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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廣告版面是怎麼編排出來的？」。關注的是廣告

版面的最後呈現，是哪些因素所造成的。 

 

本論文之所以研究這個問題，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為版面編排對平面廣告實務很重要。讀者看一個廣告時，通常

不是只看其中的各個部分，而是看標題、插圖和內文等被編排在一個版面空間上

的整體感覺。有技巧的版面編排，比較容易獲取讀者注意力 (Reid, Rotfeld, & 

Barnes, 1984)；可以使廣告版面具有視覺美感，增進人們對廣告的理解，使廣

告訊息產生最佳的訴求效果 (管倖生，1992)。 

 

第二，是因為版面編排不受重視，至今仍缺少全面有系統的研究和理論。

即便有少數研究探討版面編排，也幾乎都以效果研究為主，關注的是廣告版面的

呈現形式與閱聽人的反應之間的關係。 

 

傳統的版面編排研究雖未直接探討廣告版面是怎麼編排出來的，卻隱含了

某些版面應當怎麼編排的看法；它的預設是：只要找出最具廣告效果的版面構成

元素及呈現方式，編排廣告的人就會依循這些研究結果來編排廣告版面。因此，

本論文仍將從回顧傳統的版面編排研究開始進行，進而引導到應當如何來研究廣

告版面編排的過程。 

 

本章的目的是要回顧傳統的廣告版面編排研究，檢視這類研究的不足之

處，而後提出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以彌補傳統廣告版面編排研究之不足。 



 

全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先說明傳統廣告版面編排研究的重點所在，然後指

出這些研究的不足之處。第二節，首先說明情境互動的研究觀點，可以彌補傳統

版面編排研究之不足；接著，從情境互動的角度，闡述本研究將如何以「活動理

論」為參考架構，分析廣告版面被編排出來的過程中，與情境脈絡之間的互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傳統的廣告版面編排研究傳統的廣告版面編排研究傳統的廣告版面編排研究傳統的廣告版面編排研究 

 

本節的目的在回顧傳統的廣告版面編排研究。傳統的版面編排研究以效果

研究為主，關注的是閱聽人對廣告版面所呈現的特徵之反應；通常以廣告版面所

呈現的特徵為自變項，然後測量閱聽人對廣告的認知反應做為依變項。學者們會

把研究重心放在廣告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上，是因為他們認為決定廣告信息

能否被讀者記住的最重要因素，除了「讀者對該廣告商品的興趣」之外，就屬「廣

告本身的特徵」了 (Starch, 1962)。 

 

這種類型的研究，最早可以往前追溯到 1910 年代的再認與回想研究 

(recognition and recall studies) (Hendon, 1973)。1912-1920 年間，Strong 與

Adams 分別進行了多次小型的實驗，探討廣告的尺寸、呈現的頻次與讀者能否

成功指認廣告之間的關係，可說是「版面編排」效果研究的發軔 (Adams, 1920; 

Hendon, 1973) ；此後，學者們或沿襲採用實驗法，或者改用調查法或是內容

分析，陸續針對：插圖的面積、佔比、數量，廣告的尺寸，色彩，標題、文案的

字級與面積，字級的個數，文案的區塊數 (block) 等廣告版面所呈現的特徵，測

試其對讀者的影響，比如：能否正確指認曾經看過的廣告？能否回想廣告內容？

(Barkley, 1932; Ferguson, 1935; Twedt ,1952; Assael, Kofron & Burgi, 1967; 

Diamond, 1968; Valiente, 1973; Fletcher & Winn, 1974; Surlin & Kosak, 1975; 



Holbrook & Lehmann, 1980; Rossiter, 1981; Percy & Rossiter, 1982; 

Chamblee & Sandler, 1992)。這類研究可分「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和「版

面編排的類型」兩類，早期把研究焦點放在「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對廣告效

果的影響」，後期研究則著重在「版面編排的類型與廣告效果的關係」之探討。 

 

底下，將分兩個部分進行，首先說明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重點所在，然後

指出這類研究的不足之處。 

 

壹壹壹壹、、、、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重點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重點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重點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重點 

 

一一一一、、、、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對廣告效果的影響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對廣告效果的影響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對廣告效果的影響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對廣告效果的影響    

 

這類研究的重點，是要尋找最具廣告效果的版面構成元素及其呈現方式，

希望能據以建構出標準的廣告作業模式。 

 

初期，研究者多採用實驗法來進行研究，而且只評估單一版面構成元素的

呈現方式與記憶效果之間的關係；他們通常會事先針對某一版面構成元素規劃不

同呈現方式，比如針對廣告尺寸這個構成元素規劃不同的版面大小，然後對受試

者進行施測，接著再測量受試者對採用不同呈現方式的廣告之回憶狀況。比如，

Adams (1920) 研究廣告尺寸與讀者再認率之間的關係，得到的結論是：當廣告

的尺寸增加時，被讀者成功指認出來的比率，會隨著廣告所增加面積的平方根而

遞增。Barkley (1932) 研究廣告的尺寸、色彩與回想率之間的關係，發現尺寸較

大的廣告被回想的平均次數高於尺寸較小的廣告；放在左手頁的單頁彩色廣告，

被主動回想出來的次數大約是黑白廣告的 2 倍。Ferguson (1935) 也探討廣告尺

寸與再認率之間的關係，卻發現：不同尺寸的廣告，被讀者回想出來的比率，並

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1950 年代以後，研究者開始結合內容分析法與調查法來進行研究。他們針

