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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奧林匹克運動會廣告設計之影像表現方式進行研究。研究目的以一、

藉由探討當代廣告設計發展脈絡，並整理出相關應用手法，二、進一步經由搜集奧林

匹克運動會官方廣告內容，歸納並分析出此類型商品視覺應用之設計風格與表現形

式。再以個案研究法深入搜集近三屆2008北京、2012倫敦與2016里約奧運官方平面廣

告，探討奧運廣告內容的演變與策略、內容設計表現手法之間的關係；並以線條為要

素應用的風格表現為主，分析國內外知名個案之平面廣告。三、綜合上述研究結果，

透過線條、色彩、影像佈局技術等視覺語言結合不同影像設計表現手法進行創作。設

定以「運動」、「日本」、「線條」三元素作為平面廣告畫面佈局主要內容，創作出四系

列主題，分別為飲食東京系列、建築東京系列、文化東京系列、歷史東京系列，每系

列皆有三張創作作品，透過創作印證融合線條是最能表現出運動的律動特性與軌跡。

因此，本研究整體價值與主要發現在於：一、當代廣告設計之表現風格手法已朝向多

元發展。二、經分析近三屆之奧運官方海報，皆會以融合當地文化特色作主要表現。

三、本創作以融合線條之表現方式能展現文化與運動之特質。四、此次文化系列中所

嘗試的武士刀作為海報創作元素，取材難免會讓人產生負面聯想，但實際將作品展示

後，並無否定回饋，甚至不排斥認為創意本就該無邊界。或許日本給大眾普遍較拘謹

的印象，也許他們不敢嘗試或避免做的，對我們來說，會有其實驗性質與機會點。 

 

關鍵字：奧運、廣告設計、影像表現方式、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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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dvertising design of the Olympic 

Games. The research aim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advertising design, and to analysis 

the elements and style. Second,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style of the official advertising 

cont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Then the case study was to collect the three official print 

advertisements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London 2012, and the Rio 2016 

Olympic Games, and to explore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Olympic advertising content, 

strategies, and design performance, then analysis on well-known brands’ print 

advertisements. Base on the result we found, through the visual and lines or colors to create 

the creations. The design creations have three elements: "sports", "Japan" and "lines", these 

are set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rint advertisement layout. Four series of themes have been 

created, Tokyo food series, Tokyo architectural series, Tokyo cultural series, Tokyo historical 

series, each series has three creative works, and through these works and research, lines are 

the most expressive of the movement. Therefore, the value and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s 

follows: First, the advertising design has been diversified. Second, according to analysis, the 

official posters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mainly created base on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rd, this four series with line elements can expr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and movement. Fourth, used samurai’s sword as creative 

element in Tokyo cultural series poster will inevitably think about negative part, but after this 

poster was actually displayed, there is no negative feedbacks, and people think it does not 

even rule. They all agreed creative should have no boundaries. Maybe Japanese give the 

public a serious impression, or maybe they dare try or avoid something could be out chances 

and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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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透過大型賽事所創造的效益，除了有助於運動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外，在

舉辦過程中對周邊產業帶來的工作機會、賽事籌備技能等提升，也能替該國家或城市

開啟另一波成長動能。 

 

        正因如此，全球各城市無一不積極爭取運動賽事主辦權，以世界眾所皆知的六大國

際馬拉松1為例，現已是重要的城市行銷方式之一，馬拉松跑者皆認定這些是必去朝聖

之賽事；而另一運動賽事熱門城市為美國德州休士頓，在這裡全年皆有賽事，可說是

「運動迷的天堂」，北美職業體育聯賽四大職業運動：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

國家美式橄欖球聯盟 （NFL）、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和國家冰球聯盟 

（NHL），這些都有球隊以休士頓為主場地，因此，無論消費者是哪類型的運動愛好

者，都能在休士頓獲得滿足。這幾年來，從第一屆舉辦以來就備受世界各國爭取的賽事

–「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自 1896 年開始每四年舉辦一次，許多國家

或城市都爭相藉由爭取賽事的主辦權，重新塑造形象；也隨著賽事水準不斷提升，加上

行銷手法製造出的各種驚喜感，奧運對現今的消費者來說，不僅是體育賽事，其相關衍

生的視覺元素系統也都被會被作為廣泛討論的話題，並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加上由不同

國家主導，隨著其不同城市的文化與資源，便會經營與創造出不同的奧運印象。以臺灣

現況為例，在 2019 國際運動賽事在臺灣就舉辦了超過上百場。2017 年臺北舉辦了世大

運2，透過臺北世大運團隊做的努力，整合臺灣當地既有豐富資源與特色文化，成功地

提升城市形象，也同時傳達了與世界友善訊息。 

 

        2020 年即將舉行的東京奧運，在視覺製作上一樣不得馬虎，該如何肩負宣傳體育

文化外，又帶出主辦國的風情特色，這些也都將是全球注目焦點。於此，本創作研究

者將透過對歷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進行視覺文獻分析，並整理出近幾年當代廣告設計，

從中歸納影像廣告視覺表現的重要類目，進一步實際開發出具有創意之創作。 

                                                
1 世界六大國際馬拉松為東京馬拉松、芝加哥馬拉松、波士頓馬拉松、倫敦馬拉松、紐約馬拉松、柏林馬拉松。（整理自維基百

科，瀏覽日期 2018 年 1月 15 日） 
2 2017 年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為臺灣首次舉辦，是繼高雄世運、臺北聽奧後第三個也是層級最高的國際體育賽事。（整理自教育部

體育署網站，瀏覽日期 2018年 2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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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運動儼然已成為現今人們不可取代的生活內容一部分，再加上近幾年來各大城市透

過運動行銷已漸成為風潮，甚至是塑造城市品牌的首選，他們無一不努力發展出一套特

有的行銷策略。從近幾年的運動觀光潮流觀察，運動賽事帶來的經濟發展也絕對不容小

覷。在行銷的領域中，廣告就是品牌傳達自我概念的具體方式，透過廣告的呈現，消費

者才會明白品牌想要溝通的訊息。 

 

自1920年代開始，廣告開始運用大量圖片，文字越精簡，視覺效果的效果越讓人重視。

消費者對平面廣告圖像的注意度高達70％，遠超過文字的表現，對於圖像的記憶也比文

字來得持久（Rosbergen, Pieters, & Wedel, 1995）。透過上述內容，本研究將透過奧林

匹克運動會的文獻探討，整理分析出近幾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廣告設計相關影像表現方式

應用，並整理出近幾年當代廣告設計，歸納影像廣告視覺表現的重要類目，再應用於影

像作品設計創作中，期能提供未來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城市品牌廣告建構建議。以下為

此研究欲創作之影像作品製作要點：一、作品呈現：平面系列稿，二、作品製作：影像

結合視覺表現之重要類目表現手法。 

 

鑑於上述，本研究主要目標如下： 

（一）探討當代廣告設計發展脈絡，並整理出相關應用手法。 

（二）經由搜集奧林匹克運動會官方廣告內容，歸納並分析出此類型商品視覺應用之 

設計風格與表現形式。 

（三）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透過線條、色彩、影像佈局技術等視覺語言結合不同影像   

設計表現手法，創造出創作建議，提供未來奧運主辦城市品牌建構廣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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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 

        奧林匹克運動會可分為「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3」及「近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

此研究內所指的為近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始於1896年，由法國男爵古柏坦4（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發起。他多年遊走與鼓吹奧林匹克精神，終於在1894年，成立國際

奧林匹克委員會，並於1896年在希臘雅典舉辦第一屆，至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會為

止，共舉辦了三十一屆，自第八屆開始，增辦冬季奧運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宗旨為：

一、以競技運動為基礎，促進人類身心健全發展；二、透過運動競賽教育青年，建立

彼此友誼，進而創造更幸福與和平世界；三、推廣奧林匹克精神，增進國際間友誼；

四、集合全球運動員，參加四年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二、廣告設計（Advertisement Design） 

        廣告的種類依不同的分類標準而有所不同，以所利用的傳播媒體可分為：平面媒

體類、電子媒體類、戶外媒體類、交通媒體類（管倖生，1997；蕭湘文，2005），這

些都是奠基於廣告學與設計，以加強銷售所做的內容。此研究所指之廣告設計是以

「視覺」作為溝通和表現方式，透過排版，攝影或插圖進行視覺交流和解決問題的過

程；根據需求，平面廣告設計（Graphic design）最常見用途包括企業設計（標識和品

牌），編輯設計（雜誌，報紙和書籍），路標或環境設計，廣告，網頁設計，產品包

裝和識別。 

 

三、影像（Image） 

        通常指的是image、icon、picture等詞彙，picture的原意為：圖畫、照片、實際的電

影圖像之形象，停留在視覺層面的表象（翟治平、王韋堯，2009）。本研究探討的影像

是以現代電子技術取得，可儲存、紀錄於對光訊號敏感的媒介上。 

 

 

                                                
3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從公元前 776 年舉辦至公元 394 年，共有 293 屆都在古希臘城市奧林匹亞舉辦。（整理自《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一書，瀏覽日期 2018 年 3月 2 日） 
4
 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終生倡導奧林匹克精神，被稱「現代奧林匹克之父」。（整理自《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一書，瀏覽

日期 2018 年 4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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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探討奧林匹克運動會廣告設計相關影像表現方式，研究範圍包含以下： 

（一）當代廣告視覺設計之發展與演變，進而搜集廣告不同風格與手法之應用。 

（二）以奧林匹克運動會廣告內容影像表現為主要研究對象，歸納分析出其以影像廣告

視覺表現的重要類目。分析樣本不含其他贊助商商業品牌宣傳廣告內容，因品牌商業廣

告內容多與該商業符號作串連，此處僅以官方為本研究主軸。 

 

二、研究限制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賽事自1896年為第一屆，自第八屆開始，增辦冬季奧運會，累積

至今夏季奧運會亦有三十一屆，在人力、物力與時間限制下，此研究主要鎖定以過去夏

季賽事進行更深入的影像研究，如有需要，時間允許下亦不排除研究冬季賽事。 

（二）影像表現形式相當多元，風格面貌也多樣，應用項目上範疇亦甚廣，舉凡平面、

立體、多媒體等，廣告文本的搜集上，只限於官網上蒐集到的廣告內容，礙於空間上限

制無法直接與奧林匹克運動會官方接觸進行廣告搜集，因此，在文本上可能無法完整齊

全。而本研究創作最終將以「平面」文本輸出，僅能以此作為代表性列入研究範圍，其

他項目將依需要斟酌列入進行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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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設計創作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與經典個案研究法及實證三階段進行： 

一、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 

透過調查文獻獲得相關資料，幫助理解問題的過去與現狀，正確地掌握問題。主要搜集

資料包括論文、期刊，以及其他相關書籍資料等，深入瞭解後，整理並分析出當代廣告

設計的發展脈絡，文獻探討的內容包括（一）當代廣告設計發展相關研究（二）奧運廣

告內容相關分析研究：藉由瞭解廣告的發展脈絡與現代廣告趨勢，再針對奧運廣告內容

進行結構分析，探討奧運廣告內容的演變與策略、訊息表現方式之間的關係。 

 

二、 經典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藉由國內外相關雜誌、網路、書籍資料加以挑選出奧林匹克運動會官方廣告內容，採歷

年個案探討、分析與綜合觀察等方式瞭解其形成的特點與風格，並作為後續設計創作參

考依據。第一階段針對近三屆夏季奧運廣告內容進行研究分析，也因應當代廣告演進，

第二階段將探討以線條為要素的當代平面廣告個案，探討線條之表現方式與訊息傳達之

關係，最後再將研究結果進行歸納總結。 

 

三、 創作實證法（Empirical Creation） 

應用上述兩種研究方法產生出的概念與觀察，於創作之廣告內容中，設定以「運

動」、「日本」加上「線條」此三元素作為平面廣告畫面布局的主要內容，創作出系

列主題，例如：飲食東京系列、建築東京系列、文化東京系列、歷史東京系列、科技

東京系列、人文東京系列等。再根據創作分析歸納出建議與本研究創作之檢討，期能

提供未來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城市品牌建構廣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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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進行之架構流程圖，如圖1-1所示。 

圖1-1.論文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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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研究 

       本章將以文獻回顧奧林匹克運動會廣告內容，並進行瞭解當代廣告設計發展，從其

定義、源起、歷程及風格等，透過交叉整理與探討，藉以探索奧林匹克運動會影像設計

表現方式之相關特質及表現特徵。 

本章節主要可分為三部份進行： 

一、文獻回顧與探討。  

二、當代廣告設計發展相關研究。  

三、奧運廣告內容相關分析研究。 

 

第一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為瞭解目前和「奧林匹克運動會」相關之研究，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以「奧運」關鍵字搜尋，總共一百八十餘篇，其中和廣告內容相關之學術文獻，國內文

獻共計八篇，國外與奧運之相關文獻則不計其數達上萬篇。若排除廣告內容以贊助商品

牌相關之研究，加上國外文獻此處列出代表共十篇。其中可發現，大部分的研究內容都

將焦點放在2008北京奧運。而北京是夏季奧運會第三次選擇舉辦在亞洲國家，也是第三

次在社會主義5國家舉行，因此可能較受注目，篇幅亦較多。綜合以上敘述，國內外學

術文獻茲整理如下說明： 

 

        隨著廣告發展，奧運活動在視覺的表現上，隨著其精神及主辦城市的不同，呈現的

風貌就有不同。2008年北京奧運以「一個世界，一個夢想」的口號，製作了三套主題6視

覺，分別欲反映綠色、人文及高科技奧運的概念。許惠婷（2008）即針對北京奧運一系

列短片廣告進行文本分析，欲研究廣告是否真正表達所設定的「人文奧運」之精神，研

究結果顯示幾乎是符合的。這同時也反映著北京將奧運視為一重要轉折點，北京期望透

過奧運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風貌，藉此想重寫歷史並呈現出新的國家形象。 

 

 

                                                
5
 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長期實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國家。（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8年 10 月 1 日） 

6 北京奧運三套主題視覺分別為：” Theme Posters”、” People's Posters”、” Sports Posters” （整理自奧運官網，瀏覽日期 2018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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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個國際型的運動賽事，在美學與視覺呈現上最常面對的不單只是東方與西方文

化的差異，更需要有傳統文化與現代新科技的創新衝擊。如同我們所理解，奧運的所有

視覺形象，吉祥物、奧運體育圖示及會徽（LOGO）等都必須要具備能傳達出整體的奧

運核心精神，林怡廷（2008）同樣採2008年北京奧運為研究，探討該屆奧運產出之所有

視覺形象相對於當代的文化創意產業及美學環境下，是否有將其精神展現，並藉由蘇

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美學」進行理論分析。經檢視後，研究顯示蘇珊．朗格的「藝術

符號美學」的確是良好的理論主軸，且從審美要素分析發現「美學」、「文化」、「創

意」概念的應用，可讓視覺符號超越基本功能的表達。同樣，張瓊文（2012）則針對

1968至2014年奧運吉祥物進行造型分析。她建議，為了展現主辦國特色和奧運精神主

題，設計者除了須對當地文化有深入認識外，也應考慮吉祥物的國際性，納東方或西方

觀點作為參考。同為吉祥物，林怡伸（2003）則研究以奧運吉祥物臉部結構外觀偏好探

討，她發現，吉祥物的偏好對女性而言，偏感性層次，並以主觀感覺為主；男性沒有女

性感受強烈。對於有設計背景的設計者來說，簡約樸質風格的外觀接受度較高。 

 

        而當這些官方的視覺要素都成形後，消費者是否有接收到正確賽事資訊，除了消

費者親身體驗與感受外，傳播的媒介工具亦相當重要。劉玉峯（2011）在北京奧運期

間，針對收看電視轉播之觀眾進行網路問券調查，探討企業品牌贊助的廣告直接與間

接效果，研究顯示，觀賞電視轉播以男性居多，「企業辨識度」與「印象深刻」品牌

皆為麥當勞。而企業「品牌形象」對「廣告效果」、「品牌權益」與「關係品質」效

果影響顯著，這些全都密不可分。 

 

        黃智彥（2008）同樣以2008年北京奧運遊客之觀光體驗為出發點，設定奧運台灣

地區參與者，包括運動員、工作人員、遊客，結合Schmitt（1999）提出的策略體驗為

模組，依感官、思考、情感、關係、行動體驗，衡量參與者對奧運的認知，以半結構

式深度訪談法，衡量參與者對奧運的認知，驗證奧運對其產生的體驗與意象關聯。研

究結論主要有三：一為觀光體驗內涵隨參與身份不同而有差異，二為形塑意象，主要

認知差異大在於綠色奧運及精神口號部分，第三為對遊客對於觀光體驗主要以感官和

情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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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體育運動已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並與生活的許多方面相關聯。隨著媒介選

擇性增加和轉播技術的進步與擴張，跟隨著賽事運動並受賽事運動影響的人口百分比

急劇增加，自1930年代初期開始，廣告就開始在發達社會的經濟中發揮積極作用。從

那時開始，廣告也就與名人常綁在一起。名人受邀擔任代言人，宣傳和推廣產品。

Chris Kambitsis（2002）在他的研究中便試圖調查與體育名人參與廣告有關的問題：

為什麼在廣告中要使用體育名人，引導公司和廣告商在廣告中使用體育名人和體育概

念的動機。以下五點為他提出的研究結果：一、與其他雜誌相比，體育名人在廣告背

書中的出現更多，因為體育雜誌的目標人群更了解知名運動員。二、健康生活雜誌上

刊登了許多帶有體育概念的廣告，但大部分的認知是來自未知的運動員和體育形象，

而不是體育名人。三、在流行雜誌中，體育名人和概念的出現更為罕見，但重大體育

賽事還是會有密切相關。這種情況類似於報紙上的廣告，體育概念很少見，但與體育

賽事（例如奧運會或游泳比賽）相關的內容還是會有。四、主導每種印刷媒體的體育

名人與其目標人群的特徵有關。田徑、網球和高爾夫的游泳者或運動員的出現非常普

遍。相反，在具有特定目標群體特徵的流行雜誌中，以橄欖球運動員為例，在廣告中

被認可的主導地位是相當顯而易見的。五、奧運會至少在當次奧運會主辦城市雪梨，

印刷媒體不再是被用為體育廣告的主流。廣告公司似乎在那段時間裡使用了更多的電

視廣告和戶外廣告，以便對他們的客戶產生更大的影響。 

 

       而女性體育市場正在增長，但女性必須以不同於男性的方式進行廣告宣傳。根據

Sarah Elliott（2017）於《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int Advertisements: 

