值意涵，但藉著美國

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以下簡稱NBA）的

兩位超級籃球明星Michael Jordan12（以下簡稱Jordan）和Kobe Brian13

（以下簡稱Kobe）的形象價值，將他們所代表的符號與圖騰印刻在

球鞋上，經濟利益、社會價值與文化意義隨即彰顯其中。14因此，

NIKE推出Jordan和Kobe的球鞋勵志廣告－－「It's Not About the 

                                                 
11 J. Fowles, Advertising and Popular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117. 
12 Michael Jordan（美國 NBA職業籃球明星）1980及 1990年代主宰美國整個 N

BA籃球界，為改變世界籃球氛圍與場域的籃球巨星，是為美式籃球文化推向

並席捲世界的重要人物，對籃球生態與運動文化的影響力與支配力無人能出

其右，堪稱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生涯總共獲得 6 次 NBA 總冠軍，6

次 NBA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5次 NBA最有價值球員，10次入選 NBA最佳

陣容，更史無前例地獲得 10 屆 NBA 得分王，外加兩度奧運金牌的加持。引

自維基百科，〈麥可·喬丹〉，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88%E5%

85%8B%E5%B0%94%C2%B7%E4%B9%94%E4%B8%B9,2016年 9月 15日檢

索。 
13 Kobe Brian為NBA洛杉磯湖人隊的當代傳奇球星，在其效力湖人隊的 20年職

業生涯中，總得分位居 NBA歷史第 3位，並取得 5次總冠軍，2次總決賽最

有價值球員，1次年度最有價值球員，2次NBA得分王。外加 11次入選NBA

最佳陣容，15次入選全明星賽，以及 2屆奧運會金牌，其為 2000年後世界籃

壇最知名、也最具影響力的籃球明星。引自維基百科，〈柯比·布萊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6%AF%94%C2%B7%E5%B8%83

%E8%8E%B1%E6%81%A9%E7%89%B9,2016年 9月 15日檢索。 
14 胡光夏，〈流行文化「名人」推薦廣告之研究─—解析「電視廣告就是媒介內

容」的類型與意義建構過程〉，《廣播與電視》，17（臺北，2011.9）：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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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es」（成為不朽傳奇），販賣的或許真的不是「一雙鞋」，而是運

動感動與奮鬥的認同。在運動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這或許是

運動資本家與運動廣告商操作的一種手段，一種運動符號與文化符

碼重新組合的操作方式，藉以引起消費者的運動認同，繼而進行消

費運動。但研究者有興趣的是，造成消費者「感動」、「認同」的設

計手法背後所蘊含的操作手段為何？在廣告視覺形式與概念的鋪

陳下，其是否具有不易察覺的隱藏意涵在具體運作？因此，希望對

NIKE廣告「It's Not About the Shoes」文本設計的符碼意義與深層意

涵之了解，是為引起研究者企圖進行的研究的動因與企欲分析的研

究目的。 

貳、研究方法論：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神話學

（Mythologies） 

展讀舊卷所得之收穫並非意義而是善變無常，或毋寧說是：善

變無常為意義所在，而且這個意義還必須不斷重新加以審視。寫作

（文本創作）不僅是一種語言，也是一個形式系統（無論其推動原

理為何）；在某個時刻（這個時刻或許是我們顯出深層危機的時

刻），這個語言始終可為另一語言所談論與涵括。15 

符號學（semiotics）作為文化研究的一項工具，首先探問的是

「意義是如何創造的，而非意義是什麼。」符號學源自結構主義的

基本觀點，研究符號和符號間運作的學問，其主要的焦點在於對文

本的詮釋與解析，主要應用在文學、電影、電視、新聞、報紙、廣

告、服裝、設計與運動等領域。發展至今，人類所創建的任何社會

物件與事件都可藉由符號學的觀點與論述進行分析與詮釋，特別在

視覺傳播相關領域與產業，尤見所著。16  

                                                 
15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物體世界——羅蘭‧巴特評論集（一）

（Essais Critiques）》，8-9。 
16 費斯克（John Fiske）著，《傳播符號學理論（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張錦華、劉容玫、孫嘉蕊、黎雅麗譯）（臺北：遠流，1995），5-6

及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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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家索緒爾（F. de Saussure）認為符號（sign）組成的方式

有兩種：一種是系譜軸（paradigm）、一種是毗鄰軸（syntagm），符

號或文本透過系譜單元的挑選以及毗鄰排序的組合創造，鋪陳出作

者或設計者所欲表達與賦予的意義。例如：「你／我／他」是「人

稱指涉系統」、「喜歡／討厭／愛／惱怒」是「情緒表達的系統」、「打

／玩／踢／摸」是「動作系統」、「籃球／排球／足球／桌球／游泳

／舞蹈」是「運動系統」，上述羅列的是「整體社會系譜」中的「各

自獨立系統或部分系統」；作者或設計者在不同系譜系統中，選擇

不同或各自獨立的次級單位或個體，重組排列出「你喜歡打籃球」、

「我討厭玩排球」、「他愛踢足球」等不同毗鄰排列與鋪陳的句述，

而此則創造出不同的文字意義與表達意涵。值此觀之，單字、句子、

圖片、影片、廣告、新聞、服裝、運動等文字符號與社會符碼，都

可重新組合、排列，創造與設計出各種不同的物件意義與表述意涵。 

再者，索緒爾認為符號是一個具意義的實體，是「形式」與「概

念」的結合，由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所構成。能指

是符號的形象，所指則是符號所指涉的心理上的概念（如圖 1）。  

 

 

 

圖 1  索緒爾的符號概念圖17 

    但索緒爾關心的是語言系統，其次是語言系統與其所指涉現實

間的關係，其不討論語言系統與閱聽人所處社會與文化間的關係，

故其主要的興趣在於分析句子建構的各種複雜方式以及句子形成

的過程如何決定它的意義；也就是說，索緒爾不把「意義」當作作

者／閱聽人和文本之間交涉的過程，其分析重點雖是文本，但不是

文本中符號和使用者之間的文化互動方式，亦非著重在文本所依據

                                                 
17 引自陳俊玄、趙國斌、李元宏、錢慶安，〈公益彩券電視廣告符碼之分析——

以樂透彩魚子醬篇／遊艇篇／大話篇為例〉，《吳鳳學報》，18（嘉義，

2010.12）：550。 

符號 
能指／符號具→外在的形象／形狀／形體→可觀察／感知／閱聽的訊號 

所指／符號義→符號所指涉的隱涵義→符號具所引發的抽象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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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及使用者經驗與傳統之間的意義與文化分析。18  

巴特（Roland Barthes）延續索緒爾對於符號概念的解析，其以

「神話／神話學」（myth／mythologies）一詞主張其對於「符號學」

概念與理論的延伸與運用，其一方面從語意學的觀點分析大眾文化

語言的結構，另一方面針對大眾文化語言作為意識型態的工具進行

批判。再者，其認為若將「集體徵象」（representa tion collective）

視為符號系統，將可以超越過去，進而能詳細地將符合小中產階級

（petit-bourgeois）的文化轉型為共通文化神秘化的目的加以說明。
19  

巴特思想的出發點源自於其對當時法國社會的報紙、藝術與常

識過度包裝成為一種「自然法則」的現況心生不滿，亦即其認真指

陳每一件「想當然爾」之事件或事物背後意識型態的濫用。在巴特

的眼中，它們正潛伏在社會的某個角落與事件中，而「神話」就是

其解釋這些冒牌事實（fausess évidences）的概念。20  

巴特認為神話是一種「言談」、一種「傳播系統與訊息」、一種

「意指作用的方式」；再者，神話若是一種言談，那麼任何事情只

要以談話的方式傳達，即為神話的一種表徵與思想方式。但是，言

談絕不限於口頭發表，寫作、描繪、照片、電影、報告、運動與表

演等皆可成為神話言談的素材與支援系統；但值得注意的是，神話

的言談是由一個已經加工處理且適用於傳播系統運用的素材所構

成，神話中的所有材料都已預先設定為一種告知的意識，即使人們

忽視神話實質內容時，它還可對其加以推論。因此，若圖畫、照片

與廣告被賦予某種意義或意涵時，其立刻成為一種書寫，一種須要

語言、詞彙的意義表達綜合體。21所以巴特提出「每件事情都可以

是神話嗎？」，其認為「是的，我相信卻是如此。因為宇宙間的啟

示是無限豐沛的。」22 

                                                 
18 費斯克（John Fiske）著，《傳播符號學理論（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115。 
19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神話學（Mythologies）》（許薔薔、許綺

玲譯）（臺北：桂冠，2002），i-ii。 
20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神話學（Mythologies）》，iii-iv。 
21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神話學（Mythologies）》，169-171。 
22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神話學（Mythologies）》，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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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爾（J. Culler）認為巴特在討論大眾文化所指陳的各種內容

時，企圖分析被錯當成自然性的社會固定型式，把「自然之理」、「理

所當然」揭發為一種意識型態的強制作用，因為當文化產生神話意

義時，總試圖使它們本身的規範顯得像是自然事實。因此，「神話」

一詞就指涉為一種有待揭露的「欺騙」，「神話學」就是揭露這些欺

騙的觀點、方法與研究。23神話學屬於通識科學的範疇，和語言學

一起共同擴張。就形式科學而言，其為「符號學」；但就歷史科學

而言，其是一種「意識型態」，研究形式上的理念。 

再者，巴特認為文本或社會所創設的每個符號，都蘊藏著二種

關係：24 

一、內在性關係 

這個關係將能指與所指結合起來，如「十字架」象徵「基督教」、

「NBA」意寓「世界頂級籃球場域」、「 ／just do it」代表「NIKE」，

此皆為一種象徵性關係的連結，而符號的表徵與意涵是一項社會與

文化約定俗成的象徵。 

二、外在性關係 

（一）潛在性（系統） 

它將符號與一個能夠聚集其他符號的特殊儲藏槽（記憶）結

合起來，符號在這個儲槽中抽出後再插入論述中，符號間差異雖

絕小至微，卻足以將意義轉換；如「NIKE（耐吉）／耐克／奈米」

中「吉／克／米」的「詞素」變化產生彼此間的差異，進而產生

「不同公司」的系統化差異，此為一種「縱聚性／系統性」關係

的呈現。 

（二）實在性（橫組合） 

它將陳述中前後相連的符號結合起來。從實在性關係看來，

符號的定位不再相對取決於「潛在的兄弟」，而是取決於「實在的

近鄰」。在運動服裝與配件系統中，籃球運動有其穿著的內在規則

與組合關係。籃球運動的組合關係是從球鞋系統、服裝系統、運

                                                 
23 卡勒爾（J. Culler）著，《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方謙譯）（臺北：

桂冠，1994），23-25。 
24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物體世界——羅蘭巴特評論集（二）（Essais 

Critiques）》（陳志敏譯）（臺北：國立編譯館、桂冠，2008），259-260。 

http://wiki.mbalib.com/zh-tw/Image:Nike_logo.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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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配件系統中抽出籃球鞋、籃球服裝與籃球配件，組成籃球運動

的符號與意義。各個運動項目與元件間的運動符號與元素組合，

則創造出不同或特有的運動符號與意義詮釋，此為一種「橫組合

性」的關係呈現。 

根據上述所論，各個具有共同性質的詞、物件或事物，在人

的記憶中會將其聯合起來，構成各種聚合關係，成為一套套系譜

性的連結，巴特稱此為「系統」（associatative relation）；在語言或

文本中各個詞、符號或圖騰彼此連結在一起，構成了語言或文本

的橫線關係，即為「橫組合」（syntagmatic relation）。不論何種

語言、言語或文本，每個獨立的字母、詞、句、文、符號、圖騰，

由於其與前後組合關係的更迭與變化，才能取得不同的價值，並

建構出不同的符號意義。 

再者，巴特重視的不是訊息（message）或符號的內容，而是

訊息或符號是如何被再現的組織形式（discursive form）。因此，巴

特將其神話系統分在兩組符號系統的建置結構上（如圖 2 所示）：

第一符號系統由語言－－客體 （language-object）的語言學體系組

成，包括形成符號的能指和所指，稱為第一級符號系統；第二符

號系統以第一級系統中的能指和所指的結合，構成其新的能指（形

式／表達），再與自己的所指（概念／內容）構成新的符號系統（意

指作用），稱為第二符號系統，此即為巴特所關注的神話系統（巴

特稱為後設語言系統／metalanguage system）。25 

 

language-object 

（語言——客體 

系統） 

第一系統 

1.signifier 

（能指） 

2. signified   

（所指） 
  

3.Sign （符號） 

Ι.signifier（形式表達） 

Ⅱ. Signified 

（概念內容） 

Metalanguage 

（後設語言系

統） 

第二系統／神話 
 Ⅲ. Sign（符號／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 

圖 2 羅蘭巴特的 Myth 系統意義構成模式圖26 

 

