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    

 

本章的目的是要透過個案分析，來介紹版面編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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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面編排」是把廣告插圖、標題、內文、商標等元素，安排成一個合而

為一的信息之活動。這樣一個活動看似簡單，實際上卻還可以往下細分出形成草

圖、準備素材、編排色稿等次活動；每個次活動都有它獨特的主體、目標、工具、

社群、規則、分工等。內部關係錯綜複雜，因此在詳細分析活動系統內部要件如

何互動之前，有必要先對活動系統的全貌稍做介紹。 

 

全章分為兩節，第一節首先說明本研究所要分析的個案之背景；第二節針

對這個個案所構成的活動系統，說明系統中各組成要件所扮演的功能和組成要件

之間的連結關係。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個案背景說明個案背景說明個案背景說明個案背景說明 

 

這一節主要是要簡介本研究所要分析的個案，並說明本個案的作業程序。 

 

壹壹壹壹、、、、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本研究將以 NUREACH 的廣告版面編排工作做為分析個案，NUREACH 是

一個以銷售女性休閒鞋為主的新品牌。 

 

2005 年 8 月間，YK 廣告公司應這個客戶的要求，幫這個品牌設計了視覺識

別系統 (Visual identification system)，包括：商標 (mark)、標準字、標準色、



標準體等，這個任務由吳師傅親力執行。9 月中旬，在小奇及小揚的參與之下，

又幫客戶設計了鞋盒、包鞋紙、手提袋等製作物。到了 11 月下旬，已完成鞋子

的打樣工作，準備要進行量產及鋪貨，因此客戶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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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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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處理的部分，包括構思用什麼圖像來表現訴求重點、實際把圖像及文字等廣

告元素編排成廣告色稿等，統稱為廣告版面編排工作，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版

面編排工作通常經歷的過程如下：首先發想主畫面 (key visual)、決定版型，並

依版型畫出迷你稿或草圖以做為編排廣告色稿的基礎；接著再根據挑選出來的草

圖尋找素材、編排廣告色稿。 

 

貳貳貳貳、、、、本個案的作業程序本個案的作業程序本個案的作業程序本個案的作業程序 

 

本個案在版面編排工作過程中，經歷了目標的改變，因此，作業程序與其

他廣告案略有不同。底下，將就本個案，簡單說明其版面編排的作業程序。 

 

一一一一、、、、    吳師傅進行吳師傅進行吳師傅進行吳師傅進行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簡報簡報簡報簡報 

 

正常的情況下，吳師傅通常都會準備書面的簡報資料，向圖像處理工作小

組的成員，包括小奇及小揚兩位設計人員，進行工作說明。簡報的內容大致上會

包括：客戶的商品是什麼？目標對象是誰？這次廣告活動的目的是什麼？客戶喜

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過去有些什麼作品？競爭者又是怎麼在進行訴求的？這次

廣告活動的廣告概念為何？有時候還會提供一些參考資料給設計人員，然後要他

去進行主畫面及草圖 (或稱 rough 稿) 的構思。 



 

因為九月份做包裝設計時，吳師傅已做過一次完整的工作簡報。針對這個案

子，吳師傅就沒有再準備書面資料，只對小奇及小揚進行口頭報告，內容如下： 

 

這次要你們構思的是 NUREACH 的主畫面，這個主畫面將會用於

廣告、海報，以及其他對外宣傳物上面。NUREACH 這個品牌賣的是女

鞋，鞋子的特色是「輕」，「對象偏都會型的年輕女性」，價位跟 LANEW

差不多，主要介於 2000-4000 元之間。 

 

二二二二、、、、    設計人員設計人員設計人員設計人員構思並構思並構思並構思並畫出主畫面草圖畫出主畫面草圖畫出主畫面草圖畫出主畫面草圖 

 

工作簡報之後，遇有空檔時間，設計人員就會開始著手構思主畫面，並把

草圖畫出來。一般來說，如果沒有特別交代，初次提出的草圖通常都是迷你稿 

(thumbnail sketch)，它畫得比真正的草圖小，通常不會大於 A4 尺寸的四分之一，

而且粗略，主要用以展現能表現商品利益點的故事、概念或象徵。 

 

吳師傅給設計人員構思主畫面及草圖的時間，視提案的急迫性而定，有時

只有一、兩個小時，有時會有一、兩天的時間。這個案子整整有兩天的時間，讓

小奇及小揚形成主畫面，時間算是充裕的。 

 

三三三三、、、、    內部提案內部提案內部提案內部提案 

 

兩天之後，吳師傅召開內部提案會議，要小奇及小揚提出他們所構思的主

畫面。開始提案之前，吳師傅先重申：「今天提案的目的是一個主畫面，這個主

畫面會用到它的廣告、海報，以及其他對外宣傳物上，做為主要的視覺。它的對

象是比較年輕的女性，偏都會型。那，它這個鞋子是 PU (的材質的材質的材質的材質)，也有 TPU 吧！



然後，它整個要訴求的是『輕』」。 

 

吳師傅要小揚先提報他所構思的主畫面，提案的過程中，只要有不明白的地

方，吳師傅就會隨時追問。小揚解說完他所構思的 13 個主畫面 (其中有些主畫

面的表現方式是一樣的，只是表現素材不同而已，所以實際上是提了 7 種不同的

表現方式) 之後，吳師傅並沒有馬上進行講評，他緊接著要小奇提出他所構思的

主畫面，小奇提出了 5 個主畫面。 

 

聽完報告之後，吳師傅分別要他們說出會推薦哪一張給客戶，理由是什麼。

接下來進行講評，評論過每一張稿子的優點，跟執行時可能面臨的問題之後，吳

師傅幫小揚、小奇各挑選了三張稿子，要他們進一步發展或延伸，擇期再提出修

改草圖。並且告訴他們：如果有更好的構想，也可以提出。 

 

四四四四、、、、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修改目標修改目標修改目標修改目標 

 

小奇與小揚還沒來得及修改草圖，客戶已針對廣告製作做了新指示，主要有

以下三點：(1) 希望把廣告形式由一般商品廣告，改為雜誌專輯式廣告；(2) 希

望能用並置比較的方式，來表現專輯式廣告中的小全頁廣告，比如：用柳丁跟鞋

子一起秤重比較重量；(3)希望在五天之內能夠提出廣告色稿。 

 

客戶的這三個新指示，雖然沒有改變「表現鞋子很輕」這個核心目標，卻改

變了「廣告形式」、「表現手法」與「提案期限」等附屬目標。 

 

五五五五、、、、    吳師傅確定草圖吳師傅確定草圖吳師傅確定草圖吳師傅確定草圖 

 

由於提案期限在即，為了達成「如期提案」的目標，吳師傅終止了原先的作



業流程，自己接手形成主畫面、確定草圖及編排色稿的工作。略做構思之後，吳

師傅要求吳姐一起開動腦會議，主要是要為他的構想爭取共識，並希望能激盪出

新的想法。 

 

吳師傅先把客戶要求直接「並置比較柳丁與鞋子的重量」這件事情拿出來討

論， 吳師傅覺得這個想法「很呆板」、「很醜」，不適合用來做小全頁廣告，應該

放在報導稿裡面，吳姐沒有反對。吳師傅接著提出兩個表現「輕」的構想：其中

一個是「把一隻鞋子壓在一個雞蛋上面，雞蛋不會破，用以表現鞋子很輕」，另

一個則是「用雲來合成一隻鞋子的形狀，隱喻鞋子像雲做的一樣輕」。 

 

在討論的過程中另外又浮現出來的構想有：「把鞋子放在搖曳生姿的荷葉

上」、「暹羅貓攬著一隻 NUREACH 鞋子」(藉由貓來影射：穿上 NUREACH 走

路也可以像貓一樣輕巧)。討論之後，決定選擇「雞蛋」、「雲」和「貓」三個構

想來製作廣告色稿。 

 

六六六六、、、、    吳師傅編排色稿吳師傅編排色稿吳師傅編排色稿吳師傅編排色稿 

 

由於這次製作色稿需要運用大量電腦合成技術，吳師傅選擇電腦繪圖能力

較佳的小揚，跟他搭配來編排色稿。小揚負責準備素材，包括：拍照、搜尋圖片、

去除圖片背景、合成主畫面等，然後由吳師傅自己動手利用小揚準備的素材，編

排小全頁廣告稿及編輯稿。 

 

「雞蛋」篇因編排出來的效果不佳，接近完成時被捨棄，由「橙」篇取代；

「雲」篇順利編排完成；「貓」篇則因作業時間不夠，主畫面尚未合成完畢就中

途放棄了。最後提給客戶的是「雲」篇和「橙」篇兩個專輯式廣告色稿。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版面編排的版面編排的版面編排的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活動系統活動系統活動系統－－－－以以以以 NUREACH 廣告廣告廣告廣告個案為例個案為例個案為例個案為例    

 

本節主要的目的，是要以 NUREACH 廣告個案為例，描繪出編排版面活動

系統的全貌，說明活動系統中各組成要件，包括：主體、目標、中介工具、社群、

規則、分工等所扮演的功能，以及各組成要件之間的關係為何？ 

 

首先簡略說明「編排廣告版面」活動系統的構成。依照 Cole 與 Engestrom

的說法，活動系統由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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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示；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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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編排廣告版面」之活動系統 

 

底下，將以編排 NUREACH 廣告版面為例，說明各個組成要件在這個真實

案例中所指為何？在活動系統中又扮演了什麼功能？如何與其他組成要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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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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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 

 

壹壹壹壹、、、、主體主體主體主體 

 

在活動系統中，所謂「主體」是指：被做為主要觀察、分析對象的行動者。

「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次級團體  (Engestrom, 1987)。在「編排

NUREACH 廣告版面」這個大的活動系統中，「主體」是由吳師傅、小奇、小揚

所組成的圖像處理工作小組；在「構思 NUREACH 主畫面」這個小的活動系統

中，「主體」則是個別的廣告設計人員 (小奇、小揚，或者是吳師傅)。「主體」

是整個活動系統的發動者，他本身所具備的專業智能 (包括知識和技能)，也是

活動系統的組成要件之一；這些專業智能包含了主體本身的知識庫，以及他使用

外在資源的能力 (即所謂的分散智能)。底下，將就本個案，說明在編排廣告版

面的過程中，主體指的是行動的主控者，以及主體使用了什麼個人知識庫及分散

智能。 

 

一一一一、、、、    在版面編排的過程中主體是行動的主控者在版面編排的過程中主體是行動的主控者在版面編排的過程中主體是行動的主控者在版面編排的過程中主體是行動的主控者。。。。 

 

版面編排的過程，由一連串的行動所組成，比如：內部的工作簡報、構思

主畫面、內部提案、確定草圖、蒐集素材、編排色稿等，甚至還可以繼續往下細

分。每一個行動都會有一個主體做為行動的主控者，推動行動的進行；內部的工

作簡報時，吳師傅是行動的主控者，由他來負責準備簡報資料、進行簡報；構思

主畫面時，小奇及小揚是個別構思行動的主控者，負責形成主畫面、畫出草圖。 

 

