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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節，依序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實施以及資料處理與分析方

法，並在最末節作研究方法小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分析與專家訪談，得知互動式廣告看板的設計考量、人機互動模式、製

作技術與方法，並結論岀本研究之廣告看板的設計方向。接著，依照此設計方向進行系統實作，

包括劇本發展、原型製作、並經由專家訪談再次檢視與修正原型設計。最後，將製作完成之廣告

看板系統公開施測，以獲得觀眾反應與建議，用以評估具體成效。本研究架構如圖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除文獻分析外，尚包括「訪談法」及「觀察法」。藉由訪談法，得知互

動式廣告看板的設計考量、可行的人機互動模式、製作技術與方法，並且得以依據訪談意見，修

正本研究設計之互動廣告看板。另外，於本研究製作之廣告看板公開施測過程，透過觀察法，蒐

集觀眾反應與建議，評估互動式廣告看板的具體成效。以下細述訪談法及觀察法的採行方式。 

一、訪談法 

訪談得以彌補文獻蒐集之不足，受訪專家對領域已有豐富之經驗，能夠提供精闢的見解(施

美玲，1997)。相較於文獻的過往資料，訪談能在科技不斷變動之下，提出時宜的說法，彈性較

大、內容亦更符合研究需要(游清鑫等，2001)。此外，訪談可深入了解受訪者之意見、價值觀、

互動式廣告看板 

設計方向 

設計考量 

人機互動模式 

製作技術與方法 

互動式廣告看板 

系統實作 

劇本發展 

原型製作 

檢視與修正 

互動式廣告看板 

系統施測 

觀眾反應與建議 

具體成效 



35 

動機、回憶、經驗及感受，利於研究者因應不同的說法深入提出不同問題與回應(黃振家，2003)。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是希望受訪專家根據以往的實務或學術經驗，提出互動式廣告看板的設計考

量，供研究參照。此外，並探討可行的人機互動的模式有哪些，以何種技術和方法來達成。並且

在訪談的過程中，請專家們對本研究設計之互動式廣告看板提出修正建議。 

(一) 訪談方式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法進行親身訪談。因「半結構式

訪談」具有讓訪談順利進行，並兼顧受訪者自由表達的特性(楊國樞等，1988)，受訪者得以在訪

談過程中將訪談問題適度的延伸及自由發揮(胡幼慧，2002)。 

(二) 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針對本研究設計之互動廣告看板提出改進的方向，並說明互動式廣告看板的設計考

量、互動模式及製作方法。由於本研究之互動廣告看板設計涉及廣告行銷與互動設計兩環節，故

分別尋求廣告領域之業者、學者以及互動設計領域之業者、學者擔任訪談對象，以便利抽樣法

(Convenience Sampling)獲得以下四位訪談對象：IMCfreak.com 是一個提供廣告人士及有興趣

者討論廣告相關議題的網路空間，創辦人陳維農先生有多年廣告行銷經驗，對廣告業之生態、商

業模式、各媒體屬性相當熟悉，並且富含廣告創意。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賴建都，廣告之學經

歷豐富，其中並以電子媒介廣告設計、多媒體內容設計為其專長領域，能夠提供本研究設計進行

之方向，並導正廣告部分思考不足之處。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的王照明副教授，專長於電腦視

覺技術、多媒體程式設計，帶領系所內的互動育樂科技組於近年來進行了許多互動設計之相關研

究，互動式廣告看板亦為目前的研究方向之一。中國A.I. 為目前國內少數研發並承接商業化互動

媒體行銷活動的製作公司之一，專案經理黃俊一先生領導多次專案進行，已有豐富的承案經驗，

本身亦為互動媒材創作者，能夠以其業界的思考邏輯評斷本案之優缺點，並提出實際展出時的因

應之道。上述之受訪專家名單及其專長領域整理如表3-1。 

表 3-1 受訪專家名單 

專家類別 專家服務單位及職稱 專長領域 

IMCfreak.com 執行總監陳維農先生 顧客關係行銷、個人化行銷、整合行銷傳播 廣告行銷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賴建都教授 廣告學、電子媒介廣告設計、多媒體設計、數位

藝術與設計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王照明副教授 電腦視覺、多媒體設計、程式設計、互動育樂科

