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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平面廣告應當如何進行圖文配置？
－從本質論與建構論觀點進行探討。
《摘要》
在一個平面廣告中，究竟把圖像 (插圖或照片) 安排在文字 (標題與內文)
的左邊或右邊比較好？有些研究者主張，閱聽人對什麼視覺元素放在什麼版面位
置的偏好與認知，是與生俱來的 (Ellis & Miller, 1981; Arnheim, 1988; Christman
& Pinger, 1997)；因此，圖文應當如何配置有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可循。有些研
究者則主張，閱聽人對什麼視覺元素放在什麼版面位置的偏好與認知，受到所隸
屬的文化慣例的影響，尤其是閱讀 (書寫) 方向。(Vaid & Singh, 1989;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Chokron & De Agos tini, 2000; Heath et al., 2005) 因此，
圖文應當如何配置，會依不同文化所習慣的閱讀 (書寫) 方向而各異。兩種說法
各有支持者，廣告設計人員進行圖文配置時，常感莫衷一是。台灣是一個「多重
書寫方向」同時並存的社會，進行圖文配置時所需權衡的狀況更加複雜。
有鑑於此，本論文嘗試從本質論與建構論兩個角度，回顧相關研究與論述，
加以統合與比較，企圖歸納出適用於台灣這個具「多重書寫方向」的環境的廣告
版面圖文配置方式。大致歸納出以下幾個原則：
(一) 台灣的閱聽人面對一個廣告版面時，應該具備依據文字書寫方向來調
整廣告閱覽方式的能力；但是，廣告設計人員必須避免在同一個廣告版面上出現
兩種不同的文字編排方向。如此才能傳達明確的閱覽方式訊息給閱聽人，讓他據
以調整廣告的閱覽方式。
(二) 如果文字採取由左向右的橫式編排，即暗示閱聽人要由左向右閱讀。
基本上，圖像在左、文字在右的圖文配置方式，閱讀流暢性較佳。但是如果要刻
意凸顯某一訊息的重要性或傳達特定的意義，重要的訊息應置放在版面左側，但
這個訊息如果是文字時，效果可能不會很明顯；要表達「給定的」
、
「已知的」
、
「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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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自明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左側，要傳達「新的」
、
「未知的」
、
「可爭
論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右側。
(三) 如果文字採取由右向左的橫式編排，即暗示閱聽人要由右向左閱讀，
基本上，圖像在左、文字在右的圖文配置方式，閱讀流暢性較佳。但是如果要刻
意凸顯某一訊息的重要性或傳達特定的意義，重要的訊息應置放在版面右側，但
這個訊息如果是圖像時，效果可能不會很明顯；要表達「給定的」
、
「已知的」
、
「不
證自明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右側，要傳達「新的」
、
「未知的」
、
「可爭
論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左側。

關鍵字：版面編排、圖文配置、平面廣告、閱讀方向。

壹、 前言
本論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台灣的平面廣告中，圖像 (插圖或照片) 與文
字 (標題與內文) 的版面位置應當如何配置？」進一步來說，這個問題所要探究
的是：台灣的平面廣告中，如果採取橫式圖文配置 (圖像與文字左右並置，請參
見圖一、圖二)，圖像應該安排在文字的左邊或右邊比較好？

圖一：圖左、文右的橫式圖文配置

圖二：文左、圖右的橫式圖文配置

平面廣告很少單獨由圖像或文字來表現，通常是圖文並茂的。在一則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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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中至少會包含廣告插圖、標題、內文、商標和企業商品名稱等元素，把這些
元素安排 (arrange) 成一個合而為一的 (unified) 信息之過程，我們稱之為「版
面編排」(layout)。(Sandage, Fryburger, & Rotzoll, 1979) 在一個廣告版面上，
圖像與文字佔據了絕大部分的版面，以最常被使用、廣告回想分數最高的海報風
格形式 (poster-style format，也稱為picture-window layout) 為例 1，在這些用以
組成一個平面廣告的元素中，商標與企業商品名稱所佔面積只有 5-10% (Arens,
Weigold, & Arens, 2009)，也就是說廣告插圖、標題、內文合計佔有的面積超過
90%；因此，版面編排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要決定圖像 (廣告插圖或
照片)、文字 (標題與內文) 各自要安排在哪個版面位置上，這就是本論文中所謂
的「圖文配置」。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有直式 (圖像與文字上下配置) 和橫式兩
種，直式圖文配置比起橫式圖文配置，相對單純了許多，標準的直式圖文配置方
式為圖像在上、文字在下 (如圖三所示)，少有例外；因此，本論文將只針對橫
式的圖文配置來進行探討。