                                                 
25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神話學（Mythologies）》，175。 
26 引述並修改自 Susan Sontag, A Barthes Read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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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2 語言——客體系統中所指稱的 1、2、3 是語言符號，是

語言學上符號體系的展現，構成神話符號的第一系統；後設語言系

統所指稱的Ⅰ、Ⅱ、Ⅲ則為神話符號的第二系統。第一系統中的符

號作為一種言語功能的能指進入第二系統，與二級系統的所指形成

一種新的語言體系。第二系統中的能指已經失去了第一系統中的事

物意象的真實性，只具有事物的抽象形式。第二級系統中的Ⅰ能指

（形式）和Ⅱ所指（概念）發生組合關係後產生Ⅲ符號，就是神話

系統中的意指作用。因為Ⅰ（形式）的抽象性和形式化，所以當它

和Ⅱ（概念）結合產生Ⅲ（意指功能）的符號時，也就具有了抽象

性、含糊性和多義性的特徵。27 

再者，巴特把第二系統的能指（形式）稱為「外延」，把所指

（概念）稱做「內涵」，並指出第二系統的符號包含兩層意義層次：

第一層外延形式符號外顯的「外延意義」以及第二層內涵符號扭曲

的「內涵意義」。外延是指顯而易見的畫面與表象，只是語言學意

義的表現；內涵則是具有隱而不彰的象徵隱喻和意義，而且是神話

符號的所指傳達、內蘊揭示，或說更接近事物的真實屬性和事件真

相。28 因此，巴特認為能指與所指具有深層的說明與意義，進而提

出意義分析擴充的論述。 

一、第一層意義：外延意義／明示義（denotation）（形式） 

符號最初存在的意義是符號和它指涉的外在事物之間，較為明

顯的關係與意義的連結。例如：籃球員灌籃的照片明示著一個特定

的灌籃動作，「灌籃動作」的圖騰表徵著一個運動員持球飛身扣籃

所產生的力美動作，籃球迷或閱聽人都可以明顯感知其為籃球運動

的一環。但同樣灌籃動作的影片或照片呈現，一個普通的校隊隊員

與 Jordan 持球扣籃之動作，外延意義表徵的圖騰雖都是「籃球員飛

身灌籃動作」（第一層意義），但不同之處在於「不同人／不同階級

                                                 
27 陳亭儒，〈從符號學角度詮釋傳統吉祥圖案之研究——以蝙蝠吉祥圖案為例〉

（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54-56。 
28 陳亭儒，〈從符號學角度詮釋傳統吉祥圖案之研究——以蝙蝠吉祥圖案為

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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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位／不同場域」被刻意建置、設計與拍攝下，所賦予的不

同「內涵與意義」。巴特此處與索緒爾語言學（能指部分）不同的

是，其不是語言層面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種實體（substance）的形

式，是設計者或作者刻意編列與排序的鋪陳物質（如具體的聲音、

物品、圖像等）。 

二、第二層意義：內涵意義／隱含義（connotation）（概念） 

此由第一層的符號轉向社會價值和意義的指涉，其由社會價值

或傳統文化所組成，說明符號如何與使用者的感覺、情感及其文化

價值觀進行互動，而意義詮釋同時亦受到詮釋者本身與符號客體的

影響。外延意義是相機／攝影機對機械客體的符號再製；內涵意義

則是行動過程中，人為刻意設計與內涵建置在客體的文化或意義部

分。再以籃球員灌籃為例，巴特認為 Jordan 灌籃的圖片對閱聽人的

意指可能呈現在不同層次與意涵上，或許表徵在美國運動實力的展

現、黑人運動天賦的宣示、運動銷商的宣傳手法，甚至存在於更多

的文化與社會意涵中，但此部分常為上層階級刻意隱藏與隱瞞，使

閱聽人不得而知，甚至習以為常，然此卻是巴特神話觀點所欲爬

梳、挖掘與彰顯的重要部分。  

綜合上述所論得知，巴特主張社會意識之建構一切是由符號所

組成，符號之外別無它物，但符號總是受制話語權力，既然任何權

威話語都是權力的話語，對於權力操作者建構的言說或神話就必須

要有一套解讀的方式與方法，神話學則是分析符號社會的主要觀點

與重要主張。29再者，巴特所謂的「神話」指涉在人類社會所創設

的任何物件與事實，且都可成為神話的素材與支援系統。神話經由

人為的操弄、加工與設計，更適用於傳播系統的運用與操作。因此，

Jordan 和 Kobe 的 NIKE 廣告之鏡頭編排與文本設計，不僅只是聲

光引目的影像符號，也非僅提供或通知消費者運動新品的銷售與行

                                                 
29 李 建 緯 ， 〈 從 結 構 到 後 結 構 理 論 ： 羅 蘭 巴 特 的 符 號 〉 ，

http://powercam.tnnua.edu.tw/xms/content/show.php?id=3808, 2016年 6月 20日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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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資訊，整部廣告鋪陳與建置是加諸許多運動資本家與廣告設計者

的商業思維、運動意義與文化符號。因此本研究借用神話學中能指

（形式）、所指（概念）與意指作用的「解神話」分析徑路與詮釋

方法，幫助研究者了解 NIKE 廣告神話的形式組態與概念內容，以

及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型態（意指作用／隱喻）。 

參、廣告文本之內容分析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觀點是從巴特神話學的角度與理論予以展

開。研究者希望藉由符號學的概念與方法，瞭解 NIKE 廣告中的視

覺符號、運動符碼以及廣告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價值與文化意義。因

此，研究者以 NIKE 廣告「It's Not About the Shoes」的「Jordan 篇」

和「Kobe 篇」之影像文本作為本文的研究主題與場域，運用巴特神

話學第二系統之能指（形式架構）與所指（概念內容）的分析架構，

期望了解與詮釋廣告神話背後所隱藏的內涵寓意以及意識組態（意

指作用）。 

一、NIKE 廣告「It's Not About the Shoes」Jordan 篇之廣告分析 

（一）巴特神話第二系統之能指分析：形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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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Jordan 廣告符碼分析表30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Jordan 

公牛隊徽 

23 號球

衣 

觀眾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1.場景符號：美國芝加哥公牛隊主場（聯合

中心球場／United Center）。 

2.背景符號：滿場主場觀眾、記錄台的播報

員與記錄員、醒目公牛圖騰。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低

頭走向紀錄台，摩擦雙腳鞋底後，再緩慢

走回場中。 

4.音樂：以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開始。 

0：00 

｜ 

0：03 

 

Jordan 

23 號球

衣 

觀眾 

隊友 

對手 

It’s about 

knowing 

where 

you are 

going. 

1.場景符號：公牛隊主場。 

2.背景符號：滿場主場觀眾、對手。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和

對手在場中對峙，其完成停球動作後，左

手運球過人完成灌籃動作。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04 

｜ 

0：09 

 

藍天 

白雲 

綠樹 

簡易球架 

Not for-

getting 

where 

you 

started. 

1.場景符號：室外公園球場。 

2.背景符號：藍色的天、白色的雲、綠色的

樹。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仰角

拍攝籃球架，運鏡逐漸靠近主題，由右往

左移動。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10 

｜ 

0：11 

 

體育館 

籃球場 

籃球架 

 

1.場景符號：室內籃球場。 

2.背景符號：「體育館」、「籃球架」、「海盜圖

騰」、「BUCCANEER  COUNTRY」、「計

時器」。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運鏡呈現

靜止狀態，鏡頭聚焦在空蕩的球場中。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12 

｜ 

0：13 

                                                 
30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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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Jordan 廣告符碼分析表31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Jordan 

Bulls 

23 號 

紅色球衣 

 

1.場景符號：公牛隊主場。 

2.背景符號：觀眾、籃球場。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在

場中緩慢行走，鏡頭聚焦在 Jordan 23 號公

牛隊衣上。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輕柔節奏

行進小鼓聲進入。 

0：14 

｜ 

0：16 

 

Jordan 

彩帶 

低頭 

23 號球

衣 

觀眾 

It’s about 

having 

the cour-

age to 

fail. 

1.場景符號：對手主場。 

2.背景符號：隊友、漫天彩帶、滿場客場觀

眾、場邊記者。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聚焦

Jordan 和 Steve Kerr 低頭不語地穿過場邊

觀眾，回到休息室。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17 

｜ 

0：20 

 

Jordan 

手抱籃球 

隊友 

白色球衣 

Not 

breaking 

1.場景符號：芝加哥公牛隊主場。 

2.背景符號：球場的木質地板、隊友、觀眾。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聚焦

Jordan 手抱籃球高興地跳起後，隊友與之

興奮擁抱蜷圈於地。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21 

｜ 

0：23 

 

Jordan 

手抱籃球 

掩面 

休息室 

白色球衣 

when 

you’re 

broken. 

1.場景符號：球場休息室內。 

2.背景符號：籃球、休息室地板、桌子與散

置的球具。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聚焦

Jordan 以手掩面、雙手抱球，興奮又難過

地躺在地板上。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24 

｜ 

0：26 

                                                 
31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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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Jordan 廣告符碼分析表32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Jordan 

MVP 獎盃 

高舉獎盃 

感謝（口說） 

公牛圖騰 

觀眾 

Taking 

everything 

you’ve 

been given 

1.場景符號：公牛隊主場。 

2.背景符號：MVP 獎盃、滿場主場觀眾、

攝影記者以及公牛隊吉祥物。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雙手高舉最有價值球員（MVP）獎座，

頭微微揚起面對滿場觀眾，露出感謝

微笑。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

聲，輕柔鑼聲加入。 

0：27 

｜ 

0：30 

 

Jordan 

MVP 獎盃 

高舉獎盃 

感謝（口說） 

公牛圖騰 

觀眾 

and making 

something 

better. 

1.場景符號：公牛隊主場。 

2.背景符號：MVP 獎盃、滿場主場觀眾、

攝影記者以及公牛隊圖騰。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背對鏡頭、雙手高舉最有價值球員

（MVP）獎座，左手微揚揮動、感謝

滿場球迷的支持。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

聲、輕柔鑼聲 

0：31 

｜ 

0：32 

 

Jordan 

籃球場 

罰球線 

籃球 

公牛隊符號 

It’s about 

work 

1.場景符號：公牛隊主場。 

2.背景符號：空蕩的球場、紀錄台、放滿

籃球的球車。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站在場中罰球線上，手向下拍兩次籃

球、雙手向上拋旋籃球一次，兩眼專

注目視球框，進行罰球練習。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

聲、輕柔鑼聲。 

0：33 

｜ 

0：35 

 

Jordan 

總冠軍金盃 

親吻金盃 

隊友鼓勵 

紅色球衣 

before 

glory 

1.場景符號：球員休息室。 

2.背景符號：金盃、隊友、記者、攝影機、

鎂光燈。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頭戴 NBA 總冠軍紀念帽，雙眼流淚、

以臉緊靠並不斷親吻金杯。隊友從旁

輕拍肩膀，進行安慰與鼓勵的動作。

攝影機、鎂光燈閃爍不停。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

聲、輕柔鑼聲，輔以一拍鈴聲。 

0：36 

｜ 

0：39 

                                                 
32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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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Jordan 廣告符碼分析表33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Jordan 

高興跳躍 

23 號球衣 

觀眾 

對手 

and what’s 

inside of 

you. 