主體主控行動，可是並非完成工作的唯一因素，從情境互動的角度來看，

工作的結果是活動系統各環節互動之後浮現出來的；主體是活動系統中的主要環

節之一，扮演的角色可能重於其他環節，但是版面編排工作絕非主體可以獨力完



成的。後續章節將會進一步提出說明。 

 

二二二二、、、、    主體在編排版面的過程中主體在編排版面的過程中主體在編排版面的過程中主體在編排版面的過程中使用到的專業智能使用到的專業智能使用到的專業智能使用到的專業智能。。。。 

 

從本個案的觀察，主體編排版面時所使用的專業智能，主要有商品領域知

識和廣告專業知識，分別說明如下。 

 

1. 商品商品商品商品領域知識領域知識領域知識領域知識 

 

廣告領域裡，所謂的商品領域知識，是指與某一特定商品及其主要消費群相

關的知識 (Young, 1963)。在本個案當中，指的是有關「女用休閒鞋」這個領域

的商品及主要消費群的知識，比如：市場概況、發展趨勢、消費現況、品牌特性、

消費者輪廓、消費者需求等等。這些知識主要使用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用以發

展廣告策略，進行策略思考時，對商品領域知識瞭解越深，越能創造出商品與消

費者之間的關連性；其二，是做為版面編排活動的目標，用以引導活版面編排動

的走向。 

 

廣告公司相關人員對於商品的領域知識，主要來自於客戶的簡報；如果覺

得客戶所提供的資料不夠用，有時也會透過資料庫檢索或網路搜尋，找尋更多的

領域相關資料做為參考。以 NUREACH 這個個案為例，聽取簡報之後，吳師傅

並沒有另外再找尋、參考更多的領域相關資料，一方面是礙於時間的關係，一方

面也認為消費者的利益點 (輕) 已經夠明確了。就觀察場域而言，客戶簡報的對

象通常是吳師傅及吳姐，其他人員很少有機會直接聽取客戶的簡報；領域相關資

料的搜尋通常也是由吳姐或吳師傅來進行。 

 

小奇及小揚的商品領域知識，則又輾轉來自吳師傅的簡報。進行 NUREACH



廣告個案時，吳師傅直接從客戶的簡報資料篩選、整理出三個重點，對小奇及小

揚進行簡報，包括：(1) NUREACH 這個品牌鞋子的特色是「輕」；(2) NUREACH

的目標訴求對象偏都會型的年輕女性；(3) NUREACH 的商品價位跟 LANEW 差

不多，主要介於 2000-4000 元之間。這些資料構成了小奇及小揚主要的商品領

域知識。他們兩人的商品領域知識明顯不如吳師傅，何以致之？ 

 

(1)  商品領域知識的獲得深受主體商品領域知識的獲得深受主體商品領域知識的獲得深受主體商品領域知識的獲得深受主體在社群中在社群中在社群中在社群中權力位置的影響權力位置的影響權力位置的影響權力位置的影響。。。。 

 

吳師傅能擁有較多的商品領域知識，與他在社群中的權力位置有關。依垂直

的分工來看，吳師傅在社群中是「規劃者」、「管理者」，而小奇及小揚則是「執

行者」、「被管理者」；吳師傅在社群中所擁有的權力位置，使他成為客戶簡報的

對象，並由他來決定要篩選出多少資料，轉述給小奇及小揚。因此，他的商品領

域知識自然比小奇及小揚豐富。 

 

從本個案來看， 吳師傅所具備的關於「女用休閒鞋」的領域知識，明顯多

於小奇及小揚；主要是因為吳師傅對小奇及小揚所做的簡報，已經過吳師傅的篩

選。也就是說，客戶對吳師傅與吳姐所做的簡報內容，比吳師傅對小奇及小揚所

做的簡報更為詳細；比如：客戶曾為吳師傅及吳姐分析鞋子市場的發展趨勢，認

為：「鞋子的材質必然由 PU 走向 EVA」，這一點吳師傅就沒有在他對小奇及小揚

的簡報當中提及，因為他覺得要小奇及小揚做的工作應該很單純，似乎沒有必要

知道這麼多資訊。然而，客戶簡報的商品領域知識，足夠用以進行 NUREACH

的版面編排工作嗎？ 

 

(2)  商品領域知識商品領域知識商品領域知識商品領域知識過度分散智能於客戶過度分散智能於客戶過度分散智能於客戶過度分散智能於客戶，，，，會影響版面編排會影響版面編排會影響版面編排會影響版面編排工作的品質工作的品質工作的品質工作的品質。。。。 

 

廣告公司人員的商品領域知識，大多分散智能於客戶，而分散智能的過程某



種程度又反映了主體在社群中的權力結構。吳師傅在社群中的權力位置，讓他擁

有分散智能的決定權，但是在這個個案中，他把商品領域知識完全分散智能於客

戶身上，卻導致商品領域知識的廣度不夠，影響了版面編排工作的品質。 

 

聽完客戶的商品簡報之後，吳師傅通常會再透過資料庫檢索或網路搜尋，找

尋更多的領域相關資料做為參考。進行本個案時，可能是為了節省時間或者是覺

得客戶提供的資料已經夠用，吳師傅並沒有把智能分散於資料庫檢索或網路搜

尋，因此限制了他的商品領域知識的廣度，使他無法在商品與消費者之間，創造

出比「輕」更好的關連性。比如，從客戶的簡報資料中，吳師傅只能知道「鞋子

的材質必然由 PU 走向 EVA」這個更輕的材質，卻不知道 EVA 除了「質輕」的

優點之外，還有「具有回復力」這個很重要的特色，它足以提供行走或跑步時的

腳部緩衝；吳師傅也不知道 EVA 所具有的缺點，那就是透過發泡技術所產生的

氣泡用久了之後會逐漸漏氣，因此穿久了之後鞋底會逐漸變硬。(Tenner, 2003) 

對 EVA 的特性瞭解不全，導致吳師傅發展創意概念時，只能跟客戶一樣往「輕」

這個方向思考，或者是沒辦法去質疑「輕」的訴求的正確性，而沒考慮到「舒適」

的可能性，以及鞋底會「變硬」的後遺症。 

 

2. 廣告專業智能廣告專業智能廣告專業智能廣告專業智能 

 

編排廣告版面的過程中，會使用哪些廣告專業智能？以吳師傅編排「雞蛋」

篇廣告色稿為例，吳師傅使用到的廣告專業智能至少有分散智能的能力、構成版

面的知識和電腦繪圖的技能。底下，分別說明吳師傅如何使用這些智能。 

 

(1)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提前提案提前提案提前提案提前提案」」」」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以以以以分散智能分散智能分散智能分散智能來減省作業時間來減省作業時間來減省作業時間來減省作業時間。。。。 

 

客戶要求提前提案，為了節省作業的時間，吳師傅必須具備分散智能的能



力，知道如何分散智能。編排「雞蛋」篇廣告色稿時，吳師傅把智能分散於三個

途徑： 

 

(A)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把智能分散於把智能分散於把智能分散於把智能分散於器器器器物物物物 

 

吳師傅從存檔光碟中找出多年前幫另一個知名品牌鞋子做的雜誌專輯式廣

告稿的電子檔 (如圖七之 1 所示)，打算以它做為編排「雞蛋」篇廣告色稿的版

面基底；這樣就不用花時間重新拉線構成新版面，只需依照基底結構，把相對應

的新素材置入版面基底取代原先的素材就可以了，是把智能分散在既成的器物上

面。 

 

1  2 

圖七：編排「雞蛋」篇廣告色稿的過程示意圖之一 

 

(B)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把智能分散於時間流把智能分散於時間流把智能分散於時間流把智能分散於時間流 

 

吳師傅在草圖還沒有確定之前就利用空檔時間，著手進行一些可以先做的

事情，包括：準備一些色稿中必然會用到的素材，比如鞋子、特殊鞋墊、裝飾花

邊等；找出可以外置智能的版面基底、利用工作的空檔先整理版面基底，比如把

小全頁廣告空間鋪上橘色底、挪動標題與文案位置、把已經去背的鞋子圖檔、經

銷店電話、住址等素材先行置入版面基底 (如圖七之 2)、在小全頁廣告畫面裡，



先打上一行假的主標題、貼上兩行假的副標題 (如圖八之 1)。這等於是把工作往

正式作業之前分流，把智能分散於時間流。 

 

1  2 

圖八：編排「雞蛋」篇廣告色稿的過程示意圖之二 

 

(C)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把智能分散於人把智能分散於人把智能分散於人把智能分散於人 

 

吳師傅指示小揚用數位相機幫客戶提供的樣品鞋拍照、去除背景備用，從

素材辭典光碟中搜尋雞蛋的圖檔；以小揚為手、腳，把部分工作由小揚代勞，是

把智能分散在小揚的身上。 

 

(2)  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時時時時，，，，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展現平衡展現平衡展現平衡展現平衡、、、、凸顯凸顯凸顯凸顯、、、、對比對比對比對比、、、、一致等版面構成知一致等版面構成知一致等版面構成知一致等版面構成知

識識識識。。。。 

 

一旦確定要做「雞蛋」篇廣告色稿，吳師傅把小揚幫忙找到的雞蛋數位圖

檔貼到橙色為底的小全頁廣告稿中，放大原已貼在廣告稿中的鞋子、調整鞋子與

新貼入的雞蛋的相對位置，然後陸續把客戶的公司名貼入廣告稿之中，把鞋墊、

柳丁、裝飾圖案等貼入報導稿當中 (如圖八之 2 所示)。接著，吳師傅又上、下、

左、右地調整了好幾次雞蛋的角度及位置，但是總覺得主畫面還是不夠凸顯，於

是在鞋子與蛋的背後多加了一個圓形的白色暈光，主畫面果然因而凸顯了許多 



(如圖八之 2) 。這個編排「雞蛋」篇小全頁廣告色稿的過程看似簡單，事實上吳

師傅展現了平衡、凸顯、對比、一致等版面構成知識。底下分別敘述之。 

 

(A)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重度原則重度原則重度原則重度原則」」」」來調整觀看者對畫面的平衡感受來調整觀看者對畫面的平衡感受來調整觀看者對畫面的平衡感受來調整觀看者對畫面的平衡感受。。。。 

 

小全頁廣告的底是橘色，比起報導稿，感覺比較重，放在左下腳會讓整張

專輯式廣告顯得左重右輕，因此他就把三隻組合在一起的鞋子擺在小全頁廣告的

右下角，刻意加重又邊的重量感，希望讓整體專輯式廣告的畫面看起來平衡一

些。所謂的「重度原則」包括：(1) 就位置來看，離畫面中心點越遠，其重度越

重；(2) 依閱讀習慣來看，上重下輕、左重右輕；(3) 在透視軸上，遠端的重度

大於近端；(4) 就色彩來說，同面積明色比暗色輕；(5) 刻意突顯的主題，面積

雖小重度卻大；(6) 有規則的型較不規則的型重；(7) 獨立的東西重量特別大；

(8) 垂直的型比橫向的型重；(9) 動態的景物比靜態的景物重。 

 