對刊登於特定媒體上的廣告進行內容分析，然後把內容分析的結果做為自變項，

再以市場調查公司所提供的廣告效果測量數據為依變項，進行統計分析；他們通

常採用相關分析，來評估這些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與廣告效果測量值之間

的關係；並採用迴歸分析來比較不同版面構成元素的解釋力。學者們最常引用的

廣告效果測量數據，是丹尼爾史塔奇公司 (Daniel Starch and Staff) 所提供的

「史塔奇閱讀率分數」(Starch readership score)。丹尼爾史塔奇公司是美國最

大的兩家廣告研究公司之一，會定期針對主要的雜誌媒體進行閱聽人調查，在雜

誌出刊之後訪問約 100 位讀者，請他們翻閱雜誌，指認或回想他們曾看過的廣

告。每一則刊登在雜誌裡的廣告，都會得到「已注意」(noted)、「稍有閱讀」

(associated)，與「大部分閱讀」(read most) 等三個閱讀率分數；其中，「已注

意」分數是指「記得曾看過廣告的受訪者百分比」；「稍有閱讀」分數是指「能確

認廣告主且看過部分廣告的受訪者百分比」；「大部分閱讀」分數則是「閱讀廣告

中一半以上文字的受訪者百分比」。 

 

因為這種研究方式操作起來比實驗法簡單，所以研究者所探討的版面構成

元素就更為多樣化了，包括：廣告中圖片所佔的面積、圖片的個數、圖片的形狀、

圖片的位置、圖片是照片或插畫、標題的字級、標題所佔的面積、標題的字體、

文案的字級、文案所佔的面積、文案的字級數、文案的字體數、文案的區塊數、

留白的空間等等 (Twedt ,1952; Yamanaka, 1962; Assael, Kofron & Burgi, 1967; 

Diamond, 1968; Valiente, 1973; Fletcher & Winn, 1974; Surlin & Kosak, 

1975)。比如，Twedt (1952) 的研究發現，圖片的面積、佔整個廣告的比例、數

量，廣告的尺寸，色彩，標題、文案的字級與面積，字級的個數，文案的區塊數

這些構成變項與讀者成功指認廣告的比例之間都呈顯著正相關。Yamanaka 

(1962) 的研究則發現：廣告尺寸越大被讀者指認的百分比越高；刊登在頭版 (國



際新聞、要聞) 的廣告被讀者指認的百分比最高，其次是第八版 (家庭版)，這可

能是多重因素 (比如：對媒體內容的興趣、初始效果或近時效應等) 所造成的結

果；在同一個版面上，以報頭下這個位置被讀者指認出來的百分比最高；在版面

編排的特徵方面，有使用照片的廣告被讀者成功指認的百分比最高，其次是除了

照片之外還有插圖的廣告，只有文字的廣告指認效果最差。 

 

其中，有些學者們也嘗試著採用迴歸分析，評估不同版面構成元素對廣告

效果的聯合影響 (Yamanaka, 1962)。比如，Twedt (1952) 的研究就發現，只要

同時操作「圖片－色彩」和「尺寸」這兩個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彩色、

有圖片」加上「大尺寸」，就可以解釋廣告閱讀率 53%的變異量。Diamond (1968) 

的研究則發現，如果同時操作「照片與插圖的使用」和「文案字數多寡」這兩個

與版面編排有關的變項，並且都使用最佳的呈現方式 (分別是「使用照片」和「文

案的字數在 50 個字以內」)，檢視它們對男、女性的「已注意」、「稍有閱讀」、「大

部分閱讀」等共 6 個「史塔奇閱讀分數」的影響，可以解釋的變異量介於 10~55%

之間；也就是說，如果在廣告中「使用照片」，而且「文案的字數在 50 個字以

內」，如果分別檢視男性及女性各 3 個「史塔奇閱讀分數」，在 6 個廣告效果指

標當中，可以解釋最高達 55%的變異量，最低也有 10%。 

 

有些學者更是進一步使用一些與廣告效果指標關連性較高的版面構成元

素，來預測廣告效果。比如：Yamanaka (1962) 使用「廣告尺寸」和「照片與

插圖的使用」這兩個與版面構成有關的因素，再加上「廣告所在的版別」、「廣告

所座落的位置」等兩個與廣告位置有關的因素，共四個變項，來預測報紙中廣告

可能被讀者指認出來的百分比；同時也在報紙刊登之後實際進行讀者訪談，取得

報紙中所刊載的廣告實際被讀者指認出來的百分比。兩相比較之下發現，用迴歸

方程式推算出來的預測值，與對讀者訪談所得的實測值之間的相關係數高

達.91；這顯示，報紙中所刊載的廣告被讀者指認出來的比例，可以被「廣告尺



寸」、「照片與插圖的使用」、「廣告所在的版別」、「廣告所座落的位置」等變項準

確地預測出來。 

 

這類研究，從評估單一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與記憶效果之間的關係，

進而採用迴歸分析比較不同版面構成元素對廣告效果指標的解釋力、評估不同版

面構成元素對廣告效果的聯合影響。最後，使用一些與廣告效果指標關連性較高

的版面構成元素來預測廣告效果，而且用迴歸方程式推算出來的預測值，與實際

訪談所得的廣告效果測量值之間的相關程度又這麼高；這樣的研究結果帶給學者

們無限的希望，似乎只要致力於找出最具解釋力的版面構成元素，以效果最好的

方式來呈現，就可預測會有好的廣告效果。感覺上，找出標準的廣告作業模式的

日子已經為期不遠。 

 

二二二二、、、、版面編排的類型與廣告效果的關係版面編排的類型與廣告效果的關係版面編排的類型與廣告效果的關係版面編排的類型與廣告效果的關係    

 

這類研究，致力於找出最具廣告效果的版面編排類型。所謂「版面編排類

型」，指的是：依照廣告版面所呈現的特徵而進行的版面編排分類。如前所述，

版面構成元素的組合形式千變萬化，而且會受到許多其他條件的限制，無法盡如

人意地加以組合。因此，有些學者開始嘗試著把研究焦點從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

方式，轉移到版面編排的類型上面，測試、比較閱聽人對不同版面編排類型廣告

的認知反應。 

 

