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明本研究如何蒐集資料？ 

 

本研究採取參與式觀察法，並輔以深度訪談來蒐集資料。決定採用這種方

式來蒐集資料，主要是考慮到本研究所要蒐集的資料，是真實情境的版面編排過

程中，廣告設計人員與情境互動的痕跡；比如：使用了哪些工具與資源？如何使

用？會與哪些人進行互動？如何互動？等等。這些資料對訊息提供者 (informant) 

而言，往往顯得瑣碎、無奇，甚至於並不自知，很難透過調查法進行蒐集；必須

要觀察者置身其中，靠著記錄、歸納，並輔以深度訪談，始能看出端倪。 

 

底下，將分別就：「在哪裡進行研究？」、「怎麼進行研究？」等兩個部分，

進一步加以說明。 

 

壹壹壹壹、、、、在哪裡進行研究在哪裡進行研究在哪裡進行研究在哪裡進行研究？？？？ 

 

本論文的個案研究將以 YK 廣告公司為觀察場域。這是一家不到 10 個人的

小型廣告公司，由兩位各自擁有 20 多年廣告資歷，待過多家國內、外大型廣告

公司的資深廣告人所創立，成立時間已逾十年。擔任總經理 (Managing Director) 

的是一位文案出身的女士，師專畢業，設計人員都稱呼她為吳姐；擔任創意總監 

(Creative Director) 的是一位設計出身的男士，國立藝專畢業，是少數有能力自

己進行電腦排版及繪圖的手繪世代資深設計，設計人員都稱呼他為吳師傅。 

 

選擇這家廣告公司做為觀察場域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可獲得充分配合可獲得充分配合可獲得充分配合可獲得充分配合：：：：觀察者與這家廣告公司的總經理與創意總監是十

多年舊識，進行研究時可獲得充分的配合。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易於觀察易於觀察易於觀察易於觀察、、、、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這種規模的廣告公司，由於內部空間不大，設計

相關人員不多，而且通常都被安排在同一個區域裡進行作業，比較容易觀察他們

的互動，紀錄時也比較不會顧此失彼。 

 

這兩個條件，對於以活動理論為概念架構的研究來說都非常重要，因為活

動理論強調系統組成要件之間的互動，要能鉅細靡遺地掌握各組成要件彼此互動

的相關資料，選擇觀察場域時除了考慮觀察場域相關人員能否充分配合之外，易

於觀察、記錄也是必須考慮的。 

 

底下，將從主要人員、主要客戶、工作內容、空間配置、工具配置等各方

面，來介紹這家廣告公司，因為人、工作、環境、工具等都是活動系統的具體呈

現。 

 

一一一一、、、、    主要人員主要人員主要人員主要人員 

 

在研究者進入觀察之前一段時間，剛好藝術指導請辭，因此進行觀察期間，

這家公司與版面編排有關的人員，主要是吳師傅和兩位設計人員 (Designer, 分

別是小奇和小揚)。進行運作時，通常由吳師傅負責統籌，小奇和小揚負責執行；

小奇和小揚平常各自負責不同客戶，但是碰到突發狀況，會相互支援、彼此頂替。 

 

與一般廣告公司比較起來，觀察場域有關視覺處理方面的人員呈現資深與資

淺兩極化的現象，並沒有配置像藝術指導 (Art Director) 這樣的中階創意人員。

一般廣告公司視覺處理方面的人員由創意總監、藝術指導、設計人員所組成，各



司其職，創意總監負責創意概念及主畫面的構思，藝術指導負責草圖的繪製，設

計人員負責蒐集素材及編排色稿。而觀察場域就只有創意總監與設計人員，創意

總監負責統籌、設計人員負責執行，分工比較沒有那麼細。 

 

二二二二、、、、    主要客戶主要客戶主要客戶主要客戶 

 