(B)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以白色暈光來凸顯主畫面以白色暈光來凸顯主畫面以白色暈光來凸顯主畫面以白色暈光來凸顯主畫面。。。。 

 

吳師傅數度上、下、左、右地調整雞蛋與壓在雞蛋上的鞋子的角度及位置，

但是總覺得主畫面還是不夠凸顯。為了讓主畫面突顯出來，吳師傅在鞋子與蛋的

背後多加了一個圓形的白色暈光，讓消費者一眼就看能到主畫面。 

 

(C)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利用對比效果來區分廣告稿與報導稿利用對比效果來區分廣告稿與報導稿利用對比效果來區分廣告稿與報導稿利用對比效果來區分廣告稿與報導稿。。。。 

 

吳師傅在鞋子與蛋的背後多加了一個圓形的白色暈光，就能讓主畫面突顯

出來，主要是因為對比的效果。同樣的，小全頁廣告以橘色為底，也是為了讓小

全頁廣告稿與報導稿產生對比，把這兩個部分區分清楚。 

 



(D)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使用標準色編排色稿使用標準色編排色稿使用標準色編排色稿使用標準色編排色稿，，，，來維持品牌印象的一致性來維持品牌印象的一致性來維持品牌印象的一致性來維持品牌印象的一致性。。。。 

 

小全頁廣告稿使用橘色底，報導稿中的一些線條及色塊則使用黃、紫、綠

等顏色，是為了讓專輯式廣告稿的色系與 NUREACH 品牌商標的標準色 (橘、

黃、紫、綠) 維持一致。 

 

(3)  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時時時時，，，，電腦繪圖技能的高下展現在因時制宜的能力上面電腦繪圖技能的高下展現在因時制宜的能力上面電腦繪圖技能的高下展現在因時制宜的能力上面電腦繪圖技能的高下展現在因時制宜的能力上面。。。。 

 

目前編排廣告色稿幾乎都使用電腦繪圖來進行，因此，吳師傅編排色稿必

須具備使用繪圖軟體的知識， 至少包括：用以進行多層次的影像處理的

Photoshop、用以進行排版的 Illustrator，以及用來把點陣檔轉換為向量檔的

Streamline 等。 

 

這些有關於電腦繪圖軟體的知識，每個廣告設計人員的學習來源各不相

同。小揚是在學校學的，他所修過的相關課程頗多，包括： Photoshop、

Illustrator、Painter、Flash、3D MAX、MAYA、Photo Impact、Quark 等等；小

奇 則 是 自 己 花 錢 在 外 面 電 腦 補 習 班 學 的 ， 學 過 的 電 腦 軟 體 操 作 包 括 ：

Photoshop 、 Illustrator 、 Corel Draw 、 3D MAX 、 After Effect 、 Permio 、

Dreamweaver、Flash 等等；而吳師傅則主要是靠自修、摸索學得的。 

 

從本個案的觀察中，我們發現到編排廣告版面時，電腦繪圖技能的高下與

設計人員學過多少電腦繪圖軟體，在哪裡學的並無直接關連，反而展現在能不能

因時制宜地使用繪圖軟體的指令與功能上面。底下，從兩方面進行說明。 

 

(A)  電腦繪圖技能不會有唯一的標準程序存在電腦繪圖技能不會有唯一的標準程序存在電腦繪圖技能不會有唯一的標準程序存在電腦繪圖技能不會有唯一的標準程序存在 

 



這種知識實踐重於理論，每個人都有他偏好的操作程序。以把 A 圖貼入 B

圖當中為例，小奇的作法是：(1) 先使用滴管功能，在 A 圖及 B 圖上吸色以判斷

二圖的 YMCK 數值；(2) 接著使用曲線功能，點選 T、Y、M、C、K，拉線把 A

圖的主色調調整趨近 B 圖的主色調；(3) 使用遮色片功能，去掉 A 圖背景；(4) 使

用熱鍵 (hot key) 把去背後的 A 圖貼入 B 圖中，Ctrl A 選取，Ctrl C 剪下，Ctrl 

V 貼上；(5) 使用加亮工具，把 A、B 兩圖的光源方向調整一致；(6) 最後，使

用透明度工具，以透明色塊覆蓋合成後的圖，讓兩圖融合在一起，不會有貼入的

感覺。 

 

小揚的作法則是：(1) 調整兩張圖調色調，作法是先把兩圖重疊，再使用

image 裡面的 adjustment、hue、saturation 功能，來調整明度、彩度、飽和度；

(2) 使用 edit 裡面的縮放功能，縮放 A、B 的相對大小；(3) 使用套索功能去除

A 圖背景，作法是先使用套索功能圈選不要的東西，再使用圖層裡面的遮色片功

能把不要的東西遮住；(4) 使用熱鍵把 A 圖貼入 B 圖中；(5) 使用印章、遮色片，

或是套索＋印章的功能，細修陰暗面的細部；(6) 把整個合成圖縮小看感覺，再

進行放大、縮小的微調。 

 

吳師傅的作法又不一樣，他通常：(1) 先使用套索功能圈選 A 圖中不需要

的背景，再使用遮色片功能把不要的東西遮住；(2) 使用熱鍵把 A 圖貼入 B 圖中；

(3) 使用縮放功能，調整 A 圖在 B 圖中的相對大小；(4)使用 image 裡面的

adjustment、hue、saturation 功能，把兩張圖的明度、彩度、飽和度調成一致；

(5) 使用噴筆、印章、特效的功能，進行細部的修飾。 

 

針對同樣一個工作，三個人各自採用自己的作業方式，就像吳師傅所言，

是「習慣與熟練」使然；三個人學習電腦繪圖技能的過程各不相同，可能當初學

到的操作程序就不一樣，再加上實作的經驗累積，慢慢找出自己最順手的操作方



式，所以並沒有唯一的標準程序存在。 

 

(B)  電腦繪圖的高下之分電腦繪圖的高下之分電腦繪圖的高下之分電腦繪圖的高下之分，，，，展現在展現在展現在展現在「「「「以對的程序與指令來做對的事以對的程序與指令來做對的事以對的程序與指令來做對的事以對的程序與指令來做對的事」」」」。。。。 

 

電腦繪圖的技能，從作業的速度來看，只要習慣與熟練，差異通常不會太

大；其高下之分反而可能展現在：如何因應表現的需求，使用適當的功能指令上

面。以合成「鞋形雲」為例，一般的作法可能是直接用噴筆功能在藍天上噴出鞋

子的形狀，或者是把一張鞋子的側面圖貼入藍天，轉成黑白、調高反差，然後用

噴筆功能進行噴修，做起來速度較快，但是很難達到又像鞋子又像雲的地步。小

揚則是把鞋子的側面圖貼入藍天，轉成黑白、調高反差之後，依高反差的輪廓把

鞋子分割成鞋面、鞋側、鞋扣、鞋洞、鞋底、鞋跟等幾個部分，依照這幾個部分

的形狀，一片、一片地在雲的圖片上套索、選取，然後貼到鞋子照片對應的位置

上面去；最後，在「鞋形雲」的輪廓上進行噴修，讓它不再那麼輪廓分明，變得

更像雲一些。因應表現的需求，規劃作業程序，使用適當的功能指令達成任務，

這是屬於「知道如何」的知識範疇。 

 

「知道如何」的知識，是美國當代哲學家 Ryle (1949) 所提出來的概念，

他把個人大腦當中的知識區分為「知道什麼」(know-that) 與「知道如何」

(know-how) 兩 種 。「 知 道 什 麼 」 的 知 識 也 稱 為 理 論 型 知 識  (theoretical 

knowledge)，是可以用語句清楚陳述出來的知識，例如：「地球是圓的」，或是

「1+1=2」。「知道如何」的類型又稱為實踐型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必須

透過某些實際操作來獲得，而且就算獲得了也很難用語言表達出來，例如：「如

何騎腳踏車」。1 

 

                                                
1
 心理學上也有類似的說法，只是把 Ryle 所謂的「知道什麼」與「知道如何」兩種知識，分別

稱為「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 和「程序性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 (參

見 Anderson, 1976)。 



貳貳貳貳、、、、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在活動系統中，「主體」很少獨立運作，因為真實世界中的工作，往往是在

複雜的人際脈絡中進行，而這些人際脈絡，是以「社群」為基礎所構成的。 

 

「社群」原指一切有組織的人群，構成社群的條件包括：地理區域、自給自

足、共同生活、同質的意識、共通的目標及規範等 (Bell & Newby, 1974)。隨著

網際網路逐漸普及，在能夠跨越空間障礙的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的衝擊之下，有些條件可能已不再必要，比如地理區域；但是，

諸如同質的意識、共通的目標及規範等，仍然是稱為一個社群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Engestrom (1987) 在活動理論的研究當中，則是直接指稱「社群」為：共

享相同目標的人群。YK 廣告公司是一個社群，員工共享公司永續經營的目標；

YK 廣告公司的創意部門也是一個社群，部門成員共享做出好廣告的目標；甚至

本研究所觀察的「NUREACH 平面廣告設計案」的製作小組也是一個社群，小

組成員共享表現 NUREACH 鞋子很輕的目標。社群因相同的目標而存在，只要

有不同的目標存在，活動系統中的主體，往往同時隸屬於多個不同的社群。 

 

就本個案而言，「社群」至少可經由「機構編制」和「任務編組」兩個途徑

形成；前者暫且稱之為「機構社群」，後者暫且稱之為「任務社群」，分別說明如

下： 

 

一一一一、、、、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做為一個機構，不管是一家公司或者是公司裡的一個部門，都有它的編制

存在，編制裡每一個人都各自有其工作職掌，與他人之間則存在著上司、下屬的



隸屬關係。 

 

如果從「機構編制」的角度來看，YK 廣告公司的設計人員所屬社群的規模

有大、有小. 以本研究為例, 最初級的 (primary)「機構編制」社群是：由 3 到 4

位廣告設計人員所組成的創意部門影像處理組，每個廣告設計人員所負責的客戶

或商品不同，他們都直接向吳師傅負責；而影像處理組這個初級社群則是一個

5、6 個人的創意部門的一部份，一個不到 10 個人的小廣告公司的一部份，也隸

屬於一個擁有成千上萬從業人員的廣告界，如圖九所示。 

 

 

 

 

 

 

 

 

 

 

 

 

 

 

 

圖九：觀察場域機構社群組織架構圖 

 