1.場景符號：NBA 爵士隊主場。 

2.背景符號：滿場客場觀眾、爵士隊員、

記者。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站在場中高興跳躍，握拳並激動甩臂

二次。 

4.音樂：低沉弦樂、優雅琴聲、行進小

鼓聲。 

0：40 

｜ 

0：43 

 

Jordan 

雙手握拳 

六的手勢 

23 號球衣 

觀眾 

對手 

It’s doing 

what they 

say you 

can’t. 

1.場景符號：NBA 爵士隊主場。 

2.背景符號：滿場客場觀眾、爵士隊員、

記者。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Jordan

雙手高舉，興奮地向現場觀眾比出

「六」的手勢，爵士隊員失望以對。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

鼓聲。 

0：44 

｜ 

0：46 

 

Jordan 

笑容 

球衣外套 

（公牛隊）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1.場景符號：NBA 球場。 

2.背景符號：觀眾、隊友。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

聚焦在 Jordan 臉上，嘴嚼口香糖往螢

幕左上方仰視，面露笑容側看隊友，

鏡頭予以特寫將頭像放大聚焦於整個

螢幕中。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

鼓聲。 

0：47 

｜ 

0：49 

 

Jordan 

笑容 

球衣外套 

（公牛隊） 

it’s about 

what you 

do in them. 

1.場景符號：NBA 球場。 

2.影像符號：觀眾、隊友。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

聚焦在 Jordan 臉上，嘴嚼口香糖頭往

螢幕左下方移動，靦腆雙嘴緊閉後，

再次展現燦爛的笑容。鏡頭依然特寫

在 Jordan 自然的表情與神態上。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

鼓聲。 

0：50 

｜ 

0：53 

                                                 
33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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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Jordan 廣告符碼分析表34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灌籃圖像 

Jordan 圖騰 

城市意象 

It’s about 

being who 

you’re 

born to be. 

1.場景符號：芝加哥公牛隊聯合中心球

場外。 

2.背景符號：芝加哥、球場公園、都市

建築、枯樹、清晨、白雲。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

由上往下逐漸帶出 Jordan 最有名的灌

籃圖騰，圖像藉由運鏡手法緩緩呈現

在螢幕中央，猶如旭日東昇、捨我其

誰的霸氣。 

4.音樂：低沉弦音、行進小鼓聲。 

0：54 

｜ 

0：56 

 

文字 

BECOME 

LEG-

ENDARY 

1.背景符號：黑色底相框覆全螢幕。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

靜止，鏡頭聚焦在白色「BECOME 

LEGENDARY」的文字上。 

3.音樂：低沉弦音、行進小鼓聲，琴聲

餘音。 

0：57 

｜ 

0：58 

 

文字 

圖騰35 

JumpJor-

dan-23.co

m 

1.背景符號：黑色底相框覆全螢幕。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

靜止，Jordan 灌籃的白色圖騰於螢幕

中央，「JumpJordan 23.com」的白色字

樣則呈現在螢幕下方。 

3.音樂：琴聲餘音。 

0：59 

｜ 

1：00 

（二）巴特神話第二系統所指分析：概念／內容分析 

1.主要訊息 

NIKE廣告「Jordan篇」所透露出來的主要訊息是：「Jordan

                                                 
34 作者分析製作。 
35 喬丹的個人 logo 是在其職業生涯第 3 賽季誕生的，由 NIKE 著名設計師肯‧

林克（Ken Link）設計的，該 logo取材 1984年喬丹於芝加哥密茲根湖畔拍攝

他的首支廣告，喬丹身穿一身黑紅相間的運動服，左手持球，右手五指分

開，身體充分舒展完成一次漂亮的扣籃。「飛人」經典 logo從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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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籃球運動史上最偉大的運動員，只要你喜愛Jordan、相信Jor-

dan，NIKE能夠幫你們串起與偶像連接的管道。」成功／巔峰必

須經由汗水與淚水堆砌而成，具備勇氣、努力、忍耐、執著且面

臨失敗永不退縮的人，才能追求卓越、超越顛峰與享受成功。成

功等同汗水、巔峰等同淚水，閱聽人若想追求卓越與成功，Jordan

是一位值得追求的明星與成功的範本。 

2.主軸與切點 

這部廣告片切入的主軸是放在「運動明星＋成功失敗」的奮鬥

景觀上。「成功／失敗」對多數人而言，是一生不斷追逐卻屢遭挫

敗的雙面詞彙。想要追求極致與超越顛峰，就必須不斷面對失敗的

衝擊與打擊，但決定的關鍵在於個人面對失敗的次數與其對失敗的

容忍挫折度。但不可否認的是，成功是從失敗的經驗與過程中逐步

累積而成的，誰能跟失敗相處的最好，誰就愈能坦然面對自己。再

者，運動明星之所以成為英雄偶像，在於其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

高超的運動技術與技能、凡事勇往直前／不畏失敗以及謙虛親和的

態度。而運動明星的商業價值在於其提供所有運動經濟與購買行為

的起因及動機，繼而影響運動美學價值、運動精神價值、運動社會

價值、運動歷史價值、運動象徵價值等整體運動文化價值的呈現與

塑造。36而 Jordan 廣告的設計與拍攝，正傳達了上述價值表徵的正

確性與社會影響性。 

3.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之意涵 

在影片鏡頭的處理與編排上，導演（設計者）將 Jordan 一生

在籃球場上的努力與奮鬥，鑲嵌與貫穿在整個影片的排序中。幕

次、場景編排、運鏡方式、旁白敘述與企欲訴說的意涵，如表 2

所列： 

                                                 
36 索羅斯比（David Throsby）著，《文化經濟學》（張維倫等譯）（臺北：典藏藝

術家庭，2003）著，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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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NIKE 廣告「Jordan 篇」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一覽

表37 

幕

次 

場  景 

編  排 

運  鏡 

方  式 

旁 白 

敘 述 

闡  述  意  涵 

（影 像 與 文 字） 

1 

鏡頭開始即聚

焦在 Jordan 身

穿公牛隊 23

號紅色球衣默

默走向場邊的

動作。 

導演採取「Pan／橫搖」

的運鏡方式，藉由主角

Jordan 的走動與至場

邊磨蹭鞋底動作，揭起

本則籃球故事的開端。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鏡頭一開始呈現「Jordan」、「23 號紅

色公牛球衣」、「紀錄台」、「磨蹭鞋

底」等視覺符號，藉由在紀錄台前磨蹭

鞋底的動作，宣告籃球比賽正式開始，

並藉以隱喻 Jordan的運動人生故事正式

開始；另一方面，則是對紀錄台人員的

辛苦致敬以及對裁判權威的尊崇。所

以，導演一開始想要告訴閱聽人的是：

這不僅是一部關於一雙籃球鞋的敘說，

更是一部關於 Jordan 的傳奇籃球故事。 

2 

鏡 頭 回 到

Jordan 剛進入

NBA 時期奮

鬥的鏡頭。其

身穿白色球

衣，左手運球

過人、上籃得

分的影像。 

第 2 幕早期模糊影像

的置入設計，藉以帶出

3、4 幕清晰圖像的對

比。而第 3、4 幕採取

「low angle／低角度

／仰角」的拍攝手法，

使主體（籃球架／體育

館）呈現出一種獨立／

巨大／跳出的視覺效

果與主題訴求。 

It’s 

about 

know-

ing 

where 

you are 

going. 

2-4 幕鏡頭呈現在「早期模糊的比賽影

像」、「藍天白雲下的戶外簡易球框」

以及「室內小型樸實的籃球場」等符號，

襯托呼應著 Jordan 始出起點、少年純淨

的奮鬥初衷，即使是籃球界的傳奇巨星

也必是經過沒沒無聞、一步步辛苦的練

習過程，此意味著告訴閱聽人「自己必

須知道要往何處前進，也不要忘記自己

是從何處開始（莫忘初衷）。而且更須

了解的是，「籃球」與「籃球場」才是

籃球員的人生本業和奮鬥場域。 

3 

︱ 

4 

藍天白雲下的

戶外簡易球框

以及社區的室

內體育館 

Not 

forget-

ting 

where 

you 

started. 

5 

︱ 

6 

Jordan 嘴嚼口

香糖、神情落

寞地和隊友走

回休息室 

第 5 幕鏡頭由下（籃球

褲）而上（籃球上衣）

帶出 Jordan 本體，而

第 6 幕 鏡 頭 採 用

「Truck to right／由

左至右」橫移方式鎖定

追捕主體，清楚表述畫

面所欲訴求的主題：

「落寞」；對應上則，

第 7-8 幕導演則換採

由上往下「high angle

／高角度／俯視」的拍

攝的手法，容易產生一

種「壓縮」的感覺，使

得主體更感「孤寂」。 

It’s 

about 

having 

the 

cour-

age to 

fail. 

導演 5-6 幕鏡頭選用「落寞地口嚼口香

糖」、「失望低頭」、「緩步行走」、「穿過

滿場客場人群」、「滿天客場彩帶」，此為

「難過」與「失敗」的符號表徵，表述

著 Jordan在面對滿場客場球迷嘶吼數落

之時，還必須掩飾內心的失落與保持心

情的平靜；但接續 7-8 幕鏡頭轉而呈現

出 Jordan「興奮跳躍」、「隊友相擁」、「手

握籃球」、「倒地掩面」以及「滿場主場

觀眾」等符號，此二幕的對比、編排與

陳述，意涵著若要邁向成功不僅必須要

有面對失敗與挫折的勇氣，更需要「球

迷們」與「隊友們」的堅強相挺。若遭

受打擊後，依然能堅強面對挑戰，勝利

自然會隨運而生。 

7 

︱ 

8 

Jordan 身穿白

色籃球衣，興

奮的高高躍

起，隊友與之

相擁；爾後，

躺在休息室，

手握籃球，掩

面遮蓋其激動

的情緒。 

Not 

break-

ing 

when 

you’re 

broken. 

 

                                                 
37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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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NIKE 廣告「Jordan 篇」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一

覽表38 

幕

次 

場  景 

編  排 

運  鏡 

方  式 

旁 白 

敘 述 

闡  述  意  涵 

（影 像 與 文 字） 

9 

Jordan 雙手高

舉 MVP 獎

盃，神情淡定

的感謝全場球

迷的支持。 

鏡頭由下往上仰角拍

攝並聚焦在 Jordan 手

捧 MVP 獎座的影像

上，此產生一種威嚴、

莊重的尊崇感。而特寫

鏡頭的呈現與遠景觀

眾的模糊相對比，主體

（主角）意像更加清

晰。 

Taking 

every-

thing 

you’ve 

been 

given 

and 

making 

some-

thing 

better. 

「MVP 獎座」、「口說 Thank you」、

「高舉獎座」、「滿場主場觀眾與加油

聲」、「攝影記者」的符號展現，其意

味著一位成功的籃球員不僅必須了解自

己能力之所在、實力之所及，更要發揮

自我所有的潛力與保持謙虛，才能成就

更出色的自己；但是永遠不要忘記，「滿

場球迷」、「攝影記者」以及「震耳欲

聾的加油聲」才是職業球員得以行銷自

我、永續發展與努力奮鬥的支柱與動力。 

1

0  

| 

1

1 

Jordan 獨自站

在空曠籃球場

練習罰球；隨

後鏡頭聚焦在

Jordan 頭戴冠

軍帽、情緒激

動地雙手緊握

冠軍獎盃的影

像上。 

第 10 幕導演採取「full 

shot ／全景」以及

「 eye-level shot／視

平角」方式，清楚表達

Jordan 站在罰球線上

進行罰球練習之動作

與意涵。 

It’s 

about 

work 

before 

glory 

第 10 幕「空曠籃球場」、「Jordan 獨自

一人」、「罰球線練投」以及「放滿籃

球的球車」，與 11 幕的「親吻金盃」、

「頭戴冠軍帽」的符號呈現，意味著「孤

獨」、「重複」、「苦練」與「金盃」、

「成功」是相對的運動符碼；任何一位

籃球員獲得任何勝利與冠軍之前，必須

面對孤獨的自我，而且更要不斷的練

習、練習、再練習，努力、努力、再努

力，才有擁抱勝利與榮耀的機會。「親

吻金盃」象徵一種壓力解放與自我實

現，而擁吻金盃更意味在全球最高籃球

殿堂中獲得實質肯定與自我實現。 

第 11 幕導演則採取

「 medium shot ／中

景」與「俯角」方式呈

現，中景手法常用於敘

說故事。因此，畫面呈

現訴說其激動擁盃與

隊友安慰的畫面。 

1

2 

Jordan 興奮的

連續跳躍，面

對滿場觀眾持

續比出「六」

的手勢，代表

其帶領公牛隊

奪 得 六 次

NBA 總冠軍。 

第 12 幕導演先採取

「ling shot／遠景」方

式呈現，繼而將鏡頭

Zoom in，以「中景」

方式，聚焦在 Jordan

的上半身，此法具有在

過程中逐漸消去不相

關之實體，最後聚焦於

企圖強調的主體之功

能。 

and 

what’s 

inside 

of you. 

