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以下簡稱設計學會) 迄今已邁入第二十三個年頭，感謝大家

對於設計學會的支持與協助。第二十三屆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委由東南科技大學

承辦，非常感謝東南科大設計學院同仁的辛勞，除最後總共收錄有 111 篇論文 

(79 篇口頭簡報發表、32 篇海報發表) 外，更讓此次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做了些

不同於以往的活動設計和安排。  

 

在本屆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上，以「設計、進步、想像力」為主題來探討未來設

計的各種可能性。近年來，設計思維已成為顯學，許多相關領域也深深地受到它

的影響，也在實際場域中獲得了實證。創意在設計中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本次特別邀請到設計界前輩，台灣藝術大學林榮泰教授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前任

董事長和設計學會前任理事長)，分享他在設計教育及文化創意產業的心路歷程

及寶貴的心得。我們必定能夠在這樣的分享上得到相當程度的靈感激發，這也是

設計同儕聚集最重要的目的。 

 

在設計教育與實務上，我們也希望透過本次座談會跨領域討論中進行近距離的意

見交流，並且能夠將見解與看法散佈出去。我們預見，本次的座談會應該會對於

台灣設計教育和實務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影響。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設計學會秘書處的所有同仁們的努力協助，在相當有限的時

間和資源之下，完成此件不可能的任務。從他們身上，我再度真實看見了年輕人

的創意與毅力。謝謝大家！ 

 

 

 

 

 

宋同正 理事長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2018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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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全球環保意識崛起，人們開始思考著過度耗用環境資源所造成的環境汙染、材料過剩已不能

忽視，材料的替代模式與剩餘材料的回收再利用皆與環保議題環環相扣，不僅對產品的結合有所創新更

對環境保護多有幫助；商用帆布、布廠用料、輪胎皮革等使用後留下的材料，不易回收又丟棄可惜，容

易造成資源的浪費甚至污染環境；本研究以材料再利用之議題，使用案例分析法調查市面上 FREITAG、

SEAL、LOFT 三大廠商，結合回收再利用與材料再生方式之關聯性，以環境保護為主軸，使舊有材料從

自造者的巧思，賜予新的造型獨創元素，創造市面上獨一無二風格的產品，落實環境保護與環保意識的

連結再創包款。本次研究經由台南布料廠商獲取剩餘的回收布料，透過案例分析法的上述結果與探討，

利用布料之特性和風格的搭配，套用在書套與袋包上，期望創作出一款兼具環保意識與商品獨創的產品。

設計的結果儘管擁有獨創的風格與布料特性的搭配，但在包款的版型研究缺乏深入探討過於平凡，以至

無法立即被大眾所吸引藉此傳達環保意識之概念，給與本次研究的建議為擁有好的設計理念構想外，產

品本體如何讓人聚焦所呈現方式更不容忽視。

關鍵字：環保、布料回收、包款產品、回收利用、綠色設計

一、前言

1-1 背景

以往的社會大多數工廠使用所剩的餘料便囤積不理、大多數消費者使用完的商品便隨手丟棄；現代

社會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越來越重視，各式工廠用餘材料、消費者使用完的商品不再只有丟棄的做法，

更會思考著如何再創並給予新生命，本研究透過環境保育與社會關懷議題呈現包款獨創的特點，並保留

材料之原有的特色品質藉此發展出與以往不一樣的產品創新，獲得兩種不同的創意回饋。

1-2研究目的

永續發展是地球環境的重要議題，對於下一代的環境責任是必須重視的。針對餘料探討材質特性的

方法，提出符產品獨創價值，發掘創意與綠色議題結合之包款可能性。本次的設計方向，不僅是造型突

破、功能取向，更加重要的是附加環保議題的設計要素，將環境關懷設計融入一件可商品化之產品是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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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會期待的想法，更是世界所重視的主流設計課題，本研究針對材料探討可回收性，蒐集相關資料、

解決方法，整合一套可包款商品化之產品設計。

二、文獻探討

蘇雅汾(2012) 在塑料環保袋轉型文創商品之品牌建構與加值研究中認為：在現今關注自然環境的時

代背中逐漸重要，為了將日常生活連結環保思維，使時尚設計在生活性、環保性與經濟性之間取得平衡，

藉由可回收再利用的塑料材質，配合強調在地化的設計加值，並利用環保時尚的理念發展兼備人文特質

與自然議題的系列商品便能讓文創商品煥然一新提高商品的價值與競爭力。

于家雯(2012)在可量產的回收概念設計創作中認為："垃圾只是擺錯位置的資源" 不是陌生的口號。

這句話道破了回收資源管理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在關注「節能減碳」的同時輕忽資源管理的問題，繼續

大量、快速消耗地球有限的材料資源，我們將遇到比能源匱乏還要嚴重的危機。在使用產品時對於商品

是否環保的問題總是有一些不安，害怕自己的消費也助長環境的破壞。

謝榮哲(2006)在看得見的綠色設計創作研究中認為：現今的綠色設計對於解決地球上的資源破壞與

生態平衡的問題有實質上的幫助，但對於想完全解決這些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真正的關鍵在於人

們對於地球資源的想法是否有珍惜的心，也為此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從看得見的綠色設計開頭歸

類出六種傳達綠色概念的方法如下：「使用過或廢棄物的回收再製」、「運用不經過特殊加工的原始材

料」、「以再生材料為產品的主要素材」、「使用可再生的能源」、「資源回收議題」、「提供 DIY 綠

色產品的體驗」，希望藉此機會能將綠色新理想喚醒大家更多珍惜地球資源的心。

黃宛蓉(2016) 在以環境關懷與物質延續觀點應用於婚紗宴會環保服飾系列創作之研究中認為：日新

月異的科技工業產品琳琅滿目，使現今社會生活越來越便利，產品的生命週期逐漸縮短，產品的淘汰、

廢棄卻在無形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對人類生存的環境造成莫大傷害與負擔。而許多產品因為設計

或包裝使用過多材料，造成大量的廢棄物，衍生更多環境危機。從本篇研究創作步驟為：整合環境關懷

理念、物質延續生命需求、創意設計方法、服飾設計方法，透過察覺人類對於物質慾望所引起的環境及

生態破壞，同時反思設計師道德和社會責任新的歸屬，不僅可反映物質永續精神的重要性，同時藉由異

材質的運用與設計領感的結合，可望獲得實質而明確的環境關懷點。

洪雅馨(2014) 在以綠色設計觀點探討自然材料於包裝之應用研究中認為：透過自然材料與綠色包裝

之設計方式與發展建議，能給予設計者於包裝設計執行中實質的幫助，並使綠色包裝使用更為重視與廣

泛。在包裝設計應注意以下過程才能使自然材料包裝符合綠色設計規範：「增加包裝強度與保護性，運

用設計巧思減少包裝體的黏貼程度與體積使包裝換繁為簡」、「包裝材料選擇可回收、單一材質，考慮

使用後廢棄的處理問題，減少工程度增加回收的方便與落實度」、「給予包裝二次利用的價值，增加包

裝的功能用途延長使用壽命」。希望藉此機會能將綠色設計傳達到材料的包裝方式。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案例分析法分析市場上 FREITAG、SEAL、LOFT 三大知名廠商，透過回收材料如何再利

用創作出全風格與獨特的產品，三者交互應用下完成本研究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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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案例介紹

FREITAG 是由 Markus Freitag 與 Daniel Freitag 兩位設計師在 1993 年在蘇黎世創辦，透過公寓前車

水馬龍，繁重堵塞的十字路口而激發了靈感，他們收集了廢棄自行車的內胎、顏色繽紛的運輸貨車帆布、

小型車的安全帶三大元素組成了可回收郵差包，以回收的帆布作為表布、安全帶作為背帶、自行車的內

胎車縫成袋子的邊緣，每一項材料都是回收、清潔、加工、再利用，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每一款 Freitag 包

都是獨一無二。

SEAL 是由堀池洋平與中村亮太兩位設計師在 2006 年在東京創辦，以資源回收與廢棄物的商品化為

概念的一個品牌，利用大型車用廢棄內胎持久性強為主要素材，開發出皮包、肩包、斜背包等等商品。

由於內胎是資源回收材料使得每個材料都呈現獨一無二的不同面貌，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產品。期許

購買產品的同時減少了 150~1,500g 不等的二氧化碳排放, 為地球盡份心力。 

LOFT 是在仙台的生活雜貨連鎖店，在 2014 年為了復興日本東北區的經濟發展，透過東北學院大學

的學生所創想出新點子：動物園牛仔褲；做法是由回收的丹寧布綁在猛獸會把玩的玩偶任獅子、大貓、

大雄恣意玩耍，透過把玩所產生的爪痕與咬痕產生獨特的風格設計，待把玩結束後回收的丹寧布經由日

本的牛仔褲廠商仔細安排爪痕與咬痕的位置所創作出衣款獨一無二的牛仔褲。

3-2 案例分析與比較

FREITAG SEAL LOFT 

取用回收材料 貨車帆布、輪胎、安全帶 大型車內胎 丹寧布 

獨創產品 郵差包、手提包 皮包、肩包、斜肩包 牛仔褲 

綠色設計 符合綠色設計 符合綠色設計 符合綠色設計 

商品重複性 無重複性 無重複性 無重複性 

創作方式 由設計師巧妙編排圖紋 由設計師巧妙編排圖文 由猛獸撕咬後設計 

3-3 結合應用

透過案例分析法結論本研究將結合三間公司的獨特性質融入到本次的研究：

本研究將結合 FREITAG 的材料選用模式，選用環保材料與使用完畢並可重複使用的材料作為表布。 

本研究將結合 SEAL 的包款獨特性設計出一款獨特外型的包包與書套。 

本研究將結合 LOFT 的布料分析獨特位置，套用在本研究產品之獨一無二的風格。 

四、實例驗證與討論

本次實例驗證分為七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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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尋找布料公司已準備淘汰丟棄之布料達到資源回

收再利用的環保目的 

步驟二： 

透過網際網路與市場調查尋找這次實例要作為創

作的產品，而本次要做的產品為書套與手提袋的結

合 

步驟三： 

分析市場上的產品獨特與搭配之可能性與結合性 

步驟四： 

針對回收的布料仔細觀察布料之特色並在布料上

作草圖為布表加以運用 

步驟五： 

透過細膩的剪裁並設想縫紉時的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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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針對書套之多功能設計套入此產品並套用在書套 

步驟七： 

針對設計好的書套套用在書本中並用剩餘材料對

該書本做多功能收納之手提袋 

透過實例驗證七步驟得出的結果本次的設計不僅能有效的與環境保護中的材料回收資源再利用與獨

創多功能性環環相扣，原本要丟棄之材料透過巧思的發想成為一個有實用性的產品，以不同的形式呈現

在本研究上更增添了許多能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討論「環境保護與產品獨創」之連結性，藉由不同的思維邏輯，應用在書套包袋上，透過話

題性與實用性產生商品之競爭性，設計的思維上也涵蓋了綠色設計重複利用之本質並加入文化創意的元

素，凸顯出此產品的新價值，打破了以往對於廢棄產品之可發展性的既定印象。

在案例分析法的應用下，了解市場上各種廠商的巧思與意涵，保有了本身材料之獨特風格循序研究

與發想，所得的經驗與成果相當完整與豐富。創新產品不單只有著改變本質目的。經由巧妙的研究思考

並能在產品上展現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並保留材料之風格。如圖為本次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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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前期的論文中探討流浪狗的現況、我國和國外的動保法、國外如何對待流浪狗與我國做比對等議

題，而研究也得到了台灣兒童對流浪狗的認知是明顯不夠的結論。因此，進行後續的生命教育實驗研究，

實驗前先探討文獻各個教學模式的定義及優缺點，才能在實驗中觀察狀況，而結束後再探究原因及改善的

方法。 

研究的目的，1) 實施流浪狗之生命教育課程；2) 分析各組實驗的狀況及成果；3) 教學模式的成效。

實驗分成三組：分別為問題導向學習（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組、多媒體影音（MVL, Multimedia-

video learning）組、傳統教學模式（TCL, Traditional-classroom learning）組，課程內容為：「如何安全的

跟狗相處」、「如何分辨狗的情緒」、「關於流浪狗的資訊」、「台灣動保法的內容」四大向。課程結束

後一個月，便向相同實驗的國小二年級學生們再做一次與前期同樣的問卷，調查孩童們是否記住課程內容

及分析教學方法的效果如何？研究方法採用資料收集、實驗觀察法與分析法，實驗對象一樣為台灣國小二

年級學童。最後，預期結果調查出哪種教學模式是受台灣小孩喜歡的？哪種又是適合的呢？希望能探究出

讓孩童喜愛又效果極佳的教法。 

關鍵詞：流浪狗生命教育、問題導向學習模式（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多媒體影音教學（MVL,  

     Multimedia-video learning）、傳統教學模式（TCL, Traditional-classroom learning） 

 

一、前言 

1-1 研究緣起、動機 

  在前期的「國小二年級學童對流浪犬之生命教育初探研究」論文中探討了流浪狗的現況、我國和國

外的動保法、國外如何對待流浪狗與我國做比對等議題，而為了調查「台灣兒童對流浪狗的知識是否足

夠？」，研究中得到了台灣孩童對流浪狗的資訊是明顯不夠的結論，因此，有了後續這個研究，並進行

生命教育的教學模式實驗。 

1-2 研究目的 

最後，預期結果調查出哪種教學模式是受台灣小孩喜歡的？哪種又是適合孩童的呢？希望能探究出

讓學童喜愛又效果極佳的教法。並且，希望繼續用那個教學方式去讓孩童了解生命的可貴、懂得尊重生

命，也能憐憫那些可憐的動物，教導他們如何有效的幫助流浪動物，若有能力便能實際去伸出援手、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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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流浪犬。便讓台灣的社會變得更加有善。

1-3 研究範圍與流程圖

（1）分組做實驗，每組以不同的方式做宣導。

（2）宣導相關資訊、實施生命教育。

（3）觀察各組實驗的狀況及分析成果。

（4）用與前期相同問卷來調查成效。

圖 1. 流程圖 

二、文獻探討

2-1-1 「問題導向學習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的定義、優缺點

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由「問題」來領導學習的學習方式。在學生進行學習活動之前，先拋給學生

一個問題，學生必須在完成相關知識的學習之後，才可能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因此，學生便能藉

由這種問題解決的過程學到應得的知識或概念。

1、優點：（1）激起學生學習動機，學生從活動中有參與感和成就感。（2）增進老師與學生關係。

（3）培養高層次思考能力，透過討論可激發學生批判和創造思考能力。（4）培養團隊合作與人際關係

技巧。（5）適應面對新的問題及不確定性。（6）強化學生認知能力，從界定問題、蒐集資訊、分析資

料、解決問題過程中，可以訓練學生不斷反思學習能力。

2、缺點：（1）老師與學生的適應問題。（2）學習過程較花時間。（3）教學成本提高。（4）老師負

擔增加以及需學習更多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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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多媒體影音教學 (MVL, Multimedia-video learning)」的定義、優缺點

可分為短片、動畫、連續劇及電影。影片是模擬實際情境透過演繹方式呈現的一種多媒體作品。而

短片是剪輯過的影片；動畫是抽象性及科技性較高的影片；連續劇是有前後順序性的影片；電影則是綜

合性且單次播放時間長的影片。因此影片可以傳遞許多實際情境下不同的意像，有助於強化學習圖像並

加強聯結的效果，應用在學習上可達到一定的學習成效。

1、優點：（1）有利於教學標準化。（2）讓教學形成生動且有趣。（3）提高教學的品質和教學效率。 

（4）可以展開特殊教育。（5）能探索和實現不同教學模式。

2、缺點：（1）製作與尋找影片會花費較多的備課時間。（2）影片有使用環境和器材的限制，對於硬體

設備不足的環境，就無法使用，也需特別注意學生被電線絆倒或不小心損壞器材的情形發生。

2-3-1 「傳統上課教學 (TCL, Traditional-classroom learning)」的定義、優缺點

傳統上，教師講解和學生聽講與練習的教學。主要活動是教師依教學進度，把課本內容依序講解給

全班學生聽；學生則經由上課聽講或練習，以及課後的溫習來熟練課本與教師所講授的知識內容。必要

時，教師會補充許多教材或經由考試增加許多練習的機會。

1、優點：（1）簡單方便，教師只要依進度把教材講解清楚。（2）可以大班上課，且一節課可以講解很

多的內容與技巧。（3）省時省事，直接講解結果省掉學生摸索的時間。（4）可以應付考試，只要針對

考題類型加上大量反覆練習。

2、缺點：（1）效率低，教師要講解多次，學生練習多遍才有點效果。（2）效果非常短暫，教會、學會

的東西很快又消逝無蹤。（3）特定性，適用的範圍很有限。（4）非人性化，忽視學生具有獨立的人格。 

三、分析方法

3-1 課程內容

實施的內容為「如何跟狗相處」、「如何分辨狗的情緒」、「流浪狗的資訊」、「台灣動保法」四

大類，主要原因為希望孩童在街上遇見流浪犬時如何判斷狀況，當狗示威時如何離開現場，希望能降低

孩童被攻擊的機會，而喜愛狗的人能了解如何正確的跟狗打招呼，才不會讓狗覺得被侵犯。也告知流浪

犬現在的處境，喚醒孩童的憐憫心，最後呼籲領養的重要性，將「領養代替購買」的觀念傳達給他們。

3-1-1 問題導向學習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將圖文小卡分類的方式來獲得相關知識，並用紅字來畫出重點，方便孩童閱讀。小卡設計成骨頭的

造型，長型約 4.5~5X12(cm)、寬型 6X7.5(cm)來呈現；底圖類似心智圖的概念以中心擴散，紙張大小為

A1。內容如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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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骨頭造型小卡：(a) 長型；(b) 寬型     圖 3. 底圖：每組顏色均不同 

3-1-2 多媒體影音教學 (MVL, Multimedia-video learning)

從網路上尋找或自行編輯想讓孩童了解的這四大類相關影片，同時也會審核適合孩童觀看的內容，

影片時間長大約都在 1 分鐘至 3 分鐘內，控制在不超過 5 分鐘之原則。 

圖 4. 5. 6. 影片部份截圖畫面 (影片來源：蘋果即時. 華視新聞. 台灣 1001 個故事) 

3-1-3 傳統上課教學 (TCL, Traditional-classroom learning)

由於時間與成本上的考量，無法印製、裝訂一個班人數 30 本書的數量，因此，只好用簡報來代替

課本上課，文字的地方會用不同顏色來標出重點，幫助孩童容易閱讀。

圖 7. 8. 9. 簡報部份畫面 (影片來源：本研究自行編排) 

3-2 執行實驗與過程

3-2-1 問題導向學習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在開始前先向學童說明，同時也重複提醒小卡後方已經貼好雙面膠，所以，要互相討論、確認了之

後才能貼上。這班剛好有 28 人分成 4 組一組 7 人，將每份小卡和底圖發給每組學童，不久便開始吵了

起來，原因是有同學未經過討論，就要撕下雙面膠，於是再次強調要確認後才能貼，但狀況未結束，另

一組又吵架了，情形比較哀傷的是小卡已經被貼上去無法撕下來了。實施過程就在吵架聲中結束了。

圖 10. 11. 12. 小組的小卡分類之照片 

3-2-2 多媒體影音教學 (MVL, Multimedia-video learning)

觀賞影片前一樣先向孩童們說明要觀看的影片是關於流浪狗與狗的語言等，結束之後才開始撥放影

片，過程中少部份孩童們會因為本研究正在錄影紀錄而分心，其他大部份的學童則是專注在影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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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4. 15. 觀看影片的情況之照片 

3-2-3 傳統上課教學 (TCL, Traditional-classroom learning)

上課前向孩童們介紹要上一堂關於狗狗的生命教育課程，學童聽到是關於狗的、知道說可以了解

狗，全班同時大聲歡呼。本研究相當開心學童們會喜歡，可是，在上課的前後中，注意到一部份學童已

經開始分心，有學童開始在私下聊起家中狗兒，有學童開始好奇起錄影鏡頭，不過，一會兒後又能專心

於課堂上。

圖 16. 17. 18. 上課時的情形之照片 

四、研究結果

4-1 學童基本資料之性別統計

針對國小二年級學生實施課程實驗，總人數為 82 位，人數分別為：PBL 組是 27 位學童；MVL 組

為 29 位；TCL 組則是 26 位，三組的性別人數比例如下： 

表 1. 三組的人數性別比例表 

PBL 
(比例 / 人數) 

MVL 
(比例 / 人數) 

TCL 
(比例 / 人數) 

男生 49% / 13位 51% / 15位 50% / 13位 

女生 51% / 14位 49% / 14位 50% / 13位 

總人數 100% / 27位 100% / 29位 100% / 26位 

4-2 學童針對課程學習模式喜好分析

實驗後，經過一個月的時間再次的來到台中市崇光國民小學，調查「學童們對生命教育的內容還記

得多少呢？」問卷題目與課程內容是相同的，而開頭詢問學童「分到的教學模式為何？」與「是否喜歡

這樣的學習方式？」。三組的分析比對如下：

本研究調查結果中呈現 PBL 組的學童沒有人表示不喜歡，畢竟實驗的過程中都是在爭吵中度過。

相對地，傳統上課的學童有 8%是不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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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20. 21. 三組的喜好比例圖 

4-3 學童對流浪犬的生命教育之分析 

4-3-1 議題一：如何安全的跟狗相處 

  題目(一)「當狗要攻擊你時，該如何反應？」雖然大部份學童都記住了「慢慢移動」這個觀念，但

MVL 組中 3%的學童和 TCL 組的 4%學童仍然不知道。三組中明顯的成效最好為 PBL 組。 

表 2. 三組的答案比例表 

 PBL 
 (比例 / 人數) 

MVL 
 (比例 / 人數) 

TCL  
(比例 / 人數) 

慢慢移動 100% / 27位 97% / 28位 96% / 25位 

凶回去 0 0 0 

快速逃跑 0 3% / 1位 4% / 1位 

 

  題目(二)「當你要伸手摸狗時，首先要先摸狗的頭來跟狗打招呼？」可以從（表 3）中看出來只有

少數學童記住跟狗打招呼的正確觀念。其中以 PBL 組的學童成效較好。 

表 3. 三組的答案比例表 

 PBL 
 (比例 / 人數) 

MVL 
 (比例 / 人數) 

TCL 
 (比例 / 人數) 

答錯 63% / 17位 79% / 23位 81% / 21位 

答對 37% / 10位 21% / 6位 19% / 5位 

4-3-2 議題二：如何分辨狗的情緒 

  題目(一)「想知道狗的心情是如何，你要看狗的哪個身體部位？」能從下方圓餅圖中觀察出 MVL

組選擇「兩者都是」的正解最高為 59%，為這題成效較好的教學模式，接著是 PBL 組的有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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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23. 24. 三組的答案比例圖 

題目(二)「狗的頭低下、耳朵垂下、眼神銳利、嘴巴緊閉、身體僵硬，都是緊張或危險的表現？」

這題中可看出 PBL 組比其他兩組成效還要好，答對的高達有 89%，接著是 TCL 組有 88%。 

圖 25. 26. 27. 三組的答案比例圖 

4-3-3 議題三：關於流浪狗的資訊

題目(一)「台灣流浪狗在收容所幾天後，會被結束生命？」TCL 組選擇正確答案「12 天」的有

96%的多數學童，為這題中成效最好的教學模式。 

表 4. 三組的答案比例表 

PBL 
(比例 / 人數) 

MVL 
(比例 / 人數) 

TCL 
(比例 / 人數) 

12天 81% / 22位 72% / 21位 96% / 25位 

7天 15% / 4位 14% / 4位 0 

沒有限制 4% / 1位 14% / 4位 4% / 1位 

題目(二)「可以利用領養動物的組織來找有緣份的狗狗，相信狗狗們一樣健康、可愛？」如下表

（表 5）比較出成效最好的依然是 TCL 組，答對的學童比例有 88%。 

表 5. 三組的答案比例表 

PBL 
(比例 / 人數) 

MVL 
(比例 / 人數) 

TCL 
(比例 / 人數) 

兩者都是

56%

15位

尾巴

37%

10位

嘴巴

7%

2位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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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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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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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2位
尾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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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巴

4%

1位

TCL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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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位

PBL

答對

66%

19位

答錯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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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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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 85% / 23位 79% / 23位 88% / 23位 

答錯 15% / 4位 21% / 6位 12% / 3位 

4-3-4 議題四：台灣動保法的內容

題目(一)「想養狗必須與父母、家人討論過後才能飼養，不可擅自做決定？」成效較好的教學模式有

PBL 組與 MVL 組，答對的學童為全數，而 TCL 組雖然沒有全數答對，卻也有高達 92%學童答對。 

圖 28. 29. 30. 三組的答案比例圖 

題目(二)「威利現在 8 歲還不能當狗的爸爸，必須等到他 20 歲時才可以？」這題當中可以明顯的

看出成效最好的教學模式為 TCL 組有 92%的學童答對，反之，PBL 組的學童只有 59%的學童答對，

MVL 組也只有 66%。 

圖 31. 32. 33. 三組的答案比例圖 

五、結論與建議

如上述，議題一裡的兩道題目成效最好都的是 PBL 組；而議題二，雖然第一題成效較好的是 MVL

組，但在第二題 MVL 組表現的並不理想，反而是 PBL 組表現得比較好，最終議題二也是 PBL 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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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接著是議題三，第一題和第二題都是 TCL 成效最好；最後議題四，雖然第一題的 PBL 組與

