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版版版版面編排面編排面編排面編排活動活動活動活動中人與情境中人與情境中人與情境中人與情境的互動的互動的互動的互動 

 

本章的目的，是要說明版面編排活動系統中，人與情境如何互動。 

 

全章分為三節，分別針對個案中選取出來的三段情節進行分析。每段情節

各自用以彰顯活動系統的不同面貌，每一情節將先說明事件，而後進行分析。第

一段情節著重於形成主畫面及確定草圖的過程，重點在論證：一個廣告構想的浮

現是活動系統各環節相互折衝的結果，絕非行動主體運用個人專業智能就可獨力

完成；第二段情節描述的是針對目標改變引發的不平衡，所進行的修補行動，重

點在探討活動系統發生問題時，如何修補以維持活動系統的平衡，使活動系統能

正常運作；第三段情節的主要部分，是行動者編排廣告色稿的過程，想傳達：編

排廣告色稿所展現的是一種「因應當下情境即興創作的能力」。分析時，視每一

情節為一個活動系統，以說明人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如何與活動系統中的各環

節互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雲從哪裡來雲從哪裡來雲從哪裡來雲從哪裡來？？？？ 

 

本節的重點在論證：一個廣告構想的浮現是活動系統各環節相互折衝的結

果，絕非行動主體運用個人專業智能就可獨力完成。 

 

本節所分析的這一段情節，所描述的是「以雲合成鞋子」這個構想及主畫

面草圖，如何從諸多的主畫面構想中浮現出來，被選擇做為製作廣告色稿的草圖

之過程。 

 

「雲」篇專輯式廣告色稿 (如圖十五所示)，是 YK 廣告公司針對 NUREACH



女用休閒鞋的平面廣告設計案，提給客戶的兩張色稿之一。最後完成之廣告色稿

(見圖十五) 由兩個部份組成，分別是左下角的小全頁 (Junior Page) 廣告稿和

上方及右側呈倒 L 字形的報導稿；廣告稿負責傳達商品形象，報導稿負責說明商

品特性。專輯式廣告色稿左下角那個「雲」篇小全頁廣告的草圖如何浮現，即是

本節分析的焦點。 

 

 

圖十五：「雲」篇專輯式廣告色稿 

 

「雲」篇草圖浮現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小奇推薦主畫面」、「吳師

傅篩選主畫面」與「吳師傅確定主畫面」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可以說構成了三

個獨立的次活動系統。以下將針對這三個階段分析。每一次活動系統之分析分作

兩個步驟。首先說明此系統所完成之工作和成果，其次對所涉及之環節及其互動

加以分析。 

 



壹壹壹壹、、、、為何小奇推薦為何小奇推薦為何小奇推薦為何小奇推薦「「「「瑪麗蓮夢露瑪麗蓮夢露瑪麗蓮夢露瑪麗蓮夢露」」」」和和和和「「「「脚印脚印脚印脚印」」」」? 

 

一一一一、、、、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客戶打算推出 NUREACH 女用休閒鞋，委託 YK 廣告公司設計平面廣告，

準備用在上市的廣告活動中。於是吳師傅和小奇、小揚組成一個工作小組，準備

構思主畫面。 

 

吳師傅進行了內部工作簡報之後，指派小奇及小揚各自去構思「如何表現

NUREACH 鞋子的輕」。內部提案中，小奇提出 5 個主畫面構想 (如圖十六所示)，

分別是「鳥」、「雲」、「漂浮」、「瑪麗蓮夢露」、「腳印」；最後，向吳師傅推薦可

將「瑪麗蓮夢露」和「腳印」做成色稿。 

 

 

圖十六：小奇所構思的 5 個主畫面 



 

二二二二、、、、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小奇所以推薦「瑪麗蓮夢露」和「腳印」，是主體與情境因素互動之後的

結果，涉及主體之外的眾多因素。底下，分別說明之。 

 

1.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與規則的互動與規則的互動與規則的互動與規則的互動 

 

「規則」被用來說明及規範社群成員，哪些是被社群期待的或正確的程序。

小奇隸屬於由吳師傅、小奇及小揚所組成的「構思主畫面」任務社群，小奇要想

在這個社群中立足，就必須察言觀色、用心體會這個社群中存在有哪些規則。在

這個廣告社群中，一個重要的規則是：「最好有不一樣的想法」。 

 

「最好有不一樣的想法」之所以會成為小奇構思及推薦主畫面時的規則，

要從吳師傅為什麼要設計人員構思主畫面講起；吳師傅要設計人員去構思主畫

面，除了「內部訓練」的功能之外，主要因為吳師傅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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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這個期待就成為小奇構思及推薦主畫面時所

依循的「規則」。而這一個規則，在小奇構思及推薦主畫面的過程中，也似乎起

了規範作用。 

 

以下這段談話反映了這個社群規則。小奇推薦「腳印」的理由是： 

 

這個 (指指指指「「「「腳印腳印腳印腳印」」」」篇篇篇篇) 我覺得是因為跟正常的現象會有差別，然後可

能消費者看了之後會有另外一種衝擊性吧！(3”) 就跟正常的、會發生的

現象不一樣，所以這一張不曉得會不會有特別的另外一種衝擊性給消費



者？ 

 

另一個規則似乎是「消費者要容易懂」，這是他選擇「瑪麗蓮夢露」的理由： 

 

那這個 (指指指指「「「「瑪麗蓮夢露瑪麗蓮夢露瑪麗蓮夢露瑪麗蓮夢露」」」」篇篇篇篇) 就是，瑪麗蓮夢露本來就代表女性嘛！

然後又是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畫面，所以應該會蠻容易瞭解這個畫面的意

思在哪裡。 

 

「消費者要容易懂」也是吳師傅在內部訓練中一再強調的，構思主畫面及

草圖時的規則。 

 

規則促使小奇在內部提案中，推薦「腳印」和「瑪麗蓮夢露」這兩個構想。

這顯示，社群和規則的互動對小奇推薦「腳印」和「瑪麗蓮夢露」產生影響，小

奇隸屬於「構思主畫面」任務社群，必須用心體會這個社群推薦主畫面時有哪些

規則存在，而規則也回過頭來規範了身為社群成員的小奇應當如何推薦，如圖十

七中所標示的 (1)。「雲」雖然能表現出鞋子很輕，但是中規中矩，沒有讓人出

乎意表的感覺，因此，如小奇所言：由於只能推薦兩個，所以就沒有主動推薦它。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主畫面草圖、口語、紙、筆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小奇的

專業智能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表現輕」＋

「吳師傅能接受」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最好有不一

樣的想法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吳師傅是評斷

者，小揚是競爭者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小奇、小揚解說、推薦，

吳師傅講評、建議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推薦「瑪麗蓮夢

露」及「腳印」等 2 個

主畫面 

(1) 

(2) 
(3) 



圖十七：小奇推薦主畫面活動系統示意圖1
 

 

2.  社群與目標的互動社群與目標的互動社群與目標的互動社群與目標的互動 

 

前面說過，活動的成果也可能受到社群性質的影響。小奇和小揚在同一社

群，兩人既合作又競爭。小奇所提出的 5 個構想，都是能「表現輕」的構想，但

是推薦時，因為與小揚的競爭關係，讓他偏向以「能被吳師傅所接受」這個個人

目標為重，使自己的構想有出線的機會，因此最後選擇推薦「腳印」和「瑪莉蓮

夢露，如圖十七中所標示的 (2)。 

 

3.  目標與規則的互動目標與規則的互動目標與規則的互動目標與規則的互動 

 

小奇推薦主畫面構想時，以「最好有不一樣的想法」為規則，以「能被吳

師傅所接受」為目標。「目標」與「規則」兩者相互呼應，都是在：投吳師傅所

好。如圖十七中所標示的 (3)。 

 

貳貳貳貳、、、、為何為何為何為何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建議保留建議保留建議保留建議保留「「「「雲雲雲雲」」」」？？？？ 

 

一一一一、、、、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正如前面提及的，小奇奉吳師傅之命構思主畫面。內部提案中，小奇提出 5

個主畫面構想，並且向吳師傅推薦可將「腳印」和「瑪麗蓮夢露」做成色稿；吳

師傅篩選小奇所構思的主畫面構想時，除了小奇自我推薦的兩個構想之外，他額

外又把「雲」保留下來。 

                                                
1
 圖中所呈現的雙向實線，表示箭頭兩端的兩個組成要素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而單向虛線則指

示：這些互動關係會促成小奇推薦「瑪麗蓮夢露」和「脚印」。 



 

二二二二、、、、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內部提案」雖然是版面編排活動中一個小小的次級活動，可是這個活動

系統中一樣有清楚的分工體系；活動中，小奇及小揚負責說明及推薦主畫面構

想，而吳師傅則負責講評及建議。因為社群的分工，吳師傅成為篩選小奇及小揚

所提構想的行動主體，由他來建議小奇及小揚保留哪些構想。因為篩選、確定主

畫面草圖是吳師傅的權責，因此，小奇雖然推薦了「腳印」和「瑪麗蓮夢露」，

但是並不能保證最後浮現、被做成色稿的一定是這兩個構想。事實上，吳師傅除

了考慮小奇所提的「瑪麗蓮夢露」和「腳印」之外，還多選了「雲」，要求小奇

做進一步發展與精緻化。其中涉及活動系動內各種環節的互動，以下分別說明： 

 