It’s 

doing 

what 

they 

say you 

can’t. 

「興奮地跳躍」代表一種壓力的釋放與

終獲極致的表述，「手勢／六」的符號

象徵一個 NBA 偉大年代的誕生。Jordan

秉持相信自己內心深處根植的信念，不

論他人的觀感或相信與否，做自己、成

就自我，必能克服他人認為自我無法成

就的巔峰與極致—「六次 NBA 總冠

軍」。 

                                                 
38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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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NIKE 廣告「Jordan 篇」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一

覽表39 

幕

次 

場  景 

編  排 

運  鏡 

方  式 

旁 白 

敘 述 

闡  述  意  涵 

（影 像 與 文 字） 

1

3 

鏡頭持續聚焦

在 Jordan 露出

潔白牙齒的滿

臉笑容上。 

第 13 幕導演採取

「close-up／特寫」方

式將鏡頭聚焦在 Jor-

dan 的臉部上，以捕捉

其細微的興奮表情。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it’s 

about 

what 

you do 

in 

them. 

「Jordan 口嚼口香糖」、「露出潔白牙

齒的笑容」等符號呈現，代表故事即將

邁入尾聲，此展現一個傳奇巨星終獲甜

蜜果實的輕鬆動作與笑容呈現。而導演

在文字配對上，意欲告訴閱聽人這不僅

是一雙關於鞋的故事，更是一則關於閱

聽人穿上它之後，發生在「你」身上的

故事，希望「你」也會得到如同 Jordan

般的滿足與笑容。 

1

4 

導演將鏡頭鎖

定在 Jordan 單

手持球灌籃的

銅像上。 

導演採取「Frame in／

入鏡」的方式，鏡頭由

上而下緩緩帶入主題

物，此為一種吸引閱聽

人視覺目光的拍攝手

法。 

It’s 

about 

being 

who 

you’re 

born to 

be. 

「芝加哥城市符號」、「Jordan 單手飛

身灌籃圖像」逐漸自螢幕下方緩緩升

起，此代表「芝加哥」的城市符號與

「Jordan」的灌籃意象已經融入一體。

因此，勇敢地做自己，Jordan 不僅成就

自己、成為他想成為的人，也成就「芝

加哥」這座城市與美國 NBA 文化的世

界擴張。 

1

5 

螢幕中央呈現

導演所欲表達

的文字符號 

（ BECOME 

LEGEND-

ARY）。 

第15與16幕導演以最

基本的「視平角」方式

運作鏡頭，但其利用

「以全螢幕框覆黑色

底相」色調對比的特

性，將所欲表達之「字

符」與所欲販售「商品

符號」放諸中央，並以

對比的白色色調予以

凸顯出來。 

BE-

COME 

LEG-

END-

ARY 

「BECOME LEGENDARY」符號的顯

現，清楚告訴閱聽人，如同籃球世界的

傳奇偶像「Jordan」一樣，每位廣告閱

聽人都可以撰述屬於「自己」的籃球故

事與成為一則傳奇與傳說。 

1

6 

螢幕中央呈現

導演所欲表達

的 文 字

（ JumpJordan

23.com）與圖

騰符號（Jordan

單手持球灌

籃）。 

JumpJo

rdan23.

com 

導演最後終於展現其所企欲販售的商品

「NIKE Jordan23」籃球鞋，欲知相關商

品細目，請連結「JumpJordan 23.com」

的網址。實質上，「NIKE」創造籃球巨

星／運動偶像：「Jordan」，Jordan 儼

然成為 NIKE 的副品牌，但無可否認的

是「籃球」、「Jordan」、「NIKE」、

「運動商品」儼然成為一條創造經濟利

益的商業供應鏈與商品文化品味的製造

體。 

本則 NIKE 籃球廣告代表 Jordan 鮮明的籃球意象與傳奇人

生，無論是運球過人、獨自練習、低頭沉思、仰頭微笑、擁抱金

                                                 
39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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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等情緒表徵，透過一幕幕奮鬥情感與動作符號的起承轉合，將

閱聽人的視覺意象帶向另一層次的運動世界與籃球感動，而這好

似一種「主角奮鬥故事好像也發生在我身上」的設計手法，設計

者特別強調運動員汗水、淚水以及成功、失敗的二元對立，使閱

聽人在觀賞敘事的交錯對立中，認同故事主角的奮鬥文本，並連

結到廣告所希望販賣的商品物件上；亦即，認同 Jordan 的奮鬥故

事就容易認同 NIKE 所製造的籃球運動商品。而導演在拍攝手法

上，焦點不斷放在 Jordan 的臉上與身上，及其所散發出如英雄般

的「偶像氣質與明星氣場」，藉此吸引閱聽人的視覺目光，進而

刺激無止盡的消費行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NBA」、「Jordan」

與「NIKE」的利益共生關係，逐漸將 NBA（美國）的籃球運動

文化、NIKE 的商品文化推向全世界籃球閱聽人的運動印象與消

費品味中。 

4.場景／音樂鋪陳與文本設計 

影片中的籃球運動景觀的設計，並非設定在籃球技術與體能

的展現，也並非鋪陳在籃球運動現代設備與先進科技的陳述，其

訴諸在 Jordan 運動表現之喜怒哀樂的情緒轉換上。這樣情緒意象

的廣告表述，搭配緩慢柔美的音樂陪襯，勾起許多運動迷與運動

閱聽人對於 Jordan 奮鬥過程的集體記憶與情感認同。再者，馳騁

在籃球場上的運動經驗與激情感動，是許多籃球運動參與者曾經

共同經歷過的美好經驗，藉由 Jordan 廣告的視覺欣賞，更將記憶

連結與深植在普羅大眾的觀賞意識中。但這樣的籃球記憶與欣賞

經驗並非濫情式的緬懷，而是運動美好情懷的再現。 

再者，這部廣告文本設計主軸是經由「身穿公牛隊 23 號球

衣的 Jordan 本人」→「NBA 冠軍獎盃」→「籃球鞋」的線性思

維串聯而成。廣告設計重點是以「Jordan」這樣的運動英雄與明

星意象出發，但廣告中企圖販售的運動商品被設計者完全隱藏，

廣告策略訴諸柔情與感性，所欲販售的商品消失在廣告的螢幕與

文本中。但弔詭的是，籃球迷或籃球閱聽人卻明確知悉「Jordan 23

代」即將上市，Jordan 腳穿 NIKE 籃球鞋，Jordan 的名字與其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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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扣籃的符號逐漸成為 NIKE 商品的代表圖騰與同義詞。籃球迷

或籃球運動愛好者想要成為 Jordan，並持續支持心目中的超級偶

像，「購買籃球鞋」將是一條簡單又清楚的道路。籃球迷被廣告

不斷的鼓勵與洗腦，從柔和、溫馨與努力的角度來檢視自己，並

與偶像奮鬥歷程與運動經驗相互結合。因此，「NIKE 廣告賣的不

是產品，而是需求」，一種支持偶像、實踐運動與追求極致的消

費需求。40但值得注意的是，Jordan 廣告設計雖然將「籃球」、

「奮鬥過程」、「商品販售」以巧妙地的方式連結，並建構出一

種追求極致的籃球影像；但籃球商品與籃球廣告的行銷與販賣，

卻是不著痕跡的消融與隱匿在 NBA 籃球文化的氛圍以及資本家

龐大利益的算計中。 

二、 NIKE 廣告「It's Not About the Shoes」Kobe 篇之廣告分析 

（一）巴特神話第二系統之能指分析：形式架構 

表 3  Kobe 廣告符碼分析表41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Kobe 

球場地板

NIKE 球鞋 

金色閃光 

光圈 

It’s not 

about 

1.場景符號：室內籃球場。 

2.背景符號：反光地板。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聚焦

在黑金系列的 NIKE 球鞋上，Kobe 雙腳起

跳，鞋邊泛起一圈金光，右腳鞋底激起三

道圓形光環。 

4.音樂：以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開始。 

0：00 

｜ 

0：01 

 

Kobe 

聚光燈 

籃球 

投籃動作 

藍色球衣 

the shoes. 

1.場景符號：室內籃球場。 

2.背景符號：聚光燈、籃球、球網。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Kobe 作出

跳躍投籃的動作，雙手高舉、雙掌定位拋

出，籃球在空中劃出一道漂亮的弧線。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01 

｜ 

0：02 

                                                 
40 堆徹爾（James B. Twitchell）著，《經典廣告20：二十世紀最具革命性、改變

世界的20則廣告》（陸劍豪譯）（臺北：商周，2002），100。 
41 作者分析製作。 



NIKE 運動廣告文本之分析：從羅蘭‧巴特神話學觀點審視 

45 

續表 3  Kobe 廣告符碼分析表42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Kobe 

球場地板

NIKE 球鞋 

金色閃光 

光束 

 

1.場景符號：室內籃球場。 

2.背景符號：反光地板。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聚焦

在黑金系列的 NIKE 球鞋上。Kobe 右腳平

舉，左腳單腳落地，鞋邊泛起一圈金光，

並激起一道由鞋底向外射出的圓弧光束。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02 

｜ 

0：03 

 

Kobe 

藍色球衣 

籃球進球 

球網 

籃球場 

 

1.場景符號：室內籃球場。 

2.背景符號：籃球地板、籃球、球網。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聚焦

在身穿藍色球衣的 Kobe 身上，球衣中間

拓印著其專屬 logo。入網籃球外觀上呈現

NIKE「✓」的企業標誌。Kobe 雙眼目視

籃球進框破網的影像。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04 

｜ 

0：05 

 

Kobe 

球場地板

NIKE 球鞋 

金色閃光 

光束 

 

1.場景符號：室內籃球場。 

2.背景符號：反光地板。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聚焦

在黑金系列的 NIKE 球鞋上。Kobe 右腳往

後退，左腳腳底之圓弧光束，由外往鞋底

方向逐漸回縮消失。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06 

｜ 

0：07 

 

Kobe 

少年 

同伴 

紅色球衣 

It’s about 

knowing 

where you 

are going. 

1.場景符號：幼年時期籃球場外。 

2.背景符號：隊友、球衣、樹木。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靜止

在少年時期稚嫩的臉龐，以及身穿當時隊

衣與隊友勾肩合照。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07 

｜ 

0：10 

                                                 
42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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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Kobe 廣告符碼分析表43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Kobe 

少年 

教練 

同伴 

籃球球衣 

體育館 

Not forget-

ting where 

you started. 

1.場景符號：少年時期體育館內。 

2.背景符號：教練、隊友。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從少

年時期拍攝全隊照片的圖像，慢慢拉近停

止在 Kobe 稚嫩的臉龐上。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11 

｜ 

0：13 

 

Kobe 

少年 

籃球球衣 

體育館 

 

1.場景符號：少年時期體育館內。 

2.背景符號：隊友。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停止

在 Kobe 稚嫩的臉龐上。 

4.音樂：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 

0：13 

｜ 

0：14 

 

Kobe 

青壯年 

隊友 

籃球球衣 

體育館 

 

1.場景符號：青壯時期體育館內。 

2.背景符號：隊友、觀眾、休息區。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先帶

出 Kobe 與兩個隊友並排而坐，之後鏡頭

鎖定在 Kobe 堅定眼神與堅毅的表情上。 

4.音樂：以低沉弦音搭配優雅琴聲，輕柔行

進節奏的小鼓聲進入。 

0：15 

｜ 

0：17 

 

Kobe 

低頭 

對手 

觀眾 

客場 

花絮 

It’s about 

having the 

courage  

to fail. 

