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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取向的語音隱喻聆聽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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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語音隱喻」的現象普遍存在於日常口語與書面語當中，是藉由同音或相近

音所觸發的隱喻，但其本體與喻體之間的關聯，無法以傳統的「概念隱喻理論」

加以解釋。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概念融合理論」解釋「語音隱喻」的語言認知架

構，並嘗試結合聆聽教學的哲學、心理學、語言學與傳播學的理論基礎，試圖建

構「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理論，並提出實施「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具體實施

的六項策略：一、強調個人體驗與主觀經驗。二、關注口語處理訊息「整體-部

分」的能動性。三、體認基模理論是認知的基礎。四、強化學生「詞生」的聆聽

素養。五、擴展學生運作「解釋義」的經驗範圍。六、培養學生解讀語詞的創造

力。希望在擴展學生主觀經驗的基礎上，除了使學生熟悉各項「語音隱喻」之外，

並增進學生解讀隱喻的聆聽能力，進而體會「語音隱喻」的趣味性，甚至能創造

出新的「語音隱喻」。 

關鍵詞：修辭隱喻、語音隱喻、聆聽教學、概念融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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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tic Metaphor in Listening Instruction 

by Cognitive Approach 

Chen, Ming-Hong 

Teacher, Renhe Elementary School, Chiayi County 

Abstract 

Phonetic metaphors, which are triggered by homonym or similar sounds, exist in 

common speaking and written language.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phonetic 

metaphor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bject and targe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raditional theor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Thus this paper tried to explain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phonetic metaphors by conceptual fusion theory, and construct 

listening instruction theory by integrating philosophy, psychology, lingu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in listening instruction realm.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propose five phonetic metaphors strategies on listening 

instruction: Emphasis on personal and objective experience, attention to initiative to 

speaking message procession from whole to part, understanding that schema is the 

basic of cognition, strengthening students’ listening literacy especially on morpheme, 

developing students’ meaning-processing experiences, training students’ language 

ingenuity. Afterwards students can be familiar with phonetic metaphors, enhancing 

listening abilities on metaphor, experiencing the interest on phonetic metaphors, even 

create their own phonetic metaphors. 

Keywords: rhetoric metaphor, phonetic metaphor, listening instruction,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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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每到歲末年終，在嘉義的各個交流道口，總會立起大大的「回嘉真好」牌子，

讓返鄉的遊子們，一下到嘉義，就能感受到滿滿的家鄉人情味。直到有一天，我

載著八歲的兒子經過交流道時，兒子認真地告訴我說：『「家」寫錯了』。我只得

好好解釋一下：因為「家」與「嘉」同音，所以用「回嘉真好」來替代「回家真

好」，同時有「回嘉義」和「回到家」二重意義，既特別又讓人耳目一新。 

這樣創新的用語在目前的語言使用上非常常見，特別是在廣告文案、宣傳標

語、商店、電影名稱的使用上，甚至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例如：「花 Young

台中」(2016 台中市跨年標語)「大城首馥」(台中七期建案)、「厲嬰房」(恐怖電

影)…等，彷彿不絞盡腦汁想出一個這樣的「語音隱喻」的新詞彙，便無法達到

廣告的訴求。可見無論「語音隱喻」的構成因素與內涵是否為大眾所知，但在現

實生活中，「語音隱喻」的運用與解讀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文學創作與語言分析的領域，我們將隱喻歸類為一種「修辭方法」，但是

隱喻的產生，基本上是創作者與閱讀(聽)著透過「聯想」的思維運作而展開對話。

所以隱喻是一種修辭法，也是一種思維模式。「隱喻」(Metaphor)是認知語言學中

相當重要的概念，認知語言學強調心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思維的隱喻

性，迥異於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近代的認知語言學家 Lakoff 和 Johnson 在