MVL 組是全數學童答對，但在第二題中兩組的成效並不好，因此，成效較好的是 TCL 組。總結是 PBL

與 TCL 的教學模式是比較好、適合學童的。 

  建義教學上可以互相當配，先 TCL 完，讓學童有基本概念後，再用 PBL 加深學童的記憶。而在喜

好的調查中，TCL 組有 8%的學童表示不喜歡，如果搭配此建議相信那 8%的學童也會喜歡上學習。不

過，學校的課程教育雖是重要的一環，但家庭教育更是成為個人思想的關鍵，父母的教養與模樣都會被

模仿與學習，因此，父母的身教才會更加重要，它也是賦予學童人格特質的基石，是不可或缺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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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西繪圖觀點之異同》

以達文西與宋應星之繪圖手稿為例

陳俊豪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博士學程 

東南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 

摘  要

中西方繪圖藝術之差異是極其顯著的，但究竟為何造成這樣的差異性呢？本文分析中西方文明的發

展有兩處相仿的關鍵時刻；哲學與科技的發展。公元前約莫 500 至 300 年間雙方文明從蠻荒與神話傳說

時代邁向知識建構與社會倫理合理的進程中，各自發展了對生命、宇宙觀點的哲思探究歷程，足以奠定

文明思想基石的論述。兩方文明哲思的側重要點並不相同，簡言述之中國文明觀點以「屬人」的自然觀

為重，而希臘文明則以「理性」的思辯精神為重。也因此兩文明軸心之影響所及，以致於中西方在公元

十五世紀中西方社會剛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而蓬勃發展科技與藝術，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文明觀，也使雙

方科技與藝術文明在此也產生重要性的分歧現象，其現一象也更進一步影響了當代文明的發展。本研究

以中國明末宋應星與約莫同時代之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達文西兩位做為雙方代表來解釋此一現象，分析兩

者的手稿與著述在科技與藝術上成就之異同；首先以「人文思想」作為研究對象是為第一研究主題：針

對兩位作者的設計繪圖之文化背景成因與動機基礎進行分析。再輔以兩者之「繪圖形式」的視覺表徵進

行比較是為第二研究主題。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扎根理論研究訪與經常比較法，針對兩作者的繪圖觀點所

描繪的兩大主題展開六項分類進行分析與比較；第一主題：研究分類分別為「創作目的」、「對象」、

「記述方式」三類。第二主題：研究分類為設計繪圖之「原真性」、「描繪工具」與「視點與透視」三

類。本文比較兩者之成果闡述對於當代文明的影響，提供後續設計研究者可以如宋應星從中國自然觀、

人文關懷的角度思考當代設計實務研究的概念成型與發想方法之參考，以期臻晉設計實務的文化觀點。

關鍵字：天工開物、宋應星、達文西手稿、繪圖觀點、記述方式、原真性、視點與透視。

一、前言

1-1 背景

中西方繪圖藝術之差異是極其顯著的，但究竟為何造成這樣的差異性呢？本文分析中西方文明的發

展有兩處相仿的關鍵時刻；哲學與科技的發展。公元前約莫 500 至 300 年間雙方文明從蠻荒與神話傳說

時代邁向知識建構與社會倫理合理的進程中，各自發展了對生命、宇宙觀點的哲思探究歷程，相隔遙遠

的中西方有一群哲學天才的出現從中國的儒家代表孔子與孟子、道家的老子與莊子…等百家爭鳴，而希

臘哲人代表最著名則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著名哲學家，雙方各自發展出足以奠定文明

思想基石的論述，其影響已深入文化根髓，迄今仍無可撼動其重要性。兩方文明哲思的側重要點並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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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史作檉於《中國哲學精神溯源》一書提到中國文明觀點以「天」為大，且是「屬人」的自然觀為重；

於《水墨十講：哲學觀畫》中則提到希臘文明以「理性」精神為重。也因此依此二文明軸心之影響所及，

中西方各自經過了十世紀文明的演化，雙方同時在科技與藝術上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公元十五世紀中西

方社會剛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而蓬勃發展科技與藝術，並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文明觀，也使得雙方科技與

藝術文明在此也產生重要性的分歧現象，其現一象也更進一步影響了當代文明的發展。本研究將以公元

十五、十六世紀；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達文西與中國明末時期宋應星兩位做為雙方代表來解釋此一現象，

雖然達文西早於宋應星 135 年出生，然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公元 1450 年~1600 年)洽與中國明朝約莫

同時期，且當時的科技與文化的發展不若現代日新月異，因此本文推估雖兩者分隔中西兩地且時差百年，

應仍可將兩者之成就並論；故本研究分析達文西與宋應星在科技與藝術上成就之異同，並闡述其後對於

當代文明的影響，其研究成果期望能提供設計實務研究之參考。

1-2 明朝的宋應星

明朝(公元 1368 年~1644 年)是中國歷史上手工業與經濟最為繁盛的一個朝代，農業的產量與生產工

具在歷史上抑是前所未有的高度發展。經濟上廢除海禁而使海上貿易達到歷史上的高峰，科技上湧現大

批科學家與明朝中期產出大量科技巨著，例如李時珍(1518-1593 年)的《本草綱目》(1596 年)、茅元儀

(1594-1640 年)的《武備志》(1621 年)、徐光啟(1562-1633 年)的《農政全書》(1639 年)，徐霞客(1585-1641

年)的《徐霞客遊記》(1642 年)等，而宋應星(1587-1666 年)所著的《天工開物》(1637 年)亦是一代表作。

此書成書年代適逢西歐文藝復興時期(本研究隨後以文藝復興時期代表人物之一達文西做為比較對象)，

其封建制度崩解而資本主義興起，隨之而來的是科學新知的探索與科技的迅速發展，而中國也同樣在封

建社會裡，因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與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結構改變下，中國內部也產生了資本主義

的萌芽，同時也促進了科技發展，在此時期中西方社會、經濟與科學文明等各方面都有重大變革。《天

工開物》記載了農業和手工業兩大領域共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綜合在一起討論，並輔以大量插圖，歷

史上是空前的創舉也是中國僅此一本科技著作。當時西歐在理性精神下發展了數理科學而取得許多重大

突破，但技術界只有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 1494-1555)的《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 1556 年)為

代表作，但此書以採礦冶金為技術對象，缺乏農業與其他工業部門的篇幅，在廣度上不及《天工開物》，

可見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在其相應之時代背景下確實是唯一跨領域技術的一部百科全書。後有學者如

日本三枝博音（1892-1963）與科學史家藪內清（1906-2000）把此書視為「中國有代表性的技術書」，

並稱之足以與十八世紀後半法國狄德羅編著的《百科全書》相匹敵的書籍，而法國如廉荷巴森(M. Bazin 

1799-1863 年)則稱此書為「技術百科全書」，英國里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評價宋應星為「中

國的阿格里柯拉」等，此凡種種證明了《天公開物》在世界科學文化史中亦占有重要之學術研究地位。

然而《天工開物》一書在科學與藝術領域的研究論述眾多，但較少直接以「人文思想」的角度切入

探究作者是以何背景？機緣？典故？完成這本曠世巨著？因此本研究以作者成書的動機與安排上探討其

特殊性，尤以宋應星設計繪圖的記述方式加以研討。

1-3 文藝復興時期的達文西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年)被西方譽為「全能天才」，而歷史上能享有此盛譽者寥寥無幾，足

見西方文明對達文西成就的推崇。一般人從兩幅盛名巨作《蒙娜麗莎》與《最後的晚餐》以為他是一名

藝術家，然而實際上達文西的學識與創作橫跨發明、科學、解剖學、軍事、工程學、力學、藝術、雕刻…

等領域，其手稿與草圖傳世約 13,000 頁左右所呈現的多樣內容遠遠超乎人們的想像。達文西的創作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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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科學理論作為基礎，他不僅表達出真實性，同時也探究了自然法則與科學現象，其具藝術性的創作

引領西方往後數個世紀之技術與科學成就的發展，而其現代化的程度不少是直到工業時代的我們才能全

盤瞭解。 

本研究特別探討達文西在設計繪圖方面的創見，可被理解為「視覺的圖像概念」(Visualized pictorial 

conceptions)，來與宋應星的設計繪圖記述方法加以提出假說、比較、對照，並整理出足以提供當代設計

實務研究的參考要點。 

 

二、文獻探討 

2-1 天工開物之插畫 

本研究開始探討《天工開物》之設計繪圖時發現傳世版本有兩種設計繪圖方式，一種比較精細〔如

圖 1〕，另一種則比較粗略〔如圖 2〕。然而本研究著重之重點在於探究宋應星設計繪圖的記述方式，且

將之與達文西手稿做比較研究，那麼兩種版本中何者才是宋應星之原稿呢？此於本研究文獻探討之初必

須先釐清，以確認其創作之原真性。 

 
   (圖 1)                                           (圖 2) 

隨著文獻研究的脈絡得知《天工開物》於清初時期因部分記載內容之文字表述，被清廷認為是反清

書冊，例如塗本佳兵章有 “北虜”、“東北夷”等華夷之辨意識，故此書原版於清朝被禁或進行文字修

改發行，而有了現存八種不同文字版本及兩種插畫繪圖版本的產生。日本學者三枝博音（さいぐさ ひろと

1892-1963）乃最先研究《天工開物》版本問題；他在《天工開物諸版研究》(1943 年)一文內，考察了明末

至 1940 年代為止的各種版本，並對正文作了校勘工作，奠定了《天工開物》版本研究的基石，此後亦

有學者據此基礎持續研究，總體來說學術界公認存世《天工開物》依據宋應星手稿付印的版本稱為《塗

本》，這是 1637 年宋應星友人塗紹煃（1582-1645）資助於江西南昌府刊印的版本，故稱為塗本，此版本之

文字與插圖都直接出自於宋應星之手，因此最為珍貴且現存原刊版相當稀少，目前所知僅存三本，分別

藏於中國國立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せいかどうぶんこ 1892-)及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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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BnF 1792-），史視明刊塗本是祖本。其後之版本尚有刊印於清朝的《楊本》

(1644-1661 之間)，插畫沿用塗本。日本菅升堂更刊出版為海外首版的《菅本》(1771 年)，插畫部分仍沿

用塗本。民國以後由出版家陶湘(1870-1940 年)於中國刊行的版本《陶本》(1927 年)，此版本雖以參考菅本

為底本但體例與插圖與前版最大不同是所有插畫重新請畫工加繪改版，有些圖參照清代《古今圖書集成》

(1726 年)、《授時通考》(1747 年)加繪或改繪，雖然此版本之插圖技巧與藝術表現皆比前版精細，但人

物服飾、神態、室內陳設與描繪之工藝技術呈現的是民國畫工藝人之畫風，其插圖失去塗本原有的真實

性且不如原版本之純樸且務實反映明末時態，然而因插圖畫風精美，至今仍多有書冊與出版品引用或沿

用此版插圖。隨後版本有依照菅本原樣復刻於中國出版的《通本》(1930 年)，其插圖部分與菅本相同沿

用塗本。《商本》(1933 年)於中國出版，插圖則採用陶本與塗本兼用之。《局本》(1936 年)於中國上海

世界書局刊印出版，插圖系統採用陶本。日本學者三芝博音勘究以上七個《天工開物》版本後，自己於

日本東京刊印發行《三枝本》(1943 年)，此版亦是 20 世紀中國以外所發行的第一版本，其插圖乃沿用塗

本系統。其後尚有學者繼續於《天工開物》版本之研究並出版付印。

從版本探討來看《天工開物》正文的校勘現有 13 個版本，但插畫繪圖系統只有塗本與陶本 2 種，20

世紀以後中國刊印《天工開物》本有逐漸採用陶本插圖之勢，恐有採信失真之問題，幸有三枝博音博士

之研究，使 20 世紀中葉以後學者研究《天工開物》時確知插圖版本之差異，也確定了塗本插圖的歷史定

位，因此本研究亦採用宋應星於塗本出刊發行的插圖作為設計繪圖比較的主要參考依據。

2-2 達文西之繪圖手稿

達文西所生的時代藝術仍只被視為一種技藝，然而他運用自己獨特的洞察力，透過為數眾多的素描

手稿方式記述、發想、創作、自問自答、探尋目標問題的可能，他把繪畫當作是科學實踐的機會，在手

稿中也發現他不少重複練習、修改構思其對象的繪圖。因此他的繪圖手稿展現的是高度的自明性

(identity)，以嚴謹態度，理論與實踐兼容並蓄，並將藝術提升到學術的層次，他在遺留的手稿當中稱繪

畫為「學問」或「科學」，同時他在《繪畫論》當中也多次提到「繪畫科學」而非「繪畫技術」的詞彙。

因此若要以科學討論繪畫則須有論證的可能或經驗的實證，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形成學問，達文西認為：

感官中透過眼睛的認知最為可靠，但仍需透過實際的測量可以補正眼睛的判斷；繪畫基於幾何學、透視

學、光學原理的研究，繪畫的科學性則可形成可論證且合乎實證的理性學問了。

達文西說真理只有一個，它不在宗教中，而在科學中，他畢生追求的是科學、是真理，兩者絕非容

易探尋，需要透過發現、理解、記述、驗證、實踐的過程才能略有掌握，因此他所留的大批繪圖手稿，

皆以獨特左手鏡像反手書寫方式將他的思考標註在他精美繪圖的周圍，這些文字記載需要透過鏡子反射

才能順利閱讀的「鏡書」，有如密碼、謎語，難以閱讀且詭譎難懂，正如探尋科學一般須從迷霧中找尋

真理。在他的繪圖手稿中研究的主題涵括有人體與生物解剖、軍事天文、水利工程、幾何透視、繪畫原

理、結構力學、自然觀察等多樣內容，目前已知所存整理之繪圖手稿共有 13000 多件，可分為大西洋手

稿（Codex Atlanticus）、温莎手稿（Codex Windsor）、阿倫德爾手稿（Codex Arundel）、佛斯特手稿（Forster 

Ms）、馬德里手稿（Madrid Ms）、巴黎手稿、哈默手稿（Codex Hammer）、提福茲歐手稿（Codex 

Trivulzianus）、萊斯特手稿（Codex Leicester）、鳥類飛行手稿（Codex on the Flight Bird）與烏爾賓納

手稿（Codex Urbinas）等，收藏於私人與世界各大博物館中保存。 

本研究探論達文西繪圖手稿以米蘭‧安布羅齊亞納美術館藏(Biblioteca Ambrosiana, Milan)的大西洋

手稿為主，以及英國溫莎堡皇家博物館藏(Royal Library, Windsor)的溫莎手稿為輔。大西洋手稿是所有現

存手稿集冊中最大的一部，共有 12 卷，超過 1700 件達文西於 1478 年到 1519 年間所畫的插圖，包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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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武器、樂器、數學、幾何研究、自然科學等紀錄，而英國溫莎堡皇家圖書館所收藏的也是大西洋

手稿，其中有不少關於藝術速寫、人體解剖、植物、水利工程和地形研究習作等類別，此部亦稱為溫莎

手稿。兩者之記述與描繪的類別非常廣泛，足以於本研究表現達文西之設計繪圖之精要。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為基礎，目的是在於發現並分析「宋應星《天工開物》塗本繪

圖插畫」與「達文西繪圖手稿」的設計繪圖概念和異同之處，試圖組織一個理論性的解釋架構，來闡述

設計實務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採用扎根理論研究法(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Barney Glaser & 

Anselm Strauss 提出, 1967 年)與經常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透過「蒐集、分析、比較；

再蒐集、再分析、再比較」的循環過程中，有系統的蒐集與分析兩者之設計繪圖資料，並從資料中比較

有關的類別，撰寫理論命題(propositions)或假設(hypotheses)，敘事式陳述(narrative statement)，或呈現理

論的視覺表徵(visual picture)，以三個步驟：描述(descriptive)、解釋(interpretive)與評鑑(evaluative)，將研

究之對象進行比較、分析、發現、歸納、衍伸發展進而建立理論架構。

3-2 研究範圍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的過程中發現宋應星《天工開物》與達文西繪圖手稿的研究已然眾多，但多半

都是針對作者生平與文字、繪圖表現的技法與形式作為對象的比較；尤其《天工開物》的學術研究，中

西方都視之為科學技術著作，而多以研究其圖文之技術內容與記載表達為主。而本文則以「人文思想」

作為研究對象是為第一研究主題：針對兩位作者的設計繪圖之文化背景成因與動機基礎進行分析。再輔

以兩者之繪圖形式的視覺表徵進行比較是為第二研究主題。在本研究經過大量的圖文搜尋與研究後，將

針對宋應星與達文西的設計繪圖所描繪的兩大主題展開六項分類進行分析與比較；第一主題：研究分類

分別為「創作目的」、「對象」、「記述方式」三類。第二主題：研究分類為設計繪圖之「原真性」、

「描繪工具」與「視點與透視」三類。

3-3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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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比較與分析

本研究在進行文獻探討過程中即顯而易見地發現宋應星《天工開物》與達文西手稿有著絕然不同的

視覺表現方式；達文西對於光影與視點投影的掌握，使其設計繪圖顯得精細而華麗，相較之下《天工開

物》宋應星筆下之設計繪圖實為樸質簡略，接近於原始圖繪之感，單純探究設計繪圖而言，有何可貴之

處可加以論述？然而深究探討後，從歷史角度來看《天工開物》一書仍是當時中西方最先進之作。以下

便從本研究設定的兩大主題，六項分類來加以比較分析，並說明兩者設計繪圖之與中西繪圖觀點之異同

處。

宋應星《天工開物》插畫 達文西大西洋手稿與溫莎手稿 

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上_第一章 【鋤草】(圖4) 

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上_第一章 【筒車汲水】(圖5) 

達文西大西洋手稿_頁1040v(ex373v_a)-幾何研究 (圖13) 

達文西大西洋手稿_頁138r(ex49v_a)-舉重物機器設計圖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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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上_第3章 【布灰種鹽】(圖6) 

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上_第6章 【提花機】(圖7) 

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上_第6章 【趕棉車】(圖8) 

達文西手稿  (圖15) 

達文西大西洋手稿_頁149r-b(ex53v_b)_巨大弩箭設計圖 (圖

16) 

達文西大西洋手稿_頁120v(ex43v_a)-防禦系統研究 (圖17) 

達文西大西洋手稿_頁709r(ex236r_d)-幾何物體透視圖  (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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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中_第8卷 【淘淨銅礦砂】(圖9) 

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下_第13章 【盪簾抄紙】(圖10) 

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下_第16章 【萬人敵】(圖11) 

達文西溫莎手稿 Keele/Pedretti 122r (RL12281r)-女體剖面圖

(圖19) 

達文西溫莎手稿 Keele/Pedretti 142r(RL19012r)-骨骼系統解

剖研究(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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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開物_塗本_卷下_第16章 【連發弩】(圖12) 
達文西溫莎手稿_Pedretti 2r (RL12418)-百合研究 (圖21) 

4-1 第一主題：人文思想：比較與分析

探討人文思想則須追根溯源中西文明的哲思論述來探討。

中國文字以圖形性之表達影響整個文明的發展，所謂象形文字之原始即是以繪圖本身之時空性來傳

達表述的意念，在中國文字形成之前即有彩陶與黑陶文化，以圖形的表達方式傳達時空記述的藝術，隨

著文明的進展，這樣的圖形表述方式形成文化意義的共識，而逐漸俗成約定為特定的意義。史作檉於《中

國哲學精神溯源》中提到中國形成以「自然之天」為文明主軸，其文字淵源以「天」即人之正面有頂而

象，人之正面亦為大，解釋為中國哲學精神之溯源。中國在文字後約莫公元前 500 至 300 年前發展哲學

思想，而哲學可以簡言之是表述高度抽象的能力，以文字完成合理的解釋。史作檉於《水墨十講‧哲學

觀畫》提到人類文明之初都是從藝術開始而非哲學，只是文字以後之城市文明中往往需要一種與藝術同

高之哲學來解釋天地人總總之現象。因此中國文明以「自然觀即一屬人」的方式而有「天」、「人」為

中心發展的自然觀，而十世紀後有宋明「理學」與「心學」之辯，明朝中葉王陽明提出「心即是理」理

在人心、並強調「知行合一」的人生態度，行中有知而知中有行，莫為知行不一之人。明末宋應星顯然

亦受到王陽明學說之影響，其著作《天工開物》科技一書的撰寫與編排上除了以「天」、「人」軸心的

人文思維影響，同時也實踐其知行合一之理念，而記述方法又有朱熹理學「格物致知」之窮事理而知其

性之態，本研究將從宋應星之「創作目的」、「對象」、「記述方式」加以討論之。

西方文明以拼音文字為主，抽象的字母代表讀音，並將口語中約定俗成的意思以字母讀音拚套成單

字，需再透過嚴謹的文法串接單字，進而表述特定的文字意義。基於此文字發展背景；西方文明思想乃

基於抽象的拼音文字形成語言的系統，發展出高度理性的辯證性思維，多半對客觀、理性或方法論有所

注重，因此對於抽象的數學、音律、幾何與邏輯研究上所發展的西方哲學環境，乃透過公開討論的方式，

在廣場上與眾人辯論，評頭論足的思辨邏輯與理論的合理性，進而開啟西方人對於宇宙、自然、生命、

與人文思維的先端。尤以古代希臘哲學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後發展得更為完整，他們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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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論述都圍繞在一個遠大的目標，即尋求人類真善美的幸福生活。也為此目標分別提出澄清概念、設定

判準以及建構系統的哲學思考理論；其探討的是「對象」如何以邏輯、理性去釐清、澄清、分辨概念，

並藉理性研究之途逐步建構理論的方法，此一現象與理論在約莫公元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時的達文西

有了顯著的影響。本研究以達文西手稿從「創作目的」、「對象」、「記述方式」加以與宋應星設計繪

圖作為比較與分析。

4-1-1 創作目的 (The Purpose)：描述、解釋與評鑑

創作本質的了解，是問題指涉與著述研究的一部分，創作者會去接觸研究對象，觀察他們的活動、

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真正的需求；對於創作的目的是來自於對研究對象的深刻理解之後並採取書寫、

紀錄及其他付諸相關理論實現之行動策略。創作者進行創作之目的有四種：其一是創作者的自我探索，

不斷練習並將其成果更進一步形成理論基礎，以便成為後續創作之根據，例如藝術家進行正式繪圖前之

構圖草稿、筆記手札的紀錄等。其二是創作者為求經濟謀生，根據社會議題、文化脈絡或抒發對藝術熱

情的表達，自行創作並公開發表販售其創作之行為。其三是創作者為受託者，對委託者進行創作之經濟

行為，例如畫家為其委託對象繪製肖像畫。其四是創作者為公共議題，訴諸於社會化的傳播行為，非以

經濟謀生為主要目的，例如著述出版、公共藝術等。

本研究將對宋應星著述《天工開物》與達文西設計繪圖的目的性加以探究。

宋應星 達文西 

《天工開物》是先進而有特色的技術哲學思想，潘吉星

於所譯注之《天工開物》一書稱「天工開物思想」，強調人

與天相協調，人工與天工相配合，透過技術從自然界發展出

有用之物。這種思想表達自然界本有蘊藏取之不盡的資源，

但若非人力和人的技術通過水火的自然力作用，再以金屬、

木石工具從自然界開發出來為人所運用，是不會從天而降

的，因此宋應星藉此書讚嘆自然界為人作出的「巧妙安排」

與人工開發萬物的技巧和人的主觀動能性。 

宋應星編輯《天工開物》一書並非依技術類別分章別類

來探討，全書三卷是以民生需求之重要性為依據，券上先從

生活必需之物編寫，卷中再寫生活機能不可或缺之物，最後

卷下編寫與生活文化層面重要之物。 

宋應星於「天工開物序」第一段文便以批判與譏諷口吻

寫道；天地之間物以萬計，萬物各有型態變化而從事生產，

事物既以萬計，要是均以口傳目見之後才去認識，又能獲得

多少知識呢？假若尚有聰明博學者，頗受眾人推崇，卻連基

礎民生物品都不知，還妄加斷言，這等人還有甚麼值得效法？

第二段文寫道；生長在深宮裡的王孫帝子吃過米飯卻不曾見

過農具與農耕，穿著華服卻不見衣料織機和絲帛，這時應該

開卷讀這類圖書，或許能感到如獲至寶。 

因此本研究認為宋應星著述《天工開物》亦深受陽明學

從達文西手稿可以推知他一生所思考與信仰的是科學探索

與理性研究，他曾寫道：「畫家與自然之間存在著對話與對抗

的關係。」，在他求知精神的驅策之下，他透過素描方式尋求

知識的解答方式與習慣，慢慢自成一套科學方法，他的目的是

想經由實驗的方式洞察萬物。 

從達文西 1452 年出生於文西鎮(Vinci)，就其生平來看，

他在 1478 年 26 歲時開始著手大西洋手稿，此期手稿多半是針

對研究對象的觀察與紀錄，另有其詩作與建築計畫隨筆等。隨

後他逐漸展現其發明與創造的天分，受邀於主教繪製祭壇畫或

為君主設計戰爭機械，1487 年完成大西洋手稿中的〈巨人之信〉

開始手繪製艾許柏漢手稿，目前藏於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其

內容包容萬象，有自然景物習作、飛行機器、運河網、市政建

設及宗教建築等設計圖樣，此外他還更進一步設計了戰車、作

戰運載工具、潛水艇、均是橋梁、防禦工程等，同時也開始繪

製解剖學方面的研究習作，1489 年完成《人體論》(溫莎皇家

圖書館藏)。1494 年研究人物情緒和一些怪誕的圖案。1504 年

繪製現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手稿 K的第一及第二部分，期

中筆記與手繪稿包含幾何學、光學、水力學、鳥類的飛行。隔

年 1505 年擬於費耶索(Fiesole)附近進行飛行可能性的測試，

並作一系列手繪草圖。1506 年製作萊斯特手稿內容包含水力、

宇宙論、和天文學習作。1513 年於藍色紙畫解剖學習作，期間

尚有噴泉及水力設備的筆記。1514 年則進行手稿 E(藏於法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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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之影響，深刻體會知行合一之重要性，因此著述此書之目

