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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廣告文案中的形式反覆現象為研究對象。廣告是工業設計、商品行銷、

政治宣傳等領域關注的焦點，更是廣告主與一般大眾作簡易溝通的生命線。文案

的撰寫是其樞紐，涉及語言風格運用（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以及消費者語用

心理的揣摩。 

本文嘗試從所收集來的 96 條反覆形式的廣告標語中，首先按照不同的反覆成

分之內部結構方式加以區分，共分為六類：（1）主謂結構反覆（2）偏正結構反覆

（3）動補結構反覆（4）動賓結構反覆（5）謂語反覆（6）前後反覆出現的廣告

標語。接著統計它們出現之次數與百分率。 

結論是：主謂結構反覆出現最多，共有 41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42.7%。其次

是偏正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共有 23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24%。再其次是前

後反覆出現的有 16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16.7%。動賓結構反覆出現的有 7 個例句，

約占全部的 7.3%。謂語反覆出現的有 6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6.3%。動補結構反

覆出現的廣告標語只有 3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3.1%。 
 

關鍵詞：廣告標語、反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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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廣告的定義為「廣告是廣告主基於誠信的原則，經過有系統的規劃與設計製

作，將訊息於選定的時間，經由媒體對特定的訴求對象，所進行的告知遊說活動」
1
。由於現代人每日面對的傳播訊息量太大，為了提高廣告的效力，因此有必要為

廣告做精心的設計，以吸引人們的注意。想要吸引人們的注意，就必須做創意設

計，創意設計可分為文案撰寫與美術設計兩類。廣告文案在一則廣告中，往往也

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因為一個偉大的廣告創意，還是得靠富有視覺意象的文字來

表達。一幅畫可以抵得過千言萬語，而文字更可深植人心與記憶，因此若用標語

作為視覺的延伸，則其威力又會大大的增加，甚至不久就能成為時代的流行語。

所以文案是吸引讀者的重要關鍵。 

一般所謂「標語」是為了將多數人的行為引向一個目標，在宗教、政治、藝

術、軍事或商業等各方面使用的短文。商業領域的標語則多用於廣告訴求，它是

將企業體的目標、主張、政策，或商品的內容、特點、效能等以一兩句的完整短

文表現的句子。也就是極端表現商品性質，或企業印像的短句。如中國石油公司

的「加油留發票，福氣好運到」，可口可樂的「歡聚時刻，可口可樂」。在許多種

類的廣告中，所謂「印象廣告」就是以標語為文案主題而設計，在商業廣告設計

中標語是重要且用法最多的文案。 

由於標語在廣告中擔任極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製作上必須沉著思考，選擇易

讀好記且具有加強商品印象機能的標語。標語多採用完整短句或對句形式，是順

口而易於記憶的一種「文章的商標」，反覆使用於廣告中可成為廣告主的「言語的

標誌」，因此廣告標語除了要能達到音韻鏗鏘、琅琅上口、反覆訴求、容易記憶、

有韻味的表現外，句子還要經過刻意經營、扭曲、變形等加工後，才能盡收廣告

之效果
2
。 

                                                      
1 管倖生：《廣告設計》（台北：三民書局，民國 82 年），頁 3-4。 

2 見張慧美：〈從音韻風格看押韻之廣告標語〉，《玄奘學報》「人文專刊」第四期，2001 年 10 月，

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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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語言是廣告的生命，廣告標語更反映了特定的社會生活內容，而這樣的