1980 年的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揭櫫了認知語

言學對於「隱喻」的重視：「隱喻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不僅在語言中，而且

在我們的思維和行動中都是這樣。」 

其中「語音隱喻」(phonetic metaphor)透過相同或近似讀音的隱喻，以歇後

語、仿擬成語及民俗語音隱喻等，普遍存在我們的口語與書面語當中，生動且饒

富趣味的「語音隱喻」經常使聆聽者會心一笑，營造融洽的對話氛圍，拉近說話

者與聆聽者之間的距離，但是這個前提是建立在聆聽者能夠透過認知歷程，清楚

地明暸「語音隱喻」背後的指涉意涵，才不致造成冷場的尷尬場面。因此在課堂

上最常進行的語文聆聽教學，無論是師生之間的教學對談，或是特意安排的聆聽

教材，都隱藏著各種隱喻的思維，突顯了應當透過聆聽教學發展學生「語音隱喻」

思維的重要性。 

目前語文教學現場所關注的「隱喻」，大多是屬於修辭上的指導，藉由分析

文章、詩歌的隱喻修辭技巧，希望讓學生也能將隱喻運用於日常說話與寫作。但

是就如同 Vygotsky(1934)所言：「概念是一種複雜而又真實的思維活動，無法透

過訓練來教授，只有在兒童心理發展本身達到所要求的水準時，方能獲得。」而

概念蘊含在語言之中，更何況是「隱喻」這種較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因此必須透

過認知語言學的思維模式來指導學生，營造更多類似的思維概念，將隱喻的藝文

表現轉移至隱喻的語言溝通，才能擴展學生的隱喻思維。 

語音是語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語言離不開聲音的表達與解讀，在說與聽二

者之間的互動當中，時刻牽扯到隱喻的認知意涵，除了語法與語意之外，語音的

部分自然也受到認知過程的影響，而運用於「語音隱喻」當中，因此本研究以「概

念融合理論」(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試圖解釋「語音隱喻」的認知結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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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結合聆聽教學的哲學、心理學、語言學與傳播學的理論基礎，提出實施「語

音隱喻」的聆聽教學時應該把握的發展面向。 

目前國內聆聽教學的研究，有馬行誼(2011)所著《聆聽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為國內的聆聽教學奠定厚實的基礎，另有關於聆聽教學的博碩士研究約 17 篇，

內容包含實證研究或測驗編製，豐富了國語文聆聽教學的研究內涵；以認知語言

學的隱喻結合教育所做的碩博士研究也有近十篇，大部分以第二語言之間的跨文

化學習為主，但是並沒有直接以「語音隱喻」作為研究的嘗試，大陸學者較多關

於「語音隱喻」的研究，例如沈志和(2010)〈仿擬成語中的語音隱喻—一項基於

封閉語料的研究〉、陳家晃與段成(2010)〈語音隱喻及其語用解讀〉、尹化玲(2011)

〈試析漢文化民俗中的語音隱喻現象〉以及劉曉鈴、鄭紅苹(2011)〈關聯理論視

角下的語音隱喻〉等，但是專門論述「語音隱喻」與聆聽教學所做的研究，目前

尚未發展至此一領域，因此以本篇研究做為嘗試，希冀以「語音隱喻」概念結合

聆聽教學，尋覓聆聽教學的可能發展途徑。 

貳、從修辭隱喻到語音隱喻的內涵轉移 

隱喻原指傳統修辭學中譬喻法的一種修辭法。譬喻修辭法在每個文明語言發

展與人類個體的語言發展當中均早期且大量的出現，在譬喻修辭法之中，中外的

哲學家與文學家更重視並討論「隱喻修辭法」的定義與類型，但皆將「隱喻」定

位為一種修辭方式。西方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提出以修辭學的角度來

認識隱喻，將「隱喻」定義為：「對借來之詞的使用」。並且認為能使用「隱喻」

是天才的作為，認為「隱喻」在語言中無所不在。 

修辭是語言運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更是語言學習的歷程中需要被培養的能

力。關於修辭的定義，可以從《說文解字》先做初步的解讀：「修，飾也。从彡，

攸聲。」「辭，說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也。」而許慎認為「辜」解做「辠」，

也就是後來的「罪」，所以「理辜」是「理罪」之意，指「處理訴訟的說詞」。訴

訟時無論是告訴方或是被告方都必須非常有條理的敘事論理，以便向審判者爭取

認同，可見「辭」應是「具備嚴謹結構的語言」，所以以許慎的觀點解釋，「修辭」

就是「將結構嚴謹的語言加以修飾的方法」。 

我們可以發現在修辭的技巧上會不斷的精進與推陳出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為了增加文學作品中語言效果的需求。不論是詩歌、散文或是小說，藉由修辭的