在機構編制之下，一個廣告設計人員可能同時隸屬於不同層級的多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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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比如：組、部門、公司、業界等；這些機構社群各有各的目標與規矩，爭

相引導與規範這一設計人員的方向與作為。不同的目標與規矩，彼此之間如何折

衝與協調，將在後續相關部分進一步說明。 

 

二二二二、、、、    任務任務任務任務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進行活動時，常會針對特定任務而組成社群；這種類型的社群，我們把它

稱為任務社群。當吳師傅把 NUREACH 的主畫面構思工作指派給小奇及小揚，

小奇、小揚和身為部門主管的吳師傅，三個人就在創意部門內部形成了一個經由

構思主畫面這個「任務編組」而形成的小社群，如圖十中橢圓形所標示。 

 

 

 

 

 

 

 

 

 

 

 

 

 

圖十：觀察場域任務社群組織架構圖 

 

當吳師傅自己承擔起編排這個專輯式廣告色稿的工作，並且把準備素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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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主畫面色稿的工作指派給小揚，吳師傅、小揚和親自撰寫文案的吳姐，三個

人就在創意部門內部形成了一個經由編排廣告色稿這個「任務編組」而形成的小

社群，如圖十中圓形所標示。 

 

這兩個小社群又隸屬於一個較大的、經由製作 NUREACH 平面廣告的「任

務編組」而形成的社群；這一個社群的成員跨越廣告公司與客戶，只要是和

NUREACH 這次的平面廣告製作有關的人，包括負責廣告版面編排工作的小奇、

小揚和吳師傅，負責這個客戶的業務聯繫及撰寫文案的吳姐，客戶的廣告窗口，

甚至愛出點子的客戶老闆本身，都是這個社群的成員。如圖十中矩形所標示。任

務社群運作時具有以下特徵： 

 

1.  任務社群會任務社群會任務社群會任務社群會依依依依工作特性調整成員工作特性調整成員工作特性調整成員工作特性調整成員，，，，來因應分工的需求來因應分工的需求來因應分工的需求來因應分工的需求。。。。 

 

這些任務社群都因特定任務而組成，但是每個任務的工作特性各不相同，

通常就必須調整社群的成員來因應特殊的分工需求。比如：「構思 NUREACH 主

畫面」的工作特性是要集思廣益，所以吳師傅就在這個任務社群中同時納入小奇

及小揚兩個設計人員；「編排 NUREACH 廣告色稿」的工作特性是電腦繪圖技巧

要好，所以吳師傅就選擇在編排廣告色稿這個任務社群中，納入電腦繪圖技術較

佳的小揚。 

 

2.  每個每個每個每個任務社群任務社群任務社群任務社群都有它獨特的目標存在都有它獨特的目標存在都有它獨特的目標存在都有它獨特的目標存在。。。。 

 

每個任務社群都有它獨特的目標存在，比如「構思主畫面」任務社群在作

業流程中暗藏了「內部訓練」的目標；「編排廣告色稿」任務社群以「能被客戶

接受」為目標。這兩個小任務社群都隸屬於「製作 NUREACH 平面廣告」這個

任務社群，所以它們也共享了相同的核心目標－「表現鞋子很輕」。 



 

3.  同一任務同一任務同一任務同一任務社群社群社群社群成員經常因隸屬於不同機構社群成員經常因隸屬於不同機構社群成員經常因隸屬於不同機構社群成員經常因隸屬於不同機構社群，，，，而擁有不同甚至相互而擁有不同甚至相互而擁有不同甚至相互而擁有不同甚至相互

衝突的目標衝突的目標衝突的目標衝突的目標。。。。 

 

同一任務社群中的成員，經常會來自於不同的機構社群；比如：「製作平面

廣告」這個任務社群的成員，吳師傅、小奇、小揚及吳姐來自於「廣告公司」這

個機構社群，廣告窗口及客戶老闆來自「客戶」這個機構社群。如果更進一步細

分，吳師傅、小奇、小揚及吳姐四人雖然同樣來自於「廣告公司」這個機構社群，

前三人同屬於創意部門的影像處理組，最後一人則屬於創意部門的文案處理組。

因為同屬於一個任務社群，他們擁有某些共同的目標，比如「表現鞋子很輕」，

但是也因為來自於不同的機構社群，他們也會擁有不同，甚至互相衝突的目標存

在。這些目標之間的衝突情形，將在稍後詳細說明。 

 

參參參參、、、、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活動系統中，「目標」是什麼？Engestrom (1987) 認為在一個活動系統中，

「目標」是引導活動的「原料」(raw material) 或「問題空間」(problem space)；

是主體所遵從的、能激發活動，並給予特定方向的事物。在本個案中，編排廣告

版面這個活動的主要目標，是要表現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它引導工作小

組構思及編排的方向。對於「原料」或「問題空間」，Kuutti (1996) 做了進一步

的詮釋，他認為：目標可以是實質的事物 (比如：待收割的小麥)，也可以是比

較不可觸知的事物 (比如：一個計畫)，或者是全然不可觸知的事物 (比如：一個

需求或動機)。只要有「人」在執行「工作」，就會有「目標」的存在；而且許多

活動都有多重的目標存在，比如：原始人狩獵既為了取得獸肉來做為食物，也為

了取得皮毛來製作衣服。 

 



底下將針對本個案，分兩部分來探討「編排 NUREACH 的廣告版面」這個

活動系統的目標。首先，分析活動系統中至少有哪些主要目標存在；其次，說明

這些目標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 

 

一一一一、、、、活動系統中有哪些主要的活動系統中有哪些主要的活動系統中有哪些主要的活動系統中有哪些主要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存在存在存在存在？？？？ 

 

1. 活動系統的核心目標是活動系統的核心目標是活動系統的核心目標是活動系統的核心目標是「「「「表現出表現出表現出表現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的鞋子很輕的鞋子很輕的鞋子很輕」」」」。。。。 

 

「編排 NUREACH 的廣告版面」這個活動系統的核心目標，是「表現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 

 

在客戶向廣告公司進行的簡報當中，除了說明商品的價位、目標訴求對象

之外，特別強調商品的特色是「輕」；客戶希望在廣告中，能用「輕」做為消費

者的利益點。 

 

聽取過客戶的簡報， 吳姐與吳師傅也認同以「輕」做為廣告的訴求點；因

此在廣告公司創意部門的內部簡報當中，吳師傅要小奇及小揚去思考：要怎麼表

現出這個品牌鞋子的「輕」？當任務開始執行之後，從構思主畫面、繪製草圖，

一直到編排色稿，「表現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對所有參與製作 NUREACH

平面廣告的人員來說，是共同追求的核心目標。 

 

2. 廣告公司廣告公司廣告公司廣告公司以以以以「「「「如如如如期期期期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和和和和「「「「儘儘儘儘快快快快結案結案結案結案」」」」為為為為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如如如如期期期期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廣告公司同時面對許多客戶，同時有多項工作要進行，為了維持工作的順



暢，每項工作都必須與客戶協商出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完成期限，然後照章行

事，如期完成。一旦有工作延誤了，就會影響到其他工作的進行。因此，「如期

完成工作」成為公司賦予的一個重要目標。 

 

從本個案來看，當吳師傅對小奇及小揚進行了內部的工作簡報，同時就設

下了完成的期限，小奇及小揚必須如期在兩天之後，內部提案之前完成構思主畫

面的工作。當客戶要求廣告公司最慢必須在 5 天之內提出廣告色稿，而且沒有妥

協的空間，為了要達成公司所賦予的「如期完成工作」的目標，吳師傅就必須協

調其他客戶延遲工作時程，調整人力佈屬，自己承擔起大部分的工作，希望能藉

由他熟練的技能與工作經驗，在提案期限之前「如期完成工作」。 

 

(2) 盡盡盡盡快快快快結案結案結案結案 

 

如果事先並沒有議定完成期限，公司也會要求「盡快結案」。私人公司的存

在就是為了要獲得「利潤」；一個案子如果拖太久、耗損太多人力就不會有利潤，

所以公司的每個成員都會被要求要「盡快結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司的目標。

底下，以色稿提案之後，吳師傅修改色稿的過程為例來進行說明， 

 

在本個案中，廣告色稿提案之後，客戶選擇「橙」篇，但是必須進行大幅

度修改。雙方開會溝通，議定的修改方向如下： 

 

(A) 在表現手法方面在表現手法方面在表現手法方面在表現手法方面，，，，客戶原先希望以秤子客戶原先希望以秤子客戶原先希望以秤子客戶原先希望以秤子表現表現表現表現，，，，把把把把柳丁柳丁柳丁柳丁當秤錘來秤當秤錘來秤當秤錘來秤當秤錘來秤鞋子鞋子鞋子鞋子

的重量的重量的重量的重量；；；；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認為這樣的表現不清楚認為這樣的表現不清楚認為這樣的表現不清楚認為這樣的表現不清楚，，，，建議把建議把建議把建議把柳丁與鞋子柳丁與鞋子柳丁與鞋子柳丁與鞋子放在天平放在天平放在天平放在天平

兩端來兩端來兩端來兩端來比較的重量比較的重量比較的重量比較的重量。。。。 

 

(B) 在廣告版面方面在廣告版面方面在廣告版面方面在廣告版面方面，，，，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認為認為認為認為不管是用秤子或是天平來表現不管是用秤子或是天平來表現不管是用秤子或是天平來表現不管是用秤子或是天平來表現，，，，都不適都不適都不適都不適



合合合合使使使使用直式的小全頁廣告版面用直式的小全頁廣告版面用直式的小全頁廣告版面用直式的小全頁廣告版面，，，，建議改用建議改用建議改用建議改用橫式橫式橫式橫式的全十批做為廣告版面的全十批做為廣告版面的全十批做為廣告版面的全十批做為廣告版面。。。。 

 

(C) 在報導文稿方面在報導文稿方面在報導文稿方面在報導文稿方面，，，，客戶不希望強調客戶不希望強調客戶不希望強調客戶不希望強調鞋子是鞋子是鞋子是鞋子是 EVA 材質做成的材質做成的材質做成的材質做成的，，，，也不希望也不希望也不希望也不希望

跟時尚跟時尚跟時尚跟時尚、、、、穿著進行搭配穿著進行搭配穿著進行搭配穿著進行搭配；；；；希望能把報導稿做成產業新聞希望能把報導稿做成產業新聞希望能把報導稿做成產業新聞希望能把報導稿做成產業新聞、、、、產業新知的產業新知的產業新知的產業新知的

樣子樣子樣子樣子。。。。 

 

等吳姐把文案重新寫出之後，吳師傅就開始依照溝通會議上與客戶議定的

方向，著手修改稿子。經過了半天的修改，除了天平的圖片因還沒有時間尋找，

所以先使用 Photoshop 做的假圖暫代之外，大致已經完成。這時候，身為公司

的經營者，吳姐要求吳師傅可以結案了，這個色稿做到這裡應該就可以先給客

戶，天平還沒時間找，先用畫的代替就可以。 

 