詞語一般都有時代的色彩，是構成語言的時代風格的重要因素。廣告標語給人以

新鮮之感，製造轟動效應，才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力，激起其好奇心而購買其商

品，因此使得廣告標語必須扮演著在特殊的語境中的一種語言突破的自然演變。  

一般而言，反覆的視受形式較有秩序性，予人單純、規律的感受，在其他的

藝術類別中也常可見到。以音樂而言，在同一首曲子中，常可聽到反覆出現的旋

律；以舞蹈而言，也常見到反覆動作；以文學而言，詩歌中也常出現反覆的句子

或單子等，均是此一形式原理的應用。 

凡是規則的或不規則的反覆和排列，或屬於週期性、漸變性的現象，都算是

「律動」。它給人具有抑揚頓挫，和統一感的的運動現象。廣告標語使用反覆的形

式來表達時，主要是為了呈現韻律感，所以會考慮以反覆的節奏性來加以強調。

一般說來，閱讀廣告標語時，以略帶韻味，具快感為佳，而反覆形式的廣告標語，

通常較能表現輕快活潑的印象，所以正能符合這些原則。廣告標語要能達到音韻

鏗鏘、琅琅上口、反覆訴求、容易記憶、有韻味的表現，才能盡收廣告之效果。 

本文以廣告文案中的形式反覆現象為研究對象。廣告是工業設計、商品行銷、

政治宣傳等領域關注的焦點，更是廣告主與一般大眾作簡易溝通的生命線。文案

的撰寫是其樞紐，涉及語言風格運用（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以及消費者語用

心理的揣摩。本文嘗試從所收集來的 96 條反覆形式的廣告標語中，按不同的反覆

成分之內部結構方式加以區分，共分為六類：（1）主謂結構反覆（2）偏正結構反

覆（3）動補結構反覆（4）動賓結構反覆（5）謂語反覆（6）前後反覆出現的廣

告標語。接著統計它們出現之次數與百分率。 

二、反覆形式之廣告標語研究 

本文以各類報紙、雜誌、看板、車廂、戶外、DM、夾報、傳單、POP（店頭

廣告）、電視、廣播等廣告及有關之廣告書籍中之廣告標語為語料。嘗試從所收集

來的 96 條反覆形式的廣告標語中，按不同的反覆成分之內部結構方式加以區分，

共分為六類：（1）主謂結構反覆（2）偏正結構反覆（3）動補結構反覆（4）動賓

結構反覆（5）謂語反覆（6）前後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茲分述於下： 

－3－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十一期 4 

（一）主謂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 

主謂詞組由兩部分組成，前一部分是陳述的對象，叫主語，一般也可以稱之

為「話題」；後一部分是對前一部分所提出的對象加以陳述，或說明主語幹什麼，

或說明主語怎麼樣，或說明主語是誰、是什麼，這一部分叫做謂語。3句子若依「結

構」分類，有兩大類：零句和主謂句。凡是主語和謂語兩部分完整的，叫做「主

謂句」，缺其中一部分的，叫做「零句」，或「小句」。4茲將主謂結構（包括主謂

詞組與主謂句）反覆的廣告標語列出，並逐句加以分析。 

主謂詞組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 

1.工作傑出，服裝出色，化妝更為突出。 
工作是主語，傑出是謂語；服裝是主語，出色是謂語； 
化妝是主語，突出是謂語。 

2.爸爸一台、媽媽一台、這是計算機的時代。 
爸爸是主語，一台是謂語；媽媽是主語，一台是謂語。 

3.全國分店最多，房屋最多。（信義房屋） 
全國分店是主語，最多是謂語；房屋是主語，最多是謂語。 

4.一天牛奶，一天豆奶。（義美） 
一天是主語，牛奶是謂語；一天是主語，豆奶是謂語。 

5.冷氣好，人氣好。（聲寶殺菌光冷氣） 
冷氣是主語，好是謂語；人氣是主語，好是謂語。 

6.除濕無限，空間無限。 
除濕是主語，無限是謂語；空間是主語，無限是謂語。 

7.釣友不斷，活動不斷。（釣蝦場） 
釣友是主語，不斷是謂語；活動是主語，不斷是謂語。 
 

                                                      
3 馬真：《簡明實用漢語語法教程》（出版地：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頁 15。 

4 竺家寧：《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出版地：台灣書店，1998 年），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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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ig 大 Big 酷 Big 威風。 
Big 是主語，大是謂語。Big 是主語，酷是謂語。Big 是主語，威風是謂語。 

9.吸收十倍，效果十倍。（小雅美容） 
吸收是主語，十倍是謂語；效果是主語，十倍是謂語。 

10.本日起加油不用錢？看車揩油、訂車 A 油、買車送油。（中華三菱汽車） 
看車是主語，揩油是謂語；訂車是主語，A 油是謂語。 

主謂句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 

11.只要生在一起，就是夫婦；生在一起，就是同林鳥。 
生在一起是主語，就是夫婦是謂語；生在一起是主語，就是同林鳥是謂語； 

12.下雪也好，不下雪也好，都活躍於雪山中（全天候照相機） 
下雪是主語，也好是謂語；不下雪是主語，也好是謂語。 

13.春節家中煥然一新，心情也煥然一新。（照明器具） 
春節家中是主語，煥然一新是謂語；心情是主語，也煥然一新是謂語。 

14.大同大同國貨好，大同產品最可靠。 
大同大同是主語，國貨好是謂語；大同產品是主語，最可靠是謂語。 

15.有一些事物斷了可以再接，有一些事物斷了卻永遠無法彌補。（豐田大郡） 
有一些事物是主語，斷了可以再接是謂語； 
有一些事物是主語，斷了卻永遠無法彌補是謂語。 