力量才能準確的表達作者的觀念與情感，任何文字辭藻的排列推砌，都是作者精

心安排的結果。 

修辭與語音具有高度的關連性，董季棠(1992)從聲、韻、調的三種功能，論

證了修辭與聲韻是密不可分的關係。語音是聲與韻的結合，在修辭上經常巧妙運

用語音的相似性與關聯性，可以打造文章詩歌的巧妙結構。蔡宗陽(2001)認為其

中相關的修辭方法就有音節、聯綿、摹寫、雙關、析字、飛白與倒裝等七種。在

音節方面，關係詞與語氣詞的運用，可以調整文章中音節變化。聯綿詞的運用主

要在於衍聲複詞，但是董季棠亦提出雙聲、疊韻的聯綿與修辭相關。在文學作品

中關於聲音的摹寫，自然與語音的修辭脫離不了關係。倒裝是指刻意顛倒正常順

序的語句，通常是為了押韻，或是為了文章語音的對仗。雙關是指在語文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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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的音與義同時蘊含二種意義的修辭技巧，包含了字音相關、詞意相關、句義

相關三種，此種修辭方法與本文所論及語音隱喻最為相關。析字是指將字形、字

音、字義加以分析，將與之相聯相合的字借來代替的修辭技巧。飛白是指在文學

作品中明知其錯卻將錯就錯如實援用的修辭方法。綜上所述，在音節、聯綿、摹

寫與倒裝的修辭方法可歸類為為使文句更順暢的技巧，而雙關、析字、飛白則是

運用近似音字的借用，以加強行文的變幻巧思。 

「譬喻」正是修辭當中相當重要的概念，而「隱喻」是屬於譬喻修辭法下的

一個分支。metaphor 源自於拉丁語 metaphora，意思是「由此到彼」。而 Lakoff & 

Johnson(1980)這二位認知語言學家，對於「隱喻」深入分析，並未將隱喻視之為

傳統的修辭學的的一種方法，而擴張解釋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將「隱喻」的

定義為：「藉由一類事物去理解並體驗另一類事物。」將「隱喻」提升到超脫語

言的認知層面高度，認為「概念是隱喻性的」，此概念有別於傳統修辭學上的「隱

喻法」。 

但是 Fónagy(1999)跨越了概念隱喻的傳統範疇，針對語音提出「語音隱喻」

(phonetic metaphor)的概念，他在〈Why Iconicity〉認為情感表達與特定的發音方

式對應，例如「憤怒、藐視、憎恨、厭惡」等緊繃的情感時，導致說話者發音器

官緊張，反之則會使咽喉肌肉放鬆，聲響程度低，過度趨慢；說話者的情緒會影

響發音器官的運作，在高興和悲傷時的發音器官會顯示出不同的運作方式，這樣

的現象也同時反映在語言速度、鬆緊與速度；此外，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也會

限制了語音的表達，綜上所述，說話者的意圖與情緒會先於語義不自覺地先反映

在語音的表達，形成一種「語音的隱喻」。 

有此可知 Fónagy 所說的「語音隱喻」，指的是關於「語音」與其所指「對象」

或所表「意義」之間的相似關聯性。雖然 Fónagy 並未對於「語音隱喻」形成完

整的概念，卻為後來的學者開啟一扇研究「語音相似性」的隱喻之門。這與「概

念隱喻」存在頗大的差異。就此看來 Fónagy 的「語音隱喻」似乎尚不能被歸類

為認知的隱喻，因為難以在語音隱喻裡找到「喻體」與「本體」，反而置於「隱

喻」定義中的模糊概念範圍之外。 

Vuletić(2003)進而提出「語音隱喻是指不同的意義通過能指的相似性，或相

近性所進行的聯想。」其中的「能指」就是指「語音」，相同或是相似的語音成

分，刺激了詞與詞之間的「內在動機」(inner motivatiom)，使人能夠進行跳躍式

的聯想，達到「語音隱喻」的效果。「內在動機」合理的解釋了「語音隱喻」的

認知途徑，將「語音隱喻」納入了「概念隱喻」的範疇。據此陳家晃與段成(2010)

