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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報告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本計畫之目的在探討物在

認知工作中的角色，物主要以媒介為代表。第二部分則以找

路和 PPT 報告為個案，探討其中各種媒介如何促成認知任

務。本研究發現媒介亦具備認知功能，而其功能和認知內涵

往往因情境而異。第三部分整合研究者近十年國科會計畫之

發現，就實用智能提出一行動觀點之理論。 

中文關鍵詞： 物、找路，PPT 報告、在情境中、實用智能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por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describe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which is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artifa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dia. Put 

differently, this project, drawing upon the enaction 

perspective, proposes to investigate how various 

media are incorporated into cognitive tasks. The 

second section pres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wayfinding and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o be brief, 

this section shows firstly that media perform 

cognitive func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human agents 

and secondly that 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media 

are situated and thus vary across contexts.  The 

third section, based on our research of the last 

decade, proposes an enaction approach to practic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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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報告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本計畫之目的在探討物在認知工作中

的角色，物主要以媒介為代表。第二部分則以找路和PPT報告為個案，探

討其中各種媒介如何促成認知任務。本研究發現媒介亦具備認知功能，

而其功能和認知內涵往往因情境而異。第三部分整合研究者近十年國科

會計畫之發現，就實用智能提出一行動觀點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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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is repor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describe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which is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artifa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dia. Put differently, this project, drawing upon the 

enaction perspective, proposes to investigate how various media are incorporated 

into cognitive tasks. The second section pres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wayfinding and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o be brief, this section shows firstly 

that media perform cognitive func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human agents and 

secondly that 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media are situated and thus vary across 

contexts.  The third section, based on our research of the last decade, proposes an 

enaction approach to practic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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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工具中的心智 

在每日的認知工作中，工具扮演了關鍵的角色。但有趣的是，主流認知科學基本上是從個

人心智（本文稱為「生物心智」，即biological cognition）的角度解釋認知工作，忽視了工具的

貢獻。本計劃之目的是探討工具在認知工作中的定位，重點在捕捉工具和情境相依相倚的連動

關係。本計劃第一部分對於工具的心智進行初探，接著指出工具的心智必須「放在情境中」

（situated）才能顯現。所謂「放在情境中」是指：工具和情境構成一連動系統才能完成認知工

作，工具能做什麼，視其和系統其他環節的相對位置而定。同時，由於連動系統的動態性，工

具的內涵常隨情境而變遷，充滿流動性。在這個前提下，本計劃進一步提出工具智能的分析架

構，並以蒐集資料和簡報為個案，檢驗此一架構。 

 

壹、書桌上的大歷史 

 

這個計畫要從我們中間一位作者的書桌談起（見圖1）。幾年前，在一篇文章裡，他這麼

描述自己的書桌： 

現在，我坐在書桌前，面對著一台IBM電腦，用Word程式寫作。聽著電腦不時發出低沉的

聲音，我知道還有許多其他的程式在「後台」做著工。桌上還擺著一些「歷史悠久」的傳播工

具：幾支各種功能的筆，一疊紙，一把剪刀。 

眼前這方寸之地，像是承載著化石的地層，不同世代的遺跡同聚一堂。幾千年傳播工具進

化的成果正在桌上展現。筆、紙以及一些比較軟性的工具（如論文的文類），問世已久。而手

提電腦、程式，則不過是二、三十年左右的新秀。 

我和我書桌上種種傳播器物在此時此刻的相遇，豈不正是文明歷程的縮影？回顧文明發展

的歷程，可以看出兩條交錯發展的主線，一是生物繁衍的歷史，一則為工具的進化史（鍾蔚文，

2005:2）。 

圖 1：書桌上的各種工具，反映文明演化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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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書桌上的「相遇」，正是現代生活的縮影。相遇的一方是所謂的資訊工作者；就像書

桌的主人，他從事資訊處理工作，如分類、推論、組織等，這些工作涉及心理學所談的那些認

知歷程，如感知（perception）、編碼（encoding）、檢索（retrieval），因此也可稱為認知工作

（cognitive task）。至於相遇的另一方，則是從語言、紙筆到電腦等一系列的工具1。它們的功

能也正是資訊處理，如書儲存記憶，網路整合所有感官的資訊。也因此，它們被稱為認知工具

（cognitive tools）（Egan, 1997）、智慧科技（intellectual technology）（Carr, 2010)、認知科技

（cognitive technology）（Gorayska & Mey, 2004）等。總而言之，資訊工作者處理認知工作時，

認知工具是他／她忠實的夥伴。 

根據個人日常處理認知工作的經驗，工具之使用極其尋常。試想，如果有一天，這張書桌

空無一物，不論思考、讀書或寫作，顯然都會有些困難。但是，有趣的是，在這張書桌上閱讀

到的理論，卻很少提及工具在認知工作當中的角色。主流的認知科學，諸如傳統心理學或傳播

相關研究，焦點都在內心活動這一端，工具是被邊緣化的（Richardson, Marsh, & Schmidt, 2010: 

307）。這和人時時有物相伴、藉物行事的真實經驗，有一段差距。這顯然是當代研究的一個

盲點。 

我們自己也不例外，所產出的學術論述，有同樣的盲點。我們多年來研究傳播的專家生手，

關注他們如何處理認知工作，初期沿襲認知心理學的傳統，重點在個人心智，無異也是對工具

視而不見。然而直待長期的摸索後，逐漸體會到，在解決問題之際，工具不可或缺。 

同時我們發現，過去二、三十年間，認知科學也正經歷著相同的反省歷程。一方面，對於

心智為何、如何定義，學者提出了和傳統不同的看法；諸多涉及心智的學科，如哲學（Wallace, 

Ross, Davies, & Anderson, 2007；Rowlands, 2010）、認知科學（Clark, 1999）、社會學（Burkitt, 

1999）、心理學（Gibbs, 2006；Mesquita, Barrett, & Smith, 2010）、神經科學（Noe, 2009）、教

育學、考古學（Malafouris & Renfrew, 2010）、人類學（Lave, 1988；Hutchins, 1995），皆已重

新檢視心智與工具的關係。不少人指出，工具也是心智的一環，其中又以「分散智能」（distributed 

cognition）（Hutchins, 1995；Resnick, Levine, & Teasley, 1991；Cole & Engestrom, 1993；Dror & 

Harnad, 2008）和「情境智能」（situated cognition）（Hardy-Vallee & Payette, 2008；Robins & Aydede, 

2009）的研究為代表。其基本論點為：知識不只儲存在心裡，也儲存在周遭環境的工具和活動

裡。如Donald（1991: 309）以記憶為例指出： 

在功能上，外部記憶最好的定義是：它是內部的、或生物記憶的外部模擬，也就是一個儲

存和檢索系統，使人能夠累積其經驗和知識。 

 

                                                
1按研究慣例，此處所指「工具」，從軟性工具如文類、敘事等，到具體可見的物質工具，如紙、筆、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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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認知工作時，不重視工具，無疑是重大的缺陷。尤其傳播和資訊工作可以說是當代

最核心的認知工作，也涉及眾多的傳播工具，但是由於傳統典範的影響，傳播領域中，除了麥

克魯漢等相關的論述和研究外，工具的研究較為缺乏，尤其從認知角度的探討，更未受重視。

有鑑於此，本計畫希望在研究認知工作上，給工具一個適當的位置；或者更適當的說法是：心

和工具如何協力工作？ 

本報告簡述兩年來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作兩部分。第一部分以「找路」、「簡報」為例，

分析工具在認知活動中的角色。第二部分則試圖針對工具應用中所展現之實用智能提出一「展

現」（enaction）觀點之理論架構。 

 

貳、個案分析 
 

一、找路 

 

生活中總有許多時候，需要離開熟悉的環境，前往一個從未造訪過的目的地。在旅途中，

我們試圖發 揮長年累積的認知能力，搭配集結驚人智慧的工具－－地圖、導航設備、街口的

路標、甚至空間幾何理論等，希望透過種種資訊的輔助，降低我們對新處境的不確定性，化解

「我在哪裡？該去何方？」的疑惑。顯而易見地，「找路」是一連串資訊蒐集的過程，涉及人

與工具互動。本計畫從以下等方向分析在找路過程中人和工具互動的過程，初步之發現如下： 

（一）當代找路的策略途徑 

 首先，在數位時代，找路大致的途徑如下： 

 

1. 計畫階段 

 

(1) 察看Google地圖或印刷地圖： 

 地圖提供了空間向度的資訊，蒐尋者基本上已可掌握方位與相對位置關係，接下來是根據

個人需求，如選擇大眾交通工具或自行開車、有無時間壓力或有無順道的行程，做進一步的資

訊選擇，以確認「如何前往」。 

 

(2) 詢問知道地點的親友： 

 親友提供的資訊，與地圖著重空間向度略有不同。此時得到的說明，可能建立在雙方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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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驗可以達成一致的認知上，例如：「從忠孝東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會看到一家全聯社，

過了全聯社的第一條巷子右轉，左邊可以看到一個公園……」 

 

(3) 參考網誌對於該地點的評論、心得、路線建議： 

 網路盛行後，部落格也大行其道。許多網友會在食記或旅遊日誌，會用文字記錄他們行程，

加上實景照片加強說明，甚至提供個人親身經歷後的「良心建議」，指出最便捷方式或最短路

徑。 

 

2. 過渡階段 

 

(1) 手繪簡圖：以紙筆簡單繪製自己能夠理解的地圖，幫助個人記憶及定位。 

(2) 截取實景：將目的地附近網路照片截圖印出或另存於行動裝置，幫助辨認。 

(3) 設定定位系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地圖」功能，建入地址，如「台北市信義區→桃園市

遠東百貨」，幫助規劃行動路線。 

 

3. 執行階段 

 

(1)與現有的工具／資訊互動： 

A. 透過不同工具／資訊（GPS、地圖、路標、建築物、自然環境、印象與經驗）持續定位、校

準所在位置。  

B. 同時或接力使用不同工具／資訊確定自身所在位置及情況，分段導航，化繁為簡；如Google 

Maps支援香港、新西蘭與挪威的實時交通資訊。 

 

(2)援引或創造新的工具／資訊： 

A. 隨機詢問路人，或根據需求設定條件，挑選問路對象。例如警察、保全較為瞭解周邊環境，

機車騎士、計程車司機較為瞭解捷徑路線等。 

B. 重整既有線索的資訊，建立「另一張地圖」。例如將原本忽略未顧及的地景，納入認知範疇

內，重新安排座標方位，協助過濾出可用的資訊。 

 

(3)處理相互衝突的工具／資訊： 

A.尋求第三方意見或訊息，增加決策的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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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中選擇一個可信度較高的方案，逕行嘗試。可信度高低的感受，可能來自累積的經驗，或

是以該工具／資訊與當下外部訊息的切合程度而定。 

 

（二）工具作為情境及其提供的機緣 

以下進一步引用Gibson  機緣之概念，分析找路過程中工具與個體之互動。 

Gibson（1979: 137）發明了機緣一詞，用以說明生態環境對於生物的意義。他說： 

 

環境的機緣指的是它所提供給動物的，不管是好或壞……如果地表是近乎水平的（而非傾

斜的），近乎平面（而非球面或凹凸不均），面積夠大（相對於動物的體積），同時質地堅實（

相對於動物的體重），那地表提供了支持的機緣……於是它是可以在上行走和奔跑的……它不會

像水面或沼澤，會沉下去。 

 

這個例子有指出幾個重點：首先，環境以及其中的工具，其並無完全客觀的意義和功能，

它的意義和功能乃相對於特定生物而定。例如，對於蜻蜓而言，水面提供了支持、停留的機緣

，但對於人類則不然。此一相對意義，Gibson 稱之為機緣。 

機緣之產生，出自環境和生物互補的關係。一方面，地表是否提供「可行走」的機緣，涉

及地表之物質性（近乎水平、平坦等）、身體之特性（如體重、體積等）這些客觀的屬性。另

一方面，其次，即便如此，也並不表示機緣完全由主觀判定。例如，地表是否提供「可行走」

的機緣，是相對於地表之物質性（近乎水平、平坦等）和身體的特性（如體重、體積等）而定

。沒有一方能完全決定最後的機緣為何，易言之，能夠在地表行走，是自然環境（如平坦的地

表）和個體的屬性（如中等的體重）互補產生的結果，並非單方面可以決定。機緣只有 

根據以上所說，自然環境提供的機緣是種資源、潛能，在適當的情況下才能出現。 

沿用機緣的概念，回頭來看工具的角色，和生物個人心智也應是互補的關係。以上一節探

討工具的智能，並未考慮其相對於情境的定位，因此只是就工具之潛態作一初探，要進一步探

討簡單地說，工具提供的是智能的機緣，必須放回情境中。其性質為何，視工具和個體的屬性

而定。 

說得更清楚些，在從事一項認知工作時，工具的角色為何、提供的智能為何，要看當時情

境而定。工具只提供資源、潛能，認知工作最後會產生什麼效果，是情境中各個要素互動最後

浮現的結果。 

從機緣的角度，各種找路策略之所以可能，乃因它們基植於社會、歷史、文化等交織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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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中，物質工具提供找路的各種機緣。 