技 

互動設計 

中國 A.I.專案經理黃俊一先生 互動裝置藝術、數位媒體藝術、互動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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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實施之方法 

研究者從四月27 日起開始第一次訪談，訪談地點依專家所在包括學校、辦公室或鄰近之咖

啡廳、速食店。在看板雛型製作完成後，約五月中拍攝成實驗室模擬影片以進行第二次訪談，獲

得修正建議。 

二、觀察法 

觀察法 (field observation)又稱為「田野研究法」，適合研究實驗室外真實世界下所發生的

事情(朱柔若譯，1997)，近年來，也常被用來研究大眾傳播媒介的問題(黃振家，2003)。觀察法

的好處在於：可以收集到第一手的資料(黃振家，2003)，且觀察在自然的環境下進行，較能在無

預警的情況下呈現，相較於實驗室實驗，受試者預先有心理準備的狀況，觀察法較能獲得觀眾實

際的回饋(王玉民，1994 ；周文欽，2000)。本研究採用觀察法，首先將製作完成的廣告看板置

放於公共空間，測試並紀錄觀眾的反應。並針對部分觀眾，進行非正式訪談，蒐集改進的建議，

並評估互動式廣告看板的具體成效。 

(一) 觀察工具之發展 

觀察工具分為兩部分，一為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另一為觀察時針對部分受訪觀眾而設計的

訪談問卷，分別說明如下。 

1.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 

研究者透過專家訪談以及相關文獻回顧，得知設計互動式廣告看板的策略，依據這些策略作

為設計原則，發展出互動式廣告看板的雛型。製作完成之後，研究者再次請教專家意見，對此看

板雛型提出改進的解決方案，並予以修正。 

2.觀眾訪談問卷 

研究者設計觀眾訪談問卷，用於觀察進行同時，針對部分觀眾進行訪談與填答，以得知觀眾

的具體回饋，彌補單方面觀察之不足。訪談問卷共分為兩部份，第一部份詢問觀眾對於互動式廣

告看板的觀感、喜好，第二部分為受訪觀眾之基本資料欄。擬定之觀眾訪談問卷見附錄一。 

(二) 觀者訪談之對象 

研究者觀察在看板展出期間經過看板前的行人，並針對部分注意到看板者進行訪談，觀者訪

談對象之取樣標準採用立意抽樣中的標準抽樣法(Criterion Sampling)，以同時符合下列兩項原則

者為優先訪談對象： 

 



37 

1.觀者反應程度：以注意到看板後會稍作停留者優先，包括與看板互動、駐足觀賞、用手指、跑

到看板後面去看、自己過來詢問的觀眾。若觀者減緩速度邊看邊走，但並無上

述的停留行為，則隨機訪談。 

2.觀者年齡：根據流浪動物之家基金會表示，經常收養流浪動物的族群為年輕人或是父母親帶小

孩，年齡分布在十幾至三十幾歲(詳見附錄二)，因此訪談對象以11~39 歲為優先考

量。 

 

(三) 觀察實施之方法 

研究者於5 月28 日起，在互動式廣告看板置放定點東區捷運地下街，觀察行人對看板的反

應，當行人出現較明顯突出的反應或動作時，研究者則以紙筆迅速將這些發現紀錄為觀察筆記。

除上述觀察筆記外，當行人注意到廣告看板時，起初先任由觀者觀賞此廣告看板並與之互動，研

究者僅從旁觀察，並不出面干涉觀者行為。接著，在觀者停留一段時間、或減慢行走的速度後，

研究者在觀者離開前出面徵求觀後感想與建議，並紀錄於觀眾訪談問卷中。 

觀者訪談結果共獲得96 份有效問卷，受訪者基本資料整理如下： 

 

圖 3-2 受訪者性別分布 

 

圖 3-3 受訪者年齡分布 

(一) 受訪者性別 

在訪談總人數96 人中，女性為50 人(52.6%)

略多於男性的45 人(47.3%)。比例分布如圖3-2。

 

 

 

 

(二) 受訪者年齡 

受訪者年齡以21~25 歲者居多，共24 人

(25.2%)。16~20 歲次之，共21 人(22.1%)。年

齡分布如圖3-3 ，詳細人次見附錄七，9。 

男 47.3% 

女 52.6% 

16~20 歲 
22.1% 

21~25 歲 
25.2% 

26~30 歲 
10.5% 

31~40 歲 
18.9% 

41 歲以上 
15.7% 

15 歲以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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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受訪者職業分布 