結合了 Vuletić 與 Lakoff 的觀點，將「語音隱喻」定義為「不同的所指藉助其能

指的相似或相同的語音成分所進行的相互聯想，是一種從語音層面進行概念系統

的跨域映射。」雖然較能符合「語音隱喻」的認知結構，但是對於如何從語音層

面進行跨域映射，未能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另一個由 Fauconnier & Turner(2002)所提出的「概念融合理論」(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更能深入分析「語音隱喻」形成的認知歷程。「概念融合理論」

是為了解決 Lakoff & Johnson(1980)的「概念隱喻理論」中過於單一方向映射的

限制，它架構出一個「心理空間」(mental space)：「人類在思考或交談時，為了



語教新視野第六期                                                            2017.03 

 

陳明宏     6 

 

達到局部理解和行動目的所構成的概念包(conceptual package)。」其運作的途徑

詳見圖表一。 

 
                                  類屬空間 

                                Generic Space 

                             

 

 

 

        輸入空間 1                                         輸入空間 2   

      Input Space 1                                         Input Space 2   

 

 

                      融合空間 

                   Blending Space 

圖一 概念融合理論之運作圖(Fauconnier & Turner,2002) 

以回「嘉」真好為例，一般正確的用法是「回家真好」，原本是指長年在外

的異鄉遊子，在返回家鄉的那一刻，腦海裡湧現對於故鄉的回憶，萌發的鄉土情

懷不禁讓人感覺—「回家真好」，把「家」替換成「嘉」，更可以突顯出「嘉義」

的特殊性，引申出「嘉義是我生命無可取代的故鄉」更深一層的聯結。其內部隱

喻認知運作的步驟分別分析如下(Fauconnier & Turner,2002；張榮興、黃惠華

2005,2006；張榮興 2008)： 

一、跨空間映射(cross-space mapping)：二個輸入空間有相同的「概念」以類推的

方式互相映射，並以類屬空間與輸入空間相對照，據此提取兩個輸入空間的

彼此的共同特徵。例如輸入空間一為「回家真好」所包含的相關概念，包含

中國人對於故鄉的特殊情懷、故鄉的親人朋友、故鄉的種種回憶…等。輸入

空間二為「嘉」所包含的相關概念，包含嘉義的地域特殊性、嘉義的人文歷

史、嘉義的風土民情…等，而二個輸入空間的橋樑--「嘉」音同「家」，即為

類屬空間的核心概念。 

二、選擇性投射(selective projection)：二個輸入空間的概念互相衝突後，依據個

人的背景知識、認知及文化的幫助，將合理的概念選擇性地投射到融合空

間。例如輸入空間一「我的故鄉」與輸入空間二中的「嘉義」，原本不同義

而無法替換的字，透過同音的關係而能連繫起來，成功地投射到融合空間。 

三、自然浮現的結構(emergent structure)：在融合空間當中自然浮現出不屬於二

個輸入空間的新結構，透過精緻化(elaboration)的模式，依據融合空間中結

構的邏輯，對新結構進行獨立的認知操作，生成最終的整合概念。據此讀者

(聆聽者)得以重新解讀這一新詞彙「回嘉真好」意涵，從中得到深刻的印象，

也達到了行銷嘉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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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回嘉真好」概念融合理論之運作圖(Fauconnier & Turner,2002)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類屬空間的概念可以解釋同音字的隱喻關係，藉

由同音字的聯想，使讀者(聆聽者)能從「回家真好」的原始意涵跨越到「回嘉真

好」的新概念，並於腦海中浮現出關於此新詞彙所衍生的概念，例如心繫嘉義、

回饋故鄉等，這都是藉由「語音隱喻」得以突出原有事物的本質與特徵，以此得

到廣大的回響，因此現在的廣告或是活動主題，大量充斥這這一類的「語音隱喻」。 

只要仔細觀察生活周遭，便可以發現語音隱喻的例子不勝枚舉。王寅(2007)