1.「找路」生態若以城市為基礎，城市本身的形貌、結構、規矩，限制了也幫助我們找路的形

態。一個城市顯然有結構，會塑造我們的習性（habitus），但是我們不見得會受到限制，每個人

還是會有獨特性，形成不同的故事。如果城市是工具情境的第一圈，第二圈也許是每個人的故

事，第三圈則是local、當下的狀態，連結著以上層次所塑造的結果。 

另方面，工具會勾勒出生活的軌跡，某方面也限制了生活的可能。當我們蒐集資訊以找路

時，工具與工具之間將出現競合關係，此處便涉及機緣，也與工具的物質性有關，可以從限制

（constraint）的概念來看；例如手機內建某些程式或功能，使用者的生活便聚焦在手機裡面，

也因此可謂手機限制了活動的內容。由此可知，工具使用和生活型態有關，也和工具限制有關；

進一步言，每個人的工具使用和活動有關，不會發生普遍性的使用模式，最後的工具生態是許

多工具使用活動拼圖組合的結果。 

工具的競合不僅是同時性的，也是歷時性的，就像十年前，我們找路所用的工具中，不會

有街景服務或 Google map；反之，一些傳統工具如羅盤、公車路線圖，在今日已不常見。由此

出發，發現並非每個可以使用的工具，自古至今都會被選擇、都是主控媒體，這些工具的競合

關係一直存在，加上工具本身因應科技進展也不斷更新，是故我們所面臨的工具情境雖有基本

的穩定，卻也在不斷調整中。表一顯示數位時代中常見的找路工具。 

 

表一：找路工具綜覽數位時代找路工具（紅字部分） 

 

2.「找路」的工具機緣：以導航系統為例 

 

導航系統作為當代「找路」的重要工具，卻非唯一工具。有些地標不見得出現在導航系統

中，因此駕駛者會在導航系統以外，也持續留意著行經的道路或顯著的建築物、指示標誌，來

幫助「建構」一個自己所在位置與目的地之間的「關係」。從出發點至目的地，隨著距離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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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我們也陸續接收、應用諸多透過工具而傳遞的資訊，諸如人本身既有的知識、地標、導

航畫面、車況、路標指示、實體車道等，我們在其中進行搜尋，彷彿這些就是指出目標所在的

「線索」。然而，這些線索並非個別獨立地與目的地構成關係，而是共同和目的地之間產生「關

聯」。同時，我們不僅利用諸多資訊來尋找位置，也運用了當前文化（如停車場通常靠近何處），

連結著個人記憶與地方印象（如桃園某個交流道下應該會有一間特力屋）。 

 我們一路上，看似輕鬆，工具方便好用，但找路任務的達成，其實還蘊藏了複雜的「與情

境相嵌」（situated）的能力。雖然駕駛者有導航設備、地圖資料、個人印象，但我們面對的環

境一直在變，工具的角色也隨之異動，甚至我們的身體也會提供知識，彼此連動影響，形成動

態的關係。表二便以導航系統為例，說明工具機緣內涵、與情境的互動，以及工具與找路者認

知活動的關係。 

 

表二：導航系統的工具機緣  

內容(資料模式) 媒介工具提供的影像 媒材機緣分析 

全程地圖 

 

全程地圖可提供所在地與目的地之

間的距離、路徑，協助駕駛者建立對

總體行程的全觀概念，確立主要的認

知活動的空間範圍，排除無關的、不

必要的資訊處理任務。 

建議路線圖 

 

根據全程地圖畫出的建議路線，以簡

圖方式顯示，配以簡要的文字提示，

以及商店logo標示，均力求資訊的簡

化，降低駕駛者的心智負擔，以便同

步從事其他判斷，如路況、交通號誌

變換等。同時，駕駛者可利用畫面底

部的方位提示，以及路線上以箭號表

示的方向，與個人既有的地理知識對

應，確保大方向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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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體簡圖 

實景示意圖 

 

 

以黃、紅不同顏色標示層疊或交錯的

幹道，及具有透視的標定，形成了立

體簡圖，駕駛者可一目瞭然，避免發

生空間的錯覺，或可選擇「依顏色前

進」。同時，駕駛者可利用左下角小

幅的實景示意圖，加上建議路線的預

設，純粹由視覺感官對於圖像的接

收、對比，選擇在前方轉彎下交流

道，不必花費心力預備、讀取道路標

誌上的文字，節省當下的心力。 

數據：速度、距離  

 

高速公路不同路段有速限的差別，導

航系統會自動偵測行駛速度，以顯著

數字提供警示，如畫面右方中間的紅

字。同時，畫面也會以公里數顯示目

前與目的地之間的距離，駕駛者可藉

由這些數據形成後續行車的策略，如

預備改換至外車道。 

模擬畫面  

 

下交流道時，導航系統提供模擬的交

流道畫面，供駕駛者對照實景進行判

斷。不過，在導航系統上看來清楚易

懂的畫面，可能因為資料庫未及更

新，或經過簡化處理，常與實際狀況

有所出入，諸如其他小巷道的岔入、

車流量造成路況壅塞等，此時導航系

統僅能發揮「模糊比對」的效果，可

能幫助、也可能干擾駕駛者的認知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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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報 

 

具體而言，簡報是當代常見的一種傳播過程，也如一般傳播形式，目的在「表意」。但是，

相較於傳統的傳播形式如口語、寫作，簡報應用了多種形式的語意資源，更具有代表性。就本

計畫而言，簡報是探索個人和工具如何協力的最佳個案。 

 在選擇分析個案時，我們曾比較了諸多案例，最後選擇Job介紹iphone的簡報。在以下的

分析中，我們以「主題（theme）」作為分析的單位，檢視不同的媒材如何協力完成一個「主題」

的表意（meaning-making）工作，並觀察以下幾個面向：  

  1. 這些媒材含有那些意義資源？ 

  2. 物質性及機緣為何？ 

  3. 如何構成合奏（ensemble）? 如何和諧地結合（orchestration）? 

  4. 進一步分析在多媒材的組合中，（1）「前景」的問題（foreground）：不同的媒材在不同的

時間點進場居於前景可能帶來特定的訊息，同時也涉及媒材之間不同的「順序」、「選擇」與「搭

配」的問題；（2）「順序」的問題（sequencing）：分成兩部分，a. 當有影像、手勢等媒材時，

文字如何進場，其表述的意涵為何？b. 先後順序不同，媒材之間的關係也不同；（3）「情境脈

絡」的問題（contextual）。 

（一）敘事結構與媒材的共舞 

從敘事的結構來看，本文欲分析的片段位於 Jobs 介紹 iphone 初登場簡報的第二段，介於

「開場（定調 iphone 有三大功能）」和「說明 iphone 如何超越對手」兩大段之間（參見表三）： 

 

表三 iphone 簡報的內容結構 

時序 主題 論述重點 

第一段 介紹 iphone 為三位一體的創舉 1.製造光榮感與懸疑感 

2.凸顯 iphone 三大功能 

3.第一次解謎（naming: iphone） 

第二段 

(本文分析對

象) 

介紹要打擊的對象 1.現存 smartphone 的內涵 

2.現存 smartphone 的問題 

3.iphone 可解決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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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論證 iphone 如何解決問題、超越

對手 

（「創舉」內涵的深化） 

1. revolutionary UI(multi-touch)（iphone 影

像出現在大螢幕上） 

2. software-breakthrough(ios X) 

3. Desktop class app & networking 

第四段 補充「創舉」內涵 1.【其他優點】learn from ipod-sync with 

iTunes 

2.【其他優點】design 

第五段 分項簡介與 demo 從 ipod 開始 

 …. … 

 

第二段簡報以三個次主題（論點）展開「論證」 

1. 背景說明（介紹對手特質）：「所謂的 smartphone」的內涵為何 

2. 針砭：「所謂的 smartphone」的問題 

3. 結論：我們不要複製這些、我們要推出的是跨越性的產品 

 

在上述三個次主題中，講者巧妙地搭配了不同的媒材的物質性，包含：聲音、肢體、表

情、視覺呈現（文字）等。在第一個主題中，Jobs 指出「目前最先進的手機「被」稱做『智慧

型手機』，典型特徵為擁有「打電話+發 email+上網」功能，而且手機上都配置有鍵盤。在此階

段，Jobs 善用了人體本身具有的資源（聲音、身體動作）作為主要的媒材進行其敘述，並提取

文字的「結晶化」功能強化其欲傳達的意義。以下透過這三個次主題的分析（表四～表六），

我們將進一步檢視各媒材的機緣及其在各個時間點和諧地結合（orchestration）的樣貌。 

（二）主題一：聲音為主線 +身體輔助，文字發揮「結晶化」功能 

不同的媒材具有不同的物質性，在不同的時間點及情境脈絡下，可能展現出不同的機緣，

與其他媒材共譜出精彩的合奏，例如簡報行動中涉及以下媒材： 

 

1.口語：聲調（pitch）、節奏（rhythm）、速度（speed）、停頓（pausing）、腔調（accent）、線性

（linear）、音量（volume）、音色/音質（timbre）、重複、語氣、頻率（frequency）等，這

些不同的物質性可表現相異的潛能與限制，如：表現情緒、人際功能、重複記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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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情：五官變化組合（如：微笑、眼神斜瞥、嘴角表情），具有表達評價的意涵。 

 

3.手勢：不同的手勢具有多義性、模糊性，需與口語搭配。另，手勢的意義必須放在脈絡下來

看，手勢不能只被視為再一次表述口說的內容，而是具有指向性、隱喻、命名、將動作具

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等功能。 

 

4.肢體行動： 做出動作，有暗示、將動作具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等功能。 

 

5.簡報工具：投影影像，包含文字（不是口語的再次轉錄，而是提供組織與分類化資訊的功能）、

圖形、照片等。 

 

以下透過表四～表六說明簡報行動中不同媒材所具有的機緣及其合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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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主題一的媒材合奏 

講者口說內容 媒介工具提供的影像 媒材機緣分析 

 

let me ^ (uh)^ 

let me talk 

about the 

category of 

things , the 

most advanced 

phones are 

called 

‘smartphones, 

^so they 

say.”^(1s) 

 

 

 

媒材的合奏 

let me 【̂（眼神注視觀眾、表情微笑）】 (uh) 【̂（速度：慢）】let me talk about the category 

of things , the most advanced phones are called ‘smartphones,【語調加重】 ^so they say.” 

【臉部只轉一點向螢幕簡報，臉的左半部表情略顯瞧不起之意思】 

 

速度和聲調都是「口語」可以操控的元素。當講者說到 smartphones 時，刻意放慢了速

度，並在語調上加重，烘托出「smartphone」這個關鍵字，提醒讀者這是必須特別注意

的。此時大螢幕上也已打出「smartphone」的大字，是結合視覺與聽覺特質的「多重強

調」。 

當講者說到 so they say 時，微笑的表情（身體）在對觀眾傳達一種微妙的「評價」，引

發觀眾對於「smartphone」這個 term 產生好奇與重新思索，是一種「重新定義」的暗

示。在此處，口語「不帶評價字眼」（so they say）的直述和「微笑」的表情是一個

ensemble，兩者必須疊合在一起詮釋，才能完整展現出「明述而暗貶」的雙重層次，同

時也把口語沒說出來的 I don't think so 這層語意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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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y 

typically 

combine a 

phone plus an 

e-mail 

capability plus 

they said it’s 

the internet, 

sort of a baby 

Internet. 

