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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要了解互動式廣告看板的設計，首先必須先了解互動式廣告的相關定義與形式。另外，也要

知道互動式廣告看板的設計原則，以做為互動式廣告看板設計實作之依循。研究者借助傳統廣告

看板設計原則，輔以廣告看板相關研究，藉此探討廣告看板設計的概念及方向。最後，由於本研

究設計之互動式廣告看板，其互動介面涉及人機互動理論，因此本研究藉由相關的人機互動模

式，以及相關案例，瞭解互動廣告看板可被操作的方式及可行性。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整理

互動式廣告的定義與形式，第二節探討廣告看板的設計原則與相關研究，第三節則援引人機互動

的相關模式，輔以相關設計案例之研究回顧。由以上三節作為發展本研究之互動式廣告看板的依

據，並在第四節做文獻探討摘要。 

第一節 互動式廣告之定義與形式 

本節分別從廣告之定義、互動之定義，探討互動式廣告之相關定義。由於互動廣告的形式豐

富，因此本節中亦對互動式廣告常見的形式做一回顧。 

一、互動式廣告之定義 

此段先從廣告的定義談起，之後衍生至互動式廣告的定義，探討如下。 

(一) 廣告之定義 

廣告是一種說服性的活動，透過文案、實物、圖案、照片等諸多表現方式，藉由各種不同的

傳播媒體獲得消費者的注意(Attention)及興趣(Interesting)，打動消費者心扉、影響消費者的心意

(Runde，1993)。因此，被說服的消費者會對商品、服務及理念產生欲望(Desire)，進而影響其

行動(Action)，這也就是Louis在1898年提出之「AIDA」法則(AIDA Formula)；其中第一個A代表

注意(Attention)，I代表興趣(Interesting)，D代表欲望(Desire)，第二個A代表行動(Action)(孫有為，

2004)。AIDA法則說明潛在消費者從接觸商品資訊開始，一直到完成商品消費行為的四個具體的

步驟。其中最為首要的便是喚起受眾的注意，接著引起其興趣乃至產生對產品的慾望，進而使其

採取實際的消費行動。 

從傳播的角度來看，廣告主與消費者透過廣告來進行對話與溝通，廣告作品即為彼此間溝通

的橋樑，廣告設計的作用便是要使廣告主在說服消費者的傳播任務中，得以順利達成(Jason，

2005)。廣告主希望藉由廣告達成的傳播功能可分為：引發(Precipitation)、說服(Persuasion)、

強化(Reinforcenont)、提醒(Reminden)四大類(劉美琪等，2000)。引發及說服通常發生在消費者

尚未決定的情況移至產生購買的行為，而強化及提醒則是發生在購買行為之後。因為眾多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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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銷售為目的，因此，現今許多人對廣告存在著負面的迷思，認為廣告是廣告主用來使消費者

在尚未仔細考量下衝動而做的購買決策(呂冠瑩，2002)。因此，許多人們對廣告存有抗拒的心理，

會下意識的排斥接收廣告訊息，所以訊息經常還沒有被接收、注意就被忽略。 

廣告的傳播過程中先有消息的來源或傳送者，傳送者將廣告訊息製碼，接著將此製碼後訊息

經由傳播管道(如：電視、報紙、廣播等)傳送出去，並由接收者將訊息解碼與進行認知性的解讀，

最後產生回饋(劉美琪等，2000)。根據廣告心理學，訊息的傳播過程為：廣告訊息暴露、接收、

注意、了解、接受及反駁、記憶、信息統合、態度、決定(楊中芳，1987)。在此廣告傳播過程中，

訊息在每一個環節若是無法延續下去，傳播的動作就會在中途結束，也就是所謂「觀者對訊息採

取『淺涉』的態度」。反之，當觀者認為訊息對他而言是重要的，對廣告訊息的注意程度和訊息

處理將會投入較多的注意力(林建煌，1991)。廣告心理學專家楊中芳(1987)認為通常人們會注意

的事物是有限的並具有選擇性，這兩種特性迫使我們把有限接收及處理訊息的能力，集中在成千

上萬呈現在面前的廣告刺激中的某一部份。因此凡是能引起注意的訊息，往往也會被記得。 

(二) 互動式廣告之定義 

沒有一個廣告主在花錢做廣告之後，不希望自己的廣告是引人注目的，但是，究竟以何種方

法可以幫助廣告吸引觀眾的注意力？知名廣告公司Young & Rubicam的執行長Georgescu(1997)

認為，在這個以人際關係驅動的世界，成功的傳播媒體的關鍵要素之一即為「互動性」。Euro 

RSCG Worldwide 廣告公司的執行長Robert Schmetterer(1999)亦曾指出，「廣告要達到的目標

中心即為互動性(Interactivity is at the center of where advertising is going)。」以上的引述，點

出了廣告人對於互動性正在改變的世界觀：第一，互動性代表的不只是一個新媒體，而是一個能

夠普及整個廣告領域（包括學術與實務界）的概念。第二，互動的概念，已經超越了傳統媒體的

界限，包含人類活動的整體範疇(Leckenby & Li，2000)。因此，研究者希望探討如何藉由人與

廣告的互動，加深人對廣告的感受程度，使廣告訊息能順利被接收、注意和了解。 

九零年代學者提出的互動式廣告定義及理論，多傾向大範圍的描述。例如Cutler(1990)從交

易的觀點，將互動式廣告定義為：「能夠提供立即廣告機會的媒體，執行銷售，並且向受眾收取

費用。」Skuba(1996)認為要達到真正的互動，受眾必需要與廣告主進行深度涉入的雙向溝通過

程。Hoffman及Novak(1996)認為，在互動媒體下的行銷模式是雙向溝通的，包括機器互動以及

人員互動。透過機器互動，消費者可以主動選擇廣告訊息，並有權利控制訊息內容；經由人員互

動，消費者能夠和廣告主及其他消費者溝通。Roman(1996)則認為即使在互動媒體下的廣告也

不一定就是互動廣告，真正的互動式廣告應該是讓閱聽人在訊息上有所選擇，可以調整訊息內

容，且能透過此互動媒體對廣告主有所回應。與本研究較接近的定義，則為Steuer(1992)之定義。

其擴大受眾的角色，並將互動性定義為「使用者能夠在一個媒介環境中即時地參與更改其形式與

內容。」 



10 

二、互動廣告的媒體形式 

常見互動廣告的媒體形式如傳統的電話行銷、面對面直效行銷、郵寄廣告(direct mail)。至

今的互動廣告形式如：利用網路中介蓬勃發展的網路廣告、運用無線傳輸技術而日益精進的行動

廣告、手機廣告，以及發展中的互動電視廣告、公共空間廣告等(梁榮達，2001)。如圖2-1所示： 

 