16.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 
生活是主語，藝術化是謂語；藝術是主語，生活化是謂語。 

17.該多的就會多，不該多的就不會多。（飲料） 
該多的是主語，就會多是謂語；不該多的是主語，就不會多是謂語。 

18.身體聽你的，世界也會聽你的。（白蘭氏四物雞精） 
身體是主語，聽你的是謂語；世界是主語，也會聽你的是謂語。 

19.新鮮空氣免費，麥當勞麥脆雞也免費。（麥當勞） 
新鮮空氣是主語，免費是謂語；麥當勞麥脆雞是主語，也免費是謂語。 

20.我愛大自然，大得很自然。（內衣） 
我是主語，愛大自然是謂語；大是主語，很自然是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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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才最有用，天生我才盡其用。（888job 天才求職網） 
天生我材是主語，必有用是謂語；天生我材是主語，最有用是謂語； 
天生我材是主語，盡其用是謂語。 

22.最好找最好的。（上奇廣告） 
最好是主語，找最好的是謂語。 

23.我設計你，你設計我。（中華民國汽車安全協會標誌徵選） 
我是主語，設計你是謂語；你是主語，設計我是謂語。 

24.麥格黑啤酒，一杯敬自己，一杯乾未來。 
一杯是主語，敬自己是謂語；一杯是主語，乾未來是謂語。 

25.不管外面塞不塞，我在 GRAND VITARA 裡一點都不塞。 
不管外面是主語，塞不塞是謂語； 
我在 GRAND VITARA 裡是主語，一點都不塞是謂語。 

26.如果工作不能少一點，快樂就要多一點。 
如果工作是主語，不能少一點是謂語；快樂是主語，就要多一點是謂語 

27.蝴蝶來了，愛情來了。（Amour 鑽飾蝶舞系列） 
蝴蝶是主語，來了是謂語；愛情是主語，來了是謂語。 

28.英語說不通，世界行不通，留學新大陸，先問哥倫布。（哥倫布留學諮詢暨服

務有限公司） 

英語是主語，說不通是謂語；世界是主語，行不通是謂語。 
29.系統出狀況，資料沒狀況。（IBM 個人電腦）。 

系統是主語，出狀況是謂語；資料是主語，沒狀況是謂語。 
30.水煮開了。水壺也煮開了。水中的有機毒物和重金屬，煮得再久再久再久也不

會離開。（第二代 Amway 淨水器） 

水是主語，煮開了是謂語；水壺是主語，也煮開了是謂語。 
31.我們不是在賣房子，我們是在賣服務。（中盟房屋） 

我們是主語，不是在賣房子是謂語；我們是主語，是在賣服務是謂語。 
32.全家 e 起來，健康動起來。（OSIM e 反射按摩師） 

全家是主語，e 起來是謂語；健康是主語，動起來是謂語。 
33.天天天可漢，天天是好漢。（統一天可漢牛蒡茶） 

天天是主語，天可漢是謂語；天天是主語，是好漢是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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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天天天可漢，天天都好賺。（統一天可漢牛蒡茶） 
天天是主語，天可漢是謂語；天天是主語，都好賺是謂語。 

35.愛怎麼美，就怎麼美。 
（你）是主語（省略），愛怎麼美是謂語； 
（你）是主語（省略），就怎麼美是謂語。 

36.活到老，學到老。 
（人）是主語（省略），活到老是謂語； 
（人）是主語（省略），學到老是謂語。 

37.愛打多久，就打多久。 
（你）是主語（省略），愛打多久是謂語； 
（你）是主語（省略），就打多久是謂語。 

38.愛了多久，遺忘就需要多久。（CD 唱片） 
（你）是主語（省略），愛了多久是謂語； 
（你）是主語（省略），遺忘就需要多久是謂語。 

39.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好自在衛生棉） 
（你）是主語（省略），愛怎麼樣是謂語； 
（你）是主語（省略），就怎麼樣是謂語。 