 

 

媒材的合奏 

【簡報上已出現的大字 Smartphone】、And ^ （停頓）【簡報上出現小字

phone+email+internet】，由文字所創造的視覺化資訊的分類階層先出現，此處還沒有

明顯強烈的反諷意涵。 they typically  combine  a phone【手勢落下】、plus an e-mail  

capability【手勢落下】、plus they said it’s the internet, sort of a baby Internet. 【雙手在

胸前無秩序的比劃】用手勢帶出這層反諷的意味。 

 

在介紹「所謂的 smartphone」的「典型特徵」時，螢幕上先投影出「Phone + Email + 

Internet」的文字（僅列出名詞），再以口語「增添細節」。 

 

口語在這裡所提供的細節包含： 

(1) 但書：這裡指出的特徵是「典型」的，而非全體適用（trypically）、所謂的網路

功能是「他們說的」，其實是一種如學步嬰兒般（baby），不成熟的 internet。口

語隨時間消逝的物質性，在提供了「具體、生動」的細節後去蕪存菁結晶化為「文

字」 

(2) 標示重點：速度變慢及語調加重都是用來標記講者當下的重點，例如當 Jobs 講到

「phone、email、internet」等關鍵詞彙時，速度都比平常緩慢一些。 

 

表情、眼神和肢體動作都是人的身體所提供的資源。身體的韻律和口語內容是互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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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透過身體運動的軌跡則得以從「視覺」面相增添豐富度與提示重點。例如，當

Jobs 提到「Phone + Email + Internet」這三大功能時，會以手勢比劃出「塊狀」的輪廓，

讓「有好幾類」這個意義得以重複且更明確。 

 

而當 Jobs 提到「......internet, sort of a baby Internet.」以手勢在胸前無秩序的比劃，透露

出這不是一多成熟的裝置設備，不知道該如何確切的形容它、比劃它，手勢在此表現

出一種「價值的判斷」，同時也可能還具有「暗喻」的功能，表示這也不是什麼多了不

起的裝置結合，不就是 phone 加上 email 和一個不甚成熟的 sort of a baby Internet.。 

 

提到螢幕上「Phone + Email + Internet」的文字投影，可視為口語內容的濃縮、結晶化。

口語擅長於提供細節，但會隨著時間開展而流逝，反而使得「重點以外」的內容得以

隨風而逝。「重點」的訊息必須精簡、不能過多、過難，可以透過口語的「重述」和文

字影像在螢幕上的「停留」兩種管道，來加強閱聽人的印象與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Phone + Email + Internet」的「+」，也可以「和（and）」來表示，

此處不論口語和文字都以「數學」符號表示，是在共同烘托出一種專業及精簡的風格，

也鋪陳了下面要介紹的「business 101」座標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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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 one 

device they all 

have this 

plastic little 

keyboards on 

them^ 

  

 

媒材的合奏 

 

【簡報上已出現的大字 Smartphone】、And in one device【簡報上已出現的大字

Smartphone】、they all have this / 【簡報出現「QWERTY」】、【手勢做打鍵盤的動作】、

plastic little keyboards on them^ 

 

口語提到「they all have this plastic little keyboards on them」時，模擬使用手機「實體鍵

盤」時侷促的動作，提供了將動作具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的功能。另一方面，由

於口語 wording 中沒有呈現出使用 keyboards 的身體感。但是 Jobs 的雙手在胸前做出隨

便打鍵盤的動作，暗喻這不是一個舒適的動作，也暗示了使用起來頗「費力」、「手指

擠在一起不好施展」的「評價」，為下一步「they are not so smart, and they are not so easy 

to use」的命題提供了「證據」。 

 

簡報上的大字畫面 Smartphone 一直存在，不過，前述已說明一般而言，文字具有表意、

客觀的功能，這裡的文字似成為嘲諷的對象。提醒觀眾這是他們說的 Smartphone，而

之後出現的簡報小字【phone+email+internet】、【QWERTY】以及口說 wording、手勢

等，都是不斷的在強調這層反諷意涵。亦即，單從字面上來看，【Smartphone 和

phone+email+internet】以及【Smartphone 和 QWERTY】難以強烈凸顯出要創造的反諷

效果。但是相關媒材的進場可能帶出這層意涵，如前述所言 sort of a baby Internet.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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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雙手在胸前無秩序的比劃】具有暗貶的意味。 

 

手勢在此處除了提供價值判斷，有時也提供將動作具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和隱喻

的功能 

 

小結 

1. 聲音、表情、手勢、文字等有不同的物質性及機緣，這些被挑選出來的媒材，其組合後有些位於前景，有些則居於中景（mid-ground）

或背景。 

2. 身體與文字在此是扮演次要媒材（second mode）的角色，在特定時刻補充口說內容，將其意義完整的表現出來。如：以【雙手在胸

前無秩序的比劃】方式，凸顯出反諷的意味。以及，以雙手在胸前侷促的打鍵盤的動作，暗示對其的評價。 

3. 同一媒材在不同的時刻提供不同的功能，如：眼神表情、手勢在此處有「評價」的功能，但在它處手勢可能還具有將動作具體地比

劃出來（enacting）和隱喻的功能。 

（三）主題二：舊模式（主題一）+ 新元素（影像、位置） 

上述聲音、肢體、影像（文字）交互協作，依時間的開展輪番上陣，有時居於前景（foreground）為主角，有時稍微隱退成為配角

或背景，有時則是大家各展所能，一起盡力揮灑。第二個次主題（論點）「所謂 smartphone 的問題」基本上也依循前述的模式： 

聲音：以速度、語調來標示重點 

口說內容提出（論點陳述）「thesis statement」，也提供論述細節 

肢體：輔助其他媒材（例如口語、影像（座標軸）），標示重點 

文字：精簡化、僅列出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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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次主題的命題為「they (smartphones) are not so smart, and they are not so easy to use」，在本小節開始時，由主講者先用聲音

的特質（速度、聲調）陳述一次。第二次則是加入「影像」元素繼續闡釋及加強論點。這種手法猶如精心熬煮一鍋食材豐富的醬汁，

在各個適當時間點依序加入新東西，透過不同物質分子的展開與融合，醞釀起鍋（第三個次主題，iphone 出場）時的豐富與極致（高

點）。 

 

表五：主題二的媒材合奏 

講者口說內容 媒介工具提供的影像 媒材機緣分析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are 

not so smart 

and they are 

not so easy to 

use. So, if you 
 

 

 

 

 

 

媒材的合奏 

and the problem is 【手放下巴】, that, they are not so smart 【左手向外畫】, and they are not 

so easy to use. 

左手向外畫表示一種對這個手機的價值與態度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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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make a, 

you know a 

business 101 

graph, the 

smart axis, and 

the easy to use 

axis, phones,  

當投影螢幕出現一個 XY 座標軸時，Jobs 以口語補充「背景資訊」： 

 

媒材的合奏 

 

So, if you Can make a 【雙手在胸前比劃】,  you know, a business school101 graph,  the 

smart axis【雙手垂直由下往上畫】,  and the easy to use axis【雙手由左往右畫水平線】,  

phones【舉起左手手心朝觀眾，比向左標軸正下方的位置】,   

 

口語「if you can make a ......」，雙手在胸前比劃把make a business school101 graph,中的

make這個動詞（如何畫座標軸的過程）展現出來。先是【雙手垂直由下往上畫】再【雙

手由左往右畫水平線】表示完成繪製座標軸的工作。在此處，手勢提供將動作具體地比

劃出來（enacting）的功能，同時，也是把觀眾在心中作畫座標軸的心象過程展示出來。 

 

透過手勢繪製座標軸的過程為何重要？ 

（1）將 smart v.s. not so smart 以及 easy to use vs. hard to use 轉換為位置的過程，引導

觀眾將這兩種價值評估搭配在一起思考。在此時點，身體動作、口語、影像及文字合作

（orchestrate）才使得講者想傳達的訊息得以完整。 

手勢在此處提供：將動作具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再次確認、指示性以及隱喻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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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口說只說了要畫座標軸，「if you Can make a ,  you know, a business school 101 graph, 

the smart axis, and the easy to use axis. 」但，軸線的哪一端代表 easy to use，哪一端代表

hard to use，這需要有明確的座標軸線及文字「標示」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各代

表何種價值。 

 

（2）與文化慣例搭配，減輕訊息負載的負擔 

 

根據一般人對於座標軸的理解，右邊、上方代表是好的極端值，而左方和下方代表是不

好的極端值。當本座標軸代表的價值方向和一般約定俗成的價值相符時，觀眾可以省去

「記憶」價值向量的心理操作，將注意力灌注在其他動作所呈現的意義上。 

Regular cell 

phones you 

can right there 

 

 

 

 

媒材的合奏 

 

Regular cell phones  you can right there  They are not so smart,  And they’re, you know, 

they are not so smart to use 【雙手在胸前比劃】 Uh 【左手握拳放下巴】,  but smart 

phones 【左手比出1的手勢】 are  definitely a little smarter , but they actually are harder to 

use   

 

...... phones【舉起左手手心朝觀眾，比向左標軸正下方的位置】, Regular cell phones ,you 

can right there...... 口說 wording 先說出 phones，左手再比座標軸下方再出現粉紅色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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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手勢原本是提供指示性的功能，將觀眾的目光引導至座標軸下方，但手勢一比劃出

去座標軸下方出現粉紅色圓圈後，這時還沒接以下口說 wording （They are not so smart,  

And they’re, you know, they are not so smart to use 【雙手在胸前比劃】）。手勢在此比出

Regular cell phones 在這個位置，等於說出了 Regular cell phones 在座標軸上所代表的意

涵。反而，這時後面的口說（They are not so smart,  And they’re, you know, they are not so 

smart to use）變成是講出這個粉紅色圓圈代表的意思為何。 

  

They are not so 

smart, and you 

know, they are 

not so smart to 

use 

 

 

 

媒材的合奏 

 

口說（They are not so smart, And they’re, you know, they are not so smart to use 【雙手在

胸前比劃】），又再次出現一種以手勢代表「價值」陳述的意涵。 

 

圓圈加上品牌縮寫（文字），出現在某個「位置」，代表了更精確的價值向量。口說「not 

so smart, 或 not so smart to use」，「so」代表的程度有多高，可能在各個觀眾心中是不

同的數值。但透過在座標軸上佔有一個具體的位置，我們可以「確認」，一般手機「很

不聰明，好用度居中（介於好用與不好用的中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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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 but smart 

phones are 

definitely a 

little smarter 

but they 

actually are 

harder to use 
 

口說 wording....... Uh 【左手握拳放下巴】, but smart phones 【左手比出 1 的手勢】 are  

definitely a little smarter  but they actually are harder  to use  They’re really complicated. 

講到 smart phones 時，左手比出 1 的手勢，這個手勢代表，喔對了，除了一般的 regular 

cell phones，還有另一類手機較具智慧性，但是它們也實在是很難使用。手勢似是扮演

Jobs 要來提醒觀眾還有另一類手機的功能。 

 

影像與位置的合奏功能同上。透過位置的定位，我們得以知道他牌智慧手機「聰明度居

中，但好用度極差」。在此，影像協助口說內容的精確化與視覺化，並使其便於記憶與

比較。 

 

 

小結 

1. 手勢在此提供將動作具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再次確認（doublecheck）、節奏感、指示性以及隱喻等功能。如：將動作具體地

比劃出來（enacting）的功能，在於將觀眾在腦海中物座標軸作畫的過程，以手勢比劃的方向表示出來。同時，以手勢比向座標軸區塊

的方式，示意觀眾此刻應將焦點放在哪個區塊，具有「指示性」的功能。 

 

2.不同顏色的圓圈在座標軸上的「位置」，完整地表現出口說內容中欲凸顯的各品牌手機之間的優劣問題。圓圈在某個「位置」出現，

代表了透過更精確的「定位」，同時指出在兩種評估向度上的得分（價值），圓圈的顏色則呈現了不同種類手機的區隔與差異化「轉換」。

位置與色彩成為一種判斷的輔具，協助觀眾記憶（價值的內涵），可以釋放出其他注意力的空間進行更多訊息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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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三：新元素的極致—破格 

在主題二中，被使用來鋪陳敘述（非 iphone 的其他手機的劣勢）的各類媒材（口語、身體、位置、色彩）的機緣展現由弱漸發展

到強，甚至展現了極端值或「破格」的狀態，共同烘托出 iphone 所向披靡的劃時代跳躍。 

 

表六：主題三的媒材合奏 

講者口說內容 媒介工具提供的影像 媒材機緣分析 

we don’t 

wanna do is  

either one of 

these things . 

 

What we 

wanna do is to 

make a 

leapfrog 

product.  

 

That is  Way 

smarter  than 

 

 

媒材的合奏 

 

we don’t wanna do is  either one of these things 【左手比向簡報左方動兩下】. What we 

wanna do is to make a leapfrog product【左手在胸前往上畫出向上的弧形】. That is  Way 

smarter 【音調上升、音量大聲】  than any mobile devices have been  And super easy 

【左手從腰往胸前方向畫】to use this 【左手指向簡報右上方】is what iphone is, Ok?  

So,  we’re gonna reinvent the phone. 

 

1. 口說 we don’t wanna do is either one of 【手勢停頓】these things 【手勢停頓】。以

左手比向簡報左方畫面上的其他牌手機，以手勢擺動兩下的方式，配合口說的內容，

創造出口說的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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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mobile 

devices have 

been  And 

super easy to 

use 

 

This is what 

iphone is, Ok?   

 

So,  we’re 

gonna reinvent 

the phone. 