提出七種語音隱喻，整理如下表： 

類型 舉例 釋解 
一、音同義異隱喻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缺一(衣)缺十(食) 
二、歇後語和詩文對聯 外甥打燈籠—照舅 舅音同舊，表「照舊」之

意 
三、音同形同義異的語音

雙關 
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

書。 
「清」可能意指「清朝」 

四、音同形異 一「明」驚人(眼鏡店廣
告) 

將「鳴」置換為「明」 

五、押韻表達 清明前吃隻螺，勝似吃隻

鵝 
螺與鵝同ㄜ韻 

六、黑話、暗話 尖嘴子放氣 雞尖嘴，雞音近「急」，

喻急叫 
七、民俗文化中的語音隱

喻 
年糕 年年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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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同義異隱喻」是屬於類似字謎的語句結構，讓讀者透過字面與語音的雙

重隱喻，加深了隱語的難度與趣味。「歇後語」則是透過設計的句子將原本不相

關的字結合在一起，例如「照舅」是不存在的詞，但是達成語音與「照舊」相同，

而形成的語音隱喻。「音同形同義異的語音雙關」實則已經脫離了語音隱喻，可

以說是一種字義上影射。「音同形異」的語音隱喻則普遍存在於現代社會當中，

例如前文所詳述的「回嘉真好」。「押韻表達」則是透過相同的韻腳，創造出文句

的巧思。「黑話」則是因為屬於一種私底下聯繫的暗號，所以隱喻的方式更複雜、

更隱誨，往往必須先透過字義的翻轉，再經過語音的隱喻。至於「民俗文化中的

語音隱喻」可說是傳統上的語音隱喻，與「音同形異」的差別僅止於是否約定俗

成的俗諺。 

以語音層面來觀察所有語言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同音異義字，因此產生以諧音

雙關為主要形式的語音隐喻。但陳寧國(1999)指出漢語共有 406 個音節，加上四

聲變化僅衍生出一千多個不同的字音；而教育部於 1979 年所出版的「常用國字

標準字體表」共計常用國字 4808 字，另於 1982 年出版的「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

表」共計次常用國字 6341 字，二者合計 11149 字。在不包含較冷僻的漢字的情

況下，漢語音節與常、次常用漢字約 1 比 10 的比例，以有限的音節要表達出僅

十倍的字，必然產生大量的同音字詞與語音相仿字詞，而這也正給了漢語的語音

隱喻特別蓬勃發展的溫床。 

認知語言學分析字詞的「隱喻」，目前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但是關於「語

音隱喻」方面目前尚未深入探討，實則「語音隱喻」在漢語的同音異義字過多的

特殊性之下，應深具研究的意義。以趙元任的〈施氏食獅史〉為例，全文 92 字

全以﹝shi﹞音構成，僅加上四聲的變化，形成一篇有意義的文章，但就聆聽的

角度來看，卻無法達到口語溝通的目的，原意是為了突顯漢語拼音化的困難度。

但是對於聆聽教學來說，大量的同音字卻也造成頻繁的「語音隱喻」現象，正是

值得重視並加以研究的課題。 

「語音隱喻」普遍存在於日常語言之中，成為我們展現語言風貌的一部分，

能聽懂話語中的弦外之音，除了必須了解自身所處的文化與社會現況之外，對於

語言的掌握更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唯有善於使用「語音隱喻」，才能體會透過

語言聯想的深度。採用關注於「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方式，能藉由相近語音的

聯想及知識映射進行系統的闡述，用以對比的本體與喻體兩者間之聯結關係，有

助於彌補因背景知識落差而造成的認知差異。從「語音隱喻」的角度探討語言學

習的教學方式可認為是具備潛力的教學方法，但目前僅侷限於跨語言學習的研

究，例如張磊(2009)〈英語習語中的語音隱喻〉等，尚未見到特別關注於聆聽教

學的「語音隱喻」方面的研究，這也是本篇研究的努力方向。 

參、基於認知語言學的語音隱喻聆聽教學 

我國在 1999 年頒布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已將聆聽教學列入注音符

號、聆聽、說話、閱讀、識字與寫字、寫作六大能力教學範疇，可見對於聆聽教

學的重視。而我們日常生活使用語言時，經常在無意識的狀態之下運用隱喻，如

果能在聆聽教學當中設計使學生理解「語音隱喻」的課程內容，將使學生活化創

新思維，更能理解語音隱喻當中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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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詮釋學為哲學基礎的聆聽教學，強調生活經驗的重要性，高達美重視個人