 

圖 3-5 受訪者養狗(貓)比例 

 

圖 3-6 受訪者電腦使用頻率 

第三節 研究實施 

研究實施步驟，包括第一次訪談、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製作、第二次訪談、互動式廣告看板

系統修正、觀察與觀者訪談問卷實施，分別說明如下： 

一、第一次訪談 

本研究第一次訪談目的在於得知互動式廣告看板的設計考量、人機互動模式以及製作方法。

依照訪談大綱分別對於廣告行銷、互動設計之業者與學者進行訪談。在訪談之前，為了使其對本

研究及訪談內容能有初步的了解，研究者先將訪談大綱與簡易版的論文計畫書以電子郵件的方式

 (三) 受訪者職業 

受訪者職業以學生之44 人(46.3%)為最多，其

次為服務業13 人(13.6%)，較多的職業還包括金融

／保險、資訊／科技／電子、家管。如圖3-4，其餘

職業及人次見附錄七，9。 

 

 

(四) 本身或家裡有無養狗(貓) 

本身或家裡有養狗 ( 貓 )的受訪者共43 人

(45.2%)，沒有養狗(貓)的共52 人(54.7%)。如圖

3-5。 

 

 

(五) 受訪者之電腦使用頻率 

以每天使用者居多，共63 人(66.3%)，約每2~3 

天使用一次者次之，共10 人(10.5%)。如圖3-6 。

金融/保險 8.4%

資訊/科技/電子 8.4%

學生 46.3% 

服務 13.6% 

家管 7.3% 

有養狗(貓) 
45.2% 

沒有養狗(貓) 
54.7% 

每天 66.3% 
每 2~3 天 
10.5% 

一週 8.4% 

不常用 9.4% 
從不使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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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給受訪專家。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在徵求受訪者同意之後進行錄音，訪談時間約45 分

鐘至一個半小時，依照受訪者所提供的訪談內容及臨場狀況而定。訪談日期、時間與受訪者代號

見表3-2。 

表 3-2 專家訪談進行日期、時間 

代號 專家及服務單位 日期 訪談時間 專家類別 

A  IMCfreak.com 執行總監陳維農先生 2005.04.27 1 小時 30 分鐘 

B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賴建都教授 2005.05.03 45 分鐘 

廣告行銷 

C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王照明副教授 2005.04.29 1 小時 

D  中國 A.I.專案經理黃俊一先生 2005.06.10 1 小時 30 分鐘 

互動設計 

 
 

針對受訪專家擬定之訪談大綱如下： 

1. 請問互動式廣告看板的尺寸在不同的情況下有何考量？  

2. 請問互動式廣告看板的圖像或影像設計時需考量哪些因素？ 

3. 請問互動式廣告看板的文字設計時需考量哪些因素？ 

4. 互動式廣告看板除圖文外，是否包括其他元素？應如何設計？ 

5. 互動式廣告看板有哪些人機互動的形式(模式)？  

6. 這些互動形式(模式)可經由哪些技術或軟硬體設備達成？ 

7. 如何能夠吸引觀者參與互動式廣告看板的互動？ 

8. 請問擺設一個互動式廣告看板需考慮哪些環境因素？ 

9. 請問互動式廣告看板未來發展趨勢為何？ 

10.以您的專業和經驗是否有其他關於互動式廣告看板的意見？  

二、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製作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設計並實作一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以作為後續觀察觀眾反應與探討具

體成效時之用，本研究之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架構如圖3-7。由網路攝影機作為影像輸入裝置，

拍攝行人影像的變化，將訊號傳入電腦中，經過多媒體軟體director 及影像處理外掛程式

webcam Xtra 的判斷與處理後，產生畫面影像的變化，並藉由投影機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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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架構 

而本研究中設定之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架設環境如下圖3-8。 

 

圖 3-8 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架設環境 

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的製作主要可分為五個進程。第一為廣告內容的設計，在此提出初步製