圖 2-1 互動廣告存在的媒體形式 

互動廣告媒體在廣告領域大多指涉以網際網路為通道的廣告媒體(Leckenby & Li，2000)。

除了網路常見的橫幅廣告(Banner)、插播與彈跳式廣告(Interstitials and Pop-ups)、贊助商廣告

(Sponsorships)、超連結(Hyperlinks)，及網站(Websites)等不同形式的廣告(Rodgers，2000)，

最近興起的個人媒體布落格(Blog)，由於其群聚效應，亦逐漸受到重視(郭芷婷，2005)。然而，

由於新的數位載體的不斷推陳出新，新的互動廣告媒體形式亦逐步被探索，例如美國麻省理工學

院比較媒體研究所的學生Vedrashko(2005)，經營的個人媒體布落格：麻省理工學院廣告實驗室

(MIT Advertising Lab)，整理了各種過去、現在、未來具有做為廣告媒體潛在應用價值的相關文

獻，並重新賦予互動廣告新的定義。其整理的類別形式諸如：機器人廣告(Robot Advertising)、

3D廣告(3D Advertising)、立體廣告(Stereoscopic Advertising)、電視遊戲廣告(Advertising in 

Video Games)、互動桌面廣告(Table Advertising)等。 

第二節 廣告看板設計原則與相關研究 

本節分別探討廣告看板之緣起及定義、廣告看板媒體的特性、廣告看板的設計原則，及廣告

看板相關之研究。 

 

互動廣告媒體

電話行銷 

郵寄廣告(direct mail) 面對面直效行銷 

網路廣告 

互動電視廣告 

公共看板廣告 

行動廣告 

手機廣告 



11 

一、廣告看板的緣起及定義 

在古埃及時代，人們就懂得將文字刻在路邊的石頭上，以指引路人方向，因此有一則說法是，

那樣的告示行為等同於廣告看板的功效，是現存最古老的媒體(林柳君譯，1999)。後來的「廣告

看板」經常設立於商店外、交通要道旁，因此常在「戶外廣告」的文獻之中被討論。例如呂冠瑩

(2002)將戶外廣告分為摩菲爾看板(More-Offeral Billboards)、LED看板、電視牆等。戶外大型廣

告看板能夠結合地理環境的特性，以及針對不同層面的客戶特性，發揮特殊的廣告創意來達到與

人潮更為密切的溝通(薛瑞昌，2004)。鄭自隆(2001)認為常見的戶外廣告有兩種，一為巨型看板

廣告、一為一般道路招牌與看板廣告。管倖生將戶外廣告區分為招貼、店面招牌、看板廣告、壁

面廣告、摩菲爾看板、霓虹燈廣告、電視牆、LED看板、電腦看板(Q-Board)等。依建築法(2004)

定義，廣告看板屬於招牌廣告中的一部分。招牌廣告除廣告看板外，亦泛指固著於建築物牆面上

之電視牆、電腦顯示板、以支架固定之帆布等廣告。鄭自隆等人(2001)定義廣告看板包括：以印

刷製作之看板、以油漆製作之看板、以電腦顯示板或電視牆製作之看板、以電動燈光製作之戶外

廣告。此外，交通媒體廣告也常以看板形式呈現，例如捷運媒體廣告、高速公路旁巨型廣告看板

(俗稱T霸廣告)等。 

廣告看板存在於公共空間中，經常設置的地區如交通或商業中心、流量大的路段交叉口、車

站、以及娛樂中心附近(呂冠瑩，2002)。因此也有學者認為，廣告看板融合文明素材，具現代感，

也代表著一國的文化水準，對於美化市容扮演了重要的角色，成為現代建築的一部分(翟治平、

樊志育，2002)。廣告看板架設於公共空間的主要目的，在於利用短暫的注目時間，加深人們對

企業和品牌的印象，及促銷主要商品(管倖生，1993)。 

二、廣告看板的媒體特性 

廣告看板不同於其他媒體的原因，在於其具有以下的特性，能夠促使廣告主在眾多媒體之

中，選擇廣告看板作為行銷利器，以下分就幾點特性，分別說明如下： 

(一) 時效性 

廣告看板在某一段特定時間內出租給廣告業者使用，屬於簽約制，時效性長，通常廣告看板

的約其為六個月至一年，因此在約其內，不用過於擔心價格的浮動性(管倖生，1993；林柳君譯，

1999；翟治平、樊志育，2002；范姜群澔，2003)。而廣告在約滿之後，便會撤換新的廣告，因

此我們在公共空間看到的廣告看板，往往都能呈現最新的、或是一些歷久不衰的廣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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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複曝光性 

戶外廣告有重複出現的效果，常經過該路段的消費者即使沒有在第一時間注意到廣告，日久

之後也會注意到廣告的存在(林柳君譯，1999)。並且，廣告看板不同於電話行銷、直效行銷、郵

寄廣告、手機廣告一次僅能將廣告訊息傳達給一個人。靠著來往的人潮，廣告看板能夠同時將訊

息傳達給社會大眾(鄭自隆等，2001)。 

(三) 強迫曝光性 

廣告看板有如7-11般，全天都可看到它的存在，屬於強迫性的視覺媒體，在不經意的時刻就

會接收到廣告訊息。且台灣的生活型態是幾乎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活動，因此廣告看板的功效比