吳姐傳達的是公司所賦予的目標，希望吳師傅能「盡快結案」。依照吳姐的

判斷，客戶不斷在催促文案，要廣告公司如果色稿還沒修改完成，先把文字傳過

去也可以；所以她認為客戶現階段不一定會急著要刊登廣告，這個色稿做出來之

後，可能只是先扮演產品說明書的角色而已，讓業務員出門拜訪店頭通路時能有

個業務說詞，並且告知店頭通路：我們即將會有廣告來支持銷售。這樣的判斷支

持吳姐要在商言商，先把這個案子告一段落，好騰出時間處理一些馬上會有進帳

的廣告個案。 

 

3. 創意部門創意部門創意部門創意部門以以以以「「「「維持維持維持維持工作品質工作品質工作品質工作品質」」」」和和和和「「「「提升專業智能提升專業智能提升專業智能提升專業智能」」」」為為為為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維持維持維持維持工作品質工作品質工作品質工作品質 

 

創意部門的每個成員都會被要求，做出來的稿子都要「維持工作品質」，因

為身為創意部門主管的吳師傅認為：唯有堅持這個目標，才能長期獲得客戶的支



持。而維持創意部門工作品質，最起碼的兩個要求是：符合策略和完成工作。 

 

為了檢視小奇及小揚所提出的廣告構想是否符合策略，吳師傅在創意部門

的作業流程中設定了「內部提案」這一個環節。以本個案來說，吳師傅在小奇及

小揚分別提出 NUREACH 的主畫面之後，先以「是否容易產生歧義」為標準，

篩選掉一部分的構想，就是為了要讓廣告構想不違背「表現鞋子很輕」的策略，

維持創意工作的品質。 

 

廣告色稿提案之後，修改的色稿接近完成，只差還沒有時間尋找適合的天

平，吳姐建議吳師傅「這個色稿做到這裡應該就可以先給客戶了，天平還沒時間

找，就先用畫的代替」。但是，吳師傅還是堅持要尋找真實的天平圖片，來取代

暫時先用 Photoshop 畫的天平，「今天會找一下天平的圖片，能找到什麼就先用

什麼」。因為他認為使用了真實的天平圖片，這個廣告色稿才算真正的完成。 

 

(2) 提升專業智能提升專業智能提升專業智能提升專業智能 

 

此外，從創意部門的角度來看，「編排廣告版面」這個活動系統也以「提升

小奇及小揚的專業智能」為目標。構思主畫面本應屬於吳師傅的工作職掌，吳師

傅要小奇及小揚去進行構思，除了讓他們幫吳師傅進行構思，或者是讓他們的構

想成為激發吳師傅產生其他想法的線索之外，主要也是希望能把這個活動當成內

部訓練的一部份，藉以提升小奇及小揚的專業智能。就像吳師傅所說的：「‥我

們現在動作等於是從上往下做，就是說你現在做的是一個 CD、創意總監在想的

創意動作。‥但是因為你們的成長歷程是往上成長。‥所以這個有時候容易衝

突，但是你們還是要歷經這幾個‥就是常常要有這樣的經驗你才知道這個過程是

怎麼樣。呴，從上往下‥」。 

 



4.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是是是是「「「「越快提案越好越快提案越好越快提案越好越快提案越好」」」」。。。。 

 

在工作的時程方面，站在客戶的立場當然希望能「越快提案越好」，因為這

樣子他們的其他行銷動作，比如：業務員訓練、店頭鋪貨等，會比較好安排。因

此，才會在廣告公司依據既定時程進行到「內部提案」之後，要求廣告公司必須

在 5 天之內提出廣告色稿，嚴重干擾了廣告公司原先設定的時程。 

 

5. 「「「「能被能被能被能被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接受接受接受接受」」」」和和和和「「「「不輸給不輸給不輸給不輸給小揚小揚小揚小揚」」」」是是是是小奇小奇小奇小奇的個人目標的個人目標的個人目標的個人目標。。。。 

 

(1) 能被能被能被能被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什麼樣的主畫面能夠表現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並不是小

奇可以主觀認定的；小奇所形成的主畫面必須通得過吳師傅的批判，才能被認定

為「能表現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因此在小奇思考「什麼東西能表現

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的過程中，他會以形成「能被吳師傅接受的主畫

面構想」為目標。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就必須要去表徵「吳師傅能接受的東西是什麼？」。

根據他過去半年來與吳師傅相處的經驗，小奇覺得吳師傅比較喜歡跟他配合的設

計人員能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例如：才剛完成不久的一個月曆設計案，小

奇提出的其中一個設計草圖，將整個月曆畫面切割為四個大小不等的同色系色

塊，吳師傅過去未曾這樣做過，他提供給小奇參考的日本月曆作品集當中，也沒

有類似的作品；而且看起來感覺也不差，因此就決定用它。 

 

事實上這與吳師傅對設計人員的期望有關，吳師傅要設計人員構思主畫

面，本來就是期望他能幫忙想一些主畫面的點子，或者是讓他的構想成為激發吳



師傅產生其他想法的線索，所以當然希望越不一樣越好。於是在形成主畫面的過

程中，小奇大膽地提出了「瑪麗蓮夢露」篇和「腳印」篇，內部提案時果然讓吳

師傅眼睛為之一亮。 

 

(2) 不輸給不輸給不輸給不輸給小揚小揚小揚小揚  

 

在一般情況下，吳師傅都是一個案子搭配一個設計人員來進行；針對這個

案子，吳師傅卻同時要小奇及小揚兩個人都去構思主畫面。小奇與小揚雖然是同

事，以往也曾有過做同一個案子的經驗，但大部分都是處於一種合作關係，也就

是說誰忙不過來，另外一個人就去頂替幫忙；同時做同樣內容的一件事情，這次

是第二次經驗。 

 

第一次經驗是發生在小揚進公司剛滿半個月的時候，9 月中旬，吳師傅向小

奇和小揚簡報了 NUREACH 的包裝設計案，要設計的東西有鞋盒、包鞋紙、手

提袋等三項製作物。這個品牌的商標 (mark) 是之前吳師傅所設計的，圓形墨綠

色，內有紅、橘、紫三道圓弧組成一個 R 字，取花的意象。隨後吳師傅也稍微

跟他們說明了這類 CIS 應用系統設計的基本概念，比如：所有圖案應以商標或

標準字來進行延伸。接著兩個人就各自分頭構思，吳師傅並沒有要求他們同時間

提案，構思好了就分別提給吳師傅。雖然小奇構思的速度比較快，吳師傅最後選

出來進行修改或延伸的草圖卻全部都是小揚所構思的，因此要提給客戶的色稿也

就順理成章地由小揚來進行編排，包括 4 款鞋盒、8 款手提袋、3 款包裝紙。這

一次的經驗，對小奇的打擊相當大。 

 

因此，過去以合作為主的關係，在這個案子當中，一下子就轉變為以競爭

為主的關係了，不管是基於面子問題或是為了獲得吳師傅的賞識。這種同階層人

員之間的競合關係，導致構思「不輸給小揚」也發展成這個活動系統中小奇的個



人目標之一了。 

 

6. 「「「「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和和和和「「「「能被能被能被能被客戶客戶客戶客戶接受的接受的接受的接受的廣告色稿廣告色稿廣告色稿廣告色稿」」」」是是是是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的個的個的個的個

人目標人目標人目標人目標。。。。 

 

(1) 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有創意的主畫面構想 

 

身為一個廣告創意工作者，誰不想做出一個自認為能讓人驚豔、讓人覺得有

創意的廣告？因此，構思主畫面時，「如何有創意地表現出鞋子很輕的感覺」一

直都是很重要的思考重點。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之下，「雞蛋」篇、「雲」篇、「貓」

篇主畫面相繼浮現，因為這些都是吳師傅認為有創意的構想。而吳師傅就相當排

斥客戶一再提出的「以柳丁和鞋子並置比較」的構想，因為他覺得這樣的表現方

式「很呆板」、「很醜」。 

 

(2) 能被能被能被能被客戶客戶客戶客戶接受的接受的接受的接受的廣告色稿廣告色稿廣告色稿廣告色稿 

 

身為廣告公司的合夥人之一，又是創意部門的主管，吳師傅有責任讓廣告提

案盡快地被客戶所接受；那就必須要能符合客戶的期望。事實上吳師傅也很清楚

客戶的期望是什麼，因為客戶不止一次提到：希望用柳丁來和鞋子並置比較。只

是剛開始他一直在抗拒，不願意依照客戶的構想來進行，這個部份後續會有深入

分析。 

 

製作色稿時，因為「雞蛋」篇做出來的效果不如預期，剛好手邊也有可用的

素材，所以吳師傅就著手編排了「橙」篇廣告稿，用以取代「雞蛋」篇。這一個

廣告稿把柳丁和鞋子並置在一起，雖然沒有如客戶所願，用秤子來比較他們的重

量，但是已經接近客戶的期望了。吳師傅製作這一個廣告色稿，應該已經考量到



客戶能否接受的問題。 

 

二二二二、、、、這些目標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些目標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些目標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些目標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 

 

從以上這些分析，可以看出一個活動系統中經常會存在著多重的目標，這

些目標有些是行動者個人的目標，有些是行動者所屬社群的目標。傳統資訊處理

觀點，認為個人在進行活動時腦袋中會有個小人兒 (Dourish, 2001)，指點行動

者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所以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個人目標上面，因而經常會忽

略了社群的目標。 

 

如上一單元所述，社群又可依其形成的途徑，區分為任務社群及機構社群。

任務社群因特定的任務而組成，比如：因應「製作 NUREACH 廣告色稿」這個

任務，也就是本研究所分析的這個活動系統，與這個任務有關的人員就構成了一

個任務社群，成員包括：負責廣告版面編排工作的小奇、小揚和吳師傅，負責這

個客戶的業務聯繫及撰寫文案的吳姐，客戶的廣告窗口，甚至愛出點子的客戶老

闆本身。這個大任務又可切割成不同的小任務，各自組成小的任務社群。比如：

由小奇、小揚與吳師傅三個人所組成的「構思主畫面」任務社群；由小揚、吳師

傅、吳姐三人所組成的「編排廣告色稿」任務社群。這些任務社群，不分大、小，

其成員共享的核心目標是「表現出 NUREACH 的鞋子很輕」。 

 

一個任務社群的成員，往往來自於不同的機構社群，這些機構社群各有其

目標存在，目標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比如：廣告公司「盡快結案」的目標，和

創意部門「維持工作品質」的目標之間，就存在著衝突的關係。 

 

除了以上所提的這些廣告設計人員所屬社群，加諸在個人身上的目標之

外，編排廣告版面的過程中，個別的廣告設計人員也會有他個人的目標存在。這



些個人目標因廣告設計人員個人的經驗及感受而產生；比如：小奇因對過去輸給

小揚的經驗耿耿於懷，在這次活動中他個人的目標之一是「不輸給小揚」；吳師

傅身為廣告公司的合夥人及創意部門主管，他個人很重要的一個目標是做出「能

被客戶接受的廣告色稿」。這些個人的目標，又常會與社群的目標產生衝突。 

 