作構想；第二，開始程式設計的工作，以實踐互動的可行性；第三，進行廣告圖文繪製，將初步

構想以實際圖文畫面呈現；第四，將廣告圖文與程式結合；第五，廣告看板架設，以模擬真實人

機互動情況。 

(一) 互動廣告內容設計 

因考量非營利之廣告內容較無品牌及商品授權之爭議，故本研究設計之互動式廣告看板以

「認養流浪動物」為內容主軸，以「請讓我跟你回家」為廣告標語。研究者並口頭徵詢流浪動物

之家基金會同意，以其名義發佈廣告(詳見附錄二)。除上述主題、文字考量外，本研究為吸引觀

者注意，將互動廣告模式設計為：當行人經過廣告看板前，感應器會即時偵測人的移動，讓畫面

中的小狗隨著人而位移，製造出「狗跟隨人」的效果。此廣告看板的人機互動模式係透過網路攝

影機即時偵測人位置的改變，計算移動的方向和距離，且將移動中的人定位，隨即在廣告畫面中

投射小狗的影像。這樣的設計預設當人發現旁邊有小狗的影像在跟隨時，會刺激人採取試探性的

行動，例如改變他的行走速度甚至行走方向，來觀察其周遭的變化，藉此達到單純的互動。由於

電腦 

網路攝影機 

投影機 

廣告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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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人是水平方向的移動，因此本研究之互動看板設計時，暫不考量動畫角色垂直方向的位移，可

使畫面的變化較為單純及明顯。 

(二) 程式設計 

在程式設計的部分採用網路攝影機外掛程式(webcam Xtra)過濾「拍攝畫面中，時間軸前後

兩個影格(frame)」不同處，並將不同處以藍色方框標記，如圖3-9。若同時間有多處不同，即以

數個藍色方框表示。之後，使用director lingo 判斷方框中心點座標，撰寫程式將此座標依比例

放大，如：本研究中網路攝影機拍攝的畫面大小為320x240pixel，若(X,Y)座標分別在(200,100)， 

而 欲 播 放 的 廣 告 影 片 解 析 度 為 1024x768pixel ， 故 經 過 換 算 之 後 ， (X,Y) 座 標 則 分 別 為

(1024÷320x200,768÷240x100)=(640,320)。取其X 軸座標點以小狗動畫替換之，因此小狗能隨

著人的移動而相對位移。本研究之程式設計並無硬性規範互動的距離，因此，只要能在webcam 

感測範圍之內的動態影像，可成功被計算出藍色方框者，皆為互動範圍，然而研究測試發現，當

觀者距離攝影機3-5 公尺時有較佳的感測效果。 

 

圖 3-9 根據影格差異運算岀的藍色方框 

(三) 廣告圖文繪製 

廣告圖文繪製如圖3-10、3-11。以adobe illustrator 及macromedia flash 軟體製作。設計時

參照第二章文獻探討之「廣告看板的設計原則」以及專家意見進行，包括明顯的大標題、簡潔的

文字、角色與背景顏色顯著對比、構圖單純等(管倖生，1993 ；楊朝陽，1981；呂冠瑩，2002； 

鄭自隆等，2001)。此外，本研究設計之廣告背景圖為一正面、高角度向下的場景，在視覺默識

(tacit Knowledge)的心理上，正面角可令觀者感覺其所見到的影像為我們生活中所涉及的一部

分；高角度令觀者感到擁有凌駕於作品中人之上的權力。主要動畫角色向上的眼神交會，代表著

牠正對觀者提出要求(卓峰志，2005)。這樣的視覺設計用於流浪動物廣告，隱喻著週遭流浪動物

的問題與切身的相關性，並且也傳達出流浪狗想被認養的渴望、與觀者足以幫助流浪動物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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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廣告看板背景設計圖                                  3-11 廣告看板主要角色設計 

(四) 圖文與程式整合 

在完成程式設計及圖文繪製的工作後，研究者將圖文及程式在多媒體軟體director 中作整

合。將互動角色對應在程式運算岀的藍色方框X 軸之中心位置，將角色高度定在(X,250)，使小

狗能在路面上行走，移動的動線約在畫面下方三分之一水平線處，是為攝影學上常用的三分構圖

法(康台生，1992)。之後並將廣告背景取代網路攝影機拍攝之畫面，並輸出成投影機檔案格式。 

(五) 廣告看板架設 

在內容製作完成之後，看板架設階段採用方便拆卸的免螺絲角鋼製作看板骨架，並使用厚度

3mm 的透明壓克力板撕去半面保護貼作為背投影用面板，過程如圖3-12所示。投影面板尺寸

1.5m(w)x1.2m(h)。看板體積1.5m(w)x2m(h)x0.5m(d)。 

 