 

 

 

2. 口說 What we wanna do is to make a leapfrog product【左手在胸前往上畫出向上的弧

形】. 以左手比劃出往上跳躍的姿勢，把口語的「leapfrog」由下往上跳的過程展現出

來。再者，口說講的是 make a leapfrog product。也有把這個優越產品的性能，藉由由

下往上跳的過程，暗示著 iPhone 將會出現在這張座標軸上的哪個位置。換言之，這個

手勢先給了「將動作具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的功能，再來說 That  is  Way 

smarter，以【音調上升、音量大聲】創造出 way 這個單字也是由下往上跳的聲線，聲

音在此有「合聲」的功能，也由於手勢和聲音的合聲作用，共同指出一條由下往上跳

的弧線，暗示 iPhone 的出現將超越座標軸上的任何一牌手機，以及 iPhone 出現的方

向位置是在上方。 

 

3. 口說 And super easy 【左手從腰往胸前方向畫】to use this 【左手指向簡報右上方】

is what iphone is,  Ok? Jobs 比劃出 iPhone 可能出現的方向，以及 iPhone 代表的價值優

於其他牌手機，以左手指向簡報右上方的位置，說 this is what iphone is...... 手勢有介

紹大家認識這就是 iPhone 的感覺，具有總結前面所說 make a leapfrog product、and super 

easy to use 的特點。 

 

手勢在此提供：節奏感與將動作具體地比劃出來（enacting）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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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經由各媒材的機緣分析，可梳理出在簡報活動的過程中，各個環節是如何經由「選擇」

（selection）或者「互相協力」（co-work）的過程，使其意義浮現（emergent）。換言之，不同媒

材的搭配及其提供的功能，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展現一流暢的敘事。而我們又如何知道在某些情

境下，媒材的搭配與選擇是最能夠完整表達意義的。如：在下圖（圖 2）中，經由不同顏色的圓

圈表示不同的空間方位，同時也表達不同的價值意涵，凸顯了口語中要強調的空間感，這些媒

材的搭配相較於口語而言，更為精準展現口語原本要表達的意義。 

 

圖 2：iphone 簡報現場 

 

圖 2 中有幾個不同的媒材：線條、圓圈、顏色、文字等。若分開拆解來看，兩條箭頭線條交

叉定位在方形框之中，這兩種媒材的搭配提供「方向性」的機緣；而當箭頭線條的四端各有 smart 

v.s. not so smart 以及 easy to use vs. hard to use 這些文字出現時，這三種媒材的組合提供了「價

值」優劣的問題。 

我們可經由簡報上這些不同顏色的圓圈依序出現的順序，梳理出它們在當下展現意義以及如

何完整表述口說的意涵。分述如下： 

 

1. 簡報上的圓圈提供「表意」的功能，不需要直接說出是哪些品牌的手機。口說 wording...... Uh 

【左手握拳放下巴】,  but smart phones 【左手比出 1 的手勢】 are  definitely a little smarter , but 

they actually are harder to use。they 代表的是 Moto Q、E62、Treo 三牌手機。換言之，口說 wording

沒有呈現出來的數字概念「they」等於這三牌手機。再者，簡報上以三個藍色圓圈表示。對照它

們在座標軸上的位置，可勾起觀眾使用這些牌手機的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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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顏色的圓圈提供「分類」的功能，分類的同時也呈現不同牌手機之間的「價值」。依照圓

圈在座標軸上的位置，代表 smart 與 easy to use 的價值。而顏色只能提供分類，但是價值感的呈

現是經由不同顏色圓圈的分類以及在座標軸上的定位。因此，座標軸上的四個極端值的文字，

smart v.s. not so smart 以及 easy to use vs. hard to use，是決定不同顏色圓圈代表不同價值感的關

鍵。若少了這些文字，只有座標軸上的兩條軸線，不同顏色的圓圈只有「分類」的功能。 

 

3. 簡報上的圓圈說出口語中凸顯的「空間感」。如：「right there」、「definitely a little smarter」以

座標圖的落點位置呈現出來。這不只是空間上的位置分布示意圖，而是透過兩條軸線的定位，

呈現出這個圓圈落在座標軸上的方向精確性。換言之，簡報軸線上的圓圈將口說中的「definitely」

的空間位置呈現出來。此時，選擇用座標圖的方式呈現空間位置比文字精確。 

而口語中出現以"er"結尾的「比較級」。如：「smart v.s. not so smart」、「easy to use v.s. not so easy to 

use」、「 a little smarter v.s. but they actually are harder to use」。這不僅只是對於手機價值陳述的

一種比較而已，而是藉由這個「比較級」凸顯出口說要創造的空間感。 

 

4. 簡報上圓圈出現的位置、時間順序，代表手機產品價值往上跳的「順序感」。 

 

5. 簡報上的圓圈位置提供記憶。口說「we don’t wanna do is either one of these things」中的「these 

things」、「Either」屬於指示性代名詞，需以圖像再一次表現的方式提供記憶的功能。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個別媒材在敘事結構中慢慢地加深其強度，猶如斜率不同但均在

慢慢爬升的線條，多個線條在過程中互相補充，共同產製出某個「意義」的多元樣態，豐富了

敘事的層次感，也協助了emergent於媒材合奏之中的「意義」更加完整及穩固，降低了閱聽人進

行個別詮釋時產生的歧異意義，同時也打造了一個邀請閱聽人共同參與敘事的環境。 

 

整體言之，我們經由分析不同媒材之間與人的互相協力過程中，梳理出幾個重點： 

 

1. 簡報作為當代的傳播活動，需經由不同媒材與人之間的互相協力，並掌握其在情境中的

意涵，方能完整表述意義。 

2. 意義的完整展現有賴不同媒材之間的「選擇」與「搭配」過程，使其意義浮現。 

3. 多媒材的組合中涉及不同媒材居於「前景」的問題（foreground）。亦即，特定媒材在某

些時刻居於前景成為一種最適媒材（niche mode），這使得媒材的「物質性」及其「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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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被推至前台。 

4. 循上述，這些不同媒材之間的合奏、搭配和諧與否，形成簡報活動過程中意義能否完整

傳達的重要關鍵。不同媒材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提供不同的功能，在不同的時間點，位處前

景、中景、背景的媒材為何，可能是不斷在輪替的。「最適」的組合為何，必須視當時的情

境脈絡進行評估與即興創作。 

 

三、結語 

 

 就找路而言，我們關心的是：物質工具之機緣為何，如何幫助人們找路？這些物質工具如

何可能？找路人如何隨情境變化，搭配使用工具？這些工具又如何影響找路人的認知活動? 

 進一步言，找路人之所以可以確認自己的位置，以及與目的地之間的距離、方位，原因可

能得益於個人歷史經驗。也就是說，理解身在何處，除了從實體、物理空間的意義上加以界定

之外，也有其他切入的視角。找路者，縱然有著計畫階段的地圖輔助，其行進過程，仍需要實

地去經驗周遭的環境，以評估個人所在位置，而其所評估的這個環境，並不像地圖所顯現的，

是一個既存劃界分明的空間，相反地，這個環境是動態性的移動運轉（movement），總是在實

際找路過程中，持續不斷地納進新進的資訊，將其收編整併為「整體資訊」的一部份，因此這

個環境，不是一個從A地到B地的固定範圍，而是一塊持續有著各式各樣來來往往的資訊流動之

區域。 

 在找路的過程中，人們是處在一個尋路情境裡，面臨四面八方迎面而來的資訊，可能是路

標、建築物、其他行人車輛、也可能是道路行駛限制等，所以找路者並非直接汲取過往的經驗，

即可判斷將如何前往目的地（若是如此，則還是一個反映論的思考模式：執行腦海中的地圖）；

反之，他是不斷地「感知」著他正在前往的過程：他既擁有著先前知識，同時也扣連自己正感

知到的環境中的變動資訊，在出發那一刻到抵達之前，他總是持續地微調自己所已知前往目的

地。 

 因此，即便找路者使用地圖或導航系統，這種找路過程中的按圖索驥活動，仍是一種面對

變動環境的移動過程。地圖或導航對他而言，乃提供關於其此時此刻環境的部分視野，他在這

個當下，拼湊所能利用的各種資訊，包含汲取地圖中部分有助於他的資訊，以「不斷形構」成

屬於他個人的「當地」資訊。 

 如此一來，找路過程的「已知」，不是發生於出發之前的計畫階段，而是出發後的執行階段。

換句話說，「知道如何前往目的地」意義不同以往，不是在出發前的計畫階段先行閱讀過地圖，

而概略知道應該如何前往。真正的「知道」是在執行階段，拼湊手邊身邊諸多可資利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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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行式狀態的「知道」，是在找路的「當下」知道如何跨出下一步。 

 換句話說，我們感知環境，是將所處環境（包含當下的任務、使用的工具）當作一個整體

去感受和經驗它。這個環境如何被組合而成，乃透過人們實際從一地到一地所走的通道、移動

的歷史經驗和變動中的視角加以扣合。如果變動中的環境作為一個整體，人們身處其中所經歷

的、納進這個整體的資訊，就像是整個廣泛的網絡中來來往往的節點。真正的世界實際上是沒

有地圖的，地圖是來自人們對世界的觀看而畫出的表面。真正的世界依舊需要來自「處在世界

中」的人們去體會。 

 

參、提出行動觀點的工具使用理論 

 

一、從資訊處理到行動論 

 

研究者多年來探討實用智能，其主軸為個人如何在情境中解決問題，其中子題之一為物的

心智功能，透過本計畫，分析實用智能之架構逐漸成形，以下簡要說明。 

就情境和個體互動之關係而言，傳統取徑以資訊處理觀點為主流，可稱為地圖論。依照資

訊處理觀點，實用智能展現在表徵的能力和品質; 個體對環境形成表徵，根據表徵解決問題。

Varela, et al. (1991) 指出，從這個角度，認知行動像是跳傘進入已存世界。他／她是否能夠生存，

關鍵在是否裝備了地圖，而且知道如何根據這地圖行動」。 

從地圖論的角度，對實務智能的想像如下： 

 

1.實務智能的核心內容是表徵，或者一張精美地圖。 

2.環境是客觀存在的，不因個人行動而有所改變，正如繪製地圖此一行動並不改變地貌。

對環境形成表徵是一個單向的過程。 

 

相對而言，我們採取行動論觀點（enaction，Varela, Thompson，＆Roschm1991;  Bruner, 1990；

Stewart, Gapenne, Di Paoloa, 2010)。依照此一觀點，實務智能的核心是行動; 個體透過對於情境

的各種行動解決問題。Varela, Thompson, & Rosch (1991, p. 231)曾用人走路這一譬喻來說明個體

和環境的關係：「路是我們自己走出來的，我們又被這條路所限制。」。行動論根據我們前述對

於情境的看法，對於個人和情境如何互動有了和傳統不同的想像。 

路是人走出來的。從這個觀點，探討實務智能，和地圖論觀點有以下幾點重大的分歧（見

圖 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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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地圖論 

 

 

圖 3B 行動論 

 

圖 3A 3B：個體和情境的關係：地圖論  vs 行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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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論觀點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實務智能的本質是行動 

我們可以棒球比賽中接球為例來比較地圖論和行動論。根據地圖觀，接球的核心工作是對

對球之路徑形成表徵，再根據此一表徵預測球的落點，是否接到球視所形成之表徵其品質而定。

相對而言，從行動論角度，球員接球，是在過程中不停移動身體，監測當下情境，隨時調整

（McBeath, Shaffer, & Kaiser 1995)。對實務工作如機艙、影印、考古、實驗室的研究，也有類

似的發現（Suchman, 2007）。 

前面所提及之「身體技術」、「和物協力」等概念其實都己涉及行動。 

（二）個人和情境不停相互影響、共同演化 

 延續前面「路是人走出來」的譬喻，個人和情境之間是個雙向道，相互建構，而且這是一

個生生不息的動態過程，形成了「連動」（coupling）的關係。所謂連動指的是： 

在連動的關係裡，其中一方改變會導致另一方的改變。這個特定的過程來來回回，也因為

如此，我們在解釋一方的活動軌跡時，不可能不去考慮另一方的活動軌跡，無法只觀看其中一

方而不去關注另一方。就像人在紙上寫字，人和紙兩方兩者便形成了一個相互連動交互的系統。

人造成紙的改變，紙的改變又多多少少產生了人的改變，如使他找到了表達的方式、探索新的

想法，如果不是這個相互連動的過程，這些改變不會發生。部分變化導致整體結果隨之而變。

藉由可保存的紙張，這場交互互動能使人看見話語、再現和探討某些觀點，否則是辦不到的。

兩者之間的互動是一種動態過程（Kirsh，2008，pp. 58-69） 

 我們可以使用「視障者持手杖走路」這件事來說明連動。常一切順暢時，身、心、情境（手

杖、路面）即進入連動的狀態。連動是實務工作追求的目標。而實務智能則展現在以行動保持

和情境之連動關係，或在某一環節出問題時（如路面不平），透過行動回到連動的狀態。 

（三）實務智能之高下其關鍵在與情境互動之品質 

 根據以上的討論，個體所展現之智能，是否能解決問題，視其是否能扣合特定之情境。換

言之，解決問題之方案其高下優劣，並無絕對的標準，而是視情境而定。專家所以表現傑出，

不在於其擁有較好的理論，而在於他/她是否能和情境緊密互動，展現在此特地情境下最佳

（optimal）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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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分情境和環境 

既然情境和情境不停連動，情境不再是客觀不變的現象。循著此一理路，本書將對環境和

情境兩個概念作一區分。環境指的是所有生物所在的客觀的物理環境，如星辰日月，而情境則

因生物、工作和時空而異，和環境不同。具體而言，人類和青蛙雖然環境相同，但其生存條件

各異，在此情境類似演化論所謂之「利基」（niche）。而同在人類社會，專業不同（如記者相對

於律師），工作情境也不同。依此往下推演，即使同樣的工作，每個個案的情境都有少許的差

異。 

也因為如此，實務智能之主要埸域是情境，而非環境。 

表七比較行動論和傳統資訊處理之觀之差異。 

 

表七資訊處理和行動論之比較 

預設  資訊處理取徑  本書觀點 

實務智能的本質

為何 

 表徵=知識 

1. 本質是表徵 

2. 展現於表徵系統之品質 

 表徵 知識 

1. 本質是行動，為一豐饒知識 

2. 散溢於身體、心、世界之中 

實務智能在那裡  智能在心裡 

1. 個人是知識的主體 

2. 表徵是行為的源頭 

1.  