這家廣告公司的主要客戶有一家國內主要金控集團、一家國外知名直銷公

司、一個丹麥品牌鞋子、一位林姓畫家、一家某集團負責開發大賣場的子公司、

某一竹炭商品品牌等幾個熟客，這幾個客戶大多已經配合多年，吳姐、吳師傅與

這幾個客戶的廣告部門主管及承辦人員都相當熟稔；因此前兩年業務人員 

(Account Executive) 離開後，為了節省經營成本就沒有再補人，由吳姐及吳師

傅兩人分別負責自己的客戶的聯繫工作；這樣分工的好處是：可以更直接地掌握

客戶的需求，跟客戶的上層關係又好，可以讓溝通更為精準、更有效率，但是卻

也因為必須站上第一線跟客戶進行溝通而排擠、佔去了不少他們本身進行文案或

視覺創作的時間。 

 

觀察場域因為是一家小型廣告公司，客戶的個數並不多，而且是以熟客為

主，行有餘力有時也會參與比稿來爭取新客戶，以彌補流失的廣告預算，但是機

會不多，一年頂多兩、三次。 

 

三三三三、、、、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這家廣告公司的主要工作內容，以廣告助成物的設計、製作佔最多數，所

謂廣告助成物，是在廣告活動中用以擴大廣告效果的製作物，包括產品說明書、

海報、直接信函等；其次是平面廣告的設計與製作，廣告影片的構思與規劃；企

業識別系統或其他包裝、製作物設計工作只佔少數。 



 

因為主要的工作內容不同於一般廣告公司，所以主要的收入來源也不一

樣。一般廣告公司的收入以媒體佣金為主，但是觀察場域因工作內容的關係，主

要的收入來源是設計、製作費用。 

 

四四四四、、、、    空間配置空間配置空間配置空間配置 

 

工作場所的空間如何配置，對於工作如何進行將會產生影響。從活動理論的

角度來看，空間的配置展現了工具的使用與社群的溝通方式。比如：中介工具擺

放在哪裡，會影響中介工具的選擇與近用；工作人員的位置如何安排，則會影響

到社群成員的溝通習慣與溝通方式。因此，本部分將簡略說明這家廣告公司的空

間配置，以及這樣的空間配置對工具的使用與社群成員的溝通如何產生影響。 

 

 

 

 

 

 

 

 

 

 

 

 

圖四：觀察場域環境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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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廣告公司辦公室的使用面積大約有 60 坪。一進大門，正對面處擺著一

張仿明代茶几與兩張太師椅；往左拐是接待處，接待處半身高的隔屏前面放置著

書報架，書報架上通常會有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三份報紙。 

 

接待處右轉是一條通道，通道的左手邊一整排有五間小房間，由外往內依次

是行政人員、經營階層的辦公室，最後一間則是儲藏室；通道的右手邊是會議室。

包括接待區、會議室、吳姐的辦公室、吳師傅的辦公室等，都是客戶、配合廠商、

訪客等常會出入的地方，因此空間位置都規劃於靠近出入口的地方。 

 

過了會議室再往右轉，就是進行廣告作業的主要區域了。這個區域由前而後

劃分為文案處理區、設計人員辦公區、影像處理區三個區塊，每個區塊由一排、

二到三張組合式辦公桌所組成，用 OA 隔屏圍起來。隔屏的設計也是越往後面越

高；文案處理區的隔屏只有半身高，而且上端是透明的；辦公區隔屏也是半身高，

但整個是不透明的；影像處理區的隔屏雖然上端也有開窗透明，但卻有將近一個

人高，其位置又座落在整個辦公室的最後端、最隱密的地方，這樣的空間配置和

位置規劃的理念與一般廣告公司類似，主要的好處是可以防止客戶的廣告計畫因

外人的窺視而外洩。 

 

1.  空間配置影響社群成空間配置影響社群成空間配置影響社群成空間配置影響社群成員的溝通方式員的溝通方式員的溝通方式員的溝通方式 

 