FIFA World Cup Sport Magazine Issues》的研究，在1989年男性花費46億美元用於購買

運動鞋和相關服裝，而女性則花費43億美元。但研究發現兩者之間的行銷方式並沒有

顯著差異。同時也針對美國與英國媒體進行調查，通常在運動議題或展現身體的活動

行為時，男性常被描繪成主要角色，而女性較缺乏在運動和職業角色中的寫照。 

 

        同樣以北京奧運為研究對象，欲研究以運動競賽名次或成績為導向的國家，對於

美學的思考空間是否較無明顯感受。黃志興（2009）針對臺灣報紙的使用進行圖像分

析，研究結果為當時使用奧運之運動圖像的確充滿美感，結論並肯定各種不同運動場

景中的運動美，是可以被具體呈現的。上述相關內容，本研究以表格整理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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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國內外相關學術文獻研究 

作者/年代 著作名稱/出處 內容 

林怡伸/2003 

 

《吉祥物臉部構造認知

與偏好度關係之研究-

以奧運為例》｜國立交

通大學 

女性對吉祥物的偏好偏感性層次；吉祥物外觀

稜角多，造型偏寫實，個性強烈或線條較銳

利，都是促使女性偏好度降低的原因。相對來

說男性不似女性強烈。有設計背景的設計者，

簡約樸質風格的外觀接受度較高。 

許惠婷/2008 《2008 年北京奧運宣

傳短片及電視廣告的符

號學分析》｜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研究結果顯示北京奧運扣緊著顯現出北京精神

與「人文奧運」意涵，也呈現了國家形象。 

林怡廷/2008 

 

《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審

美要素研究－以 2008

年北京奧運的標誌為

例》｜中國文化大學 

藉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美學」作理論，分

析北京奧運視覺物有呈現出相對於當代的文化

創意產業及美學環境。且從審美要素分析發現

「美學」、「文化」、「創意」概念的應用可

讓視覺符號超越基本功能性上的表達。 

黃智彥/2008 

 

《觀光體驗對形塑意象

影響之研究-以 2008 年

北京奧運台灣地區參與

者為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北京奧運的觀光體驗內涵隨參與身份不同；形

塑意象主要認知差異大的在於綠色奧運及精神

口號，另一為對遊客對於觀光體驗主要以感官

和情感為主。 

黃志興/2009 

 

《北京奧運視覺美感

分析—以台灣報紙運

動圖像為例》｜國立

體育大學 

肯定各種不同運動場景中運動美可被具體呈現

的啟發，並鼓勵利用美感教育，轉變對體育競

賽的觀感與價值。 

劉玉峯/2011 

 

《奧運贊助品牌辨識

度、品牌記憶與贊助效

益之研究-以 2008 北京

研究結果顯示，觀賞奧運期間電視轉播以男性

居多，企業辨識度與印象深刻品牌皆為麥當

勞，而企業「品牌形象」對「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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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為例》｜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 

「品牌權益」與「關係品質」效果影響顯著。 

張瓊文/2012 

 

《奧運吉祥物造形與奧

運精神意象關聯性之研

究》｜臺中教育大學 

運動活動吉祥物造形，由於擬人化形式，與人

類行為傳達模式類似，建議對人類社會溝通行

為及時代背景應有初步認識。吉祥物姿態與數

量，及位置動線安排，都會影響視覺感受。 

蔡季芸/2014 

 

《媒體運動全球化 -以

2012 年倫敦奧運開幕

式為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在商業化的運作下，奧運開幕式的娛樂性質已

大過於對奧運精神的記憶度；透過媒體傳播的

框架，主辦國現也大都假以國際交流名義，實

為欲展現出國家認同與地位。 

Chris 

Kambitsis/200

2 

《Sports advertising in 

print media: the case of 

2000 Olympic 

Games》｜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Greece 

   體育名人在廣告背書中的出現次數更多，健康

生活雜誌上刊登許多帶有體育概念的廣告，大

部分的認知是來自未知的運動員和體育形象，

而不是體育名人。而在流行雜誌中，體育名人

和概念的出現更為罕見，另外，主導不同印刷

媒體的體育名人與其目標人群的特徵有關。 

Sarah 

Elliott/2017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int Advertisements: 

FIFA World Cup Sport 

Magazine Issues》｜

Bellarmine University 

女性體育市場正在增長，但女性必須以不同於

男性的方式進行廣告宣傳。針對美國與英國媒體

進行調查，男性主要被描繪成顯著主要角色，

通常在運動上或展現身體的活動行為，而女性

則較缺乏在運動和職業角色中的寫照。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經由上述彙整文獻資料中，可發現以往研究者多著重於視覺形象像是吉祥物造型或宣

傳短片及電視廣告甚至奧運標誌及其他相關延伸活動作為研究，針對官方平面廣告設

計畫面手法與視覺美感的探索較少涉及，或大多為品牌贊助商之內容。加上目前尚未

有文獻以「2020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廣告設計」進行創作分析，故本創作將針對過去

奧運廣告畫面設計手法進行研究，並透過探討當代廣告設計發展脈絡，整理出相關應

用手法，實際進行創作並運用於此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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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當代廣告設計發展相關研究 

一、廣告的定義與發展脈絡演進分析 

（一）廣告的意義探討 

        廣告一直以來與人類社會互動密切，儘管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它早就透過電視、

印刷品、廣播、網路、直銷、贊助、活動等甚至代言人來傳達與實現。早期的店面招

牌、旗幟，是為廣告；夜市吆喝，是為廣告；在報紙上看見的新商品介紹，是為廣

告；新產品開發，為增加知名度，於是舉辦產品記者發表會，是為廣告，因為生活中

無不充斥著「大家認為所謂的廣告」，所以廣告對很多人來說大部分是覺得厭煩，甚至

覺得廣告是很混亂的概念。 

 

        但廣告在學理上是有很嚴格的定義，廣告所進行的傳播活動是帶有說服性、有目

標、有計劃且有連續性的（學者楊中芬，1994）。廣告由廣告公司，製作廣告的代理

商，傳播廣告的媒體及眾多人組成，這些機構將品牌或客戶想法、概念轉換為視覺與

文本形式，經過佈局展現於人們眼前。而廣告也有廣義和狹義的定義區別。廣義的廣

告是指所有的廣告活動，凡溝通信息和促進認知的傳播活動皆包含在內；狹義廣告則

是指商業廣告，這也是傳統的廣告學主要研究對象。（艾進，2018），從三方面歸納整

理出有代表性的廣告定義，如下表2-2所示。 

表2-2.廣告定義 

機構或學者 形式 廣告內容及方式 

美國市場營銷學會(AMA) 付費 以觀念、商品、服務為廣告主要內容。廣告方

式為非人際傳播，以提示及促進為主。 

美國廣告委員會 付費 觀念、商品、服務為廣告主要內容。廣告目的

為根據廣告主的意圖來行動，廣告方式為非人

際傳播型態的信息傳播。 

廣告時代雜誌 自費 以人、商品、服務、運動為廣告主要內容。對

銷售、產品用途等帶來影響為主要廣告目的。

主要操作方式是被印刷、書寫、講述、描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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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Oxenfeldt, C.Swan 付費 廣告目的為說明的（傳播）。廣告方式為非人際

傳播，大眾媒體，推銷員身份。 

C.A. Kirk Patrick - 廣告的目的為求利益最大化，對買方進行說

服。廣告方式為對大眾傳播訊息。 

Charles J. Dirksen 付費 對消費者有意義的商品、服務的質量或特徵，

及以觀念為主的廣告內容。廣告的方式為傳播

訊息。 

C. H.Sandage, V. Frylanger

和K. Rotzoll 

付費 廣告的目的為說服。廣告方式為非人際傳播型

態的訊息傳播方式。 

D.Cohen 企業管理

下的商業

活動 

廣告目的為實現企業目標而開發商品需求，樹

立企業形象，給予消費者滿足。廣告方式為透

過大眾媒體進行說服性傳播。 

D. Watson, A. M. Barban 付費 廣告的目的為告知並說服。廣告方式為利用各

種媒體，以非人際傳播型態的訊息傳播為主。 

Mauriee, L.Mandel 付費 觀念、商品、服務為廣告主要內容。廣告目的

以促銷為主。廣告方式為非人際傳播型態的訊

息傳播。 

N.H. Benlen 付費 觀念、商品、服務為廣告主要內容。廣告目的

是告知商品服務信息，影響消費者購買，使其

對廣告主的觀念、人物、商標、制度等抱有好

感。廣告方式為聽覺提示。 

H.H. Colley 付費 廣告目的為傳達訊息，創造出對廣告主有利的

態度，同時引發其購買行為。廣告方式為大眾

傳播。 

H. V. Zaeher 付費 觀念、商品、服務為廣告主要內容。廣告目的

是對商品服務等銷售活動，形成好感。廣告方

式是直接的，對人接觸以外的訊息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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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廣告》小林太三郎 - 商品、服務、意圖（想法、方針、意見）為廣

告主要內容。廣告目的為滿足消費者需求，並

創造社會經濟效益作用。廣告方式是使用媒體

傳播訊息。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從2-2表中彙整出的廣告定義中，其廣告最完整的定義典範應是”Advertising means 

any paid form of non-personal pres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ideas, goods, or services by an 

identified sponsor.”這個定義譯成中文「廣告，是由廣告品牌，以付費的形式，傳達概

念、商品或服務。」它是在60年代被美國行銷學會（AMA：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所下提出來的，裏頭包含四個要素：必須付費、非親身展示、內容含有商

品、服務或觀念、以及必須有可辨認的廣告品牌。這個定義涵蓋所有可能的廣告項

目，當然也排除一些跟廣告無關的內容。不過，由於廣告算是一門變動的社會科學，

社會在變，廣告的形式當然也跟著在改變，因此這樣的定義也開始面對質疑與挑戰。 

在方法論所謂完整的定義（defintion），包含：1、周延：即窮盡，包含所有可能的項

目，沒有例外；2、排他：即互斥，不在範圍中的項目，即予排除。 

 

        而在網路出現前AMA提出的廣告定義的確符合「周延」與「排他」要求，隨著科

技發現在網路出現後，這個定義似乎開始被挑戰，好比說網路上的開箱文7、YouTube

上的網路影音廣告影片8，這些都能算廣告嗎？雖然有上述這麼多的定義，這些定義其

實也可說是在特定的時間背景下的產物，但至少可以讓我們理解關於廣告的歷史性和

歷時性。進一步來說，廣告定義的不同，代表存在著有各自獨特的視角與思考內容，

所以廣告可以說是一種信息傳播的活動，這類型的活動要有利於品牌想實現或達成的

目標，而且是品牌眾多推廣工具的一種。 

 

（二）廣告發展脈絡演進與現代廣告趨勢分析 

        古代廣告起始是以物易物的交換模式，這種簡單的經濟活動過程，讓人開始意識

                                                
7 網路開箱文起源於電子產品，主要為透過網路分享的介紹或評論，呈現的形式可為文字或影片。（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8 年 8 月 2 日） 
8 隨著消費者習慣改變，使用手機時間高過其他媒體，因此也將影音廣告所帶來的影響逐漸從電視轉移到手機上。（整理自數位時

代網站，瀏覽日期 2018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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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告宣傳的重要性。但在當時社會的人們受限於特定的時空背景，只能以較簡約的

方式進行廣告的活動與探索，一種經驗性的探索，而不是現今我們所認知科學上的廣

告宣傳，因此更不可能會有廣告宣傳的觀念或思想。若真要追究，早在殷商時期，就

有一些較樸素的廣告活動，「史記」上即記載著：「自皇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

號，以章明德。」這是一種藉由國號操作的政治宣傳活動。當時的廣告形式，可稱為

「口頭廣告」或「實物廣告」。 

 

        無論是口頭叫賣或透過產品的展示傳遞訊息的實物廣告，基本上都是小範圍內傳

遞，宣傳效果相當有限，但這兩種經典宣傳方式仍是我們至今會使用的形式之一。隨

著商業興盛到了唐朝，當時各式店家都展開了廣告宣傳，從北宋畫家作品「清明上河

圖」就可一窺究竟，招牌上圖文並茂地使用的圖像展示店鋪特色，也寫出店鋪名稱，

商人的叫賣聲此起彼落，由此可見當時商業交易興盛的盛況。因此，古代廣告形式的

表現，除了口頭與實物廣告外，還有以下幾種：旗幟廣告、招牌廣告、對聯廣告、燈

籠廣告、印刷廣告。 

 

        隨著時間演進至20世紀，人類在科學研究上擁有巨大的變化，有許多重大的成就

與發現；新技術的革命與發明使得廣告的形式更加多樣化。全球廣告業的發展，從20

世紀以來，因應行銷手法的改變，歷經一段改變的歷程；在20世紀初消費經濟開始蓬

勃發展，到1925年，將近40％的美國勞動力年收入達到2,000美元或更多，每週工作六

天的時間減為五天。人們只要有空閒時間，就可以休假，再加上出版物的售價向下跌

至合理價格，因此，人們可花更多時間在閱讀上。當時最盛行使用廣告是在報紙和雜

誌上刊登，廣告內容描述產品，可消費產品的原因和地點。當時的雜誌內容不再是發

表有關改革或革命的主題，而是關於持續及增加消費活動有助於經濟的意識形態內

容，多消費是好事。讓資本主義9可以提高工資，進而提高人們的消費能力。《時代》

10雜誌就是1920年代流行媒體興起的一個例子，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本每週新聞雜誌，

提供全新的新聞和消息，內容簡潔，與當時其它出版品呈現區隔化，重點在關注新聞

                                                
9
 資本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社會學制度，主要指眾多資本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該詞定義依不同狀態仍不斷改變。（整理自維基百

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3 日） 
10
 《時代》雜誌由 Henry Luce 與同學考察了 20 世紀 20 年後於 1923 年創刊，針對當今世界重要事件提供深入報導。（整理自維基

百科，瀏覽日期 2019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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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評論，而當時也是娛樂業者開始使用享有聲望的電影明星開始說服消費者購買

從香煙到咖啡各種產品。 

 

        在20至30年代廣告的操作主要是理性與感性訴求，直至40至50年代，1940年代對

西方世界來說是從無法想像的苦難和損失開始，它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中崛起，

進而進入一個充滿希望、自由和對消費主義有新熱情的明亮地方，無辜和險惡的廣告

內容完美地概括了這一時期，於是這個時期也開始進入擁有獨特銷售主張時代。1950

年代被稱為「廣告商的夢想十年」。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開始渴望花錢。在那個時

期，電視已成為家庭的日常必需品，廣告機會相對增多，因此50至60年代是個創意革

命年代。60年代的品牌時代，70年代定位時代，直至80年代開始出現企業識別系統

（CIS）11，以保持品牌形象的視覺連續性與穩定性，90年代是整合行銷12的時代，整

合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成為行銷領域中，被探討最多的課

題之一，加上90年代的前期宣告網路時代來臨，廣告研究不再單一侷限於市場學或經

濟學，而是從更多角度像是心理、社會、科技、政治等多方吸取資訊，廣告操作與呈

現和以往截然不同。 

 

        因此，廣告形式不斷再改變，演進至今，現代廣告特點是：傳播工具根據行銷任

務演進，已相當多元與數位化，這些工具跟早期相較，無論是傳播範圍或效果都是完

全不同的。廣告的內容也不再只是展示商品與服務，而是對消費者進行全方位了解，

在對的時間、場域提供最適合消費者的個人訊息，讓消費者能從廣告中感受到品牌的

核心價值，並提供給他們美好體驗，攔截消費者的口袋預算，甚至讓他們重複造訪、

使用，從廣告中得到體驗成為新的方向。 

 

二、廣告功能與分類研究 

（一）廣告功能的探討 

       由廣告的定義可以理解，廣告可說是一種信息傳播活動，主要向消費者傳遞有關產

                                                
11 企業識別系統(CIS)指為提升公司形象與增加營收等，規劃的系統化、規格化的經營理念。（整理自《定位策略》一書，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4 日） 
12 整合行銷即是整合所有與行銷相關內容，舉凡包裝、公關、廣告、促銷、CI 等一切傳播活動。（整理自《整合行銷傳播》一

書，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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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觀念等內容，以利於商品的販售。在《廣告學》一書中（艾進、劉軼、胡大凱、

任佳編，2015）即整理出，廣告主要有以下三功能： 

1、訊息溝通，發揮告知、說服誘導等功能，以促進銷售：全球市場上的商品數量與種 

類可說是五花八門，現今的傳播工具又相當多元，廣告無論是為了商品本身或品牌 

甚至企業面向，或與消費者間的交流提供了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使消費者對商品、觀

念等內容抱有好感，最終實現銷售的目標。 

2、激發競爭：發揮經濟成長，推動市場與企業的發展。 

3、促進消費：廣告中針對商品特色的介紹，讓消費者節省查詢探索時間；同時，以重

複進行告知的方式，為消費者提供充分考慮的時間，廣告能豐富了消費者的文化生

活，也發揮了媒體傳播功能。 

 

（二）廣告分類方式分析 

依行銷方式不同有不同分類方法： 

1、依目的分類 

（1）商業廣告，以營利為目的。 

（2）非商業性質廣告，不以營利為目的，主要是陳述意見。如公益廣告、政治廣告。 

2、依內容分類 

（1）商業廣告，同上述說明主要營利為目的或推銷商品。 

（2）企業形象廣告，不直接推銷商品，主要是建立企業形象，有時會伴隨著公關活動

進行。此類型的廣告，需要持之以恆進行。 

（3）公益廣告，宣導大眾某個議題，希望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4）服務廣告，服務是種行為而不是物體，以介紹商品的勞務內容為主，強調服務利

益，像是保險、銀行廣告。 

（5）文化廣告，以藝文內容宣傳為主要內容。 

（6）個人（意見）廣告，運用媒體發布各式的廣告，如徵婚、尋人、婚喪、徵人等，

達到推銷『個人產品』的目的。 

3、依傳播媒介分類 

（1）平面印刷廣告，如報紙、POP、雜誌、海報、傳單等。 

（2）電子廣告，以電子媒體為傳播媒介的廣告內容，如電視、電影、廣播等。隨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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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增加，網路橫幅廣告、網路影音、行動廣告也為一新廣告形式。 

（3）戶外廣告，顯現於各種戶外媒介，以大型看板、計程車車體、公車車身、候車

亭、櫥窗廣告等。 

4、依市場分類有四類，（1）國際性（2）全國性（3）區域性廣告（4）地方性廣告 

5、依傳播效果分類 

廣告被認為可能是一種力量，它必須使消費者朝著一連串步驟前進，消費者通常不會

在一瞬間進行消費，反之，他們通常是透過一系列步驟來實現最終的購買。另外，有

一種稱為「衝動性購買」的情況，這通常是消費者可能沒有了解產品的知識，自己的

喜好或信念的情況下完成的。另一方面，通常不會以這種方式購買重要的消費品。 

 