起其他國家更為有用(翟治平、樊志育，2002；呂冠瑩，2002)。 

(四) 地域性 

廣告看板有地區性的區隔，在架設看板之外的區域，較無法達成訊息的傳遞，因此廣告看板

亦被視為小眾化的傳播媒體(范姜群澔，2003)。因為某些人活動的範圍狹小，廣告看板可能永遠

無法在這些人面前曝光。也因此，現存的廣告看板大多架設在通勤時必經的車站、候車亭，這些

地點不僅人潮流量大，也集中了來自各地的乘客，可增加曝光率。 

(五) 市場區位性 

因為地域性使然，廣告看板架設的地點相當注重市場選擇的考量，強調分眾傳播的趨勢(薛

瑞昌，2004；蕭湘文，2002)。例如：在年輕人出沒居多的西門町，便處處林立著新上市手機的

廣告看板，吸引愛好流行的青少年注意；而美國最多的看板廣告內容即為菸草廣告(林柳君譯，

1999)。廣告主們在決定廣告看板應架設於何地時，也必須先做市場調查，確定這裡的居民或長

經過的消費者的特質與喜好，才能更精準的觸動人心。 

總括上述，廣告看板具有時效性、重複曝光性、強迫曝光性、地域性、市場區位性等五個重

要特性。設計者在設計廣告看板時，可將這些特性有效的運用在設計活動上。下節中即針對廣告

看板的設計原則做相關討論。 

三、廣告看板的設計原則 

在進行廣告看板設計時，某部分設計原則與平面設計的考量是類似的，例如圖文的編排方

式、字體的運用、文案的編排等(管倖生，1993)。廣告學家楊朝陽(1981)也認為如同所有的平面

印刷廣告，文字設計時要注意：題材必須具體、文意要簡單明瞭、文體簡潔扼要、盡可能有有趣

的內容、擅用容易影引共鳴的身邊材料；美術視覺設計時：要掌握引人注目的關鍵、富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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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且容易被了解的編排、有個性的圖文、能引起共鳴的、使廣告機能徹底表現的方式。因此，

關於一般平面廣告設計的原理原則，在本文中不多做探討，此段將針對廣告看板媒體獨有的設計

原則，做一些概念性的規範。 

由於廣告看板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醒和讓人留下印象，因此，利用簡明的圖案設計及扼要的文

字，才能讓消費者在關鍵、短暫的過路時刻能夠集中注意(呂冠瑩，2002)。因此，廣告看板設計

時，字數通常不多，最多不超過十個字，常為公司及品牌名稱，而很少內文、字體大且少，並避

免使用太特殊或難以辨識的字體，以此設計原則來設計強而有力的標題(翟治平、樊志育，2002；

呂冠瑩，2002；管倖生，1993)。另外，在畫面的圖像和顏色運用上，由於大多是針對處於移動

狀態的消費者，因此必須明顯、亮眼，常用的方法是加強色彩的對比、擅用創意構圖、畫面與顏

色盡可能簡單(呂冠瑩，2002；鄭自隆等，2001)。 

除了圖文的設計之外，廣告看板有時會運用一些特殊的創意來加強顯示效果，或是引起路人

的關注，例如摩菲爾看板(More-Offeral Billboards)使用燈光照明設備，令廣告看板更醒目，且在

夜間能夠同樣進行廣告傳播。還有某些廣告看板中加入「計時」或「氣象預報」等公共性的設計，

提供公眾服務，也非常受到歡迎(翟治平、樊志育，2002)。近年來廣告看板應用光電科技的案例，

也時時可見，例如運用偏光片的視覺暫留，可以製造看板內容的移動或閃爍，在一片靜態的廣告

看板中，顯的相當突出。還有像是聲音的運用，已有廠商在廣告看板中增加音效，因此，即使過

路人一開始沒有看到廣告，也會受到聲音的吸引而注意。另一方面，具有互動性的廣告看板也開

始以展覽的形式出現。 

學者認為，進行廣告看板設計時仍必須加以考量電子媒體和平面媒體的差異，因為電子媒體

和平面媒體的傳播方式不同，電子媒體除了圖文外，還可藉由聲音和影像直接深入的與消費者溝

通，因此傳播效果會比平面媒體來的大。此外，訴求方式也不一樣，電子媒體更能以娛樂性及非

文字的方式來達成傳播的效果(賴建都，1995)。還有一些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例如：台灣多地

震、颱風等自然天候，因此在製作戶外的廣告看板時也應當考量看板是否經濟耐久、位置是否適

當。另外，廣告看板也應兼具美化城市的功效，因此尺寸大小要適中、創意要獨特，並以不破壞

市容為考量(管倖生，1993)。 

在設計廣告看板時，廣告的涉入程度亦是一項重要的考量因素。廣告涉入程度是指廣告與個

人的攸關程度(陳建翰，2003)，決定於消費者所認知到的重要性與影響。Zaichkowsky(1985)將

廣告涉入定義為消費者對廣告所投注的關心程度或心理狀態的問題，廣告的涉入程度使接收者在

廣告理解上及引發的態度上都將有所不同。當廣告涉入程度高時，消費者會積極的投入較多的時

間在產品資訊上，並對資訊採取較仔細評估的反應，反之則為被動、消極、籠統的接受外來資訊

(榮泰生，1999)。在網路世界中，廣告涉入程度越高，使用者的購買意願也越高，涉入程度對廣

告態度有直接的影響，而與廣告是否具有互動性關係不顯著(姜佩德，2002)。然而在另一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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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研究結果指出：網路廣告「互動功能」與不同的「廣告涉入程度」交互作用，對「廣告

效果」有顯著的影響(黃俊嘉，2000)。 

四、廣告看板相關之研究 

2003年四月的廣告雜誌「2003年大陸媒體廣告趨勢大預測」一文，預期大陸廣告量成長將

突破1000億人民幣，媒體廣告量前景看好，其中又以戶外看板媒體被認為是最具潛力的明日之

星(王柏曄，2003)。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也有不少關於廣告看板的研究。本段回顧廣告看板相

關研究如下： 

在盛產菸草的美洲，最多的廣告看板內容即為菸草廣告。Luke等人在一篇關於菸草廣告看

板的研究中，透過對密蘇里州聖路易大都會地區進行地理資訊系統的資料分析。該研究藉由分析

煙草公司的分布區位，及其鄰近的社區與學校的煙草廣告分布位置，證實了廣告看板具有地緣整

合的特性(Luke et. al.，2000)。這與前文中提到，廣告看板具有地域性、市場區位性的說法不謀

而合。 

Lavidge及Steiner(1961)研究提出，廣告看板訊息傳達給受眾的過程，分為以下階段：察覺、

形成知識、喜好、偏好、被說服購買。這些步驟又可分為三個普遍的過程(Wells & Prensky，

1996)：察覺及認知產品、對產品產生情感態度、作出購買決策的意慾行為。換句話說，廣告看

板的使用，目的是要喚起察覺意識，讓受眾對產品產生正面態度，最後增加銷售(Isabella et. al.，

2004)。 

吳君毅(2002)在一篇「中華職棒現場觀眾對廣告看板回想情形」的研究中發現，廣告內容簡

單、明顯、主題式的字樣以及富色彩的背景圖案對觀眾有比較好的廣告回憶效果。李明中(1993)