廣告設計人員構思主畫面主要都是在個人的辦公桌上進行。小奇及小揚的辦

公桌位於影像處理區和文案處理區中間那個辦公區，小奇坐靠通道的那個位置 

(請參見圖四中間偏上的地方)，他的左手邊是小揚的位置，兩人緊鄰而坐，要進

行工作上的溝通、討論很方便；辦公桌的前方及兩側都用 OA 隔屏圍起來，又兼

具了個人思考時的隱密性。這樣的空間配置既鼓勵小奇及小揚切磋溝通，又兼具

了個人進行思考時所需的隱密性。 



 

吳師傅有自己的辦公室，與小奇、小揚相隔稍微遠了一點，但是上班時間吳

師傅、小奇、小揚大部分時間都在影像處理區工作。影像處理區主要三部用來做

電腦繪圖的電腦之配置方式，有別於一般公司分散在廣告設計人員的辦公桌上之

作法，這種集中擺放的方式有利於作業中彼此進行討論。這些電腦繪圖的主要作

業工具，位置配置如圖四上方所示，由左而右分別是電腦 A、掃描器、印表機、

電腦 B、電腦 C。吳師傅使用 MAC C 電腦、小奇使用 MAC B 電腦、小揚使用

MAC A 電腦，小奇居於中間，三個人相鄰而坐；要溝通、討論算是蠻方便的；

這樣的空間配置方式，與這家公司所強調的分工作業之特性相吻合。吳師傅分配

工作給小奇及小揚，工作過程中吳師傅隨時可以進行檢核，小奇及小揚有問題也

可以隨時澄清；有緊急工作的時候，小奇及小揚也方便相互支援，因為彼此都清

楚對方在做什麼。比較起來，目前一般廣告公司都把電腦配置在設計人員個人的

位置上，無形當中阻隔了作業過程中相互討論的機會，容易使廣告設計人員淪為

單打獨鬥的「個體」。 

 

2.  空間配置影響中介工具的近用空間配置影響中介工具的近用空間配置影響中介工具的近用空間配置影響中介工具的近用 

 

廣告設計人員構思主畫面、編排色稿時可能會參考或搜尋的資料，包括有：

廣告圖鑑、工具書、參考圖檔等。字典、廣告圖鑑等參考書，以及正片本、素材

辭典光碟等圖檔資料都採用開架式地儲存方式，而且就近擺放在影像處理區 (如

圖四中的上方及右上方)，方便設計人員在作業過程中隨時自由的取用與參考。

雖然時下年輕人比較時興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引擎來搜尋參考圖檔，但是因為這家

公司能用以上網的個人電腦 (PC A) 是座落在文案處理區吳姐專屬、用以撰寫文

案的電腦 (PC B) 旁邊，因此鮮少被廣告設計人員所使用，除非是奉吳師傅的指

示，上網搜尋用以做色稿的素材。 

 



這樣的參考工具配置方式，可以感覺到公司鼓勵使用現有的紙本參考資

料，以及素材資料光碟的用心。對老一輩的廣告人來說，還是比較無法接受現有

的資料擺著不用，反而上網去找一些虛無飄渺，不知存不存在的東西。因此，除

非迫不得已，並不鼓勵透過網路來搜尋參考資料。 

 

五五五五、、、、    工具配工具配工具配工具配備備備備 

 

公司配備有哪些工具，會影響到工作如何進行。因此，本部分將針對廣告作

業區域的主要設備，分別加以說明。 

 

1. 文案處理區文案處理區文案處理區文案處理區的主要工具配備的主要工具配備的主要工具配備的主要工具配備：：：： 

 

配備有兩部個人電腦 (PC)，主要用於撰寫文案，可上網。另外還配置了一

部印表機，機型為 EPSON Stylus Color 660；主要用來列印文案及網路上搜尋

到的參考資料。 

 

寫好的文案，主要透過隨身碟的存取，傳輸到編排色稿的電腦。就撰寫文

案及上網搜尋資料的需求來說，這樣的工具配備應當夠用。 

 

2. 影像處理區影像處理區影像處理區影像處理區的主要工具配備的主要工具配備的主要工具配備的主要工具配備：：：： 

 