1.場景符號：2008 年波士頓 TD 花園球場。 

2.背景符號：滿場客場觀眾、隊友、對手、

記者。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2008 年總

冠軍賽湖人隊以 2-4 的總比分負於波士頓

塞爾提克隊。Kobe 在客場滿天花絮的歡樂

聲中，落寞地離開波士頓。鏡頭跟拍 Kobe

難過低頭穿越滿場客場觀眾所構築的人

牆。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18 

｜ 

0：22 

                                                 
43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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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Kobe 廣告符碼分析表44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Kobe 

咆哮 

對手 

隊友 

觀眾 

主場 

Not break-

ing when 

you’re 

broken. 

Taking 

everything 

you’ve 

been given 

1.場景符號：洛杉磯湖人隊主場（Staples 

Center）。 

2.背景符號：隊友、對手、主場觀眾。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聚焦拍攝

Kobe 在主場觀眾目睹下，怒目嘶吼、大聲

斥責 Pau Gasol 的鏡頭。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23 

｜ 

0：28 

 

Kobe 

齜牙 

怒目 

對手 

觀眾 

and making 

something 

better. 

1.場景符號：湖人隊主場。 

2.背景符號：隊友、觀眾、板凳區。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鏡頭先帶

出 Kobe 與兩個隊友並排而坐，之後鏡頭

鎖定在 Kobe 堅定眼神與堅毅的表情上。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輕柔鑼聲加入。 

0：29 

｜ 

0：32 

 

Kobe 

籃球場 

隊友 

練球 

It’s about 

work 

1.場景符號：湖人隊主場館。 

2.背景符號：隊友、籃球、籃球架、空蕩體

育館。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隊友餵球

給 Kobe，Kobe 站在底線三分線邊練習三

分投籃。底線帶出 LOS ANGELS 的字符，

鏡頭呈現黑白色調，與前後彩色鏡頭產生

色象反差。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輕柔鑼聲。 

0：33 

｜ 

0：36 

 

Kobe 

笑容 

家人 

攝影記者 

觀眾 

五次 

（手勢） 

before 

glory 

1.場景符號：湖人隊主場。 

2.背景符號：家人、隊友、觀眾、記者。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2010 年湖

人隊在總冠軍賽以 4 比 3 戰勝波士頓塞爾

提克隊，Kobe 身穿冠軍 T 恤、頭帶冠軍

帽，右手擁抱女兒與妻子，左手在鏡頭前

驕傲地比出「五」的手勢。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輕柔鑼聲，輔以一拍鈴聲。 

0：37 

｜ 

0：38 

                                                 
44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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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Kobe 廣告符碼分析表45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Kobe 

24 號球衣 

籃球 

伸展雙臂

觀眾 

and what’s 

inside of 

you. 

1.場景符號：湖人隊主場。 

2.背景符號：主場觀眾、紙絮、聚光燈。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Kobe 背對

鏡頭身穿湖人隊黃色球衣，鏡頭聚焦在二

個部分：一是「24 號」球衣及「BRYANT」

的字符上；二是 Kobe 左手持球、展開雙

臂，接受滿場觀眾的祝福與掌聲。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39 

｜ 

0：43 

 

Kobe 

隊友 

對手 

擁抱 

觀眾 

It’s doing 

what they 

say you 

can’t.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1.場景符號：湖人隊主場。 

2.背景符號：隊友、觀眾。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 Kobe 與

隊友（Derek Lamar Fisher）相互擁抱，Kobe

背對鏡頭，Fisher 以雙手輕拍其背，鼓勵

Kobe 的表現。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44 

｜ 

0：48 

 

Kobe 

籃球 

運球 

NIKE 球鞋 

地板 

it’s about 

what you 

do in them. 

1.場景符號：體育館內。 

2.背景符號：反光地板、球衣、籃球鞋。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整體鏡頭

雖聚焦在 Kobe 以右腳為支點、左腳左右

橫移，進行運球過人之動作；但 Kobe 腳

上所穿籃球鞋的「✓」圖案與襪上 KOBE 

SYSTEM 的代表圖騰，特別顯目與耀眼。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49 

｜ 

0：50 

 

Kobe 

籃球 

投籃 

聚光燈 

 

1.場景符號：體育館內。 

2.背景符號：反光地板、聚光燈、籃球、球

網。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Kobe 出現

在螢幕右側，身穿藍色球衣進行左手上籃

的動作，螢幕左側則以整片黑色色相處

裡。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50 

｜ 

0：51 

                                                 
45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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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Kobe 廣告符碼分析表46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Kobe 

籃球 

運球上籃 

NIKE標誌 

It’s about 

being 

1.場景符號：體育館內。 

2.背景符號：籃球禁區、反光地板、聚光燈。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運鏡帶出

Kobe 從罰球線開始，往籃框方向進行運球

與扣籃的動作。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51 

｜ 

0：53 

 

Kobe 

球鞋 

聚光燈 

who you’re 

1.場景符號：體育館內。 

2.影像符號：天花板、聚光燈。 

3.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以

Kobe 腳穿 NIKE 運動鞋為主軸，後以由螢

幕下方騰空躍起。 

4.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53 

｜ 

0：54 

 

圖騰47 

聚光燈 

born to be. 

 

1.背景符號：黑色螢幕、金黃亮光。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分成

兩個步驟漸呈：一是「KOBE SYSTEM」

的圖騰出現在螢幕中央；二是圖騰逐漸消

逝後，金黃亮光閃耀在標誌下方。 

3.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行進小鼓聲。 

0：54 

｜ 

0：55 

 

字符 
KOBE Ⅶ 

SYSTEM48 

1.背景符號：黑色底相框覆全螢幕。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靜

止，鏡頭聚焦在「KOBE Ⅶ SYSTEM」

的白／黃字符上。 

3.音樂：低沉弦音、優雅琴聲。 

0：55 

｜ 

0：56 

                                                 
46 作者分析製作。 
47 這是為科比精心設計的 logo，NIKE官方的解釋是這是一個「劍鞘」的圖騰。

劍鞘是由朝向三個方向延伸的「K」符號所組成，代表著 Kobe 身兼頂級的進

攻者、防守者及領袖三個角色之意涵。  
48 「KOBESYSTEM」是 NIKE 2012年的廣告創意，首批籃球鞋廣告即為「KOBE

Ⅶ」。Kobe 體系闡述的價值並非單指一雙球鞋，亦非只是簡單訴說籃球而

已，其是關於成功的哲學。只有菁英中的菁英才能受邀加入課程，聆聽 Kobe

親自訴說如何超越成功與巅峰。資料引自：百度百科，〈科比體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7326985.htm, 2016年 8月 1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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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  Kobe 廣告符碼分析表49 

形 式（第二系統第一層意義／能指） 

橫組合 

呈  現 

系  統 

選  用 

聲音文字 

符號具 

影 像 符 號 具 

特 徵 表 述（影 像 內 容） 

時 

間 

 

字符 
ATTACK 

FAST50 

1.背景符號：黑色底相框覆全螢幕。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靜

止，鏡頭聚焦在「ATTACK FAST」的白

色文字上。 

3.音樂：琴聲迴音。 

0：57 

｜ 

0：58 

 

字符 
ATTACK 

STRONG 

1.背景符號：黑色底相框覆全螢幕。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靜

止，鏡頭聚焦在「ATTACK STRONG」的

白色文字上。 

3.音樂：琴聲迴音。 

0：59 

｜ 

1：00 

 

圖騰  

1.背景符號：黑色底相框覆全螢幕。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靜

止，鏡頭聚焦在「✓」的白色 NIKE 圖騰

上。 

3.音樂：無聲。 

1：00 

｜ 

1：01 

 

字符  

1.背景符號：黑色底相框覆全螢幕。 

2.主角／人物的動作與表情符號：畫面靜

止，鏡頭聚焦在「DIRECTOR 2993」的白

色文字上。 

3.音樂：無聲。 

1：02 

｜ 

1：10 

（二）巴特神話第二系統所指分析：概念／內容分析 

1.主要訊息 

                                                 
49 作者分析製作。 
50 「KOBE SYSTEM」設計兩塊模組適用於速度型與力量型的球員。對於速度

型球員，KOBE Ⅶ體系的速度模塊在球鞋中底和前後腳掌部位增加 NIKE Zoom

的氣墊，提供快速移動與移位的緩衝；對於力量型的球員，為了增加比賽中

可能所面對的激烈身體對抗，KOBE Ⅶ體系的力量模塊提供腳掌和脚踝的全

裹設計。資料引自：百度百科，〈科比體系〉，http://baike.baidu.com/view/73

26985.htm, 2016年 8月 15日檢索。 

http://www.baidu.com/s?wd=Kob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A79uhu-nWmYrjc3mHn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TLPHTLnHTd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666/46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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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e是美國NBA職業籃球2000年後最具影響力的籃球運動

員。不論全球的籃球迷或籃球運動參與者是否非常喜歡他或是極

度討厭他，都不影響其對冠軍的追求與勝利的渴望，而且不論其

在場上的求勝意志或是場下的苦練精神，都是當代其他NBA球員

或球星望塵莫及。因為，越想要追求成功的人，越容易感到孤獨，

因為其不想去討好他人或成為他人的影子。本則NIKE廣告「Kobe

篇」透露的主要訊息是：「腳穿KOBE Ⅶ籃球鞋的人，可以享受

籃球運動所帶來的休閒時光與流行話語，因為擁有KOBE Ⅶ籃球

鞋可以同步擁有美國當代運動時尚與球鞋話語。只要擁有KOBE

Ⅶ，就擁有和Kobe一樣的速度與力量。」本則廣告中，KOBE Ⅶ

的商品印記與宣傳手法，毫無保留地完全鑲嵌與散布其中；此與

「Jordan篇」將商品訴求完全隱藏在廣告中，直至廣告最後才見

諸圖騰意涵的拍攝手法略有不同。 

2.設計主軸與切點 

這部廣告片設計主軸如同「Jordan 篇」一樣，是藉由「運動

明星」的成長與奮鬥的運動景觀予以開展。在本則廣告中，導演

採取代言人51「名人推薦」的方式進行，設計者藉由 Kobe 的高知

名度，一則吸引閱聽人對於本則廣告的注意，二則強化消費者對

於 NIKE 商品－－「KOBE Ⅶ」的品牌認知以及獨特訴求，三則

挑動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強烈購買欲望。因此，身為籃球世界的全

球意見領袖，NIKE 公司及導演自然懂得運用 Kobe 的個人特質、

高知名度與影響力，在推出 KOBE Ⅶ之運動商品時亦創造一系

列的廣告用語與圖騰－－「KOBE Ⅶ SYSTEM」、「ATTACK 

FAST」、「ATTACK STRONG」以及「 」，藉以吸引籃球運

動參與者與消費者的視覺目光，在其內心留下認同和感動記憶，

                                                 
51 一般廣告代言人的選取向度，基本區分為四類：一是「專家」：以專業知識與

專業判斷使人信服其對產品推薦；二是「名人／明星／偶像」：以高知名度與

大眾喜愛度作為產品推薦的認同依據；三是「企業執行長／總裁」：其是以理

性與權威說服消費者；四是「典型消費者」：與閱聽人處於相對地位或具有共

同經驗，讓人覺得自然、未經掩飾，進而產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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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促動消費者進行購買行為。  