1.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與規則的互動與規則的互動與規則的互動與規則的互動 

 

規則是主體與社群共事、相處的依據。吳師傅在內部提案之後必須進行主

畫面構想的取捨，而取捨的規則是「不易產生歧義」。 

 

所謂「不易產生歧義」，是指看的人傾向於體會到相同的意義，不會各有各

的解讀。相對而言，容易產生歧義的主畫面，則會讓不同的人看了容易產生不一

樣的解讀；看到一隻鞋子長翅膀在飛，並不是所有人都會覺得是因為鞋子很輕的

關係，可能有人會認為是因為鞋子長了翅膀的關係；看見一個人能夠踏水而行，

也不是所有人都覺得是因為鞋子很輕的關係，可能也有人會認為是因為這個人學

了一葦渡江的輕功，甚至有人會認為是像某快遞公司的廣告一樣，有一群人潛在

水中托著板子讓他渡河。 

 

小奇解說「漂浮」的構想時，說到：「這是一個人走在水面上，… 他們 (指指指指



NUREACH) 的鞋子就是會浮在水面上，很輕盈，不會沈下去」，小揚就突然插

話說：「走在水面上有個廣告ㄚ，那個…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快遞的廣告不就走在水面上？結

果是水底下有人… (幫忙拖著板子讓他走過去幫忙拖著板子讓他走過去幫忙拖著板子讓他走過去幫忙拖著板子讓他走過去)」。顯然，小揚對「漂浮」這個構

想的想像，跟小奇是不一樣的。小奇想要表達的是穿上 NUREACH 的鞋子，就

可走在水面而不沈；小揚所理解的卻是因為水底下有人幫忙拖著板子，所以走在

水面上不會沈下去。 

 

從以上引文來看，因為吳師傅取捨主畫面的標準是「不易產生歧義」，吳師

傅應該不會保留「漂浮」這個構想；這是因應小奇及小揚在社群中相互競爭的事

實，而設定的大家都可接受的取捨規則。針對小奇所提的 5 個主畫面，吳師傅在

進行講評的時候剔除了容易產生歧義的「鳥」和「漂浮」兩個構想，留下比較不

會產生歧義的其他構想，建議小奇繼續發展或進一步精緻化。這顯示，在社群與

規則的互動之下， 吳師傅建議小奇進一步發展「雲」、「瑪麗蓮夢露」、「腳印」

等 3 個主畫面構想，讓「雲」留存了下來，如圖十八中所標示的 (1)。 

 

 

 

 

 

 

 

 

圖十八：吳師傅建議保留「雲」主畫面活動系統示意圖 

 

2. 主體與目標的互動主體與目標的互動主體與目標的互動主體與目標的互動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口語、紙、筆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吳師傅

的專業智能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表現「輕」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不易產生歧義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相互競爭的小

奇、小揚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小奇、小揚解說、推薦，

吳師傅講評、建議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建議進一步發展

「瑪麗蓮夢露」、「雲」、

「腳印」等 3 個主畫面 

(2) 

(1) 



吳師傅所以保留了「雲」，另一個影響的因素是主體和目標之間的關係。在

此，吳師傅所遵循的目標是「表現輕」。身為創意部門的主管，吳師傅篩選主畫

面構想必須要以這個版面編排活動的核心目標為重，這是主體與目標之間的互

動，如圖十八中之 (2)。 

 

依這個目標來看，小奇所提出的 5 個主畫面當中，雲最能清楚地表現輕的

概念，正如吳師傅所言：「這個 ((((指指指指「「「「雲雲雲雲」」」」篇篇篇篇) ) ) ) 對，因為雲本身就是輕」。因此吳

師傅額外保留了「雲」。 

 

參參參參、、、、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最後決定選擇最後決定選擇最後決定選擇最後決定選擇「「「「雲雲雲雲」」」」? 

 

一一一一、、、、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內部提案之後，由於客戶要求提前提案，為了要縮短工作流程，吳師傅終

止了要小奇及小揚進一步發展主畫面的動作，親自擔負起構思主畫面、確定草圖

的工作。吳師傅自己構思了「雞蛋」篇，和吳姐開動腦會議時激盪出「荷葉」篇，

又從小奇及小揚所提的主畫面中篩選出「雲」篇，後來從三個構想當中選擇出兩

個來製作色稿，「雲」是其中之一。 

 

二二二二、、、、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吳師傅決定要將「雲」製作成廣告色稿，這是主體與目標、工具、社群、

規則之間互動的結果。底下，將一一說明它們如何互動。 

 

1.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改變改變改變改變，，，，引發引發引發引發主體主體主體主體和和和和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社群的相繼改變相繼改變相繼改變相繼改變 

 



客戶要求提前提案，等於是在「表現輕」這個核心目標之外，另外附加了

「提前提案」的目標。「目標」的改變，啟動了活動系統的一連串變化；首先，

它使構思主畫面的主體由小奇及小揚變成吳師傅，由他親自擔負起構思主畫面、

確定草圖的工作。其次，它促使吳師傅必須把吳姐納為社群成員，與他共同腦力

激盪，期能盡早確定草圖。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如圖十九中 (1) 所示，多了「提

前提案」這個目標，促使主體由小奇及小揚變成吳師傅；吳師傅為了達成目標，

把吳姐納為社群成員；吳姐成為社群成員，確實對目標的達成發揮了功能。 

 

 

 

 

 

 

 

 

 

圖十九：吳師傅選擇「雲」主畫面活動系統示意圖之一 

 

2. 目標的改變引發了規則的改變目標的改變引發了規則的改變目標的改變引發了規則的改變目標的改變引發了規則的改變 

 

活動系統的目標改變了，除了「表現輕」的核心目標之外，又多了「提前

提案」這個目標；因此取捨主畫面構想的規則也必須改變，以做為因應。原先吳

師傅是以「不易產生歧義」做為規則，來取捨小奇及小揚所構思的主畫面；現在，

為了要達成「提前提案」的目標，吳師傅取捨時還要多加一個「不需修改即可使

用」的規則。在這個規則之下，內部提案保留下來的 6 個構想中，「雲」是唯一

的選擇。這裡所顯現的是：目標的改變，引發了規則的改變，如圖十九之中 (2)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吳師傅 

分散智能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能表現輕

＋提前提案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不需修改即

可使用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吳師傅＋吳姐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吳師傅負責構

思，吳姐參與討論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選擇「雲」篇草       

圖製作廣告色稿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外國廣告圖鑑中，起司

和魚合成的鞋子，對吳

師傅的啟示 

(2) 

(1) 



所示。 

 

3. 主體自覺專業智能不足主體自覺專業智能不足主體自覺專業智能不足主體自覺專業智能不足，，，，導致他必須藉助中介工具始能達成目標導致他必須藉助中介工具始能達成目標導致他必須藉助中介工具始能達成目標導致他必須藉助中介工具始能達成目標 

  

以上種種，又在活動系統的工具、目標和主體之間造成了連動的反應。主

體警覺他原有的專業智能不足以解決「鞋形雲」的呈現問題，導致他必須藉助國

外廣告圖鑑等中介工具，始能達成目標。 

 

在內部提案中，吳師傅雖然保留「雲」，對於如何能將「雲」這個構想編排

成色稿，卻頗有疑慮： 

 

這個 ((((指指指指「「「「雲雲雲雲」」」」篇篇篇篇) ) ) ) 對，因為雲本身就是輕。但是表現的困難度很

高。就是說，我這隻鞋子怎麼讓它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 

 

依據吳師傅的專業智能來判斷，要把這個構想做成色稿相當困難。吳師傅

所擔心的「表現困難度很高」的問題，指的是怎麼樣才能夠讓「鞋形雲」這個主

畫面，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  

 

因此，在這個階段，「雲」被取或被捨的關鍵，在於能否達成「讓它看起來

又像鞋子又像雲」的目標；這時候，吳師傅警覺到他原有的智能不足以解決「鞋

形雲」如何呈現的問題，於是開始瀏覽大量國外廣告圖鑑，想要參考別人如何處

理類似問題；因為唯有找到參考工具，「雲」才有可能被選擇製作成色稿。底下，

進一步說明中介工具如何幫助主體達成目標。 

 

吳師傅從一本國外廣告圖鑑找到了兩則廣告，分別是一隻起司合成的鞋子

和一隻魚合成的鞋子 (如圖廿、圖廿一)。這兩則廣告為何能夠看起來又像起司 



(魚)，又像鞋子呢？主畫面中除了保留起司和魚原來的質感之外，吳師傅說：「它

鞋子的形，…是用鞋帶把它帶出來，用鞋帶是可以加強它鞋子的感覺」。吳師傅

從這兩則廣告的作法獲得了重要的啟示：用雲合成鞋子時，材質上盡量保留雲的

感覺，形狀上做出鞋子的感覺，然後在上面挖出鞋洞，再透過鞋子的配件 (比如

鞋扣) 來強化鞋子的感覺；這樣子應該就有辦法讓「鞋形雲」看起來又像鞋子又

像雲。 

  