(1) 電腦設備電腦設備電腦設備電腦設備 

 

影像處理區總共配備有四部 Apple Macintosh 電腦 (分別以 A、B、C、D

代表)，其中 A、B 為 G4，B 又比 A 新，C、D 為 G3，D 並未與其他三部電腦放

在一起，獨自放在一端，幾乎已經閒置不用，各部電腦擺放的位置請參考圖四，



A、B、C 集中擺放，排成一列，D 獨自擺放在圖四右上角的位置。 

 

三部電腦中最常使用的是 A，因為相關資料多儲存於此；而且 A 電腦可上網

用 Outlook Express 收發電子郵件，把做好的色稿寄給客戶，或接收客戶對色稿

的修正意見。電腦之間並未以內部網路 (intra-net) 連結，跨電腦存取資料以隨

身碟及 MO 為之；MO 因為容量的限制，用得越來越少。 

 

(2) 繪圖軟體繪圖軟體繪圖軟體繪圖軟體 

 

所有四部電腦所使用的繪圖軟體均為 Photoshop 6.0；編輯軟體 C、D 使用

Illustrator 8.0、B 使用 Illustrator 10.0，A 則 Illustrator 8.0、10.0 都有。Illustrator 

8.0 是中文版，Illustrator10.0 為英文版，在正常的編輯運作狀況下 A、B 電腦螢

幕所顯示的操作指令是英文，C 顯示的操作指令是中文。Illustrator 本想全部升

級為功能性較強的 10.0 或 CS (比如它能做出透明感)，但受限於硬體而無法如

願，因為 10.0 或 CS 必須使用 G4 後期或 G5 的硬體來進行搭配，否則運作上會

不穩定。 

 

由於 A、B 兩部電腦所使用的編輯軟體都是英文版，電腦螢幕所顯示的操作

指令都是英文。這兩部電腦習慣上是由小揚及小奇分別使用，兩人的英文都不是

很靈光，因此操作電腦指令時常常是憑著位置的記憶在進行操作，無形當中限制

了兩人對新功能、新作法的探索。 

 

(3) 電腦周邊設備電腦周邊設備電腦周邊設備電腦周邊設備 

 

掃描器為 UMAX Astra 3450，與 A 相連，掃瞄的東西只能用來做提案的色

稿，出稿用的圖檔還是必須委託專業公司掃瞄高階檔案。 



 

印表機為 EPSON Stylus Photo 1200，可印 A3 尺寸，噴墨式，可與 A、B

相連，C 距離太遠，電壓不穩定不能印。主要是用來列印提案用的色稿、出稿給

印刷廠的參考色稿，或者一些活動現場的助成物 (如：獎狀、名牌、海報、指示

牌等等)。 

 

(4)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參考書和光碟資料，採用開架式地儲存在影像處理區，請參考圖四左上方。

A 區以日文圖鑑為主，包括：Poster、Famous animal symbols、Label designs、

Annual of ad productions in Japan、Letterhead & logo design、Graphis 

design、Trademarks、Package design、Art director annual‥等等。B 區以日

文專業期刊為主，比如：Commercial Photo、Ad Flash Monthly、Communication 

Arts‥等。此外還有 Branding design、Brochure design forum、中國吉祥圖案、

花卉圖案、歷代書法字源、中國秘方全書‥等等。C 區存放影印紙、透明夾、中

文雜誌、企業識別手冊等。墨水夾、CD 片、存檔資料、色票、正片本、素材辭

典光碟等排列在 A 區旁邊的材料架上。 

 

與一般廣告公司比較起來，觀察場域所配備的工具算是比較因陋就簡的，

以電腦硬體來說，目前其他的大、小廣告公司幾乎都採用 Apple Macintosh G5 等

級的電腦，觀察場域用的甚至還有 G3；這除了影響到作業的速度與硬體的穩定

度之外，也會限制繪圖軟體版本的使用。 

 