因此，依傳播效果分類來看，針對消費者最終為購買的一連串步驟，兩位學者Robert J 

Lavidge 和 Gary A Steiner在1961年提出，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六步驟，依序如下： 

第一步驟：Awareness 意識階段 

這是最關鍵也是購買起點，消費者必須理解品牌的存在與販售的產品內容。比方說，

消費者想購買球鞋，做為NIKE品牌行銷人員希望消費者能購買該品牌的鞋款，就必須

確保品牌廣告的定位及曝光，以便消費者知道存在這種運動品牌。 

 

第二步驟：Knowledge知識階段 

這個階段消費者會將品牌的產品與其他品牌進行比較，此時該確保產品在任何通路

上、甚至於產品包裝上的曝光，都足以讓消費者對產品本身有足夠（正面）的了解。

比如，消費者已意識到NIKE13品牌的存在，她試著找出其他任何品牌，好比拿

ADIDAS14作比較，從中了解NIKE提供的獨特功能與優勢。 

 

第三步驟：Liking喜好階段 

此階段顯示出消費者對產品喜歡的地方，產品因情感優勢受到消費者關注。比方，消

費者已評估購買NIKE球鞋利弊，可能不喜歡它的顏色，或覺得款式不適合自己年齡。

作為品牌行銷人員必須確保在銷售的過程中，妥善處理留有情感影響的這些功能。 

                                                
13 NIKE 為美國體育用品生產品牌，成立於 1972 年，品牌較耳熟能詳的商標包括 Just Do It。（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 
14 ADIDAS 成立於 1949 年，是德國運動用品製造品牌，常見標誌為 3 條平行線。（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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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驟：Preference偏好階段 

此時消費者可能被說服嘗試您的產品，但也可能喜歡其他品牌的球鞋。那麼，什麼使

她比其他品牌更喜歡NIKE？這些差異點或獨特賣點需要更突出，確保消費者更喜歡

NIKE這個品牌。如，消費者現在可能實際上正在考慮購買NIKE。但是，是在考慮只購

買它還是嘗試一下？還是在認為下一次購買也將是NIKE？ 

 

第五步驟：Conviction確認階段 

在這個階段，消費者對購買您品牌產品的疑慮需要轉變為行動。頻排行銷人員可以通

過提供免費樣品或試穿等方式來幫助完成此步驟。此步驟還應確定消費者是否會堅持

使用您的品牌，即實際上是購買您的品牌，還是在測試樣品後更改。比方說，消費者

嘗試使用了NIKE球鞋一個月，當需要再次購買時，她卻購買了ADIDAS。品牌都必須

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並建立消費者的忠誠度。 

 

第六步驟：Purchase購買階段 

消費者購買步驟的最後也是最關鍵的階段則是購買。品牌需要確保購買體驗不複雜，

甚至對於消費者來說是愉快的。鼓勵購買的一些方法是保持簡單和多種付款方式，使

產品易於使用，易於理解的使用說明或優惠等。 

 

而以上六步驟在廣告傳播上亦大致可分為讓消費者都會經歷的三個行為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認知（Know）。也可稱為「思考」階段。在此階段，消費者收集並意識到

有關產品的資訊。可說是第一階段評估產品的合理步驟。第二階段：情感（Feel）。消

費者開始對產品產生喜好，也可能產生強烈的正面或負面感覺。第三階段：順服

（Do）。這是流程中的最後一個「行為」階段。消費者在權衡自我評估需求後，決定自

己的喜好購買產品。綜合以上，六步驟與三階段主要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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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廣告傳播六階段三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品牌廣告的工作就是促進這三階段的行為，以便消費者繼續採取「習慣」行為購

買產品。可能會有很多消費者看到該品牌的廣告，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購物。要使消

費者從認知到購買的最後階段需要花費大量資源的投入，品牌需要確保他們盡最大的

努力使客戶從理解的角度以致完成購買的最後階段。 

 

三、廣告表現策略及訊息表現方式探討 

        廣告表現策略即為商品訴求的展現，大略流程如下：通常行銷人員會先將市場通

路競爭情況、產品情況、消費者分析等內容進行理解，透過對品牌與產品狀況分析，

確認主要消費者輪廓，了解競品狀況後，即可大略討論出廣告表現的基本形式為何。 

 

        而行銷策略通常可能包含廣告表現、促銷活動、媒體運用及公關策略等，廣告是

否能有效地傳達給消費者，是否能對其產生印象及影響，就在廣告目標與需求確認

後，往往會由品牌向廣告執行單位說明，根據上段的分析，提供讓廣告設計者決定廣

告如何表現等主軸，與接下來的廣告排程規劃。 

 

        根據品牌的說明後，廣告公司將進行著手廣告告表現的思想定調，也就是廣告主

題的包裝。廣告主題融合了廣告宣傳目標、消費者需求，以正確傳遞產品想傳達的功

能或概念，接著再透過創意進行廣告設計將圖稿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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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廣告策略與訊息的表現手法，依照廣告目標不同，則有不同的策略表現方

式，依照蕭湘文在《廣告傳播》一書中說明廣告表現大致可分為理性和感性策略兩大

類： 

（一）理性策略（Rational Strategy） 

         顧名思義，即是以「說之以理」的方式，說明像是產品本身的特性或功能訴求，

提供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為較硬式的銷售。以邏輯思考為主，大都可能會重複使用

產品或品牌名稱，說明產品的優點以改變消費者的認知或態度。 

（二）感性策略（Emotional Strategy） 

        相較於硬式，感性就是軟式的銷售手法。透過情感訴求，當人的情感活動越強，

消費行為也越容易產生。廣告的目的就是要誘發購買，企圖造成心理衝擊的共鳴，讓

消費者的心理層次滿足，即會產生購物行為。 

 

只是廣告策略是否能使消費者清楚理解，以下有幾個原則可參考： 

（一）畫面要能說故事 

畫面是一種視覺的媒介，也是收看的觀眾被稱為觀眾的原因，對看到的畫面有所反

應，並記憶。如果遮蓋住文字，或將影片消音時，看得出來想傳達的訊息嗎。 

（二）找出視覺象徵 

若能從一個畫面就能扼要地找出想要傳達的整體訊息，並且創意地表達令人印象深

刻。 

（三）單一訴求 

好的廣告內容應一點都不複雜，觀眾可不費心思就能了解，廣告傳達的訴求務必清晰

而單純。 

（四）反映品牌個性 

當廣告內容與品牌個性背道而馳時，要捨棄不用。 

（五）少即是多 

切勿試圖在廣告內填塞所有資訊，如此一來，最重要的訊息必會埋沒。 

（六）觀眾注意力 

以廣告影片為例，開頭的前五秒極為重要，要不是扣緊人心，就是完全失控，千萬別

太期望想操作驚人的結尾作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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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呈現使用後的結果 

必要時刻，呈現產品能兌換給消費者的功能。 

（八）使人牢記產品名 

有時候廣告會讓人記得，但卻忘了廣告內主要想傳達的宗旨或產品，尤其新產品常會

落得如此下場。 

（九）人對人都會有興趣 

使用真實的人對畫面告白，分享親身經歷，會使廣告片變得更有說服力與印象深刻。 

（十）發展系列廣告活動 

傑出的廣告創意可以發展成系列活動，成功的廣告都反覆再三地傳達相同訊息，在於

主題上的稍微差異。 

 

四、廣告創意表現手法與技巧研究 

        廣告創意的表現，在廣告活動中有很重要的意義，它是一個傳遞廣告策略的形式整

合，創意表現最終的形式是廣告作品，它透過各種傳播符號，最終以達到影響消費者購

買行為為目的。表現手法與技巧亦隨著時空背景不同，產生許多不同表現方式。它所擁

有的各種藝術手段和媒體技術只能產生出華麗包裝的商品，是沒有絕對準確與確切適不

適合等標準答案。廣告創意表現不僅要為創意找到最佳表現的語言，還要使得廣告得到

最單純、最簡潔有力的訴求途徑。以下為幾種常見廣告創意表現手法： 

（一）告白式 

最常使用的廣告策略，主要用於藥品或一般常用日用品。直接訴說廣告產品的特性、

服務，對消費者的好處，促使消費者購買。告白廣告通常訴求的內容要絕對真實，並

有可查證性，引用專家權威、使用者反應等會增強信任度，此類型廣告一般來說並不

追求藝術展現，但也需要講求一些技巧，應用巧妙的表現方法時，會更增強效果。 

（二）示範式 

如果消費者對產品理解還有一段距離，最好採用示範廣告，有效的方式示範產品的性

能，只要示範證明創意強度，夠別出心裁，那麼讓人想忘記都很困難。 

（三）生活片段式 

越是生活中常見產品，採用生活片段詮釋機率越高。日常生活動極其平凡，更能打動

人心，這種類型的廣告通常表現的是消費者使用商品後真實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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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言人式 

名人、專家或知名人士出現在廣告中，藉由介紹、推薦、保證產品的一種表現形式，

加強消費者對產品的友好度。採用名人、代言人式的品牌，如SK-II15。名人見證廣告

雖然已造就許多成功商品，但如果花掉大筆金額卻發現用錯人選時，這就是一個非常

昂貴的錯誤。 

（五）數字證明式 

廣告語言中數字的運用可分為具體化實數表達和誇大化虛數，利用數字或數據的概念

證明產品功效，是一種容易讓消費者產生信任的方式。使用數字可充分激發廣告語言

的美感，再依廣告訴求進行擬人化、誇大或抽象等處理。 

（六）音樂式 

音樂可以強化廣告或品牌的特點，有利於形成產品的形象或定位，更能讓消費者記住

廣告產品。就像我們聽到某些主旋律，這些音樂在消費者腦中就會有提醒的作用，甚

至可能想起某些特定品牌。 

（七）幽默式 

幽默訴求的廣告是一種感性訴求手段，採有情趣的方式表達思想、見解或態度，有些

甚至能讓消費者發洩或分享內心的情感，透過比喻、誇張、雙關、等使用潛移默化手

法，使消費者心平氣和的對廣告產生好感，激發消費者購買慾望，同時對企業品牌也

有加分作用。 

（八）展示比較式 

展示與比較其實是兩種不同的廣告表現手法，但手法極為類似。比較式廣告是將自己

的產品與其他同類型產品進行比較，證明自己產品在某方面或其他方面勝過其它產

品。展示廣告能滿足觀眾見到商品被使用的模樣，但比較式本質上比展示示更完整。

當商品可以清楚展現，明顯優於競爭對手時，這樣形態的做法是非常好的選擇。 

 

 

 

 

 

                                                
15 SK-II 成立於 1980 年，是一家源自於日本源自的化妝品品牌。（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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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奧運廣告內容相關分析研究 

一、奧運廣告內涵分析 

        奧林匹克運動會起源於西元前776年，主要可分為古代奧運會和現代奧運會。在古

代的奧運會，主要為用來樹立權威和提高形象的工具。參加的運動員為其國家的偶

像，統治者為主要資助賽事者，他們提供贊助，提供人們娛樂的需要，以換取大眾更

多的支持與忠誠。早期的奧運會中，廣告和宣傳這部分還屬於原始階段，他們並沒有

意識到需要使用這樣的手法操作。直到現代奧運會，每四年舉行一次，他們開始有意

識到這樣的需求，同時也開始有私人和公司贊助挹注。奧運主辦國的支出，通常除了

申辦費、開閉幕典禮、比賽場館和非運動基礎設施、維安等外，其中一項重要支出

為：公關及廣告支出。為了推廣奧運，申辦到主辦國的國家無一不在相關資源上投

資，在早期的奧運中，就能見到各式各樣的宣傳及海報。劉進枰（2002）研究現代奧

運之父皮耶德．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的思想中發現，他曾為奧運活動設計了五

環色旗，作為奧運精神識別，象徵五大洲團結；古柏坦也對藝術與體育融合，擁有著

理想，試著藉由奧運加入藝術競賽。繼承古柏坦的人理解到這點，在爾後的奧運比賽

中，開始加入設計競賽。參照下表2-3由本資料整理，奧運早期的設計物是從獎牌到海

報設計開始，一直延續至今日。提到奧運海報，每屆奧運會都會產生大量海報，主要

用於廣告或傳遞訊息為目的，海報的內容可能包括奧運火炬，吉祥物或象形圖，用於

特定競賽項目，比賽場地，奧運村，或甚至可能是招募志工。1896年在雅典舉行的第

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圖稿（參圖2-2），此時還不能算是官方奧運會用來宣傳奧運

會的特定版本，直到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奧運會，才開始正式計劃官方宣

傳海報（參圖2-3）。主辦城市規劃負責組織每屆奧運會的推廣和廣告，而1924年夏季奧

運會製作了正式的奧運海報，並舉辦了第一屆冬季奧運會。 

表 2-3.歷屆奧運設計物時間表（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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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896年雅典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非正式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2月28日） 

 

圖2-3.191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會，開始正式計劃官方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2月28日） 

 

        獎牌的發展，在第一屆雅典現代奧林匹克中，冠軍選手獲得一枚橄欖花環及銀

牌，（參圖2-4）。到了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前三名各是獲得金牌，銀牌和銅牌，第一

名獎牌則也開始被貼在彩色緞帶上，並用別針固定在運動員胸前。然而直到1960年，

在羅馬，奧運獎牌才首次被設計成為圍繞在獲勝者的脖子上。 

 

圖2-4.1896年第一屆雅典現代奧林匹克冠軍獲得之銀牌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2月28日） 

 

https://www.olympic.org/
https://www.olympic.org/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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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林匹克運動會獎牌是從1928年開始標準化。獎牌一面有著勝利女神的傳統設

計，左手拿著手掌，右手則是拿著獲勝者的冠冕（參圖2-5）。獎牌的另一面，則是表現

出在奧運會中，奪冠的選手在人群中得意洋洋地被舉起，背景是奧林匹克體育場。 

 

圖2-5.192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獎牌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2月28日）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奧委會想創造一個新趨勢，於是找了包浩斯16

（Bauhaus）學校的藝術家Gerhard Marcks17進行關於勝利女神和體育場提案設計，

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中引起了話題。 

 

        根據上表 2-3 的整理，也可見到隨著時代的變化，奧運視覺設計開始漸漸多元化，

製成各式各樣的設計物或紀念品，成了一種沿革傳統。甚至奧運火炬設計也是一發展

歷程。古希臘人認為火是一個神聖的元素，在現代奧運會的背景下，奧運聖火代表著

人類始終與火相關的積極價值觀；以奧林匹亞作為出發點，強調了古代和現代奧運之

間的深刻聯繫。 

二、奧運廣告內容結構分析 

        對於奧運會活動組織者來說，單以印刷品作為主要宣傳，進而讓活動成為一個真

正的國際盛事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1912年的官方海報以16種

語言製作，這說明奧委會必須廣大理解全球的消費者，儘管他們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分

發海報，它被發送到30個不同國家，並在各飯店、餐廳、商店、旅行社、運輸公司、

體育俱樂部，甚至醫生的診間內。在當時奧運會的幾年內，奧委會亦會拜訪了各個領

事館、使館以及居住在國外的公民，以確保海報的分發，他們非常密切關注消費者對

於看到海報後的感受。 

                                                
16 包浩斯（Bauhaus）國立包浩斯學校的簡稱。為一所結合德國工藝設計、藝術與建築的學校。（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 日） 
17 Gerhard Marcks 是一名德國藝術家，主要作品為雕塑。（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 日）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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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191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辦的奧運會，當時官方海報發行後被批評為運動員

過於裸露，如圖2-6，即使當時藝術家調整使用了絲帶掩蓋住些微的裸露，在某些國家

或地區亦不同意被發行。而海報中同時也展示了21面國旗，展現的順序也遭人質疑，

其實這位藝術家在國旗的前後排序上當時是基於配色的方式安排，並不是所謂的政治

因素。最後為了這張海報，奧委會選擇捍衛了藝術家的想法，保留海報的原樣和藝術

品質。 

 

圖2-6.191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奧運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2月28日） 

        隨著時間的流逝，其他形式的媒體，尤其像是電視，通常都會和海報上資訊有信

息的連結。自1932年開始，海報也漸漸不放置奧運確切舉辦日期。在過去奧委會並不

擁有像現今一樣高度發達便利的交流宣傳方式，但為將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和觀眾聚集

在一起，例如，直到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荷蘭）舉辦奧運會時才使用廣播，電視的

使用則是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德國）開始；這意味著在這之前，奧運會主要的宣傳

基本上都取決於「印刷品」，海報是宣傳奧運會的重要方式，但就算開始透過多種媒體

選擇溝通，宣傳奧運會相關信息，官方海報仍然是奧林匹克的主要傳統。 

 

三、奧運廣告策略及訊息表現方式分析 

        由前段我們得知，奧運的主要宣傳方式仍為海報，在此提出兩款海報：羅馬夏季

與瑞士冬季奧運，作為廣告策略與訊息表現的分析，以夏季說明為優先。 

（一）第一款為1960年羅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官方海報（參圖2-7），下表2-4為海報

元素拆解分析。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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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1960年義大利羅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1月15日） 

 

1、背景 

        當羅馬被指定主辦1960年奧運會時，我們都知道這座城市擁有悠久豐富的歷史資

源，因此奧委會除了建造新的體育運動基礎設施外，他們還做出了一個明確的決定，

以「融合現代與古代」為奧運主題，修復了許多古代遺址用來舉辦奧運會。像是摔跤

比賽在馬克西汀斯大教堂18舉行，卡拉卡拉浴場19的體操活動和君士坦丁拱門20成為了

馬拉松比賽的終點，本屆奧運會可說是融合了古與今。 此屆奧運海報呈現的是圓柱的

最上端，如同首都般，並用人物作為裝飾。在圓柱上方可以看到一隻母狼，正在餵養

兩個嬰兒。畫面中同時包含文字、日期和奧運五環標誌。 

 

 

 

 

 

 

 

                                                
18 馬克西汀斯大教堂位於義大利威尼斯，最初這裡是公爵專用教堂。拜占庭式的建築，有「金色教堂」美名。（整理自維基百科，

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 
19 卡拉卡拉浴場是一個古羅馬時期的公共浴場，當時也是古羅馬的社交中心。（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 
20 君士坦丁拱門即為君士坦丁凱旋門，是為了慶祝君士坦丁大帝戰勝他的強敵而蓋的拱門。（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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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1960 年義大利羅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元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元素一 元素二 元素三 元素四 

 

 

 

 

 

 

 

 

 

 