「英雄塑造／偶像追求」是美國運動文化意涵中非常重要的

一項特質。美國媒體對於社會各階層平民英雄的塑造，不僅在各

類電影與視頻網站中可以輕易發現，更是不遺餘力的推崇與認

可，此反映美國文化中最普遍的認同意識與自我理解的心理狀

態。尤其在高度競技的國際賽事或是職業競技的場域中，「第二

名／亞軍」幾乎等同失敗，因為無法奪得「第一名／冠軍」，就

不是「英雄」；既然不是唯一可以帶領球隊奪得冠軍的運動英雄，

在運動生涯中總有些許的遺憾與惆悵。因此，螢幕上美國不同世

代的籃球英雄，透過電視與網路實況轉播的 NBA 賽事，不僅在

美國本土發揮既定的影響力，甚至成為世界各地家喻戶曉的籃球

偶像，他們的言行舉止、服裝配件都成為不同世代的運動標誌，

陪伴與影響著不同時代運動參與者的成長與觀念。透過 Kobe 成

功的運動表現與籃球成就，本則廣告設計輕易將美國文化價值中

強調的「勇敢奮鬥、積極進取、追求勝利、渴望成功」消融與平

衡在「資本家的商業／利益需求」與「閱聽人的商品／心理需求」

間。 

3.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之意涵 

在影片鏡頭編排與旁白敘述上，導演（設計者）將 Kobe 在

青少年時期以及在 NBA 時期的辛勤努力與奪冠喜悅，組合在整

部影片的排序中。本則廣告之幕次、場景編排、運鏡方式、排白

敘述與企欲訴說的意涵，如表 4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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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NIKE 廣告「Brian 篇」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一覽

表52 

幕

次 

場  景 

編  排 

運   鏡 

方   式 

旁 白 

敘 述 

闡  述  意  涵 

（影 像 與 文 字） 

1 

︱ 

5 

 

鏡頭第 1、3、5

幕聚焦在Kobe所

穿的黃黑籃球鞋

上，第 2、4 幕則

穿插Kobe身穿藍

色籃球衣（球衣中

央有黃色劍鞘

logo）進行跳投練

習身影。 

1、3、5 幕導演運鏡方

式採取「特寫」方式呈

現，焦點放諸「籃球鞋」

上；2、4 幕則採取「中

景」具功能性的鏡頭解

說方式，敘述籃球商品

與 Kobe 之間的連結與

關係。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籃球鞋」、「Kobe」是 1-5

幕主要出現的影像符號。導演

在影片一開始，即將鏡頭焦點

聚焦在所欲推展的籃球商品

與運動主角上——「KOBE 

Ⅶ」與「Kobe 本人」，其想

要告訴閱聽人的是，此廣告不

僅是關於一雙「籃球鞋（KOBE 

Ⅶ）」的敘說，也是一部關於

Kobe 的籃球奮鬥故事。 

6 

︱ 

8 

鏡頭拉回停留在

Kobe 青少年時期

與隊友肩搭肩的

青澀合照。 

6-7 幕鏡頭角度採取「水

平定格」方式，進行主

要的敘事交代：「Kobe

也曾經歷青澀年輕時

代」；第 8 幕則採取

Zoom in 手法，聚焦於企

圖強調的主體「Kobe」

身上。 

It’s about 

knowing 

where 

you’re 

going. Not 

forgetting 

where you 

started. 

配合文字敘述，導演第 6、7、

8 幕採用 Kobe 早期 3 張「稚

嫩的合影」，塑造其從小就立

定志向，終向籃球運動的最高

殿堂叩關，並名留青史。繼而

告訴廣告閱聽人，不論貴為現

今籃球運動最為成功的勝利

者或是普通的運動迷，在全心

努力為目標奮鬥的過程中，必

須時時提醒自我不要忘記原

初的意志、想法與動因。 

9 

︱ 

10 

Kobe 落寞地坐在

板凳區；爾後，在

波士頓主場滿場

觀眾、滿天紙絮的

歡樂聲中，低頭不

語、默默地走回休

息室。  

第 9 幕採取「橫搖」與

「特寫」手法，先以水

平左右移動鏡頭，最後

聚焦在 Kobe 臉上；第

10 幕採取「遠景」與「俯

角」拍攝手法，使環境

看來可以吞噬掉主要角

色，但卻更凸顯主角在

客場環境的落寞與孤

寂。 

It’s about 

having the 

courage to 

fail.  

Not break-

ing when 

you’re 

broken. 

「Kobe 失敗表情」、「穿過滿

場客場人群」、「滿天客場彩

帶」是 9-10 幕的主要影像符

號，此意味著「失敗」是每一

位籃球員必須面對的事實與

情境，隨之而來的痛苦情緒與

難過氛圍，是必須經過反覆練

習與適應，而客場球迷的叫囂

奚落與滿天彩帶的慶祝儀式

只是頂級籃球員培養過程中

的必經道路。任何一位成功者

在邁向極致前，都必須建構勇

敢面對失敗與挫折的態度，而

失敗後獲得的勝利果實將會

更加甜美。 

 

                                                 
52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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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NIKE 廣告「Brian 篇」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一

覽表53 

幕

次 

場  景 

編  排 

運   鏡 

方   式 

旁 白 

敘 述 

闡  述  意  涵 

（影 像 與 文 字） 

11

︱ 

12 

在比賽中，Kobe

面對 Pau Gasol大

聲咆哮，並齜牙裂

嘴、雙眼怒視對手

進行防守動作。 

第 11 幕採取「水平／視

平角」與「中景」的設

定拍攝手法，強調主角

與客體間的關係；第 12

幕採取「特寫」方式，

清楚敘說主角情緒的轉

折。 

Taking 

every-

thing 

you’ve 

been 

given and 

making 

some-

thing 

better. 

「咆哮」、「齜牙裂嘴」、「隊友」

是此兩幕的影像符號。Kobe 不

僅自我要求甚高，更期望隊友能

跟上他的比賽節奏與對勝利的

渴望，「咆哮」、「齜牙裂嘴」只

是激勵隊友與自己的一種方

式。因為，比賽的勝負往往顯現

在一些小細節與防守態度上，只

要上場，就必須完全專注、發揮

所有潛力，成就更出色的自己。 

13 

︱ 

14 

Kobe 在賽前和陪

練員一起在底線

三分線邊練投（黑

白畫面）；隨後畫

面切換到奪得第

5 次 NBA 冠軍的

畫面，其和妻子、

女兒一起激動地

比出「五」的手

勢，代表其帶領湖

人隊奪得五次

NBA 總冠軍。 

13幕導演採取黑／白色

調的方式拍攝，與前／

後幕次比較，容易呈現

「跳出」的層次感；導

演並以「遠景／視平角」

方式帶出空蕩體育館內

主角與隊友辛苦練球的

情景。對比 13 幕黑白與

隱晦，14 幕則呈現強烈

豐富的彩色風格，導演

以「近景／視平角」方

式，將主角凸顯在滿場

模糊觀眾的中央。 

It’s about 

work 

before 

glory 

第 13 幕「空曠籃球場」、

「Kobe」、「陪練員」、「三分

線投籃練習」與 14 幕的「Kobe

手比 5 手勢」、「妻女」、「滿

天飛絮」、「滿場主場觀眾」以

及「攝影記者」，此畫面是對比

並訴說在奪得勝利和榮耀之

前，必經的辛苦與孤獨。但一旦

奪得總冠軍，所有的辛苦都是值

得，而五次總冠軍也為 Kobe 的

NBA 生涯寫下不可磨滅的紀

錄。但不可忘記的是，妻女、隊

友（陪練員）、滿場的主場觀眾

以及攝影記者，都是為這個偉大

時刻默默付出的隱形支柱與無

名英雄。  

15 

Kobe 身穿湖人隊

黃色戰袍，張開雙

臂、頭戴冠軍帽，

享受滿場觀眾的

歡呼與祝福。  

15 幕導演一方面以「仰

角」方式拍攝，此方式

使得滿場觀眾變得微小

模糊，但主角的主體性

相對增加，釋放一種威

嚴與尊崇之感；另一方

面以「中景」方式呈現，

此方式具有「強調主角

過人成就」之敘述意

涵。 

and 

what’s 

inside of 

you.  

15 幕呈現「Kobe 頭戴冠軍帽」、

「雙手平舉／左手手握籃球」、

「仰天狂嘯」、「滿天飛絮」、

「滿場主場觀眾與加油聲」等符

號，充分意味著 Kobe 永遠堅持

內心的信念，不懷疑自己是否完

成不可能的任務，相信自己、持

續堅持，終能擁抱勝利與榮耀的

機會，其並接受滿場主場球迷的

祝福，而球迷永遠支持自己心目

中的籃球偶像（Kobe），而此亦

提供籃球超級巨星塑造的契機。 

                                                 
53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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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NIKE 廣告「Brian 篇」場景編排／運鏡方式與旁白敘述一

覽表54 

幕

次 

場  景 

編  排 

運   鏡 

方   式 

旁 白 

敘 述 

闡  述  意  涵 

（影 像 與 文 字） 

16 

Kobe 與隊友

Derek Fisher

深 情 的 擁

抱，其他隊友

相互道賀。 

 

導演採用「Truck to 

right／由左至右」橫

移方式鎖定主體，

並以「水平／視平

角」角度捕捉主體

（Kobe）與客體（隊

友們）間的互動模

式，敘說友情的支

持在運動團隊中的

重要地位。 

It’s doing 

what they 

say you 

can’t. 

16 幕呈現「隊友」、「滿天飛絮」、

「主場觀眾」以及「與隊友擁抱」的

影像符號，象徵當自我一再完成不可

能任務時，隊友、觀眾永遠都會給予

深情擁抱與莫大的祝福。因此，他人

的觀感並不能表徵自我的價值與成

就，不須活在他人的目光與期待中。

我們必須完成他人認為自我無法完成

的情事，成就他人無法超越的巔峰與

極致。 

17

︱ 

21 

鏡頭 17 與 21

幕次又拉回

聚 焦 在

KOBE Ⅶ的

籃球鞋上，鞋

邊為NIKE的

「 」，搭

配襪子正中

央「 」（劍

鞘）的圖案。

而 18-20幕鏡

頭 鎖 定 在

Kobe 持續運

球與上籃的

交替動作上。 

17、21 幕導演運鏡

採取「特寫」方式

呈現，焦點放諸「籃

球鞋」上；18、19、

20 幕則採取 「中景

／全景／近景」交

替方式呈現主角上

籃、運球與臉部的

動作與表情上，再

次以影像解說方式

敘述籃球商品與

Kobe之間的臍帶關

係。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it’s 

about what 

you do in 

them. 

鏡頭回到「KOBE Ⅶ」與「Kobe」的

圖騰上，其意涵著籃球員與運動商品

的行銷販售及經濟資本的商業連結，

而「 」與「 」等符號的建立，

是消費者進行品牌消費與商品文化建

立的中介符碼。然而，本則廣告訴說

的重點在於：『這或許不是關於一雙

籃球鞋的故事，也不只是關於 Kobe 的

籃球敘說」，但重點是只要閱聽人（你）

一旦穿上它之後，關於「你」的故事

與傳奇才正要開始』。 

It’s about 

being who 

you’re born 

to be. 