40.愛怎麼動，就怎麼動。（雷妮亞衛生棉） 
（你）是主語（省略），愛怎麼動是謂語； 
（你）是主語（省略），就怎麼動是謂語。 

41.想打那兒，就打那兒。（手機） 
（你）是主語（省略），想打那兒是謂語； 
（你）是主語（省略），就打那兒是謂語。 

 
以上 41 句主謂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中，有 10 句屬於主謂詞組結構反覆的廣

告標語，有 32 句屬於主謂句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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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正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 

偏正詞組都由兩部分組成，後一部分指稱某種事物，前一部分修飾限制後一

部分，或說明事物的性質（例如：正確意見、乾淨衣服），或說明事物的質料（例

如：木頭桌子、塑膠口袋），或說明事物的狀態（例如：綠油油的莊稼，紅紅的臉），

或說明事物的所屬（例如：學校的房子，他的書），或說明事物的數量（例如：三

列火車、五台機器），等等。 
偏正詞組的核心是後一部分，前一部分對後一部分起修飾限制的作用。一般

稱前一部分為修飾語，後一部分為中心語5。這一類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叫做定語。 
另一類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叫做狀語。與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定語所不同

的是，它們的後一部分不是指稱事物，而是敘述某種行為、動作或性質。前一部

分或說明動作行為的情態方式（積極勞動、刻苦學習、悄悄離開），或說明動作行

為的時間（已經出發、立刻回答），或說明性質的程度（很大、非常乾淨）。 
茲將偏正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分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定語，與偏正詞組

裡的修飾語為狀語等兩類列出，並逐句加以分析。 

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定語  

1.好的商店，好的感覺。 
好的是修飾語，商店是中心詞；好的是修飾語，感覺是中心詞。 

2.慈母心，豆腐心。（中華豆腐） 
慈母是修飾語，心是中心詞；豆腐是修飾語，心是中心詞。 

3.日立無聲冷氣，ｅ世紀最好的冷氣。（日立冷氣） 
無聲是修飾語，冷氣是中心詞；最好是修飾語，冷氣是中心詞。 

4.讓您寫怎樣的字體，就顯示出怎樣的字體。 
怎樣的是修飾語，字體是中心詞；怎樣的是修飾語，字體是中心詞。 

                                                      
5 馬真：《簡明實用漢語語法教程》（出版地：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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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寶寶的第一個俱樂部，妙兒舒媽媽俱樂部。（妙兒舒紙尿褲） 
寶寶是修飾語，第一個俱樂部是中心詞； 
妙兒舒媽媽是修飾語，俱樂部是中心詞。 

6.台灣之子公益卡，一張為善最樂的公益卡。（誠泰銀行《台灣之子公益卡》） 
台灣之子是修飾語，公益卡是中心詞； 
一張為善最樂是修飾語，公益卡是中心詞。 

7.我的第一張信用卡，中國信託信用卡。（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我是修飾語，第一張信用卡是中心詞；中國信託是修飾語，信用卡是中心詞。 

8.達美樂比薩，快熱送的比薩。（達美樂比薩） 
達美樂是修飾語，比薩是中心詞；快熱送是修飾語，比薩是中心詞。 

9.用心的丸久，服務的丸久。（丸久超級市場） 
用心是修飾語，丸久是中心詞；服務是修飾語，丸久是中心詞。 

10.最有效的補習班，「建才」補習班。（建才補習班） 
最有效是修飾語，補習班是中心詞；建才是修飾語，補習班是中心詞。 

11.可貝可幼兒成長奶粉，21 世紀奶粉新標準。（可貝可幼兒成長奶粉） 
可貝可幼兒是修飾語，成長奶粉是中心詞；21 世紀是修飾語，奶粉是中心詞。 

12.在地的生活，在地的中國時報。 
在地是修飾語，生活是中心詞；在地是修飾語，中國時報是中心詞。 

13.寬廣的心，寬廣的未來。（統一咖啡廣場） 
寬廣是修飾語，心是中心詞；寬廣是修飾語，未來是中心詞。 

14.無線創意，無限滿意。（可擦式無限感壓數位板） 
無線是修飾語，創意是中心詞；無限是修飾語，滿意是中心詞。 

15.人性的新聞，新聞的人性。（民視新聞台） 
人性是修飾語，新聞是中心詞；新聞是修飾語，人性是中心詞。 

16.第一人壽，人壽第一。 
第一是修飾語，人壽是中心詞；人壽是修飾語，第一是中心詞。 

17.最有意見的電台！最有意見的聽眾！（FM98.1） 
最有意見是修飾語，電台是中心詞；最有意見是修飾語，聽眾是中心詞。 

18.超群整形，整形超群。 
超群是修飾語，整形是中心詞；整形是修飾語，超群是中心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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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狀語