圖三：標準的直式圖文配置
在一個平面廣告中，究竟把圖像安排在文字的左邊或右邊比較好？有些研究
者主張，閱聽人對什麼視覺元素放在什麼版面位置的偏好與認知，是與生俱來的
(Ellis & Miller, 1981; Arnheim, 1988; Christman & Pinger, 1997)；因此，圖文應
當如何配置有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可循。有些研究者則主張，閱聽人對什麼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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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放在什麼版面位置的偏好與認知，受到所隸屬的文化慣例 (尤其是閱讀、書
寫方向) 的影響。(Vaid & Singh, 1989;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Chokron &
De Agostini, 2000; Heath et al., 2005) 因此，圖文應當如何配置，會依不同文
化所習慣的閱讀 (書寫) 方向而各異。兩種說法各有支持者，廣告設計人員進行
圖文配置時，常感莫衷一是。猶有過之的是，台灣是一個「多重書寫方向」同時
並存的社會，中文字可以由上往下直書，也可以由左往右 (甚至由右往左) 橫
寫，狀況比其他文化單一的書寫方向更複雜。
本論文之所以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主要原因是：在台灣這樣一個「多重書
寫方向」同時並存的環境中，進行圖文配置時所需權衡的狀況必然比其他文化複
雜，圖文的配置方式不可能直接挪用西方的研究發現或論述；但是到目前為止，
對於適用於台灣的圖文配置方式，仍缺乏有系統的研究和理論。在承擔廣告設計
人員基礎教育重責大任的廣告設計教科書中，版面編排相關章節於這個問題，不
是沒有處理，就是語焉不詳；廣告設計教科書通常只會告訴我們「人們在進行觀
察或閱讀時，其視線有一種自然的流動習慣，最為普遍的就是：由左到右，由上
而下，由左上沿著弧線向右下方流動」(蘆影，2002：241)，因此建議讀者進行
版面編排時，可以因應這樣的「視覺動線」來進行編排，稱之為「Z字形廣告閱
讀構圖法」，指出編排時可以「依整體版面畫個大Z字形，先排標題，然後是圖
形，然後是說明、標誌等 2 ，或是說廣告以圖形照片為主時 (圖形照片佔較大版
面，文字只佔極小版面)，則為左上至右下的視覺順序」
。(楊富裕，1999：61-62)
少數教科書中，難能可貴地因應中文有直式書寫的可能性，而提出「逆N字形廣
告閱讀構圖法」(翟治平、樊志育，2002)，因為他們認為「人們看直式(文字) 3
編排畫面時，會習慣性的從右上角看起，再漸游移至左下結束」(管倖生，1992：
207-208)。但是，在這些談論版面編排的章節中，都未曾花費些許篇幅，具體論
及圖、文的相對位置應當如何安排，為什麼應該要這樣安排。
圖文配置是版面編排的一部份，要探討圖文應當如何配置，必須先回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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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配置可以如何幫助達成版面編排的目的？楊中芳 (1987) 認為版面編排的
目的有三：(1) 增加廣告被看全的可能性；(2) 增加主題的整體表達，因而增加
瞭解；(3) 增加消費者對整體廣告的好感。圖文配置要能幫助版面編排達成這些
目標，至少有兩種因應方式，其一，找出閱聽人對圖文配置的偏好，投閱聽人所
好地進行圖文配置，自然能增加消費者對整體廣告的好感；其二，讓閱聽人面對
廣告時，能很流暢地把廣告元素依廣告設計者設定的次序完整閱讀，「順序閱讀
的內容在畫面上最好是連續的，而非跳躍的；即閱讀的路徑流暢而不重疊，不會
往復交叉」(管倖生，1992：209-210)，進而達成理解的目的，為此，必須找出
閱聽人閱覽版頁的方式，然後據以進行圖文的配置。
針對這兩種因應方式，檢閱相關研究與論述，大致可歸納出兩個研究圖文
配置的取徑。其一，認為閱聽人對特定的圖文配置或閱覽版頁方式有所偏好，是
因為人的生理結構使然，是與生俱來、固定不變的，這一個觀看角度傾向於「本
質論」。其二，認為閱聽人對特定的圖文配置閱覽版頁方式有所偏好，是受到文
化慣習的影響，這一個觀看角度偏向於「建構論」。本論文將先分別從這兩個角
度歸納相關研究、論述其與圖文配置方式的關係，進而探討同時存在多重書寫方
向的台灣，平面廣告中圖像與文字的版面位置應當如何配置。