調查影響戶外廣告回憶效果的因素，發現包括：廣告具有圖案、廣告包含四個以上的色彩、四個

字以上的中文廣告、受訪者的涉入程度較高時會有較佳的回憶效果，此外，受訪者對戶外廣告的

態度並不影響廣告的回憶效果。 

體育用品市場行銷的相關研究認為廣告看板做為促銷工具並無明顯的效益。(Hansen & 

Scotwin，1994；Nebenzahl & Hornik，1985)。然而，Hansen及Scotwin(1994)做了這番解釋，

「一個遊戲或運動本身的刺激性，會讓注意力完全專注其上，而只剩非常少的心智能力能夠處理

關於廣告看板、器材上的廣告標誌等訊息」。這番理論也在Pham(1992)的研究中獲得支持：看

球賽誘發的刺激性程度，對於廣告看板的記憶回想有負面影響。從這三篇研究中可以知道，若受

眾專注在其它事物或節目(如球賽)上，則容易忽略周邊的廣告訊息，如此便很難形成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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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都市觀光吸引力與媒體行銷關係之研究中，研究者指出，當遊客旅遊的目的是為了放

鬆心情、體驗某情境，或是因生活便利而出遊時，他們選擇旅遊地點的主要訊息來源會是廣告看

板(范姜群澔，2003)。 

五、小結 

Lavidge and Steiner(1961)提出「讓廣告看板引起觀眾察覺」是第一步設計考量，因為在察

覺之後，才可能產生喜好、因而達成廣告目的。從Pham(1992)的研究可知，當進行實地展出時，

應避免將廣告設置於過多外力刺激之處，降低因外在因素影響觀察結果的可能性。此外，本研究

設計互動式廣告看板，應力求廣告畫面及文字簡單、明顯，以及依照廣告屬性盡可能使用豐富的

色彩(吳君毅，2002；李明中，1993)。於置放廣告看板時，必須加以考量市場區位的因素(Luke 

et. al.，2000)。 

第三節 人機互動模式及相關案例 

本節將回顧人機互動模式及相關案例，首先對人機互動之相關定義進行整理，隨後，回顧相

關之人機互動模式，最後為相關設計案例回顧。案例回顧將包含回顧現有、已實際完成或展出的，

以廣告為目的的互動式看板，以及互動藝術與互動資訊板等非廣告目的之看板設計。透過相關案

例整理，可以得到一些設計互動機制的概念及方向。 

一、人機互動模式 

人機互動是指使用者利用電腦進行某項工作的過程中，使用者與電腦間互動的情形

(Johnson，1992)。Kristof及Satrand(1995)開宗明義將人機互動定義為：人與電腦間產生的行為

即為人機互動。互動主要包含「使用者」以及「媒體」兩方之間的溝通方式，「使用者」會依照

本身的喜好試圖改變媒體內容，而同時「媒體」也必須提供不同的內容變化以因應使用者的需求

(王泓彬，1992)。人機互動的重點，在於兩者之間的互動，是為著達成某件事(Dix et. al.， 1998)。

互動不是指動畫、影像、聲音，而是指使用者的控制與動態經驗(Marion，1999)。因此互動的定

義是結合不同類型的媒體，以數位的方式呈現，並允許使用者有一些程度的互動(Graham，

1998)。此外，在人機互動領域中，人如何簡單自然、人性化的與電腦互動，是逐漸被發覺的議

題，常用的鍵盤與滑鼠由於不夠人性化，需要後天學習才能上手，因此許多研究者談論起人本互

動模式，或是自然直覺的互動方法。以下將針對人機互動的層次及互動模式分別探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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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機互動的層次 

在人機互動的研究領域中，因涉入程度高低可分為：零互動、輕度互動、中度互動、高度互

動四個層次(宋倩如，2002)，如表2-1。零互動指系統以線性的方式呈現；輕度互動為非線性，

可主動掌握學習速度和順序；中度互動為可藉由回答問題的方式彼此溝通；高度互動則為系統能

依照不同情境溝通來繼續進行活動或解決問題。 

表 2-1 人機互動層次(宋倩如，2002) 

人機互動的層次 互動的特徵 

零互動 系統以單線的方式呈現資訊，如幻燈片、錄像。 

輕度互動 系統透過非單線性的方式來呈現複雜知識，提供學習者掌控、選擇學習順序的自

由度。 

中度互動 系統提供有意義的互動，例如：系統與學習者間可以回答問題的方式而彼此溝通。

高度互動 系統提供智慧型代理者，讓系統與使用者之間的溝通，能依不同情境而提供使用

者繼續進行活動及解決問題。 

 

楊美雪(1994)則從教學媒體的觀點，認為以互動的程度來區分，媒體的互動性可分為三種：

反應式、內發式、及相互式。 

1.反應式互動(Reactive Interaction)：此指對刺激所引起的反應。此種活動呈現的僅是簡單的「反

應」狀態，純屬低層次的認知活動，對於該項知識的真正意義無法完全體會。 

2.內發式互動(Proactive Interaction)：與反應式互動相反，內發式互動強調使用者是主角，而媒

體是協助者。使用者所得到的知識是親自歸納與組織而成的，而使用者在思考如何指揮媒體的

過程中，也累積了屬於自己的知識。 

3.相互式互動(Mutual Interaction)：此為最高層次的一種互動，關鍵在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設計。其控制權在於媒體與使用者兩者不斷相互調適，控制權不屬任何一方。

使用者依自己需要提出要求，而媒體則視使用者的能力作出適當的回應或建議。 

 

Shedroff則將互動性分為六種尺度，各項程度愈高代表其互動性愈強。如圖2-2。六種尺度

分別為： 

1.回饋(Feedback)：系統對於使用者的動作給予回應。 

2.控制(Control)：系統提供使用者可以控制的程度。 

3.創造力(Creativity)：使用者參與發揮創意的程度。 

4.製作力(Productivity)：使用者可以親自製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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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傳達度(Communication)：透過訊息或故事所傳達的程度。 

6.適合度(Adaptivity)：系統根據使用者行為而改變系統內容或模式。 

 

 
圖 2-2 互動尺度圖(Shedroff，1999) 