2、元素分析 

（1）元素一：狼與雙胞胎 

代表含意：狼人和雙胞胎代表著羅馬建國的神話。傳說雙胞胎男孩是羅馬戰神火星的

後裔。國王擔心王位之爭，於是將雙胞胎放在籃子中隨河漂浮，後來被一頭母狼發

現。在母狼的照顧下，這對雙胞胎後來被牧羊人收養，取名羅慕魯斯（Romulus）和雷

木斯（Remus）。根據傳統，成年的羅慕魯斯和雷木斯於公元前753年在母狼發現的地點

建立了羅馬市。後來，兩人在一場爭吵中，羅慕洛斯殺死了雷木斯，成為羅馬的唯一

統治者。今天看到的雙胞胎可追溯到這一時期，該雕塑也已成為羅馬著名標誌。 

 

（2）元素二：眺望的首都 

代表含意：海報上這個裝飾建築元素最初發現於卡拉卡拉浴場，建於在公元三世紀

初。這個建築出現在奧運海報上，指的是古代羅馬人沐浴和運動的傳統。後來，奧委

會亦決定舉行體操於這個三世紀初建造的「體育綜合體」。 

 

（3）元素三：運動員與王冠 

代表含意：圖像描繪的場景是一名運動員在握著拳頭時用右手加冕，代表勝利的棕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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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在他的左手邊。 雖然他本人是裸體，但周圍的人穿著長袍。 其他幾位運動員也戴著

皇冠，這是勝利的象徵。 

 

（4）元素四：文字 

代表含意：海報上的文字使用「羅馬數字」而不是阿拉伯數字，加強比賽的「經典」

身份。上方寫「第十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羅馬，25.VIII – 11.IX」及在首都的

「ROMA MCMLX」。與過去海報相同，提供完整訊息包含賽事名稱，第幾屆，奧林匹

克標誌，日期年份和位置。海報同樣被翻譯成11種語言，奧運五環放置在城市名稱與

奧運會日期間，傳達賽事的性質及國際地位。 

 

3、小結： 

（1）海報組成與風格分析 

在羅馬奧運會開始前的三年，便針對義大利設計師舉行了海報比賽，當時對

海報設計的內容規定相當明確：須包含羅馬的奧林匹克運動理念，及奧林匹克五

環和文字「第十七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羅馬– MCMLX」。當時有多達 249 個設計，

但評審團並沒有發現他們喜歡的作品。於是又組織了第二場比賽，邀請了 12 名最

合格的義大利海報藝術家參加。而 Armando Testa 在本次比賽中獲選。但是，他被

要求做一些特定的修改，同時也必須保持整體的藝術靈感和感覺。Testa 提出了修

改後的作品，但仍然缺少某些元素，更具體來說：狼與雙胞胎，奧林匹克五環以

及必要的文字。Testa 再次調整後，成為正式海報。 

 

（2）海報文案與圖像探討 

        1960年羅馬官方海報的設計是對稱的，圍繞中央斧頭排列，給人以和諧的印象。

文案大寫字體與柔和的色彩，從背景色中脫穎而出，後來Testa也提出了Capital和Wolf

的現代版本，通過使用輪廓簡化了設計（參圖2-8），整體設計仍然簡單而引人注目。

Capitoline Wolf，眺望首都，也就是卡拉卡拉浴場，當然即是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匯

集了過去和現在，清楚地建立了古代與現代之間的聯繫，也代表羅馬介於體育與文化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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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簡化設計後1960年羅馬奧運官方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1月15日） 

 

（二）第二款為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於瑞士聖莫里茨1948年舉辦的官方海報（參圖2-

9），下表2-5為海報元素拆解分析。 

 

圖2-9.1948年瑞士聖莫里茨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1月15日） 

1、背景 

        1940年冬季奧運會原預定在日本札幌舉行，但由於與中國間的戰爭，他們是候選

人的資格在1938年被取消。不過，也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在當下取消奧運會

亦是不可避免的，1940年與1944年，這兩年就沒有舉辦奧運會。直至1948年，世界大

戰爆發後，瑞士正處於一個中立國，他們即成為舉辦這項國際體育賽事最有利的條

件。 

 

https://www.olympic.org/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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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1948年瑞士聖莫里茨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元素 

元素一 元素二 元素三 元素四 

 

 

 

 

 

 

 

 

 

元素五 元素六 元素七 元素八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2、元素分析 

（1）元素一：太陽 

代表含意：聖莫里茨每年擁有322天的日照時間，有個稱號「香檳氣候」非常適合這

裡。在海報中，有個元素非常重要，同時也佔據圖像很大一部分，就是太陽，用輻射

的光線填充著天空。太陽由圖形藝術家Walter Herdeg設計，1937年變成聖莫里茨註冊商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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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素二：夫婦 

代表含意：海報上呈現觀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滑雪板上的背影。在整體海報的上

占比，還比太陽小。比較令人驚訝的是，這是奧運海報，他們竟然沒有選擇使用運動

員。這對夫妻看起來更像是在國際體育比賽中時髦休閒的遊客。這對夫婦鮮豔的滑雪

服代表1930年代的時尚。日光浴在20年代流行，男人的皮膚被曬黑，表示這是與健

康，休閒有關的圖像和旅行，代表他的生活有一定的品質。 

 

（3）元素三：山與雪 

代表含意：大雪覆蓋的山脈，此圖像顯然與冬季和滑雪主題有關。聖莫里茨是其中之

一世界上最著名的滑雪勝地，且不能與這項冬季運動脫鉤。充滿陽光的高山景色十分

明顯，聖莫里茨滑雪場和皮茲奈爾（Nair）最高海拔為3,057米。 

 

（4）元素四：雪花 

代表含意：十個非常大的雪花，幾乎一樣大的充斥在天空，並在太陽光線的盡頭出

現。有趣的是選用了大膽的色調：紅色，藍色，橙色和黃色。某些形式清楚地呈現出

雪花，而其他形狀看起來像花朵。在1948年以後，雪花通常被用作冬季奧運會官方海

報的象徵。 

 

（5）元素五：奧運五環 

代表含意：奧運五環代表五大洲聯盟和各國運動員的會議。在1948年的聖莫里茨官方

海報中，奧運五環位於文字上方，明亮的顏色在白雪的背景下特別突出。 

 

（6）元素六：瑞士盾 

代表含意：在右上角可以看到「瑞士盾」也許是為了平衡奧運五環。這個訊息相當明

確：萬國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瑞士參加奧運會。 

 

（7）元素七：文字 

代表含意：文字為「1948年瑞士聖莫里茨冬奧會」，為了讓海報能在全球使用，該文本

同樣被翻譯成幾種不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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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素八：天空 

代表含意：天空佔據了大部分圖像。顏色變化從淺藍色到完美無瑕的白色山頂，再到

深藍色，再到黑色，這是最大的部分。在天空中產生的效果可以看成類似於玻璃窗上

的霜，強調冬季。 

 

3、小結： 

（1）海報組成與風格分析 

        1948年聖莫里茨冬季奧運官方海報的設計明顯是不對稱的。組成畫面的主要元素

中，太陽位於左方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大都為天空。不過，這種「不平衡」透過

擴展的陽光和廣闊天空得到了補償，海報風格借鑒了瑞士旅行海報，展現了高山景

觀。 

 

（2）海報文案與圖像探討 

        海報表現出兩種訊息：一為宣告即將到來的冬奧，另一則為推廣聖莫里茨是個滑

雪勝地，圖像中的陽光與大雪覆蓋的山脈就是想鼓勵消費者開始往戶外移動旅遊。畫

面中的夫婦出現在「世界之巔」，即突顯了滑雪的獨特性；而他們站在陽光中也強調了

聖莫里茨的著名氣候，圖像鼓勵消費者冬季到當地旅遊，夏季旅遊元素在畫面中也可

略見，像是從天空和雪花的綠色調中可以看出「花卉」。整體而言，呈現的圖像顯然是

休閒運動和娛樂，將聖莫里茨提升為瑞士的旅遊「聖地」。 

 

四、各界奧運影像設計表現方式內容探討 

         舉辦奧運賽事，不只是運動賽事的創造，更是在舉辦過程中對城市的再造與對文

化的形塑，若以企業識別來檢視各界奧運會形象設計及標誌設計元素的應用，這兩者

在賽事宣傳的過程中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功的設計識別不僅能突顯出該文化的內

涵與特徵，並展現出國家實力與未來性之作用。不過，自從開始進入網路數位時代

後，創作者便開始有了更多無限的可能性，甚至讓他們能夠創造出以前無法實現的設

計內容。而新技術的到來同時意味著奧運的內容不僅僅是能出現於海報上，像是日期

或奧運海報上固定出現的奧運舉辦地，很容易透過不同管道即可知道。由各屆奧運系

列海報中我們可彙整出：隨時代演進，越近代的奧運會海報普遍包含的文字最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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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將更多設計重點放在圖像和符號上，這點和跟過往相同，海報一樣會繼續傳達每

屆奧運會的精神與價值觀。一樣是行銷奧運中不可或缺的戰略，一樣是試著要呈現地

球上最偉大的賽事，同時，我們也可看到各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各時代不同的美學標

準。以下為各屆奧運一系列海報，從畫面風格及設計動機綜合歸納如下表2-6至2-10與

各內容說明： 

（一）1896-1904 新藝術風格之奧運海報 

此時期之創作受新藝術風格影響，新藝術風格最重要特性就是線條。以充滿活力、流

動和波浪形狀的線條作為設計基石，讓傳統裝飾充滿活力，表現得就像是植物生長出

來般，這個風格本質上為一種裝飾潮流。 

                                             表2-6.1896-1904年奧運官方海報（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1896年/雅典/衛城 1900年/法國/巴黎 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 

 

 

圖2-10.1896年衛城奧運 

 

 

 

圖2-11.1900年巴黎奧運 

 

 

圖2-13.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 

 
 

 

圖2-12.1900年巴黎奧運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9 日）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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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6年/雅典/衛城（參圖2-10） 

（1）畫面風格與特徵： 

        畫面引用了許多古代圖像。在最上方，亦標示了公元前776年為第一屆古代奧林匹

克運動會日期。女神雅典娜的手中拿著一根樹枝和葉桂冠給比賽的贏家，象徵新與舊

的聯繫。在古希臘運動會上，戴上樹葉桂冠代表是被授予最高獎，葉子的類型根據比

賽的地點而變化。在1896年現代第一屆奧運會上，最大獎包括一個橄欖樹枝，二等獎

包括一個月桂樹枝。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女神站在雅典衛城和巴拿馬體育場。與雅典衛城一樣，大球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上古時期，當時它舉辦了雅典運動會，向雅典娜致敬。直至1896年的第一屆現代奧林

匹克運動會上又得以修復，並成為該賽事的最佳展示內容。2004年，這座體育場採用

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類似於馬蹄鐵，是奧林匹克射箭比賽的舉辦地。而目前沒有已

知的1896年雅典奧運會官方海報。此張為官方報告的封面後來變成了用作第一屆現代

奧運會的官方海報。 

 

2、1900年/法國/巴黎（參圖2-11、2-12）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圖2-11穿著黑色衣服的女性擊劍手，手持體育擊劍的傳統武器：花劍，重

劍和佩劍（法國傳統兵器）。在過去運動史的背景下，這樣表明一位女運動員是非

常不尋常的現象。此外，當時女性並沒有參加奧林匹克擊劍1900年的比賽。他們

首次參加這項運動，是在1924年的奧運會。海報圖2-12展示了一枚銅幣與艾菲爾鐵

塔，畫面下方則是法國城市風貌，由此可見當時他們希望將奧運與城市為聯想連

結。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1900年奧運會在巴黎世界博覽會期間舉行。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國際體育比

賽，包括一些被誤認為也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一部分。奧林匹克的海報上並沒有

提到比賽內容，因為當時並沒有主要的宣傳海報。 但是，這個組織者為了某些體

育比賽，除了擊劍外，也包括了田徑賽的宣傳與賽艇和體操。其中一張擊劍海報

（參圖2-11），現在已用作此版本的官方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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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參圖2-13） 

（1）畫面風格與特徵： 

畫面中其彎曲的線條，讓作品具有新藝術運動風格；另外，畫面中也使用魚眼方

式呈現聖路易斯市的整體俯瞰圖，並用魚眼。上下方的英文分別寫：「Olympic Games; 

World’s Fair」與上屆巴黎奧運會相似，奧運會只是博覽會的一部分。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美國在20世紀初與20世紀末分別舉辦過兩屆奧運會，兩屆奧運會的設計風差別很

大：早期的較偏寫實風格，近期的則較抽象。1904年奧運會在路易斯安那州中展覽。

因此奧運賽事也被納入其中的世界博覽會，並且持續了幾個月。這是博覽會的日常封

面，久而久之這張畫面就成了1904年的奧運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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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08-1932 現代主義風格初期之奧運海報 

此時期之創作受現代主義風格影響，重視理性與邏輯，以實驗探証為主。 

表2-7.1908-1932年奧運官方海報 

1908/英國/倫敦 1912/瑞典/斯德哥爾摩 1920/比利時/安特衛普 

 

  

圖2-14.1908年倫敦奧運 

 

 

圖2-15.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 

 

 

圖2-16.1920年安特衛普奧運 

1924/法國/巴黎 1928/荷蘭/阿姆斯特丹 1932/美國/洛杉磯 

 

 

圖2-17.1924年巴黎奧運 

 

 

圖2-18.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 

 

 

圖2-19.1932年洛杉磯奧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9 日） 

1、1908/英國/倫敦（參圖2-14）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呈現出當時濃厚的時代風格，以一位跳高運動員佔滿整個畫面，以跳高姿勢

及在他的後面是運種場中游泳池和煤渣跑道。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是以運動員為設

計元素，而不是舉辦城市。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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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歷史上舉辦時間最長的現代奧運會，時間長達六個月。與1904年一樣，它是一個

封面，於是最後成為1908年倫敦奧運會的官方海報。 

 

2、1912/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圖2-15）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中的運動員旋轉著自己國家的國旗，人物的呈現有古希臘的風格，而在畫面

最前方的是瑞典國旗，它代表著國家走向奧運會的共同目標。但海報在當時受到一些

爭議，儘管藝術家在原始設計上增加了色帶，但仍引起了討論，例如，在中國禁止張

貼該海報。另外，海報上的旗幟前後順序在當時也是爭論的議題之一。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二十世紀初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當時呈現反對傳統，主張感情上更真實的方式

呈現創作，於是人體展示後來漸變為奧運海報的主要內容，將運動員強健的體魄完美

呈現。這是第一次為了宣傳奧運會，舉辦了一場比賽來製作官方海報。最後選擇了瑞

典著名藝術家Olle Hjortzberg的作品。海報被送往三十個國家（地區）六百三十六個城

市的兩千兩百家酒店。本來應要求，提供了八種語言的官方海報，最終以十六種語言

印刷，共八萬多冊。另外，還製作三種顏色的迷你海報，以五種不同的語言發送，共

發行了三萬多份。當時也開始製成促銷郵票，並在瑞典和海外發行十六種語言。 

 

3、1920/比利時/安特衛普（參圖2-16）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中有一位執著鐵餅的古希臘風格半裸運動員，讓人想起羅馬帝國時期「擲鐵

餅者」。他的身後是各種旋轉的旗幟，在背景中，可以看到安特衛普：巴黎聖母塔院，

格羅特市場，市政廳以及右上角是城市的徽章。飄揚的參賽國的國旗，象徵團結一

致。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1914年，安特衛普仍是奧運會舉辦的候選人，1916年世界正值第一次大戰，當時

奧林匹克運動會委員會製作了一份名為「1920年我們會在安特衛普舉行第七屆奧林匹

克運動會？」目的是說服國際奧委會。安特衛普當選後，奧運會組織決定同樣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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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上的特色設計作為正式海報用。宣傳風格相似於八年前瑞士奧運，同樣有古希臘

運動員與各國國旗的元素。海報總共製作了九萬份，搭配十七種語言。還有四萬個30 x 

20cm尺寸由官方設計的小海報，以港口的景色作為背景，而不是原始的城市全景。另

外，做了促銷郵票，包含縮小版的海報（4 x 6厘米）以五種顏色製作，共計兩百五萬

份。 

 

4、1924/法國/巴黎（參圖2-17）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展示了一群向奧林匹克致敬的健壯體操運動員，與法國隊體操的重視有相當

密切的關係。在他們的前面是棕櫚葉，象徵著勝利，還有巴黎徽章。法國人將自己的

國旗搬了上去，背景為飄揚的紅白藍三色法國國旗。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和1912年瑞典的畫面相比較，法國人的肌肉和動作看起來要來得柔和，這就是不

同國家的人對人體有著不同的審美觀。此次收到的作品中，最後保留兩張並用於宣傳

奧運會：Jean Droit（上圖）和Stephano Orsi的海報。Jean Droit的海報現在被用作1924

年巴黎奧運會的正式海報。兩位藝術家的海報的大約印製一萬份，其中一半以上寄往

國外。 

 

5、1928/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圖2-18）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上的跑者揮舞著白色的月桂樹樹枝，象徵著奔向勝利。將文字「阿姆斯特

丹」放於藍色背景上，下方有飄揚的荷蘭國旗紅白藍三色波浪。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相對於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奧運會融入了更多現代的元素，創造出結合荷蘭、勝

利、賽事、奧運等元素為一體。 

 

6、1932/美國/洛杉磯（參圖2-19）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的畫面運用古希臘的習俗，使用年輕運動員宣布何時舉辦下一屆運動會，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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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同樣出現於畫面中，圖像是藝術家Julio Kilenyi使用黏土模型處理，再以拍攝的形

式製成海報，以產生3D效果。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海報印製了數千張作張貼展示，同時也以其他形式出現，例如日常節目。 

 

（三）1936-1960 現代主義風格後期之奧運海報 

此時期之創作受現代主義風格影響，由於後期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開始進入了第二

時期的現代主義。比起第一時期，更講求權威階級與領袖崇拜。 

表2-8.1936-1960年奧運官方海報 

1936/德國/柏林 1948/英國/倫敦 1952/芬蘭/赫爾辛基 

 

  

圖2-20.1936年柏林奧運 

 

 

圖2-21.1948年倫敦奧運 

 

 

圖2-22.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 

1956/澳洲/墨爾本 1956/瑞典/斯德哥爾摩 1960/義大利/羅馬 

 

 

圖2-23.1956年墨爾本奧運 

 

 

圖2-24.1956年斯德哥爾摩奧運 

 

 

圖2-25.1960年羅馬奧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9 日）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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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6/德國/柏林（參圖2-20）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中的畫面前方是柏林市的象徵性紀念碑，位於勃蘭登堡門上的四匹戰馬，畫

面後方是加冕冠軍的身影。畫面中同時也提到奧運會的舉辦地點與時間，而奧林匹克

五環標誌則放在海報頂部象徵五大洲團結，畫面中元素的配置相當妥當，並利用大膽

的黃色與深藍色作佈局。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奧委會舉辦了一場比賽，匯集了四十九名德國藝術家，其中有四十四人共提交了