的，有其個人崇高的社會理念實現之理想，同時深感技術知

識的傳播，不能僅靠口授面傳，而是得透過書冊大量出版，

以期擴散知識的效果，提高人民生活知能與改善生活素養之

效。是故宋應星之《天工開物》屬第四種創作目的。 

黎國家圖書館)，包含繪畫、透視學、幾何學、機械與光影的習

作等。其後於 1519 年病逝於克盧。生涯 67 年間創作許多奇幻

發明與想像的機械結構，甚至對飛行器與潛水艇都提出創見。 

本研究認為達文西手稿屬第一種創作目的，多為筆記及私

人研究意圖，乃是針對研究對象之紀錄，發展理論基礎，大膽

提出假設與發明，並透過實驗方式洞察科學知識。雖說手稿中

軍事研究方面乃受君主委託所思考與創造，但其他大部份手稿

實乃對自我求知精神驅使所然之結果。此與宋應星之創作目的

大不相同。 

4-1-2 對象 (The Object)：描述、解釋與評鑑

設計創作與藝術討論都必須先思考其描述對象與訴說對象為何？哲學領域探究的對象(Object)是客

觀主體，本研究則將對象分為兩類，其一是描繪的對象，其二是訴求的對象。就前小節探究創作目的時，

宋應星與達文西所描繪的對象已昭然若揭，兩者相當不同，差異甚大。宋應星描繪的對象是走探親訪生

產現場的實地調查所得，記述的是不同生產領域的技術背景。而達文西手稿中所記述的對象更是多元龐

雜，有哲學筆記、人體解剖、天文、數學、幾何…等。兩者在描述對象中對於科技機具上也有很大的差

別，宋應星主要是紀實，此部分恰如達文西研究鳥類飛行、動物肢體與人體解剖的描述對象相當，但達

文西對於科技機具則多半是發明與創造為主，大異於宋應星的描述對象。

因此本研究乃要針對第二類對象：訴求對象進行探討。也就是說兩者在創作題材的目的上主要訴說

的對象為何？此一研究精神也恰與當代設計路徑相當，首先創作者進行設計之前必須先界定設計之訴求

對象為何？才能精準為其需求而從事適當且符合需求的設計，以往學界稱為「消費者導向設計」，然而

在 Donald A. Norman 著作，陳宜秀翻譯的《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設

計的心理學：人性化的產品設計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則改成為「人本設計」，或亦有著述稱為「社會設

計」。本研究採樣此觀點，其創作之對象不全然只為刺激市場消費一途，進而創造經濟消費的活絡性，

而是「設計的行動」更應該關注人本需求的觀點，發掘社會弱勢族群，並尋求其便利生活的方式與器具

的設計。從宋應星與達文西的設計繪圖中能夠區分這兩位作者在其訴求對象的意圖上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宋應星 達文西 

延伸前小節本研究對宋應星的描述與評鑑來說，「天

工開物序」第一段及第二段，宋應星便闡明其成書之目

的，他說道天下萬物之大，知識學問與民生科技之博

大，若不藉由出版書籍來傳播宣揚理念，那麼深居宮院

的王孫帝子又如何體體察民情？地方官與博學者又如

何更加精進智識而贏得眾人愛戴？ 

因此本研究認為宋應星所訴求的對象，本質上是「公

眾社會」尤其他對於王公貴族懷抱著更大的期望，希望

他們能藉此書而體察民情，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夠造福鄉

里，透過記述生產技術之過程，藉此書達到擴散知識的

效應，進而促進民生生產機制，而使社會發展更加協調

與進步。 

達文西手稿所記載之內容多半是其研究對象之觀察與

紀錄，是屬私人的研究領域，並無公開發表之意圖，除1489

年完成《人體論》公開發表以外，幾乎沒有將任何手稿進

行整理出刊的動作，且《人體論》亦無進一步的付印發行，

僅以論文形式發表。 

另外達文西屬名之個人創作品也多半是受人所託才進

行的委託案，很像當今設計師接獲設計委託案，收到酬金

後才進行的繪圖設計工作。達文西個人對於社會相對於宋

應星來說是冷漠的，他所關注的是他有興趣投注研究焦點

的科學新事物。再者1476年他24歲時被控同性戀罪名而入

獄，之後以緩刑釋放，但並無撤銷其控訴，本研究也認為

他可能因此對人的互動上有著疑惑與不安，因此將所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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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轉而從事對科學之物為對象的研究。 

4-1-3 記述方式 (The Description & Narrative)：描述、解釋與評鑑

說故事是舉世共通的文化行為，無論在政治、教育、宗教、藝術、書寫、社群活動、廣告與影音娛

樂等諸多領域，說故事都是傳達訊息與灌輸價值的重要工具；敘事者會以兩種方式說故事：其一是針對

熟悉的故事提出新觀點；其二是利用慣例來描述閱覽者不熟悉的故事，使其了解敘事之內容。敘事者須

藉由說故事而傳遞訊息，無論敘事場景或情節都需要閱覽者自行作出詮釋與理解，一旦描述內容與慣例

不是眾所熟知的潮流，則敘事作品將失去傳遞力量。而故事是「歷時性」的，事件也會隨著單一線性的

時間鋪排始末，然而視覺圖像作品卻是「共時性」的，畫作的閱覽者幾乎在視覺接觸畫作時作出的詮釋

與理解，因此畫者既是敘事者如何因應閱覽者的反應即是一項挑戰。

本研究乃就宋應星與達文西針對繪畫之描述對象，所進行之敘述與描述方式加以解釋與評鑑。

宋應星 達文西 

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記載的內容多為宋應星四處走

探親訪生產現場的實地調查所得，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

十八章。他細心技術個生產領域內的技術過程，操作要

點、原料、生產工具、產品形式，除文字記載以外，另有

插圖再現生產情景，此境宋應星也頗具朱熹理學「格物致

知」之法，窮其事物之理，尤其設計繪圖多是宋應星表達

文字記載內容所如實描繪的結果，極有考古之貢獻價值。

如卷上_第一章 【筒車汲水】(圖5)，便在文章中記述「水

稻耕種比其他穀物更須及早防旱，若天不下與則需人力引

水接濟，河邊農家有造筒車，築壩攔水，始水經筒車下沖

激而使水輪運轉，引水入筒內，分別請入引水槽中，再流

進田裡。」，宋應星考慮多半農家教育有限，遂將田野紀

錄之筒車繪入書冊使閱覽者便於明白文字內容，甚或農民

亦可有樣學樣照作一番。採用敘事的第一方式說解釋。 

又如卷上_第6章 【提花機】(圖10)的描述策略稍有

不同，文章內容幾乎是依照設計繪圖來作解釋，因為提花

機之結構複雜，若非曾見識過之人，恐無法全然得知文字

所描述的種種細節，因此宋應星依繪圖描述「提花機尺

寸…及攏起部分為花樓、對著花樓地下挖兩尺深的坑...

等」，以敘事第二方式解釋不熟悉且難以理解的內容，使

閱覽者得以知悉描述的機具情況。 

本研究來評論宋應星設計繪圖之技術方式屬於「描述

紀錄」為主軸，依文載內容之複雜度，部分以圖佐文，部

分則以文佐圖。宋應星以文圖紀錄為主軸，沒有對科技發

明的創見描述與紀錄，此乃與達文西手稿有很大的不同。

也因此中西雙方在此產生科技研究的分歧現象，《天工開

物》後的《四庫全書》、《圖書集成》、《授時通考》等

著述也大多皆已「描述紀錄」為主，而無明確進一步將發

明與創造紀載於書冊之中，因此無法進而推動中國近代科

技知識的傳播與發展。 

達文西現存手稿以他獨特左手鏡像反手書寫方式所記

錄，有如密碼、謎語，難以閱讀且詭譎難懂，足見這些手

稿純粹是達文西私人研究之紀錄，並無對外公開的意圖。

溫莎手稿當中有超過30幾具男女老少的解剖紀錄，此類手

稿以鉅細靡遺的方式描繪其解剖的對象，並以文字加以解

釋其發現的要義。 

另外達文西的大西洋手稿中索引編錄以下書目：法圖

利厄斯(Valturius)的戰爭機器、亞里斯多德的科學研

究、雅貝特斯‧瑪格納斯(Albertus Magnus)的哲學、阿

拉伯物理學、及其他幾何學研究、地理和建築計畫等，而

萊斯特手稿則有水力、宇宙論和天文學的習作等。。 

本研究認為大西洋手稿有許多以「觀察紀錄」為記述

的方式，其後達文西手稿的內容則多呈現「發明、創造與

假說」的對象描述。達文西對於對象的精確描述，經過沉

澱、思考而於其後手稿提出許多創見與實驗成果的紀實，

著實影響且提升了文化復興時期同時期藝術家對於科學

的認知。也促使西方文明以科學、理性、邏輯研究為基礎，

而使15世紀中西科技發展本無分軒輊的情況下，而逐漸勝

過遠在東方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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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二主題：設計繪圖：比較與分析

探究宋應星於《天工開物》所繪之插圖與達文西手稿之設計繪圖，則需從「繪畫」一詞來解析中西

方所追尋藝術本源的思想問題。

中國文字最早便是以繪圖方式溝通，遂演變成象形文字，史作檉於《水墨十講‧哲學觀畫》提到繪

畫是視覺藝術，必具有某種形式，具有一種可視性，最明顯之例證即是中國文字的存在，它構建了我們

所熟悉數千年來之「符號」文明。單一字其實就是象徵某意義的符號，因此中國繪畫藝術長久以來存在

一種藉由繪圖溝通或傳達意念的思想，因此中國文人繪畫並非以「寫實」為主要目的，而是「寫意」為

真正的意涵，畫者表達圖形前必須先「看」，然後「畫」出來，但藝術家之「看」並不同於一般的「看」，

也就是不只是用眼睛作為繪畫的第一感官要素，而是需要藉由「心性」來驅動繪畫的「神韻與靈氣」。

所以中國藝術以山水墨畫為主，主要使用之工具為筆墨紙硯十分簡單，因為文人作畫的用意不在華麗取

巧，而是傳遞作畫者心念想傳達的意圖。或許也可以說中國山水墨畫藝術與繪圖意念在於哲學領域所談

論的「唯心主義」。

西方繪畫則與中國繪畫觀點不同，西方以拼音文字為主，其文字構成是抽象的，文詞的構成是理性

的，經過一定時間的演化同樣也是將文字意義「可視化」而形成「符號」文明。在此基礎上西方文字系

統的建構不若中國以繪畫傳達意念，繪畫從希臘時期開始就是在「模仿自然」或亦可說是「記錄自然」，

亦或記載「神話故事」或「英雄傳說」，此等繪畫多半存於希臘時期的瓶畫與壁畫可一窺究竟。也就是

西方繪畫基本上是「敘事式」的，藝術家畫他所「看」到的，並盡可能忠實地描繪。也因此達文西在其

《繪畫論》提到，感官中最不易受騙的是眼睛，但不能全依賴眼睛，而需再實際測量來補正眼睛的判斷。

所以西方藝術家作畫的工具頗多，考量光線投射到對象物之光影與透視的理性科學理論，甚至必須先經

過精準的打樣草稿才能進入真正繪圖的工作。或許也可以說西方繪畫藝術在於哲學領域所談論的是「唯

物主義」。

本研究基於中西設計繪圖觀點之基礎上的差異分析，分別探討宋應興《天公開物》的插畫與達文西

手稿當中，特別提出以「原真性」、「描繪工具」與「視點與透視」三項繪圖觀點加以比較與分析。

4-2-1 原真性(The Authenticity)：描述、解釋與評鑑

「原真性」概念在哲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學、藝術，旅遊與遺產保護研究等學術領域間經常被

提及，也由於時代變遷與社會發展之故，使得研究者對於解析研究對象之辨明基礎與觀點也會跟著變動。

然而辨明原真性概念之緣故；乃是當我們所投注觀察對象的視角不同時，其後續研究與理解將產生非常

大的差異，這不僅是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警覺，也同樣是審視研究對象本身其原真性的辨明。因此本研

究即在文獻探討時針對《天工開物》兩種版本設計繪圖進行原真性考據，並確定以「天工開物塗本」作

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而達文西作品較能確知其本人創作者多半是壁畫與大幅繪畫，其他如眾多手稿中

多半沒有達文西屬名，因此尚有一些作品的歸屬仍有爭議，目前各大博物館收錄之達文西手稿列表乃綜

合許多學者的研究而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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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特別從此章節探討宋應星與達文西兩位作者，在觀察、記述與投注對象視角時之原真性。

宋應星 達文西 

《天工開物》多為宋應星四處走探親訪之調查所得，

內容雖有許多精華之處，但也有錯誤之處，文載中也有不

少引用古籍，有部分謬誤，尤其是涉及史料部分常常將書

名、作者與朝代弄錯，雖說如此宋應星之文載內容仍具有

批判精神，保有辨明之精神，再者《天工開物》許多文獻

考據直到當代才有所驗證，因此試想在宋應星所生長三百

年前封建社會時期，能夠如此博學而書，已屬不易。 

《天工開物》之插圖，乃於宋應星田野調查時所記錄

與測繪，且描繪之對象如是機械或工具操作時則多有使用

者也同時描繪，紀錄人機或畜機之間的操作關係，也更添

其描繪對象的原真性。 

以當代來研究中國古科技紀錄來說，《天工開物》之

設計繪圖確實給予當代學術研究能夠一窺明末科技的原

委，同時因其紀錄之原真性之故，也是提供考古學，藉此

還原明末生活樣態與科技紀實的參考依據。 

達文西一生走訪的地方也很多，他運用敏銳的洞察力

在各地記錄其所見所聞，同時他個人透過一些研究所聞，

打開他的想像力與研究熱情，勾勒許多超乎時代觀念的幻

想機具。 

以原真性來說達文西手稿中解剖了超過30具男女老幼

人體(如圖19/圖20)，以便用於繪畫時能夠更精確掌握人

體動態，這一系列的研究原初想法，卻成了後世比較解剖

學研究的濫觴，其描繪對象的真實性與描繪的能力，以現

代觀點來看仍是一幅幅嘆為觀止的傑作。其他如描繪鳥類

的飛行動態、動物肢體解剖來分辨與人體差異的研究手

稿，也同樣是非常具有原真性的考據。 

不過達文西展現在他豐富的想像力上，對於數學乃至

幾何學(如圖13)、結構學、光學等研究興趣上，他也提出

許多創見，並試圖運用於現實的機械工具(如圖14)，因此

他有不少手稿是展現人類飛行的可能或是威力強大的殺

人武器(如圖16)、具效率的橋樑設計與城牆防禦系統(如

圖17)等，這些創作手稿雖有理性的學理支持，而部分發

明也是直到工業時代的我們才能一窺其奧義，然而就描繪

對象來評估，則此一類多屬發明與想像之作，相對探討之

原真性較薄弱。例如達文西對天文研究的想像，認為太陽

是靜止不動的推論，則在20年後被哥白尼所推翻。 

4-2-2 描繪工具(The Tools)：描述、解釋與評鑑

比較與分析宋應星與達文西之設計繪圖，不可避免的需要探究其描繪的繪圖工具；中國一往以來書

寫之工具據為文房四寶；筆墨紙硯。而筆則指為毛筆，其發展歷史則早於紙的發明，據戰國史冊記載，

秦國將軍蒙恬因見匈奴以獸毛沾顏料繪圖，又因戰事緊迫，遂改篆刻竹簡為絲絹書寫軍情，此舉聲名大

噪，故後世製筆世家視蒙恬為始祖。而毛筆的製造技術自秦代(公元前 221-207 年間)之後較為進步，經湖

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的 11 號墓中，挖掘的陪葬物中有三枝以細竹為筆桿，桿下端較粗，底部挖空成毛腔，

筆頭以獸毛綑綁成束將頭端藏於筆桿毛腔內，以麻絲繞裹並塗漆於上，附有筆套、其大小與長度都與今

日使用的毛筆相像，足見華人使用毛筆已逾 2200 年之久，直至清末民初仍是華人書寫、記事、繪圖的主

要工具。

西方發展的書寫工具以沾水筆為主，鋼筆則是沾水筆的進化版；蓄水鋼筆最早歷史可追溯至公元 10

世紀，直至 19 世紀中葉才有持續穩定供給墨水的專利設計出現。沾水筆是一種筆桿內藏有水性墨水，經

由筆舌之設計透過重力和毛細管作用持續供予筆尖處墨水的書寫工具；沾水筆尖由上而下設計有心孔、

中縫與銥粒，而銥粒可說是繪圖與書寫的關鍵，銥點前端打磨或切平的大小決定筆幅的粗細，由細到粗

分別為 F＞M＞B 尖有不同寬度，筆舌的設計目的主要是穩定從筆桿內的墨水供給到筆尖。到了近代 20

世紀末雖有原子筆及鋼珠筆於書寫市場中逐漸取代鋼筆逾千年的書寫地位，而繪圖工具中則有針筆與代

針筆取而代之，然而至今鋼筆仍有許多愛好者，尤其筆尖上不同的寬度可讓書寫者隨性決定書寫與鋼筆

繪圖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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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中西方繪圖與書寫工具來說，無論是中方的毛筆或是西方的沾水筆，中國的描繪工具相較於西

方仍然是簡易許多，本章節以中西雙方描繪工具之演進，解釋宋應星與達文西於設計繪圖時使用工具的

差異，以及最後繪圖原稿的去向，以至於現今能作為評鑑的設計繪圖之採樣。

維本章節在此提出評鑑後之疑問？可想像中國明清前人進行記述風景與對象側繪時，其使用工具仍

為紙筆墨硯為主，如同達文西簡易的繪圖工具一般，均屬非常好攜帶的工具，為何中國文人盡無遺留手

稿草圖的繪本或草稿圖紙？難道山水墨畫無須預先構圖？然而文人山水墨畫乃有帶著觀者遊歷畫作之意

圖，那麼畫面之安排應該需精心規劃才是！為何山水墨畫沒有規劃之草繪前作呢？此點可作為本文之後

續研究後之研究。 

宋應星 達文西 

宋應星於《天工開物》的插圖，以宣紙、毛筆、松墨

紀錄為手稿之主要工具，隨後因要出版印刷，遂請工匠複

印於木板上，刻于木板付印之，此法對照當今版印技術來

看亦可稱版畫。由於宋應星生於明末，卒於清初，清朝統

治初年為求彰顯統治的權威而大興文字獄，因宋應星文內

頗有華夷之辯的立場，清朝列為禁書，目前宋應星之繪圖

手稿與木刻版模早已失傳。現存三本之《天工開物》插圖

繪畫為木刻版畫，最早乃是宋應星友人塗紹煃資助於江西

南昌府刊印的版本，史稱為塗本(如圖4-圖12)。 

達文西手稿所書寫的工具以鋼筆、墨水為主，但他頗

具實驗精神地往往在手稿繪圖中，運用筆尖不同的筆幅繪

圖，再加上有時佐以水彩(如圖18)、蛋彩、石墨、粉筆(如

圖16)、粉蠟筆、色鉛筆、鉛白顏料等素材加以構思、實

驗其速寫對象的立體感，於設計繪圖中加強陰影面而凸顯

描寫主體。而大西洋手稿大部分僅以鋼筆與墨水為主，部

分佐以水彩為輔。而紙材部分則有藍色紙、棕色紙、紅色

紙、乳白色紙、籃底銀點紙、灰帆布等。 

本研究考據發現達文西現存大型畫作並不多，因此推

論其藝術工作室相較於其他藝術家應該有很大的不同，可

能更多的是實驗的機具模型與動植物採集之樣本，而手稿

大部分是由簡單的繪圖工具所執行，亦可想像此一結果方

便於達文西可以四處進行研究紀錄與對象側寫，始至於達

文西終其一生竟有如此豐富多元的繪圖手稿。 

達文西於1519年五月病逝後，他的學生法蘭西斯哥‧

梅爾濟為遺囑執行人，繼承所有的手稿、工具和畫作。 

4-2-3 視點與透視(The Viewpoint & Perspective)：描述、解釋與評鑑

以設計繪圖來說，視點關乎藝術家觀看描繪對象的角度，並由視點出發決定透視的效果。中國繪畫

尤以山水墨畫的「文人畫」為最，其藝術表現不只是表達畫者的一種專業，更是一種「屬人」或「自然

觀」的表達，人本身的存在必然大於畫面，也因此當我們在欣賞一幅中國山水墨畫時，閱覽者一定曾想

過畫中景致是否真實的存在？這究竟是寫實？還是寫意呢？北宋畫家郭熙於其著名山水畫論中《林泉高

致》提到中國山水墨畫的「三遠」技法；「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

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三遠法是中國特殊視點的一種時空觀，其實就是畫者以遊歷的方式，

彷彿置身於畫中，透過仰視、俯視、平視等不同的「多重視點」，來描繪山水墨畫中的景物，帶著閱覽

者一同遊歷畫中意境。所以中國山水墨畫的視點是「移動的」，其畫面看似靜態而不死滯，莊嚴而肅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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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沉默的美學意境，隨著閱覽者遊歷的腳步而轉換不同的視點，其透視感以當代透視圖學來解讀，多半

為等角視圖為主。

西方繪畫在文藝復興以前藝術受限於中世紀宗教議題的約束且不注重科學研究，因此在藝術畫作上

的呈現往往人體比例、光影塑造與立體感失真，大異於古希臘對藝術與科學讚揚的結果。然而古希臘藝

術所使用的是經驗法則，根據視覺經驗的平行線條約莫會在遠方匯聚單一視點的感官知覺，畫者企圖在

平面作品上暗示景深的效果；如此的發展與希臘哲學家重視數學與幾何的歷史背景下有關，線性透視乃

是強調測量的製圖技術，可以在繪畫中製造幻覺空間，只要閱覽者在畫作前站定位置，畫中的人物與物

件看起來是立體的。15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自沉悶的中世紀甦醒、解放，擺脫了宗教約束，敬畏的上帝不

再是宇宙唯一的真理，科學蓬勃發展，單點透視即是在此背景下逐漸成熟而形成西方繪圖系統的理論基

礎。換而言之單一視點可解釋為從一扇圖框為範圍，界定閱覽者與畫作之間固定的空間關係，就像是一

扇世界之窗，閱覽者只須站在窗前，無須移動腳步與眼睛，就能像是在窗前觀看一幅畫作景緻一般。所

以西方繪畫的視點相較於中國山水墨畫是「固定的」，畫面雖似生動卻很凝靜，畫者希望閱覽者帶有觀

賞的敬意，靜靜觀賞。

本研究將以宋應星與達文西之設計繪圖視點與透視運用，進行解釋與評鑑。

宋應星 達文西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所描繪的插圖，其視點承襲中

國傳統繪圖的慣性法則，同樣可以解讀三遠法的運用。而

透視感則以當代設計繪圖來看，則是等角透視法的繪法。

本研究列舉卷上第3章 【布灰種鹽】(圖6)與卷上第6章 

【連發弩】(圖12)為例，此兩張圖所描述的對象與構圖安

排都能有仰視、俯視與平視「三視點」的解釋。 

本研究認為是宋應星之用意乃邀請閱覽者一起遊歷

插圖所描繪之人、事、物的動態場景。因此他不僅只畫器

物，也繪操作之人或畜，還有周邊之設備，使其畫作環境

更貼近真實。 

達文西手稿中不乏探究單一視點的直線透視法，如現

藏於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Uffizi Galleries, 

Florence)的《東方三賢士的朝拜(The Adoration of the 

Magi)》(1480年)即是以單點直線透視圖法所繪的建築與

人物習作(如圖22)，另外大西洋手稿 頁555V(ex208v-b)

的《天文與透視研究》(1513年)與大西洋手稿 頁

709r(ex263r-d)的《幾何物體透視圖》(1510年)(如圖

18)，以當代透視圖學來解讀則為等角視圖繪法。 

《東方三賢士的朝拜》構思草圖 (圖22) 

本研究認為在理性科學研究下，視點與透視學的運用

確實更貼近人類大腦理解的世界觀，也因此透過視點與透

視學的科學理論能夠將繪畫對象在平面的畫布與畫紙上

描繪得更加具有立體感，這確實是西方理性探究科學下，

在設計繪畫、藝術領域上給全世界藝術家所帶來最巨大的

影響。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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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進展從石器時代圖形文化到歷史記載時代的文字文化，隨後文字發展成符號化而象徵意義，符

號又再回歸到繪圖的運用功能；中國的象形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的文明底蘊造就兩種不同思維基礎的文

化論述，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提到中國繪畫境界講究的是「唯心論」，探究的是藝術家從繪畫藝術中表