Kristof(1995)依程度將互動性分為七種等級，如表2-2。 

表 2-2 互動等級表(Kristof，1995) 

低                                          中                                       高 

控制層級 控制順序 控制媒體 控制變數 控制處理 控制物件 控制模擬 

想要點選下

一步時即可

點選 

在任何時間

可選擇所要

去的地方 

控制影片播

放或停止、

縮放畫面 

改變圖解結

果、製作搜

尋資料庫 

輸入密碼、

付費、傳送

資訊 

移動螢幕上

的物件、射

擊目標、格

鬥遊戲 

改變透視角

度、改變事件

或過程 

 

(二) 人機互動模式 

以下探討人機互動模式及相關互動模式案例，分為四類進行。一為人直接以肢體動作與媒體

互動；二為人間接透過物件與媒體互動，如使用手機與媒體互動；三為熱感應人機互動；四為多

模式互動。 

1.人直接以肢體動作與媒體互動 

(1)H-P-M互動模式 

Keichii等人(2000)從人、物件、環境、實體空間及媒體空間之間互動關係的觀點，提出

H-P-M(Human-Physical Interface-Media Space；人-實體界面-媒體空間)互動模式(如圖2-3)。

Keichii等人認為，實體物件同時具有實體的特性與媒體的屬性，透過兩者結合與相互作用，使用

者能夠以操控實體物件的方式，與虛擬資訊互動。而相對的，虛擬資訊能夠跳脫電腦的限制，輔

助與強化日常經驗。觀者能透過身體的動作、手勢、觸摸等行為，經由實體空間的實體介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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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空間中內容進行互動。媒體空間中內容的變化，會反饋給觀者，形構觀者採取行動的動機。

透過這樣循環的方式，達到訊息的持續互動(如圖2-4)。 

 

圖 2-3 H-P-M 互動模式(Keiichi et. al.，2000) 

   

圖 2-4 透過實體界面與媒體空間互動的範例圖片 

(2)人本互動模式 

人本互動模式提供電腦運算與人高度互動的新方向與趨勢，以人性化考量為出發點。

Jeng(2002)以認知空間、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三層關係，來詮釋人本互動。在認知空間，使用

者透過操作實體的行為，觸發虛擬空間的事件。虛擬空間的改變，將藉由實體空間回饋給使用者

感知。在人本互動的研究中，使用者採用直覺的方式(如：手勢、碰撞、動作)將訊號傳出，並透

過訊號 

辨識科技接收，透過電腦解讀訊息代表的意義。人本互動的理念讓人機互動的過程更自然直

覺、更有彈性、表現更具體強烈(陳麒，2002)。相關互動模式案例如下。 

2002年，位在東京的Bloomberg公司，在其辦公大樓大廳中設置了一個巨型廣告看板(如圖

2-5)(IIDJ，2003)。此看板由上百個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LED)所組成，表面覆蓋一

層白色布幕，內建紅外線感測器。看板在無人接近時顯示靜態的影像及金融資訊，當使用者靠近

時，能夠及時追蹤觀者的動作，並呈現動態圖像與觀者互動。由於此看板具有極高的互動性，因

此不僅Bloomberg公司本身，就連經過大樓的路人或遊客都會為其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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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Bloomberg ICE 互動金融看板(a-matter，2004) 

在下圖2-6的藝術作品中，螢幕上的女子被設計成為可依照觀者的動作和距離而改變表情姿

態。因此，觀者會不斷與此作品互動，此反覆的過程形成一個循環的模式，觀者也更能融入整個

互動情境中(Agamanolis，2001)。 

 

圖 2-6 互動藝術作品「The Portrait of Cati 」(Agamanolis，2001) 

Camille Utterback與Romy Achituv(1999)曾在台灣當代藝術館展出的著名案例Text Rain，

即是典型的藉由肢體動作與作品互動的例子。如圖2-7中，人的影像被攝影機即時擷取並投影至

影像平面當中，而影像上不斷落下的文字雨，碰到人的影像邊緣時便會被阻擋而不再下降。落下

的文字實際上是由一些字詞所拆解而成，觀者的影像可將文字阻擋下來，觀者便可重組這些字

詞。因此這件饒富趣味的作品不但讓人探索自身影像與虛擬文字雨的互動關係，同時亦隱含著可

閱讀的訊息。 

  

圖 2-7 互動藝術作品「Text Rain」(Camille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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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為捷運昆陽站的公共互動藝術作品。當人經過該作品附近時，皮影馬會自動跳一段舞

(中國A.I.，2001)。藉由單純的「靠近」行為，讓觀者察覺並學習到自身與作品的互動方式。 

  

圖 2-8 捷運南港線昆陽站公共藝術作品「Around」(中國 A.I.，2001) 

「頻率與音量(Frequency and Volume)」(2003)是一件能夠容納100到800立方公尺之間的

投影影子的牆面(圖2-9)，讓參與者能夠用自己身體的影子去掃瞄城市中電台頻譜。當一個人的

影子出現在牆面上時，影子出現的位置會被轉換成150kHZ到1.5GHz之間的頻率。而影子的大

小，則代表著音量的大小。影子愈大，則音量愈大，反之亦然。 

  

圖 2-9 互動藝術作品「Frequency and Volume，Relational Architecture 9」(Rafael Lozano-Hemmer，2003) 

「表面張力(Surface Tension)」(圖2-10)原來是設計給TST科技劇院的一件包含幾個不同互

動模組的藝術裝置作品。該互動模組能夠對舞台上的表演者、舞者或大眾的動作即時反應出不同

表情的動畫。如圖中的人類眼睛模組，能夠根據人的位置而改變其注視的方向。而當人觸碰該眼

睛，則眼睛的顏色會呈現液態狀的銀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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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互動藝術作品「Surface Tension」(Rafael Lozano-Hemmer，1993) 

類似Camille Utterback與Romy Achituv(1999)的「Text Rain」，2004年黃心健在交通大學

藝文空間的個展中展出的「心之鯉」(圖2-11)，也是透過觀者的影子與虛擬影像的邊緣觸碰而產

生互動的例子。不同的是，這件作品藉由影像模擬表現生物的動態，讓觀者產生與某種生物互動

的感受。 

  

圖 2-11 互動藝術作品「心之鯉」(黃心健，2004) 