五十九張海報作品。但是，這些作品都不符合由奧委會提出的三項需求項目：顯示奧

運的重要性、讓人們對柏林感到興趣、使用易於理解的方式讓更多人了解奧運。於

是，奧委會又辦了第二場比賽，最後是Werner Würbel獲選。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下面兩張海報展示在基爾舉行的帆船比賽，及 1936 年柏林第十一屆奧林匹克

運動會首次舉行的奧運火炬傳遞。 

                               

圖 2-26.奧運火炬傳遞路線海報         圖 2-27.奧運於基爾的帆船賽海報 

（圖片來源：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9 日） 

 

2、1948/英國/倫敦（參圖2-21）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中放入Townley Discobolus的大理石雕像（在大英博物館展出的原始雕

像），畫面上有奧運五環，疊放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宮的景色上。將舉辦主城市中最

具象徵意義的經典紀念碑與現代符號鐘樓和大笨鐘結合。畫面中著名的大笨鐘指

針指向四點，這是當時計畫中的開幕式時間。前景還有放著奧林匹克的五環。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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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倫敦奧運為現代奧運史上第一個擁有開幕式的城市，當時世界才剛從二戰慢慢恢

復，當時的奧運會大受歡迎，它給當時受到戰爭創傷的人們莫大的精神安慰。當時也

由於時間緊迫，無法組織競賽設計正式海報，奧委會只能從少量作品中進行選擇。海

報完成後，以三種不同格式印刷了十萬份。它們是由旅行社及在英國運營的航空公司

發送。另外，也在三百個英國城鎮發送。 

 

3、1952/芬蘭/赫爾辛基（參圖2-22）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上放的是芬蘭運動員帕沃·努爾米（Paavo Nurmi）的銅像，他是著名的運動

員，在三個夏季奧運會（1920年，1924年和1928年）共獲得了十二枚奧運獎牌，其中

包括九枚金牌。該雕像是由著名的芬蘭雕塑家Wäinö Aaltonen製作。跑步者的身影疊加

在地球的一部分上，以紅色顯示為芬蘭國土。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在1940年奧委會已製作好一張海報，最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被取消。為了1952

年的夏季奧運會，後來他們決定再舉辦一次比賽。在1950年，收到了兩百七十七件作

品，但奧委會覺得沒有一個項目能與十一年前Ilmari Sysimetsä的作品相提並論。因此，

最後還是決定採用1940年時的創作，作為奧運會的正式海報。該海報以兩種格式和二

十種不同的語言出版，發送了十一萬多份。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當時在選手村的房間內，張貼著以以二十五種不同語言製作的歡迎海報。畫面內

為芬蘭國旗及奧林匹克標誌，和當地的鄉村照片。 

 

圖 2-28.奧運選手房間內張貼的歡迎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9 日）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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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56/澳洲/墨爾本（參圖2-23）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擺脫了過去以往會用在奧運會的風格，採用非常單純的設計方式。畫面呈現

一張有三頁的邀請卡形式，在藍色的背景中襯托出。第一頁上的奧運五環，以及彩色

的墨爾本徽章出現在最後一頁。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這次奧委會找了五位藝術家進行海報提案，最後選了Richard Beck的作品，以兩種

不同尺寸印刷了七萬張海報。 

 

5、1956/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圖2-24） 

（1）畫面風格與特徵： 

        1956年奧運在澳洲墨爾本舉行，其間本屆奧運會的馬術比賽則選在斯德哥爾摩。

海報的畫面下半部分在黑色背景上顯示了XVI Olympiad 1956 Stockholm 10-17 Juni的字

樣。上半部分以大理石為背景，顯示了一位古代騎手騎著馬的身影。下半部的數字像

是在公元前五世紀由雕塑家菲迪亞斯（Phidias）指導下雕刻在帕德嫩農神廟

（Parthenon）的壁畫上。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由於澳大利亞動物檢疫醫療規定，馬術活動無法在墨爾本舉行，因此選在瑞典斯

德哥爾摩舉行，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第十六屆奧運會馬術比賽奧委會發佈另一款海

報，以四種語言印製了四萬張海報：英語，法語，德語和瑞典語。 

 

6、1960/義大利/羅馬（參圖2-25） 

（1）畫面風格與特徵： 

        這張海報是Belvedere首都的現代改編版，最初是在古羅馬的卡拉卡拉浴場發現

的。除了游泳池外，浴室還提供練習運動的空間。展示一個勝利的運動員鼓掌的場

景，根據羅馬習俗，他用右手加冕並用左手握住勝利的手掌。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Capitoline Wolf，是羅馬的象徵，為這座城市的傳奇創始人Romulus和Remus雙胞

胎提供食物。該圖像的靈感來自在羅馬音樂人宮殿展出的著名青銅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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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64-1984 極簡主義風格為主之奧運海報 

此時期之創作受極簡主義風格影響，除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官方海報偏歐普藝術21

（OP Art），大多採簡單四邊形或具體形像傳達意識使用重複或均分的手法，讓超現

實、具重複性或幾何學想法，改變大眾與藝術品或建築物間的關係。 

 表2-9.1964-1984年奧運官方海報 

1964/日本/東京 1968/墨西哥/墨西哥 1972/德國/慕尼黑 

 

  

圖2-29.1964年東京奧運 

 

 

圖2-30.1968年墨西哥奧運 

 

 

圖2-31.1972年慕尼黑奧運 

1976/加拿大/蒙特婁 1980/蘇聯/莫斯科 1984/美國/洛杉磯 

 

 

圖2-32.1976年蒙特婁奧運 

 

 

圖2-33.1980年莫斯科奧運 

 

 

圖2-34.1984年洛杉磯奧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1、1964/日本/東京（參圖2-29） 

（1）畫面風格與特徵：  

                                                
21 使用光學技術營造出來的奇異藝術效果。（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年 2月 9 日）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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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報使用了1964年東京奧運會標誌。簡單且動態地重新詮釋了日本國旗與奧運五

環。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1964年奧運會相繼出版了四張主要海報。它們都是由龜倉雄策 Yusaku Kamekura22製

作的。第一張叫做“The Rising”，畫面中即是太陽和奧林匹克座結合的會徽，正是這次

的官方海報。海報的印刷和設計，更獲得了米蘭海報設計獎的肯定。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在這裡，按照出版順序，還有三張海報，同樣由 Kamekura 製作，並由攝影師

Osamu Hayasaki 和 Jo Murakoshi 協助。 

                               

圖 2-35. 拍攝六十次才成功之作品          圖 2-36. A Butterfly Swimmer 海報 

 

2-37. An Olympic Torch Runner 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圖 2-35 海報是來自進駐在立川空軍基地的美軍運動員和日本業餘運動員，在寒冷 

的夜晚在國家體育場進行拍攝，嘗試了六十次以上才能獲得這麼完美的照片。對

Hayasaki 來說，這是他嘗試過的最具挑戰性的工作之一。 

                                                
22

Yusaku Kamekura1935 年畢業於新建築與工業美術學院。擔任過日本平面設計家協會會長。1964 年為東奧設計的海報，讓日本海

報設計得到世界關注。（整理自維基百科，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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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為“A Butterfly Swimmer”（參圖 2-36），最初照片是於 1962 年 2 月在東京都游

泳池拍攝，當時拍攝的照片沒有一張讓他們覺得喜歡，第二次嘗試找了早稻田大學三

名學生拍攝的照片，Iwamoto 最後被選出現在海報中。 

        最後一張海報創作於 1964 年初（參圖 2-37），被稱為“An Olympic Torch 

Runner”，來自 Juntendo 大學田徑隊的運動員 Tanaka。圖像的顆粒故意被放大以產生原

始效果，並透過構圖進一步增強該效果。整體構圖和顏色力求為火炬傳遞添加莊重而

寧靜的品質。 

 

2、1968/墨西哥/墨西哥（參圖2-30） 

（1）畫面風格與特徵： 

        墨西哥68標誌出現在海報的正中央，設計只有黑白兩色，按一定規律的畫面排列

的幾何形延伸，具有抽象性。組成標誌的元素是向外輻射狀，像是一頂光芒四射的桂

冠，比喻著慕尼黑奧運精神為崇高、清新，是一個光芒四射的慕尼黑，用黑白平行線

在各個方向上呈螺旋形散發出來，給人動感的印象，讓人回想起印度Huichol土著人民

的圖案。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奧運會舉辦，最後由Pedro Ramirez Vazquez及Eduardo Terrazas和Lance Wyman先共

同設計一個《墨西哥68》標誌，接著製作官方海報。簡潔，美觀和實用為導向是《墨

西哥68》的主要定義和目標，因此也影響了官方海報整體設計。1968年初，在紐約現

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文字與圖像展覽中，以《墨西哥68》海報為主要特色展出。1968

年6月和7月，在第十四屆《米蘭三年展Triennale Milano》上同樣也展出《墨西哥68》

奧林匹克計劃。印製了海報約兩萬五千份，以五種不同顏色印刷：藍色，紅色，黃

色，綠色和黑色。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本屆運動會創作了大量海報。根據官方報告，有一百五十多種不同的海報，發送

了超過兩百萬份。因此，總共製作了約二十八萬多張十八款體育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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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體育系列海報–划船            圖 2-39.體育系列海報–體操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下方圖共製作十九款海報用於文化性質節目宣傳，另外五十八款用於其他文化活動。 

                  

         圖 2-40.文化性質宣傳用海報系列一         圖 2-41.文化性質宣傳用海報系列二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為宣傳奧運會，官方更印製下圖設計海報約一百六十多萬張，共四十一款特別海報。 

                     

圖 2-42.宣傳 1968 年奧運海報系列一      圖 2-43.宣傳 1968 年奧運海報系列二 

                    

圖 2-44.宣傳 1968 年奧運海報系列三      圖 2-45.宣傳 1968 年奧運海報系列四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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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2/德國/慕尼黑（參圖2-31）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以一張照片為底，顏色經過重製，與奧運會的視覺識別相呼應。畫面中亦使

用奧林匹克塔在背景中呈現，並結合奧林匹克帳篷屋頂的輪廓，該屋頂結構使用類似

尼龍材質模擬。畫面最上方是奧運會日期，以及由Otl Aicher設計的官方會徽標誌。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1969年6月，奧委會組織一場設計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的官方海報比賽。他們邀請

十一位藝術家參加，每人最多可以提出兩個項目。海報內容必須含：慕尼黑場景（最

好是帳篷形狀的屋頂輪廓），由Otl Aicher創作的奧運會會徽和München1972等字樣。

此外，海報還必須符合奧運會整體形象，並採原色和三種互補色。同年11月，收到的

提案並沒有符合需求，於是，奧委會要求Aicher由他本人的設計製作海報，其中包括著

名的帳篷形屋頂。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為奧林匹克運動項目中的二十一項運動相對應的海報，都對該文化具有吸引力，

如下圖這些海報是使用照片設計的。請特別注意，他們挑選出每種運動中最經典的靜

止畫面，並進行了後製過濾並簡化形狀與顏色，捕捉每張圖像的本質。同時也使用水

平線和故意截斷的圖像顯示從左到右的運動，試圖傳達各種運動的動態動作。不同運

動項目的海報，皆選擇一種主要顏色，然後再添加其他二至四種顏色作為補充效果。 

                            

圖 2-46.體育系列海報–籃球 圖 2-47.體育系列海報–柔道  圖 2-48.體育系列海報–排球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 

        對奧委會來說，藝術與體育的結合是本屆慕尼黑奧運會的核心願景。他們製作了

一組藝術海報（如下圖），利用世界知名的藝術家和體育愛好者來宣傳奧運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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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這些海報主要針對理解已奧運的大眾族群，主要分佈在大學，博物館，大使館

和旅遊中心等文化機構。 

                                    

圖 2-49.藝術海報系列一            圖 2-50. 藝術海報系列二       圖 2-51. 藝術海報系列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 

        這屆奧運也專門為非洲組織一次宣傳活動，他們與德國非洲協會（Deutsche 

Afrika-Gesellschaft）合作舉辦一場設計創作比賽，呼籲非洲藝術家參加，為的也是希

望能激發整個非洲大陸對奧運會感到興趣。海報的主題和風格由參賽者自由選擇，在

提交的眾多項目中，由肯亞的 Ancent Soi 贏得了最高獎項，如下左圖海報，年輕跑步

者暗指非洲黑人；獲得第二的海報代表為北非阿拉伯國家，這是阿爾及利亞的

Kamadine Krim 製作的藝術品，畫面上方有隻鴿子。 

                                  

圖 2-52.非洲藝術家創作宣傳奧運海報首獎    圖 2-53.非洲藝術家創作宣傳奧運海報二獎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 

 

4、1976/加拿大/蒙特婁（參圖2-32）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畫面中放了奧林匹克著名標誌，並使用在連續的波浪中象徵迴響，象徵邀請了來

自各大洲的運動員參加1976年奧運會，陸續聚集與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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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將美學和圖形放在一起，反映出1976年蒙特婁對的特殊字符的美學概念。這些運

動會視覺識別的主要顏色是紅色，及其他七種顏色：藍色，灰色，綠色，橙色， 黃

色，淡紫色和紫色。官方海報最初是一組八個主題。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八個主題海報中的每一張都展示了該屆奧運會主題。下圖第一張為宣傳金斯敦

（Kingston）帆船比賽的海報；第二張海報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官方標誌被視為漂浮在

微風中，作為一個集會標誌；第三張目的為宣傳 1976 年國際青年營海報，它像徵著年

輕人思想和態度的大量湧現。 

                                 

圖 2-54.金斯敦（Kingston）帆船比賽宣傳海報       圖 2-55.1976 年奧運宣傳海報 

  

圖 2-56.國際青年營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6 日） 

        下三張圖與奧運中二十一項運動相呼應的一組海報，旨在競賽時運動的動作和即

時性。因此，奧委會決定採用照片而不是繪圖呈現作品。為了製作這些海報，藝術家

們直接到 1972 年慕尼黑奧林匹克運動會現場，從二十萬張照片中選擇了二十一張。每

張照片必須符合標準：必須易於複製與放大，並清楚地展現出符合相關運動的規則和

關鍵技術，並應盡可能地選擇畫面壯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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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體育系列海報–射箭 圖 2-58. 體育系列海報–擊劍 圖 2-59.體育系列海報–排球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6 日） 

        下三張圖則為宣傳「藝術與文化」(The Arts and Culture programme)的海報使用了

該計劃設計的標誌，像是一種用小麥捆製成的圖樣，它的色彩是為「運動會外觀」選

擇的，代表加拿大人民的創造力，該符號還出現在該計劃的各種活動所用的特定海報

上。 

                   

圖 2-60、2-61、2-62.藝術與文化海報系列一、二、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5 日） 

 

5、1980/蘇聯/莫斯科（參圖2-33）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的特色是奧運會會徽，由三個元素組成：奧林匹克五環，體育場的軌跡（也

形成了典型的莫斯科建築的輪廓）和上方的五角星。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會徽由弗拉基米爾·阿森捷耶夫（Vladimir Arsentyev）設

計。它是在一場競賽中被選中的，競賽中有兩萬六千名蘇聯和外國藝術家提交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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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當時奧委會與一間蘇聯的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兩百五十種不同的奧運海報，總計一

千八百七十五萬份。著名的蘇聯藝術家都被拿來作為設計，下圖作品的內容同時和體

育相關。 

       

圖 2-63、2-64、2-65、2-66.蘇聯出版社 1980 年奧運宣傳海報系列一至四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8 日） 

 

6、1984/美國/洛杉磯（參圖2-34）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包括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標誌：運動中的星星。畫面也混用了各種圖像並

重新建立出水平線。三個互鎖的星形設計，主要為想喚起平等競爭的精神。同時，水

平線條意旨代表運動員追求卓越的速度。這些參賽的運動選手不僅呈現在美國國旗

上，且在超過47個其他國家的國旗上，表示這些運動員的卓越。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當時邀請了16名洛杉磯著名藝術家製作海報。 其中Rauschenberg的作品隨後成為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正式海報。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奧林匹克藝術海報包括 Robert Rauschenberg 的海報（表 2-9 內正式海報），總共十

五幅作品，從抽象到寫實主義等不同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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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7、2-68、2-69.1984 年奧運官方藝術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8 日） 

如下圖作品，每種運動都有一張海報，海報取自於奧委會當時出版的說明手冊封面。 

 

圖 2-70.1984 年奧運宣傳海報系列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8 日） 

奧委會選擇了來自洛杉磯地區的十二位藝術家，製作一系列簽名海報，如下三張作

品，每張海報都代表一個特定的主題。  

               

圖 2-71、2-72、2-73. 1984 年由藝術家創作奧運宣傳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9 日） 

        奧委會要求成為藝術家的運動員 Ernie Barnes 根據他的運動經驗製作海報，如下頁

三張作品這些作品展現了洛杉磯種族的多樣性，體育比賽的情感及冠軍美德：專注和

理想主義。海報以運動賽事為主要概念，其中一幅展示了社區的參與。 

 

https://www.olympic.org/
https://www.olympic.org/
https://www.olympic.org/


55  

                

圖 2-74、2-75、2-76.由藝術家的運動員創作之奧運宣傳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18 日） 

 

（五）1988-2004 多元表現風格為主之奧運海報 

此時期之創作手法相當多元，進入一個文化大眾化，並講求高科技與資訊快速流通的

社會。 

                                          表 2-10.1988-2004 年奧運官方海報（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1988/韓國/首爾 1992/西班牙/巴塞隆納 1996/美國/亞特蘭大 

 

 

圖2-77.1988年首爾奧運 

 

 

圖2-78.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 

 

 

圖2-79.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 

2000/澳洲/雪梨 2004/希臘/雅典 

 

 

圖2-80.2000年雪梨奧運 

 

 

圖2-81.2004年雅典奧運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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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8/韓國/首爾（參圖2-78）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象徵著本屆運動會的座右銘：和諧與進步。奧運五環上有鮮豔的色彩，代表

奧林匹克促進了和平。運動員舉著奧運火炬的形象象徵著人類朝著幸福與繁榮邁進，

該設計是由數位技術製作，顏色選用是淡藍色和亮橙色混合，象徵著早晨平靜的土

地。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1984年6月，奧委會邀請首爾國立大學的Cho Yong-je教授製作1988年漢城的官方海

報。1985年1月，提出了兩組作品，奧委會從中選出了一款作為官方海報。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下圖兩張海報左圖為使用 1988 年漢城奧運會的正式標誌，右圖為使用吉祥物

Hodori。 

                          

圖 2-82.奧運宣傳海報–會徽                圖 2-83.奧運宣傳海報–吉祥物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4 日） 