貳、 本質論觀點的圖文配置方式
在這個部分，將先簡要回顧從本質論觀點出發的相關研究與論述，而後據
以探討廣告版面的圖文應當如何配置。

一、從本質論觀點出發的相關研究與論述
有些廣告設計教科書在版面編排的相關章節中提及「畫面以中線為
界，……，左側的視覺訴求力強於右側」(蘆影，2002：241)，這樣的說法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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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以下訊息：人們對於呈現在左、右視覺場域 (visual field，亦即左、右眼個
別能觀察到的空間範圍) 上的訊息的偏好程度與意義認知是不對稱的
(asymmetrical)。早期的研究大多認為這種不對稱的視覺場域偏好與意義認知，
是生理學上左、右半腦功能分工的反映。(Heath et al., 2005; Chokron & De
Agostini, 2000) 相關的研究及論述，可分為以下兩個面向來進行說明：
(一)關於視覺場域、方向性的不對稱偏好與生理結構之間的關係
Ellis 與 Miller (1981) 以實驗方法實際進行驗證，他們讓 40 名受試者 (20
人慣用右手，20 人慣用左手 4 ) 自行組合平面廣告的圖像與文字，以比較慣用左
手者和慣用右手者對廣告中圖文配置的偏好。結果發現：慣用右手者偏好把圖像
配置在廣告版面的左側、文字配置在廣告版面的右側，而慣用左手者則沒有整體
偏好，個別差異很大。Christman 與 Pinger (1997) 則是透過實驗方法測試了
視覺方向性 (visual directionality) 5 的偏好與生理結構之間的關係，發現正常的
受試者 (慣用右手者) 偏好由左向右的方向的刺激 (比如：由左往右的箭頭、面
向右邊的人、由左往右的動作等等)。
這些研究似乎都顯示，一般正常人 (左半腦主管語文、邏輯，右半腦主管空
間、圖像者) 偏好把圖像配置在左側、文字配置在右側的版頁，以及由左向右的
方向的刺激。
(二)關於對不同視覺場域意義認知與生理結構之間的關係
藝術心理學家 Arnheim 在這一方面有其獨特的見解，他分析視覺作品時很
強調某些特定空間位置的重要性，比如：他覺得中心位置伴隨著一種永存
(permanence) 的感覺 (1988 ：109)；他也主張視覺場域在意義認知上是不對稱
的，認為視覺場域的左邊與右邊會顯現出不同的視覺「重量」(weight)，同樣的
視覺元素擺在左邊，感覺上會比擺在右邊來得重要。(1988：47) Arnheim 嘗試
用生理學上左、右半腦的分工現象，來解釋視覺場域意義認知的不對稱性；他認
為：右半腦職司空間知覺的處理，左半腦職司語言文字的處理，而因為視神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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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投射在右半腦的訊息事實上是來自於左眼，因此視覺場域的左邊可能較被
職司空間知覺處理的右半腦所偏好，而被感覺為比較重要。(1988：47)
雖然沒有實證研究的支持，Arnheim 主張在一般正常人 (左半腦職司語文、
邏輯處理，右半腦職司空間、圖像處理者) 的認知中，呈現在左視域的訊息會比
呈現在右視域的訊息重要。

二、本質論觀點的廣告版面圖文配置方式
正常的狀況下，右半腦接收、處理來自左眼的訊息，職司空間知覺的處理，
因此本質論者普遍認為閱聽人與生俱來地偏好圖像配置在版面左側、文字配置在
版面右側的版頁，偏好由左往右方向的刺激，並且認為擺在版面左邊的視覺元
素，感覺上會比擺在右邊的重要。面對這種對於視覺場域和視覺方向性的不對稱
偏好與視覺場域意義的不對稱認知，廣告版面上的圖文應當如何進行配置？
(一) 因為閱聽人偏好圖像配置在版面左側、文字配置在版面右側的版頁，
所以廣告設計者只要把圖像配置在版面的左側，文字配置在版面的右側，閱聽人
都會喜歡。從這個角度來看，廣告設計者進行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時，應該盡量
把圖像安排在文字的左邊。
(二) 因為閱聽人與生俱來偏好由左往右的方向的刺激，所以圖文的配置必
須營造出由左往右的方向性，也就是說要符合閱聽人由左往右閱覽的次序性。閱
聽人對於一個版面上的視覺元素是否存在閱覽的優先次序？「一般而言，閱覽的
順序通常是……從圖而字，從大字而小字」(管倖生，1992：210)，面對一則平
面廣告，多數消費者會先把目光放在圖片上，然後閱讀標題，如果感興趣接著再
細讀內文，最後把視線停留在商標與企業商品名稱上 (Arens, Weigold, & Arens,
2009: 356) 。美國資深新聞工作者、報紙設計顧問Phil Nesbitt 更進一步詳細指
出，讀者會潛意識地依以下次序來排列出版頁上元素的視覺優先順序 6 ：(1) 照
片，圖片；(2) 圖表，插畫；(3) 標題印刷字；(4) 為與標題連結的大的、不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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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印刷字；(5) 孤立的色彩元素 (色塊、背景等)；(6) 留白空間；(7) 格線或
邊線；(8) 內文。在閱聽人會不由自主先看圖像、後看文字的狀況下，進行版面
的圖文配置時，圖像安排在版面左邊、文字安排在版面右邊，才能營造出由左往
右的方向性。
(三) 因為閱聽人在感覺上會認為擺在版面左側的訊息比較重要，所以廣告
設計者只要把他認為重要的訊息放在版面的左側，不管是圖像或文字，閱聽人都
應該同樣感受到訊息的重要性。但是，這樣的圖文配置原則，如果遇到設計人員
賦予文字訊息的重要性高於圖像訊息，而把文字安排在圖像的左側，可能就會面
臨違背閱聽人與生俱來的視覺場域和方向性偏好的狀況。
總結來說，從本質論的角度來看，進行圖文配置時如果把圖像安排在文字
的左側，既能符合閱聽人無條件地偏好圖在左、文在右的版頁，又能營造出閱聽
人所偏好的、由左往右的方向性。而關於閱聽人傾向認為擺在版面左側的訊息比
較重要這一點，進行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時，如果廣告設計者賦予圖像訊息的重
要性高於文字訊息，圖像在左、文字在右的配置也能符合閱聽人與生俱來的視覺
場域與方向性偏好；但是如果廣告設計者賦予文字訊息的重要性高於圖像訊息，
為了迎合閱聽人對版面左側的重要性認知，勢必把文字配置在左、圖像配置在
右，這樣的配置就會面臨違背閱聽人與生俱來的視覺場域和方向性偏好的狀況。
閱聽人的偏好重要，抑或是認知重要，將面臨取捨。