 分散智能和我們主義 

1. 心不是解決問題過程中唯一的主

角 

2. 實務智能跨越分佈在個人、環境

之間 

實務智能和情境

的關係為何 

 地圖論 

1. 個體對環境形成表徵，

根據表徵解決問題 

2. 環境是客觀存在，不因

個人行動而有所改變，對環

境形成表徵是一個單向的過

程 

 行動論 

1. 實務智能的本質是行動，個體透

過對於情境的各種行動解決問題 

2. 實務智能在情境中浮現 

3. 區分情境和環境：情境非客觀不

變，環境也儲藏豐富的智能 

 

以下將進一步說明情境、物和實務智能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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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境 

 

以下就情境此一概念再作進一步之分類： 

（一）區分常態情境和動態情境 

就情境穩定的程度而言，實務智能所因應之情境可粗分為兩類。一類為「常態情境」，為

比較穩定而恆常之情境。如報紙之科技情境長久以來並無太大之變化。面對此類情境，個體通

常能發展出穩定之身心行動，這些也可進一步整理歸納為規則和理論。 

至於動態情境，相對而言則較為動態。面對動態情境，必須即興創作，因應之模式往往難

以歸納成為規則。以訪問為例，對話中每句話一方面是因應情境的產物，另一方面立即又創造

了新的情境，成為下一組對話的資源和限制（Drew & Heritage，1992）。因此動態情境往往構成

實務工作最大的挑戰。 

解決實務問題，所處之情境往往是常態和動態情境兩者並存。 

（二）區分限制和資源： 

依情境相對於個體的關係，情境可分作以下兩類： 

 

三、物的角色： 延伸心智和機緣 

 

 物在此指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包括工具、器物，對傳播研究而言，最關鍵的物是媒介。

本書將指出，物儲存了相當的智能，是實務工作中的重要角色。以傳播工作為例，媒介不只是

個管道，它也擔負著智能的工作，如記憶。 

 不過就實務智能而言，在表徵主義的大帽子下，物頂多是輔助工具，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過去二三十年間，諸多涉及心智的學科，如哲學（Wallace, Ross, Davies, & Anderson, 2007；

Rowlands, 2010）、認知科學（ Clark, 1999）、社會學（ Burkitt, 1999）、心理學（Sternberg, & Preiss, 

2005；Mesquita, Barrett, & Smith, 2010）、神經科學（Noe, 2009）、教育學、考古學（ Malafouris 

& Renfrew, 2010）、人類學（Lave, 1988；Hutchins, 1995），皆已重新檢視心智與物的關係，也

重新定義物的角色。 

根據本研究群多年的研究，物在實務工作中的角色可歸納成以下兩類：（一）延伸心智，即

作為心智的一部分；（二）提供機緣（affordance），以下簡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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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作為延伸心智 

1.物作為外在的智能資源 

(1)物儲存智能 

從歴史的角度，工具承載和傳遞了前代的智慧（Burkitt, 1999; Spinuzzi, 2003）。一如 Bodker

（1997： 150）所言，「工具是知識的結晶，某一代人發明、使用的科技技術，可能被融合在

下一代的工具中」。而 Wartofsky（1973, 39）更直指，「工具在文化演化中的角色，正如基因在

生物演化中的角色」。因為如此，後世在解決類似問題時，不必從頭開始，重蹈前人摸索、失

敗的覆轍（Pea, 1993）。 

 

(2)工具作為外在智能，可補表徵之不足  

Donald（2010）比較內存記憶（如人本身的記憶）和外存記憶（如電腦記憶體）發現內存

記憶有以下的問題，如格式變化不大、容易失真、檢索方式有所侷限等。相對而言，外存記憶

系統具備了一些內存記憶系統缺少的特性，包括：儲存空間幾無限制；組織記憶的方式更為多

元和靈活，如透過目錄、索引等方式來組織書中資訊。這些工具，整體構成了豐富的認知資源。 

 

2.物作為實務智能的協力夥伴 

不過，在以上的討論，物基本上並未改變原有智能的內涵。本書進一步主張，物是協力夥

伴，因此進一步促使智能產生變化。此一協力，有兩個特徵：（1）個體和物是一個互相建構和

影響的關係。物的性質促使個體發展新的智能，反過來，個體也可能改造物的功能。（2）在某

種意義上，物和人已合為一體，最終產生的智能是兩者互動的結果。 

例如文字的出現，催生了分析性的思維。在口語時代，表達往往和思考同步，人不易對自己的

想法進行檢視和反思。到了文字出現，思想成為可以檢視的客體，我們方得以對自己的想法進

行再思考。更具體地說，藉由文字及圖像等語言工具，分類、演繹、歸納、證明（verification）、

分辨、量化，才得以發生。 

因此 Ong（1982）指出書寫文化最關鍵的能力是： 

 

大量閱讀詞彙，掌握複雜文法結構的能力，包括：安排主句、子句的能力；將句子組織高

層結構如段落文章的能力。同時必須能分辨和應用不同的概念，例如區分證據和推論、觀察和

推論、陳述和詮釋。（p. 349）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1?_encoding=UTF8&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Dr%20Ian%20Burk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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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提供機緣 

 機緣此一概念涵蓋了物（工具）相對於個體的關係。前文己說明其主要意旨。根據本計劃

之分析，表八進一步發展出分析媒介及其物質性與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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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媒介物質性及機緣之分析架構 

語意工

具 

次級工

具 

物質性 機緣 潛能 

身體     

 手勢 

 

1、多媒材

（multimodal），不同的

手勢具有多義性、模糊

性，需與口語搭配 

2. 手形（hand shape）

（Goodwin, 2000） 

 

 

1. 手勢不只是視覺也是重要

的動覺（kinesthetic），身體透

過手認識世界（Goodwin, 2000

／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 

2. 手勢並不只是一個人做了

什麼動作，而是這些行動本身

如何使他人理解（Matthews, 

2005／曾惠鈴，1996，楊婉君，

2013）  

3. 手勢並不僅止於表達語意

的內容（illustrators），而是話

語的一部份（Kendon, 1980 & 

McNeill, 1985／轉引自Cienki 

& Müller, 2008／曾惠鈴，

1996，楊婉君，2013） 

4. 不同手勢的意義需視文化

而定（Kress, 2010） 

 

1. 指示手勢（indicate／deictic）：說話者將手指向欲陳述的對象物

上（Efron, 1941; Ekvnan & Frisen, 1972; McNeil & Levy, 1982; 

McNeil , 1992, 1985／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或者用來強

調與描繪出談話主題（Kress, 2010） 

 

2. 節拍手勢（beat）：手勢上下左右移動，凸顯話語中的訊息，擊

拍手勢用在介紹新主題與新訊息，為了節奏考量將話語訊息切割適

當的長度；也有提供節奏的功能，用手勢動作搭配話語創造規律、

重複的擺動（McNeill, 1985／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轉

換至其他話語段落時，節拍手勢亦在提供一快速的轉換（McNeill, 

1992／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 

3. 連續／連貫手勢（cohesive）：說話者在陳述話語時先使用某一

種手勢，再換成另一種手勢，爾後回復為原本的手勢。說話者經由

回復至原本的手勢的方式，凸顯出欲陳述訊息的連貫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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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eil, 1992, 1987a／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 

4. 標示手勢（emblems）：有些手勢代表固定的意義，如：單手揮

擺表示和對方道別、搖頭表示不同意或不知道、拇指與食指相圈代

表 ok（McNeil, 1992／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 

           

5. 比喻手勢（metaphoric）：表達話語中的抽象圖像（McNeill, 1992

／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 

 

6. 相互確認（double check）（Goodwin, 2000／曾惠鈴，1996，楊

婉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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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達情緒（Matthews, 2005／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 

8. 手勢兼具時間邏輯與空間邏輯（Kress, 2010） 

 表情 五官變化組合  眼神（正視或斜視）x 挑眉與

否 x 嘴部表情微笑與否 

1. 表達價值判斷 

2. 表達不同的感覺與情緒（emotion）（Goldin-Meadow, 2003／曾惠

鈴，1996，楊婉君，2013） 

3. 人際功能 

 肢體 手、腳 柔軟度 

動作流暢度 

1. 自信程度、緊張或放鬆 

2. 肢體的行動，如：手臂往前擺動指出一往前行進的方向（Cienki 

& Müller, 2008／曾惠鈴，1996，楊婉君，2013） 

3. 和當下情境以及文化脈絡有關 

口語 對話  聲調（pitch）、節奏

（rhythm）、速度

（speed）、停頓

（pausing）、腔調

（accent）、線性

（linear）、音量

（volume）、音色/音質

（timbre）、重複、語氣、

頻率（frequency）

 口語文化特色： 

1. 偏向時間面相（kress, 2010） 

2. 起承轉合可以引導聽者以聽力為主的組織與統整能力（Ong, 

1982） 

3. 強調言者與聽者的共同在場，具移情、參與、情境化、凝聚力

（Ong, 1982） 

4. 透過言者與聽者之間，建立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function）

（Bateso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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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zemer & Kress, 

2008; StÖ ckl, 2004; 

Kress, 2010; Leeuwen, 

1999） 

5. 真理展現在口語傳述言者與聽者建立的共識中（Tannen, 1982 ; 

Ong, 1982; Olson, 1996 )。由於強調言者與聽者的知識共享，提供

共同參與、重視情境、凝聚社群意識等潛能（Ong, 1982） 

6. 是一開放的結構，言者邀請聽者參與談話內容 

7. 注重當下的理解能力（即時反饋的能力） 

8. 口語結構相較文字結構更注重語言的實用性（Ong, 1982） 

9. 對話/會話（conservation）有一定的輪番次序性，一次由一個人

說話。下一個說話者須回應上一個談話內容，如：上一個說話者提

出問題，下一個談話者接著回答或表示同意與否（Leeuwen, 1999） 

1. 聲調（pitch） 

 

 

 

1. 中文的四聲（平上去入） 

  英文的聲調（intonation） 

2. 聲調的游動 

（pitch movement） 

  聲調的範圍 

（Pitch range） 

  聲調的音階 

（Pitch level） 

（Leeuwen, 1999） 

1. 擴展情感（增加聲調的範圍）、限制情感（降低聲調範圍）

（Leeuwen, 1999） 

2. 聲調的游動（pitch movement）、聲調的範圍、聲調的音階以及

旋律以不同的方式銜接，具體表現出聲音的變化（Leeuwen, 1999） 

3. 說話者的聲調愈是上升，愈能使參與者主動參與話語的內容以

及增加互動性；聲調愈是下降，參與者愈無法主動參與其中

（Leeuwen, 1999） 

4. 愈是增加聲調的範圍，說話者愈能從中表達情感以及態度；聲

調愈是下降，愈表達的情感與態度也隨之受限（Leeuwe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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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奏（rhythm） 速度放快 

速度放慢 

1. 速度由快變慢，提醒觀眾這裡是重點 

2. 速度由慢變快，有可能代表此處的資訊不重要或者時間有限 

3. 腔調（accent） 南腔北調 1. 與同一腔調的人建立熟悉感 or 親密感 

2. 不同腔調有各自的獨特性 

3. 吸引聽眾的注意（故意學某個腔調） 

4. 線性（linear） 連續性（sequential） 口語對話具有一定的順序性（輪番發言） 

5. 音量 音量大聲 表達重點、吸引注意力 

音量小聲 音量小聲創造兩人之間耳語的感覺 

音量大聲 x 速度放慢 x 聲調

上揚 

提供表達重點的功能 

 

音量（大聲或小聲）x 聲調（高

或低）x 輕柔  

經由音量的變化，建立與聽者的距離（Leeuwen, 1999）： 

距離 音量的變化 

親密距離 以輕聲低語（whispering）或柔軟的聲音 

個人距離 以低音量的聲調與音量呈現柔軟、放鬆的聲

音 

非正式的距離 較高的聲調與音量 

正式的距離 以大聲、更高與緊縮的音量 

公眾的距離 響亮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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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粗獷/尖細/輕柔 1. 聲調範圍 