因此，勇敢地做自己，如同 Kobe 一

樣，他成為他想成為的人，而我們閱

聽人也一樣可以成為心目中所欲成為

的那種人。  

22

︱ 

25 

螢幕中央依

序呈現五個

圖騰符號：

「 」 、

「 KOBE Ⅶ 

SYSTEM」、

「 ATTACK

—FAST」、

「 ATTACK 

STRONG」以

及「 」。 

第 22-25 幕導演以

最基本的「水平／

視平角」方式運作

鏡頭，其利用「全

螢幕框覆黑色底

相」色調對比的特

性，將所欲表達之

「字符」與所欲販

售「商品符號」放

諸中央，並以白色

色調凸顯出來。  

 

「 」和「KOBE Ⅶ SYSTEM」代

表 NIKE 所欲推展的籃球商品符號，

攻擊、速度與力量代表著 Kobe 身兼頂

級的進攻者、防守者及領袖的三個角

色。「 」的出現，代表 NIKE 公司

所推出的產品，因為這項符號已成為

NIKE 公司的代表 logo。支持 Kobe 最

新鞋款，請洽 NIKE 各分公司與銷售

據點。但經由這些符號與圖騰的視覺

行銷，NIKE 實際上進行一場籃球符碼

文化的洗腦與經濟資本全球性的蒐集

與掠奪。 

                                                 
54 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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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 NIKE 籃球廣告闡述了 Kobe 鮮明的籃球意象。鏡頭運

用原則上分成四幕：第一幕破題，此任務是明確交代主角是

「Kobe」和所販賣的商品「KOBE Ⅶ」；第二幕鋪陳，將 Kobe

青少年時期的青澀、失敗的痛苦、隊友的咆哮、自我的激勵等過

程逐一呈現，以此作為下一幕次的對照與鋪陳；第三幕轉折，Kobe

歷經一連串的成長與經歷，終於擁抱勝利與冠軍，享受球迷的掌

聲與祝福；第四幕呼應，鏡頭焦點最後又回到「Kobe」和「KOBE 

Ⅶ」，販售商品與主角奮鬥過程合而為一。上述一幕幕鏡頭的編

排，配合排白「It’s not about the shoes」的敘述，輕易將閱聽人的

視覺與聽覺意象帶進一個籃球巨星成長的故事中。旁白的文字敘

述鎖定在相信自己、堅持自我、面對失敗、努力突破、實踐理想

的故事設計與信念鋪陳上，這是一種「感同身受」的設計手法。

因為廣告旁白的敘述完全沒有提及商品的語詞與言說，但卻挑動

閱聽人觀賞的情緒感動，使閱聽人在觀賞敘事廣告的過程中，感

動情緒自動連結到廣告所企欲販賣的運動物件上。廣告的視覺鋪

陳與設計，等同一部 Kobe 的奮鬥敘說，亦等同 NIKE 販售的籃

球運動商品。 

4.場景／音樂鋪陳與文本設計 

對大多數的籃球迷或籃球運動參與者而言，「籃球場」就像

無言靜謐的老朋友一樣，默默提供籃球運動參與者身心解放與精

神灌頂的神祕力量。「籃球運動」如同具有神奇魔力，吸引成千

上萬的全球籃球迷前仆後繼的爭相觀賞、膜拜與實踐。本則廣告

的場景鋪陳，是在溫馨沉穩與節奏清晰的音樂襯托下，娓娓敘說

一個偉大籃球員與一雙籃球鞋的生命哲學。「稚嫩 Kobe」、「成

熟 Kobe」、「籃球」、「籃球場」、「球迷」、「冠軍獎盃」建

構整部廣告的視覺印記與場景鋪陳。設計者刻意將 Kobe 的籃球

成長經驗，建置鑲嵌在 NIKE 商品的鮮明符號中，將「明星」、

「偶像」、「商品」、「消費」、「資本」等符號，巧妙的連結

共構出一個屬於 NIKE 特有的籃球文化符碼。 

 再者，本則廣告的文本主軸與設計走向有三點：一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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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e」鮮明的主體中開始發想，二是編製出其豐富的籃球智慧

與經驗以及積極向上與努力奮鬥的正向敘說，三藉由「It’s not 

about the shoes」的語詞與動人音樂的完美烘托，共同塑造這部令

人印象深刻的運動廣告。這樣文本設計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取悅與

討好商品販售對象——「全球籃球運動」消費者，廣告期望藉由

Kobe 的明星光環與偶像地位，吸引全球籃球迷的視覺目光與消費

渴望，建構一種支持偶像的全球性消費氛圍，並且能夠和偶像擁

有共同的籃球夢想與商品記憶。運動資本家結合運動商業的廣告

設計，將資本物質面向——「籃球」、「籃球場」、「球員主體」，

結合精神面向——「積極奮鬥」、「努力不懈」、「追求極致」，

並配合感人音樂與語詞言說，將「販售商品」包裝成一種超越顛

峰、感動人心的籃球影像。「商品」、「資本」、「偶像明星化」、

「全球化」巧妙地鑲嵌在 NBA 籃球場中，建構出一種商業性、

利益性與激勵性的運動文化氛圍。 

三、NIKE 廣告「Jordan 篇」與「Kobe 篇」意指作用（神話）之

分析 

「意指作用」（意義指向）通常是把能指與所指結合成一體的

行為，藉此動作呈現能指與所指的整體性質與指向功能；「意指作

用」也是一種綜合創造的過程，表述一連串相關的價值概念、社會

思維或文化思想。巴特認為「意指作用就是神話本身。」神話是一

種文化思考與理解的方式，具備一種加諸於純粹物質外的「社會用

途」；55亦即，神話運作的主要方式是將「歷史」「自然化」，也就是

說「神話是某個社會階級的產物」，而這個階級已在特定的歷史時

期取得主宰地位，因此神話所傳播的意義必然與這樣的歷史情結與

情境有關。但是神話的運作企圖否定這層關係，並將神話所呈現的

                                                 
55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

（Le Degré Zéro de I'Écriture）》（李幼蒸譯） （臺北：桂冠，1998），163；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神話學（Mythologies）》，181；費斯克

（ John Fiske）著，《傳播符號學理論（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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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當作是自然形成，而非歷史化或社會化的產物，因此也隱匿了

許多與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層面相關的意義。56 

符號提供神話一項明確的具體形式與載具，神話因而獲得支持

並普及於各個社會階級、階層與價值系統中。當設計者在運用神話

符號、閱聽人接受神話符號時，神話（文本）便被賦予某種意識型

態與價值暗示。NIKE 廣告是籃球運動上層階級所製造的符號產

物，NBA 集團、NIKE 廣告商與運動明星運用約定俗成的符號與符

碼，重新組裝成不同的符號意義與廣告系統，再製成一套新的籃球

媒體論述與廣告神話，促使消費者欣然接受，但不知身陷資本主義

商品消費的漩渦中。而神話學的意指作用，就是要揭示這些新的籃

球論述與媒體神話下，所隱藏的霸權神話與意識型態。因此，根據

巴特神話學的方法論述，分析 NIKE 廣告 Jordan 篇與 Kobe 篇的形

式與概念之所得，其意指作用呈現在六個向度與喻涵上：  

（一）美國夢／美國運動信條與勝利主義的建構 

「美國夢」、「美國運動信條」在兩部廣告的演繹表徵中被具

體呈現出來。美國夢暗示著每一個美國男人，都有權利與義務盡

一切努力爭取勝利與成功；失敗的原因往往是因為那些不願嘗試

或性格懦弱者，不夠積極、欠缺努力與奮鬥決心所導致。因此，

美國夢深信人們必須通過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秉持努力不

懈、堅持奮鬥的毅力，必能享受富裕的物質生活，得到顯耀的地

位與影響力，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57 

美國運動信條是美國夢在運動競技場域中的一項社會表徵與

文化再現，其深信學習如何參與運動即等同學習美國社會的基本

價值，運動能樹立參與者的個性修養、道德發展以及競爭能力。

美國社會對於競爭力的建立與培養尤其重視，更明確暗示著「追

                                                 
56 費斯克（John Fiske）著，《傳播符號學理論（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120；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神話學（Mythologies）》，

170-173。 
57 Howard L. Nixon & James H. Frey著，《運動社會學（A Sociology of Sport）》

（王宗吉譯）（臺北：洪葉，2000），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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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勝利並不是每件事，而是唯一的事。」社會整體氛圍與運動價

值建構出一種對於「勝利」瘋狂追逐與極度渴望的文化氛圍；因

此，這樣激烈競爭與鬥爭取勝，往往是透過文化學習與社會影響

所產生的行為。 

再者，NBA 對於總冠軍氛圍的行銷與設計，完整提供這樣的

競賽氛圍與價值追逐，而 NIKE 廣告文本亦宣示這樣的運動價值。

當 Jordan 面對觀眾高舉「六」的手勢、Kobe 面對鏡頭比出「五」

的手勢以及他們高舉冠軍獎盃激動的畫面，皆明確的告訴全球觀

眾——唯有贏得「總冠軍」才是真正的贏家，其他的競逐球隊與

球員只是一群默默低頭離開球場的輸家，「努力／堅持／冠軍／

勝利／巔峰」才是籃球運動員一生戮力奉行的競賽圭臬與運動價

值。 

（二）運動明星／英雄符碼的塑造 

Jordan 與 Kobe 不僅是 NBA 的傳奇球星，更是全球籃球界的

超級巨星。無可否認的，廣告中運用流行文化中竄紅的明星、偶

像、名人與運動健將，對商品的行銷與產品的推薦，確實能產生

強大的效益與影響。NBA 歷任總裁與經營者都深知球星對於 NBA

全球市場經營的重要價值，因此 Jordan 與 Kobe 在 NBA 總裁與

NIKE 廣告的行銷操作下，將其塑造成為兩大傳奇球星，並作為聯

盟奮鬥與成功形象的符號推向全球市場，無數球迷因為喜歡球

星，從而喜歡 NBA 與 NIKE 的相關賽事、活動與籃球商品。 

再者，認同產生連結、符號形塑符碼，Jordan 被塑造為「籃球

之神」、Kobe 被稱為「小飛俠／黑曼巴」，其皆產生了某種異於

常人的一種明星稱謂與英雄敬語。因此，當 Jordan 與 Kobe 以籃球

巨星與超級英雄之姿呈現於世人眼前，其不僅是 NBA 重要的形象

代言人，更是運動資本家與廣告業主眼中不可或缺的資本生產機

器，二人共塑的明星氣質與英雄符碼，成為全球籃球迷崇拜、模

仿與所欲建構的籃球生活與文化特質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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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意識與價值的構築 

品牌形象是一項重要的無形資產，經常是消費者對於商品品

質與購買意願的第一判讀與重要依據。消費者利用品牌形象推論

或維持其對產品的知覺意識，但更重要的是品牌形象往往是消費

者對於整體產品資訊與內容最為簡捷的認知管道。「NBA」、

「NIKE」是現今全球籃球場域中，最廣為人知的運動組織與商業

公司。NBA 品牌經營的智慧是 NBA 運動集團的生存之道，亦是

NBA 運動精神發揚光大的動力來源。透過全球電視與網路轉播系

統、全球市場商業合作伙伴、籃球偶像的造星運動、籃球賽事與

運動商品無限的延伸與擴充，NBA 成為全球籃球市場的第一品牌

並成為氣勢驚人的商業帝國。 

再者，NIKE 是一個透過 NBA 運動明星，打響品牌知名度的

全球性運動廠商，其充分運用籃球運動明星過人的身體素質與運

動技術、消費者崇拜英雄與追捧偶像的心理、電視廣告無遠弗屆

的威力以及靈活的管理行銷概念，成就其在全球運動商品產業的

重要地位。NIKE 廣告運用 Jordan 和 Kobe 兩位球員的明星氣質，

撰述從無人知曉／全球皆知、失敗／成功、意志消沉／積極奮鬥

的二元對立與情境反差的動人文本，搭配柔美的音樂以及感人的

文字言說，成功創造 NIKE 的品牌形象與商業符號以及一系列熱銷

的運動商品。 

NBA 官方聯盟、NIKE 以及 NBA 聯盟最好的二位籃球員—

「Jordan」和「Kobe」，結合成為商業品牌與經濟共生的利益鐵三

角，他們透過電視與廣告無遠弗屆的力量，使得「NBA」、「NIKE」、

「Jordan」和「Kobe」等商業符號與符碼轉換成籃球運動全球化的

品牌圖騰與經典教案，共同創造出驚人的經濟利益與商業利潤。 

（四）籃球霸權文化的全球擴展 

「全球性的球賽實況轉播（媒體合作與運用）」、「夢幻隊參加

奧運所造成的籃球震撼與引領的風潮」、「吸收全球最頂尖的籃球

員」以及「籃球運動商品化」是 NBA 市場推向國際化的四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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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尤其，1992 年 NBA「夢幻一隊」58的組成，透過奧運會全