加拿大的Freeset Interactive公司開發一項「受眾定位技術」(Human Locator)，讓廣告業者

能夠製作依觀者所在位置而改變內容的互動式廣告看板(Freeset，2004)。圖2-12上方的例子，

廣告看板中的模特兒影像會隨著人的位置而改變其姿勢。而下方的例子是一個汽車廣告，當人進

入這個空間時，廣告看板上的汽車會呈現正面，接著隨著人行進的腳步，汽車會跟著改變播放其

相應旋轉角度的畫面。類似於動畫的原理，最後當人離開空間，汽車也跟著人旋轉一圈結束。此

外，人的距離越靠近看板時，廣告影像也會隨之格放(Zoom in)，反之則會縮小(Zoom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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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應用受眾定位技術的廣告看板(Freeset Interactive，2004) 

2005年紐約玩具反斗城店內廣告，設計了多款小遊戲，利用投影機投射在地面上與路過的

顧客產生互動，例如：一個畫面中有許多球，當人經過時球會立刻散開；或一個商店LOGO，當

人經過時會產生水面波紋。或如撲克牌記憶遊戲，要參與者翻出兩張一樣的牌，參與者可以站在

投影地面上，用腳跟廣告玩遊戲。 

   

圖 2-13 紐約玩具反斗城互動廣告 

南京西路的衣蝶百貨六樓設置了投影籃球場，當投影燈光開啟時，球場地面上將呈現一個由

眾多音符排列組合成的籃球圖像(如圖2-14)，這是運動品牌NIKE創新的互動廣告形式。當運動員

踩上投影燈投出的音符籃球時，音符會瞬間以放射狀擴散，產生一股律動，正巧呼應了廣告標語

『你打的是節奏』，之後音符會再次於球場上其他位置集結成一個籃球，等待下一次碰撞(中國

A.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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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NIKE 的節奏籃球(中國 A.I.，2004) 

2005年四月，中國A.I.為運動品牌addidas製作系列互動廣告，在誠品武昌店展出，包括四

個互動裝置，分別以投影方式呈現。其中之一：當觀者走到一張長沙發前，會出現一雙球鞋跳上

沙發椅。之二的設計是：當觀者走向一片叢林，即出現一隻黑熊並發出吼叫聲。之三是：當觀者

走向一扇門，可觸動門自動開啟，而開啟的門背後，會即時出現觀者自身的影像在畫面中，之後

這個影像如煙一般消散。之四為一較大型裝置，原先空無一物的地板，在經人踩踏後，會變成綠

油油的草地和跑道。 

 

 
圖 2-15 Addidas 系列互動廣告 

以上「人直接以肢體動作與媒體互動」之相關案例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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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人直接以肢體動作與媒體互動」之相關案例 

圖編號 作品名稱 年代 互動內容 作品圖示 

圖 2-5 Bloomberg ICE 互

動金融看板 
2004 此看板內建紅外線感測器，當觀者

靠近時，看板上的發光二極體會因

應人的動作，產生圖形變化。 

 

圖 2-6 The Portriat of 
Cati 

2001 在此互動藝術作品中，螢幕中的女

子能夠依照觀者動作和距離改變表

情姿態。 

 

圖 2-7 Text Rain 1999 觀者的影像被攝影機即時擷取到畫

面中，而不斷落下的文字碰到人體

邊緣時，可被阻擋不再下降。 

 

圖 2-8 Around 2001 當行人靠近此作品時，皮影馬能自

動隨著音樂起舞。 

 

圖 2-9 Frequency and 
Volume, 
Relational 
Architecture 9 

2003 隨著觀者影子位置的不同，便可改

變聲音的頻率，並且，影子的大小

亦可改變音量的大小。 

 

圖 2-10 Surface Tension 1993 此作品能夠根據觀者站立的位置而

改變其注視的方向，當人處碰時，

則呈現液狀的銀白色。 

 

圖 2-11 心之鯉 2004 觀者的影子能夠與虛擬影像的邊緣

碰觸而產生互動。 

 

圖 2-12 受眾定位之互動廣

告看板 
2004 廣告看板中的圖像及影像能夠根據

觀者的定位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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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編號 作品名稱 年代 互動內容 作品圖示 

圖 2-13 紐約玩具反斗城之

互動廣告 
2005 採用投影機將許多小遊戲投影至地

面上，讓路人能夠以腳踩踏的方式

與廣告互動玩遊戲。 

 
圖 2-14 Nike 節奏籃球 2004 使用投影機投影岀一個由眾多音符

排列而成的籃球圖像，而當運動員

踩踏時，音符將瞬間散開並在他處

集結。 

 

圖 2-15 Addidas 系列互動

廣告 
2005 當觀者走向一扇門，可觸動門自動

開啟，並即時出現觀者的影像在畫

面中。 

 
 

2.人間接透過物件與媒體互動 

將上述之H-P-M互動模式再做延伸，還有H-P-O-M模式，O代表物件(Object)，指人透過某

物件與實體介面互動，來間接存取或改變媒體空間、以及H-P-M-O模式，人經由實體介面控制媒

體空間與遠端物件互動等不同模式變化型。 

相關互動模式案例如：奧地利林茲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Art located on Linz)在校園建築牆

面上設立一塊大型看板，看板原為純白色，並附著大標『如果您不認同這是藝術品，請撥0800 

123456(If you don’t think this is art，call 0800 123456)』，每當有過路人撥打這支電話，不遠

處的發射台中將射出一枚塗鴉球，增添白色看板中的圖像和色彩(Ars Electronica，2001)。塗鴉

球隨機(random)選取塗鴉的位置與顏色，若打電話的觀眾仍不認同此為藝術品，可以再次撥打

這支電話。經由多人與看板互動後，畫面中立即呈現豐富的圖像與繽紛的色彩。如圖2-16： 

 

圖 2-16 奧地利林茲藝術大學廣告牆面(Ars Electronica，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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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年10月，紐約時代廣場(Times Square)出現一大型互動式廣告看板，廣告產品為聯合