2. 柔軟的聲音或大聲的聲音

建立與聽者的距離（Leeuwen, 

1999） 

響亮的聲音可以傳遞的很遠，而柔軟的聲音因音量的限制，排除了

所有人但也保留了與少數人的關係，亦即，可與聽者建立親密感以

及和保密相關（Leeuwen, 1999）  

7. 空白（停頓）  引導（凝聚）聽者的注意力 

8. 重複（強調）  再次強調重點 

9. 語氣 語氣轉換 1. 表達情緒好惡、吸引注意力 

2. 形成疑問句或表達贊同的語意 

10. 其他（presence or 

not） 

設計諺語、俚語，規則：押韻、

對仗、諧音等等 

1. 便於記憶、背誦 

2. 某些俚語或諺語反映社群文化中對於某些人、事、物的價值 

 演說 1. 口語：音量

（volume）、語調/聲調

（intonation）、頻率

（frequency）、音質

（voice quality）、節奏

（rhythm）、速度

1. 聲調平上去入、音量大小、

節奏快慢 

2. 態度（自信、雄辯滔滔、抒

情、慷慨激昂） 

3. 表情（眼神）、肢體動作流

暢與否或僵硬 

1. 音量有大小聲漸層、節奏維持恆常速度、眼神正視前方、搭配

的肢體動作流暢，易被認為是一場精采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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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停頓（pausing） 

3. 身體（body language） 

4. 態度 

5. 敘事結構 

6. 距離（distance） 

 歌謠 1. 口語：聲調（pitch）、

腔調（accent） 

、節奏（rhythm）、重複

（repeat） 

2. 音樂：五線譜、旋律

（melody）、聲調

（pitch）、音符（musical 

notation） 

3. 音調（tune） 

4. 時間持續（durations） 

 

1. 字詞重複、對仗、押韻、韻

腳相同、設計諧音字 

2. 腔調：各地口音 

3. 節奏速度恆常/快慢變化 

4. 旋律：遞增（ascending）、

梯降（descending）與拱形旋律

（arched melodies）（Leeuwen, 

1999） 

 

 

1. 設計套語（formulas）等不同形式便於記憶以及多人傳唱，具有

「戲劇性」、「敘事性」（沈錦惠，2004） 

2. 史詩助於記憶、學習、共同意識與認同感的塑造、傳統文化與

道德規範的傳承（Havelock, 1963） 

3. 表演性、戲劇性、敘事性（沈錦惠，2004） 

4. 簡單的旋律，便於記憶旋律朗朗上口 

5. 音韻的律動感 

 

旋律、聲調 傳達的情緒或感覺 

遞增的旋律（Ascending 

melodies） 

梯降的旋律（descending 

melodies） 

遞增的旋律表達「直率」

（outgoing）、「主動的」（active）

的情緒；梯降的旋律表達「來

襲」（incoming）、「被動的」

（incoming）情緒 

聲調上升 

聲調下降 

聲調上升使聽者更專注；聲調

下降可使聽者放鬆，讓聽者向

內探求轉而關注自己的想法與



41 
 

感受 

聲調範圍的寬廣或窄間距 寬間距的聲調範圍傳達興奮、

驚喜、憤怒；窄間距的聲調範

圍易傳達無聊、厭倦之感 
 

  饒舌 

 

1. 口語形式的一種變體 

2. 身體（gesture） 

3. 器物（如面具） 

4. 音樂 

1. 聲調、節奏快慢 

2. 身體的律動 

3. 音樂的節奏/是否和口語互

相搭配得當 

 

文字 字辭 1. 文法資源：字詞、子

句、句子、文法 

2. 圖像資源：字型/字

體、顏色、間距等（Kress, 

2010; StÖ ckl, 2004） 

1. 字彙的難易度、 子句、 句

子的複雜度與順序性、文法結

構 

2. 字型/字體（font）、大小

（size）、粗細、顏色/明暗

（shading）、間距（字距、行

距）（spacing） 

3. 標點符號（逗號、句號、頓

號、冒號、驚嘆號、分號、問

號、括弧） 

4. 計算符號（加、減、乘、除、

百分比） 

 

 

1、句子前後句連結，具有順序性，提供眼睛導向的潛能，培養線

性組織的能力。 

2. 句子、子句、文法具有可分析性的潛能，並藉由句子的組織，

可分類化不同的資訊。且因有可分析性的潛能，提供客觀性的潛

能，使得文字代表一種證據的觀點（Olson, 1994）。 

3.更複雜的字彙，更複雜的子句結構（尤其是科學論文） 

4. 文字是已書寫的成品，提供資訊回溯、分類/組織資訊的潛能 

5. 句子按照一定的資訊排列，並有文法結構，有一定的邏輯一致

性及因果關係 

6. 字詞的連續性，強調線性，「抽象思考」、「三段式邏輯推理」、「分

析式思考」、「精確思考」等思維習性也隨之出現（吳翠松，2004：

107）。 

7. 相較口語易隨時間流逝，文字書寫利於保存，可在不同時空中

傳遞知識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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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運用不同的標點符號，具有引導聚焦、提示重點等功能，如：

使用問號、驚嘆號、逗號、句號代表不同的語意呈現。 

9. 粗黑體代表寫者要強調/凸顯的重點，吸引讀者注意 

10. 不同的字體給讀者不同的感覺，新細明體看起來工整 

 文章 1. 段落結構 

 

 

 

 

 

 

 

 

標題（heading） 1. 使讀者快速掌握段落的主題與次要主題 

文字、段落 1. 文字有字彙組成句子、段落，有一定的章法結構，具有不同資

訊分布的階層性。重要的資訊提示可能放在文字段落的第一句，中

間段落可能用來交代次要重點資訊或細節，段落結尾處再一次呼應

第一句的重點或總結 

2. 知識的客體化、抽象化與概念化（沈錦惠，2005） 

3. 說理的能力、前後段落的文脈提供推理的能力（Olson, 1994） 

4. 架構層次分明 

5. 講求證據、前後語意的連貫性、注重嚴謹的思維邏輯性（Olson, 

1994） 

6. 呈現思想結晶的成果，並可以進行高階的抽象層次思考（沈錦

惠，2006; Ong, 1982; Olson, 1994） 

7. 書寫體系的發展成就出句法的結構，這些句法的結構不只是單

純的列表陳述（list）而已，而是成為一論點（proposition）的前提

存在（Ols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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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敘事角度 1. 第一人稱：敘事者以「我」

的自敘方式。 

2. 全知觀點：不屬於任何一個

角色，獨立於文章情節之外的

敘事者 

3. 第三人稱：第一人稱及全知

觀點的綜合。 

1. 第一人稱意圖創造與讀者的親密感 

3. 空間版面配置

（layout） 

 

1. 版面配置的功能不在於命

名或者描述，而是透過版面的

安排提供已知和未知的結構

（Kress, 2010）。 

  

1. 因循版面的編排（同時有左右兩個版面）讀者可同時看左右兩

個版面，便於快速掌握 

2. 閱讀路徑（reading path）：上至下，左至右（Bezemer & Kress, 

2008; Kress, 2010） 

3. 不僅涉及閱讀路徑的問題，也涉及已知和未知（given-new）的

結構，因此意義也不一樣（Kress & van Leeuwen, 1996; Kress, 

2010）。 

4. 版面配置可以透過區塊的安排，創造視覺吸晴的效果。如：純

文字的版面與圖文搭配的版面凸顯的視覺效果不同，圖文搭配可以

以圖為版面的中心，文字居於四邊的方式凸顯圖片本身。 

5. 不同文件版面的演化，從純文字的版面配置形式到雜誌、報紙

的版面配置變化，是從一單一進入的閱讀方式，轉為多重進入點的

閱讀方式（Batem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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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抽象示

意圖 

 

 

點（/面） 

 

形狀（三角形、方形、圓形等） 1.圓形較不具外張力、力度（集中） 

2.正方、三角：內聚力自角往外張揚，易於處理為平面 

面積 1.點：小點置於大空間 

2.面：大（圓/矩形）置於狹窄空間 

3.可比較大小 

線條 1.粗細、長短、明暗 1. 指示方向、引導動態方向 

2. 製造「指涉物」 

3. 線條可產生意象（沈重/輕浮、堅硬/柔軟、動態/靜態、親切/排

斥等 

2.線條組合 1. 可形成方向（箭頭）、2. 形狀（圓形、方形、三角、人形、房子…） 

空間 1.載體 

2.劃定範圍 

1.提供一個「範圍」，暗示範圍內的媒材之前存在某些「關係」，或

提供視覺「比較」（大小、位置…）的基礎 

（文字） 1.命名、轉化 1. 定義線條或形狀所指涉的意義 

2. 因空間限制，字數有限制，常以「名詞」形式出現 

（數字） 1.給予價值 1. 精準化 

2. 提供面積大小、長短、高低等落差的絕對值 

（色彩） 1.給予價值 

2.差異化 

1. 例：紅色表示重要或危險 

2. 不同顏色表示有相異處，相同顏色表示有相同處 

3. 色彩所代表的意義，可能因文化而不同（Kress & van Leeuwen, 

2006） 

組合 點(面) X 空間 1. 提供定位、視點（集中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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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生方向或視覺上的誘導，使空間產生張力、動態 

3. 點的大小與定位：產生立體感與透視感 

4. 點的連接產生意象（溫暖/寒冷、沈重/輕浮、堅硬/柔軟、動態/

靜態、親切/排斥等） 

線 X 空間 

 

1. 線的粗細、長短、明暗 X 定位(密度、遠近、傾斜、交叉)可產

生立體感與透視感 

線分割空間得到更多的面使空間產生張力、動態 

點/面 X 線條 X 空間 X 文字 X

數字 X 色彩 

 

 

不同元素的向量（如大小、位置）的排列、組合或比較，產生敘事

功能 

擅長表達抽象概念及「關係」 

對焦（Focusing），排除所有噪音，只萃取「有意義」的元素 

類似/對立、對稱/不對稱 

平衡、力感、韻律、動靜 

基調 

強調 

 表格

table 

1.矩陣式空間 

欄、列 

1.橫、直線條依某規律切割空

間，創造出：欄與列 

1.擷取重點，幫助聚焦（focusing） 

2.欄/列：透過同與異的比較，產生意義(Baldry & Thilbault, 2006) 

3. 不一定能呈現時間變化過程的資料(Baldry & Thilbault, 2006) 

2.內容物（文字、數字、

其他） 

1.給予價值 1.需按照一定的排列順序 

2. 呈現原始素材（raw material）（如數值）常需經過「大腦思考」

的轉換 

3.表現形式（線條樣式、 1.附加價值，增加視覺處理速 1.醒目、彰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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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色彩…） 度 2.幫助快速分類 

3. 僅作者的重點被彰顯，可能不利其他重要邏輯的呈現 

組合 矩陣空間 X 文字/數字 X 表現

形式 

1. 長於表現某順序或類別之間的比較 

2.訊息濃縮 

 XY 座標

軸 

1.橫軸、縱軸 1.可同時顯示兩種價值 

2.創造出二維空間作為載體 

 

1.雙向線性 

2.橫軸常用來表示時間發展 

3. 無法呈現太多價值面向 

2.線條、幾何圖形（柱型、

圓點） 

1.利用 XY 的數值（以點代表）

串連出某種線條（或變化） 

1.可呈現面積、高度、佔據的位置 

2.便於視覺比較 

3.文字 1.命名 1.定義 XY 軸或幾何圖形所指涉的意義 

2. 因空間限制，字數有限制 

4.（數字） 1.給予價值 1.精準化 

2.提供面積大小、長短、高低等落差的絕對值 

3. 需選擇性提供，否則訊息過多會變成干擾 

5.（色彩） 1.給予價值 

2.差異化 

例：紅色表示重要或危險 

不同顏色表示有相異處，相同顏色表示有相同處 

色彩所代表的意義，可能因文化而不同（Kress & van Leeuwen, 

2006） 

組合 點或線 X 縱橫軸 X 文字 X 空

間 X 色彩 

1. 長於呈現關係(如：比較)、趨勢變化（如時間發展等向量變化）

(Baldry & Thilbault, 2006) 

2.可比較相鄰點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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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圖形 X 縱橫軸 X 文字 X

空間 X 色彩 

1.可比較大小、高低、位置（視覺化、簡化、利於直覺判斷） 

2.也可呈現時間差異的變化(橫軸) 

 靜態影

像（非線

性）：各

種繪畫 

1.非線性（無延伸性，如

傳統 poster) 

空間偏向 

 

1. 呈現某一個時空的「凝結」狀態 

2. 影像具有多義性（polysemous），傳達意義常需要語言的幫助 

2. 和視覺經驗的貼近性

（analogic） 

和裸眼視覺經驗的貼近性 

擬真 

1. 描摩眼睛所見的景象 

2. 無法與裸眼視覺一致，只能逼近，擬真程度因表現手法而不同 

3.取景（frame） 1.呈現視野的大小 

 