用來測試認知效果的版面編排類型，多以 Nelson 的分類為基礎，再視情

況自行擴充類目。Nelson (1984) 把版面編排設計型態分為九種，如下所述：「圖

片－展示窗」 (Picture-Window) 又稱「艾亞第一」(Ayer No. 1)，通常會有一張

大大的圖片，佔了 60%以上的版面空間；「蒙德里安」(Mondrian) 的版面，以黑

色線條區分矩形色塊；「字體標本」(Type-Specimen) 注重標題字的表現；「框架」



(Frame) 以插圖為框，環繞文案；「大量文案」(Copy-Heavy)，顧名思義，文案

所佔篇幅很大；「剪影」(Silhouette) 以輪廓來顯示意義；「馬戲團」(Circus) 的

版面構成，熱鬧有趣；「多重方格」 (Multi-Panel) 把版面切割成許多等大的方

格；「畫謎」(Rebus) 的版面中，圖文摻雜。 

 

Reid、Rotfeld 與 Barnes (1984) 直接引用 Nelson 的九種版面編排設計型

態，先對雜誌廣告樣本進行歸類，而後比較採用不同版面編排類型的廣告，其史

塔奇「已注意」分數的高低；他們發現：採用「大量文案」與「字體標本」等兩

種以文字為主的版面編排類型的廣告，比較難引起男性讀者注意。Chamblee 與

Sandler (1992) 在 Nelson 的九種版面編排設計型態之外，又自行增加了「平行

方格」(parallel panels) 一種類型，這種類型與「多重方格」相似，但是切割出

來的等大方格一排、一排地整齊排列。然後，以這十種類型做為分類系統，對從

產業雜誌中抽樣取得的 109 則廣告進行編碼，卻發現廣告樣本只分佈在「圖片

－展示窗」、「平行方格」、「畫謎」等 3 個現有類型中，只得把其餘不能歸類的

15 個廣告全部歸為「各式各樣」(Miscellaneous)。他們以這四種版面編排類型

為自變項，以麥克格羅－希爾廣告成就實驗室 (McGraw-Hill’s Laboratory of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所提供的廣告銷售測量值為依變項，來進行交叉分

析。麥克格羅－希爾廣告成就實驗室所進行的廣告銷售測量，依閱聽人對廣告記

憶的程度，將測量值由淺至深分為「建立接觸」、「創造知曉」、「喚起興趣」、「建

立偏好」等 4 個層次。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圖片－展示窗」最能有效建立接

觸，「平行方格」則利於創造知曉，「畫謎」喚起興趣、建立偏好的效果最佳；變

異數分析的結果顯示：4 種不同版面編排類型的廣告，在「建立偏好」的表現上

有顯著差異。 

 

這類研究致力於找出最具廣告效果的版面編排類型，但是版面編排的類型

卻不停地在演變，難以確實掌握，以致於這些努力顯得有一點徒勞無功、不切實



際。雖然研究者在進行分析時，會視情況增加版面編排類型，但是往往趕不上版

面編排類型演變的速度。 

 

比如， Reid、Rotfeld 與 Barnes (1984) 進行研究時，直接引用 Nelson 

(1984) 的九種版面編排設計型態進行廣告的分類編碼，沒有發生任何困擾，因

為 Nelson 是依據當時的平面廣告編排現況，歸納出這九種版面編排類型。但是

事隔 8 年之後，到了 Chamblee 與 Sandler (1992) 進行研究時，雖然在九種版

面編排類型之外，又增加了「平行方格」一種類型，但是實際編碼時卻發現廣告

樣本只分佈在其中的三種版面編排類型上，完全沒有符合的樣本可以納入其他七

種類型之中，但是卻還有 15 個樣本無法歸入現有的類型當中。這顯示，僅僅事

隔 8 年，平面廣告版面編排類型的流行趨勢，已產生了極大的改變；有些新的版

面設計方式出現了，有些舊有的版面編排類型已無人使用。版面構成元素的組合

形式千變萬化，版面編排類型的演變勢必也永無終止之日，就算勉強找出當時最

具廣告效果的版面編排類型，能夠沿用多久，頗有疑問。 

 

貳貳貳貳、、、、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不足之處不足之處不足之處不足之處    

 

傳統的廣告版面編排研究，以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和版面編排類型為

自變項，以閱聽人對廣告的認知反應為依變項，企圖找出最具解釋力的版面構成

元素，最具廣告效果的版面編排類型。在版面構成元素方面，確實也如願找出圖

片或字體的尺寸、所佔空間，字體、字級、文案區塊或廣告色彩的數量，插圖的

形狀等等具有解釋力的版面構成元素。在版面編排類型方面，也發現不同的版面

編排類型所能引發的廣告效果不同，比如：採用「大量文案」與「字體標本」等

兩種以文字為主的版面編排類型的廣告，比較難引起男性讀者注意。 

 

但是，要把這些傳統的版面編排研究結果應用到實務工作，必須斟酌以下



兩個主要的不足之處： 

 

1. 這類研究這類研究這類研究這類研究忽略了負責編排廣告版面的忽略了負責編排廣告版面的忽略了負責編排廣告版面的忽略了負責編排廣告版面的「「「「人人人人」」」」所扮演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 

 

在尋找最具解釋力的版面構成元素的過程中，這類研究以版面構成元素為

自變項，以閱聽人的記憶表現為依變項，研究者所關心的，還是閱聽人的資訊處

理過程；當版面構成元素的呈現方式不同，閱聽人的心理歷程是否也會不一樣。

但是，卻忽略了負責編排廣告版面的廣告設計人員所扮演的角色，這個「人」具

備了哪些版面編排的知識？比如，是否知道哪些版面構成元素的廣告效果最佳？

是否偏好特定的版面編排類型？這個「人」如何表徵版面編排的限制與條件？比

如，客戶是否堅持固定的版面呈現形式 (format)？公司是否有特定的版面編排風

格？這個「人」如何折衝與取捨，做出版面編排的決策？比如，是遵從客戶所堅

持的版面形式，還是順從公司特有的編排風格？這些「人」的問題，似乎都是在

實際編排廣告版面的過程中，必須要納入考慮的。 

 