達的人文意境，而西方繪畫意圖講究的是「唯物論」，追求的是理性的對象探索；本文第四章第一節亦

闡述中國哲學自然觀以「屬人」之「天」為大，而後有宋明「理學」與「心學」之辯，明朝中葉王陽明

提出「心即是理」理在人心、並強調「知行合一」的人生態度，行中有知而知中有行，莫為知行不一之

人。宋應星受陽明學說之影響，著述《天工開物》無論在編輯與設計繪圖部分透露出來的是人文關懷以

及懷抱社會大志之情，且在描述技術層面問題時，又頗有朱熹理學格物致知之態，其設計繪圖著重在詳

盡記錄，窮其事理而知其性。宋應星個人崇尚的社會理念實現之理想，透過書冊大量出版擴散知識的意

圖，其創作之目的是宏觀且崇高的。 

西方哲學追求高度理性的辯證性思維，對研究「對象」的探討是如何以邏輯、理性去釐清、澄清、

分辨概念，並藉理性研究之途逐步建構系統的科學思考理論；達文西手稿所顯露的是在此哲學認同的基

礎上，在求知精神的驅使之下展開對科學研究的探知與對未來世界的想望，從人體解剖、研究鳥類飛行、

植物與自然觀察都是他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探知渴望，而如人類飛行器、降落傘、潛水艇、戰車、攻城載

具等展現的是他對未來世界的想望，他秉持窮理於科學知識，從觀察研究、歸納比較、衍生想法、製作

原型並加以測試原型，然後再進入下一次研究循環，達文西藉由繪圖手稿發展了一套科學方法，對於西

方近代設計論述起了很大的影響。 

本研究以兩大主題，六項分類加以探討宋應星與達文西之設計繪圖，其研究目標是希望藉由兩者建

構科學與技術的世界觀論述中，將其分析比較之結果，運用在當代設計實務領域，尤其是在設計前段的

創意發想或研發階段的設計運用。2010 年歐洲工業設計協會針對設計定義提出 4D 的概念：Discover(發

現)→Define(定義)→Develop(發展)→Deliver(傳遞)，此 4D 可視為設計的流程，或是設計的操作。多納‧

諾曼(Donald A. Norman)於《設計心理學》第六章談到設計思維時也將設計過程定義有四個進程為一週期

循環：觀察→衍生想法→製作原型→測試；此為循環路徑，設計原型的測試後仍需再透過觀察，再次進

行分析與比較，隨後發展設計提案，再修正設計原型，並再加以測試，直到設計成果達到預設的目標才

停止。宋應星與達文西在著述與繪圖過程中也同樣經過如當代定義的設計流程，同時在觀察期時，思考

「目的」與「對象」，並選擇適當的「記述方式」藉此達到傳達意念的目的，此階段可謂是定義設計問

題與衍生設計想法，隨後便是要發展設計提案階段，必須將概念視覺化，如何把觀察研究成果轉換為「可

視性」的創作媒介呢？首先必須掌握並且嚴謹遵守概念階段的「原真性」否則就失去觀察研究與定義設

計問題的意義了，隨後選擇適當的「描繪工具」來視覺化概念的原型，例如當代設計工具中可以藉由電

腦輔助軟體加以運用，透過平面視覺軟體或 3D 建模軟體加以實現與驗證概念的成果，接著考量「視點

與透視」決定如何與消費者或是業主溝通視覺化的創作成果。 

本文探究中西繪畫觀點之異同，透過設定之兩大主題「人文思考」與「設計繪圖」兩篇章節特別指

出創意的思考源頭仍需探究文化底蘊的根源，「文字文明」與「哲學思考」兩大領域，國人在於設計議

題的研究上多偏向於「方法論」，無論是量化研究亦或是質性研究多偏重「技術與形式」或是「設計經

濟學」、「消費者導向思考」等論述，國人在設計學習與研究上較少涉略探討設計乃與文化本源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的六項分類比較之目的，是希望透過驗證宋應星與達文西在 500 年前以承先

啟後之姿的設計繪圖構思，以及對後世科學研究之影響，開創近代設計實務之設計先驅；另一目的想藉

此比較結果提供後續華人設計研究者可以如宋應星從中國自然觀、人文關懷的角度思考當代設計實務的

概念成型與發想方法之參考，以期臻晉台灣設計實務的文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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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筆電造形特徵的分類與消費者認知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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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紀的今日，科技不斷推陳出新，在資訊的快速流通下，市場同性質產品與日俱增，劇烈的商業

競爭環境，讓過去有銷售佳績的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近年來業績逐漸下滑。然而電競筆電卻能在

近幾年異軍突起、展露頭角，其鮮明特色的外觀造形，儼然成為市場競爭中，吸引消費者購買與消費的

重要行銷工具之一。本研究針對現今臺灣三大電競筆電品牌：微星（MSI）、華碩（ASUS）和宏碁（Acer）

進行探討，期望能經由本次研究，了解電競筆電外觀造形設計的重點項目，並幫助電競筆電相關產業的

工業設計師，能夠有所參考與依據，以進行其日後的設計。

關鍵詞：電競筆電、造形特徵、消費者認知、產品外觀、造形意象

一、前言

近年來科技日新月異，臺灣電競（eSports）產業蓬勃發展，電競市場已成為全球新世代明星產業（林

士蕙，2015）。由於半導體製程的進步、散熱設計改良等製造技術的增進，筆電（notebook、laptop）效

能已與桌上型電腦（desktop computer）相近；再加上電競玩家移動性需求增多的影響下，相對於電競桌

上型電腦，電競筆電（gaming laptop）市場較顯優勢，且市場比例在整體電競個人電腦市場，正逐漸擴

大中。根據調查研究機構國際數據資訊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所做的一般筆

電、桌上型電腦與電競筆電銷售調查資料，電競筆電銷售呈現每年成長。拓墣產業研究院（Topology 

Research Institute，TRI）預估在 2016 年，電競筆電出貨量將在消費型筆電市場中約佔有一成比例。在消

費性筆電市場中，除了需要面對平板電腦（tablet computer）的競爭外，同時也面臨像是 Google 所推出

的 Chromebook 與 Microsoft 的低價筆電價格競爭的局面。當消費型筆電的市場利潤日益下降，中高階等

級的電競筆電市場，就會是個人電腦品牌廠商追求獲利的必爭之地（拓墣產業研究院，2014）。 

因科技與製造技術的快速進步，再加上全球貿易的發達與資訊流通自由化，讓整體市場同性質產品

迅速增加，造成現今劇烈競爭的商業環境，而產品的外觀設計在這個世代，儼然成為吸引消費者購買消

費的銷售重要工具。在視覺意象中，不同消費者主觀認知的意識不同，所選擇的喜好也不一樣，而工業

設計師在產品視覺的整體詮釋中，完整將產品的最佳特色與美感，確切地傳遞給消費者，其扮演著非常

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探討電競筆電外形產品特徵，是否影響使用者的認知。商品的外形在商場中，對消費者是最

直接的接觸，也就是對消費者第一層次的視覺刺激，因此，從消費者導向的行銷思考邏輯來說，在交易

過程中，如何利用產品外形視覺形象的呈現方式，來吸引消費者做購買行為，可視為工業設計的重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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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一。在商場中，吸引人的產品外觀，能從大多數同性質產品中脫穎而出，讓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

以達到行銷的主要目的。本研究的重點，如以下幾點： 

1. 探討目前電競筆電的市場狀況。 

2. 了解製造商對電競筆電的造形運用方式。 

3. 探討不同的電競筆電產品特徵結構，對使用者的認知影響。 

二、文獻探討 

2-1 造形概論 

造形一詞，源自於德語 Gestaltung，動詞詞性時為 Gestalten，字源的意思是完全的形態。在心理學

學派中的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也是在探討此一議題；而所謂的完形，是指一個形態具有統

一的整體，這點往往是造形的基本條件（呂清夫，1984）。「造形」這個詞彙，可拆解成「造」與「形」

兩個單詞，「造」為動詞的詞性，意思為創造、建造、製造等，而「形」為名詞的詞性，其意為實體、

樣子或狀態等，當此二單詞結合（動詞加上名詞），則具有創造形體的涵義，在國語字典中對於「造形」

的解釋為：物體所表現的輪廓與外形。 

造形其意義可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造形為經由人類心中的意念，並透過一種完形法則

（構成形式、方法等），完成一種形的過程；相反的，廣義的造形則是透過人類視覺或觸覺作為媒介，

將創作完成的訊息，轉換成實質上的形（林崇宏，2005）。 

Tjalve (1979)在美感認知的研究中指出，如果大多數的人都同意某個產品具有美感，那就一定會有方

法，能夠找出哪些造形特徵能夠吸引到消費者，並給予人們美的感受。Tjalve (1979)將這些具有美感的造

形歸納為整體性、次序性、視覺平衡、韻律感、尺寸比例等特性。其中整體性是指產品造形能將其零碎

的架構與細部元件組合起來；次序性能將複雜的產品元件加以簡化、整齊配置；視覺平衡包括對稱平衡

與不對稱平衡兩種形式；韻律感可運用數量、配置、尺寸、形狀與色彩等多元變化的組合加以設計創造；

黃金比例則是具有科學理性美感的尺寸比例，常見於過去產品中的應用與自然界生物所展現的體態美

感。這些研究結果，皆在反應造型形態特徵與構成的關係，都是影響產品美感與感性評價的重要造形元

素。 

2-2 產品造形的構成要素 

產品的外觀造形，為大眾一般消費者對商品第一時間最直接的視覺接觸，當人們在選擇或購買產品

時，產品的造形經常是其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一件產品，它的造形通常會經由許多基本的元素所構成，

這些造形基本元素所產生的各種變化，可以影響使用者對於產品的認知，產生各種不一樣的當下感覺

（feeling），因而吸引人們購買與使用。 

陳國祥（1997）認為，構成產品可辨別性的主要因素為：形態構件、接合關係、細節處理、使用材

質、色彩處理、表面質感六類，前三項決定物體幾何構件，後三項控制表面圖紋。以下分別整理其意義

為： 

1. 形態構件（form elements）：指不同形態構件的數量、形狀與象徵性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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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關係（joining relationship）：包括所用的空間關係種類，與使用的結合模式的種類與數量。

3. 細節處理（detail treatments）：所指為不同的面、邊、角細節處理的數目與樣式。

4. 使用材質（materials）：指不同的材質、樣式、或加工處理。

5. 色彩處理（color treatments）：指不同的種類、色彩和色彩的意象。

6. 表面質感（textures）：意指不同的觸感、圖樣種類、紋理方式。

吸引一般大眾消費者購買，為產品造形的重要目的。如果產品能夠在外觀造形上，具有強烈的吸引

力，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即能夠達到有效提升的效果，因此，如何設計一個具有高度吸引力的產品

造形，對現今的中小企業或國際跨國公司而言，絕對可以說是重要的市場行銷重點。

2-3 造形特徵因子

在造形特徵研究實驗中，Chan (2000)提出當 A 產品與 B 產品能夠發現兩者間具有某些共同特徵時，

此特徵可視為 A 產品與 B 產品間的關鍵造形共同特徵（critical common feature）。具有兩件產品間相同

特徵的物件，就會產生相同或類似的造形風格；特徵的數量，會相對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產品的識別與

認知程度。經由以上的論述，可以說明產品具有較高的外觀呈現能力，更容易產生產品的識別認知。Han 

and Hong (2003)認為產品特徵可分為： 

1. 個體特徵（individual property）：指特徵具有獨立性的單一個別元素，例如尺寸、顏色、形狀。

2. 整體特徵（integration property）：指超過一個以上的個體特徵，經由不同的編排、組合順序或構成

所產生的特徵。

3. 互動特徵（interaction property）：所指為使用者與產品間互動時所產生的特徵。

Berlyne (1971)提出一個視覺複雜程度與認知偏好的常態偏好曲線，以視覺複雜程度為橫軸，觀察者

吸引力（愉快感覺）為縱軸作圖，結果得到一個類似統計學常態分配的曲線，或類似倒 U 字形、倒 V 字

形曲線；外觀造形太簡單或太複雜的產品，比較不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而外觀造形複雜程度中等的產品，

則具有較高的吸引力。

2-4 電競筆電品牌現況分析

數位電腦遊戲產品，是從 1980 年代才逐漸成形的新興產業，現今的商業市場整體規模，幾乎可以說

是早已超過百年歷史的電影工業，成為全球最龐大的娛樂產業之一。21 世紀的科技快速演進，發展出與

過去不同的體育賽事「電子競技（eSports）」，產生的龐大商機，也因為如此，讓各企業趨之若鶩，爭

相思考切入市場的可能性與潛力。在這些年筆電銷售持續走低的情況下，因為電競產業的誕生，讓 3C

製造業產生巨大的轉機，創造了全新產品生命週期，銷售一度下滑的一般型筆電，經由電競設計的組合

搭配，展現新的市場生命力。

目前市場中，對於各個品牌的電競筆電，並未有完整的統一定義，由於尚未有標準電競筆電定義，

調研機構 IDC 將市面上各品牌自行定義的電競筆電都納入統計，使得統計分析排名與調研機構 Global 

Information, Inc.（G 市調）所得結果不同（王郁倫，2015），如表 1 所示。在現今對於電競筆電產品還

未有明確定義前，以市面各品牌自行定義的電競筆電為基準，參考調研機構 IDC 所統計分析的結論為研

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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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電競品牌市占率一覽（王郁倫，2015） 

名次 IDC 
臺灣市場排名 

G市調 
臺灣市佔率 

G市調 
全球市佔率 

1 宏碁 華碩64% 華碩36% 
2 微星 微星17% 聯想18% 
3 華碩 宏碁12% 微星12%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的目的及文獻，探討消費者對臺灣電競筆電品牌：微星、華碩和宏碁的產品外觀造

形認知狀況。經由電競筆電樣本篩選，確認研究樣本範圍，接著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確定產品視角，再

經由問卷調查，了解消費者的認知狀況。 

3-1 電競筆電樣本篩選 

首先經由調研機構 IDC 和 G 市調所統計研究出的結果，選出其中三個品牌為樣本篩選的對象，分別

為 MSI、ASUS、Acer，再將其電競筆電產品做樣本篩選與收集，經由三種品牌的官方網站，收集目前販

售的電競筆電種類及機型。經由原始樣本價格觀察，發現其產品價格範圍可以從最少大約三萬到最高大

約 30 萬元的明顯差異，因此將收集的範圍限定在四萬至六萬元間，作為收斂資料樣本的依據，並將樣本

設定編號為 01 至 16 號，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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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電競筆電樣本 

3-2 半結構式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法又稱為焦點訪談法，是一種介於結構式訪談法與非結構式訪談法的研究方法，其優

點為：(1)能短時間獲得較多的資料；(2)可觀察成員互動資料（社會互動）；(3)具經濟性（相較於個別訪

談）；(4)參與者能對研究問題有所反應；(5)參與者能回應其他成員之反應(Stewart, Shamdasani, & 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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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的方式，訪問在國內設計電競筆電相關產品的資深設計師四名與資深

設計主管二名，如表 2，以了解現今電競筆電產品製造與設計所重視的產品造形面向，並從中找出本研

究中，電競筆電所要選擇的造形研究部位與電競筆電產品的視角。從訪談結果中發現，目前電競筆電相

關產業對於電競筆電造形的設計重點位置，多半在背面散熱出風口與螢幕背板的造形上，而其他位置因

製造成本與技術上的限制，能夠做出較有變化的造形外觀機會很少；在產業的製程中，又有嚴謹的製造

工程限定規範，故將電競筆電產品造形的視角，專注在背面散熱出風口與螢幕背板的造形。

表 2. 半結構式訪談對象 

編號 性別 設計資歷 職務名稱 服務單位

01 女 8年 工業設計工程師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02 女 4年 工業設計師 迎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 男 2年 工業設計師 仁寶股份有限公司

04 男 15年 設計經理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05 男 7年 設計專員組長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06 男 5年 高級設計工程師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3-3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法是透過一套標準刺激（如問卷），施予一群具代表性的填答者所得的反應（或答案），

據以推估全體母群對於某特定問題的態度或行為反應。此種方法除了使用在學術研究，更被大量使用在

民意調查、消費者意見收集、行銷調查等各種應用領域（邱皓政，2002）。問卷調查法代表一個普遍而

具體化的操作化過程，必須透過客觀、有系統的方法，在應用上必須要了解實施的過程與程序，才能收

集到可靠、有效的資料。其優點為讓填答者可以利用最方便的時間填答、問卷具匿名性、題目標準化、

實施的範圍較廣等（吳明清，1991，頁 328-334）。本研究欲調查消費者對電競筆電的認知，故編製問

卷項目如下：

1. 請問您是從何種管道購買？

2. 如果您要購買一臺電競筆電，願意花多少預算購買？

3. 請問您購買電競筆電的主要原因為何？

4. 請問您考量購買電競筆電的因素為何？

5. 請問您對電競筆電的造形，哪些地方是您會注意的？

四、研究成果

4-1 電競筆電視角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電競筆電篩選的結果，與半結構式訪談後的內容做資料彙整。首先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

訪問六位電競相關產品工業設計師，確定需要收集的產品造形面視角，為螢幕背板與背面散熱出風口；

接著將收集的編號 01 至 16 號背面散熱口和螢幕背板視角圖像，整理成兩種造形面的視角圖像。經過整

理後的資料如表 3，可發現一些散熱口和螢幕背板造形為一樣或類似，故將這些造形歸類為同一類型，

分類的方法為運用矩陣的方式，將其作細部的分門別類，螢幕背板造形分類為 A01 至 A10 的編碼，而編

號 10 的螢幕背板並無明顯的特色造形，因此樣本圖像不列入分類矩陣 A 系列中，如表 4 所示。散熱口

造形分類為 B01 至 B10 的編碼，其中編號 14、15 和 16 在此視角並沒有明顯散熱口造形在其中，因此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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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刪除，不列入矩陣分類 B 系列中，如表 5 所示。 

表 3 競筆電散熱口與螢幕背板造形整理 

編號 樣本 螢幕背板視角 散熱出風口視角

01 
左右擁有經由底層至上方三分之二位

置的對稱漸消式造形線條

傾斜式條狀散熱出風孔，左右為不對稱

式散熱孔洞，及紅色裝飾性短距離分離

線條

02 
左右擁有經由中間位置漸消至上下部

位的對稱造形線條

傾斜式條狀散熱出風孔，左右為不對稱

式散熱孔洞，及紅色裝飾性短距離分離

線條

03 
左右擁有經由外側底部向內側上層位

置漸消的寬廣漸消造形，及上層位置有

帶顏色的裝飾造形線條

左右為向內指向的箭頭造形散熱孔洞

各四個

04 
左右擁有經由內側下緣位置向外側上

緣位置發散的對稱漸消造形，及上方有

一個深色矩形造形

左側為輕微內凹式向外箭頭裝飾造

形，而右側為一樣的造形，但具有散熱

功能的透孔

05 
左右擁有倒立式 L 型字母裝飾造形，靠

近中間位置為梯形式的凸起造形

左右為沿著上方紅色裝飾造形線的垂

直條狀造形散熱口

06 
左右擁有倒立式 L 型字母裝飾造形，靠

近中間位置為梯形式的凸起造形

左右為沿著上方紅色裝飾造形線的垂

直條狀造形散熱口

07 左右擁有內凹式對稱漸消面
左右為平行四邊形孔洞造形散熱口，中

間有一紅色裝飾造形線

08 左右擁有內凹式對稱漸消面

左右為向內的箭頭狀造形，內部具有梯

形孔洞造形散熱口，中間位置為一個紅

色裝飾性造形線條

09 左右擁有內凹式對稱漸消面
左右為向內傾斜條狀散熱孔洞，及條狀

裝飾性短距離分段式線條

10 並無特別的造形
左右為向內傾斜的條狀散熱口，及紅色

條狀裝飾性長距離分段式線條

11 
左右擁有紅色由上至約中間位置的造

形線，整體的造形上方具有些微切削造

形

散熱口具有環形紅色造形，中央為整體

垂直片狀散熱口

12 
左右為條狀造形燈管及向外側傾斜的

面，上方具有白色裝飾線

散熱口上下緣為紅色造形塊，中央為條

狀散熱口造形

13 經由左上至右下的漸消斜面
垂直狀散熱口布滿整體，左右為穿透式

孔洞，中間為裝飾性造形

14 
左右擁有條狀式燈管，並搭配造形漸消

面及稜線
無散熱出風口造形

15 中間為菱形經由切削的造形 無散熱出風口造形

40



16 中間漸消式微型凸起造形 無散熱出風口造形

表 4 螢幕背板造形分類矩陣 

編號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表 5 散熱口造形分類矩陣 

編號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4-2 問卷資料分析

問卷為經由電競相關活動展覽及網頁收集，回覆總人數為 46 人，男女比例是 47.8%和 52.2%，接近

各半。職業的部分為 40%為學生、17.8%為資訊科技業和 15.6%為服務業。年齡分布大致上在 21-35 歲（佔

比為 84.7%），又以 21-25 歲（佔比為 47.8%）的年輕人族群占多數，由此可以發現電競活動年輕族群佔

大多數。買過電競筆電的消費族群為 37%，大部分回覆的人為沒買過電競筆電。而眾多購買管道中，以

網路購物 52.3%、電腦實體店面 43.2%和資訊展 38.6%為前三名，現今的消費模式不在像過去一樣，網路

購物的方便性，讓年輕人趨之若鶩。購買電競筆電的預算，有 60.9%將近七成的人選擇三萬到四萬元的

價位。由以上資料可以發現調查問卷的回覆為學生族群占整體大多數，學生本身的收入通常不高，甚至

無收入，而 3 萬元以下的電競筆電效能與一般筆電差不多，由此即可推測為何價位選擇三萬到四萬元。

電競筆電的造形，76.1%的人會注意鍵盤和背面散熱口，60.9%的人會注意螢幕，32.6%的人會注意螢幕

背板，側邊造形為最少人會注意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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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透過電競筆電樣本的篩選、半結構式訪談與調查問卷的結果觀察分析，可以歸納出以下的結論與建

議：

1. 電競筆電的主要消費族群多半為年輕族群，又以學生族群數量占比最多，在外觀造形的設計上，可

經由收集年輕人的相關文化上，進行其造形的設計。

2. 在眾多種類的購買管道中，問卷資料結果顯示網路購物的情況超過一半，可發現現今的消費模式已

產生劇烈的變化，網路購物的方便性已成為現在進行式。

3. 當電競筆電的硬體效能一樣或類似時，其外觀造形成為消費者首要重視的購買考量因素。

4. 電競筆電的螢幕背板與背面散熱口的造形，為重要影響消費者購買的因素，並且為工業設計師最能

有效發揮設計概念的區域，可以比較不受製造工程的限制，讓其造形較有變化性。

5. 在現今電競筆電各個品牌中，對於外觀造形的領域，造形細節彼此都具有類似的共通性，工業設計

師如能了解其共通性，可加快設計上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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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 Journal》食物攝影的影像分析 
江書瑾*+  柯志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碩士班 研究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 shujinjx@gmail.com

摘 要

「食物美照」近年在社群平臺上大受歡迎，然而食譜導向雜誌《Gather Journal》並不遵循食物美照的

風格；該雜誌每期有一特定主題，根據該主題發展創意料理及攝影畫面構成。本研究利用構成性詮釋法，

輔以符號學觀點，藉由訪談法，從影像本身、攝影者、觀者三個面向，對《Gather Journal》的食物攝影進

行分析。研究發現：(1)從影像本身及攝影者意圖可知，影像深層的含義，多透過顏色、光線、空間組織來

傳達；(2)觀者解讀影像時，倚賴影像中的物件，作關係上的聯想；(3)觀者對《Gather Journal》的食物攝影

解讀，分為食物、形態及訊息層面，且不易察覺色彩、空間組織及光線的可能含義。

關鍵詞：攝影、食物攝影、符號學、構成性詮釋。

一、前言

近年在社群平臺上流行「食物美照」，或又稱為「food porn」；然而，創立於 2011 年的食譜導向雜

誌《Gather Journal》，既不追求 foodporn 的常見風格，更打破傳統食譜書中，食物攝影呈現的樣貌。該

雜誌每期圍繞一個具象或抽象的主題，發展創意料理，如沙漠、魔術、光譜、女性主義…等，在食物攝

影上，也呼應當期主題的視覺呈現。食物攝影展現的除了是食物本身，更是各種現象的反應。攝影師透

過拍攝食物，表達對消費、靈感、傳統、性別、種族、慾望、財富、貧窮、快樂、厭惡、家庭生活等議

題的觀點，食物攝影可以是幻想與現實的容器，觸碰人們生活中的各種面向，包含公眾的與私人的訴求

(Bright, 2017, p.6)。而作為新型態食譜雜誌的《Gather Journal》，即為前述的例子之一。本研究以《Gather 

Journal》雜誌內的食物攝影為對象，目的為以下三點： 

1. 了解剖析影像構成元素的方法。

2. 以符號學觀點，從影像本身及攝影者意圖，分析影像傳達的訊息。

3. 以個別訪談的方式，了解觀者對影像的解讀狀況。

二、文獻探討

2-1 攝影影像產生意義的面向與構成性詮釋法

羅蘭．巴特在其著作《明室．攝影札記》中提到，一張相片可為三種不同做法的客體—操作、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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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操作者（operator）即拍照的人；觀看者（spectator），是閱覽報刊、書籍、相簿、檔案資料及攝影