應奧委會要求，Lloyd Shin 畫廊選了二十位當代國外藝術大師和五位韓國當地藝術家推

薦的韓國藝術家，製作一組藝術海報。 

            

圖 2-84、2-85、2-86.藝術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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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三張海報，這套共有二十七張的體育海報由 Cho Yong-je 教授及其同事製作。海報

將運動員的動作鏡頭與數位動畫設計結合，象徵著人類不懈努力。這些照片是在首爾

亞運會（1986）和洛杉磯奧運會（1984）期間拍攝的。 

           

圖 2-87、2-88、2-89.1988 年體育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5 日） 

下方文化海報則由十二位韓國藝術家製作，共十二幅作品，目的是向世界其他地方介

紹韓國文化。 

                

圖 2-90、2-91、2-92. 1988 年文化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6 日） 

 

2、1992/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圖2-79） 

（1）畫面風格與特徵：  

        風格浪漫優雅，自由奔放，其簡明率性的筆觸為其特徵。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風格來源為拉丁文化，John Miro的抽象繪畫。奧委會製作了四張官方海報，動態

版的Barcelona 1992標誌的海報現在被用作本屆奧運會的官方海報。畫面中會徽由Josep 

Maria Trias設計，代表運動員越過以奧林匹克五環的障礙。以輪廓簡單的線條簡化為頭

部（來自地中海的藍色），手臂（明亮的黃色，開放以表示熱情好客）和腿（明亮的

紅色，象徵生命），在標誌和奧運五環上，添加的顏色漸變，突出圖像的動態效果。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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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奧委會共出版了五十八張不同的海報，分為四個系列，共製作了兩百九十四萬

份。除了帶有 Josep Maria Trias 設計的標誌的海報外，奧運會的官方海報集還包括以下

三幅海報： 

         

圖 2-93、2-94、2-95.1992 年奧運官方宣傳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5 日） 

       對於十八張“Designers”海報，選擇了西班牙最著名的代表藝術師，像是巴塞隆納、

加泰羅尼亞和全國其他地區各種流行趨勢的藝術家。 

         

圖 2-96、2-97、2-98. Designers 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6 日） 

為了製作八幅“Painters”海報，奧委會呼籲西班牙和海外的藝術家一同參與。 

           

圖 2-99、2-100、2-101. Painters 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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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三張海報，這套由二十八張體育海報組成，畫面大都為結合運動員在地球上的圖

像，主要想喚起大眾對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印象，這些照片選自於擁有五千多張影像

的世界攝影檔案館，地球圖像是由 NASA 提供。 

         

圖 2-102、2-103、2-104.體育海報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3、1996/美國/亞特蘭大（參圖2-80） 

（1）畫面風格與特徵： 

風格優雅明晰，比例和諧，清晰的人物肌肉造型剪影為其特徵。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風格來源為古希臘雙耳陶瓶上的細膩人像圖案。為慶祝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一百週

年，海報將經典和現代符號結合在一起。運動員位於畫面的中心，以奧林匹克色彩為

背景。在運動員的軀幹上可以看到來自亞特蘭大1996年徽記的淺灰色版本的火炬。通

過這張圖，藝術家的意圖是平等地描繪出男人和女人，及奧運會參與者的所有種族。

1996年亞特蘭大運動會的海報節目共有六十三幅作品，分為四個系列。其中之一是受

委託為奧運會製作視覺標識的公司，當時的奧委會主席Juan Antonio Samaranch正是從

他們創作的系列中，選擇了Primo Angeli的創作作為正式宣傳海報。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當時被指定發展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視覺形象的六家公司，都必須設計海報。

主題自由選擇，這就是為什麼下面的作品具有截然不同的主題，例如運動員，和平鴿

和象形圖，而“Look Team Series ”則被選為本屆運動會官方海報。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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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5、2-106、2-107、2-108、2-109. 1996 年奧運宣傳海報系列一至五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Artist Series”由十一位來自不同領域藝術家的海報組成，下方三張作品，這些海

報宗旨都在傳達奧林匹克精神。畫面以婦女和體育或奧林匹克村為主題，這些海報大

多數都是限量版印刷品。 

            

圖 2-110、2-111、2-112. Artist Series 系列海報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與奧林匹克計劃中的體育項目相對應的“Sports Series”是由藝術家山形浩弘創作

的，下方圖為作品，每張海報都包括該項運動名稱、藝術家和該賽事的日期。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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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3、2-114、2-115、2-116、2-117. 體育系列海報一至五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 

 

4、2000/澳洲/雪梨（參圖2-81） 

（1）畫面風格與特徵： 

        風格活潑隨性、自由奔放，迴力鏢狀的腿部構建與粗糙的界線輪廓為其特徵。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風格來源為澳洲大陸地形、原住民迴力鏢。海報的特色人物「千禧人」，迴力鏢的

設計靈感主要是來自於該國土著文化，因此成為運動會的象徵。在他的上方，白色的

閃光燈閃爍著，象徵奧運火炬的煙霧，同時也讓人想起著名的雪梨歌劇院屋頂山峰狀

建築，這樣的圖像也出現在畫面底部。千禧人被放在藍色的背景上，在畫面上也可看

到人的剪影，參與城市的名稱以小寫字母呈現。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奧委會委託了幾位風格不同的創意藝術家為奧運海報進行設計。該海報展示了本

屆奧運會的三個吉祥物：Syd，Millie 和 Olly，它是由其創作者 Matthew Hatton 和插畫

家 Mark Sofias 設計，2000 年雪梨奧運會的座右銘是「分享精神」。 

 

https://www.olymp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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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8、2-119、2-120、2-121、2-122. 2000 年奧運宣傳海報系列一至五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28 日） 

下圖 2-124 海報展示了本屆奧運會的三個吉祥物：Syd，Millie 和 Olly，是由其創作者

Matthew Hatton 和插畫家 Mark Sofias 設計的。 

 

圖 2-123. 2000 年奧運宣傳海報–吉祥物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30 日） 

下三張作品呈現為體育海報，特色是運動員在不同的彩色背景下進行運動。 

        

圖 2-124、2-125、2-126.2000 年奧運體育系列海報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31 日） 

由奧委會委託給 Ing Design（藝術總監 David Terrazas）的這個特別系列八張海報各代

表一門體育學科，部分作品如下，畫面亦重申藍色水平線對奧運的視覺識別至關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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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7、2-128、2-129. 由 Ing Design 製作宣傳 2000 年奧運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30 日） 

 

5、2004/希臘/雅典（參圖2-82） 

（1）畫面風格與特徵：  

        風格樸拙稚趣，蚯蚓狀的人行、白色飾線與自由幾合狀的立體輪廓為其特徵，白

色橄欖枝是和平的象徵同時也展現出雅典對世界的包容。整體畫面簡單而抽象，藍色

與白色也相當地和諧。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風格來源為席克拉底斯文化中的陶器圖文與人物雕刻。海報以奧運會會徽為特

色，會徽由兩個圖形藝術工作室創建：沃爾夫·奧林斯和紅色設計顧問。作為歐洲古文

明發源地，畫面也展示了橄欖葉的冠冕，對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暗示，它被授予給

勝利者。這棵神聖的樹也是雅典古城邦象徵。橄欖樹枝象徵和平，是開放的圓圈，邀

請人們聚集在一起，擁護奧林匹克的理想。藍色和白色使人聯想起海洋和天空。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該系列的 28 張體育海報（如下三張作品）使用了本屆奧運會的體育象形文字作為

重複主題。象形文字本身的靈感來自基克拉迪(Cycladic)時期的人物和古希臘的黑色數

字花瓶。 

 

圖 2-130、2-131、2-132. 2004 年奧運體育系列海報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 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 2019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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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古代廣告以物易物的形式，隨著時間演進，無論是 20 至 30 年代以理性或感性

為廣告訴求的時代，或 40 至 50 年代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講求權威至上時代，當時

統治者利用各種工具與手段，欲擴張國家思想達到入侵他國與控制人民，直至 1950 年

代開始後，電視娛樂節目在美國風靡，廣告便開始興盛。現今 90 年代亦是整合行銷傳

播的時代，加上 90 年代網路時代來臨，廣告工具變得更加多樣，廣告形式的呈現也變

得更加多元，如同先前所提，現代廣告的特點即是：傳播工具根據行銷任務演進，已

相當多元與數位化，這些工具跟早期相較，無論是傳播範圍或效果都是完全不同的。

而廣告的內容也不再只是展示商品與服務，應是對消費者進行全方位了解，在對的時

間、場域提供最適合消費者的個人訊息，讓消費者能從廣告中感受到品牌的核心價

值，並提供美好體驗。 

        同樣的，歷屆奧運廣告內容也隨著時代的演進，有著不同的風格變化與特徵，以

下為歷屆奧運海報應用特色之整理： 

一、1896-1904年之奧運海報：以充滿活力、流動和波浪形狀的線條作為設計基石，讓

傳統裝飾充滿活力。 

二、1908-1932 年之奧運海報：主辦城市國旗元素的使用，以飄揚、旋轉流動線條的呈

現的方式，主張情感上更真實的呈現創作，人體展示漸變為奧運海報主要內容，而不

是城市。 

三、1936-1960 年之奧運海報：以象徵性的地標或重要影響人物、君王等作為海報畫面

主軸，講求權威階級與領袖崇拜。 

四、1964-1984年之奧運海報：大都採城市代表符號作表現，主要以簡單線條或形狀傳

達意識使用重複或均分的手法，讓超現實、具重複性或幾何學想法，改變大眾與藝術

品或建築物間的關係，並大量減少舉辦奧運訊息、城市的介紹等文字的使用。 

五、1988-2004年之奧運海報：呈現多元風格，使用不同的色彩代表不同的意義；像是

白色代表對世界的包容，藍色與白色讓人聯想起國家的海洋與天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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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個案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將依照前章文獻的整理進行分析，透過歸納出相關類目，目的在於了解相

關類目如何應用於奧運海報；第二階段採經典個案研究，探討近三屆夏季奧運廣告內

容：2008 年北京奧運、2012 年倫敦奧運及 2016 年的里約奧運，並因應當代廣告的演

進，分析相關類目為要素的當代平面廣告個案，釐清內容與表現形式產生的方向，及

最終可提供之創作風格與趨勢建議。 

表 3-1. 研究流程表 

第 

一 

階 

段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研究樣本：歷屆夏季奧運官方海報。 

研究內容：本階段在於分析奧運海報元素應用。 

↓ 

第 

二 

階 

段 

研究方法：個案分析法 

研究樣本：近三屆夏季奧運官方海報與相關類目

為要素的當代平面廣告個案。 

研究內容：本階段在於交叉分析奧運海報元素應

用，以幫作接下來創作表現。 

 

一、研究樣本之類目與分析結果 

        分析類目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之結果來編制內容，並僅限於歷屆夏季奧運官方海

報，共 28 張為範例並予以分類。以海報構成要素，分為圖形、色彩及文字，於歷屆官

方海報中，圖形分為影像類型及背景表現應用。影像類型通常可分為具象或抽象兩

種，具象內容常使用於奧運代表城市或地標、國旗或運動員等，抽象元素的基本組成

像是點、線、面此三者為主；背景表現則以動態色塊或線條為主，線條的機能與特

性，依創作者的個性，與當下感受、工具材料的不同，創造出來的形式可說是五花八

門，但都能顯現出設計者的情感變化，劉其偉（1991）則將線條分為四類，參 3-2 表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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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劉其偉對線條分類的詮釋 

種類 特點 屬性 

性格線 精密的描繪方式，著重於控制，屬於「冷」性

的佈局，較不屬於個人性格的展現。 

屬於自由線，意謂藉由造型不

由自主地表達出自由性與情

感。 

機械線 不規則，速度和方向相當靈活多變，含有情感

色彩。 

屬於幾何線，由於為機械式線

條，使人有種被控制秩序的感

受。 

試探線 屬於理智的試探。比如法國畫家保羅．塞尚，

他認為自然界所有物品可由圓柱，圓等三種結

構組成的藝術主張，不像文藝復興時期的畫

家，只關注在一點上，而是透過不同角度觀察

的透視學，藉由從物品的上下左右描繪出的輪

廓，好像物品在震動。 

自由線。 

自然線 出於自然，線條呈現純樸且有生命，德國表現

派畫家的作品，讓人直覺感到描繪者內心的情

感。 

自由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參照線條的分類，奧運官方海報於線條應用的具體例子，不外乎像是 1972 年慕尼

黑、1984 年洛杉磯、1988 漢城奧運等，而在此之前也不乏使用流暢的線條表現過，如

1912 年斯德哥爾摩，與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由此可見，用線條來表達奧運海報是

最可見的特徵。色彩部分主要為顏色使用豐富度，排除官方五環標誌，過去官方海報

中並無單一色調的使用，大都以四色以下居多；文字主要為文案的使用，最常使用為

表示舉辦之地點與時間。整理如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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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歷屆奧運官方海報類目分析表（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類目 次類目 代表範例 

圖形  影像類型 抽象–點線面組成 

具象–國旗、城市或

地標、人物（運動員

或人物） 

 

    

     

 

背景表現 連續色塊、動態線  

   

 

色彩 顏色使用 雙色、三色、四色以

上 

 

                  

 

文字 文案 舉辦地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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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近三屆以影像與線條為主的奧運個案研究 

        由第一節探討過去奧運官方海報中得知，構成海報類目中的圖形、色彩與文字的

主要方向後，本節將採經典個案研究，闡述近三屆以影像與線條為主的奧運海報設

計，並進行檢視，以助於理解近年來各界奧運海報執行的想法是否和過去歷屆相同，

進而增加各城市接下來對奧運廣告操作層面的理解。 

 

一、2008 年中國北京奧運 

（一）背景 

        2008 年北京奧運會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在 1978 年開放經

濟改革，經濟開始發展迅速，GDP 不斷增長，同時，經濟的改革讓中國有機會實踐與

調整體育政策。而在北京奧運會結束後，同時也促進了中國體育產業鏈的形成和發

展，主要成長的產業有：體育用品業，體育旅遊業，休閒體育業與體育消費水平等。

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成功也使主辦城市北京，和其他共同主辦城市像是天津、上海、

青島等城市皆成為消費者想前往的旅遊地區，進而促進中國的旅遊業繁榮。 

 

圖3-1.2008年中國北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Theme Posters系列一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7日） 

 

1、畫面風格與特徵：  

         官方海報是來自三個主題海報之一。使用中國傳統水墨畫風格，畫面呈現在高山

景觀上方飛行的鳥類。海報最上方印有奧運會的舞蹈北京會徽，它代表由漢字jing（意

為「首都」）形成的奔跑，是個跳舞的人體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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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官方海報的選擇經過多個階段，過程從2007年5月便開始，匯集了71個設計工作

室。隨後選了約930個設計作品進行評估。最後由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何潔

教授組成的藝術團隊入選。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奧委會製作的海報體現了本屆北京奧運「一個世界，一個夢想」的口號，三套主

題海報” Theme Posters”、” People's Posters”、” Sports Posters”分別反映了綠色、人民文

化與高科技奧運的概念。 

        下二張海報包含一開始呈現之官方海報，這套三張為一套，是奧運會正式海報。

採中國傳統繪畫風格。在這組海報中的其他兩張，我們可以找到經典的地標紫禁城天

壇，及本屆奧運的場地國家體育場（也稱為鳥巢）和國家公園水上運動中心（水立

方）。這種結合強調了體育與文化之間，奧運會與中國之間的聯繫。 

    

圖3-2、3-3. 2008年中國北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Theme Posters系列二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7日） 

 ” People's Posters”海報同樣有三張。在不同年代人的笑臉上都可以看到中國人的待客之

道。畫面後方是中國的地標：紫禁城、長城和天壇。 

     

圖3-4、3-5、3-6. 2008年中國北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People Posters系列一至三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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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ports Posters”主題海報上，運動員的動作圖像被放在淺色背景上，該背景帶有

相關運動的線條象形圖，或使用彩色背景與北京 2008 的視覺形象相符。 

   

       

圖3-7. 2008年中國北京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Sports Posters系列 

（圖片來源：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7日） 

 

二、2012 年英國倫敦奧運 

（一）背景 

       2012 年奧運由前奧運冠軍選手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和當時倫敦市長肯．

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成功申辦，擊敗競爭國家有莫斯科、紐約、馬德里和巴

黎。倫敦成為從過去至今，已成功三屆23舉辦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第一個城市。 

 

圖3-8.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 

（圖片來源：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20日） 

                                                
23
 此前曾於 1908 年和 1948 年舉辦過夏季奧運會。（整理自《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瀏覽日期 2019年 7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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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畫面風格與特徵：  

        這幅名為LOndOn 2012的海報展示了奧林匹克色彩的圓圈彼此重疊的情況，它清楚

地提到了構成奧林匹克標誌的五個環。這些圓圈就像是留在桌上的瓶子或玻璃杯的標

記，象徵著社交會議的記憶，也如奧運會觀眾聚集在一起，或開幕式時在體育場的運

動員聚會。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奧委會與泰特Tate美術館及Plus Tate Group美術館（英國19個地區美術館）合作，挑

選負責製作2012年倫敦官方海報的藝術家。他們共同挑選了一百多名藝術家，其中六

個人各自為奧運會設計海報。這次主要目標是「藝術卓越」，他們為奧運會設計海報

的六位其中三位包括Rachel Whiteread都獲得了英國最廣為宣傳的藝術獎項Turner 

Prize。他們的原始作品被複製為海報和限量版，並向公眾發售。海報也被送到了英國

美術館，並在各種展覽中推廣。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圖3-9.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潛水員》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1）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Anthea Hamilton，《潛水員》（Divers）：Hamilton 擅長將各種日常物品匯集一起，營

造出「敘述性」情境；他也會使用裁切圖形和意想不到的元素拼在一起，讓人感受到

作品呈現超現實主義的特色。海報呈現在奧運五環之下，兩條腿從潛水員或花式的游

泳者腳中從水中抬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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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玫瑰玫瑰》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2）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Bridget Riley，《玫瑰玫瑰》（Rose Rose）：Riley繪畫的風格演變並不快，她的作品

主要關注於「安定與騷亂」。該作品彩色的水平條紋讓人想起田徑跑道或游泳池的車

道。顏色之間的關係創造了一種運動的速度感，捕捉了運動和運動會產生的能量。 

 

圖3-11.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作品編號1273》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3）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 

Martin Creed，《作品編號 1273》（Work No. 1273）：藝術家 Creed 作品主要關注於有

與無之間，以及藝術品對於世界的價值。該海報作品使用奧運五環調色，描繪了升起

的矩形形狀來代表延伸的領獎台，證明了藝術家對所有參賽奧林匹克運動員的精益求

精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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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無名奔跑者》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4）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Chris Ofili，《無名奔跑者》（For the Unknown Runner）：Ofili 藉著編排設計細密的油