參、 建構論觀點的圖文配置方式
本部分將先簡要回顧從建構論觀點出發的相關研究與論述，而後據以探討
廣告版面的圖文應當如何配置。

一、從建構論觀點出發的相關研究與論述
9

探討圖文應當如何配置，另外一個觀看角度偏向於建構論，認為圖文配置
會受到閱聽人所隸屬文化慣例 (convention) 的影響，而且多數研究者認為「習
慣閱讀 (書寫) 的方向」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正如澳洲視覺語言學家 Kress 與
van Leeuwen (1996)

所言：「西方的視覺傳播深受由左而右的書寫慣例的影

響」。(p.3) 相關的研究及論述，可分為以下三個面向來進行說明：
(一)關於視覺場域、方向性的不對稱偏好與閱讀 (書寫) 習慣之間的關係
為了驗證視覺場域或方向性的不對稱偏好是否真的會受到習慣閱讀 (書寫)
的方向所影響，研究者測試了習慣由左向右閱讀者 (比如使用英文、法文者) 與
習慣由右向左閱讀者 (比如使用阿拉伯文、希伯來文者) 兩群受試者，比較他們
對呈現在左視覺場域與右視覺場域的訊息的偏好 (Vaid & Singh, 1989; Heath et
al., 2005 ) ，以及對由左向右或由右向左的視覺方向性的偏好 (Chokron & D e
Agostini, 2000)。結果發現：在視覺場域的偏好方面，習慣由左向右閱讀者明顯
偏好呈現在左視域的訊息，但是，習慣由右向左閱讀者對於呈現在右視域的訊息
的偏好並不明顯，Nachshon (19 85) 認為這研究者都以圖像為測試材料，有可
能是因為文化影響與天生傾向 (偏好圖在左、文在右) 相互抵銷所致；在視覺方
向性的偏好方面，習慣由左向右閱讀者偏好右向的刺激，習慣由右向左閱讀者偏
好左向刺激 (但較不明顯)。
同樣探討閱聽人對視覺場域、視覺方向性的不對稱偏好，本質論觀點直接
指出：閱聽人天生偏好圖在左、文在右的版面配置，以及由左向右的方向的刺激；
建構論觀點則認為：偏好哪個視覺場域或視覺方向，與閱聽人所屬文化習慣閱讀
的方向有關，習慣由左向右閱讀的西方世界，明顯偏好呈現在左視域的訊息 (不
管是圖像或是文字) 以及右向的刺激；但是在習慣由右向左閱讀的文化中，視覺
場域及視覺方向性的偏好則剛好相反，但是比較不明顯，有可能是受天生傾向
(偏好圖在左、文在右) 抵銷所致。果真如此，則閱聽人對視覺場域、視覺方向性
的不對稱偏好，可能受到生理結構與文化慣例的雙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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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對版面上不同區位的意義認知與閱讀 (書寫) 習慣之間的關係
致力於研究視覺傳播的語法問題，Kress 與 van Leeuwen (1996) 認為一
個版面上的不同區位，例如左、右，上、下，中心、周邊，會顯現不同的訊息價
值 (information value)，因此把同一個視覺元素配置到不同的區位上，就會承載
與之對應的特定、隸屬於不同區位的訊息價值。(p.183) 訊息價值事實上就是閱
聽人對於版面上不同區位的意義認知，以和本論文比較有關的左、右區位為例，
兩位學者認為把一個視覺元素配置在版面的左側，顯示這個視覺元素是「給定的」
(given)、
「已知的」(already know)，或者是「不證自明的」(self-evident)；而把
一個視覺元素配置在版面的右側，則顯示這個視覺元素是「新的」(new)、
「未知
的」(not yet know) ，或者是「可爭論的」(contestable)。(pp.186-187) 為什麼
一個視覺作品的左、右區位各自會顯現出前述的訊息價值？Kress 與 van
Leeuwen 更進一步指出：視覺作品的水平結構與語言中的時序結構相似 (1996:
188)，西方語言中的時序結構是先左、後右，因此視覺作品的左區位所顯現的訊
息價值通常時序在前，右區位所顯現的訊息價值通常時序在後。
(三)關於閱覽一個版頁的方式與閱讀 (書寫) 習慣之間的關係
閱讀 (書寫) 習慣除了影響閱聽人對視覺場域或方向的不對稱偏好，以及不
同區位的意義認知之外，還會影響我們閱覽一個版面的方式。1950 年代初期，
美國印刷字體藝術專家Edmund Arnold 為了說明閱讀方向對人們閱覽一個版面
的方式的影響，以徵詢他人意見及親身觀察為基礎構思出一個模式，稱為谷騰堡
圖形 (The Gutenberg Diagram)，主張：面對一個版頁時，讀者的眼睛會自然地
落在版頁的左上角，然後交錯往下；在每一個由左往右的掃瞄之後，眼睛會返回
預期的下一行水平軸起始點。一個版頁基本上可以區分為四個象限：主要視覺區
(POA；左上)，終止區 (T A；右下)，強閒置區 (SFC ；右上)，弱閒置區 (W FC；
左下)。眼睛從POA進入一個版面，而後藉由Arnold所謂的「閱讀重力」(reading
gravity)，透過最直接的路徑到達TA 7。(Wheildon, 1995; arts.deakin.edu.au) 請
11

參見圖四。

primary optical area.