利華(Unilever)製造商旗下的多芬(Dove)香皂(imediacommunication，2004)。廣告主將設定之議

題顯示在大型看板上，討論「什麼是美」讓來來往往的行人透過手機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SMS)進行票選。例如：當議題設定為『是否社會能夠接受老也是漂亮的？(Will society 

ever accept that the old can be beautiful?)』廣告板上閃動著從年輕超級名模到九十六歲高齡婦

人的圖像，讓觀者決定『他是"充滿皺紋的"或是"完美的"(If she's "Wrinkled?" or "Wonderful?")』。

這是紐約第一次讓觀眾能夠透過手機投票，並且公然顯示投票結果的創舉。如圖2-17。2005年

七月，多芬亦將同樣形式的廣告設置於台灣北中南各大都會區，民眾只要用手機傳簡訊投票，票

數便會累計在看板的計數器上。如圖2-18。 

 

圖 2-17 多芬廣告看板圖例(campaignforrealbeauty，2004) 

  

圖 2-18 多芬廣告看板圖例(IMC Freak，2005) 

Yahoo 公 司 在 2004 年 3 月 時 ， 也 曾 在 時 代 廣 場 播 放 一 支 能 與 觀 眾 互 動 的 遊 戲 廣 告

(engadget，2004)。經過看板下的路人可以用手機撥打畫面上提供的一組電話號碼，之後與看

板進行45秒鐘的連線賽車遊戲。此遊戲不僅支援個人與電腦挑戰模式，還可提供雙人對打。廣

告刊登兩天就有兩百人次與此廣告看板進行雙向互動。如圖2-19： 

   

圖 2-19 Yahoo 位於時代廣場的互動看板廣告(engadge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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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2005)五月紐約時代廣場又出現新的互動看板作品，廣告主為運動品牌Nike，同樣利用

手機撥打廣告看板中的電話後，可以手機按鍵在公共看板上設計個人喜好的球鞋款式，設計完成

之後，不僅可以下載影像作為手機桌布，甚至可以直接透過網路訂購這雙客製化的球鞋

(freshness，2005)。對於目前積極朝向推出客製化服務的Nike公司而言，這個互動看板的設計，

正是要向眾人發聲，闡述其客製化服務的理念。 

 

圖 2-20 Nike 位於時代廣場的互動看板廣告(freshness，2005) 

香港屈臣世酒窖製作的數位廣告播放系統利用LCD作為顯示器，結合條碼辨識達到互動效果

(MEI digital，2004)。在一般的情況下，LCD播放普通廣告，而當顧客將酒瓶條碼在感應器前掃

描一下，螢幕就會暫停目前的廣告改播此瓶洋酒的相關資料影片，如：味道、年份、適合搭配的

食品等。 

  

圖 2-21 香港屈臣世酒窖數位廣告播放系統(MEI digital，2004) 

國內的互動看板如2004年9月由「天工開物集團」在誠品敦南店藝文空間舉辦的「互動裝置

與新媒體實驗展」中，其中一項創作「互動式燈箱」，利用行動藝術的概念，把手機這項科技產

品作為藝術創作媒介(中國A.I.，2004)。如下圖2-22，作品為三個燈箱顯示器，參觀者可透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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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撥打互動燈箱中的電話號碼，接通後，三個燈箱同時開始與觀者產生一連串互動，包括選擇聽

音樂、選擇服務功能等。畫面中的演員和動畫也會因應不同的選擇開始不同的動作，只要利用手

機上簡單的數字鍵便可讓畫面中的人物隨著觀者喜好翩翩起舞。互動結束後，在燈箱畫面上留下

一則手機廣告訊息。 

  

圖 2-22 互動燈箱廣告(中國 A.I.，2004) 

躍獅影像科技集團(yoax)製作了一個手機互動廣告系統(Phone Advertising Display，

PAD)，廣告內容呈現一個峽谷，峽谷中央有三個垂吊在繩索上的人，只要利用手機撥打畫面中

的廣告電話，就可以決定誰升誰降，如圖2-23。這樣的廣告形式主要是利用焦點話題來凝聚廣告

注意力，也是一別過去廣告單向傳播方式的表現手法(躍獅，2003)。 

 

圖 2-23 手機互動廣告系統(躍獅，2003) 

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2005年二月在比利時架設一枚能夠顯示網路相片的戶外互動

式廣告看板。任何人只需要透過美國運通比利時廣告活動網站，就能夠上傳自己的相片上去。現

場亦架設網路攝影機，即時攝製現場影像並呈現回網站上。 

以上「人間接透過物件與媒體互動」之相關案例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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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人間接透過物件與媒體互動」之相關案例 

圖編號 作品名稱 年代 互動內容 作品圖示 

圖 2-16 奧地利林茲藝術

大學廣告牆面 
2001 觀 者 以 手 機 撥 打 看 板 上 的 電 話 號

碼，後方的發射器即會發射岀一枚塗

鴉球增添看板的色彩。 

 

圖 2-17 

圖 2-18 

多芬互動廣告看

板 
2004 

2005 

觀者以手機撥打電話以投票表達對

某議題的看法，投票結果也將立即呈

現在看板上。 

 

圖 2-19 Yahoo 互動廣告

看板 
2004 觀者以手機與廣告連線後，即可進行

45 秒鐘的連線遊戲，還提供雙人對

打的功能。 

 

圖 2-20 Nike 互動廣告看

板 
2005 觀者可以手機按鍵在廣告看板上設

計個人喜好的球鞋款式，並可下載成

為手機桌布。 

 

圖 2-21 屈臣世酒窖數位

廣告播放系統 
2004 利用條碼辨識技術並結合 LCD 顯示

器，顧客將條碼在感應器前掃描一

下，顯示器將立即播放相關資料影

片。 

 

圖 2-22 互動燈箱廣告 2004 觀者撥打燈箱上的電話號碼後，可以

手機按鍵選擇聽音樂或其他服務功

能，畫面中的演員也會因應選擇而改

變動作。 

 

圖 2-23 躍獅手機互動廣

告系統 
2003 以手機撥打電話後，可票選三個垂吊

在繩索上的人誰升誰降。 

 

3.熱感應人機互動 

紐西蘭交通安全局(Land Transport Safety Authority)在二百六十間酒吧推出小便斗廣告，希

望藉此勸告男士不得酒醉駕車。如圖2-24，這款廣告被放置在男性小便斗中，利用熱感應系統受

熱啟動影像。廣告中原本兩個黑白的影像一旦受熱之後將出現一台撞毀的車【文案：如果你酒後

開車，你真是個呆子(If you drink then drive，You’re a bloody idiot)】和一台完好無缺的計程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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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如果你不酒後開車，你將是個傳奇(If you drink then don’t drive，You’re a bloody 

legend)】。希望藉由此種互動式廣告吸引注意力並降低因酒駕喪亡之人數(紐西蘭交通安全局，

2004)。 

  