19.夠大、夠寬、夠長。（福斯 T4） 
夠是修飾語，大是中心詞；夠是修飾語，寬是中心詞； 
夠是修飾語，長是中心詞。 

20.好安靜，好像比勞斯萊斯還要安靜。（Nissan Cefiro） 
好是修飾語，安靜是中心詞；還要是修飾語，安靜是中心詞。 

21.物理隔離，全面隔離。（露得清細白隔離乳液 SPF30） 
物理是修飾語，隔離是中心詞；全面是修飾語，隔離是中心詞。 

22.爽爽喝，爽爽賺。（普羅飲料） 
爽爽是修飾語，喝是中心詞；爽爽是修飾語，賺是中心詞。 

23.第一次相遇，第一次擁抱，第一次難忘的情人節。（心鑽） 
第一次是修飾語，相遇是中心詞；第一次是修飾語，擁抱是中心詞； 
第一次是修飾語，情人節是中心詞。 

 
以上 23 句偏正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中，有 18 句屬於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

定語的廣告標語，有 5 句屬於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狀語的廣告標語。 

（三）動補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 

動補詞組由兩部分組成，前一部分敘述某種動作行為或性質，後一部分補充

說明動作行為或性質的結果、可能或程度等。6也有稱之為「述補詞組」。茲將動

補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列出，並逐句加以分析。 

1.打得多，省得多。 
打是動詞，得多是補語；省是動詞，得多是補語。 

2.推薦越多，贈品得越多。（花旗銀行） 
推薦是動詞，越多是補語；得是動詞，越多是補語。 

                                                      
6 馬真：《簡明實用漢語語法教程》（出版地：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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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拼最便宜，拼最專業。（小林眼鏡） 
拼是動詞，最便宜是補語；拼是動詞，最專業是補語。 

以上屬於動補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有 3 個例子。 

（四）動賓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 

1.肯定自我，超越自我。 
肯定是動詞，自我是賓語；超越是動詞，自我是賓語 

2.穿大布袋褲，採大布袋蓮，玩布袋戲，吃布袋麵。（阿 Q 布袋麵） 
穿是動詞，大布袋褲是賓語；採是動詞，大布袋蓮是賓語； 
玩是動詞，布袋戲是賓語；吃是動詞，布袋麵是賓語。 

3.愛你愛你，送禮送禮。 
愛是動詞，你是賓語；送是動詞，禮是賓語。 

4.加盟佳音，創造佳音。（佳音美語） 
加盟是動詞，佳音是賓語；創造是動詞，佳音是賓語。 

5.沒有醜女人，只有懶女人。 
沒有是動詞，醜女人是賓語；只有是動詞，懶女人是賓語。 

6.擁有雙 Hi 寬頻，獨享全線寬頻。（中華電信） 
擁有是動詞，雙 Hi 寬頻是賓語；獨享是動詞，全線寬頻是賓語。 

7.紀錄生活，享受生活。（數位相機） 
紀錄是動詞，生活是賓語；享受是動詞，生活是賓語。 

以上屬於動賓結構反覆的廣告標語有 7 個例子。 

（五）謂語反覆的廣告標語 

1.我的工作就是殺！殺！殺！（殺蟲劑） 
2.寶島夏日嘉年華，比鮮、比靚、比流行。（寶島鐘錶） 
3.衝、衝、衝，踏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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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熱情衝衝衝。（沙士廣告） 
5.台灣大哥大「行動寫真」即拍！即傳！立即看！ 
6.秋季優惠，比驚喜，超驚喜！（MFI 廚房臥室專家） 

以上屬於謂語反覆的廣告標語有 6 個例子。 

（六）前後反覆的廣告標語 

1.完美修正新觀念，修正要分粗、中、細。（修正液） 
2.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換個姿勢再來一次；三、二、三、四，四、