藏品的我們大家；而這個或那個被拍攝者（spectrum），則是標的、指稱物、小假象、散發自物體外的外

表形象（Barthes, 1980／許綺玲譯，1997）。鄭正清（1998）認為，攝影影像的真實意義，是可由現實世

界、攝影者、觀者三者綜合而成，分別指真實原本存在的狀態；攝影者求真的態度、思考與認定真實的

觀點、及影像掌握的能力；觀者對影像閱讀的能力。也就是說攝影影像的意義，可以由攝影者、觀者、

構成影像的元素三面向來探討。

分析構成影像的元素，必須先暫時拋開「為什麼選用這個元素」的疑問，就影像表面呈現出的樣貌

來探討。Rose（2001／王國強譯，2006）為方便討論拆解構成影像元素的方法，自創了「構成性詮釋法

（compositional interpretation）」這個名稱，用來判斷影像「是什麼」，而不討論影像做了什麼或如何被

使用。她將構成靜態影像的元素，拆解為內容、色彩、空間組織、光線及表達性內容五點。(1)內容：指

的是影像表面上展現的物件；(2)色彩：色彩三元素—色相、飽和度、明度，及色彩間的關係—相似色或

互補色等。(3)空間組織：影像中各物件的容積、排列、空間透視。空間透視除了展現影像的物理深度，

也決定了觀看者的視線角度；(4)光線：影響影像的色彩及人們對空間感知，也可用光線來強調影像中的

特定物件；(5)表達性內容：影像主題與前述四項視覺效果的結合。 

2-2 符號學的隱含義、象徵與迷思

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認為符號具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層是明示義

（denotation），它指的是一般常識，也就是符號明顯的意義。第二層意義可由隱含義（connotation）、

象徵（symbol）和迷思（myth）這三種方式產生（Fiske，1990／張錦華譯，1995）。符號的第二層含義

取決於符號閱讀者，羅蘭．巴特所稱的隱含義，是透過使用者對符號的感覺、情感、文化價值觀間的互

動產生（Fiske，1990／張錦華譯，1995）。例如股市漲跌，紅色在西方代表股市下跌，在臺灣卻代表上

漲，因為紅色在華人文化中有喜慶的含義。象徵也是符號產生第二層意義的方式，所謂象徵，指的是用

某物替代某個意義；例如白鴿象徵和平、紅玫瑰象徵愛情等。若要進一步瞭解象徵的運作，常用的方式

是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Jakobson & Halle, 1956)。隱喻是藉由物件間相似的特徵來描述

事物，其不只是語言學中的一種修辭方式，也存在人們的認知系統中，它建構了人們如何感知、思考與

行動(Lakoff & Johnsen, 2003)。以「小魚逆流而上」為例，「逆流」隱喻人生中的「逆境」、「上」隱喻

「勇往直前」，此為修辭上常見的隱喻。詩詞或文學中常以「花」的短暫生命，隱喻人生稍縱即逝，此

即利用「花期」與「人生」在時間上都有「短暫」的相似特徵作為隱喻。轉喻則是以部分代替全體，例

如，「公司新進一批新鮮的肝」，「新鮮的肝」意指「剛出社會的新鮮人」，以人體的某部分來表達某

一類的人。羅蘭．巴特對於符號第二層意義的產生，還提出了迷思的概念。他認為迷思是由社會上掌控

語言和媒體的那群人所塑造的意義，它掩蓋了意義的來源與符號意義轉變的過程，當中的政治性被消除，

而這些意義（迷思）卻被視為是事物的自然本質（Crow，2015／羅亞琪譯，2016）；常見的迷思如男子

氣概、女性氣質、人生勝利組等。

2-3 影像的閱讀：單張影像與系列影像

單張攝影影像的呈現與系列攝影影像的呈現，是有不同意義的。單張攝影影像將所要傳達的訊息濃

縮在單一影像中，如報章雜誌上的新聞攝影、人物肖像、旅遊風景等，單一影像就傳達了攝影者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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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不同於單張影像，閱讀系列影像時，必須看整個系列才能了解其意義，如果把系列照的單張拆出

來看，因為只看到了作品的局部，可能會錯失對照片充分解讀的機會（林盈銓，2015）。系列攝影影像

可能只在各別影像上述說主旨的一小部分，各別影像攜帶的內容串連起來，才能構成一完整的意義，例

如著名的馬匹高速攝影，若只看單張，只能看出馬匹凍結在空中，看全部才能了解這是奔跑中的馬匹連

續動作照，攝影者藉此來研究馬匹從起跑、奔馳到停止，四肢的動作如何互相配合；也有可能是各別影

像已構成一完整的意義，但每張影像都指向相同的主題，例如日本攝影師梅佳代的攝影集《じいちゃん》，

各別照片有沈睡的爺爺、跟孫子一同玩樂的爺爺等，即使各別影像的內容不同，但共同主題都是—爺爺。

美國攝影記者沃克．伊凡斯（Walker Evans，1903-1975）於 1938 年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的個展《美國

相片》，展覽本身的照片安排方式和展覽圖錄照片編排順序，兩者並不相同，Ward (1985)認為沃克．伊

凡斯對照片有意圖的編排方式，使照片超乎了單張的解讀結構，而與前後的照片間，產生了一種文法與

邏輯的關聯性（羅曉盈，2014）。因此對於系列影像，觀看的順序也會影響對攝影者意圖的解讀。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影像本身、攝影者、觀者三個面向，探討《Gather Journal》食物攝影影像的意義。三面向

內容及方法如圖 1，說明如下： 

圖 1. 本研究模式 

1. 影像本身：參考 Rose（2001／王國強譯，2006）提出的構成性詮釋法，將影像拆解為內容、色彩、

空間組織、光線，輔以符號學的觀點，探討其可能的第二層含義。而構成性詮釋中提到的「表達性

內容」，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其視為影像本身及攝影者意圖兩者的綜合結果，於攝影者面向中

探討。樣本影像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Gather Journal》第八期—起源（origin）為研究樣本。 

2. 攝影者：本研究樣本影像原作者為外國人，研究者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對影像原作者進行開放式

問卷研究，然而目前為止尚未獲得回應。因此在「攝影者」這個面向，將以雜誌中各影像的圖說內

容為攝影者意圖，並結合影像本身分析的內容，作為「表達性內容」的部分。

3. 觀者：為了解不同知識、經驗背景的人，對食物攝影影像的解讀差異，本研究採立意抽樣的方式，

受訪者以有無設計相關背景為分類進行訪談，訪談方式及步驟如下。

(1) 前導問題：「請依直覺回答，您對『食物攝影』或『與食物相關的照片或影像』的認知是什麼

樣子？可以簡單描述或找照片當例子」。（了解個人對食物攝影的既定印象）

(2) 樣本影像共六張，研究者先將可能透露影像內容的文字描述遮住。因其照片具有系列影像的

特性，所以請觀者依雜誌安排的順序觀看，觀看時間不限，待觀者主觀認為看完後進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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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看前說明：「這是創立於紐約的食譜雜誌，每期有一個特定主題，裡面的料理和照片呈現都

是根據這個主題發展而來的。接下來請照順序觀看六張照片，可以自行決定每張要看多久，

看完後我會進行提問。稍後提問時會再展示一次照片，所以不用刻意記憶影像中有什麼元素」。

(4) 提問一：看完六張照片後大致的感想？（了解觀者對系列影像的認知狀況）

提問二：各別影像解讀—看到什麼、聯想到什麼、喜歡或不喜歡，原因是？

提問三：這六張照片的料理是依據一個主題發展而來，您會給它們訂什麼主題名稱？（了解

觀者在詳細解讀各別影像後，對系列影像的認知結果）

四、研究結果分析

4.1 影像本身分析結果 

《Gather Journal》第八期主題為：起源。內容再分為「地質學（geology）」、「海洋（ocean）」、

「化石（fossil）」、「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水晶視像（crystal vision）」及「古老時代（the 

ages）」等子題。本研究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各子題選取一影像為代表，共六張影像，研究者以構成性詮

釋法拆解出影像中的內容、色彩、空間組織及光線，並以符號學觀點分析其含義。影像編號 O1 至 O6，

各影像的構成性詮釋如表 1 至表 6。 

表 1. 影像編號 O1 構成性詮釋 

影像編號 O1 構成性詮釋 符號學分析 

子題：地質學

（geology） 

Gather Journal, 8, 
p.8 

內容 

• 調酒、玻璃杯、杯緣上有鹽巴、冰塊

• 撥開的麵包 
• 一小塊奶油 
• 兩顆石頭 
• 帶有顆粒感的地面 

麵包與石頭在外觀上相似，象徵麵包內

含地質礦物、食物與自然同源 

色彩 

• 黃色接近透明的調酒 
• 杯緣上的鹽巴是深褐色的 
• 深褐色石頭，和麵包色彩接近 
• 黃色石頭，和調酒色彩接近 
• 淺色地面 

深褐色鹽巴隱喻沙、土 
黃色、褐色符合人對地質的印象 

空間組織 

• 由上到下觀看，調酒在畫面上方約 1/5 位置，兩顆石

頭與麵包並排，約在畫面 3/5 位置 
• 從玻璃杯口的橢圓形狀判斷，鏡頭大約在與物體成

45 度角的位置拍攝 
• 畫面留白的空間大過物體的面積 

由高角度往下拍，同時代表觀者是由較

高的位置觀看影像中的物件，象徵自然

狀態下人與石頭的位置關係：人踩著石

頭、或坐在石頭上 

光線 • 主要光線在畫面左上，而每個物體在地面上都各有

四個陰影，顯示光源其有四個 
四個陰影產生深淺的過渡，象徵地質作

用是逐漸生成的過程 

表 2. 影像編號 O2 構成性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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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號 O2 構成性詮釋 符號學分析 

子題：海洋

（ocean） 

 
Gather Journal, 8, 
p.23 

內容 

• 漂浮的洋蔥 
• 插在串子上的洋蔥 
• 乾癟的洋蔥，上面有一點醬料 
• 調酒，內有小黃瓜薄片 
• 背景有模糊的海藻 

洋蔥倒置的型態，象徵海洋生物—水

母 
串子象徵帶刺的生物 

色彩 
• 藍色、深藍色 
• 紅色調酒 
• 白色洋蔥、乾癟的褐色洋蔥 

藍色象徵海洋 
乾癟的褐色洋蔥與完整的白色洋蔥形

成對比，象徵垂死 
紅色調酒構成此畫面最顯眼的色彩，

紅色液體隱喻血、危險 

空間組織 
• 由上而下觀看，主要物件集中在畫面底部，拍攝鏡

頭與物件平行 
• 酒杯、串子、洋蔥，構成一貫穿畫面的曲線 

物件的排列，構成一貫穿畫面的隱藏

曲線，觀者視線在此曲線上，上下來

回掃動。最上方被畫面裁切部分的洋

蔥象徵逃脫，而最下方的酒杯站穩畫

面底部，象徵動彈不得 

光線 • 主要光源來自畫面頂部，由上往下光源漸弱，造成

空間深度 
乾癟的洋蔥在暗處，白色的洋蔥在亮

處，暗：隱喻死；亮：隱喻生 

表 3. 影像編號 O3 構成性詮釋 

影像編號 O3 構成性詮釋 符號學分析 

子題：化石 
（fossil） 

 
Gather Journal, 8, 
p.46 

內容 • 螺旋狀麵包 
• 大理石托盤，有螺旋狀紋路 

螺旋狀麵包及螺旋狀紋路，與鸚鵡

螺相似，且托盤為石頭質感，隱喻

化石 

色彩 • 麵包成焦黃色 
• 深灰色托盤上有白色螺旋狀紋路 

黃色世代有生命力的色彩，灰色是

無生命的色彩，兩者對比象徵化石

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過程 

空間組織 • 鏡頭與畫面成 90 度角，即所謂的空拍視角 
空拍視角拍攝物件，是考古、科學

紀錄常用的拍攝角度，隱喻這是一

張如同考古物件的照片 

光線 • 麵包右下有短且深的影子，顯示光源來自左上

方，凸顯麵包的立體感 
光線集中在中央的麵包上，顯示麵

包為此畫面重點 

表 4. 影像編號 O4 構成性詮釋 

影像編號 O4 構成性詮釋 符號學分析 

子題：生物多樣

性

（biodiversity） 

 
Gather Journal, 8, 
p.55 

內容 

• 圓派切塊，有一塊落在盤外 
• 荷葉形狀的盤子 
• 兩罐用透明罐呈裝的飲料 
• 枯木、青苔、乾掉的落葉、針狀長葉 
• 皺紋的布 

有一小塊派落在盤外，可能暗示被

人拿起準備享用，但必須暫時離

開，所以將派隨意放置 
青苔、枯木營造庭園造景，針狀葉

增加庭園內物種的多樣性 
灰色帶有皺紋的布，象徵岩石表面 

色彩 

• 綠色佔最大面積 
• 派的黃色 
• 派上有綠色粉末和暗紅色醬 
• 半透明飲料，帶紅、黃色 
• 灰色布 
• 灰褐色枯木 

綠色隱喻健康、自然、無過度加工 
青苔的綠色與派上方的綠色粉末呼

應，暗示兩者和平共存 

空間組織 
• 相機帶角度拍攝 
• 食物大約只佔整個畫面的 1/6 
• 青苔所佔面積最多 

周遭環境在畫面中佔的面積比食物

還多，顯示攝影者欲強調食物與環

境的關係。以稍高的角度拍攝象徵

人與庭園的空間關係—人即將踏入

庭園或起身離開 

光線 • 主要光源從右方來，陰影不明顯，整體光線均

勻且柔和 
均勻柔合的光線，象徵食物與環境

的和諧 

表 5. 影像編號 O5 構成性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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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號 O5 構成性詮釋 符號學分析

子題：水晶視像

（crystal vision） 

Gather Journal, 8, 
p.68

內容

•半透明石頭

•葡萄

•岩石

半透明石頭象徵珠寶

葡萄象徵深黑色類的寶石

岩石象徵珠寶的來源地

色彩

•半透明紅黃琥珀色

•暗紫色

•淺粉綠

暗紫色、粉綠色象徵神秘，和其對

比的琥珀色象徵高貴

空間組織
•相機以低角度、長鏡頭或非常接近被攝物的方

式讓，主體以外的物件落入景深外

畫面呈現簇擁感，但模糊的景深暗

示空間仍繼續延伸

低角度且非常接近被攝物的鏡頭，

象徵觀者仔細的觀看物件，如同人

對珠寶仔細地凝視

光線 •主要光源來自畫面左上方、逆光 逆光隱喻神秘

表 6. 影像編號 O6 構成性詮釋 

影像編號 O6 構成性詮釋 符號學分析

子題：古老時代

（the ages） 

Gather Journal, 8, 
p.103

內容

•鐵鍋

•木炭

•湯類、穀物、紅蘿蔔、馬鈴薯、蛋

•看得到鍋子、木炭的倒影，顯示物件是放在鏡

面上拍攝

鐵鍋、木炭、及根莖類食物，象徵

原始的飲食及烹調方式

使用鏡面呈現鍋、木炭的底部，象

徵一覽無遺、無造假

色彩
•黑灰色木炭及鐵鍋

•紅黃色料理

黑灰色與紅黃色構成火山及熔岩的

意象

空間組織
• 相機以高角度拍攝，木炭與右下方鍋物構成 L
型

高角度拍攝暗示人與鍋物的關係，

人正在烹調食物

光線
•光源在左方偏上，在鍋內右側形成明顯的陰

影、光質硬
以硬光質呈現物件的粗糙與原始

4.2 攝影者意圖及表達性內容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各別影樣的圖說為攝影者意圖，並結合 4.1 構成性詮釋分析的結果，作為影像表達性內容，

也就是影像傳達的訊息。分析結果如表 7。 

表 7. 影像表達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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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號 子題 攝影者意圖（圖說） 表達性內容（影像傳達的訊息）

O1 地質學（geology） 
兩顆經典的沈積岩—頁岩與砂岩，提供蕎

麥麵包夾洋蔥與蘑菇的靈感。抹上優質的

奶油，再撒上來自土地的鹽會更棒

享用礦石感的麵包，感受地質作用

的產物

O2 海洋（ocean） 
海葵居住在幽黑的海底，其實對那些能釋

放神經毒的生物來說，海葵比牠們更恐

怖。牠們極力想要逃脫，最後只換來絕望

食物鏈：以海葵象徵人類的狼吞虎

嚥

O3 化石（fossil） 
菊石目生物有著蝸牛般的外殼，和恐龍一

樣已經滅絕，但依然能夠輕易找到牠的化

石。紅柿麵包就是模仿該生物化石的外形

以麵包模仿化石的外形，提醒人們

地球上曾經存在的美好生物

O4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印度蛋糕上灑著青苔，展現了與周遭環境

的一致性與相容性—隨時享用美食吧

印度沾醬是由多種果物構成，而印

度傳統習慣是以徒手抓取食物，藉

此表達不拘束、飲食與環境和平共

存

O5 
水晶視像（crystal 
vision） 

以硬糖模擬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中，那些

閃閃發光的石英與水晶
地質作用帶來各種讓人驚艷的礦石

O6 古老時代（the ages） 

鐵器時代被稱為偉大的發明期，而藜麥是

最古老、且富含鐵質的穀物之一，被稱為

「穀物的母親」。以原始的器具及方式，

烹調原始的食物

近來興起的食物—藜麥，其實是遠

古時代人們享用食物，樸實卻富含

養分與美味

4.3 觀者解讀分析結果 

本研究訪談 30 位不同年齡及經歷的人，其中 20-29 歲共 7 人、30-39 歲共 15 人、40-49 歲共 2 人、

50-59 歲共 4 人、60 歲以上共 2 人；有設計背景或經歷者共 12 人。所有觀者先前皆未閱覽過《Gather

Journal》。以下分別敘述觀者對食物攝影的既有認知，及看完影像後對提問一～提問三的回答結果。

關於前導問題「對食物攝影的想像為何」？受訪觀者回答大多為食物要看起來好吃、暖色調、桌面

有擺設、聚焦在食物的局部等。

1. 提問一：看完六張照片後大致的感想？（了解觀者對系列影像的認知狀況）

結果：研究者根據觀者的回答，將他們對樣本系列影像的認知，歸納為三種狀況，分別是食物層面、

形態層面、及訊息層面。認知狀況屬於食物層面的觀者，通常只專注在食物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屬於

形態層面的觀者，能感受到影像元素的擬態特性；屬於訊息層面的觀者，能指出影像背後的意圖。

樣本影像主題為「起源」，主旨在以食物訴說各個自然領域的歷史、生成方式或生活的樣態。其中

2 人認為此系列影像欲表達食物回歸原始或自然、1 人認為以自然為主軸，賦予食物更多意義。前述 3 人

已理解影像主旨，甚至想得更深入；6 人認為影像應該想訴說某個故事，但表示無法立即指出影像確切

的意圖；1 人認為影像傳達出正準備要開派對的訊息；而另 1 人認為影像想表達荒瘠的場域，帶有詭異

感。在尚未詳細解讀各別影樣前，共 11 人對樣本系列影像的認知屬於訊息層面，其中 7 人有設計相關的

背景；14 人屬於形態層面，其中 5 人有設計相關背景；5 人屬於食物層面，皆無設計相關背景，且年齡

為 40 歲以上。認知狀況歸納如表 8。 

表 8. 觀者對系列影像的認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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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有無設計相關背景 看完六張影像後的大致感受 認知狀況 
30 無 想要表達食物回歸原始 訊息層面，且符合系列影像主旨 
25 有 也許是食物回歸自然 訊息層面，且符合系列影像主旨 
36 有 圍繞著自然，賦予食物更多意義 訊息層面，且符合系列影像主旨 
32 有 每張都有主題性 訊息層面 
33 有 有故事性 訊息層面 

32 無 與想像的有落差，應該是別有深意的食物攝

影，想藉由食物探討人生哲學 訊息層面 

37 無 看完不想吃，但看到一半就發覺照片用了什麼

元素、想表達什麼才是重點 訊息層面 

31 有 在詮釋一些故事想要告訴觀者 訊息層面 
32 有 呈現意象 訊息層面 
37 無 感覺上要開一個派對 訊息層面 
26 有 荒瘠、詭異 訊息層面 
30 無 每張照片都像一幅風景 形態層面 
30 無 與認知的食物照很不同 形態層面 
30 有 把食物拍的像大自然的東西 形態層面 
58 無 視覺效果強烈 形態層面 

27 有 看到第二張之後，就能理解原來是要把食物與

大自然或生物結合 形態層面 

27 無 為了藝術，讓食物看起來不好吃 形態層面 
28 有 擬態食物照 形態層面 
24 有 臨摹大自然 形態層面 

33 有 與臺灣的食譜差很多，可是有些不太懂要做什

麼 形態層面 

58 無 與想像的差很多，原來也可以這樣拍 形態層面 
60 無 用食物做創意造形，展覽用 形態層面 
30 無 把食物與自然融合 形態層面 
30 無 畫面蠻漂亮的 形態層面 
33 無 每張都有主要大元素和主要的色調 形態層面 

40 無 不管怎麼陳列，只要是好吃的食物都還會是好

吃的樣子 食物層面 

55 無 多樣化的食物 食物層面 
58 無 （食物）看起來都不太適合我的年紀吃 食物層面 
42 無 不像食物，都不能吃 食物層面 
60 無 與平常吃的不太一樣 食物層面 

2. 提問二：各別影像解讀—看到什麼、聯想到什麼、喜歡或不喜歡，原因是？ 

結果：觀者對影像的解讀步驟為先辨認出影像中主要的物件，再將其與周遭物件作關係上的聯想。

研究者依逐字稿，將觀者解讀六張影像時提到的詞彙及感受（如表 9），以內容分析法歸納後發現，空間

組織及光線，幾乎不是觀者解讀時的線索。少部分觀者注意到色彩，但通常未進一步解釋。 

表 9. 觀者解讀各別影像時提到的詞彙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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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編號 子題 詞彙 感受性描述

O1 
地質學

（geology） 

石頭、礦石×18/麵包×10／顆粒很粗×4／
影子×3／沙灘×3／酒杯上的鹽，色彩像沙

子×3／酒杯上那圈×2／五穀麵包×2／冰塊

×3／腐蝕的木頭×2／馬芬、布朗尼、蛋糕

／巧克力粉／奶油／隕石／礦石饅頭／銳

利／素描擺放／清涼/淺底色／石頭深淺

色排列/很硬/蜂蜜愛玉飲料、柳橙汁／枯

山水/烈酒／山頂／冰山／黃褐色 

影子呈現的方式很漂亮／看起來很乾／看

起來很休閒、很渡假／感覺像在石頭上喝

酒，所以應該是烈酒／石頭被 cut 掉部分

了，想看完（整的）它們

O2 海洋（ocean） 

水母×19／海洋×9／洋蔥×7／酒×6／蒜頭×

5／串子，所以要烤×2／海鮮×2／黃瓜／

紅色／被插著的乾燥花／乾癟的不知道是

什麼／海流／珊瑚／夏天／精緻的飲品、

紅蘿蔔汁／壁紙／水族箱造景／烤肉派對

／藍色／軟掉的洋芋片／罌粟花／毒品

不知道酒杯要做什麼×5／覺得很可愛×3／
感覺很放鬆×2／可能像表達海洋污染之類

的×2／覺得酒在海裡很超現實／覺得不好

吃／思緒跟著海流、天馬行空／被畫面吸

引，不會去想東西好不好吃／不確定畫面

想要講什麼，也許是週五應該去喝一杯配

烤洋蔥？／玻璃杯的質感與其他很衝突／

重返光明的感覺／覺得最有親和力的一張

（因為看得懂），從恐怖到天堂

O3 化石（fossil） 

螺旋或漩渦×6／貝殼×5／鸚鵡螺×3／海浪

×2／海螺×2／蝸牛×2／化石×2／深色的盤

子×2／史前時代／紮實的麵包、法式麵

包、五穀、金牛角／豬腳或腿庫肉／細菌

擴張／蔥油餅／蟲繭／周圍白色的像糖霜

／冰湖表面／麵包上像是有眼睛／色彩對

比／油光／大理石／外太空

沒什麼感覺×3／最符合食物照的定義／不

管麵包用什麼承裝，反正它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麵包／滿足感／喜歡捲類麵包，所

以覺得很好吃／覺得頭暈／很奧妙包羅萬

象／想吃／覺得很甜／看起來覺得複雜的

感覺／覺得不舒服、會有蟲跑出來

O4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周圍綠色與食物上的綠色呼應×4／青苔×3
／森林×3／田園×2／發霉×2／果汁×2／香