針對本個案，如果以吳師傅為主體來看，「表現 NUREACH 的鞋子很輕」

是「製作 NUREACH 平面廣告」這個任務社群的目標，做為本活動系統的核心

目標，沒有任何吳師傅個人及機構社群的目標與它發生衝突。但是，在達成這個

目標的過程中，吳師傅個人及各個不同機構社群對這個核心目標各有解讀，或者

附加了其他目標，因此，目標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主要的衝突發生在吳師傅個

人的目標之間，以及創意部門與公司之間，分別說明如下： 

 

1.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個人目標之間的衝突個人目標之間的衝突個人目標之間的衝突個人目標之間的衝突 

 

首先，吳師傅個人的目標之間就有衝突存在，「有創意的構想」和「能被客

戶接受」這兩個目標常常無法兩全，如圖十一之 1 所示。 

 

原本「有創意的構想」這個目標佔優勢，吳師傅打算製作「雞蛋」、「雲」、

「貓」等三張他認為有創意的廣告色稿給客戶，但是這個目標與客戶「用鞋子與

柳丁並置比較」的要求發生了衝突，客戶對這個要求的堅持程度又超乎想像，再

加上「雞蛋」做出的效果不如預期、「貓」篇來不及做出。這一連串的狀況軟化

了吳師傅對「有創意的構想」這個目標的堅持，「能被客戶接受」這個目標，反

而逐漸受到吳師傅重視。 

 

在個人目標間相互衝突，個人目標又與客戶的要求相衝突的狀況下，吳師

傅做出妥協，最後提給客戶的廣告色稿，一張是吳師傅認為有創意的「雲」，一



張是把鞋子與柳丁並置在一起的「橙」篇。 

 

 

 

 

 

 

 

 

 

 

 

 

 

 

 

 

圖十一：不同目標之間的關係示意圖 

 

2. 創意部門目標與公司目標之間創意部門目標與公司目標之間創意部門目標與公司目標之間創意部門目標與公司目標之間的的的的衝突衝突衝突衝突 

 

(1) 「「「「提升設計人員的專業智能提升設計人員的專業智能提升設計人員的專業智能提升設計人員的專業智能」」」」與與與與「「「「盡快結案盡快結案盡快結案盡快結案」」」」之間的衝突之間的衝突之間的衝突之間的衝突 

 

創意部門的目標與公司目標之間也有衝突存在，公司為了節省人力、承接

更多的廣告個案，往往希望能「盡快結案」；但是吳師傅為了「提升設計人員的

專業智能」，經常會在廣告案中暗藏訓練計畫，要設計人員去做創意總監或藝術

                                任務社群目標任務社群目標任務社群目標任務社群目標：：：： 

                                  表現NUREACH 鞋子很輕 

                          公司目標公司目標公司目標公司目標：：：： 

                            盡快結案 

 

                              如期完

成工作 

              部門目標部門目標部門目標部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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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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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目標客戶目標客戶目標客戶目標：：：： 

越早提案越好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個人目標個人目標個人目標個人目標：：：： 

有創意的構想 

 

能被客戶接受 

1 

2 

3 4 

5 



指導應該做的構思主畫面或繪製草圖的工作，讓他們從實作中學習，兩者之間的

衝突，如圖十一之 3 所示。在本個案當中也不例外，在活動進行之初，還是依照

創意部門一般的作業程序，吳師傅先進行工作簡報，要小奇及小揚構思主畫面及

草圖，進行內部提案，指出他們所構思草圖的不足之處；在這兩個目標的衝突之

中，「提升專業智能」佔了優勢。 

 

這個時候，客戶「越早提案越好」的目標發揮了影響力，客戶要求在 5 天

之內提出廣告色稿，負責業務接洽的吳姐答應了，於是客戶「越早提案越好」的

目標轉化為公司「如期完成工作」的目標，對吳師傅形成了壓力，為了完成這個

公司目標，吳師傅終止了原先的作業流程，重新調整人力佈屬及作業流程，放棄

了「提升專業智能」的部門目標，三者之間的關係，如圖十一之 4、5 所示。 

 

(2) 「「「「維持工作品質維持工作品質維持工作品質維持工作品質」」」」與與與與「「「「盡快結案盡快結案盡快結案盡快結案」」」」之間的衝突之間的衝突之間的衝突之間的衝突 

 

此外，創意部門常會堅持「維持工作品質」的目標，這個目標也會與公司

「盡快結案」的目標相衝突，如圖十一之 2 所示。在本個案中，廣告色稿提案之

後，修改的色稿接近完成，只差還沒有時間尋找適合的天平，吳姐基於「盡快結

案」的目標，建議吳師傅「這個色稿做到這裡應該就可以先給客戶了，天平還沒

時間找，就先用畫的代替」。但是，吳師傅還是堅持要尋找真實的天平圖片，來

取代暫時先用 Photoshop 畫的天平，因為他認為使用了真實的天平圖片，這個

廣告色稿才算真正的完成，才能「維持工作品質」；在這兩個目標的衝突之中，「維

持工作品質」也佔了優勢。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傳統資訊處理觀點來探討人如何編排廣告版面，因為只注重廣告設計人



員的心智歷程，所以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個人的目標上面，經常會忽略了社群的目

標。而從情境互動的角度來看，人很少獨立行事，通常會與其他社群成員分工合

作，既然隸屬不同社群，就會有不同的甚至相互衝突的目標爭相指引，人就在這

多重的目標之中抉擇、妥協，終而完成工作。 

 

以本個案為例，吳師傅為了「提升設計人員的專業智能」，通常都會在廣告

案中暗藏訓練計畫，讓小奇及小揚學習去做創意總監及藝術指導做的事情，以致

於作業流程會比一般冗長；於是與公司「盡快結案」的目標發生衝突。吳師傅一

向相當堅持「提升專業智能」這個創意部門的目標，但是在本個案中，客戶要求

在 5 天之內提出廣告色稿，負責業務接洽的吳姐答應了，於是客戶「越早提案越

好」的目標轉化為公司「如期完成工作」的目標，對吳師傅形成了壓力。在「盡

快結案」與「如期完成工作」這兩個公司目標的聯合作用之下，吳師傅終止了原

先的作業流程，重新調整人力佈屬及作業流程，放棄了「提升專業智能」的部門

目標，以期能夠達成「如期完成工作」這個公司目標。 

 

肆肆肆肆、、、、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在活動系統中，「中介工具」是指：行動者在目標轉換為結果的過程中，所

藉助的器物 (artifacts) 或器具 (instruments)；包括實質的工具，如槌子、鋸子

或電腦，以及思考的工具，如一個觀念、一種語言或一個理論架構 (Kuutti, 

1996)。這種區分類似於 Vygotsky (1978) 把中介人類活動 (activity) 的器具區

分為工具 (tools) 與記號 (signs) 兩種類型；「工具」針對直接感知的世界 (客

體、情境)，「記號」針對文化中介的世界 (非親身感知的經驗傳承)。 

 

「工具」的物質特性鮮明，例如：槌子通常是由堅硬的材質所做成，有個

把柄可以抓握用以使力，Engestrom (1987) 把它稱為技術工具  (technical 



tools)；「對外」使用這種器具，我們得以改變外在的客體，比如把釘子錘入木頭

裡面，紙、筆、電腦、刀、槍等屬之。「記號」則是「對內」的一種傳播型式，

Engestrom (1987) 則稱它為心理工具 (psychological tools)；透過它，人類可以

進行心理活動、表達意義，有助於人和世界互動，比如思考、說話、寫字等，語

言、計數系統、圖像記號等屬之。 

 

本研究則認為，以「溝通工具」及「實體工具」來稱呼前述兩類工具，更

能清楚表達這兩類工具的獨特屬性。「溝通工具」用以進行內向及外向的溝通，

內向溝通就是個人的心理活動，外向的溝通則是對外表達意義，語言、符號、觀

念、理論等屬之。「實體工具」具備鮮明的物質特性，看得到也摸得到，可用以

改變外在的客體，紙、筆、電腦、刀、槍等屬之。 

 

底下，將簡要說明這兩類中介工具，在廣告版面編排的過程中如何使用。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確定確定確定確定草圖草圖草圖草圖的過程中的過程中的過程中的過程中，，，，溝通工具扮演重要角色溝通工具扮演重要角色溝通工具扮演重要角色溝通工具扮演重要角色。。。。 

 

確定草圖的過程，主要就是在進行溝通。以本個案為例，為了因應客戶提

前提案的要求，吳師傅與吳姐約定時間要一起腦力激盪，討論「輕」這個概念要

怎麼說，一方面為已產生的構想尋求共識，一方面希望能激盪出新的構想，而後

能盡快確定草圖。開會之前，吳師傅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大約半個鐘頭時間，應

該是在進行構思，這時候，他是使用溝通工具在進行內向的溝通。 

 

動腦會議中，吳師傅則是使用語言、道具、外置智能等溝通工具，進行外向

的溝通。他先提出「把鞋子壓在雞蛋上」和「用雲合成鞋子」兩個主畫面構想，

希望尋求吳姐的共識；前者是吳師傅自己構思的，後者則是在重組任務小組之

前，內部提案時小奇所提出的構想。吳師傅並沒有事先繪製草圖，說明把「鞋子



壓在雞蛋上不會破」表示鞋子很輕的構想時，他拿了一顆乒乓代表雞蛋，把客戶

提供的一隻樣品鞋壓在上面進行模擬；說明怎麼用雲來合成鞋子時，他拿了一本

國外的廣告圖鑑，展示裡面一個襪子品牌的兩張系列廣告，這兩張廣告分別透過

起司合成的鞋子與魚合成的鞋子，來表現鞋子會散發異味。 

 

雖然吳師傅三令五申地希望小奇及小揚要畫出草圖來說明構想，但是這次

為了節省時間，他自己並沒有這樣做。動腦會議中吳師傅以語言為主，結合道具

與外置智能向吳姐說明他的構想。說明「雞蛋」篇時，乒乓球和樣品鞋是他的道

具，用以示範鞋子如何壓在雞蛋上面；講解「雲」篇時，以起司合成鞋子和以魚

合成鞋子的廣告是他的外置智能，讓吳姐更容易瞭解雲如何合成鞋子。 

 

在確定草圖的過程中，不管是語言、道具或外置智能，都是吳師傅用來進

行心理活動、表達意義的溝通工具。而這些溝通工具的選擇、使用，會受到活動

系統中其他組成要件的影響。底下，分別進行說明。 

 