繪圖軟體一般廣告公司幾乎都已使用 10.0 或 CS 的版本了，但是受限於硬

體的格局，觀察場域用的是 Photoshop 6.0、Illustrator 8.0 和 10.0，而且中、英

文版摻雜使用；這除了導致某些特殊效果 (比如透明的感覺) 做不出來之外，面



對英文的電腦指令時，普遍英文不佳的廣告設計人員常常是憑著位置的記憶在進

行操作，無形當中限制了他們對電腦繪圖新功能、新作法的探索。 

 

一般廣告公司幾乎都已使用彩色雷色印表機，甚至 A3 尺寸的彩色雷色印表

機，觀察場域用的還是傳統的噴墨式印表機；因此，較需質感的色稿輸出，比如

比稿提案時使用的廣告色稿，就必須仰賴配合的廠商來代為輸出，所幸這種機會

不多。 

 

當其他廣告公司都以網路資料庫、上網搜尋到的數位圖檔或素材辭典光碟

做為參考資料時，觀察場域還是以紙本的參考資料為主。從紙本上搜尋到的參考

資料即用性較低，必須透過掃描器或數位相機把它轉換成電腦可接受的格式，才

能用以做稿子；它的好處是，與別人重複使用同一個參考資料來做稿子的機率，

比上網找來的數位圖檔低。 

 

貳貳貳貳、、、、怎麼進行研究怎麼進行研究怎麼進行研究怎麼進行研究？？？？  

 

一一一一、、、、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單位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單位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單位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單位 

 

本研究以活動系統為蒐集資料及分析的單位。 

 

如前一章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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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打獵、談話、教書、編排廣告版面等。本研究所要蒐集與分

析的活動系統就是「編排廣告版面」；依照 Cole 與 Engestrom 的說法，活動系

統由個人、目標、工具、社群、規則和分工六項要件所組成，「編排廣告版面」

的活動系統構成如圖五所示；個人是指廣告設計人員的專業智能，目標在作業過

程中可能是主畫面、草圖或廣告色稿，中介工具包括紙、筆、電腦、繪圖軟體、



參考資料，規則是指產業界行規、廣告業界行規、機構的作業規範，社群是涉入

工作的相關人等，而分工則是負責編排廣告版面的社群成員之職掌與分工。 

 

 

 

 

 

 

 

 

圖五：「編排廣告版面」之活動系統 

 

蒐集及分析資料時，「編排廣告版面」這個活動系統中的各個組成要件所指

為何，彼此之間產生了哪些互動，必須一一詳加紀錄與分析。例如，如果客戶在

廣告作業進行中突然來訪，就必須要詳細記錄：客戶在什麼時間點來訪，與誰會

談，帶來了什麼東西，做了什麼指示，廣告公司相關人員如何表徵這些指示，做

出哪些相應行為等等。而分析時則必須設法釐清：客戶來訪的目的何在，帶來的

東西用途為何，所做的指示造成什麼影響，廣告公司相關人員如何因應等等。 

 

因為活動系統具有層級性，所以「編排廣告版面」這個活動系統還可以再

往下區分為若干個次系統，比如，依工作內容可區分為構思主畫面、確定草圖、

編排色稿等次系統，依行動者則可區分為小奇構思主畫面、小揚構思主畫面、吳

師傅構思主畫面、吳師傅編排廣告色稿等次系統，甚至於可以把作業過程中的某

一段情節，視為一個次活動系統來進行分析；這種特性有利於微觀分析的進行，

尤其是活動系統各組成要件之間的互動分析。這裡所謂的「微觀分析」，是指針

對工作過程中的一小段情節，加以放大、詳細分析情節演進過程中，人與人如何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紙、筆、電腦、