圖廿：起司合成的鞋子               圖廿一：魚合成的鞋子 

 

吳師傅從參考工具中找到了達成「讓它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這個目標

的方法。這個從 Harpist 襪子的廣告所獲得的啟示，又回過頭來提升了他的專業

智能，讓他突破了怎麼才能「讓它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的呈現關鍵 (要有雲

的材質、鞋子的形狀與鞋扣)。這顯示個人智能、目標與工具之間發生了連動 (如

圖廿二 (1) 所示)，「讓它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這個合成主畫面的目標，讓吳

師傅察覺到自己專業智能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企圖透過外國廣告圖鑑等中

介工具來幫忙解決問題，中介工具又進一步提升了吳師傅的專業智能；吳師傅個

人智能、目標與中介工具連動的結果，又進一步促成了「雲」的浮現。 

 

前述的分析是把國外廣告圖鑑中的 Harpist 襪子廣告視為中介工具，事實上

也可以把 Harpist 襪子廣告視為吳師傅解決「鞋形雲」如何呈現的問題時的分散

智能。吳師傅原有的智能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就把智能外置於 Harpist 襪



子廣告上，依循這個廣告上起司鞋或魚鞋的呈現關鍵 (鞋子的材質、形狀與鞋

扣)，就可以讓「鞋形雲」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 

 

 

 

 

 

 

 

 

 

圖廿二：吳師傅選擇「雲」主畫面活動系統示意圖之二 

 

4. 主體分散智能於社群主體分散智能於社群主體分散智能於社群主體分散智能於社群 

 

進一步，社群的內容和結構也開始改變。雖然找到了呈現的方法，編排這

個廣告色稿還是需要「很高難度的電腦技巧」；吳師傅認為小揚的電腦繪圖技巧

足以勝任這個工作，電腦繪圖工作可以分散智能於小揚身上，所以建議「可以試

試看」。 

 

這裡所謂「很高難度的電腦技巧」，指的是運用電腦繪圖軟體把雲和鞋子合

成為「鞋形雲」的技術能力，這其中所需的技巧至少包括：設定適當作業程序的

能力 (比如：先調高鞋子照片的反差以凸顯輪廓，然後依輪廓把鞋子分割成不同

部分，接著依照這些不同部分的形狀在雲的圖片上套索、選取雲的材質，再貼到

鞋子照片對應的位置上面去，最後進行細部微調及噴修)，採取恰當功能指令來

進行物件合成的能力 (比如：拉「曲線」來調高反差，用「套索」來進行圈選)，

(1)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吳師傅 

分散智能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看起來又

像鞋子又像雲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小揚的電腦繪圖能力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吳師傅負責構

思，吳姐參與討論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選擇「雲」篇草       

圖製作廣告色稿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外國廣告圖鑑中，起司

和魚合成的鞋子，對吳

師傅的啟示 

(2) 



以及眼手協調地操控滑鼠及鍵盤、精確點擊的能力 (身體因為經驗的累積，而能

恰如其份的動作)。 

 

吳師傅雖然掌握到了呈現「鞋形雲」的關鍵，但是實際去執行的人還是得

要具備熟練的電腦合成技術才能勝任，這種技能在實做中才能顯現出來。吳師傅

相信小揚具有能夠勝任的電腦繪圖能力，因此把他納入任務社群中做為分散智能 

(如圖廿二 (2) 所示)，進一步促成了「雲」這個主畫面構想的浮現。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吳師傅的修補行動吳師傅的修補行動吳師傅的修補行動吳師傅的修補行動 

 

本節的重點在探討活動系統發生問題時，如何修補以維持活動系統的平

衡，使活動系統能正常運作？從情境互動的角度來看，修補行動不僅僅是針對各

個不平衡的問題單純地解決問題，有時還牽涉到活動系統各環節的權衡與取捨。 

 

這一段情節，所描述的是：當 YK 廣告公司依照公司正常的作業程序，進行

NUREACH 的平面廣告設計案的過程中，客戶做了一些目標的修正，導致活動

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於是吳師傅必須採取行動進行修補，始能順利完成工作。 

 

YK 廣告公司製作平面廣告稿，作業程序通常如下：首先由吳師傅及吳姐共

同討論發展廣告策略及概念，然後分雙線進行，一方面吳姐依據廣告概念開始構

思標題、撰寫文案，一方面由吳師傅配合小奇或小揚組成視覺處理小組，著手進

行版面編排作業，在圖廿三之中，標示為寶藍及淺藍的六個步驟，即是廣告版面

編排的作業程序。依照作業的先後，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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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色稿等等。寶藍色的四個步驟用以形成主畫面及草圖，淺藍色的兩

個步驟用以編排廣告色稿。 

 

在設計 NUREACH 的平面廣告時，客戶中途做了一些目標的修正，包括：

廣告形式、表現手法與提案時限的改變。如第四章第二節所述，廣告公司裡的作

業流程，是進行廣告作業時所依循的一套行動次序，哪個步驟先做、由誰來做都

有既定的安排，而且環環相扣。當廣告形式由商品廣告改變為專輯式廣告，文案

的工作負荷增加數倍，社群的分工體系必須設法支援文案人員；此外，因為整個

創意部門只有吳師傅具有編排專輯式廣告的經驗，勢必由他親自擔負起行動主體



的 角 色 。「 廣 告 形 式 」 目 標 改 變 ， 對 原 先 設 定 的 分 工 與 主 體 形 成 干 擾 

(disturbances)，使其無法依照原訂計畫行事；如果要維持活動系統的正常運作，

人力配置必須重新調整。表現手法與提案時限的改變，狀況亦然。 

 

 

 

 

 

 

 

 

 

 

圖廿三：廣告作業流程與干擾的示意圖 

 

面對這些干擾所引起的系統不平衡，吳師傅必須採取修補行動來維持活動

系統的平衡。底下，將分為「改變目標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與「吳師傅所採

取的修補行動」兩部分，進行說明。 

 

壹壹壹壹、、、、改變目標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改變目標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改變目標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改變目標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 

 

活動系統的核心目標是「表現 NUREACH 的鞋子很輕」，當作業流程歷經

工作簡報、構思主畫面及草圖，剛進行過草圖的內部提案，小奇正準備依吳師傅

的建議修改草圖，客戶突然對廣告製作下達新指示，主要有以下三點： 

 

(1) 平面廣告先做雜誌稿，希望採用時報週刊的專輯式廣告來進行。單頁的

吳師傅及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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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稿 

設計人員尋找

素材 
吳師傅進行工作簡報 

吳師傅主持內部提案 

客戶改變了廣告形

式、表現手法與提案

時限，造成干擾 

吳師傅採取修補行動 



雜誌專輯式廣告最常見的版面配置，是在一個內全頁版面的左下方，配置一個小

全頁廣告，大小約為橫切半頁轉 90 度角拉直的版面，其他空間則編排報導式文

案，用以詳細介紹商品的特色；這種版面配置也適用於全版的報紙專輯式廣告。

專輯式廣告與一般內全頁廣告的版面配置之比較，如圖廿四所示。客戶廣告窗口

說：根據他們老闆的經驗，這樣的稿子效果比較好，因為，一方面可以對經銷商

及業務員有個交代，有助於向店頭解說商品，遊說鋪貨；一方面也可以直接促進

消費者對商品特色的瞭解。 

 

 

 

 

 

 

 

 

圖廿四：一般雜誌內全頁廣告與專輯式廣告的版面配置比較 

 

(2) 這個小全頁廣告希望能用並置比較的方式來表現；比如：一個柳丁跟一

隻鞋子一起秤重比較重量。 

 

(3) 色稿最慢要在五天之內提出來；扣除週末，實際上只有三個工作天。 

 

雖然核心目標沒變，這三個指示卻改變了廣告形式、表現手法與提案時限

等附屬目標，活動系統中的其他環節因而受到影響，必須因應調整。 

 

首先，廣告形式由吳師傅原先設定的平面媒體商品廣告 (報紙的全十批廣告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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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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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雜誌的內全頁廣告) 改變為雜誌的專輯式廣告，而單頁的雜誌專輯式廣告最常

見的版面配置，是倒 L 字形的報導稿，加上小全頁的廣告稿。廣告形式的目標改

變為專輯式廣告，預先設定了廣告稿的製作規則，導致廣告稿的部分只能規劃直

式廣告，如圖廿五 (1) 所示，目標的改變影響了作業的規則。而且，因為報導

稿佔了一半篇幅，撰寫文案所花的時間將數倍於商品廣告，任務社群的人力必須

重新調配，如圖廿五 (2) 所示，目標的改變影響了分工的體系；吳姐曾為此嘗

試要找自由創作者 (指的是 Allen) 協助撰寫文案。此外，專輯式廣告並非人人

會做，改用這種廣告形式無形中限制了行動主體的智能條件，如圖廿五 (3) 所

示，目標的改變影響了行動的主體；吳師傅是公司唯一有編排專輯式廣告經驗的

人，所以這個案子可能需由他親自編排色稿。 

 