的體驗，反對過於強調客觀經驗，認為：「從目的論去定義經驗，顯然是片面限

定了經驗，不讓經驗如實的呈現自己。」對照於以體驗哲學為基礎的認知語言學

所發展出來「語音隱喻」，王寅(2007)認為：「認知語言學是一門堅持『體驗哲學

觀』，以身體經驗和認知為出發點，以概念結構和語意研究為中心，通過認知方

式和知識結構，探求語言事實背後的認知方式，對語言做出統一解釋的、新興的、

跨領域的學科。」 體驗主義強調了在形成語言的認知過程中，受到客觀現實、

生理基礎、心智作用、社會文化等影響，這與高達美批評科學事實的目的論所得

到事物普遍性經驗概念，同樣重視主觀的經驗主義。 

此外，高達美認為：「在對話中聆聽或說出語言時，對話者不是要理解對方

心靈或說出自己的心靈，而是聽到或說出事物—當時討論的課題—的意義。」 在

不斷透過聆聽與對話來理解課題的過程中，雖然我們說話與聆聽的同時，早已經

加入了自己的觀點與經驗，但唯有開放自己的前見，不斷透過對話修正彼此對於

共同概念的看法，才可能理解課題，達成共識有效溝通。因此重視個人主觀經驗

的觀點做為發展聆聽課程的主要依據，無論是從高達美反對從目的論去定義經

驗，而強調開放性的個人經驗的哲學思維；或是對照於「體驗哲學」所強調的概

念、推理、意義是完全依賴身體經驗的看法，都可發現唯有透過強調自身的體驗，

才能夠獲得人文意義上的真理。以「體驗哲學」為核心精神的「語音隱喻」的聆

聽教學，強調認知科學的理解分析方法，做為發展教學活動的基礎，達成使學生

在聆聽教學中習得「語音隱喻」的教學目標。 

從「說者語言意圖」的觀點探討「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聆聽者進行「口

語知覺」時，會透過對聲音的接收，會將語言中的音素、單字、詞彙、語法等相

互對照，以澄清所接受的訊息可能傳達的意涵，而「口語知覺」的歷程，

Ferrand(2006)提出「線性特徵處理原則」與「音素切分原則」二種方式，前者認

為理解語音的過程是「部分 整體」，後者則認為理解語音的過程是「整體 部

分」，這二種處理過程並非相互對立，而是可以兼容並存，因此在進行「語音隱

喻」聆聽教學時，可以指導學生同時掌握對「語音隱喻」進行辨識、確認、分析、

理解的認知處理方式。 

基模理論(schema theory)是指使用「人類如何儲存和某一個領域的知識；什

麼樣的知識會被儲存、簡化、詮釋，已進入現有的知識系統，或者統整入現有的

知識網絡之中。(Edward & McDonald,1993)」因此馬行誼(2011)認為在聆聽的過

程中，「基模」產生作用於主導選取聆聽的內容，並且簡化聆聽的訊息處理再加

以解釋，更能建構出新的與更多的相關基模。由此可知基模理論對於聆聽教學深

具重大的意義，在進行聆聽教學時必然需要關注於學生在建構「基模」的重要性。 

認知語言學中同樣把「基模」視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並提出「意象基模」

(Image Schemas)的概念。Langacker(1987)認為：「『意象』是指在缺乏具體實物的

刺激下，自然能在心中浮現印象的能力。」因此 Johnson(1987)將意象基模定義

為：「在我們感知互動與活動的歷程中，反覆出現、動態的模組，可以為我們的

經驗提供連貫性和結構性。」 人們為了探索事物、認識世界、建構意義及學習

知識，必須透過「意象基模」反覆進行比較、分析、調適、內化並修正，對於「語

音隱喻」的聆聽教學，必須考慮學生的舊有基模，給予相關的聆聽經驗，才能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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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建構新的意象基模，讓學生理解語音隱喻的運作與應用。 