2. 仔細思考仔細思考仔細思考仔細思考，，，，這樣考慮還不夠這樣考慮還不夠這樣考慮還不夠這樣考慮還不夠，「，「，「，「人人人人」」」」只是只是只是只是版面編排過程版面編排過程版面編排過程版面編排過程中的一個要素中的一個要素中的一個要素中的一個要素。。。。 

 

如果進一步加以延伸，「人」編排廣告版面並非在真空之中進行，不太可能

只憑己力就能完成工作。工作中他會受到特定目標的引導，比如要表現出特定的

感覺，要在特定的期限之內完成；他必須與其他人協力工作，比如一起動腦或分

工合作；通常也會使用某些中介工具，比如使用紙筆來畫出草圖，使用電腦設備

及繪圖軟體來編排色稿；這些情境因素的影響，在研究的過程中也不能被忽略。 

 

觀察現有研究，其實受到情境因素的限制，正如 Diamond (1968) 所指出

的，在版面編排實務上，要怎麼呈現一個版面構成元素，會受到許多其他版面構

成因素之外的條件之限制，比如：產品的類型，廣告的目標，預算的限制等等；



負責編排廣告版面的人不可能恣意而為。某些讀者對特定商品本來就比較不感興

趣 (比如女性對汽車)，在這樣的商品廣告中，用以獲取注意力的技巧 (比如放大

贈品的圖片) 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在一個針對女性的汽車廣告當中，廣告設計人

員因為商品屬性的關係，必須選擇放大贈品的圖片，而非放大商品 (汽車) 的圖

片。廣告的目標如果是促進對商品的理解，廣告設計人員編排廣告版面時，應該

優先增加文案的篇幅，而不是加大圖片的尺寸了。在預算有限的狀況之下，就算

有心想要加大廣告的尺寸來獲取讀者的注意力，也是不可能的事情。Holbrook

與 Lehmann (1980) 也認為這類研究裡面所包含的許多具有預測力的版面構成

變項 (如：廣告的尺寸、或刊登在雜誌中的位置)，事實上跟媒體預算比較有關

係，而跟廣告創意比較沒有關係。 

 

Diamond (1968)，以及 Holbrook 與 Lehmann (1980) 所提到的，呈現一個

版面構成元素時所需面臨的限制條件，包括：產品的類型，廣告的目標，預算的

限制等等，事實上都是呈現版面構成元素時的情境脈絡。廣告設計人員選擇要怎

麼呈現一個版面構成元素 (比如圖片的大小) 時，不可能完全依據研究發現，而

不考慮諸如：產品類型、廣告目標、預算限制這些情境脈絡因素。這些學者所提

及的，都還只是涉及該廣告活動的情境脈絡，在真實情境中編排廣告版面，甚至

必須考慮更多的情境脈絡因素；比如，這個廣告版面是由誰負責編排的？他具備

了什麼專業智能？公司配備給他什麼中介工具？對他有什麼限制與要求？他與

什麼人分工合作？如何進行分工？等等。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從情境互動的角度研究廣告版面編排從情境互動的角度研究廣告版面編排從情境互動的角度研究廣告版面編排從情境互動的角度研究廣告版面編排    

 

本節的目的，是要提出一個新的、把工作時的情境脈絡納入考慮的研究角

度，來探討廣告版面編排工作。 

 

這個新的研究角度與傳統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能否反應真實情況。傳統

的版面編排研究，脫離了版面編排工作的真實情境；它以廣告為分析單位，但是

分析時卻把廣告抽離它原有的情境，沒有考慮編排廣告的人、版面編排的目標、

資源與限制，還有版面編排的時空等等情境因素，對版面編排工作的影響。而本

章將要提出的新的研究角度，最重視的是，要能反映版面編排工作的真實情境；

它所要探討的是廣告版面怎麼被編排出來的過程，提供了研究廣告版面編排的另

一個觀看角度。 

 

底下，分兩個部分來進行說明。第一個部分，針對傳統版面編排研究主要

的不足之處，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的新的研究角度，足以彌補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

不足。第二個部分，詳細說明情境互動研究角度之內涵。 

 

壹壹壹壹、、、、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可彌補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可彌補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可彌補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可彌補傳統版面編排研究傳統版面編排研究傳統版面編排研究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不足的不足的不足的不足 

 

綜合整理上一節的文獻回顧，傳統的版面編排研究，主要的不足之處有二，

本研究的切入角度剛好可以彌補這兩個不足之處，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研究廣告版面編排研究廣告版面編排研究廣告版面編排研究廣告版面編排，，，，不能忽略不能忽略不能忽略不能忽略「「「「人人人人」」」」如何編排廣告版面如何編排廣告版面如何編排廣告版面如何編排廣告版面。。。。    

 

傳統的版面編排研究把廣告樣本抽離原有的作業情境，探討廣告特徵與閱



聽人認知反應之間的因果關係，普遍認為：不同的版面構成元素呈現方式或版面

編排類型，所能引發的廣告認知效果有高、有低；因此，只要把認知效果最好的

版面構成元素呈現方式或版面編排類型挑選出來，一一套用來編排廣告版面，就

能獲取最多讀者的注意。雖然隱含了某些版面應當怎麼編排的看法，從閱聽人對

版面特徵的反應反推「人」應當如何編排廣告版面，但是並未實際探討「人」如

何編排廣告版面。 

 

要研究「人」如何編排廣告版面，傳統的研究方式會採取資訊處理典範，

研究「人」編排廣告版面的心智歷程，研究的重點可能是廣告設計人員如何認知

版面編排的問題、如何發展解決版面編排問題的方案。這樣的研究角度視「人」

為編排廣告版面的主要角色，認為廣告設計人員只要運用其專業智能，就可獨力

解決版面編排的問題。但是在真實情境中，人並不是在真空之中編排廣告版面，

編排版面的過程中必須與其他同事、配合廠商或客戶互動，必須使用某些中介工

具，必須考慮到某些限制與目標，廣告版面是在人與這些情境因素互動之下浮現

出來的。 

 