 

 

 

 

 

 

 

圖廿五：廣告形式改變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 

 

如前所述，客戶希望把商品廣告改為專輯式廣告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商

品特色說明詳細，有助於業務員向店頭解說商品，遊說鋪貨；其二，是可以直接

促進消費者對商品特色的瞭解。從活動理論的觀點來看，這兩個理由也可以視為

是另外一個目標生成活動 (object producing activity) 的目標，根據客戶以往的

經驗，要能同時達成「幫助業務員向店頭解說商品」與「促進消費者對商品特色

的瞭解」兩個目標的廣告形式，結果非專輯式廣告莫屬。因此，客戶就把這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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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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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幫助業務員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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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4) 



標生成活動系統的結果，即「把廣告形式改為專輯式廣告」，拿來做為本活動的

目標，其關係如圖廿五 (4) 所示。 

 

其次，客戶希望能用並置比較的表現手法來呈現廣告稿。表現手法的目標

改變，明確規範了創作的方向，要求用鞋子與柳丁並置比較重量來呈現廣告，對

規則造成了干擾，原先小奇在構思主畫面時所遵循的規則是「盡量構思不一樣的

想法」，如今行動主體只能在「鞋子與柳丁並置比較重量」的框架之下進行構思，

「表現手法」目標改變干擾了構思主畫面的規則，使主體構思主畫面所依循的規

則從「盡量構思不一樣的想法」改變為「只能用鞋子與柳丁並置比較重量」，如

圖廿六之(1) 所示。一旦接受了這樣的創作規則，也將限制行動主體專業智能自

由自在的發揮，只能在「鞋子與柳丁並置比較重量」的限制之下，運用專業智能

苦思如何呈現，「表現手法」目標改變對主體的專業智能造成干擾，如圖廿六之

(2) 所示。 

 

 

 

 

 

 

 

圖廿六：表現手法改變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 

 

最後，客戶限期提案，吳師傅因此必須重新部署人力，利用經驗來換取時

間。客戶要求在 5 天之內提出廣告色稿，使原本充裕的作業時間變得不夠使用。

由於時間緊迫，如果要在期限之前提案，吳師傅就必須重新部署人力，利用經驗

來換取時間；於是吳師傅從由小奇、小揚及他本人所組成的構思主畫面任務小組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限制了行

動主體專業智

能的發揮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並置比較

柳丁與鞋子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只能用鞋子與柳丁並置

比較重量，來呈現廣告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1) 

(2) 



中，剔除較無經驗的小奇及小揚，納入吳姐作為因應，這是「提案時限」的目標

改變，對任務社群所造成的干擾，如圖廿七之 (1) 所示。 

 

此外，作業流程也必須要重新安排，吳師傅必須終止隱藏在構思主畫面作

業流程中的內部訓練活動，集中火力構思主畫面及繪製草圖。原先的作業流程隱

藏內部訓練的活動，讓小奇及小揚練習做創意總監及藝術指導應該做的事情，比

如構思主畫面及繪製草圖，所以作業時間較為冗長；如今時間緊迫，吳師傅就必

須重新安排作業的流程，終止隱藏其中的內部訓練活動，集中火力構思主畫面及

繪製草圖，這是「提案時限」的目標改變，對作業流程所造成的干擾，如圖廿七

之 (2) 所示。 

 

 

 

 

 

 

 

圖廿七：提案時間改變對活動系統造成的干擾 

 

貳貳貳貳、、、、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所採取的修補行動所採取的修補行動所採取的修補行動所採取的修補行動 

 

廣告形式、表現手法、提案期限等三個目標的改變，對「編排 NUREACH

廣告版面」活動系統中的主體、社群、規則、分工與作業流程都造成了干擾。說

明吳師傅所採取的修補行動之間，先將三個目標改變所造成的干擾，分別整理如

下：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限期 5 天

之內提案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作業的人力必須

重新部署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作業的流程必

須重新安排 

(1) (2) 



(1) 廣告形式的改變，對規則、分工與主體造成了干擾。廣告形式由原先

設定的平面媒體商品廣告改變為雜誌的專輯式廣告，首先，這個目標

的改變預先設定了廣告稿的製作規則，廣告稿只能規劃直式廣告；其

次，文案的篇幅大增，撰寫文案所花的時間將數倍於商品廣告，任務

社群的人力必須重新調配；最後，專輯式廣告並非人人會做，改用這

種廣告形式無形中限制了行動主體的智能條件。 

 

(2) 限定表現手法，對規則與主體造成了干擾。客戶要求用鞋子與柳丁並

置比較重量的表現手法來呈現廣告，明確規範了構思的方向，對規則

造成了干擾；也將限制行動主體專業智能自由自在的發揮，對主體的

專業智能造成干擾。 

 

(3) 客戶要求限期提案，對社群與作業流程造成了干擾。客戶要求限期提

案，使原本充裕的作業時間變得不夠使用，導致吳師傅必須重組任務

小組，以資深成員來代替資淺成員，希望能以經驗來減省時間，對社

群形成干擾；此外，作業流程也必須要重新安排，終止隱藏在作業流

程中的內部訓練活動，集中火力構思主畫面及繪製草圖，對原先的作

業流程造成了干擾。 

 

這些干擾將引發系統的不平衡，主要有三： 

 

(1)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分工體系與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分工體系與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分工體系與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分工體系與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 

 

提案期限的改變，造成了目標與作業流程之間的矛盾；廣告形式的改變，

造成了目標與社群、分工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分別引發了作業流程、分工體系

與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客戶要求提前提案，如果還依照原先那個暗藏內部訓



練活動的冗長作業流程來進行活動，勢必無法即時提案，因此引發了作業流程與

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客戶要求把廣告形式改為專輯式廣告，但是專輯式廣告

中的文案篇幅增加數倍，只憑原先規劃的文案人力恐怕無法如期寫出，分工體系

與作業時間之間會產生不平衡。 

 

(2)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分工分工分工分工體系與體系與體系與體系與專業智能專業智能專業智能專業智能之間之間之間之間的不平衡的不平衡的不平衡的不平衡 

 

廣告形式的改變，造成了目標與主體、分工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分別引

發了主體、分工體系與專業智能之間的不平衡。客戶要求把廣告形式改為專輯式

廣告，如果依照原先的規劃，構思主畫面及草圖應該由小奇及小揚負責，確定草

圖後，也將以小奇或小揚為行動主體來編排廣告色稿，但是兩人都沒有編排專輯

式廣告的經驗，專業智能不足以勝任這些工作，會引發主體、分工體系與專業智

能之間的不平衡。 

 

(3)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主體與主體與主體與主體與專家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專家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專家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專家能力之間的不平衡 

 

限定表現手法，造成了目標與規則、主體之間的矛盾，引發了二者與專家

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客戶要求以鞋子和柳丁並置比較的表現手法來呈現廣告，規

範了廣告創作的方向，也限制了行動主體專業智能的發揮，造成了目標與規則、

主體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會讓主體覺得自己的專家能力沒有受到客戶的尊重，

甚至受到質疑，引發了規則、主體與專家能力之間的不平衡。 

 

針對這三方面的不平衡，吳師傅採取了修補行動。針對作業時間方面的不

平衡，吳師傅主要致力於「減省作業時間」來進行修補；針對專業智能方面的不

平衡，吳師傅則是以「重新佈屬人力」來進行修補；針對專家能力方面的不平衡，

吳師傅選擇「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來進行修補。底下，分別說明之。 



 

一一一一、、、、調整工作流程調整工作流程調整工作流程調整工作流程、、、、善用分散智能善用分散智能善用分散智能善用分散智能、、、、調整規則以修補作業時間方面的不平衡調整規則以修補作業時間方面的不平衡調整規則以修補作業時間方面的不平衡調整規則以修補作業時間方面的不平衡 

 

為了修補作業時間方面的不平衡，必須設法減省作業時間，吳師傅所採取

的因應措施如下：  

 

1. 調整作業流程以減省作業時間調整作業流程以減省作業時間調整作業流程以減省作業時間調整作業流程以減省作業時間；；；；亦即改變作業亦即改變作業亦即改變作業亦即改變作業流程來因應目標的改變流程來因應目標的改變流程來因應目標的改變流程來因應目標的改變。。。。 

 

吳師傅首先調整了這個廣告案的作業流程，以減省作業的時間；新的作業

流程，基本上是以廣告業界常用的作業流程為藍圖，但是視覺和文案的作業還是

採雙線進行 (如圖廿八所示)，以求能夠進一步減省時間，趕在客戶要求的期限

完成工作。 

 

 

 

 

 

圖廿八：針對本廣告個案的新作業流程圖 

 