草×2／養生 pizza×2／pizza／日式庭園／

禪意／自然／原始／中東／烏魚子／叢林

／土地／草／盆栽／草地／磅蛋糕／綠花

椰／海苔／乳酪蛋糕／素食／毛茸茸可能

是海藻／水族箱／縮小模型／野餐／青醬

／藍莓醬

整體感覺很協調×2／不像吃的×2／整體色

調統一／佈景很漂亮／坐在田園吃自己種

的食物、悠閒／喜歡有全景的食物照／髒

髒的、像吃土的感覺／杯緣髒髒的像被喝

過／看起來很健康／像是在水裡吃 pizza
／食物與背景融合／覺得這種佈置比較常

見，下午茶可能會長這樣／聯想到土地／

玻璃杯質感與其他的衝突／氛圍感覺像鹹

食／覺得飲料內容物匪夷所思

O5 
水晶視像

（crystal 
vision） 

葡萄×8／礦石、岩石×6／火山×5／鹽或糖

×4／珠寶、寶石×3／熔岩×2／果實×2／水

果×2／藍莓×2／琥珀×2／結晶體×2／冰品

×2／烤豬×2／灰燼／恐龍蛋／侏羅紀公園

／百香果／番石榴／海洋世界／半透明紅

黃色／山苦瓜／大自然／色彩鮮豔／木耳

／龍眼／青蛙／果盤／巧克力／藍色／異

形的嘔吐物／冰島的地景

食物在哪？×3／覺得困惑，重點是什麼×2
／覺得抽象／覺得是無生命的地方／覺得

漂亮／主題根本不是食物？／它們根本不

是食物，看起來不好吃／擬態要模仿一個

情境／看不出來是冷的還是熱的／雖然不

知道要做什麼，可是色彩很漂亮／想到雨

天、要喝杯酒的雨天／異國情調、原始／

半透明色調與整體融合／色調讓整體有種

神秘的感覺／覺得不舒服／最喜歡，因為

聯想到冰島的景色

O6 
古老時代（the 
ages） 

木炭×9／韓式×7／麻婆豆腐×5／熱×6／辣

×6／火山熔岩、岩漿×4／露營×4／溫暖×2
／麻辣鍋×2／原始×2／鍋×2／傳統的烹調

方式／黎麥／食物和背景對比強烈×2／王

子麵／咖哩麵／部隊鍋／番茄炒蛋／海苔

弄成木炭／蝦／豆腐／番茄／蛋／泡麵／

古老／非洲／野外求生／破爛的鐵具／鍋

燒意麵／石器時代

覺得食物看起來很好吃×4／沒什麼感覺／

純樸、原始的美味／就是食物／就是正常

的食物，沒什麼奇怪的東西／相較於其他

的看起來最好吃／符合一開始的期待，暖

色、刺激食慾／看起來比較想吃／背景感

覺是合成上去的，匪夷所思

在影像解讀過程中，有一人明確表示在看第一張影像（影像編號 O1）時，有點困惑畫面中什麼是食

物，接著看第二張影像（影像編號 O2）有明顯的水母意象時，認知到接下去的影像應該也會有類似的表

現手法。可見系列影像依照原作者安排的順序觀看，確實能達到一定程度的訊息傳遞。影像傳達的訊息，

與觀者對影像解讀的比較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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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影像傳達的訊息與觀者解讀結果比較 

影像編號 子題 影像傳達的訊息（表達性內容） 觀者解讀

O1 地質學（geology） 享用礦石感的麵包，感受地質作

用的產物

多數觀者在「到底是石頭還是食物」間猜

測

O2 海洋（ocean） 食物鏈：以海葵象徵人類的狼吞

虎嚥

多數觀者都能解讀到水母、海洋的意象，

並且表示酒杯在影像中的意圖不明，而有

1 人解讀出影像中帶有危險（暗處被串著

的乾癟洋蔥象徵死亡）與光明（亮處被裁

切的洋蔥象徵逃脫與生存）的訊息，另 1
人解讀出紅色酒隱藏危險的訊息。這 2 人

皆有設計相關背景

O3 化石（fossil） 以麵包模仿化石的外形，提醒人

們地球上曾經存在的美好生物

雖然多數觀者能看出螺旋，但明確指出是

鸚鵡螺或化石的只有 5 人 

O4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印度沾醬是由多種果物構成，而

印度傳統習慣是以徒手抓取食

物，藉此表達不拘束、飲食與環

境和平共存

有部分觀者表示整體色調、食物與佈景讓

人感受到調和，符合攝影者的意圖

O5 
水晶視像（crystal 
vision） 

地質作用帶來各種讓人驚艷的礦

石

多數觀者對食物到底在哪感到困惑，但能

接收到礦石、水晶、琥珀等的意象，或表

示雖然看不懂但色彩很漂亮所以喜歡、感

興趣

O6 古老時代（the ages） 
近來興起的食物—藜麥，其實是

遠古時代人們享用食物，樸實卻

富含養分與美味

明顯受到東亞文化的影響，有 7 人認為是

韓式料理、5 人認為是麻婆豆腐，部分觀

者注意到鐵鍋與木炭，進一步解讀可能是

火山熔岩的意象或原始的時代

有趣的現象是，在六張影像中，有三人表示對影像編號 O3 沒什麼感覺，一人表示對影像編號 O6 沒

什麼感覺，沒什麼感覺的原因，在於這兩張影像中的食物都很明確，反而讓觀者喪失進一步解讀的興趣。

3. 提問三：這六張照片的料理是依據一個主題發展而來，您會給它們訂什麼主題名稱？（了解觀者

在詳細解讀各別影像後，對系列影像的認知結果）

結果：研究者原意是想了解觀者在詳細描述各別影像後，是否能對系列影像的整體產生更進一步的

認知，例如認知狀況從形態層面進一步至訊息層面。然而訪談過程中發現，提到「命名」，有些人覺得

很難歸納一個名稱，有些人在解讀各別影像時並沒有太多想法，但卻認為要命名就要慎重、要吸引人…

等研究者未預期的狀況，因此難以從觀者對主題的命名結果，判斷其是否對系列影像有更進一步的解讀。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以構成性詮釋法拆解影像元素，輔以符號學觀點分析後，可知影像較深層的含義需要靠

「色彩」、「空間組織」、「光線」來解讀：(1)影像編號 O1：光線—在被攝主體周圍產生不自然的四道

漸變陰影，象徵地質作用漸進的過程；(2)影像編號 O2：色彩—紅色隱喻血液、危險；光線—畫面底部光

線較暗、上部光線較亮，隱喻由危險、死亡到光明、重生；(3)影像編號 O3：空間組織—90 度空拍視角，

同時也是考古鑑定的拍照手法，隱喻被攝體與古物的關聯；(4)影像編號 O4：色彩—綠色隱喻健康、和

諧；空間組織—周遭物件在畫面中所佔的面積比食物來得大，暗示周圍環境的重要性；(5)影像編號 O5：

空間組織—低角度貼近被攝主體，暗示觀者的視線如同凝視珠寶、珍貴礦石時，會以平視且貼近的距離

觀看；(6)影像編號 O6：光線—硬質光線呈現物件的剛硬、粗獷感，隱喻原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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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觀者在解讀影像時，最仰賴「內容」，也是最容易被辨認的影像元素，來解讀影像中物件彼此

間的關係，因此對畫面意義的解讀，較容易停留在形態層面。年齡在 20～39 歲的觀者，不論是否有設計

相關背景，都能意識到《Gather Journal》的食物影像並非只是為了呈現某種料理，更因此次訪談而對

《Gather Journal》的其他期數感興趣，想一探究竟；而 40 歲以上，尤其是超過 50 歲且沒有設計相關背

景的觀者，認為既然是食譜雜誌，內容就是食物，他們很在意影像中的食物能不能吃、是不是過度加工

了等，無法從食物刻意營造的某些形態產生其他聯想，可見他們並不屬於《Gather Journal》的目標讀者。 

智慧型手機的便利，讓人人都可以是攝影師，網路上也能找到許多教人拍出食物美照的小技巧。把

食物拍得美已不是難事，該如何讓食物攝影能夠傳達美、好吃以外的訊息？本研究從探討《Gather Journal》

食物攝影的結果，建議如下：

對攝影者而言：(1)攝影者在拍攝食物時，若能先設定主題，根據該主題營造畫面構成，能使食物攝

影跳脫純粹美、好吃的特性，更可建立攝影者對食物攝影的獨特觀點；(2)影像深層的含義需要靠色彩、

空間組織、光線來傳達，攝影者可刻意凸顯這三點的特質，強化欲傳達的訊息。

對觀者而言：(1)影像中的物件是最容易被辨識的元素，除了覺得物件美或醜以外，觀者可以試想「為

什麼是這個物件？」，從表面上的「看到什麼」進一步到「可能想表達什麼」；(2)對於色彩、空間組織、

光線，觀者同樣可以試想「這個色彩對我來說產生了什麼情感？為什麼？」、「為什麼空間關係會這樣

配置？有什麼感受？」、「光線強烈、均勻、陰暗，讓影像產生什麼樣的氛圍？」。透過前述方式，在

食物美照盛行的時代，觀者除了對食物影像美醜的直覺判斷，更可建立閱讀食物影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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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慢跑軟體介面使用性之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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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人們因為重視生活品質，開始重視個人體態及健康管理。休閒運動參與也可以代表著現代化國

家的生活品質的指標。人們會藉由慢跑運動來放鬆減壓丶體重及體態的維持。本研究以行動裝置慢跑程

式作為探討介面與體驗感受，探討其資訊架構與主畫面的介面配置對於使用者之使用績效與體驗感受能

達到更好的體驗，以利進一步改善運動紀錄軟體介面設計以提升使用者滿意度。研究結果如下：(1)三款

使用介面在任務績效中的找尋配速功能(任務三)、新增跑步照片(任務四)、將歷史紀錄分享到社群平台(任

務五)之分析中具有顯著差異；(2)三款使用介面在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之分析中具有顯著差異， 受測者

認為 Runtastic 這款運動慢跑軟體的使用性良好，悅跑圈及 Keep 有很大的改善空間；(3)歷史紀錄之數據

較為龐大，應該簡化介面層級及加強圖示易讀性，讓使用者操作更加流暢，以便符合使用者需求。

關鍵詞：慢跑軟體、運動歷史紀錄、跑步社群、介面設計、人機互動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根據體育署公布的「102 年運動城市調查 」，國人主要的運動項目多以散步、慢跑、騎腳踏車、籃

球及爬山為主。台灣地區民眾參加慢跑等休閒運動的時間有顯著的提升，且因經濟不景氣使得民眾對運

動的觀念有了不一樣的轉變，喜愛運動的國人希望花費較低廉就可以達到運動效果，因此選擇了慢跑、

爬山、健走、游泳、逛街等經濟又實惠的休閒運動（余祖迪，2009）。

近年來有許多互動的運動裝置，像是腳踏車上的心率監測器，智慧型手機的慢跑軟體甚至是極限運

動的 GPS 穿戴式裝置（Mueller, 2014）。然而目前喜愛跑步的人都會利用智慧型手機來記錄他們的跑步

過程，也喜歡累積數據或打破紀錄，不停的挑戰自己，穿戴裝置或運動 App 都是幫助他們超越自我的工

具。例如 Nike+或 Runtastic pro 除了能記錄跑步路程丶消耗熱量、播放鼓勵自己的音樂外，NIKE+「里

程碑」的設計，若達成若干運動成就，即可獲得數位獎盃（智榮基金會，2017）。

1-2 研究目的

隨著科技進步及網路的快速成長，人們出門用智慧型手機來記錄及感測身體狀況越來越盛行。如今

手機的發明及應用程式的開發，線上即時的紀錄慢跑的狀態更具有效益與便利性，使得慢跑紀錄軟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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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可能性及市場發展，目前台灣很少自行開發慢跑軟體，大都數是由國外進行開發，如 Nike +及

Runtastic 。然而目前慢跑紀錄軟體皆在 IOS 系統與 Android 系統均有提供相對版本可供使用，相對以前

的慢跑應用程式還要再搭載一個穿戴型裝置，更加來的方便許多。且不僅提供了慢跑後查看的各項資訊

外，部分慢跑應用程式提供了線上揪團的功能，值得加以探討。目前免費的慢跑軟體的反應速度及資料

精準度，是取決於硬體來決定，而軟體主要是提供使用者在使用介面上的使用性，以及了解使用者對此

介面的黏著度。使用大尺寸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越來越多，在跑步時操控螢幕尺寸較的情況下，會產生

新的介面設計的需求，在視覺呈現方面：手勢操作、介面資訊配置設計、握持方式、社群分享及歷史紀

錄是有待改善的部分。 

二、文獻探討 

2-1 運動態度 

運動態度是指個體對於外在人、事及周圍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持久性及一致性的行為傾向。此種

傾向可由個體的外顯行為推測，但態度內涵卻不限於單純的外顯行為，尚包括情感及認知 (張春興，

1991)。Fishbein 與 Ajzen(1972) 提出態度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態度是個體內心層

次，態度具有方向性、強弱度並可經由經驗與學習而顯現不同的反應，一般多從認知、情意、行為三方

面上著手態度相關的研究（王逸君，2008）。Hovland 與 Rosenberg 於 1960 年提出的態度三元素模式(如

圖 1)，來解釋健身運動態度，認知層面指對健身運動的信念，情感層面為對健身運動的感，應用在運動

的態度三元素觀點。 

 
圖 1. 應用在運動的態度三元素觀點 

2-2 慢跑軟體之人機互動設計 

人機互動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主要是以人為本的使用者與系統間的互動關係，其中系統

包含軟硬體且在進行作用時會透過使用者介面，就是人稱的 UI（user interface）作為媒介，然而使用者

會經歷輸入（input）與輸出（output）的動作來完成操作的行為(如圖 2)。然而在使用者介面也需要圖形

或符號的輔助，才能讓使用者用最直覺及最少的時間來熟悉介面。然而在趨勢引領下，人機互動模式不

斷更新，語音辨識與合成、手勢辨識與虛擬實境等技術，已成為人機互動的模式。人機介面的趨勢，終

將從電腦為中心轉為以人為中心（唐國豪，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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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慢跑軟體之人機互動模式(修改自陳建雄老師人因工程課程講義) 

2-3 慢跑軟體之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又稱知識架構(structure knowledge)，這個名詞是由蘇格蘭心理學家Kenneth Craik在1940 年

代創造出來的，逐漸成為人機交互的常用名詞。心智模式也就是指一群互相連結的物件，其明確的狀態

呈現兩者間有關聯性。運用在設計上，使用者操作介面時，設計師的心智模式與使用者的感官知覺以及

反應或是背景的差異將會間接或直接的影響了整個運作的模式，也會使效能因此而下降。

Norman (1988)針對了互動設計介面層面闡述了心智模式透過產品或物件的關係，架構出設計的心智

模式(design model)、使用者的心智模式(user model)及系統形象(system image)的關係(如圖 3)。設計模式

是設計師會針對產品的外觀及操作達到想傳達的概念；使用者模式是透過產品傳達的概念有了印象或感

覺；而系統形象則是呈現的介質（包含介面或文字）。圖 3 針對慢跑軟體三者間的互動模式。 設計慢跑

介面應考慮的因素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也就是以符合人性為重點， 因此在設計慢跑介面時必須考

慮跑者的喜好及心智發展，符合使用者之行為特性才能設計出符合跑者之所需求的軟體介面呈現方式以

及操作路徑。

圖 3. 慢跑軟體之心智模式(修改自 Norman心智模式架構)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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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於探討使用者在操作慢跑運動軟體時的使用經驗與需求，因此實驗將會針對不同的主要

功能進行研究，透過質化訪談挑選三款功能相近但介面相異的軟體進行實驗，實驗以量化方式為主，質

化方式為輔。量性部分是紀錄受測者操作 5 個指定任務，實驗結束後評估其使用性，填寫「系統使用性

尺度量表(SUS)」，並進行平台的使用性進行分析與探討。質性部份為實驗後之訪談，了解受測者對於介

面之體驗感受與建議。

3-1 實驗對象

本實驗以立意抽樣方式共邀請 30 位受測者，男性 18 位，女性 12 位，參與運動慢跑軟體使用介面實

驗，採用組間單因子之方法進行實驗，每人操作一款應用程式，針對功能使用性進行任務操作。本研究

以 20-29 歲的年輕學生族群為主要受測者;教育程度皆在大學以上;且每週都有運動經驗，30 位受測者中

有 20 位受測者使用 iOS 系統、10 位受測者使用 Android 系統。在使用慢跑軟體運動軟體之頻率調查中，

有 23 位(76%)使用過運動紀錄軟體、7 位(24%)受測者未使用過運動紀錄軟體。 

3-2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實驗中分為量性與質性兩部分，除了先行親自使用慢跑軟體找出操作現況的問題點，結束

後填寫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US)。質性部分則是以訪談的方式找出使用上的問題點、操作上主觀感受並

給予建議。

3-3 操作任務設計

在此階段實驗採組間單因子之方法進行實驗，每位受測者操作一款應用程式。實驗主要針對運動慢

跑軟體之歷史紀錄設計任務。在進行任務設計前，本研究訪問 3 位慢跑軟體之使用者，詢問日常使用慢

跑軟體的情境與習慣，並針對訪談結果進行實驗之任務設計，觀察受測者對於操作之流暢性與所遇到的

問題，整理為如表 1 之操作任務內容。 

表 1. 任務操作內容 

任務內容 任務目的

任務一 開始新的慢跑紀錄，30秒暫停，查看跑步路

線放大並置中。

透過操作此任務尋找地圖之功能位置，並探討受

測者在地圖放大縮小之操作性。

任務二 查看9/27的跑步資訊（跑步時間與消耗熱

量）。

藉由此任務探討受測者在歷史紀錄繁雜情況

下，是否可有效率找尋資訊。

任務三 查看9/27歷史紀錄的配速數據（分鐘/公里）。 藉由操作此任務來探討受測者對於配速功能之

重要性及了解在歷史紀錄層級的配置。

任務四 在9/27跑步歷史紀錄中，新增一張照片。 藉由操作此任務來了解新增照片的圖示與層級

是否清楚明瞭，了解呈現形式之差異。

任務五 利用社群平台，分享9/27跑步歷史紀錄。 藉由操作介面來了解，受測者在分享至社群平台

的不同介面感受之差異。

3-4 實驗問卷

1. 基本資料問卷:包含受測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慢跑軟體使用習慣之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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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US)：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可用以量測受測者操作受測介面之主觀感受。

3-5 實驗流程

1. 對受測者進行簡單個人資料、運動狀態做一個初步的了解與慢跑軟體使用等問卷調查。

2. 向受測者介紹實驗內容及任務，並以口頭方式詢問是否清楚任務。

3. 紀錄受測者的每一項任務之時間，並觀察受測者在操作時的問題。

4. 操作完每個樣本時，會請受測者填寫「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並簡單闡述操作的過程及感想，

探討優缺點並提出建議。

3-6 實驗樣本說明

1. 悅跑圈：實驗樣本 1「悅跑圈」，如圖 4 所示，是一款著重於跑步社交運動及線下之賽事活動提

醒功能，2014 年由廣州悅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成立，成立的目的為中國愛好跑步的跑者或是

新手跑者提供全方面的服務且提供社交功能於此應用程式，且是中國最受歡迎且黏著度最高的

運動慢跑軟體。

圖 4. 悅跑圈介面(a) 首頁；(b) 歷史紀錄。 

2. Keep：實驗樣本 2「Keep」，如圖 5 所示，是一款致力於提供健身教學、跑步、騎行、交友及

健身飲食指導、裝備購買的運動紀錄平台。從 2015 年 2 月上線至今，Keep 已經影響超過 1 億

人的運動習慣。 Keep 在最新版本 4.0 中，整合了現有的運動項目，並新增個人化訓練推薦，

此平台與其他款運動紀錄軟體不一樣的地方，是提供了課程的訓練，並提供了健身動態對於運

動者有對運動的基本知識。

圖 5. Keep介面(a) 首頁；(b) 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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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untastic：實驗樣本 3「Runtastic」，如圖 6 所示，是一款結合社交功能及遊戲化方式，來激勵

運動者的運動意願。2015 年 8 月，Adidas 以 2.20 億歐元收購 Runtastic。此款 Runtastic 是慢跑

軟體中歷史悠久且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高，然而大部分使用者都有使用過此款運動紀錄軟體

來紀錄運動過程。

圖 6. Runtastic介面：(a) 首頁；(b) 歷史紀錄。 

四、實驗結果與討論

4-1 任務操作時間績效分析

任務的操作績效以花費的時間秒數作為依據，花費時間越短，則績效越高。經由 SPSS 單向 ANOVA

統計分析，顯著標準值 α設定為 0.05，其平均值、標準差與 F 檢定結果，如表 2 所示。由分析結果得知，

任務一(F=1.492, P=0.243>0.05)、任務二 (F=2.911, P=0.072>0.05)、任務三 (F=27.211, P=0.000<0.05)、任

務四 (F=10.778, P=0.000<0.05)、任務五 (F=4.643, P=0.018<0.05)，除了任務一與任務二之外，其餘三項

任務皆有顯著差異，以下將逐一做分析與探討。

表 2. 受測者對於三種不同運動慢跑軟體的任務操作績效敘述統計及 ANOVA 檢定結果 

悅跑圈 Keep       Runtastic 

M(SD) M(SD) M(SD) F值 P值 

任務一 67.00(27.30) 76.80(24.79) 59.90(24.79) 1.492 0.243 

任務二 59.40(41.49) 42.80(38.20) 23.70(10.36) 2.911 0.072 

任務三 13.80(04.93) 32.30(08.85) 11.50(06.36) 27.211 0.000* 

任務四 14.10(09.85) 36.00(15.57) 17.80(06.52) 10.778 0.000* 

任務五 08.90(05.06) 20.70(11.44) 18.80(10.14) 4.643 0.018* 
*表 P<0.05, 三者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任務三為查看歷史紀錄特定日期的配速數據，經過統計分析後可得知，三款軟體操作績效有顯著差

異存在(F=27.211, P=0.000<0.05)。其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悅跑圈與 Keep 的事後比較有顯

著性差異(P=0.000<0.05)；Runastic 與 Keep 的事後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00<0.05)。可知三個樣本中悅

跑圈(M=13.80, SD=4.93) 與 Runastic (M=11.50, SD=6.36) 的操作時間較短，然而兩者間無差異。Runastic

與悅跑圈操作績效優於 Keep (M=32.30, SD=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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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任務三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lpha=.05的子集 
N   1  2 

Runtastic 10 11.50 
悅跑圈 10 13.80 

Keep 10 32.30 
顯著性 0.076 1.000 

事後訪談時，有許多受測者反應在使用悅跑圈這款慢跑軟體時，一開始會不太清楚歷史紀錄的位置，

但其歷史紀錄的內容功能清楚呈現，主要呈現方式是以重點呈現，對於想要早的資訊一目瞭然，故整體

的使用性感受佳。然而 Runtastic 與悅跑圈的呈現方式較於類似，是以條列式方式呈現，是三款中最清楚

呈現，再透過統計數據可知，受測者對於使用 Runtastic 的感受是三款中最佳的。然而受測者花最多時間

操作與最疑惑的運動慢跑軟體 Keep，其軟體在找尋歷史紀錄的日期有一定的困難度，因為當數據過多

時，必須慢慢的尋找，故平均操作時間較久，且進入 9 月 27 日的歷史紀錄時，無法一次性的瀏覽其內容

與資訊，必須利用拖拉的方式來觀看紀錄，不少受測者不確定下面是否有資訊，因為返回前一個頁面，

因此成為此任務中平均操作時間最長的一款軟體。

任務四為查看歷史紀錄特定日期並且添加一張屬於特定日期跑步的照片，經過統計分析後可得知，

三款軟體操作績效有顯著差異存在(F=10.778, P=0.000<0.05)。其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如表 4 所示，悅跑

圈與 Keep 的事後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00<0.05)；Runastic 與 Keep 的事後比較有顯著性差異

(P=0.001<0.05)。可知三個樣本中悅跑圈(M=14.10, SD=9.85) 與 Runastic (M=17.80, SD=6.52) 的操作時間

較短，兩者間無差異。Runastic 與悅跑圈操作績效優於 Keep (M=36.00, SD=15.57)。 

表 4. 任務四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lpha=.05的子集 
N   1  2 

悅跑圈 10 14.10 

Runtastic 10 17.80 

Keep 10 36.00 

顯著性
0.767 1.000 

透過訪談結果得知，由於悅跑圈在設計圖示時，主要在畫面中清楚呈現，位置呈現也讓受測者使用

時可以容易操作，在三款運動慢跑軟體中平均時間在操作上是花費較少的，可知操作次向任務的感受佳。

次之是軟體 Runtastic，其圖示也算清楚，但不同於悅跑圈的圖示，這款軟體則是以圖片的圖示呈現，受

測者在操作時，在設計層面上還有一定的直覺性。受測者花最多時間操作的運動慢跑軟體 Keep，其新增

照片的功能在下拉式介面的最下層且沒有清楚的引導，會讓受測者誤以為沒有資訊，而忽略掉資訊。

任務五為查看歷史紀錄特定日期的資訊分享至社群平台，經過統計分析後可得知，三款軟體操作績

效有顯著差異存在(F=4.643, P=0.018<0.05)。其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如表 5 所示，悅跑圈與 Keep 的事後

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09<0.05)；且悅跑圈與 Runastic 的事後比較無顯著性差(P=0.076>0.05)，而

Runastic 與 Keep 兩者間無差異(P=0.901>0.05)。可知三個樣本中悅跑圈(M=8.90, SD=5.06)的操作時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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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較短。Keep(M=18.80, SD=10.14)操作時間較長。 

 

表 5. 任務五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lpha=.05的子集 

 N                  1                 2      

悅跑圈 10 8.900  

Runtastic 10 18.80 18.80 

Keep 10  20.70 

顯著性  0.07670 0.901 

 

事後訪談時，多受測者反應在使用悅跑圈這款慢跑軟體時，對於分享上傳的圖示較為理解，與其他

兩個軟體比較起來，受測者較能理解對於上傳圖示的意思，且悅跑圈的配色對比度較大，比較能清楚的

看到圖示。部分受測者認為 Runastic 的上傳位置可以與新增照片為同一個層級，可以增加操作上使用性。

圖為三款樣本之歷史紀錄分享社群平台之功能。 

4-2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US)分析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部分，主要用以檢測樣本的使用性，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如表 6 所示，發