二二二二、、、、    「「「「人人人人」」」」只是只是只是只是版面編排過程版面編排過程版面編排過程版面編排過程中的要素中的要素中的要素中的要素之一之一之一之一，，，，實際編排實際編排實際編排實際編排廣告版面廣告版面廣告版面廣告版面時時時時，，，，必須考慮必須考慮必須考慮必須考慮

其他的情境因素其他的情境因素其他的情境因素其他的情境因素。。。。 

 

「人」只是版面編排過程中所牽涉到的的要素之一，因此，在真實情境中

研究廣告設計人員如何編排廣告版面，不能不考慮外在環境所能提供的資源，以

及可能造成的限制；比如在編排版面的過程中有同事可以分工合作，有電腦設備

及繪圖軟體可以使用，但是客戶也可能會提出限期提案的要求或採用特定版面形

式或表現手法的限制。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就是在這些資源與限制之下，廣告設

計人員如何編排出一個廣告版面。對於情境因素的重視，是本研究可以彌補傳統

版面編排研究的不足之處。 



 

本研究不僅要探討廣告設計人員如何編排廣告版面，而且是從情境互動的

角度來探討，把廣告版面編排工作視為人與情境因素互動的過程。剛好可以彌補

傳統版面編排研究，只著重於探討閱聽人對不同版面編排類型的心智反應之不

足。 

 

綜合前述兩個傳統版面編排研究的不足之處，為了要能反映真實情境，研

究版面編排工作不能忽略編排廣告版面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不能不考慮「情

境脈絡」所造成的影響。而且，每一個版面編排工作都有它的「目標」存在，比

如：編排一個廣告版面的目標，可能是為了「獲取讀者注意力」，也可能是為了

「增進讀者對商品的理解」。廣告設計人員在解決版面編排工作上的問題，就是

在進行個人、目標與情境的互動 (參見圖一)。在工作的過程中，三者的關係會

不停地變化；能否解決問題，要看廣告設計人員能否與目標、情境互相配合。 

 

 

 

 

 

 

 

圖一：個人、目標和情境之間的動態關係 (參考鍾蔚文等人，2002：14) 

 

廣告設計人員執行版面編排工作，事實上就是在和這個工作的目標進行互

動。比如：廣告設計人員用他的專業智能努力地讓廣告能「獲取讀者注意力」，

但是如果工作目標改變了 (比如改變為「增進讀者對商品的理解」)，卻會回過

頭來要求他去展現適當的智能以作回應，這時，他必須要調整版面的編排方式以

時間軸 

個人 α 

情境 1 

目標 a  

情境 2 

 個人 β 

情境 3 

目標 b  

情境 4 

個人 γ 



「增進讀者對商品的理解」。 

 

而這一切又都發生在情境脈絡當中，與情境因素脫離不了關係。設計人員

進行一個廣告版面編排工作，是在為某一個「廣告主」的某個「商品」，在特定

的「競爭環境」之下，透過特定的「中介工具」和「規則」，與特定的「工作伙

伴」進行「分工」，共同達成特定的「工作目標」。個人達成目標的過程，與諸如：

廣告主、商品、競爭環境、中介工具、規則、搭配的工作伙伴、分工等可能的情

境脈絡因素之間，關係密不可分，任何一個因素改變，勢必牽一髮以動全身。比

如，作業過程中電腦突然故障了，以致於無法使用電腦繪圖來編排色稿，但是因

為提案在即，行動者可能當機立斷，決定把「中介工具」由電腦繪圖改為手工繪

圖；為了因應中介工具的改變，搭配的「工作伙伴」也必須由熟悉電腦繪圖軟體

操作改為有能力手繪色稿。因此，編排廣告版面時，為了達成目標，行動主體也

必須要不斷地去感受情境因素的變化，不斷地重新界定問題，即興演出來調整解

決問題的方案。 

 

因此，本研究探討「廣告版面怎麼被編排出來？」，將從情境互動的角度切

入，試圖瞭解廣告設計人員在工作的過程中，如何與其他人、文字語言等象徵媒

介、工作環境與電腦、資料庫等人造物等等情境因素互動，進而達成目標。  

 

貳貳貳貳、、、、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    

 

情境互動的研究角度，其特點在於：視與情境互動為實務工作不可或缺的

一部份。 

 

在本研究中，「情境」是指「情境脈絡」(context)，簡單來說，就是與「工

作」相關連的人、事、地、物等等。而「互動」則是指：(1) 互相連環的動作，



比如目標改變引發規則改變，就是一種相互連環的動作；(2) 浮現 (emerge)，

因當下各情境因素的聚合而浮現出特定結果；(3) 動態的 (dynamic) 過程，比

如個人的心智與當下情境來回校準，就是一種動態的過程。 

 

從互動的角度來看，情境脈絡就如同一齣戲當中的舞台、道具、其他角色、

觀眾，甚至後台的其他支援人員，乃至車輛調度、警衛等等 (Clancey, 2006)，

雖然不是戲中的中心角色，但是如果要看懂某一齣戲，卻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主

角一人身上，必須同時觀察舞台如何布置，道具如何搭配，其他角色如何演出。

如果要瞭解主角為何演出走樣，也不能只歸咎於他的演技不佳，必須觀察當時舞

台、道具或其他演員是否出了差池，而使主角連帶發生差錯；甚至必須瞭解觀眾

是否有不當的行為，後台其他支援人員是否發生失誤，以致於影響到他的正常表

現。雖然不是戲中的中心角色，情境脈絡卻能使得所要觀察的行為更容易被瞭解。 

 

Dourish (2004) 認為從互動的角度來看，情境脈絡具有有下特徵： 

 

1、、、、 情境脈絡情境脈絡情境脈絡情境脈絡不不不不是一種資訊是一種資訊是一種資訊是一種資訊，，，，而而而而是是是是存在於存在於存在於存在於客體客體客體客體與客體之間與客體之間與客體之間與客體之間，，，，或或或或者是活動與者是活動與者是活動與者是活動與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之之之之間的一種關係性質間的一種關係性質間的一種關係性質間的一種關係性質。。。。 