繪圖軟體、參考資料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廣告設計人

員的專業智能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主畫面、

草圖、廣告色稿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最後提給客

戶的廣告色稿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產業界行規、

廣告業界行規、機構

的作業規範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涉入工作的

相關人等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社群各成員

的職掌與分工 



互動？人與工具、規則等如何互動？例如，要分析廣告設計人員如何編排一個廣

告色稿，這麼一個單純的行動可能就要釐清：有哪些人涉入這個工作，誰主導，

誰搭配，為什麼？主導者對搭配者做了哪些指示，怎麼指示，搭配者做了哪些相

應行為？需搜尋哪些素材，誰從哪裡搜尋了哪些素材，透過什麼工具，如何搜尋？

誰負責合成主畫面，使用哪些素材，利用什麼工具，透過什麼程序或指令來合成

主畫面？誰負責編排色稿，使用哪些素材，利用什麼工具，透過什麼程序或指令

來編排色稿？ 

 

二二二二、、、、研究初期的研究初期的研究初期的研究初期的觀察觀察觀察觀察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觀察者在 2005 年 8、9 月間，進入觀察場域進行了兩個月的參與式觀察。

這段期間，觀察者相當堅持觀察時所使用的記錄工具，要盡量不會干擾到被觀察

對象，或構成被觀察對象的心理威脅，認為這樣才能自然、客觀地觀察到被觀察

者進行工作時所牽涉到的活動系統。因此，進行觀察時只帶了一本筆記本、一枝

自動鉛筆及一枝錄音筆。 

 

兩個月之內，針對廣告公司所承接的每一個廣告個案進行參與觀察；總共

觀察、記錄了大大小小 11 個個案，包括某大金融集團的月曆設計、保險商品說

明書、直接信函、壁面廣告、車體廣告、講座海報，某大直銷公司的商品說明書、

活動海報，某女用休閒鞋品牌的包裝設計，某化妝品公司的贊助活動助成物等。

觀察紀錄用手寫記錄在筆記本上，每天晚上結束觀察後再鍵入電腦、整理成一個

觀察日誌 WORD 檔案；如果遇有內部的提案，就輔以錄音筆進行數位錄音記錄，

事後再過錄為文字檔。此外，也收集了每一個案進行當中所畫的草圖，以及所編

排、做出的色稿。 

 

進行個案分析時，卻發現大部分個案的觀察紀錄都不足以進行活動系統的



微觀分析；尤其是那些因為時間緊迫或工作太單純，吳師傅就直接口頭跟設計人

員溝通，要設計人員逕自搜尋素材、在電腦螢幕上進行色稿編排，邊做邊修的個

案，比如某大金融集團的保險商品說明書、壁面廣告、車體廣告，某大直銷公司

的活動海報，某化妝品公司的贊助活動助成物等；因為廣告設計人員操作電腦的

動作，以及電腦螢幕上色稿變化的速度，實在是快得讓觀察者無法用簡單的書寫

工具或錄音工具來記錄。而內部提案的錄音檔，雖然提供了內部提案時吳師傅與

小奇或小揚的對話，但是分析時很難把這些對話和所伴隨的動作連結起來，比如

在對話中吳師傅說：「這樣不是比較好嗎？」，他究竟是針對哪個部份做了指示，

或者是在畫面上修改了哪些東西？事過境遷之後，往往無從瞭解。 

 

因此，經過了一番檢討，11 月中旬重新進入觀察場域進行參與式觀察時，

作法上做了一些調整： 

 

首先，已不排斥使用數位攝影機來做為輔助的記錄工具。研究者研判，之

前已經在此做過兩個月的參與觀察，跟觀察場域裡的被觀察者之間彼此都已相當

很熟悉，此時使用數位攝影機來進行記錄，對被觀察者的干擾與心理威脅應該已

經明顯減少。使用數位攝影機做為記錄工具，是希望能以其鉅細靡遺的紀錄功能

來彌補書寫紀錄的不足；主要用來記錄內部提案，以及設計人員進行電腦繪圖或

編排的實況。  

 