×

×

starts here.

strong fallow corner.
eye not attracted here.

‘backward’ movement

90°

that the eye resists
when reading.

weak fallow corner.

×

○

terminal anchor.
eye ends here.

圖四：谷騰堡圖形
但是 Phil Nesbitt 認為這只是在一個單調版頁上的狀態而已；如前所述，他
認為讀者會潛意識地依以下次序來排列出版頁上元素的視覺優先順序：(1) 照
片，圖片；(2) 圖表，插畫；(3) 標題印刷字；(4) 為與標題連結的大的、不尋
常的印刷字；(5) 孤立的色彩元素 (色塊、背景等)；(6) 留白空間；(7) 格線或
邊線；(8) 內文。(arts.deakin.edu.au) 因此，從建構論的角度來看閱聽人閱覽一個
版面的方式，必須先預設：閱聽人看一個版面時，版頁上的元素有其視覺優先順
序存在，
「從圖而字，從大字而小字」(管倖生，1992：210)，然後再來考慮閱讀
方向對版面閱覽方式的影響。在習慣由左向右閱讀的西方社會中，面對一個版頁
時，讀者的眼睛會自然地從左上角進入版頁，透過最直接的路徑到達右下角。面
對一個廣告時，眼睛的掃瞄習慣與看的優先順序一致時，也就是說廣告的版面編
排方式不干擾眼睛的自然流動方式 (依次是圖像、標題、內文、商標與企業商品
名稱)，似乎較可能在廣告回想測試中獲得高分。

二、建構論觀點的廣告版面圖文配置方式
傾向建構論的研究者對習慣不同閱讀方向的族群進行了比較研究，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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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閱聽人對於一個版面的視覺場域或方向性的不對稱偏好，受到習慣閱讀 (書
寫) 的方向的影響；習慣由左向右閱讀的族群明顯偏好一個版面的左視域或由左
向右的刺激，習慣由右向左閱讀的族群雖然沒有明顯偏好右視域 (可能受天生偏
好圖像放在版面右側的傾向抵銷)，但是偏好由右向左的刺激。而 Kress 與 van
Leeuwen (1996) 主張：放置在版面不同區位的訊息會有不同的訊息價值認知，
主要是受到閱讀 (書寫) 習慣的影響，而且視覺作品的水平結構與語言中的時序
結構相似，先發生的放在左側、後發生的放在右側。此外，Edmund Arnold 認為
閱聽人面對一個版頁時眼睛會自然地從左上角進入版頁，透過最直接的路徑到達
右下角，也是受到閱讀 (書寫) 習慣的影響，「我們掃瞄一個圖像的方式，受到
我們閱讀一個版頁的方式的影響。當我們閱讀的時候，眼睛從版頁的左上角移向
右下角，左上－右下的對角線在許多畫作以及廣告構圖中，確實是一個極端重要
的向度。」(Vestergaard & Schroder, 1985：44)
面對這種對於版面視域和方向性的不對稱偏好、對不同區位顯現不同的意
義認知，以及西方由左上往右下流動的版頁閱覽方式，廣告版面上的圖文應當如
何進行配置？
(一) 西方文化習慣由左向右閱讀，因此閱聽人明顯偏好呈現在左視域的訊
息，理論上廣告設計者只要把他認為重要的訊息放在版面的左側，不管是圖像或
文字，閱聽人都會喜歡；在習慣由右向左閱讀的社會中，則應把重要的訊息放在
版面的右側，但是閱聽人的不對稱偏好傾向比較不明顯。從這個面向來看，圖像
擺在文字的左邊或右邊，端視廣告設計者認為哪個訊息比較重要，而且會因習慣
閱讀的方向而有所不同。
(二) 西方的閱聽人習慣由左往右閱讀或書寫，而習慣由左往右閱讀者偏好
右向的刺激，所以圖文的配置必須營造出由左往右的方向性，也就是說要符合閱
聽人由左往右閱覽的次序性；在習慣由右向左閱讀的社會中，則應營造出由右往
左的方向性。閱聽人看一個版面時，通常先看圖後看文，所以在西方社會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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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放置在版面左側、文字放置在版面右側，才能營造出由左往右的方向性；在習
慣由右向左閱讀的社會中，圖像放置在版面右側、文字放置在版面左側，才能營
造出由右往左的方向性，但是閱聽人的不對稱偏好傾向比較不明顯。
(三) 根據 Kress 與 van Leeuwen (1996) 的說法，在西方社會中，放置在
版面左側的訊息承載著「給定的」
、
「已知的」
、
「不證自明的」訊息價值，放置在
版面右側的訊息承載著「新的」
、
「未知的」
、
「可爭論的」訊息價值；該把圖像或
文字放置在版面的左側或右側，看似需依據所要達成的意義認知而定。但是兩位
學者又特別強調：視覺作品的水平結構與語言中的時序結構相似，似乎又暗示著
應以時序的先後來決定版面的圖文配置，先發生的訊息放置在左邊，後發生的訊
息放置在右邊。當然，習慣閱讀方向與西方社會相反者，其訊息價值的承載區位
也可能相反。
(四) 因為閱聽人閱覽一個版頁時，對不同視覺元素有閱讀的優先次序，通
常是先看圖後看文，而且西方閱聽人閱覽時會從版頁的左上方進入，透過最直接
的路徑到達右下角。所以，廣告版面上的圖像應該配置在左邊、文字應該配置在
右邊，閱覽的路徑才能流暢而不重疊，不會往復交叉。當然，習慣閱讀方向與西
方社會相反者，其圖文配置的位置也可能相反。
總結來說，從建構論的角度來看，要符合習慣由左向右閱讀的閱聽人由左
上往右下的閱讀重力，版面左側時序在前、版面右側時序在後的認知，又要營造
出閱聽人所偏好的、由左往右的方向性，進行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時，圖像應該
擺在左邊、文字應該擺在右邊；要符合習慣由右向左閱讀的閱聽人由右上往左下
的閱讀重力，版面右側時序在前、版面左側時序在後的認知，又要營造出閱聽人
所偏好的、由右往左的方向性，進行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時，圖像應該擺在右邊、
文字應該擺在左邊。而根據習慣由左向右閱讀的閱聽人偏好版面的左側，習慣由
右向左閱讀的閱聽人偏好版面的右側 (雖然不是很明顯) 的研究結果，進行廣告
版面的圖文配置時，圖像究竟應擺在文字的左邊或右邊，似乎應該視廣告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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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哪個訊息比較重要來決定；因此根據視覺場域的不對稱偏好來決定的圖文配
置方式，有可能與根據閱讀重力、訊息價值認知與視覺方向性偏好來決定的圖文
配置方式相違背。閱聽人的偏好重要，抑或是容易閱讀、正確認知重要，將面臨
取捨。