現三款應用程式間有顯著差異(F=3.762, P=0.036<0.05)。 

表 6.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之敘述統計及 ANOVA 檢定結果 

                悅跑圈             Keep             Runtastic 
 M(SD) M(SD) M(SD) F值 P值 

SUS 56.00(09.58) 49.50(24.28) 68.00(04.53) 3.762 0.036* 

     *表 P<0.05, 三者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再經由 Scheffe 事後檢定分析如表 7 結果可以發現，悅跑圈(M=56.00, SD=9.58)與 Runastic、Keep 兩

者皆無顯著差異。但 Keep (M=49.50, SD=24.28)與 Runastic (M=68.00, SD=4.53)兩者間有顯著差異

(P=0.036<0.05)，且 Runastic 的分數等於 SUS 分數均值 68 分，表示受測者認為這款運動慢跑軟體的使用

性良好。而 Keep 分數落在 SUS 最低等(0-59)，因此推論受測者對於這款系統尚有改善的空間。 

表 7.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之 Scheffe事後檢定結果 

  Alpha=.05的子集 

 N                  1                 2      

Keep 10 49.50  

悅跑圈 10 56.00 56.00 

Runtastic 10  68.00 

顯著性  0.642 0.233 

61



五、結論與建議

慢跑紀錄軟體已成為大多數運動者紀錄的主要平台，因此在介面設計上應更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以

及考量使用者心智模式，提供更直覺易用的操作方式且在資訊量龐大時，也可以讓資訊一目瞭然，是可

以關注的課題，創造對使用者更友善的使用體驗。綜合先前的研究分析，與事後訪談結果討論，本研究

歸納出以下幾點對於運動慢跑紀錄軟體介面設計之建議：

(1) 圖示與文字的易讀性

在實驗中，大多使用者會在乎文字與圖示的精準度，若文字與圖示表達不清楚，難以判別功能

選項，故會嚴重影響使用者在操作上的感受。三款之中，受測者表示 Keep 此款軟體，在文字與文字的

區隔太不明顯，會誤導使用者在操作上的認知，其圖示是單色調的呈現，會讓受測者感到不知所措。但

在 Runtastic 的介面中，文字與圖示較為精準，且將重點放在畫面上的下欄位置，使用者在操作上方便且

直覺。

(2) 清楚的分層管理

在使用慢跑紀錄軟體時，應該簡化層級，因為使用者所需要的內容，最重要的還是數據的分析與回

顧。故為了符合使用者需求為考量，因簡化分層，內容不應該是層層堆疊，會讓使用者想找資訊卻感到

挫敗。三款之中層級最清楚的是 Runtastic，內容清楚明瞭，整理及簡化了所有資訊。但發現使用者在操

作悅跑圈時，資訊量龐大會不知道那一個是重點，且在資訊過多的情況下加上層級多，會有找不到資訊

的問題。因此在軟體層級上，若忽略了一般使用者對於邏輯架構的理解，會導致操作上困擾與反感，未

來在設計上也可以用把資訊量整理，重新配置定義層級的架構。

(3) 以使用者為中心導向設計

以慢跑紀錄軟體的使用者來說，直覺的紀錄介面及數據判讀之使用性是主要的訴求，一款好用的慢

跑記錄軟體硬要符合使用者心智模式，除了考量軟體功能性之外，更注意的是是否以使用者的角度為思

考，了解易視性、操作的回饋性以及預示性，對於使用者而言，有時在操作的時候是動態，所以更加注

意到不同的操作模式與感受。根據受測者的訪談得知有個人化介面的需求，針對不同的使用族群，可以

給予或自行設定顯示的數值，不僅可以方便在文字上判讀，還可以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此方向也是未

來設計上直得探討的方向。

(4) 介面引導與提示

清楚且好的介面有時應加上必要的提示功能，受測者反應在 Keep 此款軟體中，若要新增照片時，

頁面的呈現不直覺，反應是因為介面沒有適當的提示與引導，而容易錯過相關資訊。在主要畫面的呈現，

應以開始的跑步介面為主，Runtastic 介面的優勢便是把資訊做得很明確，不會讓使用者再去尋找開始跑

步的介面，然而悅跑圈的是把開始跑步的按鈕放在下方的主要功能欄位，但因為顏色較過於類似，且沒

有放大之提示，導致使用者在操作上困惑，也失去當初設計上的意義。

(5) 更直覺的介面呈現與操作流程

相較於其他兩款軟體對於地圖的操作，Runtastic 在地圖尺寸的放大，比較不符合使用上的感受，在

操作上點擊兩次是放大或多餘的觸碰，會讓尺寸一直無限延伸。在跑步時，使用及觀看地圖的尺寸比例

不用太大，只需要縮小及放大比例，在設計上要更直覺。可以如同其他款軟體，點擊兩下是放大，再次

62



      

 
點擊即為縮小之比例。且若在跑步，要考慮到單手操作的原則，以及內容與介面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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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於外賣平台介面設計之研究

 裴 璐*+   陳建雄** 

*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教授 

+通訊作者: m10510801@gapps.ntust.edu.tw 

摘  要

移動互聯網終端的普及和應用，興起了 O2O 模式的外賣 APP。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整合外賣商家

資源提供給使用者使用線上外賣服務。其減少了商家處理訂單與中間往來溝通的時間成本，為餐飲企業

降低了了人力成本、經營成本、管理成本等問題。外賣 APP 在 2015 年才進入台灣，起步較晚，目前外送

平台市場的市佔率佔整個餐飲業約 5%，但是其使用人數不斷上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如何提供給使用

者清楚的菜單及透明的評價系統，幫助其選擇想要的餐點？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外賣 APP 之介面易用

性，了解現有的外賣 APP 的功能、介面呈現方式和使用層級，分析使用者在操作其介面之偏好與感受，

歸納整理後提出可行性的設計建議。本研究將針對“餓了嗎”、“美團”及“UberEATS”三款外賣 APP

進行比較，實驗採用單因子組間之方式進行。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如下：（1）三款外賣 APP 介面任務績效

在篩選器功能（任務三）、購物車編輯（任務四）、結帳功能（任務五）之分析中有顯著性差異；（2）

三款使用介面在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之分析中並無明顯差異，且都低於平均分 68，受測者對於三個樣本

的使用性感受較弱。

關鍵詞：外賣 APP、O2O、介面設計、使用性測試、單因子組間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於 2013 年，Grubhub 及 Seamless 在美國策略聯盟合併上市，IPO 時超過 26.7 億美元的市場估值，

讓市場意識到了外賣平台的潛力。根據 CB Insight 的調查指出，2014 年全球外送電子商務投入資金超過

10 億美金（Inside，2015）。目前，外送平台在全球市場進入百家爭鳴的時代，遍及歐洲、拉丁美洲、

中東和亞洲。中國大陸是外送平台競爭最激烈的地方之一，根據艾瑞諮詢的數據指出:2015 年，中國大陸

整體網民約 6.88 億人，曾使用過外賣 APP 點餐的用戶 50%;2015 年，餐飲 OTO 市場規模為 1,615.5 人民

幣，預計 2018 年餐飲市場將突破 2,897.9 億人民幣（馬韻涵、李品嶢，2016）。外送平台前三名分別為

餓了麼（2009 年 iOS 上線）、美團外賣（2013 年 iOS & Android 上線）和百度外賣（2014 年 iOS 上線），

這三家佔據了中國大陸外賣市場逾八成的交易額，成為外賣 O2O 的第一層級外賣平台（劉平英，趙文秀

等，2016）。2015 年 5 月，Rocket Internet 旗下電子商務品牌 foodpanda | hellofood 獲得了由高盛領銜的

1 億美金融資，同年 9 月宣布進入台灣市場，從每年約 4200 億（NTD）的餐飲產值市場搶奪立足之地（王

柔雅，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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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餓了嗎”、“美團”及“UberEATS”這三款市場來自台灣和大陸外賣 APP 進行交叉比

對，找出差異性來提升使用者經驗。本研究目的有二：

1. 透過文獻瞭解 O2O 模式的外賣 APP 以及設計原則運用在外賣平台之觀點；

2. 瞭解與分析使用者在操作外賣 APP 介面之偏好與感受，歸納整理後提出可行性的設計建議。

1-3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主要以「大眾對於外賣 APP 功能列選單介面互動操作經驗」為主。通過實驗探

討其功能資訊的呈現、使用者操作模式是否符合使用者之心智模式。為避免受到其它變項影響，本研究

之範圍與限制如下： 

1. 人機介面的研究：通過人機互動方式、人機介面的理論研究為基礎，觀察使用者使用外賣 APP 之操

作行為的滿意度，作為介面設計的依據。

2. 互動體驗：針對使用者對於功能資訊之視覺呈現之互動體驗感受，做為主要探討之因子。通過對使用

者進行任務操作、質性訪談，結合使用者操作介面時的觀察，統整使用者操作介面互動行為上所遇到

的困難、困惑與介面功能資訊反饋之現象，找出外賣 APP 與使用者之間新的互動機會。應用程式本

身的邏輯演算影響使用性的部分將不列入研究探討的範圍。

3. 硬體限制：本研究將以 Apple 販售 5.5 吋之 iphone 7Plus，版本為 iOS 11.1 的作業系統上作為測試及

實驗應用硬體，因此使用者過去習慣之操作不同硬體處理之間的差異，不作為這次研究探討的範圍。 

4. 網絡使用環境限制：本研究以 4G 連線網路，比較任務時間績效僅適用於本次研究樣本間的操作過程，

連線穩定度與速度所導致頁面顯示出來的快慢程度將不列入此研究範圍內。

二、文獻探討

2-1 外賣 O2O 模式

外賣 O2O 是指借助互聯網信息平台，連結線上用戶和線下餐飲企業（商家）。線上以使用者需求為

導向，將外賣資源和服務整合提供給使用者。讓使用者線上訂餐並提供外賣服務。線下給企業擴張了銷

售渠道，節省人力、資金，實現企業（商家）規模的擴張（廖星，2016）(如圖 1)。 

外賣模式有三個部分，分別是訂餐、等餐及用餐。使用者在其中會經歷 7 個服務階段，分別為打開

APP、挑選美食、支付、等待用餐、領取餐點、用餐及使用者對商家的反饋。根據各個服務階段，在數

字接觸點、物理接觸點及情感接觸點整合外賣模式的特色(如圖 2)。 

圖 1. 外賣訂餐模式（徐佩，周美玉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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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外賣訂餐服務流程（徐佩，周美玉繪製） 

2-2 外賣 APP—人因工程模式

依據心智模式、認知過程、人機互動、使用者介面設計這些理論，將之發展成外賣 APP 人因工程模

式(如圖 3)。 

圖 3. 外賣 APP—人因工程模式（改繪自 2017 共同作者人因工程講義） 

2-3 使用性的設計原則

Norman（2006）在《設計的心理學》提到使用性的設計原則如下 6 點：

1. 預設用途(affordances)：物件本身的屬性，讓使用者了解該如何操作。

2. 易視性(visibility)：提供明確可見的提示功能，讓使用者了解如何操作使用。

3. 回饋(feedback)：使用者每完成一步驟後，回傳給使用者操作狀況，使其瞭解現在的狀況。

4. 限制(constraints)：系統提供某種操作形式的限制或警告(如：用紅色代表限制使用)，使其瞭解在特定

的情境下會有特定功能的限制。

5. 對應性(mapping)：讓使用者聯想操作介面和其所操作後產生的效果，由高到低的對應三個層次如下： 

•最佳對應：控制介面的位置相對應操作後產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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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佳對應：控制介面盡可能的在相近產生效果的位置。

•不錯的對應：以相同的分布方式排列控制介面及操作產生的效果。

6. 一致性(consistency)：以類似的邏輯方式組成同一系統的功能操作流程及介面設計元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四部分進行實驗。第一部分為調查分析，本研究收集使用 APP Store 上的中國大陸及台灣

的外送 APP，選出最具有相同功能代表的三款實驗樣本；第二部分為實驗規劃，針對三款實驗樣本設計

問卷量表，受測者操作 5 個任務的規劃；第三部分邀請受測者針對這三款樣本進行操作，觀察他們在操

作時發生的問題，在任務操作後請受測者填寫「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訪談受測者在使用 APP 操

作時的整體感受與關於外送 APP 未來的建議。第四部分為歸納本章節的實驗結論，並提出可行性的改善

建議。

3-1 實驗樣本

1. 餓了嗎使用個人帳號可以購買外送食物，可看見使用者對商家及餐點的評價，使用者購買後可即時關

注自己的餐點到達的時間及地點，及外賣小哥的聯絡方式。獨特功能有：（1）在每天 17:00 前線上

預約第二天的早餐；（2）多人訂餐，避免訂餐數量太少餐廳不願外送之情況發生；（3）和超商、藥

局、花點合作，提供商品外送服務；（4）幫買幫送的服務，節省使用者處理瑣事時間(如圖 4)。

圖 4. 餓了嗎 APP 首頁 

2. 美團外賣除了協助使用者訂餐，可見每間店家的評分和評價，視覺化可見購買後的餐點到達時間及地

點，外賣小哥的聯絡方式。使用者的其特殊功能有：（1）可針對校園訂餐，緩解學生族群高峰時間

段等待時間；（2）和超商、藥局、花店、蛋糕店合作，提供商品外送服務；（3）跑腿代購的功能，

節省使用者處理細項事情的時間(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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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美團 APP 首頁 

3. 台灣版的 UberEATS 的外送目前只能在台北市使用，其主要功能是外送餐點，並無別的服務。點餐時，

沒到營業時間或打烊時間的店家，直接顯示灰色，讓使用者清楚的知道這家不能點餐(如圖 6)。

圖 6. UberEATS APP 首頁 

3-2 實驗問卷

1. 在做實驗前請受測者填寫「基本資料問卷」，主要內容有受測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有無使

用過外賣 APP 的經驗。

2. 讓使用者填寫「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以用來量測受測者操作受測介面之主觀感受。此份量表

一共有 10 題，分為五階尺度量表形式，正反面交叉詢問受測者之主觀評價。分數越高，代表受測者

在主觀上對受測的樣本滿意度越高，反之則沒有很滿意。

3-3 實驗對象

本實驗以便利抽樣的方法，針對三款實驗樣本各有 10 位受測者參與使用性實驗，共邀請 30 位受測

者（男性 9 位，女性 21 位）。受測者年齡平均分佈在 20～34 歲的範圍內，受教育水平為碩博士，皆有

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的經驗（100%）。其中有 5 位受測者沒有使用過外賣 APP 的經驗，有 7 位受測者

使用過“UberEATS”，5 位曾使用過“foodpanda”，8 位有使用過“百度外賣”的經驗，14 位受測者皆

有使用過“餓了嗎”及“美團”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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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操作任務設計

本實驗採用單因子組間（Between-subjects）的方式進行，任務內容與目的總結在表 1。實驗前，詢問

受測者是否有操作過實驗樣本的經驗，避免使用者操作有深度經驗的 APP 進行實驗。 

表 1.實驗之任務操作內容與任務目的 

任務 內容 目的

1 用搜索欄找到有賣水餃、牛排的兩間不同的餐廳，選

擇置頂的兩家店將其加入我的收藏中，再從我的收藏

中取消水餃那間店

了解搜索功能及收藏功能的易用程度

2 將我的收藏中的牛排店分享至社群軟體 透過此任務操作尋找分享icon，讓受測者感受該功能

的介面使用性

3 從美食（搜尋）**中的分類中選擇日韓料理（日式料

理）**，選擇人均消費最低的那間店，添加該店3份

不同的食物至購物車

藉由此操作人物讓受測者了解搜尋、篩選器之功能易

用性

4 將我的購物車中的第一個餐點刪除，第二份餐點變成

+5，再進入該店選擇一份購物車裡沒有的餐點加點進

去

購物車內餐點的加減功能，並瞭解受測者對實驗APP

之編輯功能是否直覺易操作

5 進入購物車，將之前的地址切換成新增地址上海市交

通大學閔行樓（台北市基隆路4段43號）**，選擇優

惠卷（添加優惠碼）**，並完成結帳 

透過此操作任務模擬切換送餐地址、選擇折扣並完成

結帳，讓使用者感受完成結帳程序是否能夠快速直覺

尋找

*表中的「**」代表 UEREATS 的操作內容

四、資料分析

4-1 任務實驗操作結果與分析

本次實驗運用 SPSS 單向 ANOVA 統計分析。5 項任務的操作績效，以花費的時間（秒）為因子，

花費的時間越短，績效越高，顯著標準值α設定為 0.05。由表 2 可知，任務三、任務四及任務五其 P 值

均小于 0.05，實驗樣本之間有顯著性差異。 

表 2.執行任務時間績效分析敘述統計及 ANOVA 檢定 

餓了嗎

M（SD） 
UberEATS 

M(SD) 
美團外賣

M(SD) 
F檢定結果 

F值 P值 
任務一 45.81 

（8.10） 
50.56 

（17.40） 
41.76 

（13.04） 
1.080 0.354 

任務二 8.17 
（1.91） 

8.86 
（3.89） 

10.38 
（3.98） 

1.110 0.344 

任務三 46.34 
（17.40） 

82.13 
（41.02） 

57.01 
（21.79） 

4.118 0.027* 

任務四 39.74 
（22.34） 

60.15 
（25.08） 

31.85 
（16.18） 

4.602 0．019* 

任務五 54.34 
（27.06） 

31.12 
（15.01） 

37.91 
（14.37） 

3.672 0.039* 

*表 P<0.05，有顯著性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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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務三結果分析與討論

如表 3 所示，受測者經由 SPSS 單因子 ANOVA 變異數分析（F=4.118,P=0.027<0.05），任務三具有

顯著性差異。三款樣本中“餓了嗎”與“UberEATS”的成對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09<0.05）,“餓了

嗎”（M=46.34, sd=17.40）的操作績效高於“UberEATS”（M=82.13, sd=41.02）,而“美團”外送（M=57.01, 

sd=21.79）則居中。 

使用過的受測者大多數覺得“UberEATS”篩選器的功能不符合其操作認知。首先在篩選器上的價格

是用「$」、「$$」、「$$$」、「$$$$」來代表人均消費的高低，但是受測者無法即時反應這些符號代

表的意義，希望知道「$」代表的是具體的價格，能夠讓他們根據他們的預算做點餐的判斷；其次，價格

篩選的部分，應當是進入分類後再行選擇，受測者在使用“UberEATS”，往往進入分類搜尋後，找不到

價格篩選器，要回到主頁再做篩選。因此，在任務操作之後發現“UberEATS”篩選器的功能尚缺乏預示

性及一致性。

表 3.任務三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樣本 個數 Alpha=.05的子集 

1 2 

餓了嗎 10 46.34 

美團外送 10 57.01 57.01 

UberEATS 10 82.13 

顯著性 .710 .166 

2.任務四結果分析與討論

如表 4 所示，受測者經由 SPSS 單因子 ANOVA 變異數分析（F=4.602,P=0.019<0.05），任務四具有

顯著性差異。三款樣本中“餓了嗎”與“UberEATS”的成對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43<0.05）；

“UberEATS”與“美團”外送的成對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07<0.05）。可知“美團”外送（M=31.85, 

sd=16.18）的操作績效高於“UberEATS”（M=60.15, sd=25.08）與“餓了嗎”（M=39.74, sd=22.34）。 

“美團”外送與“餓了嗎”在此任務操作流程類似，通過受測者訪談得知，發現兩款 APP 的受測者

都覺得應該在購物車的介面除了可以直接刪除餐點，也應該可以用編輯的功能直接在此介面中直接對餐

點做數量加減，不需要進入該店再做數量上的修改。

“UberEATS”在此任務中績效最差，也有同上的問題。“UberEATS”在此任務中最讓受測者困擾

的問題是，如要重新再選擇同一家餐廳的餐點，不可以直接點擊餐廳名稱或圖片進入，必須要用到搜索

的功能才能找到餐廳，再做新的加點。

表 4.任務四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樣本 個數 Alpha=.05的子集 

1 2 
美團外送 10 31.85 

餓了嗎 10 39.74 39.74 

UberEATS 10 60.15 

顯著性 .718 .125 

3.任務五結果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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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 所示，受測者經由 SPSS 單因子 ANOVA 變異數分析（F=3.672,P=0.039<0.05），任務五具有

顯著性差異，三款樣本中“餓了嗎”與“UberEATS”的成對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14<0.05）, 

“UberEATS”（M=31.12, sd=15.01）的操作績效高於“餓了嗎”（M=54.34, sd=27.06）,而“美團”外送

（M=37.91, sd=14.37）則居中。 

    “UberEATS”在結帳的介面中，用一個地圖的圖示表示可以更改送餐位置，讓使用者感到很直覺的

操作，通過後續的訪談得知，用文字顯示更改的地址，如果換成用地圖更改會更好。

    “餓了嗎”更改地址的 icon 設置在最上面和返回鍵同一色系，受測者往往會忽略此 icon 是可以點擊

做地址更動的，因此常常會找很久才看到。

    “美團”外送則是將更改地址的 icon 做了一個方塊的 icon 區隔，因此使用者很直覺的意識到可以點

進去做修改。

表 5.任務五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樣本 個數 Alpha=.05的子集 
1 2 

美團外送 10 31.12 

餓了嗎 10 37.91 37.91 

UberEATS 10 54.34 

顯著性 .745 .195 

4-2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之分析

受測者測試任務後填寫的系統性尺度量表，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結果如表 6 所示，發現三個樣

本之間並無顯著性差異。SUS 量表尺度區間如圖 7 可以看出，三個樣本的分數差距很小，且都低於平均

分 68，受測者對於三個樣本的使用性感受差。 

表 6.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 ANOVA 檢定結果 

APP 餓了嗎

M(SD) 
UberEATS 

M(SD) 
美團

M(SD) 
F值 P值 

SUS 58.50 
(25.56) 

67.75 
（21.33） 

66.00 
（19.05） 

0.493 .616 

*表 P<0.05,有顯著性差異存在 

圖 7. SUS 量表尺度區間與三個樣本的分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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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結合樣本實驗結果、量表統計及事後訪談結果，本研究提出對於現有外送 APP 的設計建議如下： 

1.有一致性風格的介面設計 

    在實驗中，“餓了嗎”和”美團“的受測者覺得介面顏色太多，介面視覺設計沒有一致性，icon 裡

有文字，且 icon 下面還有重複的文字解釋 icon 的功能。在找特定的功能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介面 icon

太過具象，有時候不知道事功能按鈕還是廣告。兩款 APP 首頁的字、搜尋畫面的字上滑字會斷掉、半遮

蔽或者重疊，視覺感很差。一款良好的 APP，必須讓使用者一目了然地知道介面上有哪些重點功能，增

加使用者使用 APP 的信心，從而增加使用者黏著度。 

2.更直覺的操作流程 

三款 APP 都有使用者反應，購物車在使用的過程中常常找不到，“餓了嗎”和“美團”受測者在網

上滑動的時候，購物車會消失，對於不熟悉介面的使用者而言，不知道從哪裡下手找到這個功能，在下

排的重點 icon 區域沒有購物車功能，而“UberEATS”則是和重點功能上下兩排呈現，但是受測者不覺

得那是按鈕。 

“餓了嗎”、“美團”應當在購物車裡讓使用者更直覺地對餐點的數量做增減。“UberEATS”應當

參照以上兩個樣本對訂餐層級做修改。本研究認為應當避免將重複的資訊放置在不同的層級，減少使用

者對功能判斷的時間，讓使用者減少重複操作步驟。 

3.客製化使用者飲食習慣 

“UberEATS”只針對訂餐，而“餓了嗎”和“美團”增加了跑腿、線上藥局等功能，不僅僅是訂餐

APP，因此功能層級較複雜。根據事後訪談得知，使用者希望介面可以根據個人飲食習慣做客製化的介

面，常使用的功能會放在比較常見的位置，但是當找不到一些特定功能的時候還可以回到一開始的介面。 

使用者希望外送 APP 裡可以有以下幾個功能，比如：使用者最近在健身，APP 可以客製化飲食，可

以告知使用者現在訂的這餐的熱量；使用者對某些食物過敏，當使用者不小心點選後，可以主動警示。 

4.多人訂餐功能 

根據前測問卷及實驗後的訪談，有受測者提到外送 APP 應該要有多人訂餐功能。在公司就餐時、團

體 Party 時，人數多，每個人的需求又不一，希望多人訂餐功能可以幫助使用者節省溝通時間，同時完

成線上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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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應用於新式樣產品開發之研究與驗證

－以傘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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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工業設計所 研究生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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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 chrisgod05@gmail.com

摘  要

通用設計是一種不以使用者的性別、年齡、身體狀況和能力水準作為前提條件，盡可能使所有人都

可以使用的設計。以往的通用設計開發模式多以成熟產品作為研究物件，對於仍在發展階段、實驗樣本

不足等狀態的產品，其產品構成要素未有明確定義，則需要發展一套客觀的設計方法。

本研究以設計要素不明確之傘架設計為例，以通用設計開發流程為依據，建構新式的通用設計開發

流程模式。傘架功能雖然單一，但是造型要素多變，具有不確定性。在產品開發中先進行集群分析和通

用設計評估量表的優化，並彙整通用設計詞彙與傘架使用性詞彙，藉由因素分析獲得傘架通用設計評估

量表，將代表性樣本評估後根據數量化 I 類所得到之設計要素，再利用使用者觀點、UD 原則及人因工程

之整合資訊，綜合反應成新式傘架設計評量準則，進而匯出以通用設計概念應用於設計要素不明確之產

品開發流程。

研究結果顯示，將創新的設計方法與通用設計產品開發流程相互結合，獲得有效的評量準則，以利

將使用者意見轉換至設計中，落實通用設計產品開發，有效降低新產品開發失敗率。期望為 UD 設計實務

應用及產品開發中有所貢獻，在未來設計時可瞭解成熟與不成熟產品，皆能運用此評估流程發展合適目

標產品之通用設計模式。

關鍵詞：通用設計、產品開發、設計要素、傘架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通用設計一詞於 1985 年由美國羅恩·梅斯（Ronald L .Mace）提出，研究團隊制訂了 UD 七原則