這家廣告公司平常所採用的作業流程有別於業界的正常作業流程，吳師傅

在廣告的作業流程當中暗藏了「內部訓練」的目標，在每個廣告案中，都試著讓

設計人員做創意總監構思主畫面、藝術指導繪製草圖的工作，讓他們能從實作中

學習，所以整個作業流程會顯得比較冗長 (如第四章第二節圖十四所示)、費時。

而業界的正常作業流程則是像泰勒式生產線一樣，一個環節扣著一個環節，強調

每個人都要扮演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比如：創意總監發展廣告概念、構思主畫面，

藝術指導根據廣告概念及主畫面來繪製草圖，設計人員則是根據草圖來尋找素

吳師傅發展廣告

概念、構思主畫面 

吳姐撰寫文案 

吳師傅繪製草圖 

小揚尋找素材 

、吳師傅編排色稿 



材、編排色稿 (如第四章第二節圖十三所示)；這樣的作業程序效率高，但是設

計人員少有成長的機會。從活動理論的角度來看，吳師傅的這個修補行動是改變

作業流程，來因應目標 (提案時限) 的改變，以修補原先的作業流程與作業時間

之間的不平衡，如圖廿九之 (1) 所示。 

 

 

 

 

 

 

 

圖廿九：吳師傅對作業時間方面不平衡所採取的修補行動 

 

2.     以以以以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在草圖還沒在草圖還沒在草圖還沒在草圖還沒有確定之前有確定之前有確定之前有確定之前，，，，就就就就先先先先著手著手著手著手準備準備準備準備

一些一些一些一些必定會用必定會用必定會用必定會用到到到到的基本素材的基本素材的基本素材的基本素材。。。。 

 

這裡所指的分散智能，是知道什麼人具備什麼能力，有需要的時候就恰當

地利用和組裝他們的智能以完成工作。依照正常的作業流程，準備素材、編排色

稿是在確定草圖之後才進行的，確定草圖變成是工作的瓶頸。為了減省通過瓶頸

之後編排色稿的時間，吳師傅把一部份準備素材的工作分流於確定草圖之前、疏

散在小揚的身上，即在利用散佈在情境中的分散智能。以下進一步說明。 

 

吳師傅在草圖還沒確定之前，就指示小揚用數位相機拍攝廣告中必備的樣

品鞋，去背、調整色調備用。這個看似無奇的指示動作，展現吳師傅分散智能的

能力；他把一部份準備素材的工作分流於確定草圖之前、疏散在小揚的身上，一

旦確定草圖，就可減省準備素材的時間，直接進行主畫面製作與版面編排的工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以存檔資料為外置智能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CD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限期 5 天

之內提案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邊做邊修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工作疏散在小揚的身上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2) 

(3) 

(4)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1.改採泰勒式流程 

2.工作往前分流 
(1) 



作，以修補作業流程、分工與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如圖廿九之 (1) 和 (4) 所

示。 

 

3.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分散智能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使用公司作品的存檔資料使用公司作品的存檔資料使用公司作品的存檔資料使用公司作品的存檔資料，，，，做為做為做為做為

編排色稿的編排色稿的編排色稿的編排色稿的廣告廣告廣告廣告版面版面版面版面基底基底基底基底。。。。 

 

依活動理論的觀點，這也是行動主體因應目標 (提案時限) 的改變，而展現

的分散智能之能力。草圖還沒有確定之前，吳師傅就先從存檔的備份光碟裡，調

出一個幾年前幫另一個知名品牌鞋子所做的雜誌專輯式廣告的電子稿，把它開啟

在電腦螢幕上，把小全頁廣告版面上原有的物件刪除，打算以它做為版面基底來

編排這次要提案的雜誌廣告色稿。雜誌專輯式廣告的存檔電子稿，是吳師傅用來

減省作業時間的外置智能；以它做為廣告版面的基底，就不必重頭拉線框、構成

版面、規劃位置，編排色稿時，只要把相對應的素材填入適當的位置、取代舊有

的物件，再稍微進行調整就可以了。 

 

4.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調整規則來因應目標的改變調整規則來因應目標的改變調整規則來因應目標的改變調整規則來因應目標的改變，，，，把把把把「「「「先畫草圖再做色稿先畫草圖再做色稿先畫草圖再做色稿先畫草圖再做色稿」」」」的規則的規則的規則的規則，，，，

修訂為修訂為修訂為修訂為「「「「邊做邊修邊做邊修邊做邊修邊做邊修」」」」。。。。 

 

為了減省作業時間，吳師傅把「先畫草圖再做色稿」的規則，修訂為「邊

做邊修」。吳師傅並沒有先繪製草圖，一旦確定了主畫面構想，就直接指示小揚

著手尋找素材、去背、合成主畫面，然後由他親自動手編排廣告色稿，邊做邊修，

甚至連文案都視撰寫的狀況而逐步編排進去的。 

 

在平常作業中，吳師傅總是要求編排色稿前先要把草圖清楚畫出，邊做邊

修的作法明顯牴觸了他三令五申的作業規則。從活動理論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修

補行動，是調整規則 (把「先畫草圖再做色稿」的規則調整為「邊做邊修」) 來



因應目標 (提案時限) 的改變，以修補規則與作業時間之間的不平衡，如圖廿九

之 (2) 所示。這樣的作法是先求有、再求好，可依時間壓力決定做到什麼程度；

但是，經驗不足的廣告設計人員，如果沒有草圖做為藍圖，製作色稿時容易瞻前

顧後，不見得能節省時間。 

 

二二二二、、、、重新組織社群和主體以修補專業智能方面的不平衡重新組織社群和主體以修補專業智能方面的不平衡重新組織社群和主體以修補專業智能方面的不平衡重新組織社群和主體以修補專業智能方面的不平衡 

 

1. 調調調調整行動主體來因應目標的改變整行動主體來因應目標的改變整行動主體來因應目標的改變整行動主體來因應目標的改變 

 

由於廣告形式由商品廣告改為專輯式廣告，換言之，目標已改變。為了在

有限的作業時間內，順利做出專輯式廣告，吳師傅決定挺身而出，成為「編排

NUREACH 廣告版面」這個活動系統的行動主體，自己來構思主畫面、編排色

稿。這個修補行動，是經由調整行動主體 (由小奇及小揚變成吳師傅)，來因應

目標的改變，以修補行動主體與專業智能之間的不平衡，如圖卅之 (1) 所示。 

 

 

 

 

 

 

 

圖卅：吳師傅對廣告形式改變引起的專業智能方面不平衡所採取的修補行動 

 

2. 調調調調整整整整社群社群社群社群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來因應目標的改變 

 

廣告形式由商品廣告改為專輯式廣告，目標已發生改變，吳師傅必須要調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有編排經

驗的吳師傅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改為專輯

式廣告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1. 吳師傅搭配吳姐構思 

2. 吳師傅搭配小揚編排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小揚準備素材、吳

師傅編排色稿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1) 

(2) (3) 



整人力來修補專業智能的不平衡。構思主畫面時，吳師傅要求吳姐一起進行腦力

激盪，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確定主畫面草圖，開始編排色稿。這個修補行動，

是經由調整社群 (把吳姐納為構思主畫面的社群成員，幫助吳師傅構思)，來因

應目標的改變，以修補專業智能的不平衡，如圖卅之 (2) 所示。 

 

3. 調調調調整整整整分工分工分工分工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來因應目標的改變 

 

客戶要求把廣告形式由商品廣告改為專輯式廣告，於是目標發生改變，吳

師傅必須調整社群成員與分工體系，始能修補專業智能方面的不平衡。首先，吳

師傅決定自己動手編排這一個廣告案的色稿，主要考量的是，小奇及小揚都沒有

編排過專輯式廣告的色稿，讓他們來編排反而浪費時間，而且作業品質也難以掌

握。其次，吳師傅選擇電腦繪圖技術純熟的小揚來幫他準備素材與合成主畫面，

準備素材 (包括拍照、尋找素材、去背、調整色調等) 與合成主畫面，首重電腦

繪圖的操作技巧，而小揚的電腦繪圖技術在公司中無人能出其右，因此他選擇小

揚來跟他進行搭配。從活動理論的觀點來看，這個修補行動，是經由調整社群 (由

吳師傅搭配小奇，變成吳師傅搭配小揚，如圖卅之 (2) 所示) 與分工 (由小揚準

備素材、編排色稿，變成小揚準備素材、吳師傅編排色稿，如圖卅之 (3) 所示)，

來因應目標的改變，以修補分工體系與專業智能之間的不平衡。 

 

三三三三、、、、降低客戶目標順位降低客戶目標順位降低客戶目標順位降低客戶目標順位以修補以修補以修補以修補專家能力專家能力專家能力專家能力的的的的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不平衡 

 

對於活動系統的不平衡採取修補行動，有時無法如前面所述那麼單純，調

整作業流程或分工體系就能修補完成，而必須在活動系統各環節之間進行權衡與

取捨，以淡化客戶改變目標的正當性。本部分所要說明的，就是這種類型的修補

行動。  

 



以上所談均是以客户目標為第一優先。可是，吳師傅在修補時，另一策略

是拒絕客戶的目標，不將客戶的目標放在第一位，這時便面臨了取捨的問題。 

 