(1) 使用什麼中介工具使用什麼中介工具使用什麼中介工具使用什麼中介工具，，，，有時是因為有時是因為有時是因為有時是因為受到特定受到特定受到特定受到特定目標的影響目標的影響目標的影響目標的影響。。。。 

 

因為客戶要求提前提案，吳師傅必須設法減省時間，因此他沒有依循一般

的作法先將草圖畫出來，以做為說明構想的工具；他選擇使用乒乓球、樣品鞋等

道具，用演的來說明他的主畫面構想。吳師傅使用道具做為中介工具，受到「提

前提案」這個目標的影響。 

 

(2) 使用什麼中介工具使用什麼中介工具使用什麼中介工具使用什麼中介工具，，，，有時是因為溝通對象的有時是因為溝通對象的有時是因為溝通對象的有時是因為溝通對象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吳師傅敢不畫出草圖，而以道具來說明主畫面構想，另外一個原因是：他

的溝通對象是吳姐。他們兩人共事了 20 多年，默契十足，只要用道具約略說明



一下，大概就知道對方會怎麼處理。如果這次吳師傅說明的對象是小揚及小奇，

相信他就會詳細地把草圖畫出，深怕小揚及小奇誤解了他的意思。 

 

二二二二、、、、編排編排編排編排廣告廣告廣告廣告色稿色稿色稿色稿的過程中的過程中的過程中的過程中，，，，使用的中介工具使用的中介工具使用的中介工具使用的中介工具以實體工具為主以實體工具為主以實體工具為主以實體工具為主。。。。 

 

經過一番討論與激盪，最後浮現出來要進一步製作成色稿的草圖構想是「雞

蛋」、「雲」，還有吳姐提出的「暹羅貓霸著一隻 NUREACH 鞋子」，企圖用貓走

路的輕巧來連結 NUREACH 的鞋子很輕。 

 

著手編排色稿之前，吳師傅請小揚幫忙準備編排色稿所需的素材，包括用

數位相機拍攝鞋子的照片、從素材辭典光碟尋找雲、柳丁、雞蛋，的圖片、上網

搜尋貓的圖檔，並且合成「鞋形雲」和「貓霸著鞋子」的主畫面色稿。吳師傅自

己也沒閒著，他從存檔光碟中找出多年前幫另一個客戶做的雜誌專輯式廣告電子

檔，以做為這次編排色稿的版面基底、從過去幫 NUREACH 設計的包裝檔案中

抓了一些花邊及藤蔓準備用來裝飾編輯稿，另外，搜尋素材辭典光碟、瀏覽廣告

圖鑑及存檔雜誌，想找一些流行仕女圖片來放在編輯稿當中，展現鞋子的穿著場

合。電腦間資料的傳輸，主要是透過隨身碟來進行；而把紙本資料轉換成電腦可

以接受的格式，則有賴於掃描器。 

 

準備素材時使用到的這些中介工具之中，電腦設備是作業平台，素材辭典

光碟、存檔光碟、廣告圖鑑及存檔雜誌是素材的來源，數位相機和掃描器用以把

素材轉換成電腦可以接受的格式，網際網路系統、隨身碟則用以傳輸資料；物質

特性鮮明、得以改變外在的客體，都是實體工具。 

 

最後，小揚合成主畫面色稿、吳師傅編排廣告色稿，都是透過 Macintosh

電腦，使用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繪圖及排版軟體來進行的。這些也都屬於實



體工具的範疇。 

 

這些技術工具空間如何配置，會影響到工具的選擇和使用，以及社群成員

的溝通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1.  工具的空間配置工具的空間配置工具的空間配置工具的空間配置隱含了工具使用的規矩隱含了工具使用的規矩隱含了工具使用的規矩隱含了工具使用的規矩，，，，會影響工具的近用會影響工具的近用會影響工具的近用會影響工具的近用。。。。 

 

小揚或吳師傅準備素材時所使用的工具當中，素材辭典光碟與客戶作品存檔

光碟儲存影像處理區裡的材料架，英、日文為主的廣告圖鑑處存在影像處理區上

方的參考書 A 區，存檔雜誌則排列在影像處理區右側的參考書 C 區，如圖十二

上方圈圈所指示的位置，準備素材時要取用、瀏覽都相當自由、方便。如果要透

過網際網路搜尋、下載素材，就必須要利用文案處理區的 PC A 來作業，如圖十

二中間圈圈所指示的位置，這部電腦就座落在吳姐撰寫文案用的 PC B 旁邊，設

計人員除非是奉吳師傅指示，否則不敢隨便上網搜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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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觀察場域環境與工具配置圖 

 

工具的空間如何配置，會影響到工具的選擇與近用，同時也隱約透露出公司

使用工具的規矩。紙本參考資料及素材辭典光碟就儲存在視覺處理區裡頭，而且

是開架式的，可隨意取用參考，因此搜尋素材時被設計人員選擇近用的機會大

增，同時也透露出公司鼓勵優先使用紙本參考資料及素材辭典光碟的意圖。反

觀，要透過網路搜尋數位圖檔做為參考，必須到文案處理區，透過吳姐專用的

PC B 旁邊的 PC A 來上網搜尋，並不是那麼的方便，這也可以看出公司並不鼓

勵隨便上網搜尋資料。 

 

 (2)  工具的空間配置會影響社群成員的溝通方式工具的空間配置會影響社群成員的溝通方式工具的空間配置會影響社群成員的溝通方式工具的空間配置會影響社群成員的溝通方式。。。。 

 

目前大部分的廣告公司，都把電腦繪圖用的電腦分散配置到設計人員的辦

公桌上面，工作過程中，彼此之間缺少溝通的機會，每個人都各自埋首於各自的

電腦設備之中，單打獨鬥。而觀察場域的電腦設備則是集中擺設，三部電腦排成

一列。通常小揚使用 Mac A，吳師傅使用 Mac C，在圖十二當中，影像處理區

的下側，圈圈所指出的位置。小揚在瀏覽、選擇素材或合成主畫面色稿時，吳師

傅編排廣告色稿時，兩人只隔著小奇比鄰而坐。比較起來，這種空間配置方式要

溝通、協調、討論都相當方便。這顯示，空間如何配置也會影響到社群之中人際

的互動。 

 

伍伍伍伍、、、、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Engestrøm (1987) 在活動系統當中加入了「規則」，以做為主體和社群相

處的依據。Waite (2005) 認為在活動理論中，社群的主要角色之一就是創造規



則，因此，只要是社群成員分工合作的工作，就會有規則存在。「規則」是指：

社群中外顯或內隱的規定、常模、慣例與社會關係 (Kuutti, 1996)，用來說明與

規範被期待的正確程序，以及參與者之間可接受的互動 (Cole & Engestrom, 

1993)。簡單而言，就是社群為成員之間的互動，所訂下的「規矩」。在編排

NUREACH 這個活動系統中，小奇構思主畫面時，以「最好有不一樣的想法」

為規則；吳師傅取捨主畫面時，以「不易產生歧義」為規則；而小揚合成主畫面

時，則是以「讓它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做為規則。 

 

就本個案而言，在編排廣告版面的過程中有哪些規則存在呢？底下，將從

NUREACH 版面編排活動系統中舉出幾個例子來進行說明。 

 

一一一一、、、、    安排工作時安排工作時安排工作時安排工作時，，，，應該以維繫公司整體利益為第一要務應該以維繫公司整體利益為第一要務應該以維繫公司整體利益為第一要務應該以維繫公司整體利益為第一要務。。。。 

 

YK 公司提出 NUREACH 廣告色稿給客戶的時間，比客戶要求的提案時間

延遲了兩天。主要是因為當時吳姐正集中全力在進行一個馬上可以產生利潤的新

客戶的比稿案，沒有時間處理 NUREACH 的廣告文案；這時候吳師傅只得以吳

姐出差為理由，兩度向客戶延遲提案時間，這當然會引起客戶的不高興，但是如

果以公司整體利益來思考，一個客戶是爭取到馬上就又收入，一個客戶是做了之

後不知何時才有收入，兩相比較答案立現，就是應該以維繫公司整體利益為第一

要務。 

 

二二二二、、、、    構思主畫面時構思主畫面時構思主畫面時構思主畫面時，，，，最好能最好能最好能最好能提提提提出不一樣的想法出不一樣的想法出不一樣的想法出不一樣的想法。。。。 

 

吳師傅要小奇及小揚去構思主畫面，除了「內部訓練」的功能之外，主要

是希望能以年輕的設計人員做為分散智能，提供一些主畫面的想法或線索；因

此，總是希望廣告設計人員能從年輕人的角度，提出不一樣的想法。 



 

三三三三、、、、    取捨主畫面時取捨主畫面時取捨主畫面時取捨主畫面時，，，，首重首重首重首重「「「「不易產生歧義不易產生歧義不易產生歧義不易產生歧義」」」」。。。。 

 

吳師傅與小奇、小揚同屬於「構思主畫面」任務社群，其中小奇及小揚又

處於競爭狀態，為了維護社群的和諧，吳師傅取捨主畫面構想時必須有一套社群

成員都可接受標準。針對小奇及小揚構思出來的 NUREACH 主畫面構想，吳師

傅使用「消去法」進行主畫面構想的取捨，而取捨的規則是「不易產生歧義」。 

 

陸陸陸陸、、、、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所謂「分工」，是指社群為了達成目標，對成員所做的外顯或內隱的編制 

(Kuutti, 1996)；包括水平的工作區分與垂直的權力、地位區分。Engestrøm (1987) 

在活動系統當中加入了「分工」這個環節，來做為目標和社群的中介；透過社群

成員的分工，「活動」可以被分解為比較容易處理的數個部分，分別由專精於那

方面問題的專人來進行處理 (Waite, 2005)。也就是說，社群可以透過成員之間

工作、權力、地位區分，共同把目標轉換為結果。 

 

在本個案當中，觀察發現，至少存在有三種不同的分工狀態，底下分別說

明之。 

 

一一一一、、、、「「「「水平水平水平水平」」」」的工作區分的工作區分的工作區分的工作區分 

 

所謂水平的工作區分，就是把一個工作分解成數個部份，由社群中不同專

長的人負責不同部分的工作。編排一個專輯式廣告版面，牽涉到文案的撰寫與圖

像的處理兩個；在本個案中，文案的部分由具有文字專長的吳姐負責撰寫，圖像

的部分則由具有美工專長的吳師傅，率同小奇、小揚負責處理。這就是一種水平



的工作區分。 

 

編排廣告色稿時，搜尋到所需要的素材之後，有些素材需先合成主畫面，

才能用以和文字及其他圖像素材編排成為一個廣告版面。在本個案當中，編排

「雲」篇廣告色稿時，搜尋到鞋子和雲的圖像素材之後，因為小揚的電腦繪圖技

術極佳，因此就由他負責先合成「鞋形雲」主畫面，為依據有編排專輯式廣告經

驗的吳師傅，再利用小揚準備好的素材與主畫面，以及吳姐寫出的文案，編排出

「雲」篇專輯式廣告色稿。這也是一種水平的工作區分。這種分工方式，讓不同

專長的人負責一個工作的不同部分，使工作變得比較容易處理。 

 