圖 3-12 廣告看板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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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訪談 

本次訪談目的，係請專家針對本研究製作完成之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提出修正建議。研究

者先於實驗室中拍攝一段人與看板互動的30秒影片，請專家先行觀賞，之後由專家自由提出對

此看板之意見，研究者根據意見予以修正。專家評鑑用影片之擷取影格如下圖3-13。 

 

圖 3-13 專家評鑑影片之擷取影格 

四、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修正 

經由專家訪談，研究者歸納專家建議(詳見附錄三)，對互動式廣告看板雛型作如下修正： 

1.增加互動提示 

因考量在真實環境中不比實驗室，觀眾無法事先了解此看板之互動特性，並可能有其他干擾

因素存在 (如：過多的人潮、噪音等)，影響觀者的注意力，為使觀者注意到看板的互動性，故

決定增加互動提示。修正設計為：當看板在無人的環境下，設定讓狗在畫面中左右移動，並增加

互動提示「試試看，我會跟著你唷」之畫面及聲音。 

2.增加多重情境的互動設計 

根據專家建議增設互動情境，使觀者能夠充分感受到看板與當下情境的互動關係，包括無人

情境下的看板狀態、當看板偵測到人時的互動狀態、人快速通過時的互動狀態、當狗跟人一段時

間的互動狀態、多人時的互動狀態、以及當人離開看板時的互動狀態。各互動情境分別描述如附

錄四。 

3.增加聲音訊息 

初版的設計中，狗僅發岀「汪汪」的叫聲，根據專家建議，嘗試讓狗能透過聲音傳達資訊，

可比「汪汪」的音效聲更吸引人的注意。因此，修正設計為狗會依照互動情境的不同，以語音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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岀不同的話。如：「等一下等一下」、「其實我也想有個家」、「我很可愛吧」、「主人在看我

嗎」。 

4.畫面影像修正 

此部分修正如：在原先的廣告背景中增加色彩和光影表現，增加畫面立體感。此外，繪製新

版的小狗，包括多款姿態表情，讓小狗的呈現更豐富、多元。 

五、觀察與觀者訪談問卷實施 

此階段研究者將看板實際架設於公共空間，同時進行觀察及訪談問卷實施的工作，實施過程

如下： 

(一) 觀察實施 

觀察時間為期五天(94 年5 月28 日至6 月1 日)，時段為每日下午三時至七時。由於本研

究設計之互動式廣告看板較適於室內環境，因此考量置放於捷運地下街沿線廣場，原因在於捷運

地下街位於交通要道，每天經過的人潮流量很大，且來往的人潮較不限於當地的居民，廣告曝光

率增加(鄭自隆等，2001)。在評估數個地下街廣場後(包括：中山地下街、台北車站地下街、東

區地下街)，決定將廣告看板置放於東區地下街第二廣場。因東區地下街年輕族群眾多，以30 歲

以下、女性、職業為學生所佔比例較高(林顯榕，2004)，接近本研究之觀察對象。決定觀察地點

後，研究者行文台北捷運公司申請借用場地，核准之公文如附錄五。觀察進行時，研究者在觀察

實地從旁紀錄觀者反應，並以田野筆記(field notes)的形式，迅速紀錄下觀察所得，另外輔以照

相、攝影方式紀錄觀者行為。主要觀察重點在於將行人的反應及行為類型與以區分，並估算各類

型反應發生的頻繁次數，當行人較明確的產生何種舉動、或說了哪些話，研究者便逐一將這些反

應紀錄下來。 

(二) 訪談問卷實施 

訪談觀眾前，先詢問其是否願意提供其個人的看法及建議，若同意，研究者開始依照觀眾訪

談問卷順序進行問答。每一張問卷代表一位受訪觀眾，由研究者逐一紀錄關鍵語句，並勾選受訪

者之基本資料。實施結果共獲得101份問卷，扣除答非所問或是回答前後矛盾之無效問卷6份，

實得問卷9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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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得資料分為訪談資料以及觀察暨觀眾訪談資料兩部分，以下分別說明資料處理與分