二、三、四，隨便煎煎就很好吃！（超群年糕） 

3.第一，就是世界第一。（TAIPEI TIME《報紙》 
4.因為來自於人體，所以更適合人體。（優酪乳） 
5.餘額代償〝0 利〞， 刷卡更〝0 利〞。（美國 AIG 信用卡） 
6.噓噓樂，讓噓噓樂的世界更快樂。（噓噓樂紙尿褲） 
7.照片，不只是照片。（照相館） 
8.好心腸的堅持，堅持不添加防腐劑。（黑橋牌特製肉絨 
9.統一乾脆麵，要乾脆，別猶豫。 
10.好吃的麵，一客剛剛好，來一客。（統一來一客碗麵） 
11.嘟嘟好，嘟嘟好，滿漢嘟嘟好小香腸。 
12.除了 No1，還是 No1。（披頭四 CD） 
13.反光嗎？聰明前掛，抗反光。（小林眼鏡） 
14.這一個世紀，世界只看「世紀天璽」。唯有「世紀天璽」，超越「天璽」。（世紀

天璽房屋） 

15.真 RV，還是裝 RV？（SUZUKI GRAND VITARA） 
16.國產就是國產，適合國人體質的純正國產品！適合日本兒體質，獨一無二的母

乳代用品。（森永奶粉） 

以上屬於前後反覆反覆的廣告標語有 16 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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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文從所收集來的 96 條反覆形式的廣告標語中，首先按照不同的反覆成分之

內部結構方式加以區分，共分為六類：（1）主謂結構反覆（2）偏正結構反覆（3）

動補結構反覆（4）動賓結構反覆（5）謂語反覆（6）前後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

接著統計它們出現之次數與百分率。 
主謂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共有 41 個例句，約占所收集來的 96 條反覆形

式之廣告標語的 42.7%。又分主謂詞組與主謂句反覆兩類。主謂詞組反覆的有 10
個例句；主謂句反覆的有 31 個例句。偏正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共有 23 個例

句，約占全部的 24%，又分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定語，與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

為狀語等兩類。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為定語的有 18 個例句，偏正詞組裡的修飾語

為狀語的有 5 個例句。動補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有 3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3.1%。動賓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有 7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7.3%。謂語反覆出

現的廣告標語有 6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6.3%。前後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有 16 個

例句，約占全部的 16.7%。如下表所示： 

 

反覆結構 主謂結構 偏正結構 動補結構 動賓結構 謂語反覆 前後反覆 

出現次數 41 23 3 7 6 16 

百 分 率 約 42.7% 約 24% 約 3.1% 約 7.3% 約 6.3% 約 16.7% 

由上表可知，從所收集來的 96 條反覆形式之廣告標語中，主謂結構反覆出現

最多，約占全部的 42.7%。其次是偏正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共有 23 個例句，

約占全部的 24%。再其次是前後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有 16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16.7%。動賓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有 7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7.3%。謂語反覆

出現的廣告標語有 6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6.3%。動補結構反覆出現的廣告標語有

3 個例句，約占全部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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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iterative style in  
advertising slogans 

Chang, Hui-mei（張慧美） 

This essay is a study of the reiterative style in advertising copy. Advertisement is 
the key to fields such as industrial design, the marketing of goods,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It also forms a simple communications lifeline for businessmen concerned 
with advertisement and the public. The entire enterprise revolves around the way 
advertising copy is written, a task which involves both linguistic style (including 
speech sounds, lexicon, and grammar) and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psychology of 
consumers. 

This essay first divides a collection of 96 advertising slogans in reiterative style into 6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reiterated portion: (1) 
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al reiteration; (2) partial structural reiteration; (3) verb complement 
reiteration; (4) verb object reiteration; (5) predicate reiteration; (6) forward and backward 
reiteration. I then calculate their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subject – predicate reiteration appears most commonly of 
all. There are 41 example sentences for it, about 42.7% of the total. The second most 
common is partial structural reiteration. There are 23 example sentences, about 24% of 
the total. The third is forward and backward reiteration. There are 16 example 
sentences, about 16.7%. There are 7 examples of verb object reiteration, about 7.3%. 
There are 6 examples of predicate reiteration, about 6.3%. Finally, there are only 3 
examples of verb complement reiteration, about 3.1% of the total.   

 
Key Words: advertising slogans, reiterativ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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