 

從這個特徵來看，我們不能以「有沒有」、「有多少」來看待與衡量情境

脈絡，而是應該著重在：情境脈絡如何限制活動的進行，或者如何促進活動的效

果等等。 

 

2、、、、 情境脈絡的範疇很難清楚描述情境脈絡的範疇很難清楚描述情境脈絡的範疇很難清楚描述情境脈絡的範疇很難清楚描述，，，，通常必須動態界定通常必須動態界定通常必須動態界定通常必須動態界定。。。。 

 

情境脈絡的範疇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哪些是情境脈絡，哪些不是情境脈絡，

需視它與活動會不會相互影響而定。 



 

3、、、、 情境脈絡不是穩定存在的情境脈絡不是穩定存在的情境脈絡不是穩定存在的情境脈絡不是穩定存在的，，，，它專屬於每一個行動的場合它專屬於每一個行動的場合它專屬於每一個行動的場合它專屬於每一個行動的場合。。。。 

 

情境脈絡與活動之間會如何相互影響，並不是固定的，必須視行動的場合

而定。 

 

4、、、、 情境脈絡情境脈絡情境脈絡情境脈絡與與與與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並非並非並非並非可分離的兩個實體可分離的兩個實體可分離的兩個實體可分離的兩個實體，，，，情境脈絡因活動而出情境脈絡因活動而出情境脈絡因活動而出情境脈絡因活動而出

現現現現、、、、因活動而存在因活動而存在因活動而存在因活動而存在。。。。 

 

情境脈絡與活動是不可分離的，我們通常是依活動來界定情境脈絡，情境

脈絡因活動而存在，不宜把情境脈絡視為可與活動相分離的實體。 

 

從以上這些情境脈絡的特徵來看，實務上，環繞著一個版面編排「工作」的

人、事、地、物都有可能是這個「工作」的情境脈絡，端視其與這個「工作」會

不會相互影響而定。而且，每一個版面編排「工作」都有它特殊的作業「情境」

存在，廣告設計人員編排版面的過程中必須不斷與多種情境因素進行互動；比

如：當一個廣告設計人員運用專業智能進行畫展海報的版面編排工作時，無可避

免地會受到前面已發展出來的廣告概念與表現調性等工作「目標」的限制，當然

他也會對這些目標進行折衝與取捨 (比如：符合廣告概念重要，還是廣告主能接

受重要？)。他會參考其他書畫展廣告、畫廊網頁等資料，他所編排的版面也將

成為別人的參考資料。當製作色稿的「中介工具」從手工演變成電腦繪圖，他的

專業智能必須加以擴充 (必須學習電腦繪圖軟體)；版面編排「工作」的分工方

式可能也會因而改變 (比如沒有完稿人員)。編排廣告版面不能無視於情境脈絡

的存在。廣告設計人員在編排版面的過程中，必須要感受情境脈絡的變化，即興

演出來調整解決問題的方案。因此，不可能把版面編排工作抽離個別的作業情

境，用標準化的作業程序來執行。 



 

就算是在最注重標準化作業程序的處所，工作人員在作業過程中仍須不斷與

情境因素互動，始能順利完成工作。Suchman (1997) 觀察機場操作室裡的工作

人員如何協調登機門與舷梯的使用，就發現：每個登機門與舷梯的調度、使用都

有賴主事者與其他人 (機長、同事)、環境中的各種因素 (影像監視器、電話線、

排期表、無線電波等等) 密切互動，才能成事。Pea (1993)、Salomon (1993) 等

人則提出分散智能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或 distributed cognition) 的概念，

來說明智能不是單純地存在於個人的腦袋之中為個人所擁有，而是個人與其他人 

(other people，如同事)、象徵媒介 (symbolic media，如語言、文字)、環境 

(environment，如工作處所) 與人造物 (artifacts，如電腦、資料庫) 等情境因素

互動進而達成的結果。 

 

研究者重視情境脈絡並非始自今日，早在 1980 年代就已經有一些學者以日

常生活世界或工作職場中的活動為個案，探討實務工作的智能。例如：Lave 等

人 (1984) 進入超級市場，研究消費者如何「精打細算」購物；Scribner (1986) 

以牛奶處理廠為觀察場域，研究備貨人員、計價人員怎麼運用「付出最少努力」

的原則去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 

 

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人要在這些看起來沒有學問的「小事」上得心應手，

必須懂得感受情境的變化來調整做事的方法。比如說：購物者購物時要不要比價

運算，如何比價運算可能會視所面對的商品包裝的計量單位、標價的複雜度，以

及手中是否有計算機而定；這個時候，各個商品包裝上所標示的計量單位、計算

的工具 (計算機) 都是比價行為的情境脈絡。情境脈絡所提供的究竟是資源或限

制，會影響消費者是否進行比價，如果購物者面對的是等重或等容量但標價不同

的兩個品牌，或者使用相同計量單位、能輕易算出單位價格的兩個不同重量或容

量的品牌，他們就會比價運算；一旦面對使用不同重量或容量單位 (例如：有的



使用品脫，有的使用加侖為容量單位；有的使用磅，有的使用公斤為重量單位)、

標價又不同的品牌，就很少著手進行費力的單位價格比較。進行單位價格比較

時，如果手邊沒有計算機，通常會取相近的整數來簡化計算；如果手邊剛好有計

算機，就比較有可能進行精確的單位價格比較 (Lave, et. al., 1984)。 

 

同樣的，牛奶處理廠的備貨老手通常會靠著把「取出」問題轉化為「加入」

問題來減少體力的支出，但是要先判斷箱子中的牛奶數量是多還少，才能決定是

否真的要把「取出」問題轉化為「加入」問題。在這個例子當中，需要挪動的牛

奶數量是備貨 (加入或取出) 行為的情境脈絡，備貨老手會依據需挪動的牛奶數

量來決定把牛奶加入箱子，或者從箱子取出牛奶；例如：如果需要 10 個單位，

而有一個箱子中剛好已有 8 個單位，這位老手就會捨「從 16 個 (一整箱) 之中

取出 6 個」的備貨方式，而取「已有 8 個只需加入 2 個」的備貨方式；如此就

只需挪動兩個單位，可以減少體力的支出 (Scribner, 1986)。 

 