客戶要求用並置比較的方式來表現廣告稿，規範了廣告創作的方向，限制

了行動主體專業智能的發揮；吳師傅無法認同，但是又不能直接拒絕客戶的要

求，於是吳師傅重新權衡、取捨活動系統中的各環節，淡化這個目標的正當性。 

 

吳師傅採取了以下幾個途徑：爭取社群成員如吳姐的支持、Allen 的影響、

遵循業界的慣例，以及文類與題材的衝突。從活動理論的角度來看，分別是以社

群、規則與工具，來淡化「直接拿柳丁和鞋子比較重量」這個客戶要求的正當性，

分別說明如下： 

 

(1) 以社群成員的支持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以社群成員的支持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以社群成員的支持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以社群成員的支持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 

 

客戶要求並置比較柳丁與鞋子的重量，吳師傅受到 Allen 的影響、獲得吳姐

的支持，淡化了客戶要求的適當性，沒有直接拿柳丁和鞋子比較重量做廣告稿。

為了因應廣告形式目標改變，導致文案篇幅增加數倍，吳姐原本打算請曾擔任多

家國內、外廣告公司創意總監的 Allen 幫她撰寫這個廣告的報導式文案。雖然後

來 Allen 推辭掉了，但是當初溝通之時吳姐有徵詢過他對拿柳丁跟鞋子來直接比

較重量的看法；Allen 認為並不恰當，因為「柳丁是重的好，並沒有輕的意象」。

Allen 是吳姐和吳師傅相交廿多年的好友，也是一個資深的廣告創意人，是吳姐

和吳師傅頗為倚重的諮詢對象，Allen 的看法或多或少對吳師傅的決定產生了影

響。從活動系統的角度來看，雖然客戶藉著改變目標 (表現手法)，來引導主體 (吳

師傅) 行動方向 (拿柳丁跟鞋子來直接比較重量)，但是社群 (Allen 的影響與吳

姐的支持，如圖卅一之 (3) 所示) 同樣發揮了影響力量，而且在與目標的拉拒過

程中佔了優勢，讓吳師傅淡化了客戶這個指示讀適當性，沒有直接拿柳丁和鞋子



比較重量做廣告稿。 

 

(2) 以業界的規則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以業界的規則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以業界的規則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以業界的規則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 

 

客戶要求並置比較柳丁與鞋子的重量，但是業界的慣例是不喜歡直接依照

客戶的指示來做稿子，因此吳師傅以規則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不直接拿柳

丁和鞋子比較重量做廣告稿。直接依照客戶的指示來做稿子，一直都是創意人員

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做得好客戶認為是應該的，做得不好又會傷及顏面，是一件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所以能避免就儘量避免。從活動系統的角度來看，雖然客戶

藉著改變目標 (表現手法)，來引導主體 (吳師傅) 行動方向 (拿柳丁跟鞋子來直

接比較重量)，但是規則 (不喜歡直接依照客戶的指示來做稿子的內隱的業界慣

例，如圖卅一之 (2) 所示) 同樣發揮了影響力量，而且也在與目標的拉拒過程中

佔了優勢，讓吳師傅成功淡化了客戶指示的適當性，不直接拿柳丁和鞋子比較重

量做廣告稿，只願意把它拿來做為報導式文案中的插圖。 

 

 

 

 

 

 

 

圖卅一：CD 對專家能力方面不平衡所採取的修補行動 

 

(3) 以以以以工具的限制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工具的限制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工具的限制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工具的限制來淡化客戶要求的適當性：：：： 

 

專輯式廣告是一種文類，而文類往往有其呈現的限制。客戶要求並置比較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不適合用直

式版型來編排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並置比較

柳丁與鞋子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不喜歡直接依照客

戶的指示來做稿子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1.Allen 的影響 

2.吳姐的支持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1) 

(2) 
(3) 



柳丁與鞋子的重量，但是吳師傅認為這種表現手法用直式廣告呈現有困難，因此

淡化了客戶要求的適當性，不直接拿柳丁和鞋子比較重量做廣告稿。如果要比較

柳丁和鞋子的重量，不是使用秤子就是使用天平來進行比較；吳師傅認為這樣的

素材比較適合用橫式的版型來編排，而專輯式廣告中的小全頁廣告稿卻只能規劃

為直式廣告，在呈現上有點困難。客戶藉著改變目標 (表現手法)，想要引導主

體 (吳師傅) 行動方向 (拿柳丁跟鞋子來直接比較重量)；但是工具的限制 (這種

表現手法用直式版型呈現有困難) 同樣發揮了影響力量，在與目標的拉拒過程中

佔了優勢，讓吳師傅成功淡化了客戶指示的適當性，如圖卅一之 (1) 所示。 

 

參參參參、、、、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活動系統的各環節之間有時會有衝突，造成系統的不平衡。本節探討的重

點，是碰到不平衡時，主體的修補策略。 

 

從前述吳師傅對「版面編排」活動系統的不平衡所採取的修補行動，可以

得到以下兩點啟示： 

 

一一一一、、、、要消除活動系統的不平要消除活動系統的不平要消除活動系統的不平要消除活動系統的不平衡衡衡衡，，，，不可能有完美的策不可能有完美的策不可能有完美的策不可能有完美的策略略略略，，，，有時有時有時有時必須進行權衡與取必須進行權衡與取必須進行權衡與取必須進行權衡與取捨捨捨捨。。。。        

 

以「客戶要求並置比較柳丁與鞋子的重量」所引發的不平衡為例，如吳師

傅選擇了社群 (Allen 認為拿柳丁跟鞋子來直接比較重量並不恰當) 或規則 (業

界不喜歡直接依照客戶的指示來做稿子的慣例)，就必須捨棄或淡化客戶的目標 

(並置比較柳丁與鞋子的重量)，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的要件。 

 

二二二二、、、、在活動系統所有的環節在活動系統所有的環節在活動系統所有的環節在活動系統所有的環節中中中中，，，，主體仍然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主體仍然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主體仍然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主體仍然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活動系統的各環節發生衝突時，面對活動系統的不平衡，通常是由主體來

透過調整其他環節，或者在各環節當中進行權衡與取捨，進行修補，以恢復活動

系統的平衡狀態。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雞蛋雞蛋雞蛋雞蛋的即興創作的即興創作的即興創作的即興創作 

 

本部分主要想傳達：編排廣告版面所展現的是一種「因應當下情境即興創

作的能力」。情境分秒都在變化，編排廣告版面必須跟著情境變化，權衡輕重在

適當時機採取適當行動。 

 

本節所分析的這一段情節，描述的是吳師傅確定選擇「雞蛋」篇主畫面構

想，到實際把「雞蛋」篇專輯式廣告編排完成的過程。 

 

「雞蛋」是吳師傅自己構思出來的，想要透過把鞋子壓在雞蛋上不會破，

來表現鞋子很輕；原先吳師傅並未考慮將它製作成色稿，在社群與工具的影響之

下決定選擇它來製作成色稿；接著，又在心智透過身體與情境相互校準之下，把

廣告色稿編排出來。所要展現的是，確定草圖沒有辦法依據事先周全的計畫來照

單執行，編排色稿更是一種「因應當下情境即興創作的能力」(鍾蔚文、陳百齡、

陳順孝，2006：120) 之展現，也就是能體察情境的變化，因時制宜做出行動的

能力。底下將分為智能的展現與版面的編排兩個部分，進行說明與分析。 

 

壹壹壹壹、、、、智能的展現必須因應智能的展現必須因應智能的展現必須因應智能的展現必須因應當下當下當下當下情境來進行調整情境來進行調整情境來進行調整情境來進行調整。。。。 

 

行動主體展現專業智能，絕非單純的個人心理活動，必須時時刻刻體察情

境的發展，調整展現的策略。底下，將以「挑選主畫面草圖」和「調整色稿版面」

的過程來進行剖析。 

 

一一一一、、、、確定選擇確定選擇確定選擇確定選擇「「「「雞蛋雞蛋雞蛋雞蛋」」」」做成色稿做成色稿做成色稿做成色稿，，，，是是是是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的智的智的智的智能因應能因應能因應能因應社群社群社群社群、、、、工具工具工具工具等情境因等情境因等情境因等情境因素的素的素的素的

演變演變演變演變，，，，不斷進行調整不斷進行調整不斷進行調整不斷進行調整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 



 

在確定草圖的過程中，吳師傅請吳姐一起開會，提供意見做為決策的參考。

吳師傅打算從「雞蛋」、「雲」和「荷葉」三個構想當中，挑出兩個來製作專輯式

廣告中的小全頁廣告稿。「雲」同受二人青睞，而「雞蛋」和「荷葉」只能二取

其一，吳師傅比較屬意「荷葉」，但是吳姐卻極力推薦「雞蛋」。會議中，吳師傅

從原先偏向「荷葉」到最後選擇「雞蛋」，是因應社群和工具的演變而逐漸做出

的回應。底下，分別說明。 

 

1. 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因應社群的不斷演變因應社群的不斷演變因應社群的不斷演變因應社群的不斷演變，，，，從原先偏向從原先偏向從原先偏向從原先偏向「「「「荷葉荷葉荷葉荷葉」」」」到最後選擇到最後選擇到最後選擇到最後選擇「「「「雞蛋雞蛋雞蛋雞蛋」。」。」。」。 