肆、 在中文的書寫脈絡下台灣的平面廣告應當如何進行圖文配置？
Kress 與 van Leeuwen (1996) 認為訊息價值深受書寫慣例的影響，因此
「其他由右而左或由上而下書寫的文化，可能會賦予主要空間視覺面向不同的價
值或意義」
。(p.3) 事實上，從文化建構的角度來看，深受書寫慣例影響的應該不
僅訊息價值而已，包括視覺場域、視覺方向性的偏好，以及版頁的閱覽方式，如
前所述，在其他由右而左書寫的文化中，都顯現出另外一種模樣；如果一種語文
同時具備多重閱讀方向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例如日文、中文，情況將會變得
更複雜。底下將先簡要回顧多重閱讀方向對視覺場域、視覺方向性的偏好的影響
之相關研究，而後說明具多重閱讀方向的台灣，平面廣告應當如何進行圖文配置。

一、多重閱讀方向對視覺場域、方向性偏好，不同區位意義認知，版頁閱覽方式
會產生什麼影響？
傳統的日本文字跟中文字一樣是從右而左直書的，從「閱讀重力」的角度
來看，剛好與英文字的書寫相反，是從右上方往左下方流動的。Jewitt 與 Oyama
(2001) 以 EXIT 的燈箱圖示為例，比較分析日本人與英國人偏好的視覺方向性，
以及在不同區位的訊息價值。結果發現：在日本，EXIT 燈箱人形的臉朝左奔跑，
在英國，EXIT 燈箱人形的臉朝右奔跑；也就是說日本人偏好由右向左的視覺方
向性，英國人則偏好由左向右的視覺方向性。關於不同區位的訊息價值，日本的
例子中，
「已知」(文字與人形) 在右、
「新的」(指示箭頭) 在左；英國的例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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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在左而「新的」在右。顯然，就像文字書寫的方向性一樣，在兩個文化
中，偏好的視覺方向性與不同區位的訊息價值也不一樣。
事實上日本文字的書寫，跟中文字一樣是可直、可橫的，直式書寫 (vertical
writing) 從右而左，其閱讀重力由右上方向左下方流動；橫式書寫 (horizont al
writing) 從左而右，其閱讀重力由左上方向右下方流動。而且橫式書寫日漸普
遍，有取代直式書寫之勢。那為什麼日本人跟英國人在視覺方向性的偏好與不同
區位的訊息價值上，會有那麼大的差異？Oyama (2000) 指出，日本人是一個重
視傳統的民族，橫式書寫帶給日本人的是西方、現代的感覺；而直式書寫才是日
本的老式書寫，體現一種傳統的感覺，暗示著真正性、固有性。
針對使用中文字的華人，並未進行過類似的文化比較研究，所以實際的狀
況無從得知。但是，Lau、Goonetilleke 與 Shi h 三位學者曾針對香港華人、大
陸華人，以及非本國的華文讀者進行了一系列的比較研究，主要是想要瞭解，這
三種文化背景不同的中文字使用者，對直式 (直行間距比橫列間距大)、橫式 (橫
列間距比直行間距大)、制式 (行列間距均等) 等三種文字編排方式的螢幕掃瞄型
態是否不同。結果發現：香港華人不管對哪種文字編排方式都偏好橫式掃瞄 (Z
字形掃瞄)；而大陸華人的掃瞄型態則明顯受到文字編排方式的影響，針對橫式
編排採取橫式掃瞄 (Z 字形掃瞄)，針對直式編排採取直式掃瞄 (逆 N 字形掃瞄)，
而制式編排的橫式/直式掃瞄比率 (HV -ratio) 介於兩者中間；非本國的華文讀者
則對所有三種文字編排方式，都沒有橫式掃瞄 (Z 字形掃瞄) 或直式掃瞄 (逆 N
字形掃瞄) 的偏好。(Lau, Shih, & Goonetilleke, 2000; Lau, Goonetilleke, & Shih,
2001; Lau, Goonetilleke, & Shih, 2002) 三位學者認為造成香港華人和大陸華人
對不同文字編排方式的掃瞄型態呈現明顯差異的可能原因之一，是香港、大陸兩
地閱讀材料的差異，香港均為橫式編排，大陸則橫、直並存，現代文採橫式編排、
古文採直式編排。
雖然同為華人，過去所接觸的都是直式書寫的中文字，但是隨著閱讀材料
16