其次，不再觀察記錄所有同時在進行的工作。雖然 8、9 月所做的觀察紀錄

之所以大多不足以進行微觀分析，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記錄工具的不足；但是

觀察記錄所有同時在進行的工作，也常常會讓觀察者顧此失彼，難免有所疏漏。

例如，進入公司較久的那位設計人員 (即小奇) 及新進的設計人員 (即小揚) 常

會分頭負責不同的廣告個案，這些廣告個案如果同時進行，觀察者就很難同時間

針對兩人來進行鉅細靡遺的觀察與記錄。 



 

第三，只針對結構比較完整的廣告版面編排工作進行觀察。所謂「結構比

較完整的廣告版面編排工作」，是指：會依照公司內部的標準作業流程來進行的

廣告版面編排工作；針對這樣的工作，吳師傅會先進行工作簡報，然後要小奇或

小揚去構思草圖，接著在內部提案中提出草圖，獲得確認之後才著手搜尋素材、

編排色稿。要過濾出這樣的廣告個案，必須要與吳師傅保持密切互動，隨時掌握

有哪些個案即將進行，他打算如何進行。8、9 月所做的觀察紀錄之所以大多不

足以進行微觀分析，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所觀察的個案太單純或不完整所致，比如

只需利用舊的色稿重新編排新文案，或這吳師傅直接指示小奇或小揚找什麼資

料、怎麼編排的個案。所以這一階段的觀察個案都會事先進行瞭解、經過篩選，

一次只針對一個個案，詳實進行觀察記錄。 

 

三三三三、、、、檢討檢討檢討檢討改進後的改進後的改進後的改進後的觀察觀察觀察觀察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本論文所分析的個案，是採用檢討改進後的觀察方式來蒐集資料的，整個

研究將以單一個案來進行分析與討論。理由有二： 

 

1. 這個個案的作業程序完整，作業過程中又曾因為客戶改變目標引發了系

統的不平衡而需進行修補，是一個以活動理論做為概念架構所進行研究

的典型個案。 

 

2. 本研究進行的是微觀分析，在真實世界中一粒沙一須彌，一個完整個案

所蘊含的資料就已經夠豐富了，足以從中擷取出不同情節，各自形成活

動系統來進行人與情境的互動分析。 

 

底下，將針對這個個案，分為「觀察個案」、「觀察期間」、「對誰觀察？」、



「怎麼觀察？」、「觀察什麼？」等五個部分，來進行說明： 

 

1. 觀察個案觀察個案觀察個案觀察個案 

 

本研究這次所觀察的個案，是 NUREACH 的平面廣告設計案，NUREACH

是一個以銷售女性休閒鞋為主的新品牌。11 月下旬，客戶已完成鞋子的打樣工

作，準備要進行量產及鋪貨，因此要求廣告公司開始進行平面廣告的設計工作，

準備用在上市的廣告活動當中。這一個廣告設計案的文字部分由總經理 (吳姐) 

親自撰寫；圖像部分則由創意總監 (吳師傅) 搭配兩個設計人員 (小奇及小揚)，

組成一個工作小組來處理。有關於這個個案，將在分析與討論時做更詳細的說明。 

 

2.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本論文所分析的這一個個案，進行觀察、蒐集資料的期間是從 2005 年 11

月 30 日 (三) 至 2005 年 12 月 23 日 (五)，總計有 24 天。觀察者每天早上 9

點鐘，在公司上班之前就會抵達觀察場域，準備開始一天的觀察記錄；要等到觀

察個案的相關工作人員都收工下班，才會離開觀察場域，最早 6、7 點，最晚可

能到 10 點、11 點。 

 

3. 對誰觀察對誰觀察對誰觀察對誰觀察？？？？ 

 

本個案的觀察對象，是與這個廣告案的版面編排工作有關的人員，包括吳

師傅、小奇與小揚；依作業階段的不同，觀察的主體也略有不同。構思主畫面時，

以小奇及小揚為觀察主體；確定草圖時，以吳師傅為觀察主體；編排色稿時，則

以吳師傅及小揚為觀察主體。 

 



4. 怎麼觀察怎麼觀察怎麼觀察怎麼觀察？？？？ 

 