 

動腦會議中，吳姐身為確定草圖社群的成員，是吳師傅決策過程的一個重

要情境因素；她不斷改變表達方式來推薦「雞蛋」，而吳師傅對「雞蛋」的考量

也在雙方不斷的對話當中跟著調整。會議中，兩人的對話如下： 

 

吳姐：現在說的都做嗎？ 

吳師傅：不需要，可能到時候只做兩個而已啦。 

吳姐：做「雲」，還是做「雞蛋」？ 

吳師傅：可能做「荷葉」跟「雲」吧。 

吳姐：「雞蛋」不要了喔？ 

吳師傅：「雞蛋」喔，「雞蛋」因為…。(把鞋子放到代表雞蛋的乒乓球上面把鞋子放到代表雞蛋的乒乓球上面把鞋子放到代表雞蛋的乒乓球上面把鞋子放到代表雞蛋的乒乓球上面) 

吳姐：才做兩個主視覺喔？ 

吳師傅：對啊。 

 

一開始，吳姐要求確認是不是三個構想都要做成色稿，當吳師傅表明只從

三個構想中選兩個做成色稿時，吳姐就追問：「做『雲』，還是做『雞蛋』？」，

吳師傅表示「可能做『荷葉』跟『雲』」之後，吳姐還是不放棄地繼續追問：「『雞



蛋』不要了喔？」，不停地改變問法，意在提醒吳師傅重新思考「雞蛋」的好處。

吳師傅的選擇計畫也不斷地在調整，從堅持不考慮「雞蛋」，到後來若有所思地

回答：「『雞蛋』喔，『雞蛋』因為…」，似乎重新在考量「雞蛋」做成色稿會是什

麼樣子。他還在猶豫，於是吳姐改變問法：「才做兩個主視覺喔？」，聽起來有要

求吳師傅三個都做的意味。吳師傅肯定地回答：「對啊」。 

 

於是吳姐繼續善盡確定草圖社群成員的角色，改變了表達方式，為吳師傅

剖析：「『雲』可能輕，可是『荷葉』的就不適合了，沒有『雞蛋』的強」，因為

「荷葉」的「分歧會比較多」，看到荷葉搖曳生姿，「只是覺得女孩子啊，美觀啊」，

她認為「輕只是範圍之一」。 

 

經過兩人不斷地來回互動，吳師傅想了一下，似乎也覺得吳姐所言不無道

理。「雞蛋」的畫面比較單純，主視覺可以放得很大，視覺的衝擊力比較強，所

以就決定先製作「雞蛋」篇的廣告色稿。他說： 

 

…，我看我「雞蛋」先做好了，「雞蛋」視覺比較強，這個「雲」呴，

視覺會比較沒那麼強，不像這個呴 (翻開廣告圖鑑翻開廣告圖鑑翻開廣告圖鑑翻開廣告圖鑑，，，，向向向向吳姐吳姐吳姐吳姐展展展展示魚合成的示魚合成的示魚合成的示魚合成的

鞋子鞋子鞋子鞋子，，，，如圖廿一如圖廿一如圖廿一如圖廿一)，就只有一個畫面然後魚那麼大，所以這一張視覺會很

強，可是這個 (指雲指雲指雲指雲) 做出來視覺會不強。客戶的要求，他是希望強一點，

很容易讓人家記得。 

 

如果依據資訊處理的觀點來看，吳師傅要從三個構想當中，挑出兩個來製

作小全頁廣告稿，只是個人在腦海中對已經形成的解決問題方案進行取捨而已，

應該是很單純的心智活動。可是從前述這段情節，我們看到的卻是，當「雞蛋」

這個構想，在「雲」和「荷葉」的比較之下，瀕臨被吳師傅捨棄的命運時，吳姐

身為確定草圖社群成員，為了推薦「雞蛋」，不斷地改變表達方式，而吳師傅似



乎也隨著吳姐表達方式的演變，逐漸改變對「雞蛋」的看法，最後終於捨「荷葉」

而取「雞蛋」，如圖卅二之 (1) 所示。 

 

 

 

 

 

 

 

圖卅二：確定草圖活動系統示意圖 

 

2. 工具在工具在工具在工具在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吳師傅選擇選擇選擇選擇「「「「雞蛋雞蛋雞蛋雞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 

 

在吳師傅的決策過程中，廣告圖鑑中的參考資料似乎又發揮了臨門一腳的

作用，促使吳師傅採用「雞蛋」篇構想。聽過吳姐的剖析之後，吳師傅看著圖鑑

中那張用魚合成鞋子的廣告，背景單純的廣告畫面正中央橫擺著一隻魚合成的鞋

子，幾乎佔了畫面的四成空間，猛然覺得色稿中的主畫面應該要夠大，視覺衝擊

力才會夠強，視覺衝擊力成為一個重要的取捨判準。這時候，Harpist 襪子那張

用魚合成鞋子的廣告，對吳師傅的意義，已經跟討論「雲」篇時不一樣了。討論

「雲」篇時，這個工具的功能在於提供如何能「讓它看起來又像鞋子又像雲」的

線索，隨著時間的流轉，這個時候吳師傅從這個工具上看到的是：色稿中的主畫

面應該要夠大，視覺衝擊力才會夠強。 

 

「雲」篇做成的色稿，因為還需以藍天和其他白雲當背景，「鞋形雲」主畫

面不可能太大；所以另外一張色稿應該要選擇主畫面可以做得很大的構想，來提

高視覺的衝擊力。從這個觀點來看，「雞蛋」似乎比「荷葉」適合，因為「鞋子

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中介工具：：：： 

外國廣告圖鑑中「魚合

成的鞋子」 

主體主體主體主體：：：：吳師傅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確定草圖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社群社群社群社群：：：： 

一起腦力激盪的吳姐 

分工分工分工分工：：：：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雞蛋」和「雲」

2 個主畫面 

(1) 

(2) 



壓著雞蛋」的畫面單純，主畫面可以放得大大的；而「鞋子放在荷葉上」為了表

現荷葉的脆弱性，以凸顯鞋子的輕，必須把葉面與細長的葉柄完整呈現，葉面荷

著鞋子的主畫面不可能太大。況且吳姐還認為「荷葉」會有歧義的問題，看的人

不一定會覺得鞋子輕，可能只會覺得穿這個鞋子的人阿娜多姿。吳師傅從「魚合

成的鞋子」這張廣告中體會到的意義，隨時間的不同而改變；這個時候的新體會，

進一步促成吳師傅採用「雞蛋」篇構想的決定，如圖卅二之 (2) 所示。 

 

最後，「雞蛋」浮現出來、「荷葉」被捨棄了；但是，取捨之間，浮現出來

的「雞蛋」已不再是單純的吳師傅個人心智活動的產物。從這個情節，可以看出，

即使有先前的決策計畫，這個計畫也會隨著情境的變化，在不停的改變。  

 

二二二二、、、、編排版面編排版面編排版面編排版面時時時時，，，，要維持畫面的平衡要維持畫面的平衡要維持畫面的平衡要維持畫面的平衡，，，，必須因應情境調整展現的方式必須因應情境調整展現的方式必須因應情境調整展現的方式必須因應情境調整展現的方式。。。。 

 

吳師傅利用週末到公司加班編排報導稿，他把標題及文案植入專輯式廣告

的報導稿版面之中，配合文字編排的需要，把原先放在版面右上角三隻鞋子的圖

片，以及文稿中的兩張單隻鞋子圖片、裝飾用的花邊挪出放置在廣告版面的旁

邊，以備不時之需。另外，把三張仕女的去背照片疊放在右側最底下，用來說明

穿著時機；鞋墊圖片加了花邊，在報導稿右上角做了一個半圓形的色塊。雖然小

全頁廣告上的標題、副標題用的還是假字，整個專輯式廣告稿大約已編排就緒 

(請參見圖卅三)。 

 



圖卅三：報導稿植入標題及文案的「雞蛋」篇專輯式廣告色稿 

 

在編排報導稿的過程中，雖然吳師傅的腦海中已存在著初步的藍圖 (他打算

在小全頁廣告的上方編排一則報導稿，右方編排兩則報導稿，轉角處放一張圖

片)，他還是必須隨時參照情境脈絡 (其他廣告元素)，來決定各種素材如何編排。

因為，標題怎麼擺、文案如何行文、插圖要放在哪裡、放多大，固然要考慮各個

素材所要發揮的功能 (比如：扮演吸引讀者注意力的功能之素材，通常會呈現得

比較大、用色會比較鮮豔，會擺放在比較靠畫面中心點的位置)，如何能保持廣

告畫面的平衡，也就是讓看的人不會有畫面兩邊輕重不均的感覺，也是一個重要

的考量。 

 

版面編排實務上要維持畫面的平衡，必須感受情境的當下狀況，因應調整

展現的方式，因為每一個素材該怎麼編排，都會受到當下其他素材的大小、擺放

的位置、色調的明暗、深淺之影響。 

 