書寫方向的改變，對於中文字的掃瞄偏好也會逐漸跟著改變了。以下幾位學者的
研究結果，可以做為佐證資料，Miles 與 Shen (1925) 和Shen (1927) 的研究
都顯示中文直讀的表現比橫讀好，但是相隔 6、70 年之後，Sun、Morita和 S tark
(1985) 與蔡介立 (2000) 的研究卻顯示中文橫讀的表現比直讀好，造成兩者結
果不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早期文章以直排為主，後來很多文章改為橫排 8 ，閱讀
習慣的改變影響了眼動型態及閱讀的效率。
生活在台灣的華人所面對的中文書寫環境，比生活在大陸的華人更複雜，
日常生活中充滿了橫寫與直寫並存的狀況 (主要有「由上而下、由右往左」
、
「由
左而右、由上往下」兩種)，比如在報紙上，標題常是由左而右的橫式書寫，而
內文報導則常是由右而左的直式書寫；而人們也因而練就了遇橫書則橫讀、遇直
書則直讀的功力。由此推斷，台灣華人的文字掃瞄型態會比大陸華人更明顯地受
到文字編排方式的影響。

二、台灣的平面廣告應當如何進行圖文配置？
根據前述研究與論述推斷，台灣的閱聽人對視覺場域、視覺方向性的偏好，
對版面不同區位的意義認知，還有對一個版頁的閱覽方式，應該會依文字書寫方
向進行調整。當面對的版面文字採用橫式書寫時，閱聽人會由左而右進行閱讀，
廣告版面上圖文的配置方式與西方文化中的配置方式相似：
(一) 因為閱聽人偏好呈現在左視域的訊息，理論上廣告設計者只要把他認為
重要的訊息放在版面的左側，不管是圖像或文字，閱聽人都會喜歡。從這個面向
來看，圖像擺在文字的左邊或右邊，端視廣告設計者認為哪個訊息比較重要。
(二) 由左往右閱讀時閱聽人偏好右向的刺激，所以圖文的配置必須營造出由
左往右的方向性，也就是說要符合閱聽人由左往右閱覽的次序性。閱聽人看一個
版面時，通常先看圖後看文，所以圖像放置在版面左側、文字放置在版面右側，
才能營造出由左往右的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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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放置在版面左側的訊息承載著「給定的」
、
「已知的」
、
「不證自明的」訊
息價值，放置在版面右側的承載著「新的」
、
「未知的」
、
「可爭論的」訊息價值，
該把圖像或文字放置在版面的左側或右側，依據所要達成的意義認知而定。此
外，先發生的訊息放置在左邊，後發生的訊息發生在右邊。
(四) 因應視覺元素的閱覽優先次序，以及由左上方往右下方流動的閱讀重
力，廣告版面上的圖像應該配置在左邊、文字應該配置在右邊，閱覽的路徑才能
流暢而不重疊，不會往復交叉。
當面對的版面文字採用直式書寫時，閱聽人會由右往左進行閱讀，則廣告
版面上圖文的配置方式與西方文化中的配置方式必須相反：
(一) 因應閱聽人傾向偏好呈現在右視域的訊息，不管是圖像或文字，廣告設
計者應該把他認為重要的訊息放在版面的右側。但是重要訊息如果是圖像，受閱
聽人天生偏好圖像安排在版面左側的影響，效果將比較不明顯。
(二) 閱聽人偏好左向的刺激，而且閱聽人看一個版面時，通常先看圖後看
文，所以圖像放置在版面右側、文字放置在版面左側，才能營造出由右往左的方
向性。但是受閱聽人天生偏好圖像安排在版面左側的影響，效果將比較不明顯。
(三) 放置在版面右側的訊息承載著「給定的」
、
「已知的」
、
「不證自明的」訊
息價值，放置在版面左側的承載著「新的」
、
「未知的」
、
「可爭論的」訊息價值，
該把圖像或文字放置在版面的左側或右側，視所要達成的意義認知而定。此外，
先發生的訊息應放置在右邊，後發生的訊息應放置在左邊。
(四) 因應閱聽人對視覺元素的閱覽優先次序，以及由右上方往左下方流動的
閱讀重力，廣告版面上的圖像應該配置在右邊、文字應該配置在左邊，閱覽的路
徑才能流暢而不重疊，不會往復交叉。
在雙重閱讀方向的語文環境中進行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最忌諱的是在同
一個版面上出現兩種不同的文字編排方向。從完形心理學的角度來看，「如果一
個格式塔中包含了太多的互不相關的單位，眼腦就會試圖將其簡化；如果辦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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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就會看不懂或無法接受」(盧小雁，2002：29)，同時出現兩種不同編排
方向的文字，就像是把一個原本一體的單位硬是拆成兩個乍看之下互不相關的單
位，這樣會讓閱聽人不知應該由左往右閱覽這個廣告，還是由右往左閱覽這個廣
告，閱覽的路徑因而交叉往復，不能流暢；此外，閱聽人對於視覺區域、視覺方
向性的偏好，對於不同區位的意義認知也容易陷入混亂狀態。