1.決定呈現訊息的多寡 

2.框架（framing）：強調某個角度或景象，定格 

4.色彩 參考下方[照片] 參考下方[照片] 

5.作畫材質 炭筆、蠟筆、水彩、油彩、布

料、電腦上色、印表機輸出等 

各材質擅於表達的筆觸、質感、調色結果不同： 

1.凹凸或特殊材質提供觸感，以及材質質地帶來光影變化產生的效

果 

2.不同材質的筆觸形狀不同 

3.不同材質產生不同的色彩混搭效果（調色 vs.重疊） 

6.表現手法 1.筆觸 

2.上色方式 

1.無筆觸、粗獷/細緻筆觸等：粗筆難以表現細緻感、細筆線條較不

易表現力道，表現方式受限於物質性 

2.單色上色、點描法、重複上色、實物拼貼… 

7.構圖（composition） 1.選擇視覺重點的位置 

2.透視法：二維或三維（立體）

或透視圖 

1.強調重點 

2.產生張力、美感 

3.決定擬真程度 

參考下方[照片]及[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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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態影

像（非線

性）：照

片 

取景（frame） 呈現視野的大小 1.決定呈現訊息的多寡 

2. 框架（framing）：強調某個角度或景象，定格 

3. 無刻意留白處，提供現場細節 

4. 照片被視為是一種對外在世界的模仿，可以用來表達真實

（Leeuwen & Jewitt, 2001） 

特寫 

 

有時呈現出的物體面積

比原物體還大，具誇張的

效果，可表現「張力」 

近景 

 

表現某種整體的狀態 

中景 

 

常用於：表達一個物體與

週邊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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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表現一個場景較完整的

構圖方式 

常用於主體物很大，或有

好幾個主體物的情況。 

遠景 

 

取景範圍最廣，表現的是

一個大體的環境，不利細

節的呈現。 

圖片資料來源：孔妮婭等，2011。 

 
 

 靜態影

像（非線

性）：照

片 

拍攝視角   

仰視 

 

將被攝物放大，拉高其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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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 

 

縮小被攝物，使觀者獲

致較高地位感 

平視 

 

和人們觀察事物的角

度較接近，容易產生

「較真實」的效果 

圖片資料來源：孔妮婭等，2011。 

 
 

構圖（composition） 選擇視覺重點的位置 

 

1.強調重點 

2.產生張力、美感 

3.著眼點：左上角（主要視覺區） 

視覺流程：S 型 

閉鎖點：右下角（閱讀結束點，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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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用構圖典範（構出三等份的畫面，四個井字交叉點） 

    
資料來源 

http://chang-home.myweb.hinet.net/Classroom/Scenery/page_3.html 

景深 焦距清楚的距離 

 

受實際物理距離及相機的光學變焦功能所限制 

對焦的範圍，物體影像清晰、充分表現質地的內涵 

   

 

長景深 短景深 

提供較多非主角的細節

（提供豐富資訊） 

僅有重點清楚可見（過濾噪

音） 

 

 資料來源

http://lovelyhebe.pixnet.net/blog/post/49863284-%5B%E5%A5%BD

http://lovelyhebe.pixnet.net/blog/post/49863284-%5B%E5%A5%BD%E7%89%A9%5D-%E5%96%AE%E7%9C%BC%E7%B0%A1%E5%96%AE%E7%8E%A9!!olympus-e-p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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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89%A9%5D-%E5%96%AE%E7%9C%BC%E7%B0%A1%E5

%96%AE%E7%8E%A9!!olympus-e-pl1 

被攝對象的物理質地 模擬裸眼視覺所見(擬真) 層次豐富，增加真實感 

數位照片 像素、解析度 1.可計算性 

2.可操弄影像的大小及品質 

時間  照片有內在時間和外在時間，可以提供讀者知覺經驗 

 靜態影

像（非線

性）：照

片 

光影變化（ Modulation） 1.擬真 

2.以光線明暗塑造情緒/影調 

調變（Modulated）-感知的事實 

平（Flat）-抽象的事實 

人造光光

源 

 

 

自然光光

源 

 

 

正午頂光 

對比較強烈，給

予物體堅硬感 

黃昏側光 

較柔和，明暗層次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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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調 

    

低調（暗調） 

深沈、莊重感 

灰調 

層次豐富，能

表達：立體

感、質感、空

間感 

高調 

明快、淡雅感 

圖片資料來源：孔妮婭等，2011。 

 

 

 靜態影

像（非線

性）：照

片 

色彩 hue（色相） 

 

從藍到紅：冷色調暖色調 

 

圖片資料來源：林秋萍等，2004。 

明度（Brightness） 明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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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value） 

 

圖片資料來源：林秋萍等，2004。 

彩度（chroma）： 

純度或飽和度 

純度/濁度 

 

可表達情感的溫度（to express emotive temperatures），例如：柔和

vs.鮮豔 

 

純粹性（Purity）象徵現代意識型態，混雜性（Hybridity）象徵後

現代意識型態（Kress & van Leeuwen, 2006） 

 

圖片資料來源：林秋萍等，2004。 

差異化（Differentiation） 

對比 

同色系象徵保守。對比色象徵冒險 

強烈或柔和 

明度差越大，明視度越高（因對比大，所以看得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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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料來源：林秋萍等，2004。 

 靜態圖

像（有延

伸性，如

有

hyperlin

k之電腦

圖像） 

1.線性／ 非線性 連續運動（sequential 

movement）， 是敘事的基礎 

1.可突破空間/時間限制 

2.可打破敘事順序（跳接） 

2.analogic （和視覺經驗

的貼近性） 

空間/時間的延續、跳接  

其他同上   

 靜態、連

續圖像

（e.g., 

漫畫） 

1.線性/故事結構 多幅並置：時間＋空間  

2. 靜態影像 （同上）  

3 文字 1.命名（naming） 

2.定錨（anchoring） 

1. 補充細節、影像無法訴說之內容 

2. 為發散的影像錨定重點 

4.（色彩） 同上 同上 

 動態圖

像（抽象

1.線性/.故事結構 連續運動（sequential 

movement），是敘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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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高，如動

畫） 

2.動態影像 靜態影像的依序串連 1.模擬「行動」 

2.較少光影變化、細節材質的刻畫，擬真性較低 

特殊效果 加強擬真性 

例：Disney 動畫的 12 原則 

1. 壓縮與伸展（Squash and stretch） 

2. 預備動作（Anticipation） 

3. 演出布局（Staging） 

4. 連續動作與姿勢對應（ Straight ahead action and pose to pose） 

5. 跟隨與重疊動作（Follow through and overlapping action） 

6. 慢進慢出（Slow in and slow out） 

7. 弧形動作（Arcs） 

8. 第二動作（Secondary action） 

9. 時間節奏與量感（Timing） 

10. 誇張性（Exaggeration）  

11. 紮實的描繪（Solid drawing） 

12. 吸引力（Appeal） 

資料來源 

http://asika.tw/design/college/296-12-principles-of-disney-animation.ht

ml 

3.聲音 線性 

多角對話 

1.補充影像無法傳達的意義 

2.提供細節、情境 

4.（文字） 字幕 1.幫助理解情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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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能造成注意力分散，錯失重要圖像或聲音資訊 

 動態圖

像（抽象

程度

低，如電

影） 

線性/敘事結構(時間偏

向) 

情節 1.敘事結構可產生張力，影響情緒 

2.若結構太過複雜可能會造成誤解或混淆 

節奏 敘事時間的變化 

鏡頭變換的快慢 

 

空間 

 

畫內/畫外空間 人物走入、走出及空鏡頭可表達畫內/畫外空間的差異 

觀點 

 

全知/非全知  

 

色彩（同上） 

 

營造情緒、風格  

聲音（對白、配樂、背景

音） 

 

線性 

多角對話 

1.補充影像無法傳達的意義 

2.提供細節、情境 

3.不同於視覺的其他意義（配樂）；配樂的意涵具有詮釋的多義性 

 動態圖

像（抽象

程度

低，如電

影） 

攝影角度（camera angles） 

 

決定觀眾能在鏡頭裡看到的

區域（area）和觀點（point of 

view） 

 

可加強戲劇性的視覺化 

 

1.極遠景（extreme long shot, ELS）：利用遠距離或高度來描寫廣大

的面積，具氣勢，常用於開場，鋪陳背景的地理關係。常用廣角的

靜止鏡頭。 

2.遠景（long shot, LS）：用來設定場景裡有的元素，如動作所涉及

的整個面積，演員的地位。場景、人、物都要在遠景中顯現出來。 

3.中遠景（medium long shot）：若遠景無法表現某些細節，可用中

遠景來替代。其可把演員的全身顯現出來，但無法描述全部的場

景。有時被稱做全景（full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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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景（medium shot, MS 或 MED）：介於遠景與特寫之間。可紀錄

演員的表情、姿勢、動作。 

 

圖片資料來源：井迎兆，2006。 

5.特寫（close-up, CU）：以人為例 

中度特寫 腰部～肩部 頭部 

頭頸（肩上）特寫 肩上頭部 

頭部特寫 只有頭部 

Choker close-ups 唇下眼上 

大特寫 鎖定某一部份 

 

越肩特寫 

Over-the-shoulder 

繞過一個人的肩來看另一個人的特寫。為客觀鏡頭轉到

觀點鏡頭提供一個有效的轉移（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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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料來源：井迎兆，2006。 

6.攝影機高度：水平角度、高角度、低角度 

主觀、客觀、觀點 客觀的攝影角度（objective camera angles）：從一種 sideline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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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拍攝，片中人不知曉鏡頭的存在。又稱做觀眾的觀點。攝影機成

為觀眾的眼睛。 

主觀的攝影角度（subjective camera angles）：從片中某個人的觀點

來拍攝的角度。觀眾透過此人的眼睛來看事情。 

觀點的攝影角度（point of view camera angles，簡稱 P.O.V）：介於

主觀與客觀之間。觀眾如同站在片中某人的旁邊來看事情。可加深

觀眾對角色的認同。 

剪接 

 

 

串連式剪接 

（Continuity cutting） 

1.配合剪接（matched cuts）：一個連續性的動作或事件的過程。 

2.旁跳剪接（cut aways）：次要動作的鏡頭，和主要動作存在某種

關係。用來作為反應、說明或岔開。 

編輯式剪接 

（Compliation cutting） 

常見於報告、分析、紀錄、歷史、旅行類的新聞片和紀錄片，常以

聲音敘述和生動的快照搭配而成，前者是後者串連成功的關鍵。 

交切 

（Cross-cutting） 

兩種（或以上的）事件，以交替的模式出現，一種「雙軌進行」的

手法。常見的效果有：提高趣味、醞釀衝突、加強緊張、增強懸疑、

提供比較、描述對比等。 

 動態圖

像（抽象

程度

低，如電

影） 

畫面轉移 利用光學效果 1.漸顯/ 漸隱（Fade in/ fade out）：常用於開始或結束。亦常用於同

一地點的不同時間變化。 

2.溶解（Solve）：常用於時間的推移或地點的變更。 

3.劃（Wipe）：以某種線條或形狀變換畫面。較少用於劇情片中，

常見於早期有聲片、音樂片。 

利用編輯手法 蒙太奇：利用漸顯/ 漸隱（fade）、溶解（Solve）、劃（Wipe）等方

式連接一連串的場景，可將時間或空間凝結起來，省去非必要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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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利用聲音 利用獨白（例如劇中人的敘述）、對話、音樂、音響效果（例如爆

炸聲）做為場景轉移的中介，可省去非必要的細節。 

 動態圖

像（抽象

程度

低，如電

影） 

組合：取景與構圖 組合的語言 

 

 

 

 

 

 

 

 

 

 

 

 

 

1.線條（Line）:例如直線暗示力量，柔和的曲線暗示女性、溫柔。 

2.形狀（Form）: 例如三角形暗示如金字塔一樣有力、穩定、堅固。

十字暗示統一、力量、莊嚴。 

以上兩者透過美感或情感連結來刺激觀眾的感官，masses 透過畫面

的重量來捕捉觀眾的注意力。 

3.Masses: 例如大小、光線、色彩等對比；穩定、凝結感的塑造。 

4.運動（Movement）: 靜止畫面僅能「暗示」，電影不只能暗示，

還能「描述」。運動具有美感和情感的連結。這種眼睛跟著運動軌

跡所構成的移動現，和組合線的效果一樣。例如: 

橫線運動 暗示移動、動量、變位 

上升的縱線運動 暗示狂熱、得意、生長、跳脫、提升等 

下降的縱線運動 暗示沈重、危險、毀滅、危及等 

對角線運動 暗示對抗的力量、壓力、拉力、努力克服困

難等 

鐘擺式運動 暗示單調、冷酷 

飛瀑式運動 暗示活潑、輕鬆、富彈性等 
 

焦聚（focus） 對焦可以是柔和或銳利的.......柔焦可以用來營造對一個場景浪漫

或者懷舊的感覺（Rose, 2007） 



62 
 

 