析方法。 

一、訪談資料的處理與分析 

專家訪談資料的處理與分析依照質性研究方式進行，本段分別說明資料整理與資料分析方法

如下： 

(一) 資料處理 

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依照質性分析方法，將訪談過程的錄音資料轉換為逐字稿，依照受訪

者順序先後給予代碼A、B、C、D。逐字稿中除詳實的訪談紀錄外，包括訪談時間、地點等附註

資料。接著，研究者對逐字稿進行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篩選逐字稿以求得有用的結果資

料(朱柔若譯，1997)，將其談話中的重要語句依序編列(如：將專家A 之意見內容編列為A1、A2、

A3…)。並將龐雜的資料分解、檢視、比較，並予以概念化及範疇化，把看似相似的概念歸類在

同一範疇(徐宗國，1998)。如表3-3 。 

表 3-3 專家A 的訪談資料整理 

編號 意見內容 類目 

A1  設計考量 

A2  …  

…  …  

 
 

(二) 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時，研究者重新將分類後的資料依照類目統一歸納，並置放在適當的「資料矩陣」

(data matrix)中，使研究者便於判讀各位專家學者對同一議題的看法是否一致或不同，此外，統

合各方說法，進行歸納與解釋(黃銘惇，2000)。如下表3-4，此為「互動廣告看板設計考量」的

專家訪談意見列表，在X 軸分別依照設計考量類目排列，如看板尺寸、圖像影像、其他元素、

外在環境等；Y 軸代表受訪者意見分別為何，依此製表。資料分析時，除專家訪談意見外，同

時結合文獻探討之結論，分別針對各點問題提出分析討論，回應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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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互動廣告看板設計考量的專家訪談意見列表 

 看板尺寸 圖像影像 其他元素 外在環境 … 

專家 A       

專家 B       

…      

 

二、觀察暨觀眾訪談資料的處理與分析 

在完成觀察、訪談之後，獲得了龐大的資料，以下說明資料整理以及資料分析的方法。 

(一) 資料處理 

研究者首先將觀察期間所獲之101 份觀眾訪談問卷加編流水號，以作為後續分析及評估時

的依據。之後，判斷無效問卷並扣除之，無效問卷如：答非所問或是回答前後矛盾者，扣除之無

效問卷共6 份。將其餘95 份有效問卷之訪談資料鍵入電腦。接著，依照每道訪談問題加以區分，

以質性資料處理的方法，針對某一問題所有人的回答進行判讀，若有回答相同或類似的答案歸為

同一類，每類底下包含數個次類目(朱柔若譯，1997)，並條列出受訪者編號及回答內容，此外，

將單獨或較特殊的回答列為其他。如表3-5 ，為第一道訪談問題「請問您為何注意到此廣告看

板？」的資料整理列表。 

表 3-5 觀眾注意到此廣告看板的原因 

主類目 次類目 編號 意見內容 

10. 漫畫不錯吸引注意 

11.22 看到畫面 

影像或動畫吸引 

… … 

04. 很可愛 

16.19.29  看到狗可愛 

注意到畫面 

覺得可愛 

… … 

聽到聲音 … … … 

…    

 

(二) 資料分析 

資料分析時，研究者先對以上的歸類資料進行反覆閱讀，從主類目中挑選出與本研究較為相

關的意見解釋之，另外分析次類目的之標題及意見內容，參考在同一問題中，同樣或類似回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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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次數，或如不同觀者感受程度的差異。如同樣聽到狗叫聲，有些觀者能夠說出狗講了什麼話，

有些卻只是聽到聲音而已。在仔細分析這些內容後，研究者針對較多數的回答以及較顯著、特殊

之意見，描述其結果，並輔以文獻資料，回答研究問題。 

第五節 研究方法小結 

本章之研究方法首先透過文獻分析及訪談得知互動式廣告看板之設計考量、人機互動模式以

及製作的技術與方法，初步擬訂一製作構想。接著，研究者將構想實際執行，製作一個符合研究

需要之互動式廣告看板系統，並根據專家意見予以修正，作為觀察工具。最後，將此看板置放於

台北捷運地下街，透過觀察法，紀錄觀者的反應，並訪問已注意到廣告看板的觀眾，以得知其感

想及建議。研究完成後，將整個研究過程中所收集的資料加以整理分析，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

題撰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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