本個案採取參與式觀察來進行研究，觀察者每天從上班時間就進駐觀察場

域，在影像處理區觀察、記錄參與本個案的相關人員對本個案的行動。進行觀察

時攜帶了筆記型電腦及數位攝影機；觀察紀錄直接鍵入筆記型電腦，如果遇有與

本個案有關的內部提案，或者是上電腦檢索資料、編排色稿，就輔以數位攝影機

進行記錄。每日下班時，也會請廣告設計人員提供當日所完成的草圖或色稿。這

一部份用以客觀分析當事人進行工作時所牽涉的活動系統。 

 

進行觀察的過程中，遇有不明白的地方，觀察者會當場或在稍後比較恰當的

時間請教當事人，請他進行說明，以釐清觀察者的疑惑。每日下班後，觀察者會

針對當天觀察到的行動深入訪談當事人，請他說明進行該行動的前因後果。這一

部分用以瞭解當事人進行行動決策時的內心世界，並且可以透視某些被遮蔽的角

度、彌補某些觀察不到的資料。 

 

5. 觀察什麼觀察什麼觀察什麼觀察什麼？？？？ 

 

進行參與觀察時，要蒐集哪些資料呢？在初次進入研究場域時，首先要蒐

集、建立的是作業環境的基礎資料。利用觀察記錄，以及訪談的方式蒐集、建立

了以下資料，包括：辦公室的格局、每個訊息告知者的相對位置、個人及部門所

擁有的配備及擺設位置、參考資料、公司規章、作業流程等，以及每個訊息告知

者的個人背景資料，如個人學經歷、性別、年齡等。 

 

接著就開始就選定的廣告個案蒐集資料，從構思主畫面、確定草圖、準備素

材，一直到編排廣告色稿各個階段，在可觀察的範圍之內，詳細紀錄訊息告知者

在工作過程中所進行的每一個行動，比如使用了什麼工具？做了什麼事情？與什



麼人互動？如何互動？觀察的重點如下： 

 

(1) 這個活動系統的社群由哪些人組成？有哪些規則存在？如何進行分

工？社群組成、作業規則與分工體系有何特性？對於這個版面編排工作有何限制

或助益？ 

 

(2) 這個活動系統有哪些目標存在？各自凸顯的程度如何？在版面編排的

過程中是否曾發生轉變？如何轉變？ 

 

(3) 在版面編排各階段的作業過程中，訊息提供者做了哪些動作及操作？ 

 

(4) 訊息提供者執行這些動作及操作時，使用了什麼中介工具、參考資料、

其他資源或支援？ 

 

(5) 在版面編排的過程中，廣告主發揮了什麼作用？是不是還有其他情境因

素 (比如：文化情境、互文情境等) 涉入？發揮了什麼作用？ 

 

但是，進行參與觀察時也不把觀察、紀錄訊息告知者的行動，當成唯一的蒐

集資料方式，也會試著透過索取書面資料、草圖、色稿電子檔，訪談訊息告知者

來蒐集這個活動系統中其他各環節的資料，比如：目標為何？有些什麼改變？行

動的結果是什麼？依據什麼作業流程？為什麼會這樣做？使用深度訪談是為了

從訊息提供者的角度，來瞭解他在執行某些動作及操作時，經歷了哪些折衝與取

捨？道理何在？要瞭解前因後果時，主要提問的重點如下： 

 

(1) 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2)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針對蒐集來的資料，本論文將分兩個部分來進行分析。第一個部分，將以

Cole & Engestrom (1993) 的活動系統模式為架構，把廣告版面編排工作視為一

個活動系統，介紹這個活動系統的全貌，說明各組成要件所扮演的功能，以及組

成要件之間如何連結？這些組成要件足不足以闡釋廣告版面編排工作？第二個

部分，將從個案中擷取數個情節，透過微觀分析來瞭解人在工作中如何與情境進

行互動。底下，分第四、第五兩章，分別針對這兩個部分進行分析及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