從漢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實施聆聽教學內涵，必然不可缺乏對於語言學知

識的學習，因此對於字詞辨識的理論，身為教學者不能沒有基本的認識。探討詞

彙的聆聽辨識歷程，可以以 Mortom(1969)的「詞生理論」解釋：每一個人對於

某一詞彙都有相應的處理單元--「詞生單位」，儲存與該詞彙相關的語音、語義、

語用及語法等資訊。就「語音隱喻」的理解歷程加以分析，個體接受到某一語音

刺激之後，會自動辨識語音是屬於某「詞生單位」，並激發相關的資訊，被激發

的資訊包含字面上字音與字義，並隨之衍生出詞彙的構詞關係、本義、引申義、

同義詞、反義詞、褒義詞及貶義詞等，可以將之視為概念融合理論的「輸入單元

一」，並同時產生「輸入單元二」內含相同或相近的字音與字義，再依據個人的

背景知識、認知及文化的幫助，將合理的概念選擇性地投射到融合空間，得到理

解「語音隱喻」所要表達的意涵。 

以諧音歇後語為例子：「禿子打傘—無法(髮)無天」，其中「髮」與「法」皆

念﹝fa﹞，此句屬於音同形異的歇後語諧音現象，聆聽者的輸入空間一是「禿子、

沒有頭『髮』」的概念，同時出現輸入空間二「『法』律、守『法』」的概念，透

過類屬空間的運作，將「髮」與「法」聯繫起來，將「禿子打傘—無法(髮)無天」

的概念投射在融合空間當中，使聆聽者能夠將「禿子打傘」與「無法無天」繫連

起來。若把概念融合理論視為「詞生單位」的一種內部運作機制，可解釋把「髮」

字的「語音隱喻」運用於「禿子打傘—無法(髮)無天」這句歇後語當中的認知運

作，聽到「禿子打傘」就可激發下句為「無法無天」。 

聆聽活動本身就是接收訊息的歷程，目的是能夠完整接受訊息當中的正確意

義，這也是學校實施聆聽教學的教育目標。信息是由「符號」所組成，符號的範

圍遠比語言的範圍廣闊，尚包含非語言的符號，例如聲音、圖形、表情、體態等。

Fiske(1995)分析 Peirce 的「意義的元素」圖(如圖三)，分析「意義」的三個基本

要素：「符號」、「符號的指涉」和「符號的使用者」透過符號對指涉對象的意義

解釋。馬行誼(2011)認為此三者缺一則意義無法成立，而且符號指涉本身以外的

「客體」，二者互相聯繫產生意才能被符號使用者理解，解釋義會隨著者用者的

經驗而有所差異。 

                            符號 

 

 

 

                 解釋義               客體 

圖三 意義的元素(Fiske,1995) 

以「意義的元素」理論來探討「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隱喻的本體便是符

號，而它的喻體則是客體的一部分，也就是符號的指涉之一，透過聆聽者詮釋符

號與客體，使之建構了獨特的解釋義。語音隱喻、隱喻指涉與隱喻解釋義三者之

間的聯繫，使得這個語音隱喻能被聆聽者所正確解讀。例如劉禹錫的〈竹枝詞〉：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陳家晃與段成(2010)認為劉禹錫利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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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的相同讀音，進行意義間的聯想和映射，用表天氣變化的「晴」映射表