球性的實況轉播，將 NBA 頂尖球員的高超籃球技術、完整籃球戰

略與謙虛待人的籃球風範，展現在全球籃球閱聽人的視覺印象

中，此不僅帶給全世界籃球迷無限的視覺享受、震撼與迴響，以

及提升整體世界籃球的水準境界，更將 NBA 頂尖籃球意象與球員

魅力傳送到全世界，從此美國籃球真正的佔據世界籃壇霸主與領

先地位。 

再者，現今為觀賞式運動時代的崛起，媒體成為運動全球化

的樞紐，透過直播美國 NBA 籃球賽事，閱聽人近乎零時差的感受

臨場經驗，享受與欣賞世界最高的籃球競賽。但反思本文二則運

動廣告「Jordan 篇」和「Kobe 篇」以及整個美式籃球文化全球化

的過程，「Jordan」和「Kobe」之所以成為美式籃球文化全球拓展

的關鍵，是因為他們二人代表的是偉大的籃球天才以及永不放棄

的社會價值，透過 NBA 官方的造神運動以及 NIKE 廣告的推波助

瀾，美式文化以及美式籃球文化直接進入全球籃球閱聽人的視覺

印象與觀賞意識中。對廣大的閱聽人而言，觀賞 NBA 比賽或是欣

賞 NIKE 運動廣告，其實就是無過濾的吸收美式籃球文化，迫使籃

球運動消費者認同美國籃球運動的領導地位，並心悅誠服地享受

這樣的籃球氛圍，但閱聽人往往深陷其中而無法抽離電視、廣告

所創設的美式籃球影像世界，因為透過籃球流行文化所獲得的滿

足，往往可以填滿生活的苦悶與失落，成為大部分閱聽人每日生

活的重心與日常討論的話題。59 

（五）資本主義的拓張 

NBA 是美國社會的一個文化縮影，它是以球員為主體、金錢

                                                 
58 1988 年美國隊在漢城奧運中痛失金牌後，為了奪回美國隊的籃球霸權，1992

年的奧運會第一次由 NBA 球星領銜出征，號召籃球世界最強的 12 個人，組

成了籃球史上最傳奇的球隊「夢幻一隊」，並在此次奧運會以摧枯拉朽的態勢

奪回奧運金牌。 
59 葉仁昌，〈文化的霸權時代抑或文化的無政府狀態〉，http://web.ntpu.edu.tw/

~soloman/Cultural%20Imperialism.pdf, 2016年 9月 1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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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廣告行銷為手段的運動商業體，其充分吸收社會資源與

關注，以達到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資本利潤極致化，其為資本

主義在運動場域的成功案例。而 NIKE 在「Jordan 篇」與「Kobe

篇」的電視廣告影像中，明顯透露出「資本主義」鑲嵌與布建的

清楚印記。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經濟表徵是「金錢」，「Jordan 23」、

「KOBE Ⅶ」是籃球運動資本主義文化的物質呈現，籃球運動迷

透過廣告通知，以高價金額購買與收藏 NIKE 現今最新的流行款

式，此為資本主義透過籃球廣告說服消費者進行購買行為的具體

表徵。 

兩部廣告影片的訴求與說服立場，是建構在「籃球迷」、「籃

球運動參與者」、「廣告閱聽人」想要成為「收藏家」與「購買者」

的消費基礎上，而「籃球資本主義」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籃球用品

與物質。但這是運動資本家與廣告業主所刻意塑造的迷霧，運動

資本家覬覦的是社會大眾口袋裡的金錢與財富，透過廣告塑造流

行與時尚就是最高指導原則。職業運動商業集團與運動商品資本

家的結合，使得運動商品成為資本家運作的獲利機器，亦為運動

資本家打造一個更有利的獲利環境，以利他們向運動消費大眾攫

取財富。運動資本家為籃球運動觀賞者與消費者準備一個運動商

品——「籃球專用鞋」，而籃球運動資本家是幫助他們擁有更好的

運動物質享受與運動生活。 

資本主義的本體具有強烈剝削性質。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劃

分，肇因於經濟結構的不平等。財富是一種階級，權力是一種階

級，文化素養更是一種階級，因為財富、權力與文化都是階級的

產物。60原則上，所有以資本家身分所做的一切都指向「資本擴

張」。NBA 商業集團、NIKE 運動公司以及廣告製播集團（上層階

級）都是為了擴張與累積資本，而向籃球迷、籃球運動消費者、

廣告閱聽人（下層階級）進行資本蒐集與積累；值得注意的是，

                                                 
60 曾肅良，〈都是資本主義惹的禍？〉，《美育雙月刊》，136（臺北，2003.10）：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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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的籃球員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中，仍難擺脫生產工具

之使用，其生產的價值在於為資方累積資本之所用，只有透過努

力和機會的配合成為一個籃球巨星或英雄偶像，才能擺脫這樣的

階級宿命。61但基層／第一線的籃球運動消費者，只要受到運動廣

告的感動，持續付出其工作所得的金錢與薪水，購買與收藏最新

流行的籃球鞋款，其將注定難逃運動資本主義者所建構的消費張

網。 

（六）運動品味階級的文化再製 

籃球是運動文化的一種精緻呈現。從事籃球運動並非僅是一

項簡單的身體活動與技術操作，其更具備深厚的運動意義與文化

基礎。對於「深度」籃球迷而言，籃球是一項結構嚴謹、技術複

雜、互動熱絡的精緻場域。從籃球規則的制定、籃球知識的學習、

籃球技術的訓練、籃球技能的演練、籃球競賽的觀賞、籃球商品

的行銷、籃球社會的文化演變，一再揭示籃球運動不只是隨意的

活動，其代表的是一種「運動品味」、蘊含著一套「運動哲學」

或「運動論述」，展現的是一種運動風格與生活品味。當提到「品

味」一詞之時，便隱含一套「區別／秀異」（distinction）的意涵，

具有不同運動品味的參與者或觀賞者自然會有不同的運動生活方

式；若同時存在一個運動社會當中，便容易出現高低優劣的比較。
62 

當 Jordan 廣告中出現「Jordan23」、「BECOME LEGEND-

ARY」、「 」以及 Kobe 廣告中呈現的「 」、「KOBE Ⅶ 

SYSTEM」、「ATTACK FAST」、「ATTACK STRONG」、「 」

等廣告符號，全球籃球迷或廣告閱聽人便可透過影像符號與感性

訴求，分享 NBA、NIKE 與籃球廣告共同創設的籃球文化與運動

                                                 
61 張瑞志，〈從非物質勞動理論探究美國 NBA 產業〉（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125-126。 
62  孫偉倫，〈漫遊者的美學：論咖啡電視廣告中的生活風格與認同〉，

http://www.csat.org.tw/journal/Content.asp?Period=102&JC_ID=144, 2016年 9月

25日檢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099822/?index=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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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在 NIKE 籃球運動廣告中，圖騰與文字成為一種象徵符號，

這種象徵符號背後隱含的抽象意義取代所欲販售的商品本身，籃

球運動消費者想要的是一種「體驗」與「氣氛」的品味消費，並

建築自我的運動認同。 

籃球運動生活風格與品味，是籃球運動社會階級用來取得與

增加自我地位正當性的象徵符號，同時也是代表與其他階級的生

活風格與價值進行鬥爭的武器與籌碼。這樣衝突的目的，在於強

迫籃球迷或籃球運動消費者，接受上層階級施為者（NBA／NIKE

／廣告商）的籃球世界觀與廣告意義；同時，利用消費者無法抵

抗的結構關係，加強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籃球權力結構與消費

秩序之維持。63 當 NBA 與 NIKE 的商品標誌成為全球籃球迷共享

與崇尚的籃球符號時，籃球迷、籃球運動觀賞者與消費者亦生活

在一種全新的 NIKE 與 NBA 式的商品符碼世界，共同創造並維護

一種符號式的籃球觀賞生活與實踐態度。 

肆、結論 

符號學最大貢獻在於告訴閱聽人「越是明顯、簡單與平常的社

會想法與觀念，越是文化意義之所在」。巴特認為日常生活與每天

社會發生的相關資訊與流行神話，它們並非只是原始或普通的資訊

或神話，其皆經過訊息發送者特意的加工、包裝、潤飾等處理後，

再經由大眾媒體刻意炒作與意義渲染下，所衍生的社會產物或文化

思想。而「解神話」的思維與過程能夠提醒與幫助閱聽人，還原社

會一切已被強加意義的事物本體，並以二元結構－－「能指（形式）

／所指（概念）」分析的向度，解析並評論這個意義已然氾濫的世

界，並還給閱聽人／訊息符號接受者一個嶄新的思考方向。所以，

阿圖塞和葛蘭西的概念與思維都提醒著我們，意識型態是如何以

「常識／習慣／習以為常／約定俗成」的面目運作，而這些「自然

                                                 
63 P. Bonnewitz著，《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孫智綺譯）（臺北：麥田，2002），20-25。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Premieres%20lecons%20sur%20La%20sociologie%20de%20Pierre%20Bourdieu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Premieres%20lecons%20sur%20La%20sociologie%20de%20Pierre%20Bour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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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地常識」卻往往蘊含著階級意識與霸權思維。 

廣告作為行銷商品的重要工具，NBA、NIKE、Jordan 與 Kobe

共同運用運動廣告神話，透過「運動」、「商品」、「符號」、「意義」、

「價值」等符號系統的重組與再製，並在電視與網路系統不斷的「露

臉」與「洗腦」下，自然形塑出一種運動參與者所共享的價值與迷

思。再者，資本主義最主要的運作過程是製造商品、行銷商品、販

售商品，進而獲取利潤與利益，因此在 NBA、NIKE 等資本主義集

團張網下所製造的所有商品，自然是各種神話符號與意識型態運作

的中心主軸。在 NIKE「Jordan 篇」和「Kobe 篇」的電視廣告中，

廣告設計者將「Jordan23」、「KOBE Ⅶ SYSTEM」，以巧妙隱藏的

文化包裝，搭配感人音樂與動人文本的故事敘述，促使全球籃球迷

與籃球運動消費者認同 NIKE 廣告以及和 Jordan 與 Kobe 共同創製

的各項籃球商品，促動全球消費者進行籃球運動消費，而此才是

NIKE 運動廣告的終極目標。 

綜述而言，巴特認為廣告是經過重組與再製的一種神祕化言

說，亦即廣告設計者將廣告符號或符碼包裝成一種神祕化的自然產

物，但這種由神祕化而來的廣告神話充滿了一層層被包裹住的謊

言，其目的只是為了維持一個資本社會的正常運作。而神話學便是

巴特用來揭穿這些神秘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工具，藉此找出在大眾

行為與文化規律下，消費者或觀賞者看不見的社會影響與操作意

涵。本研究引用巴特神話學的觀點，針對 NIKE 的廣告文本分析得

知，其意指作用呈現出六個意識型態的隱喻表述：一、美國夢／美

國運動信條與勝利主義的建構；二、美國運動明星／英雄符碼的塑

造；三、NBA／NIKE 品牌意識與價值的構築；四、美式籃球霸權

文化全球擴展的認同；五、資本主義的拓張；六、運動品味階級的

文化再製等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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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nalysis of NIKE Sports Advertisement:  
Examined from the Mythologies Perspectives  

by Roland Barthes  

Chun-Hsuan Chen /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Yi-Che Tao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 games and 
events on global TV / network relay system,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s, 
global product marketing strategy and successful star maker activity, 
the NBA seemingly has become a huge basketball business empire. Af-
ter NIKE has promoted a series of products related to “Air Jordan” and 
caused a sensation in 1985, it not only lays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global 
sports industry, its constructed American-style basketball consumption 
pattern,are also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op-level fashion images 
pursued and collected by global basketball fans. Michael Jordan and 
Kobe Brian are the two most representative, legendary and influential 
top players during the course of NB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wo 
sports advertisements where NIKE cooperates with the two players -- 
“It's Not About the Shoes” not only shape their clear image of hero su-
perstar successfully, they also increase the marketing energy, brand 
recognition and upsurge in discussion of basketball product in itself. 
Moreover, capitalists, advertisement directors or designers mix the 
sports products to be sold, sports idea, social value and cultural signifi-
cance to be expressed in advertisemen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various 
symbols and codes in advertisement. In other words, sports capitalists 
and advertisement designers naturally combine “product / value / capi-
tal / benefits / advertisement” into a kind of symbolic code, awareness 
product and cultural vehicle by sports advertisement.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adopt the viewpoint and theory on symbolic analysis 
in Mythologies written by Roland Barthes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NI-
KE sports advertisements spoken respectively by Jordan and Kobe. The 
results (signification function) are shown in 6 dimensions: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ream / Dominant American Sports Creed / triumphalism, 
shaping of sports star and hero/idol code, brand awareness and estab-
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value, expansion of basketball hegemony 
globalization, manifestation of capitalism,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sports class.  

Keywords: sports advertisement,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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