這一類在日常生活世界或工作職場中所進行的研究，與傳統資訊處理角度

研究最大的不同在於，沒有把行動者個人智能活動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個

人智能如何展現，端視環境中所提供的資源與限制而定。比如：牛奶處理廠的備

貨老手要在箱子裡加入或取出包裝牛奶，需視箱子裡原有的牛奶多寡而定；超級

市場的購物者會不會比價運算，如何比價運算需視所面對的商品包裝的計量單

位、標價的複雜度，以及手中是否有計算機而定。這樣的研究取向比傳統的資訊

處理取向更貼近實務工作的真實情況，因此本研究將以這類強調人與情境互動的

實務智能研究為師，探討廣告版面編排工作。 

 

本研究擬以活動理論來描述人與情境的互動，理由有二： 

 

第一，活動理論主張以「活動系統」做為基本的分析單位；有別於傳統以「人」



為分析單位的思考模式，在活動理論中，「個人」與「情境脈絡」同屬活動系統

的一部份。 

 

第二，活動理論的體系最為完整，且已累積不少相關研究；雖然近二十年來，

把情境脈絡納入研究範圍的觀點陸續出現，至少發展出情境化行動模式 

(situated action models)、活動理論 (activity theory) 與分散智能 (distributed 

cognition) 等三個略有不同的研究取向 (Nardi, 1996)。但是，其中以活動理論

體系最為完整，已累積不少相關研究 (Leont’ev, 1974; Engestrom, 1987; Cole & 

Engestrom, 1993; Lave, 1993; Kuutti, 1996; Nardi, 1996)。因此，本研究將以活

動理論為主，參酌其他觀點，提出一個以人、目標和情境的互動關係為主軸的研

究架構。 

 

在分析人和情境的互動時，活動理論的主要觀點如下： 

 

一一一一、、、、    活動理論活動理論活動理論活動理論主張以主張以主張以主張以「「「「活活活活動系統動系統動系統動系統」」」」為分析單位為分析單位為分析單位為分析單位。。。。 

 

傳統的思考模式，以「人」為分析單位，以個人解決問題的心智過程為研

究焦點。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之下，「身體」是受到「心智」的驅使而行動的，而

「情境脈絡」只是「個人」用以執行其心智活動的成果的一個舞台而已。而活動

理論則認為，「活動」是瞭解個體行動的最小的、有意義的脈絡，因此主張以「活

動系統」做為基本的分析單位 (Kuutti, 1996)，「個人」與「情境脈絡」同屬活動

系統的一部份。 

 

二二二二、、、、    活動系統是活動系統是活動系統是活動系統是由主體由主體由主體由主體、、、、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工具工具工具工具、、、、社社社社群群群群、、、、規則規則規則規則、、、、分工分工分工分工所所所所組成的複雜系統組成的複雜系統組成的複雜系統組成的複雜系統。。。。 

 

 所謂活動系統，是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一些定型的活動 (鍾蔚文等，2004)，



比如打獵、談話、教書、編排廣告版面等皆是。活動系統包含主體、目標、工具、

社群、規則和分工等六個要件，如圖二所示。 

 

 

 

 

 

 

 

 

 

圖二：活動系統之模式 (參考 Cole & Engestrom, 1993: 26) 

 

活動系統通常會受到特定目標的引導，例如，為了吸引讀者注意而進行版

面編排。活動系統少不了人，主體在活動系統中運用相關智能來執行一切動作，

例如，廣告設計人員運用電腦繪圖的知識、構圖的知識來編排廣告版面。而工具

在活動系統中則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如欲完成版面編排的活動，我們必須透過文

字、圖像、紙、鉛筆、電腦、繪圖軟體等各類工具。各活動系統鮮少由個人單打

獨鬥，通常是由特定社群共同合作，如版面編排任務小組包括了和版面編排工作

有關的各個成員。主體與社群如何共事，往往必須遵照一定的規則，如繪製草圖

與搜尋素材等，均有一定的規範。最後，為了讓成員各自發揮所長，社群內進一

步發展出特定之分工系統，如版面編排任務小組內有人負責構思、有人負責動手

編排。 

 

三三三三、、、、    活動系統的活動系統的活動系統的活動系統的各組成要件互為情境各組成要件互為情境各組成要件互為情境各組成要件互為情境脈絡脈絡脈絡脈絡，，，，相互影響相互影響相互影響相互影響，，，，自然浮現最終結果自然浮現最終結果自然浮現最終結果自然浮現最終結果。。。。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    

 ( ( ( (智能智能智能智能))))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 ( ( (媒介媒介媒介媒介／／／／符號系統符號系統符號系統符號系統))))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傳統的觀點以人為中心，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個人運用其專業智能所獨

力完成的。活動理論則主張解決問題的方案是活動系統中的各組成要件，互動之

後自然浮現的結果。例如，廣告設計人員只憑著個人的專業智能，很難編排出廣

告版面。首先，他必須要藉助紙、筆等手繪工具，或者是電腦繪圖工具；為了要

得心應手地使用這些工具，他必須要設法具備相關的智能；他選擇使用何種工

具，也關係著廣告版面編排出來的樣貌。其次，為了順利完成版面編排工作，他

常需與他人協力合作，各自分工發揮所長，有人負責構思草圖、有人負責準備素

材、有人負責動手編排，這些人所具備的專業智能，同樣對整個版面編排工作造

成影響。每個組成要件都是其他要件的情境脈絡，既是資源也是限制，相互影響

之下，自然浮現最終的結果。 

 