圖 2-24 熱感應互動之小便斗廣告(紐西蘭交通安全局網站，2004) 

如同香港屈臣世互動看板案例，英國WHSmith超市也採用MEI digital的數位廣告播放系統，

不同的是WHSmith還加上了溫度感應器，溫度高的時候就播放冷飲廣告，溫度低時就改播其他

飲品的廣告(MEI digital，2004)。 

 

圖 2-25 英國 WHSmith 超市數位廣告播放系統(MEI digital，2004) 

可口可樂公司於2003年十月，在倫敦的皮卡迪利大道的圓形廣場(Piccadilly Circus)邊的建

築物上，設置一全球最寬的LED電子廣告看板。這個看板並且內建了氣象站與攝影機。透過最新

的電腦科技，看板可以藉氣象感測裝置與攝影機，依照天氣的狀況，以及辨識廣場上的群眾，根

據他們的移動以及顏色，而動態改變看板上顯示的內容。 

  

圖 2-26 可口可樂於皮卡迪利大道的互動廣告看板(cocacol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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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熱感應人機互動」之相關案例整理如下表。 

表 2-5 「熱感應人機互動」之相關案例 

圖編號 作品名稱 年代 互動內容 作品圖示 

圖 2-24 熱感應互動之小

便斗廣告 
2004 架設於酒吧的小便斗廣告，受熱啟動

影像以提醒觀者不得酒醉駕車。 

 

圖 2-25 WHSmith 超市數

位廣告播放系統 

2004 此廣告系統內建溫度感應器，當室溫

高時就播放冷飲廣告，室溫低時改播

其他飲品廣告。 

 

圖 2-26 可口可樂的熱感

應互動廣告看板 
2003 藉由氣象感測裝置與攝影機，能夠依

照天氣狀況而動態改變看板上的內

容。 

 
 
 
4.多模式互動(Multi-modal Interaction) 

由於人類天生以多模式(Multi-mode)與外界溝通，例如使用嘴巴講話，加上表情或手勢等兩

三種不同模式，用以傳達想法，因此在人本互動的領域當中，「多模式互動」是一個被探討的重

點(李佳勳，2002)。多媒式互動是由Sharma等人(1998)所提出，其中「多模式」指的是各種感

官模式做為電腦感測輸入之用，如聲音、身體位置、手勢、眼球運動等。人在環境中藉由感官來

感知訊息，這些感知如：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此外，人也在環境中藉由促動器如：

身體、手、臉、聲音等產生動作行為，如圖2-27。 

 

圖 2-27 人的感知及行為模式(Sharma & Huang，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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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人因應外在環境而促發的多模式行為推演至人與機器間的互動關係，可見人可以多種行

為模式(Human Action Modalities)，藉由裝置，促發電腦感測模式(Computer Sensing Modalities)

而反應人的行為。例如：當人改變身體的動作，透過電磁追蹤裝置，能致使電腦感測這些變化，

得到如座標位置、相對動作、動態影像變化等電腦感測模式(如圖2-28)。Sharma等人(1998)提

出的多模式互動概念，從人的角度出發，根據人行為模式的差異，再透過不同的裝置，致使機器

能因應這些組合變化，產生相對應的互動模式。 

 

圖 2-28 多模式互動架構(Sharma & Huang，1998) 

藉以上的人機互動層次回顧，可以對於本研究互動設計概念及方向有所啟發。例如，透過自

然直覺的方式進行多層次的互動，並且在內容上透過影像的設計，促使觀者專注於作品影像的變

化，並且願意和作品保持不斷的互動。由此觀之，若是能將此類互動模式套用在廣告設計上，即

有可能引發觀者與廣告內容持續互動，而在反覆互動的過程中，增加印象的可能性也會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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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以上互動式廣告看板相關案例，我們可以發現使用者透過各種不同的行為，例如身體的

位移、接近、手勢、踏腳、操作手機等，與廣告看板內容產生互動。其中，運用身體直接、迅速

的採取自然直覺反應的方法，通常不需要受眾特別去學習，即可作為與廣告內容互動的媒介。而

另一種以操作手機的互動行為，雖不屬於自然直覺的互動方法，但由於手機的普及，與操作、學

習的便易，因此在諸多互動廣告案例中，也經常被使用。 

此外，從案例回顧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廣告看板的呈現方式也不限於傳統對廣告看板形式

的概念，而是能夠在任何平面或是可做為顯示媒介的建築空間表面上展現。並且，通常互動廣告

設置的位置，會與場所活動情境有很大的關聯性，例如小便斗互動式廣告，則必需設置在公用廁

所，並以該環境中的活動(如：如廁行為)做為觸發廣告互動的行為。 

關於廣告置放的位置而言，大部份案例都是以展覽的形式呈現，因此看到廣告的觀眾們，大

多是有備而來，或是以看展覽的心態，期待能看到哪些互動效果或變化。因此，較難以評估觀眾

對互動的感知及喜好。研究者打破展覽的形式，在實際展出階段，將本研究製作之互動式廣告看

板，以一實際對外播送的廣告形式，在公共空間與非預期的路人進行互動，以得知真實環境下的

觀眾反應及廣告效益。研究者考慮到在實際情況下，路上的行人通常較為匆忙，可能無法在廣告

看板前停留太長時間並使用特殊的裝置與其互動，因此，在「自然直覺」的考量下，本研究預計

以「人直接與廣告互動」的模式設計一互動式廣告看板。 

第四節 文獻探討小結 

本章文獻探討除本節摘要，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互動式廣告定義與形式。匯集了學者們

對廣告及互動廣告的相關定義，認為所謂的互動應可讓使用者在媒介環境中即時地參與更改媒體

形式或內容。並了解互動看板之外的其他互動媒體形式。在第二節中針對廣告看板的緣起、特性、

設計原則及相關研究做探討，了解廣告看板獨有的設計原則及廣告涉入程度的影響，並回顧廣告

看板相關研究，獲得借鏡。設計原則及相關研究並可作為設計及實作互動式廣告看板時的重要理

論基礎與依據。在第三節，研究者援引人機互動模式，以及互動式設計相關作品，包括互動藝術

與互動資訊板、及既有之互動式廣告看板案例，指出一個可行的互動模式，即為讓觀者以肢體動

作直覺的與作品產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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