畫成名，他透過細節展示美學、黑人文化與歷史。該海報作品為一位像超人或神話人

物的運動員衝刺而過。花瓶是參考古代奧運會。 

 

圖3-13.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游泳》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5）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Howard Hodgkin，《游泳》（Swimming）：從 Hodgkin 創作的人物和風景作品中，看

得出他試圖捕捉某個特殊時刻、地點甚至區域，將瞬間的感受凝聚在作品中。該海報

作品一團深深的藍色漩渦狀像洪水氾濫在整個畫面上，筆觸的流動性捕捉水的流動和

游泳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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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大笨鐘2012》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6）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Sarah Morris《大笨鐘 2012》（Big Ben 2012）：以倫敦著名地標大笨鐘為主題，延續

抽象的畫風，以鮮艷的顏色和線條，呈現田徑場及泳池內的泳道，展現競技場上的活

力。 

 

圖3-15.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GO》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7）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Michael Craig-Martin《GO》（GO）：Martin 常使用許多日常用品與材料作結合，探索

出更多藝術的本質，同時也讓他的作品擁有清新明快的設計風格。該作品即是结合了

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字訊息，可以看到奧運比賽令人期待槍響的那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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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6.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愛在2012》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8）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Boband Roberta Smith《愛在 2012》（LOVE in 2012）：伴隨著 2012 奧運活動內容包羅

萬象，包含期待的奧運開幕式，全倫敦的教堂鐘聲同時響起。畫面也以勇氣、鼓舞、

汗水及愛，點出殘奧的核心精神。 

 

圖3-17.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超人裸像》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9）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Fiona Banner《超人裸像》（Superhuman Nude）：Banner 的創作特色為，她能藉由

「文字」對實際發生或電影中的場景進行再造。而在這張海報的文字背後，隱約可看

到自行車選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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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8.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鳥2012》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10）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Tracey Emin《鳥 2012》（Birds 2012）：Emin 經常不帶任何諷刺意味的探討自己的靈

魂存在意義，這點讓她與其他藝術家與眾不同。而這張海報是為了倫敦殘奧會創作的

海報。海報上寫「你以你的毅力點亮我，所以我愛你」，畫面也呈現了標誌性的隻言

片語，與兩只迎面飛來的小鳥互相依偎。 

 

圖3-19. 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Capital》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4日） 

（11）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Gary Hume《Capital》（Capital）：Hume 最知名的作品是採用家用光漆的亮麗色彩作

平面圖行的組合。本張海報畫面下方的大圓形代表殘奧選手的輪椅，上方的小圓點是

網球，主要描繪的是輪椅網球運動員選手的運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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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巴西里約奧運 

（一）背景 

        這是繼 1968 年墨西哥，與 1980 年莫斯科和 2008 年中國夏季奧運會之後，有史以

來在南美舉行的第一屆奧運會，也是在發展中國家舉行的第四屆奧運會。 

 

圖3-20. 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31日） 

1、畫面風格與特徵：  

        以（明黃、綠色、紅色和藍色）色彩、明亮及不同種族文化相融合的美，體現巴

西特色。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在白色背景上，海報上直接展示奧林匹克運動會標誌。會徽描繪了里約地標，位

在里約熱內盧的糖麵包山（Sugarloaf Mountain）的形狀，運動員和人物圍成一圈，無

論是個人或集體運動，都在溫暖的懷抱中，也反映了核心概念。這個設計同時也反映

出熱情與變革，傳達出奧林匹克精神，繁榮、和諧的多樣性和傳染能量。 

3、當屆其他奧運會宣傳海報： 

當年，邀請了十三位藝術家（一位哥倫比亞和十二位巴西人）同時也一同參與了 2016

年里約奧運會海報設計。自 1912 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辦奧運會以來，正式的海報就一直

是奧運會的傳統，主要是由組委會選擇的，並保留為每屆奧運會的歷史文物。而這次

的海報的主題廣泛，包括科帕卡巴納海灘上的健壯跑步者，放風箏的孩子，釣魚和海

上航行的五環，以及奧林匹克火炬和古代奧運會的月桂花環。 

        里約熱內盧和巴西奧運會的代表方式非常不同，里約熱內盧 2016 年文化總監卡

拉．卡穆拉蒂（Carla Camurati）說，這些都是與街頭藝術家像是 Geleia da Rocinh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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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合作，而這些藝術家的靈感來自運動員與海洋之間的關係。 他也表示，里約是一個

自然的奧林匹克城市，因為人們喜歡在戶外運動。 

        這次參與的藝術家主要使用藍色、紅色、綠色和明黃色呈現里約印象。一些藝術

家創作了具有圖形圖案和大膽色彩的抽象圖像，其中一位研究了運動場的各種網格呈

現。另一張海報由噴在黑色背景上的白色斑點組成，以及一些則顯示出與捕魚，自然

和海洋有關的主題，而一些當前對傳統奧運會圖像的改編，例如五環和火炬，還有像

是包括在海灘上的肌肉健行者，和一個在貧民窟上空放風箏的孩子。 

 

 

 

 

 

 

 

 

圖3-21. 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里約奧運2016》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31日） 

（1）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Juarez Machado《里約奧運 2016》（Olimpiadas Rio2016）：「陽光、海灘、森巴與足

球」都是巴西人的愛，一張海報以里約著名的海灘為背景，結合一位肌肉飽滿的運動

員舉著奧運聖火奔跑的身姿。 

 

 

 

 

 

 

 

圖3-22. 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海報–《里約之影》 

（圖片來源：奧運官網https://www.olympic.org/，瀏覽日期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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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家與海報主題與設計說明 

Olga de Amaral《里約之影》（Umbra A- Rio）：Olga de Amaral 是一位哥倫比亞藝術

家。這位藝術家以實驗性布料設計聞名。擅長用編織物創作，且習慣在作品中使用大

量黃金。她為里約奧運會設計的海報讓運動會有了一個全新華麗形象。 

 

四、小結 

（一）海報組成與風格分析 

        從上述三屆海報主題與設計風格，我們可看到主要官方海報和過去一樣持續傳遞

著每屆奧運會的精神與價值觀，圖形上使用代表地標或色彩為意象，同時，也可看到

各國不同的文化傳統，背景表現同樣以動態線條為主，色彩表現亦不複雜，呈現出各

時代不同的美學標準。 

（二）海報文案與圖像探討 

        一幅平面廣告構成的要素，主要有視覺與文案，從近三屆奧運視覺我們可發現主

要訊息的傳遞都來自於視覺，甚至並無使用太多文案於畫面中進行詮釋。而視覺通常

包含具象與抽象兩種；抽象元素的基本形式組成像是點、線、面此三者，近三屆之畫

面大部分都以抽象元素處理畫面，唯有2008年北京奧運使用具象視覺結合抽象元素，

構成部分廣告畫面。海報皆傳遞著訊息為：即將來臨的奧運，以及推廣著當地想讓全

世界知道的文化內涵印象。 

 

第三節       線條為要素的海報創作個案分析 

         隨著時間的演進，我們都知道廣告的形式與呈現越來越多元，現今也是個溝通過

度的社會，各式各樣的廣告內容隨時舖天蓋地在周遭，廣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資訊

的傳遞，是否有將想傳達的內容傳遞出去，便是最重要。在上個章節中我們可看見近

三屆的奧運畫面構成，線條是產生形狀最基本元素，因為線條的特性，設計畫面時常

作為畫面重要組成部分，使用線條表達事物是最普遍的現象，線條的重要性不可言

喻。因此，此節我們選用國內外知名品牌，以此線條與影像類目為主的平面廣告進行

個案交叉分析，以幫作接下來創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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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PORT TOWN 

廣告地點：美國 

廣告品牌：SPORT TOWN 

廣告發佈時間：June 2007 

廣告主題：Dating / Friday/ Focus 

     

圖3-23.SPORT TOWN平面廣告 

（圖片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瀏覽日期2019年7月27日） 

1、畫面風格與特徵：  

        以低彩度詮釋不同的運動項目，畫面中除運動員的影像外，也使用線條的弧線，

代表運動中的律動感。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這是一家運動用品連鎖零售門市的廣告，三張畫面中的文案，皆從線條中帶出，

主要圍繞在提醒消費大眾，專注自己想要的。 

 

二、歌詩達郵輪 

廣告地點：哥斯大黎加 

廣告品牌：歌詩達郵輪  

廣告發佈時間：February 2017 

廣告主題：Summer Symphony 

         

圖3-24.歌詩達郵輪 Summer Symphony海報 

（圖片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瀏覽日期2019年6月10日） 

 

https://www.pinterest.at/
https://www.pintere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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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設計採影像結合線條。穿著泳衣在海中的人們，讓人聯想到夏日玩水的情

境，再加上由線條繪出的各式樂器，並使用螢光亮色系詮釋，整體畫面給人清涼愉快

感。藉由他們彈奏出的樂曲，即為「夏日協奏曲」為此畫面之主題。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以簡單與直覺式的畫面設計，該作品應用於戶外與平面媒體廣告。 

 

三、第五十四屆金馬獎海報 

廣告地點：臺灣 

廣告品牌：金馬獎 

廣告發佈時間：November2017 

廣告主題：第五十四屆金馬獎 

   

圖3-25.第五十四屆金馬獎海報 

（圖片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瀏覽日期2019年8月4日） 

1、畫面風格與特徵：  

        海報畫面由設計師方序中設計，以王家衛經典作品「春光乍洩」為靈感來源製作

出兩款，其中一張畫面便是引用梁朝偉與張國榮在阿根廷天台上留下迷人的身影。在

電影中香港毫無疑是個天台城市，像是《無間道》的主角在天台上進行的秘密談判，

或《掃毒》的天台，在地狹人稠的香港可說是不可或缺的空間；另一張則還原了電影

中極經典的瀑布畫面。除了影像畫面外，另以眾多線條呈現金馬獎54屆的LOGO，結合

布幕的各種型態，從曲線到平整，甚至放射開展，成為優雅又抽象的「54」。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 

       方序中對於這些元素的應用，其實是他想提醒並喚起大眾對這塊土地的真實記憶，

 

https://www.pintere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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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眾能腳踏實地正視在這個環境的現狀與問題，接納與彈性擁有的不同關係，天

台的元素便相當符合這樣的概念。隨著布幕型態的光影晃動，與投影在上的瀑布線條

與畫面，這些元素都呼應著LOGO設計中不同粗細的線條。創意的運用除了在海報上

外，視覺延伸也與其它品牌像是氣泡水、電鍋合作推出周邊商品，讓大家回顧老電影

之餘也將感動帶回家。 

 

四、麥當勞 

廣告地點：法國 

廣告品牌：麥當勞 

廣告發佈時間：July 2019 

廣告主題：Directional Campaign – French Fries 

    

    

圖3-26.麥當勞Directional Campaign 

（圖片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瀏覽日期2019年9月2日） 

1、畫面風格與特徵：  

        麥當勞經典食材薯條採用線條方式呈現，輔以同色調文案，畫面背景採單一色

調，突顯出前景的薯條元素。 

2、設計動機探討或創意運用說明：麥當勞（McDonald's）在2019新廣告中採用了它經

 

https://www.pintere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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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食物–炸薯條做了一波名為Directional Campaign（定向廣告活動）。大多品牌在使

用戶外廣告時，上方標示的箭頭或商標通常指示著門市方位，麥當勞（McDonald's 

France）決定通過這波廣告與眾不同，靈感是來自21世紀的象徵性藝術運動：極簡主

義。如畫面所呈現，炸薯條清楚地標示出訊息。根據不同方向，提出了8種背景色，並

以組成64種不同的組合，期待提供給大眾：有了這個新的廣告系列，再也不會走錯路

了！ 

 

五、小結 

        藉由上述廣告作品中可見，影像的運用從抽象或具象內容皆有，而這些往往也依

廣告需求與策略作調整。在線條的運用上，則用於詮釋律動的動態畫面，或藉由不同

色彩的線條彎曲表現出情感上的愉悅；甚至也將線條使用於精密的描繪方式，著重於

控制，該遵守的秩序，有著欲佈局與宣告意味，內容也較不屬於個人性格的展現，以

上同樣符合本章第一節劉其偉（1991）對線條分類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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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作理念說明 

第一節   創作理念說明與應用 

一、創作主題 

        延續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第三章個案分析，並總結當代平面廣告的特徵與手法，本

章將以歸納的元素由影像結合平面設計中的其一重要元素「線條」作為創作發展基

礎，綜合前章節，我們知道線條能呈現出運動的韻律與速度感，並結合內容主題設定

為本屆奧運舉辦地–日本東京，即為以「奧運」（運動）、「東京」（日本元素）加

上「線條」（當代廣告特徵與手法）此三元素作為平面廣告畫面創作的主要內容。 

 

二、創作主題範圍說明 

        主要有三元素之主題，其一主題設定為日本東京，綜觀日本的歷史以年代大略可

分為古代、中代、近代與現代，而了解現代日本樣貌關鍵則是藉由歷史文化，日本受

地理位置的影響，文化同時受鄰近國家的引進，早期由朝鮮半島移民帶來漢字書寫系

統的影響，以及在隋唐時期，文化常伴隨著外使一同傳入了日本，像是茶道、花道

等，都是日本重要的傳統藝術。隨著明治維新，日本經濟開始逐漸景氣，於是引進了

不少其他國家的文化，像是美國流行音樂或電影等，1920 年代後，於二戰時期日本軍

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成立，對於外來文化的干預，雖然於戰後亦放寬限制，但日本其文

化仍有其主要的特徵為：始終保持著擁有自己的獨立文化特色，無與其他民族融合；

對於其他國家優秀的文化保有彈性，同時也藉此創造出屬於自己更精緻的文化。於此

整理出日本代表元素：從傳統建築層面，有神社寺廟、祭典，現代建築像是東京晴空

塔、東京鐵塔等；從日本傳統體育層面，有相撲、劍道、空手道等，明治維新後像是

棒球、足球，甚至都是亞洲最強；從傳統表演藝術層面，有能劇、歌舞伎、木偶戲

等；從日本傳統藝術層面，有浮世繪與日本漆器的金銀裝飾花紋；從傳統飲食層面，

特色是生食，代表性食物像是壽司、刺身、清酒、拉麵等。 

 

       另一元素則為運動，要組成一個奧運會的活動，從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可見其中包含

的元素相當多元，像是選手、吉祥物、LOGO、開閉幕式、音樂、選手村、競賽及體育

項目標誌設計、火炬等。在此，我們選用體育項目標誌進行操作，體育項目標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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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誕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跨越語言隔閡，讓不同國家的人都能理解各項競賽；而

首次啟用就是在 1964 年的東京奧運，之後每屆奧運主辦城市都會自行設計獨特的圖

案。為讓此次系列海報設計更有意義，也由於此次東奧設計圖案尚未產生，因此將另

使用適合的體育項目標誌作為設計元素。 

 

三、創作形式 

此次主要創作形式設定為四系列，並由從上段探討內容中，整理出欲發展之平面創作

內容有以下：飲食、建築、文化、歷史系列，此四系列以影像方式呈現，並結

合奧運體育項目標誌、東京奧運會徽與線條。 

表4-1.創作主題發想與類別內容整理 

類別  日本/東京形象 

飲食 壽司、刺身、清酒、拉麵、茶道、居酒屋、納豆、哇沙米 

建築 東京鐵塔、神社、鳥居、晴空塔 

文化 摺扇、木屐、動漫 

歷史 武士道、和服、藝妓、相撲、忍者、花魁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第二節   影像設計表現手法草圖發展 

一、創作過程與主題檢視 

（一）飲食系列 

1、創作概念與表現–影像 

影像的部分，從飲食相關選項中，選了三項具代表性食物作為創作發想，其一為壽

司，壽司是日本人喜愛的食物，也最具代表性，現在不僅是日本會食用此料理；另一

為茶道，茶道雖起源於中國，但後藉著外使傳至日本，現今也是日本重要傳統藝道之

一。畫面以白底作創作，結合日本國旗旗幟中心的紅色圓形，讓人一目了然作品與日

本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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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創作概念與表現–線條 

由於日本同時也受中國漢字影響，書法也主要由中國傳入，雖然現今人們已不再常使

用書寫的方式作紀錄，但書法仍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部分，在線條的應用上，便採用

此特色。前兩章節內容提到，劉其偉對線條分類的詮釋，其一為「性格線」，就是為

展示美學的純粹性產生的線條。在西方世界中，書法就如同藝術美學線條，並且兼具

不同書法家的個性與氣質，因此在此選用了這樣的線條呈現方式。此類型線條將呈

現運動中的節奏感，也就是在節奏感裡發現活力，讓人感受生命的價值，體

現運動特徵中的快慢，於是運動元素呈現上採用奧運體育標誌的「田徑」項目。 

 

3、創作流程 

（1）發想素材 

圖像： 

  

圖 4-1.影像素材 1                                      圖 4-2.影像素材 2 

購買素材來源：https://zh.pngtree.com/           購買素材來源：https://zh.pngtree.com/ 

 

 

圖 4-3.飲食東京篇參考素材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creativereview/ 

 

 

https://zh.pngtree.com/
https://zh.pngtree.com/
https://www.pinterest.at/creativ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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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圖 

     

 

圖 4-4.飲食東京草稿 

a.壽司篇–以壽司作為前景，將壽司延伸出之水墨筆刷繞一圈，創造出速度與節奏感；

畫面中心放入日本國旗紅心元素，突顯日本意象，並強調此次賽事將於該國舉辦。 

b.茶道篇–以茶壺作為前景，使用水墨筆刷仿泡茶過程中，繞圈注水的意象，同樣以創

造出速度與節奏感為主要概念，並在畫面中放入日本意象紅心。 

c.抹茶篇–抹茶堆疊起看似小山，於畫面中放置該畫面，以創造出速度與空間感為主要

概念，加上水墨筆刷象徵跑者跑過的路程為了賽事日以繼夜穿山越嶺練習著。 

（3）設計過程 

a.步驟一、製作出仿素材 3 水墨筆刷，並將其作不同弧形延伸與變化，讓畫面給人行進

中感受與動感；進一步改變為紅色調畫出日本國旗中的紅心。 

 

 

 
 

 

圖 4-5.影像素材 3 

素材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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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步驟二、將壽司、抹茶粉、茶壺等圖檔選取想要影像並進行去背。 

  
 

圖 4-6.影像素材 4 

購買素材來源：https://zh.pngtree.com/ 

c.步驟三、將所有元素進行排版，並讓整體畫面更協調，加上徑賽人物，讓線條的延伸

更有感覺，傳遞出更動態並符合賽事海報的畫面。 

d.步驟四、作品呈現。 

 

https://zh.png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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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平面廣告創作–飲食東京系列–壽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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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平面廣告創作–飲食東京系列–茶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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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平面廣告創作–飲食東京系列–抹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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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築系列 