二二二二、、、、「「「「垂直垂直垂直垂直」」」」的權力的權力的權力的權力、、、、地位區分地位區分地位區分地位區分 

 

所謂垂直的權力、地位區分，就是進行一項工作時，將工作社群依職位的

隸屬關係區分為「規劃者」與「執行者」；規劃者扮演「頭腦」的功能，負責規

劃、指導與決策，執行者則扮演「手、腳」的功能，依照規劃者的指示執行工作。

在本個案中，搜尋素材準備編排色稿時，吳師傅事先規劃好需要搜尋哪些圖像素

材，要怎麼合成主畫面，然後指示小揚依照他的規劃搜尋素材、合成主畫面。吳

師傅扮演「頭腦」的功能，小揚則扮演「手、腳」的功能。 

 

在構思主畫面及草圖的階段，吳師傅也是扮演「規劃者」的角色，不過這

一次他在「構思主畫面及草圖」的活動中，同時暗藏了「內部訓練」的活動，他

指示小奇及小揚構思主畫面，然後在內部提案時針對他們所提的構想進行指導，

做出篩選構想的決策；小奇及小揚則是扮演「執行者」的角色，依照吳師傅的指

示，構思主畫面、說明草圖構想、自我篩選，然後依吳師傅的建議進行修改。 

 

這種分工方式，因為有在下位的人扮演「手、腳」的功能，可以讓在上位



的人有更多時間扮演「頭腦」的功能，而不至於浪費許多時間在處理例行、瑣碎

的事情上面，可以提昇工作的效益。 

 

三三三三、、、、「「「「重重重重複複複複」」」」的組織邏輯的組織邏輯的組織邏輯的組織邏輯 

 

吳師傅在進行構思 NUREACH 主畫面的任務編組時，一反過去一個工作只

跟一個廣告設計人員配合的慣例，把小奇與小揚同時納入社群之中，讓他們做「重

複」的構思主畫面工作。 

 

或許有人會認為「分工」時「重複」會造成浪費，但是 Nonaka & Takeuchi 

(1995) 卻認為重複 (redundancy) 的組織邏輯在產品的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

因為它能鼓勵競爭；於是不同的部門常被要求做同性質的工作，一個產品發展小

組常被區分為若干個相互競爭的副組。 

 

運用這種「重複」的組織邏輯，吳師傅希望能藉以鼓勵小奇及小揚彼此競

爭，以提升主畫面的構思水準。 

 

柒柒柒柒、、、、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本文中所謂的「作業流程」，是指進行廣告作業時所依循的一套行動次序，

比如一般的廣告作業流程是：創意總監先發展廣告概念、構思主畫面，而後由撰

文人員 (Copy Writer) 撰寫文案，接著由藝術指導繪製草圖，最後再由設計人員

尋找素材、編排色稿。作業流程是工具、規則與分工的綜合體，但是又很難納入

其中任何一個組成要素的範疇，所以在此另立一個單元來進行說明。 

 

廣告是一個集體工作 (team work)，為了整體工作的順利進行，常需設計一



套行動的次序來加以規範。廣告工作通常會由具備不同專長的人負責不同部分的

工作，比如：策略、創意、媒體，創意又可區分出文案與圖像處理，圖像處理又

可區分出形成主畫面及草圖、編排色稿；這些工作環環相扣，只要其中一環出差

錯，就會影響到整體工作的順利進行，因此需要設計一套行動的次序來加以規

範。它是規範社群各部分工的行動次序之外置智能，同時具備了工具、規則與分

工三個活動系統組成要素的特徵，但是又很難把它歸入任何一個要素的範疇裡。 

 

傳統的廣告製作流程是線性的，通常先發展廣告概念，接著根據廣告概念來

撰寫文案，再根據寫出的廣告標題來構思主畫面、繪製草圖，最後，根據草圖來

尋找素材、編排色稿，如圖十三所示；一個環節緊扣著一個環節，像泰勒氏生產

線一般。 

 

 

 

 

 

圖十三：傳統的廣告製作流程圖 

 

但是，從本個案的觀察中，卻發現這一家廣告公司創意部門的廣告製作流

程，和傳統的作業流程有明顯的差異存在。主要有兩點，分別敘述如下： 

 

1. 廣告概念廣告概念廣告概念廣告概念成形成形成形成形之後之後之後之後，，，，採雙線採雙線採雙線採雙線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廣告概念成形之後，依這一家廣告公司的作業流程，就會開始分雙線來進

行作業：一方面進行文案撰寫工作 (由吳姐主導)，一方面進行主畫面及草圖的

構思 (由吳師傅主導)。為什麼要分雙線來進行作業呢？正如吳師傅所言：「雙線

創意總監發展廣告

概念、構思主畫面 

撰文人員撰寫文案 

藝術指導繪製草圖 

設計人員尋找

素材、編排色稿 



進行，然後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再定期交會，可能會因為相互激盪而激發出更好

的創意」，而且「通常也可以縮短作業時間」。最後再根據草圖來尋找素材與編排

色稿；這個部分由吳師傅指導設計人員來進行。 

 

2. 在廣告製作流程中暗藏內部訓練活動在廣告製作流程中暗藏內部訓練活動在廣告製作流程中暗藏內部訓練活動在廣告製作流程中暗藏內部訓練活動。。。。 

 

構思主畫面、繪製草圖，如果依照傳統的廣告製作流程，分別是創意總監

及藝術指導應該負責的環節。但是這一家廣告公司把這兩項工作先交由設計人員

來處理，其流程如圖十四下方的四個步驟，先由創意總監對設計人員進行工作簡

報，而後設計人員構思主畫面及草圖，接下來設計人員對創意總監進行內部提

案，然後依照創意總監的建議修改草圖。一方面把它當成設計人員的練習與訓

練，一方面讓設計人員做為創意總監的分散智能，提創意總監一些主畫面的想法

或線索。 

 

 

 

 

 

 

 

 

圖十四：觀察場域的廣告製作流程圖 

 

捌捌捌捌、、、、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針對「編排 NUREACH 廣告版面」這個個案所形成活動系統，簡略說

創意總監及總經理 

發展廣告概念 

MD 撰寫文案 

設計人員構思主畫面草圖 

設計人員修改草圖， 

創意總監確定草圖 

設計人員編排色稿 

設計人員尋找素材 

創意總監進行工作簡報 

創意總監主持

內部提案 



明其全貌，各組成要素在個案當中所指為何，與其他組成要件之間的關連為何。

其中，有些觀察發現有別於過去以活動理論為架構所做的研究，簡單整理如下： 

 

1. 編排廣告版面時編排廣告版面時編排廣告版面時編排廣告版面時，，，，行動主體的專業智能並非全行動主體的專業智能並非全行動主體的專業智能並非全行動主體的專業智能並非全部取部取部取部取決於決於決於決於主體個人的博主體個人的博主體個人的博主體個人的博

覽覽覽覽與經驗與經驗與經驗與經驗；；；；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智能智能智能智能深受主體權力位置的影響深受主體權力位置的影響深受主體權力位置的影響深受主體權力位置的影響，，，，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商品商品商品商品領域知識領域知識領域知識領域知識。。。。 

 

廣告公司相關人員對於商品的領域知識，主要來自於客戶的簡報；而客戶

對誰簡報又與社群成員的垂直分工有關，就觀察場域而言，客戶簡報的對象通常

是身為「規劃者」、「管理者」的吳師傅及吳姐，其他人員很少有機會直接聽取客

戶的簡報。當吳師傅對身為「執行者」、「被管理者」的小奇及小揚進行內部簡報

時，簡報內容已經過吳師傅的篩選，小奇及小揚的商品領域知識自然不如吳師傅。 

 

2. 編排廣告版面時編排廣告版面時編排廣告版面時編排廣告版面時，，，，社群的分工社群的分工社群的分工社群的分工方式方式方式方式並非完全決定於最低成本原則並非完全決定於最低成本原則並非完全決定於最低成本原則並非完全決定於最低成本原則；；；；為為為為

了追求主畫面構想的品質或創新了追求主畫面構想的品質或創新了追求主畫面構想的品質或創新了追求主畫面構想的品質或創新，，，，有時會捨有時會捨有時會捨有時會捨「「「「水平水平水平水平」」」」或或或或「「「「垂直垂直垂直垂直」」」」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而採用而採用而採用而採用「「「「重複重複重複重複」」」」的組織邏輯的組織邏輯的組織邏輯的組織邏輯。。。。 

 

傳統活動系統模式探討分工體系時，多集中在「水平」分工與「垂直」分

工的探討；所關注的是，如何透過社群成員的分工，把「活動」分解為比較容易

處理的數個部分，分別由專精於那方面問題的專人來進行處理 (Waite, 2005)。

其背後隱藏的是「最低成本」的作業原則，如何依專長進行水平分工，如何依經

驗來進行垂直分工，使整個活動變得容易處理。但是在本研究中卻發現：構思主

畫面時，吳師傅運用「重複」的組織邏輯，安排小奇及小揚做同樣的事情，鼓勵

小奇及小揚彼此競爭，以提升主畫面的構思水準。 

 

3. 傳統活動系統模式所列出的組成要件傳統活動系統模式所列出的組成要件傳統活動系統模式所列出的組成要件傳統活動系統模式所列出的組成要件，，，，似乎不足以涵括廣告版面編排似乎不足以涵括廣告版面編排似乎不足以涵括廣告版面編排似乎不足以涵括廣告版面編排

活動過程中所有的重要環節活動過程中所有的重要環節活動過程中所有的重要環節活動過程中所有的重要環節；；；；分析廣告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時應該納分析廣告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時應該納分析廣告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時應該納分析廣告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時應該納



入入入入「「「「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這個環節這個環節這個環節這個環節。。。。 

 

廣告版面編排是一個集體工作，為了整體工作的順利進行，常需設計一套

行動的次序來加以規範，這一套行動次序就是作業流程；在本個案當中，YK 廣

告公司編排廣告版面標準作業流程，依序是：吳師傅進行工作簡報，設計人員構

思草圖，吳師傅主持內部提案，設計人員修改草圖、吳師傅確定草圖，設計人員

尋找素材、編排色稿。作業流程是工具、規則與分工的綜合體，但是又很難納入

其中任何一個組成要素的範疇。從「工具」的角度來看，它是人設計出來的器物；

從「規則」的角度來看，它規範人在工作中應當如何行動；從「分工」的角度來

看，它設定了每個人應當做的事情。它同時隸屬於三個組成要件的範疇，可是又

很難納入其中任何一個組成要素的範疇，在活動系統的探討中容易被忽略。因此

本研究主張將它另立為一個組成要件，分析廣告版面編排的活動系統時必須納入

「作業流程」這個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