網際網

路 

（網

頁） 

1.線性／ 非線性 

2.多重視窗 

3.超連結 

4.互動性 

5.影像（動態、靜態、抽象程度） 

6.聲音（1.影片中的口語、環境音、音樂、2.網站的音樂） 

7.數據計算 

1. 版面配置（layout）:空間偏向 

2. 實況時間取消地理空間差異，遠距在場 

 

行動裝

置（手

1.單一視窗-->線性 

Home 鍵連結-->非線性 

1. 圖比文強勢 

2.「簡化」（動作、內容…） 

 

時間 X 空間 例：長鏡頭（long take），一鏡倒底，表達實時（real time）或沈悶、

緩慢感 

場景轉換太大時無法一鏡到底 

其他 1. 平衡 

2. 多種元素的統一（例如燈光、色彩、音樂…） 

3. 營造一個趣味中心 

4. 選擇性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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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2.影像 

3.聲音 

4.文字 

5.網頁（超連結） 

6.社會人際互動（通話、通訊） 

 

3. 取消地理空間差異，遠距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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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務智能 

 

實務智能可分作兩類：表徵和行動，以下進一步說明： 

（一）表徵 

1. 世界知識（world knowledge） 

所謂世界知識，是指個人對世界所具備的事實知識。這些知識構成了行動的背景

和後台，為前台的認知活動提供了參考的架構。專家生手研究早就指出，專家具備大

量的世界知識(Ericsson, 1991)。例如：Swidler（2001）發現，建築師設計居室，其專

業往往鑲嵌於對於特定文化社會之理解。 

 

2. 規則、計畫、理論 

另一類表徵涉及規則（下棋規則）、計畫（如訪問大綱）、理論。從生手到專家，

理論知識扮演了關鍵的角色，主要有以下幾點： 

 

(1) 指引：理論是計畫。計畫雖然不能代替實踐，但它為實務工作者指出了大致可行

的方向（orientation），提醒情境中那些因素可能是相關的（Suchman, 2007)。 

 

(2) 批評：在實踐過程中，理論扮演批評者的角色，挑戰實踐者的觀點，指出其他可

能的思考路徑。Schön(1983)指出學習要更上一層樓必須透過反思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Ericsson (1993, 1996, 2009)則用「刻意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說明專家如

何突破學習瓶頸，均在探討理論在實務工作中的角色。 

 

3. 領域知識 

指的是執行各專業領域所應具備之知識，如遣辭用字，必須能具備相關詞彙，方能有

所選擇。 

（二）行動 

不過，以上這些表徵系統只是解決問題的先備條件，是「知道什麼」，但要解決問

題，逹成目標（如完成一篇新聞稿），必須具備以行動形式展現的實務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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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解決問題時，通常有多種可能的行動可以選擇，如同一現象，如何描述？

從什麼角度切入？其中之取捨拿捏之高下，往往是區辨專家生手的關鍵。研究的重點

是（一）探討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與情境互動的過程中，有那些行動的可能？（二）

面對同樣的問題，專家生手其取捨有何不同？ 

 

行動可從三個方面來分類（表九） 

 

表九：行動類型和範例（以新聞工作為例） 

 

行動主體  對應之情境  行動形式  例子 

身體技術/  常態行動  順應  虛擬攝影棚中之身體動作（如走動方

式、手勢、讀稿）/口語文化說故事技

巧（如押韻、對杖等）（Ong，1982） 

心理操作    取用  讀稿機/使用資料庫（如檢索） 

    取捨  文類、遣辭用字 

    創造  知識工程（如新媒介，Sterelny， 

2012）/知識行動（Kirsh, 2008)  

  即興行動  順應  在不能錄音的情境下記錄（本書資

料）  

    使用  如何利用華人人脈（本書資料） 

    取捨  找到最適合的傳稿管道？ (本書資

料）/如何紀實避禍？（陳順孝，2003; 

蘇永欽） 

    創造  改造手機通訊錄為人脈工具（林文

琪，2013）/ 養題目（本書資料） 

 

以下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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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體技術/心理操作 

 

從行動的主體來分，可分成身體技術/心理操作（見圖二）, 這已在前面說明，不再重

複。 

 

2. 常態行動和即興創作 

 依所面對情境之性質，即常態和動態情境，可將對應之行動分成常態行動和即興

創作。 

常態行動有一定之穩定性，可歸納為理論和規則，可進一步成為外顯知識，如教

科書、編採手冊等。本書第七章「組織協力」重點即為組織因應情境而演化之常態行

動。 

即興行動則指因應動態情境而展現。例如記者在某一特定時空撰寫新聞稿、進行

訪問，當下之情境因人時地物而異，必須發揮創意，即興創作。本書「寫作」、「訪問」

幾章重點即在即興行動之內涵。 

 

3. 順應/取用/取捨/創造 

依和情境互動的形式來分，行動可分成以下順應等幾類。這是本書最關注的行動

類型，從這些行動中可以看出實務智能的運作，也可進一步分辨專家和生手。 

 

(1)順應 

順應指考慮情境之限制，採取之行動。以新聞工作為例，專業價值、組織文化、

讀者屬性等都是必須考慮的限制。 

從事實務工作，必須考慮情境之限制，發展出「適宜」的行為。同樣地，解決問

題當下的情境所加諸之限制其性質又不同，因時空而異。專家的特點在於在各種限制

中取得平衡點，完成任務。 

 

(2)取用 

相對於限制，情境也提供豐富的智能資源，如工具、他人及其他智能，以供取用。

但是資源必須要透過行動和技術來取得。取用指的是發現、檢索、利用情境資源所展

現之身心行動，如利用人脈、檢索資料庫、發揮組織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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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捨 

取捨則指有多種行動方案時，經過拿捏取捨所作選擇之行動。學習專業，可說是

在學習符合專業的取捨機制，如以新聞報導為例，常涉及以下之取捨： 

 對報導範疇之取捨： 

首先，是對關注之經驗範疇有所取捨。 

記者理論上應報導天下事。但在實際運作上，由於專業的要求，記者通常只聚焦

於某些特定經驗，如行為、事件，相對而言，排除某些經驗，如主角的心理狀態（Halliday, 

1978）。 

 

 對表達形式的取捨 

 在表達層次，也因專業有所取捨。新聞報導所關注之經驗，通常有其對應之「表

達形式」。新聞強調事實報導，也演化出相對應之事實語法( Halliday, 1994; Martin, 1989; 

鍾蔚文，1991；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 )。從生手到專家之過程，學

習項目之一在掌握此一事實語法。 

 

 語言功能之間的取捨 

 依照 Halliday（1994）的理論，任何語言使用的過程，必然同時在完成三項任務：

（1) 表意，表逹經驗； (2) 作人，自我定位和表現特定人際關係；以及（3) 作文，

遵照特定語言形式。掌握語言使用中的實務智能，關鍵在是否能符合專業規範，應用

語言完成表意、作人和作文的功能。因此，記者的實務功力表現在能否同時兼顧這三

種功能，在其間取得平衡。 

 但在現實生活中，三種目標之間經常相互衝突。我們蒐集的資料中，類似的個案

不少。如報導黑道，如何能記實而又避禍（陳順孝，2003）？這些在在考驗記者的實

務能力。如何找到平衡點，成了一大挑戰。 

 

(4)創造  

創造則指改造情境，進而創造有利於解決問題的情境。 

在個人層次，改造身旁器物、調整空間以創造更佳的工作環境，是日常生活中常

見之創意（Clark, 2008）。新聞工作也常見類似巧思，如透過客製通訊錄來管理人脈（林

文琪，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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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社會和文化層次，文明本質上即為一改變環境、創造利基（niche building）的

集體事業，如利用口語聲律之特性，發展出強調韻腳的文體 (Ong,1982; 吳翠松，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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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3 年 4 月 30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arning and Innovative Pedagogies

為一定期舉辦之年會，每年於不同地區舉行。主題圍繞在數位趨勢所產生的各

種教育議題。本次年會共計 2 天，於 11 月 14-15 日在西班牙馬德里空中大學

（ Nacional de Educaetcion a Distancia）舉行，大約有 5 百人與會，所發

表論文分作以下幾類：（一）數位科技、社會媒體所衍生的教學問題；（二）在

無所不在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的脈絡下，教育體制（教室、學校、

學習社區）如何轉變？（三）教育科技的新趨勢； （四）數位環境對於社會的

衝擊，以及對學習之影響。 

我在會中發表”How Literacy Evolves: A Co-evolutionary Account“。

基本論點是： 

素養（在此指讀寫聽看之能力）正如物種，常隨生態而改變，因此數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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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素養顯然將有異於傳統之內涵。為探索數位時代素養演化之軌跡，可參考

當代共同演化之理論。 

除了發表論文，並全程參與會議。  

 

二、與會心得 

 

數位科技己成為當代生活的主軸，己成為跨領域關心的主題，此次所參加

會議的確發揮了聚集不同領域觀點和人才的功能。會中發表的多篇論文，都反

映了數位對於教育的衝擊和影響。事實上，由所發表論文其主題以及其分佈的

情形，可以看出數位科技與教育此一領域，有幾個浮現的趨勢： 

 

（一）社會媒體（social media ）取代大眾媒體己成為教育的焦點，會中許多

篇論文均在討論如何應用社會媒體改進教學、建立學習社區。此外，虛擬科技、

3D 環境、互動媒體也開始受到重視。整體而言，對於教育媒體的定義己完全脫

離了傳統的範躊。 

另一相關的主題是教育硬軟體架構，主要在探討如何建立數位學習的管理、

科技架構。 

 

（二）教學模式日趨多元。與會學者分享了許多新興的教學模式，如互動小說

（interactive telenovlea）、 跨媒體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混

合教學（blended-learning course）、統一設計（universal design）。連帶地，

也開始探討在數位學習環境下，學習效果如何評估。 

同時，有數篇論文從架葥、課程等角度探討 MOOC 

不過，可能因為這些仍是正在浮現的議題， 加上不少參與者關心者為實務

上所面臨的挑戰，大多論文處理的為實務問題，如課程設計、科技應用、組織

變革，而且以描述性研究為主。這類研究固然可以作為進一步探索之材料，但

就其本身內容而言，尚難以看到整合性的研究。 

數位之趨勢，對於知識和教育的本質、教育體學之結構，以至於未來社會

之樣貌，勢必產生重大之影響。這個會議所探討者，具有相當之前瞻性，而且

也己成為跨領域對話之平台，值得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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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is paper, informed by the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ontends that literacy 

and media are mutually constitutive, advances a theory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literacies and furthermore proposes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edagogy.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evolutionary account of digital literacy, which, 

informed by recent revisions of traditional views of evolution, contends that “living 

beings (e.g., learner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stand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through 

mutual codetermination”. For example, new forms of literacy, which may arise as a 

response to the material attributes of new media, may in turn create conditions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media.  A dynamic and iterative process of co-evolution between 

media and literacy may be thus set in 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evolution, possible forms of digital literacy will thus 

emerge from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organisms and their ecology and 

furthermore may be in a constant flux.  This paper will advance a theory accounting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of its co-evolution with 

media.  Possible mechanisms range from passive satisfaction of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materiality of new media, creative appropriation of the affordances of new 

media, to reconfigu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will conclude by 

propos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education and pedadogies consisten with the 

co-evolutionary view of literacy.     

 

四、建議：無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大會手冊。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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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數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2 2 100%  
博士生 4 4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2 2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Chung, Wei-wen. (2012.7). The cognitive life of med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 15-19 July, 

2012, Durban, South Africa. 

 

●Chung, Wei-wen. (2013.11). How literacy evolves: A co-evolutionary account .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arning and Innovative 

Pedagogies. 14-15 November, Madrid, Spain.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計畫與傳統認知主義及資訊處理觀點對話，質疑表徵系統是人類全部心智能力的論點。

我們認為，知識在世界當中，心智能力不是個人獨奏，而是分散智能的眾聲喧嘩。在此，

「身體」和「物／工具」是兩項與心智能力相關的重要環節，當個人心智下載至環境當中，

對於心智能力的研究必然轉向對情境的解釋，基本重點在「互動」。就傳統角度而言，資

訊蒐集是建立表徵過程，找路則是建立終點路徑圖，提供行動計畫等，此處追求的是「好

的表徵系統」；但事實上，這種「地圖」並非唯一主角，找路也不是化計畫為行動的線性

過程，從這例子說明，我們解決問題的途徑已與過去不同。進一步來說，解決問題牽涉與

環境如何互動，問題解決是與環境互動的成果，重點在各個環節的合奏、連動，這個角度

打破以往看待心智能力的界限，由此描述人與物、人與情境之間的互動，研究人類解決問

題的過程，方法論也有所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