1、創作概念與表現–影像 

        從建築相關選項中，選了三款具日本意象代表建築為創作發想，奧運舉辦地東

京，其知名建築「東京鐵塔」，及日本自古以來保存良好的古蹟，傳統宗教建築「神

社」樣式；再加上神社的入口處，也通常會矗立著連接神明與人類的「鳥居」通道。

畫面以低彩度方式進行創作，使用棕色及加入一些灰色，降低過於莊嚴的拘泥感，混

有一種放鬆的悠閒感來呈現建築。影像利用線條勾勒，透過延伸的線條帶出空間的流

動與呈現建築俐落的風格。 

2、創作概念與表現–線條 

        建築向來就是以較有秩序的方式呈現，在此採用的線條，於前兩章節內容提到，

劉其偉對線條分類的詮釋，此系列採「機械線」進行，以不規則、速度和方向的變化

詮釋。於建築的部分，先以線條創造出建築本身的空間感，建築以外畫面，以圓點與

線條組合詮釋，給人活潑、層次且有秩序感受。配合建築物外觀，「球類」項目的

奧運體育標誌為最適合的，東京鐵塔對應的項目為籃球（灌籃）、神社為羽球（殺

球）、鳥居則為足球（射門）。 

 

3、創作流程 

（1）發想素材 

圖像： 

                 

圖 4-10.影像素材 5                          圖 4-11.影像素材 6 

素材來源：作者拍攝 

 



93  

 

圖 4-12. 建築東京篇參考素材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  

（2）草圖 

   

   

 

圖 4-13.建築東京草稿 

 

https://www.pintere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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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東京鐵塔篇–以東京鐵塔影像作為創作素材，加上建築以外延伸之線條或圓點組合詮

釋；競賽項目選擇了籃球之經典畫面「灌籃」，以趣味性方式象徵選手想挑戰跳躍至

如東京鐵塔一樣高，想征服賽事的熱血感。 

b.神社篇–傳統宗教建築「神社」樣式，加上建築以外延伸之線條或圓點組合詮釋；競

賽項目羽球之經典畫面「殺球」，結合趣味性象徵選手想跳躍比神社還高，想征服賽

事的熱血感。 

c.鳥居篇–以「鳥居」加上建築以外延伸之線條或圓點組合詮釋；競賽項目足球之經典

畫面「射門」，趣味性象徵選手想對鳥居射門，征服賽事的熱血感。 

（3）設計過程 

a.步驟一、分為兩種方式進行。第一種：將影像素材去除飽和度並使用負片效果，於濾

鏡內調整數值至最小，用線條感製作出畫面與建築空間感，並調整顏色數值，使用棕

色及一點灰色，降低拘泥。第二種：直接使用影像過曝、重製、霧化等手法處理畫

面。 

                                                         

                    圖 4-14. 影像素材 7                                 圖 4-15. 影像素材 8 

素材來源：作者拍攝            購買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  

 

 

 

 

 

 

 

 

 

 

https://www.pintere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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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步驟二、加上建築以外延伸之線條及圓點組合與奧運人物標誌。 

 

 

 

 

 

 

 

 

 

 

圖 4-16.影像素材 9 

購買素材來源：https://zh.pngtree.com/ 

c.步驟三、將所有元素進行排版，並讓整體畫面更協調，加上運動元素，東京鐵塔–籃

球（灌籃）、神社–羽球（殺球）、鳥居–足球（射門），傳遞更動態更符合動態畫

面。此系列產出兩種不同海報樣式。 

d.步驟四、作品呈現。 

 

https://zh.png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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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平面廣告創作–建築東京系列–東京鐵塔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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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平面廣告創作–建築東京系列–神社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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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平面廣告創作–建築東京系列–鳥居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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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平面廣告創作–建築東京系列–東京鐵塔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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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平面廣告創作–建築東京系列–神社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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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平面廣告創作–建築東京系列–鳥居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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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系列 

1、創作概念與表現–影像 

畫面以日本國旗旗幟中心的紅作為創作，讓人一目了然作品與日本相關。影像的部

分，從與日本相關的古文物選項中，挑出三項作創作發想：摺扇、木屐、武士刀。摺

扇在日本文化中相當重要，過去在日本新年有送扇子的習慣，主要為貴族，或使用特

別材質製成的摺扇被視為象徵上流的人士，在現代則較沒有特別代表的意義，夏天攜

帶可搧涼，另也可於日本傳統文化舞蹈活動中使用。木屐為日本自古傳承下來，在外

來文化傳入日本前，他們都是穿著木屐出門，若著浴衣或和服時，更是不可或缺。最

後一項文物，武士刀則是日本武士隨身配戴的一種武器，武士在日本的歷史上算是一

種特殊的社會階級，直到現今「武士道」一樣是動漫中或文學常見題材，此題材的選

用欲打破日本普遍傳遞之拘謹印象，於是進行嘗試。在運動元素的選擇上，採用

「體操」項目的奧運體育標誌結合。 

2、創作概念與表現–線條 

在線條的應用上，在畫面的背景以線條呈現日本傳統藝術浮世繪，或漆器雕紋。文化

系列會選用此線條呈現主要為這類型的線條多為呈現生活於現世、人世間的生活百態

的一種刻劃。而前兩章節內容曾提，劉其偉對線條分類詮釋，此系列採「自然線」進

行，創作者創作時出於自然，線條呈現純樸且有生命，且可感受得到創造線條時的內

心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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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作流程 

（1）發想素材 

圖像： 

   

圖 4-23.影像素材 10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pin/742319951063859035/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pin/301107925086333635/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pin/765682374118881813/ 

 

圖 4-24. 文化東京篇參考素材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  

 

 

 

 

 

 

 

 

https://www.pinterest.at/pin/742319951063859035/
https://www.pinterest.at/pin/301107925086333635/
https://www.pinterest.at/pin/765682374118881813/
https://www.pintere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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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圖 

        

     

  

 

圖 4-25.文化東京草稿 

a.摺扇篇–以日本摺扇影像作為創作素材，將影像素材置中並讓圖像佔至版面三分之

一，讓人一目了然此海報與日本相關，背景線條則選用日本常見漆器花紋，再加上體

操選手體育標誌與摺扇影像進行趣味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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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武士刀篇–以武士刀影像元素為主要視覺，背景線條同樣選用日本常見漆器花紋搭

配，使用體操選手體育標誌與武士刀影像進行互動。 

c.木屐篇–將木屐元素置中為畫面主要元素，並讓圖像佔至版面三分之一，使用仿日本

浮世繪海浪線條，並與前兩張畫面同樣加上體操選手體育標誌與木屐影像進行互動。 

 

（3）設計過程 

a.步驟一、將摺扇、武士刀、木屐等主要影像素材去背。 

  

圖 4-26.影像素材 11 

購買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 

b.步驟二、加上日本傳統藝術浮世繪線條，或仿漆器雕紋線條於畫面中。 

    

   

圖 4-27.影像素材 12 

購買素材來源：https://zh.pngtree.com/ 

c.步驟三、進行排版，使用日本國旗中的紅色作為背景色調，並加上體操運動元素，與

畫面影像產生互動，讓畫面更生動。 

 

https://www.pinterest.at/
https://zh.png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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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步驟四、作品呈現。 

 

  圖 4-28.平面廣告創作–文化東京系列–摺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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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平面廣告創作–文化東京系列–木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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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平面廣告創作–文化東京系列–武士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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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系列 

1、創作概念與表現–影像 

畫面以紅底作為創作背景，影像則從相關選項中選用了和服、藝妓與相撲作為發想，

這三選項都有非常長久且影響著日本的歷史，因為歷史系列在影像的處理上將會採有

點仿舊的風格；和服主要為日本傳統民族服飾代表著日本傳統文化，常用棉、麻等各

種質料，因西方服飾的傳入，從字面上「和」代表日本大和民族，作為不同服飾的區

別。而日本藝妓則是從京都開始，最遠可追溯至十七世紀，藝妓並非情色業工作者，

他們是日本當地特有的女性表演藝術家，早期他們像是女服務生，後來為了店家生

意，便開始加入歌曲與舞蹈吸引客人，現代的日本，想成為一名藝妓，條件嚴苛過程

艱辛，並不是所有人可堅持，也不是所有家庭都可負擔。另一代表日本歷史的則為相

撲，相撲起源非常久遠，是日本傳統的體術與國技，主要由兩名裸上身的力士，上場

角力。影像呈現則以上下左右對稱的方式展示，讓畫面更具有穩定性與現代感。 

2、創作概念與表現–線條 

在影像的呈現上讓畫面是平均展現的，雖然看似穩定，但長期下來會覺得缺少變化， 

於前兩章節內容提到，劉其偉對線條分類的詮釋，此系列採「機械線」進行，以不規

則，但同方向速度和方向的變化詮釋，採類似等高線曲線的運用方式，曲線帶出運動

元素的韻律感，曲線能讓畫面看起來變得優雅且柔軟，就像是蜿蜒的小河會讓人產生

不同的視覺與心理效果。此處不採「自然線」的原因，主要因為影像畫面上的元素通

常色彩較豐富，元素也較多元，不再讓畫面更加雜亂。配合著線條的展現，波浪紋的

起伏貌似水波紋，在運動元素上採用了奧運體育標誌的「游泳」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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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作流程 

（1）素材發想 

圖像： 

   

圖 4-31.影像素材 13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pin/301107925086333635/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pin/561190803561914898/  

   

圖 4-32.歷史東京篇參考素材 

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pin/501095896030576575/  

 

 

 

 

 

 

 

 

 

 

 

https://www.pinterest.at/pin/301107925086333635/
https://www.pinterest.at/pin/561190803561914898/
https://www.pinterest.at/pin/50109589603057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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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圖 

       

 

圖 4-33.歷史東京草稿 

a.相撲篇–以日本傳統國技相撲影像為主要素材，影像則採左右對稱方式呈現，更具穩

定感，好比運動員鬥志昂揚，背景線條使用等高線曲線，帶出運動元素的韻律感。  

b.藝伎篇–藝伎影像元素上下呈現，讓畫面更具現代感，而背景線條同樣使用似等高線

條呈現，讓畫面看起來變得優雅且柔軟。 

c.和服篇–將和服元素置中，畫面採左右對稱的方式呈現，並使用似等高線條於背景呈

現，曲線帶出游泳運動元素的韻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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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計過程 

a.步驟一、 將和服、藝伎、相撲等主要影像素材去背。 

               

            圖 4-34.影像素材 14 

購買素材來源：https://www.pinterest.at              素材來源：作者拍攝 

b.步驟二、加上類似等高線線條畫面中，帶出奧運項目游泳。 

  

 

圖 4-35.影像素材 15     購買素材來源：https://zh.pngtree.com/ 

c.步驟三、影像排版則以上下左右對稱的方式展示，讓畫面更具有穩定性與現代感，加

上背景曲線線條帶出游泳運動項目，並使用日本國旗的紅色作為背景基調。下三張為

成品初步樣式。再對影像進行「臨界值」反差的調整，並加上圖層遮色片的透度，呈

現仿舊風格。 

   

圖 4-36. 歷史東京系列初稿 

d.步驟四、作品呈現。 

 

https://www.pinterest.at/
https://zh.png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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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平面廣告創作–歷史東京系列–和服篇 

 



114  

 

圖 4-38.平面廣告創作–歷史東京系列–藝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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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平面廣告創作–歷史東京系列–相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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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列作品展出 

一、作品展出時間：2 0 19 / 06 / 2 2- 06 /2 7  

二、作品展出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1 號德群藝廊  

三、作品展出形式：以 A 1 尺寸海報輸出，將四系列作品依序排列，下圖畫

面由左至右依序為，飲食東京、文化東京、建築東京、歷史東西系列。現場

同時放置意見回饋小卡，提供前來觀賞消費者留下寶貴意見，意見可參照附

錄。  

  

  

圖 4-40.作品展出現場 

  

 

圖 4-41.系列作品展出現場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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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心得與結論 

        舉辦奧運可說是許多城市與國家的夢想，從申奧期間凝聚的共識至籌備期城市的

革新與再進步，甚至提昇國家形象，無一不時時刻刻受全球矚目。回顧奧運史，自希

臘雅典為第一屆後，在亞洲區一共舉辦過三次，1964 年東京奧運、1988 年漢城奧運以

及 2008 年的北京奧運。但在過去二戰曾讓日本在奧委會的資格被取消，有兩屆奧運日

本根本無法參加，直至 1951 年後日本才漸漸又獲得認可，於 1964 年取得主辦權，並

以「友情與和平」揭開奧運序幕，讓日本從戰敗國的陰影重回舞台。日本政府當時也

以國家事業角度，投入大量資源，於是藉由當時奧運重新豎立了現代化強國的地位；

日本在今年的 2020 年再度取得舉辦資格，日本同樣投入大量政府資源，從像是文化、

科技、經濟等不同的面向進行革新，讓日本更貼近國際，同時也發揮他們的創意軟實

力。從前述各章節之探討內容我們知道，奧運現今對消費者而言，不僅是體育間的賽

事，延伸的所有元素都是被當作廣泛討論的話題，本創作透過研究，創作研究之價值

與特色印證如下述四點結論：  

 

第一、當代廣告設計之表現風格手法已朝向多元發展。從奧運視覺之文獻資料深入歸

納出設計風格的發展脈絡，並從現今當代廣告設計手法中探討，得知現今廣告形式其

實仍不斷改變，但現代廣告主要一大特點為：傳播工具根據行銷任務的演進，已相當

多元及更數位化，跟早期相較，無論是傳播範圍或效果都是完全不同的。廣告內容也

不再只是展示商品與服務，而是對消費者進行全方位了解，在對的時間、場域提供最

適合消費者的個人訊息，讓消費者能從廣告中感受到品牌的核心價值，並提供給他們

美好體驗。 

 

第二、經分析近三屆之奧運官方海報，皆以融合當地文化特色作主要表現。本研究搜

集近三屆奧運官方廣告內容，歸納並分析設計風格與表現形式。結果發現，越靠近近

代奧運，文字在海報上的使用越來越少，主要在於能精準傳達內涵，他們會將更多設

計重點放在圖像與符號上，奧運海報同樣持續傳達奧運欲傳達的精神與價值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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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也可從海報上看到各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各時代介於體育與文化之間不同的

美學標準。 

第三、本創作以融合線條之表現方式能展現文化與運動之特質。一幅平面廣告構成的

要素，主要有視覺與文案，現今大部分平面廣告的訊息傳遞都來自於視覺，只需要透

過少量的視覺溝通就能提供大量的訊息。視覺通常包含具象與抽象兩種；具象的視覺

元素是構成廣告畫面的基本素材，它們只有與其他視覺元素結合，才能構成完整的廣

告作品，抽象元素基本形式是點、線、面。藉由點、線、面組成的抽象形態，會讓觀

看者激發相關聯想，抽象元素雖能包含一定訊息，但無法傳達具體訊息。因此，廣告

畫面需同時使用具體與抽象元素結合進行，本創作藉由研究，融合線條則是最能表現

出運動的律動特性與軌跡。 

         

第四、此次文化系列中所嘗試的武士刀元素，取材難免會讓人產生負面聯想，但實際

將作品展示於展覽後，發現並無否定的回饋，甚至不排斥武士刀的創意方式詮釋奧

運，認為創意本就該無邊界。或許日本給大眾普遍較拘謹的印象，也許他們不敢嘗試

或避免做的，對我們來說，會有其實驗性質與機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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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鑒於奧運舉辦有百年歷史之久，廣告內容涵蓋範圍及其廣大，舉凡從識別元素、

吉祥物、LOGO、火炬、開閉幕式等，甚至其他品牌的加入都會產生影響，而要突顯

一個城市的文化與特色，我們知道除了本創作中設定的飲食、建築、文化、

歷史此四類別外，該城市的環境生態、人文甚至科技文明上的進步等其他因

素也是可展現出一個城市或國家的特色之處。  

 

建議一、由於此次研究範圍過於龐大，期往後有更多對奧運有興趣的研究者加入

後，能專注對各屆分別投入精力，提出更多不同方向的見解，相信對未來舉辦城市之

文化與特性發展與沿能伸出更多不同特色面向的創作建議。 

 

建議二、線條的種類與變化可說五花八門，其實線條的研究即可為一門學科，此次的

創作影像與線條的結合中，應還可有更多不同的運用與組合方式，加上實地取素材的

畫面也能最真實反映當地特色。期望未來能有機會能做出更深入之研究，累積更多有

貢獻的價值內容，並能更完整深入延伸出提供奧運未來相關視覺規劃的研究資料。 

 

建議三、於研究結論中，知道普遍大眾並無對武士刀有負面聯想，而武士刀為這樣文

物，本在日本的歷史上甚至至今「武士道」一樣是動漫中或文學常見題材，未來如有

機會繼續研究，或建議有興趣的研究者可突破框架進行創作。 

 

建議四、藉由本研究發現，現今的廣告行銷已非單純以平面廣告作主要操作，在新媒

體的加入後，有更多的廣告素材產生的可能性，且無時無刻出現在世界各地。期未來

能延伸發展研究此內容，讓奧運廣告的思考建議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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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展場意見回饋內容： 

1.相撲很有感覺。（無名氏） 

2.喜歡扇子和體操這幅很酷，其實每幅都很棒！（我是體操選手） 

3.喜歡的作品是扇子和武士刀這兩幅。（無名氏） 

4.木鞋！很 3D！線條背景太棒了！你很棒！（無名氏） 

5.作品一眼就可以吸引到目光，非常 Impressive！（Chiyao） 

6.喜歡飲食東京茶道篇。（文佩） 

7.喜歡日本文化被突顯的藝妓、相撲歷史東京系列。（同學） 

8.喜歡飲食系列的筆墨線條與整體畫面詮釋。（前同事） 

9.喜歡建築系列的詮釋。（妳的朋友） 

10.喜歡建築系列的詮釋。（妳的前同事） 

11.飲食系列可以延伸很多幅，也像藝術品，未來說不定還有機會可當家飾品。（同

學） 

12.歷史系列很吸睛。（同學） 

13.期待未來更多作品的延伸！（無名氏） 

14.作品就算不用透過文字詮釋，也能一目了然！目的相當清楚。（無名氏） 

15.飲食東京抹茶篇很特別，把抹茶想像成山，跑者穿梭其間，厲害的想法！（同學） 

16.喜歡相撲篇，知道妳還特別到日本取景，要拍到這樣的畫面不容易！（前同事） 

17.喜歡使用武士刀的創意詮釋運動！創意本來就無邊界！（無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