愛情的「情」。若是未研究劉禹錫的平生，或是研究過這首詩，對於不熟悉古典

詩詞的現代人來說，「道是無晴卻有晴」(符號)與聆聽者所能得出的解釋義之間

已經很薄弱，雖然「晴」(符號)與「情」(客體)不難聯想，但是恐怕客體難以建

立出「語音隱喻」的解釋義。另舉「狐狸跌倒—腳滑(狡猾)」為例，狐狸的天性

狡猾是眾所皆知的刻板印象，在此符號與解釋義已經高度聯結，再以「語音隱喻」

與「腳滑」同音的「狡猾」，符號--「腳滑」得以和客體--「狡猾」，進行「音同

義異」的聯結，使聽者必能得其意而會心一笑。 

王寅(2007)曾提出在語言教學中培養隱喻能力的方法，提出四點建議：1.多

讀詩歌，加強文學修養。2.注意收集隱喻表達，於細微之處見思想。3.利用隱喻

認知規律，不斷開拓創新思維。4.利用現有形象思維，促動隱喻機制形成。但若

對於形式較為複雜的「語音隱喻」而言，歸納以上各家論點，實施於聆聽教學時

可更細緻強調的主要策略如下： 

一、強調個人體驗與主觀經驗：聆聽是個人建構知識與價值觀最重要的管道，唯

有在實施聆聽教學時強調個人體驗，才能使學生對於語言的學習進行認知的

建構；在「語音隱喻」的學習歷程中關注學生從主觀經驗的詮釋出發，是真

正探索「語音隱喻」背後真理的唯一途徑。 

二、關注口語處理訊息「整體-部分」的能動性：兼容語音理解歷程中「整體-部

分」之間的並存可能，進行「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時，可以由基礎開始發

展，從字音、字形、字義、詞彙、句法、歷史背景、文學理論等順序進行；

也可由大範圍概說再細部分析，協助學生架構關於「語音隱喻」整體知識系

統。 

三、體認基模理論是認知的基礎：意象基模是建構語言的基礎，教師必須深耕學

生對於「語音隱喻」聆聽教學的基模建立，強調給予學生足以架構完整基模

的經驗，才能讓學生在聆聽相同或近似語音的詞彙時，觸發「語音隱喻」的

跨域映射，進行跳躍式的聯想，發覺隱喻的內涵。 

四、強化學生「詞生」的聆聽素養：學生的「詞生單位」並非天生，儲存與該詞

彙相關的語音、語義、語用及語法等資訊，需要藉由日常生活的聆聽經驗與

學校提供聆聽課程，才能活化學生的「詞生單位」，以提取以足夠的語言知

識為線索，自然浮現「語音隱喻」的指涉。 

五、擴展學生運作「解釋義」的經驗範圍：指導學生大量閱讀，提供相關多媒體

資源，以深化學生「客體」的知識量；鼓勵學生相互討論並培養批判思考的

能力，才能讓學生建構出具有高度想像力與創造力的「解釋義」思維，精準

地破譯「語音隱喻」。 

六、培養學生解讀語詞的創造力：解讀「語音隱喻」時，除了讀者本身的語文素

養、知識涵養與生活經驗之外，更需要敏銳的觀察與思考，跳脫思維侷限來

解讀設計「語音隱喻」者背後的動機與訴求，才能正確的推測隱喻所真正指

涉的內涵，而這就需要教師在課程上引導學生解讀的步驟，聆聽並猜測讀音

相近字詞出發，讓學生充分發揮創造力的發想，最後才能準確的判斷出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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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之意。 

對於「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基本上仍根植於透過聆聽教學引導學生以認

知思維分析「語音隱喻」中字詞讀音相似性的隱喻表達。在擴展學生主觀經驗的

基礎上，除了使學生能熟悉各項「語音隱喻」之外，增進學生解讀隱喻的聆聽能

力，進而體會「語音隱喻」的趣味性，甚至能創造出新的「語音隱喻」。 

肆、結語 

近年來「隱喻」的相關研究蓬勃發展，而認知語言學所包含的範圍非常廣

闊，涉及的學科相當多元，許多的研究理論還在逐步建構的階段，而「語音隱喻」

正是一個尚待開拓的新領域，企圖尋求「語音隱喻」背後的的認知方式，並對這

種語言的知識結構對作出解釋。因此本研究運用認知語言學的「概念融合理論」

以分析「語音隱喻」的認知運作，進而結合聆聽教學在哲學、心理學、語言學與

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基礎，提出實施「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時可以據以實踐的五

點建議，期待使學生覺知隱喻思維，熟悉在生活中的各種「語音隱喻」現象，以

提升學生的聆聽能力。 

本研究以認知語言學的角度試圖探討語音隱喻的聆聽教學，是一項新穎的

嘗試，並希望能繼續探索及發展聆聽教學中的「語音隱喻」領域，以認知語言學

的理論以結合聆聽教學策略，進而實際運用聆聽教學當中，方能實際驗證其教學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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