四四四四、、、、    活動系統具有層級性活動系統具有層級性活動系統具有層級性活動系統具有層級性，，，，比較複雜的活動系統通常又可往下區分為數個子活比較複雜的活動系統通常又可往下區分為數個子活比較複雜的活動系統通常又可往下區分為數個子活比較複雜的活動系統通常又可往下區分為數個子活

動系統動系統動系統動系統。。。。 

 

活動系統具有層級性，往上，可能是巨型活動系統的一個部份，往下，又

可區分為數個子行動系統。以原始人狩獵為例，狩獵這個活動系統至少又可以往

下區分為驅趕和獵捕兩個子活動系統。同樣的，廣告版面編排這個活動系統，也

可以往下區分為形成主畫面、確定草圖、編排色稿等子活動系統。這樣的層級性，

有利於進行微觀分析。 

 

五五五五、、、、    情境脈絡並非穩定的實體情境脈絡並非穩定的實體情境脈絡並非穩定的實體情境脈絡並非穩定的實體，，，，它因活動而出現它因活動而出現它因活動而出現它因活動而出現，，，，它的範疇是動態界定的它的範疇是動態界定的它的範疇是動態界定的它的範疇是動態界定的。。。。 

 

 活動系統內的各個組成要件因活動而組成，其範疇因活動而各不相同。各個

組成要件互為情境脈絡 (Kuutti, 1996)，其內涵、彼此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

彼此之間往往相互影響和作用。就個別因素的改變與發展來看，個人的智能會增

長、中介工具會創新；就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來看，新工具的出現可能改變特定



活動的運作規則，反之，個人的智能、社群之特性，又可能回過頭來決定如何使

用工具。也因為如此，系統本身、個別要素，以及彼此的關係，經常處於變動的

狀態。以版面編排為例，新工具如電腦繪圖的出現，可能改變作業的流程與分工

體系，廣告設計人員因此必須具備新的智能，而這又可能促成新中介工具的研

發。在系統變動的過程中，連行動的目標都可能改變。 

 

以活動理論做為概念架構來進行實務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應屬 Cole & 

Engestrom (1993) 針對芬蘭一個中型都市的衛生中心所進行的「發展工作研究」

(developmental work research)。所謂「發展工作研究」，指的是這個衛生中心

在研究進行的期間，仍然持續為當地居民提供主要的保健服務。透過這個研究，

他們幫助衛生中心的醫師分析醫療活動中的矛盾，並據以設計新的作業模式來排

除這些矛盾。研究中，他們訪談了衛生中心所屬兩個保健站所有 16 位內科醫生，

分析每位醫師的看診錄影帶，然後描繪出整個醫療活動的活動系統，包括：主體、

中介的人造物、目標、規則、社群、分工等，與這樣的組合所浮現的結果，並標

示出活動系統中主要的矛盾所在，如圖三所示。 

 

 

 

 

 

 

 

 

 

 

圖三：標示出主要矛盾的保健工作者活動系統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生物醫學處理(如 X 光)；

電腦化醫學記錄(病歷)；其

他檢驗與照護的工具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 

個別醫師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複雜的病人

問題 (如不

連貫的看病)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經常互動失敗； 

因「漂流」而過度

使用服務 

(3) 

(2) 
(1)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無彈性的病人

分類與時間分

配規則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每個保健站

社群；專業的

次社群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任意分配病人

給醫生； 

碎片式的分工 



 

第一個矛盾發生在「病人的不連貫看病」(目標) 與「任意分配病人給醫生」

(分工) 之間，第二個矛盾發生在「要求提升照護品質」(目標) 與「要求快速問

診的規則」(規則) 之間，第三個矛盾發生「病人的不連貫看病」(目標) 與「醫

生所使用的診斷工具」(工具) 之間。 

 

接著，兩位學者指導醫生們針對這些矛盾所造成的不平衡來進行修補，並設

計出新的工作模式；這個新模式的關鍵特色是採用全新的分工體系，以便充分利

用系統的分散智能資源，他們規劃讓每個醫生負責一個住有 2,000-2,500 位居民

的區域，每四位醫生和兩位助理組成一個小組，彼此相互支援，在保健站中每個

小組都有專屬的空間與接待。 

 

因為分工改變了，其他在活動系統中的成分也跟著改變，比如：主體變成了

專業小組、目標變成了長期的照護關係等等，整個活動的結果很快就發生了戲劇

性的變化－病人逐漸能夠自我管理了，不再「漂流」於不同的醫生之間，浪費醫

療資源。 

 

此後，活動理論被廣泛運用於教育領域的研究當中，比如： Lim & Hang 

(2003) 曾經以活動理論為架構，研究學校中資訊與傳播科技的整合過程；Li & 

Bratt (2004) 則以活動理論做為分析電腦中介教學系統的工具；Russel & 

Schneiderheinze (2005) 使用活動理論來瞭解課堂上創新技術如何被採用；

Groves & Dale (2005) 以活動理論為架構，研究學童如何使用計算機等等。這

些研究主要是把活動理論當成描述工具，用以描述活動系統的現況，幫助進行工

作的分析，他們看中的是活動理論的闡釋力，正如 Nardi (1996) 所言，活動理

論是一個闡釋力很強的描述工具。 

 



而本論文以活動理論做為研究架構，將要探討的重點有二：其一，如果把

版面編排工作視為一個活動系統，這個活動系統中的各組成要件內涵究竟為何？

其二，進行版面編排的工作過程中，人如何與活動系統中的其他組成要件進行互

動？這個部分，是過去的研究鮮少涉及的領域。 

 

針對版面編排活動系統中的各組成要件之內涵，本研究將以前述 Cole 與 

Engestrom 所提出的活動系統模式為架構，分析實地的觀察資料，探討活動系

統的各組成要件在真實的版面編排工作中內涵為何？這個模式足不足以描繪真

實的版面編排工作？針對廣告設計人員在編排版面的過程中如何與情境因素進

行互動，本研究將從觀察個案中選取一些情節，將其視為活動系統，進行微觀分

析，來探究人在工作過程中如何與情境因素進行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