比如，在「雞蛋」篇專輯式廣告中，大約佔整個專輯式廣告版面一半的橘

色底小全頁廣告，就是固定放在左下角的位置，無法任意挪動；這會讓左邊顯得

有一點重。為了因應小全頁廣告固定位置的事實，吳師傅編排編輯稿的標題時，

就把標題盡量往右邊移，再視調整後的狀況決定前標題 (Pre-catch)「再見 PU」

所用的字體及顏色 (決定比主標題 (Headline)「鞋界大突破」輕)，再視調整後

的狀況決定副標題 (Sub-catch) 的位置 (決定放在「鞋界大突破」上面)，只為

了加重主標題的份量，可以避免左邊顯得太重 (請參見圖卅四)。此外，他也在

右下角放上三個擺了動作的仕女彩色圖片，右上角放了一個色調很重的靛藍色半

圓形色塊，這些版面元素都可以增加右側版面的重量感，讓整體版面看起來平衡

一些。其調整的流程如表一。 

 



表一：吳師傅調整「雞蛋」篇專輯式廣告畫面的步驟 

步驟 動作 結果 

1 把小全頁廣告放入版面左下角 明顯左重右輕 

2 把主標題盡量往右邊移 右邊的重量稍微增加 

3 把前標題顏色減淡 左邊的重量稍微減輕 

4 把動態的仕女彩色圖片放入右下角 右邊的重量又稍增 

5 把色調很重的靛藍色半圓形色塊放入右上角 右邊的重量大增 

 

從傳統資訊處理的角度來看，要保持版面的平衡，吳師傅只需具備有關視

覺重量的專業智能 (重度原則)，比如：大重、小輕，上重、下輕，動重、靜輕，

暗色重、明色輕，離心重、近心輕等等，照著執行就可成事；但是實際的情況卻

是，吳師傅展現他所具備的有關視覺重量的專業智能 (重度原則) 時，必須不斷

感受廣告版面上各組成要件當下呈現的大小、色彩、明暗、位置等，因應調整某

一個組成要件的編排方式。心智的展現，必須感受情境當下的狀況，因應情境來

進行調整。 

 

貳貳貳貳、、、、    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編排廣告版面編排是是是是心智透過心智透過心智透過心智透過身體身體身體身體，，，，與與與與情境情境情境情境相互校相互校相互校相互校準準準準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 

 

所謂「校準」，是心理表徵與真實呈現透過持續的相互比對，逐漸調準趨於

一致的過程。編排色稿的過程中，廣告設計人員會透過身體的感官與行動，讓心

智與情境進行校準。 

 

一一一一、、、、「「「「雞蛋雞蛋雞蛋雞蛋」」」」篇小全頁廣篇小全頁廣篇小全頁廣篇小全頁廣告告告告，，，，是心智與情境是心智與情境是心智與情境是心智與情境，，，，透過身體一再來回相互校準的結果透過身體一再來回相互校準的結果透過身體一再來回相互校準的結果透過身體一再來回相互校準的結果。。。。 

 

吳師傅編排「雞蛋」篇小全頁廣告的過程，簡述如下。一旦確定要做「雞

蛋」廣告稿，吳師傅先要求小揚幫他從素材圖檔光碟找一張白色雞蛋的圖片。在



沒有畫出草圖的情況下，利用小揚事先已幫他準備好的素材，開始直接在電腦上

製作「雞蛋」篇主畫面色稿、編排廣告版面。他先把雞蛋貼到橙色為底的小全頁

廣告稿版面中，放大、調整原已貼在廣告稿中的鞋子，以及新貼入的雞蛋的相對

位置，陸續把客戶的商標、公司名、門市等貼入廣告稿之中；接著，把鞋墊、柳

丁、裝飾圖案等貼入報導稿當中 (如圖卅四 1)。之後，吳師傅又上下左右地調整

了幾次蛋的角度及位置，但是總覺得主畫面還是不夠凸顯，於是他試著在鞋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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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圖卅

四 2 左下角的小全頁廣告)。 

1   2 

圖卅四：吳師傅直接在電腦螢幕上編排「雞蛋」篇色稿 

 

從前述吳師傅實際編排小全頁廣告稿的過程看來，編排廣告稿並不是單純

地把事先已思考周全的心智計畫執行出來就成了，它反而比較像是一個心智與情

境，透過身體來相互校準的過程。這裡所謂的心智，是指吳師傅的腦海中原本存

在著一個對「雞蛋」構想的表徵、心像。編排色稿前，吳師傅並沒有先把這個表

徵繪製成草圖，而是直接透過手操作電腦把它顯現在電腦螢幕上，展現的過程

中，他所依循的是腦海中對「雞蛋」構圖的表徵。 

 

一旦顯現在電腦螢幕上，廣告色稿既是結果也是情境；無庸置疑的，這個

廣告色稿是腦海中草圖的表徵透過手操作電腦編排出來的結果，但是在調整的過

程中，視覺感官又會隨時把當下呈現在電腦螢幕上的廣告色稿影像回傳到大腦，

與腦海中的草圖表徵相互比對，這時當下呈現在電腦螢幕上的廣告色稿影像又成



了情境。吳師傅透過 (視覺) 感官比對腦海中的草圖表徵與顯現在螢幕上的色稿 

(當下情境)，用身體 (手) 操作電腦，調整螢幕上小全頁廣告中雞蛋、鞋子，以

及其他配件的位置、大小、角度，有必要時甚至會添加新的物件 (圓形的白色暈

光) 來凸顯主畫面，來來回回進行校準。 

 

從這個情節，可以看出「雞蛋」篇小全頁廣告，就是心智 (「雞蛋」篇草圖

的表徵) 與情境 (當下呈現在螢幕上的「雞蛋」篇色稿)，透過身體 (視覺感官與

手) 一再來回相互校準的結果，是吳師傅依據當下情境 (呈現在電腦螢幕上廣告

色稿的整體感覺)，一再調整而即興創作出來的。底下，將再引小揚合成「鞋形

雲」的過程為例，進一步說明專業智能如何透過身體，與情境相互校準。 

 

二二二二、、、、小揚小揚小揚小揚合成主畫面合成主畫面合成主畫面合成主畫面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蘊含著蘊含著蘊含著蘊含著專業智能與身體之間專業智能與身體之間專業智能與身體之間專業智能與身體之間巧妙巧妙巧妙巧妙的互動的互動的互動的互動。。。。 

 

首先簡述小揚合成「鞋形雲」主畫面的過程。小揚聽完吳師傅簡單的幾個

指示之後，展現純熟的「知道如何」的知識，著手進行主畫面－「鞋形雲」的合

成，整個工作幾乎是一氣呵成，只用了大約一個半小時就已大致完成。他先瀏覽

素材辭典光碟，下載一些可用的雲圖檔，然後用數位相機補拍了一張稍微有一點

俯視角，能清楚看到鞋洞與鞋扣的鞋子側面照片，把照片數位檔案輸入電腦、調

高反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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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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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揚合成主畫面的過程中，他那看似簡單的電腦繪圖動作，有賴於小揚的

智能與身體之間巧妙的互動，這可從兩方面來看： 

 

1.  操作電腦時操作電腦時操作電腦時操作電腦時，，，，小揚小揚小揚小揚的的的的身體因為經驗的累積身體因為經驗的累積身體因為經驗的累積身體因為經驗的累積，，，，到了恰當的時候就能恰如到了恰當的時候就能恰如到了恰當的時候就能恰如到了恰當的時候就能恰如



其份地動作其份地動作其份地動作其份地動作。。。。 

 

小揚實際動手操作滑鼠及鍵盤將他的意念表達出來時，並不像我們想像中

的要小心翼翼的移動滑鼠，把游標對準功能指令，然後按鍵來執行指令；他的右

手操作滑鼠輕鬆、自然，只用眼睛的餘光一瞥，抬手、壓指就能精確地操作、點

擊，甚至左手用熱鍵、右手用滑鼠，左右開弓同時運作。 

 

2.  電腦繪圖的過程電腦繪圖的過程電腦繪圖的過程電腦繪圖的過程，，，，事實上就是事實上就是事實上就是事實上就是小揚小揚小揚小揚的智能的智能的智能的智能 (腦海中想像的腦海中想像的腦海中想像的腦海中想像的「「「「鞋形雲鞋形雲鞋形雲鞋形雲」，」，」，」，

指令功能的知識指令功能的知識指令功能的知識指令功能的知識) 透過身體感官透過身體感官透過身體感官透過身體感官，，，，與情境與情境與情境與情境 (螢幕上螢幕上螢幕上螢幕上「「「「鞋形雲鞋形雲鞋形雲鞋形雲」」」」所呈現所呈現所呈現所呈現

的模樣的模樣的模樣的模樣) 相互校準的過程相互校準的過程相互校準的過程相互校準的過程。。。。 

 

小揚合成「鞋形雲」的最後步驟，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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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小揚是透過視覺感官，不斷將螢

幕上「鞋形雲」所呈現的模樣傳送回腦海中，與腦海中想像的「鞋形雲」進行比

對，然後透過身體 (手) 的動作操作電腦鍵盤及滑鼠，執行指令進行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