伍、 結語
圖文配置是廣告版面編排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適當的圖文配置可以
增加廣告被看全的可能性、增加消費者對廣告的瞭解，還可以增加消費者對整體
廣告的好感度。但是台灣目前仍缺乏有關於圖文應當如何配置的系統研究和理
論，廣告設計教科書中對此也語焉不詳。
本論文因而嘗試著從本質論與建構論兩個角度，回顧相關研究與論述，相
互進行綜合和比較，希望能歸納出適用於台灣這個具雙重閱讀 (書寫) 方向的環
境的廣告版面圖文配置方式。大致歸納出以下幾個原則：
(一) 台灣是一個具雙重閱讀方向的語文環境，閱聽人面對一個廣告版面時應
具備依據文字書寫方向來調整廣告閱覽方式的能力；但是，身為一個廣告設計者
必須避免在同一個廣告版面上出現兩種不同的文字編排方向。如此才能傳達明確
的閱覽方式訊息給閱聽人，讓他調整廣告的閱覽方式。
(二) 如果文字採取由左向右的橫式編排，即暗示閱聽人要由左向右閱讀。要
符合閱聽人偏好圖在左側、文在右側的版頁，又要營造出閱聽人所偏好的、由左
往右的方向性，符合由左上往右下的閱讀重力；進行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時，圖
像應該擺在左邊、文字應該擺在右邊。但是如果考慮到訊息的重要性，以及訊息
所要傳達的意義，廣告設計人員認為比較重要的訊息應置放在版面左側；要表達
「給定的」
、
「已知的」
、
「不證自明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左側，要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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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未知的」、「可爭論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右側。
(三) 如果文字採取由右向左的橫式編排，即暗示閱聽人要由右向左閱讀。要
營造出閱聽人所偏好的、由右往左的方向性，符合由右上往左下的閱讀重力，進
行廣告版面的圖文配置時，圖像應該擺在右邊、文字應該擺在左邊，效果會比較
好一些。但是如果考慮到訊息的重要性，以及訊息所要傳達的意義，廣告設計人
員認為比較重要的訊息應置放在版面右側；要表達「給定的」
、
「已知的」
、
「不證
自明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右側，要傳達「新的」
、
「未知的」
、
「可爭論
的」等意義的訊息應放置在版面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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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

廣告設計人員會使用許多不同的版面編排形式，但是使用海報風格形式

(poster-style for mat，也稱為 picture-window layout) 的廣告回想分數最高。這
種版面編排形式使用單一、有力的主視覺，約佔廣告總面積 60-70%，標題約佔
10-15%的版頁面積，內文所佔的空間少於 20% ( 當然高涉入商品另當別論，說
得越多賣得越多)，企業商品名稱與商標所佔面積約 5-10%，而且多放在右下角
或廣告的下緣。(Arens, Weigold, & Arens , 2009: 355)
註二

這樣的說法對所謂「Z 字形閱讀」可能存有誤解，而且存有爭議，Arens,

Weigold, & Arens (2009) 就曾指出：當標題呈現在插圖的下方時，比起放在插
圖上方，閱讀率可增加 10%。(P.355)
註三

這段引文括弧內的文字為研究者所加，用以補充說明。

註四

大多數慣用右手者的左半腦主管語文相關功能、右半腦主管空間與操作技巧

(Kimura, 1973; Krashen, 1976)。而慣用左手者約有 70%左半腦主管語文相關功
能，15%右半腦主管語文相關功能，15%雙側再現。(Hecaen & Albert, 1978)
註五

視覺方向性 (visual directionality) 指的是視覺影像所創造或具體表達的方向

性，Oyama (2000) 認為它屬於 Ideational mat afunction 的範疇。Oyama 又區
分出兩種視覺方向性，其一經由視覺影像來瞭解，稱為圖像的方向性 (pictoria l
directionality) ； 其 二 經 由 語 言 來 瞭 解 ， 稱 為 書 寫 的 方 向 性 (scriptorial
directionality)。
註六

註七

見 Editing and Design, http:// arts. deakin. edu. au/ alj317/ topic 10-11. htm
這種「視覺動線」並不是絕對的，不可改變的，設計者經過巧妙的編排，又

可以自行改變視線流向，重設新的視覺流程。(蘆影，2002：241) 比如：利用數
字來指示、使用暗示動作或方向的影像來引導讀者的視線。(Lucas, 2002)
註八

中文的書寫本來是右起直排的，這樣的書寫格式使用了幾千年。1904 年出版

的嚴復寫的《英文漢詁》是中國第一本完全橫排的書，而且從左起橫排，開橫排
風氣之先。中國從 1956 年 1 月 1 日開始，
《人民日報》和地方報紙一律改為橫排。
此後除了古籍之外，各種出版物都改成了橫排。(馮志佛，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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