（Connell et al., 1997），日本 Tripod 設計公司負責人中川總考量商業、美感及環保，另外增修 3 附則：

耐久與經濟性、品質與美觀，以及健康與環境，發展出一套通用設計評價方法（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 PPP 量表）。日本人因工學會從實務面考量，以公平性為基本原則，進而依產品三面向：操作

性、有用性以及魅力性三個層面進行 UD 原則歸納（日本人間工學會，2007），顯示了通用設計的意涵，

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與實務的需求而有所轉變，通用設計仍為一發展中之設計概念與方法，將概念進行轉

換，提出方法論，將使用者評價與偏好導入開發流程中，得以落實於實務開發（Lin and Wu，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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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用設計導入產品設計對於仍在發展階段、實驗樣本不足或者新機能導入產品開發等狀態之

產品，其產品構成設計要素未有明確定義，則需要發展一套客觀的設計方法，將創新的設計方法與通用

設計產品開發流程模式相互結合，以利將使用者意見轉換至設計中，落實通用設計產品開發，有效降低

新產品開發失敗率。

故本研究通過對新式傘架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探討。新式傘架設計要素多變，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須

觀察更廣泛的族群，基於 UD 產品開發模式來發展其新構造來滿足更廣泛消費者的需求。 

二、研究方法

林楷潔(2012)於”通用設計應用於產品開發模式之研究與驗證－以尖嘴鉗為例”使用日常生活中多數

人都會使用之產品－尖嘴鉗為例進行探討，其為一發展相當成熟之產品，其設計要素相當明確，且可蒐

集相當數量之受測樣本，故藉由集群分析、主成分分析與數量化 I 類等程式，可將使用者評價明確轉換

成產品設計要素，獲得設計要素影響產品設計之重要程度關係。本研究將通過前期對通用設計導入成熟

產品研究的開發流程的研究方法，研究通用設計在導入不成熟產品開發流程中之效果。

2-1 通用設計評估量表發展

使用性是傘架設計與使用的一大主因，但是僅僅是通用設計所有考量中的一環，故本研究期望以通

用設計的思維，同時考量傘架相關之使用性因數進行研究。本研究根據現有 UD 原則之發展與應用， 進

行傘架使用經驗之質性訪談調查使用「滿意」、「不滿意」等問題，針對訪談紀錄結果與問卷回覆萃取

與傘架使用評價之相關詞彙，其次以日本學者日橋直昭提出「為自己設計」概念之 40 個通用設計詞彙，

最後加入 Hoehle 等人彙整使用性研究轉換之 71 個評價詞彙等三部分進行整合。根據詞彙庫，為避免過

於專精之人因相關詞彙及專業術語，可能造成受測者無法理解或認知差異的狀況發生，進而影響實驗評

估，故與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討論將其進行刪減，並依意義相近與重複詞彙合併，依傘架操作之行為將

詞彙庫逐項轉換成較易懂之評估項目，並獲得 84 評估項目為初始通用設計量表。 

2-2 評估與設計要素關聯性

在 UD 或是其他學術研究上，多採用評估量表對產品或事物進行使用者評價，並以結果分數評斷其

優劣。然若單從評估結果，是無法將使用者意見直接轉換成設計要素。數量化 I 類為求一目的變量與其

他項目組間的近似函數關係，藉由多元迴歸分析來檢測各項目對於目的變數的影響強度。本研究數量化

一類共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將運用數量化 I 類觀察造型要素與主成份分析所得之偏相關系數高低，檢

視其關聯性；第二階段為藉由數量化 I 類觀察傘架通用達成度（綜合評價）對應設計要數之比重。最終

根據上述得出之結果為設計驗證之參考方向。

2-3 新式傘架 UD 原則

通用設計的意涵與發展隨著時代變遷，使用者需求的改變而有所不同，為有效地歸納通用化評估項

目為新 UD 原則，採因素分析方式，考量抽取因素不多，但其解釋變異量需要最大，且共同因素層面內

的項目內容差異低，以便因素容易命名，而其涵括的項目應也適切，以確立新 UD 原則之的建構效度。

為進一步確認量表的可靠與有效性，藉由信度分析「Cronbach α」係數值作為判斷標準（Brym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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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mer, 1997），探求量表中每一原則之穩定度與可信度，確認此量表項目與原則的真實性。 

三、研究方法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根據現有之通用設計原則、使用性相關文獻探討及傘架使用經驗訪談及觀察等所萃取之詞彙

發展一初始傘架通用設計評估量表。並將市面上蒐集之傘架利用集群分析，歸納出各傘架間的設計特徵，

劃分同性質較高的為一群，於每一集群中依設計要素特點挑選出代表性實驗樣本。

將各年齡層受測者人數平均，使用慣用傘種進行傘架使用的「放傘」、「定位」、「取傘」基本三

步驟，再進行評估項目評價，並透過項目分析，對新式通用設計量表進行優化，刪除不適當之項目；再

藉由主成分分析將評估項目分群，進而獲得評估準則，歸納出一適切通用化之傘架評估量表。

最後依照所的之評估準則與產品造型設計要素進行數量化Ｉ類，檢視其通用設計評估項目與設計要

素的關聯性比重總表，以訂立設計驗證之規範，實驗設計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實驗流程圖 

3-1 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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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通用設計精神，年齡層分佈越廣泛越能凸顯個體在社會上的重要性與公平性，因此本研究平

均尋找各年齡層及不同性別之受測者。

表 1. 實驗受測者資訊 

受測資訊
性別 年齡

男 女 10s 20s 30s 40s 50s 60s+ 

代表性試驗樣本 41 42 18 16 14 14 12 18 

通用傘架設計評估 30 31 12 11 9 9 10 10 

3-2 工作任務

訂立工作任務目的在於，使受測者進行產品評價時，可明確將傘架的使用感受與建議明確表達，故

本實驗指示使用者能依照自己舒適的姿勢、平常的使用習慣及直覺，持慣用傘種操作先前研究之「放傘」、

「定位」、「取傘」等行為，並進行評價，而本研究將紀錄使用者行為作為日後設計之參考依據。

3-3 挑選代表性實驗樣本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一種多變量分析程式，目的在於辨別資料在某些特性上的相似或相異

處，將資料劃分為幾個差異性最大的群組，且群組內的相似性質為最高；意即同一群內的樣本有高度的

同性質（homogeneity），而不同集群的樣本具有高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本研究首先蒐集了現

有 50 座市售傘架，但考量樣本數過多而影響受測者實驗時之心智負荷過大，遂利用集群分析來依設計特

點進行實驗樣本分群，取出代表性實驗樣本。

本研究運用集群分析將蒐集的傘架加以分群；依據質性訪談「傘架使用滿意及不滿意之因素」統計

的結果作為分析屬性，為避免單一詞彙使受測者無法理解詞意，故將詞彙轉換成問項，可分為「我認為

此傘架長短傘都能使用」、「我認為此傘架方便操作」、「我認為此傘架好清潔與整理」、「我認為此

傘架有足夠的使用空間」、「我認為此傘架的造型美觀」等因素最常被使用者提及。考量通用設計族群

年齡層廣泛且樣本數較多，且傘架使用行為較簡單，故本研究使用 5 階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進行

評價，使分化評價可以更明確地規分群組。

問卷填寫前，向受測者說明傘架的使用三步驟為「放傘」、「定位」、「拿傘」，期望受測者針對

傘架的評價基準相同，並依據個人使用經驗填寫，盼得出最多元的結果。

3-4 傘架設計要素訂立

在產品開發的流程中，設計端需要透過與使用端的溝通協調，方能依據提出的需求與目標進行設計

的改善，若在產品開發初期時將設計要素訂立，並將量表獲得之分數轉化為要素，給予設計師進行設計

修正的可靠依據，此步驟能有助於設計方針的訂定，在產品開發後期之評估及驗證（Evaluation & 

Variation）上能提供更為客觀的評估標準。 

本研究主要依據市面上之現有產品，經蒐集後整理歸納出要素項目，並透過文獻探討與專家討論等

步驟，嘗試定義傘架之設計要素，如下表 2 所示。研究中將各設計要素進行編號（層級分類「Level」），

以利下一階段數量化一類之統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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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傘架設計要素分類 

傘架造型要素
類型

level1 level2 level3 

汲水盤 型態 合併 分離 －

置傘
傘孔分隔 有 無 －

數量 5-8 9-12 13-16

整體

材質 橡膠 塑膠 金屬

造型 幾何 有機 －

結構 線結構 面結構 體結構

操作 方式 可插傘 可插傘及放短傘 －

四、研究結果

4-1 代表性實驗樣本

本研究採用集群分析獲得代表性實驗樣本，為考量傘架設計要素間差異性，故於集群結果分群中，

依設計要素選擇代表性樣本，以確保所選擇之樣本具設計要素代表性；由圖 2 集群分析樹狀圖的組間，

以及後續研究實驗之心智負荷影響，傘架可分為 7 群，並從每一群組間依特徵差異較大者挑選代表性實

驗樣本，如下表 3 所示。 

圖 2. 集群分析結果圖 

表 3. 挑選之代表性實驗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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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_A（Case 2） Sample_B（Case 10） Sample_C（Case 30） Sample_D（Case 39） 

Sample_E（Case 44） Sample_F（Case 45） Sample_G（Case 50） 

4-2 新式 UD 評估量表

根據本研究所彙整之 UD 詞彙庫，將語意相近或是意義重複等易造成受測者混淆之詞彙考慮合併，

以非一對一進行量表項目設計，為使不同領域背景的人皆能清楚瞭解其敘述語意，故皆將專業用詞轉換

為不同領域的人皆可理解的敘述，並與現有量表評估項目相比較與歸納，獲得 84 項評估項目。進一步考

量產品屬性，可能與過去使用經驗、認知與產品與義等因素相違背，故進行關聯性調查，最後獲得新式

UD 評估量表之 76 項評估項目，此外，為瞭解受測者對於 UD 的認知程度，反應在代表性實驗樣本之評

價，同時考量受測者對於樣本的喜好，可能造成評價上差異與影響，故加上綜合評價「你是否認為此產

品符合通用設計概念」與「你對此產品的喜好度」兩問項，可獲得新式 UD 評估量表。 

4-3 主成份分析

新式通用化評估量表透過主成分分析萃取，依照其加權後的重要程度，由各評估項目中被抽離或重

新排序，而形成新 UD 原則，與每一原則在使用上與設計上影響重要程度，結果可獲得 7 個主成份、36

個問項，並進行信度分析，由「Cronbach's Alpha」係數值作為判斷標準，結果顯示傘架通用設計評估項

目量表信度達.960，表示經項目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的量表具有高度穩定性與可信度。 

4-4 通用設計原則差異比較

與過往研究比較，其中第 1、2 主成份因涵蓋廣泛，故本研究細分解釋之，其原因推測為受測者對於

未成熟要素不明確產品著重點不同，故主要成分同時具有多面向考量，其比較表如下：

表 4. 通用設計原則比較 

比較
尖嘴鉗UD原則 

（Lin & Wu, 2015） 
本研究提出之傘架UD原則 

成分 1 達成使用者功能需求（產品設計特徵） 產品傳達的社會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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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使用回饋

產品注目性

產品的可調整性

成分 2 心理、精神與社會、使用者自我實現需求 產品的安全考量

產品操作性

滿足使用需求

成分 3 富有商業價值 產品的外觀特色

成分 4 工作任務達成度 產品附加價值

成分 5 空間與環境考量 產品組合性

成分 6 寬容性 產品的成本考量

成分 7 可調整性 熟悉度影響產品的使用程度

4-5 通用傘架設計要素

本研究欲將產品開發初期即導入通用設計理念，以傘架為例，在實驗問卷後訂立綜合評價「你認為

此產品是否符合通用設計概念」，盼提供傘架通用設計之建議，並將此項目進行數量化 I 類，將受測之

使用者觀點直接反應到傘架設計要素上，提供設計端日後進行設計的參考依據，最終希望將此流程應用

於其他類型的產品開發中；傘架通用設計分析結果，觀察偏相關係數可得知「置傘數量」、「整體結構」

與「整體材質」為主要影響傘架設計的因素。

表 5. 設計要素類目得點 

造型設計要素 類型 類型得點 偏相關係數

汲水盤 型態
合併 -0.43013

0.78085 
分離 0.322599 

置傘

傘孔分隔
有 -0.06289

0.34357 
無 0.157243 

數量
5-8 -0.44061

0.81611 9-12 0.274841 
13-16 0.386082 

整體

材質

橡膠 -0.597189
0.83071 塑膠 -0.154566

金屬 0.337236 

造型
幾何型 0.014051 

0.05856 
有機型 -0.018735

結構

線結構 0.343091 
0.83214 面結構 -0.484777

體結構 -0.402810

操作 方式
可插傘 -0.135050

0.24516 
可插傘及放短傘 0.101288 

  其中「整體造型」的係數值較低，推測其原因為現有的使用者中，多數人皆認為傘架產品的使

用及功能為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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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傘架為例，應用 UD 於產品開發流程中，透過使用者評價可獲得七個設計原則、36 個評估

項目；其中七個主成份評價並非完全獨立，彼此間仍具有關聯性與連續性。與現有 UD 原則最主要之差

異，在於本研究所提出之七評估原則間，可看出原則對於評估對象的影響程度順序，換言之，對於傘架

的評估與使用而言，個體考量和使用性為傘架設計上最主要的影響與考量因素，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以使用者為中心思考，仍是產品開發中首要考量，其次為美觀和附加價值，正體現了現今消費者對生活

個性需求的提升，使用者在操作過程中除了任務達成外，亦可獲得成就感，此乃心理與精神層次上的自

我肯定；其重要性與影響程度由個體考量至熟悉度依序遞減。 

此外，運用集群分析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和統整不同設計要素對消費者需求的關係，運用本實驗方法

獲得的新式 UD 評測量表，並透過數量化 I 類，將使用者評價轉換為產品設計要素，以提供設計師在產

品設計與開發時之依據；將通用設計概念導入產品開發之初，廣納使用者的意見與參與，以供未來設計

師在進行產品設計與評估模式發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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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食餐廳自助點餐服務支付模式之介面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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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進步，科技化及數位化管理導入服務業中，餐飲業也不落人後研發出許多管理系統來優化服

務流程，隨著設備系統普及及人力短缺狀況出現，新世代經營模式「無人餐廳」因應而生。根據「經濟學

人」雜誌 (The Economist) 有許多研究報告指出，自動化浪潮席捲而來，餐廳員工的工作岌岌可危，美國

47%就業人口的工作，未來 20 年很有可能會走向自動化。由於服務業勞動成本占企業營運成本達 70%，

新政策推動一例一休是政策性因素，並非原物料價格上漲引發，人事成本提高勢必轉嫁予消費者，服務業

裡臨時人力的補充是首要之務，面臨教育訓練、缺工及服務品質恐下降的問題，容易出現消費者滿意度下

降或產生糾紛等。本研究為針對自動化點餐系統介面，並考慮結帳支付模式為主要探討方向。研究結果如

下：(1)三款點餐介面在任務績效中針對修改的編輯功能(任務二)、選單步驟切換(任務三)、檢視介面設計

功能(任務四)及結帳支付過程(任務五)之分析中具有顯著差異；(2)三款自助點餐介面在系統使用性量表

(SUS)之分析中具有顯著差異，受測者認為立食大丈夫使用性良好，定食 8 及丼賞和食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3)改善點餐資訊設計，優先設計選單層級，評估其使用性差異之影響，期待透過後續驗證實驗提出良好

之自助點餐介面供日後改善參考。

關鍵詞：自助點餐、行動支付、介面設計、使用性測試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目前國際全球景氣緩升，因應一例一休新制，建議業者慢慢導入智慧科技化的運用工具，如：自動

點餐機、減少外場人力，也可精進標準化作業流程，甚至是透過虛實整合找出新的商業模式，目的在於

節省人力成本和人為失誤，結合這些科技化系統的優勢，造就其重要價值。自助點餐機的出現降低了餐

飲企業的人力成本，並有效的分散人流，減輕服務員的工作負擔，並在一定程度上為顧客節省了點餐時

間，為餐飲企業在節省人工成本的同時提高了效率，能讓餐飲服務有所使用。雖然無法克服缺少人情味

的因素，不過自動化的確創造了新的需求和趨勢，勢必在餐飲生態圈中造成衝擊。 

1-2 研究目的

隨著科技進步與店家營運需求之發展趨勢，近幾年來開始出現資訊顯示幕的設備，將訊息從傳統的

靜態平面告示牌轉向為動態螢幕化的傳播方式，更朝向以互動式介面搭配彩色液晶螢幕進行自助點餐服

務的呈現方式，為顧客取得訊息方面帶來相當重要的改變。在多數自助機台紛紛進行資訊硬體設備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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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其資訊內容設計也應受到重視及改善，自助點餐機台訊息傳達的成效會直接影響顧客的行為及

感受，以及對整個店家的環境品質、安全和效率有直接的關係，如何清楚、有效地傳達介面訊息給使用

者族群，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議題。本研究的目的如下：(1)探討自助點餐機台所具備的訊息架構與介面

視覺設計原則、(2)提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點餐機台之設計要素、(3)針對消費者從自助點餐到支付結帳所

需考慮的操作設計 

 

二、文獻探討 

2-1 自助式點餐服務 

自助式點餐服務常以電子系統為基礎，由消費者自行輸入相關餐點資訊的服務系統，廚房即時接收

到點餐資訊後，便開始準備餐點，服務人員可透過系統協助顧客更改與確認餐點 (Shinde, Thakare, 

Dhomne, & Sarkar, 2014)。在本研究中，自助式點餐服務意指從點餐到付款之探討整個流程，消費者實際

光臨餐廳，並操作由商家提供的自助式點餐服務機台，在未有服務人員的協助下能自行完成整個點餐流

程並付款結帳。Wai (2011) 將點餐系統依照功能分作成 (1) 進行點餐 (make order)、(2) 檢視點餐 (view 

order)、(3) 點餐狀態/通知 (order status/ notification)、(4) 管理付款 (manage payment)、(5) 菜單/餐點訊

息 (menu/meal information)、(6) 廣告/宣傳 (advertisement/ promotion)、(7) 管理食材 (manage raw material)、

(8) 報告 (report) 等八項階段來探討。這八項階段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的部分功能包含 (1) 進行點餐、(2) 

檢視點餐、(3) 點餐狀態/通知、(4) 管理付款、(5) 菜單/餐點訊息、(6) 廣告/宣傳等階段，另外與餐廳內

部有關的功能則是管理食材及報告兩個項目，不僅需要考量消費者的體驗，也應參照餐廳的需求進行設

計評估。 

2-2 使用者經驗 

Ronald 和 Atwong (2011) 認為使用者經驗包含使用者中心設計方式 (UCD)、使用性 (Usability)、以

及介面設計 (Interface Design)，而好的使用者經驗是能符合使用者實際上的需求，並且有效地支持使用

者完成其工作，使得工作變得容易。Norman (1986) 提出心理模式 (Mental Model) 是設計者、使用者與

外界事物互動的過程中，在心中產生對事物如何運作的內心想法，將心智模式分成三類：(1) 使用者模式 

(User's Model)：使用者內心產品的認知； (2) 設計模式 (Design Model)：設計者賦予產品的概念；(3) 系

統印象 (System Image)：產品呈現給使用者的可見構造。此三種模式關係如圖 1 所示，系統印象擔任設

計者與使用者之間溝通傳達的角色，設計師藉由系統印象來提供使用者一個適當的心理概念，而使用者

即使是看不到產品內容如何操作，但依循設計者所建立的暗示和線索，以及長久累積的心智模式，就能

知道產品正在進行什麼運作。就本研究而言，使用者模式為使用者對點餐訊息介面的認知；設計模式即

設計者心中對此產品的概念；系統印象則為點餐訊息呈現給使用者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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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心智模式 ( 改繪自 Norman, 1986；方裕民，2003 ) 

2-3 行動支付模式概述

郭閔裕 (2011) 研究中指出隨資訊科技發展、無線網路的普及與網際網路的便捷方便性，讓消費者得

以使用手機、智慧型手機等個人通訊科技產品來進行行動付款交易，進而刺激使用行動付款的消費者數

量。馮志順 (2012) 在其「行動支付商業模式之探討-以手機信用卡為例」探討發現近場通訊技術在手機

信用卡應用是電信業者及手機製造商未來願意投入研發的新領域，其中安全儲存媒介的存放位置，會影

響消費者的使用意願，他認為 NFC 手機將成為未來手機信用卡之主流產品，而金融與電信產業內的價

值網成員具備多重角色且為互利依存的互補者，國內手機信用卡產業的商業模式未來將朝以電信業者與

金融業者聯盟的型態發展。

以上的文獻資料可得知，儘管近期第三支付業者參與，為行動支付產業增加變數，但獨自運作仍有

些許限制，故未來在行動支付發展過程中，行動支付產業的整合與各方參與者的合作將會影響行動支付

發展的重要因素，且要使顧客接受創新的行動支付工具，使用過程必須簡單方便且容易熟悉，行動支付

的安全機制是否足夠，也是消費者所重視的關鍵因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於探討使用者在操作自助點餐機台時的使用經驗與需求，依據 Nielsen (1993)所提出之評

估方式，本研究將問卷調查法及績效量測法之結果整理為一部分，以實驗績效及問卷評量分數作為量化

依據；另一部分則以訪談法作為輔助，說明及詮釋量化統計之結果。實驗後皆會進行質性訪談，透過半

結構式之訪談方式，從中暸解受測者在操作機台時對介面設計的主觀感受、滿意度及建議，並將之與量

化研究同步進行分析比對，以利於結論分析。

3-1 實驗對象

本實驗以便利抽樣方式共邀請 30 位受測者，其中男性為 18 人，女性為 12 人，參與自助點餐機服務

機台之操作介面實驗，採用組間單因子之方法進行實驗任務操作。本次研究之主要受測對象為 20-40 歲

的年齡層使用族群，其中有將近五成的受測者年齡為 30-39 歲，20-29 歲則位居第二。在平均每週操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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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點餐機台的頻率調查中，有 13 位(43%)操作自助點餐機台一週 2-3 次；10 位(33%)平均一週至少操作 1

次點餐機台；其中有 4 位(13%)的受測者沒有操作點餐機台的經驗，為第一次光顧此實驗樣本，但都有基

本的概念，對於實驗的任務進行，都能讓受測者專注於介面操作上的執行，未對任務本身的內容感到不

解，較常操作點餐機台之受測者受到平時操作經驗的影響，進行習慣性的操作程序，而不常使用與無經

驗者則會以直覺性的方式進行介面操作。

3-2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實驗中分為量性與質性兩個部分，實驗之問卷設計可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1)基本資料問

卷、(2)操作任務、(3)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4)半結構式質性訪談問卷。質性

部分則是以訪談的方式找出使用上的問題點、操作上主觀感受並給予建議，皆事先詢問每位受測者是否

有操作過實驗樣本的經驗，並避免受測者使用他們熟悉的自助點餐機台進行實驗。

3-3 操作任務設計

在此階段實驗採組間單因子之方法進行實驗，每位受測者操作一款現有點餐機台進行任務。實驗主

要針對從點餐至結帳付款之流程任務。受測者將針對單一樣本進行五個任務操作，並針對訪談結果進行

實驗之任務設計，觀察受測者對於操作之流暢性與所遇到的問題，任務內容與目的請見表 1。 

表 1. 任務操作內容與其目的 

任務 內容 目的

1 請輸入桌號，瀏覽每個主食並選擇一份丼飯
了解受測者在瀏覽餐點時搜尋流程是否易於操

作

2 將其丼飯數量修改為三份，並加點任一小菜
針對不同的編輯功能，是否符合受測者的習慣

易於操作

3 
回上一階段，將其丼飯數量修改為一份，並

註明不要加辣

針對選單步驟切換瞭解其樣本是否易於受測者

查找之習慣

4 確認點餐項目及數量
檢視的功能是否直覺，介面設計是否影響其閱

覽、找尋

5 選擇現金付款方式並結帳 對於現金交易使用之方便性

3-4 實驗受測樣本

本研究實驗樣本皆挑選現有之自助點餐機台的餐廳，分別為丼賞和食、定食 8 與立食大丈夫進行比

較，三間實驗樣本皆為定食餐廳專賣店，研究將其三個樣本分別介紹，簡介如下：

1. 丼賞和食南京店，位居於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40 號 B1，店內擺設一台自助點餐機台如圖 2，

並提供半自助的自助吧免費茶飲、湯品，均消價位為 250 元左右，廚房使用半自動機械化設備提

高效能，大幅壓縮人力成本，將其成本轉嫁在食材上面，提高餐點品質與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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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丼賞和食點餐機台介面 

2. 定食 8 南門店，位居於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42 號 2 樓，店內共擺設兩台自助點餐機台如

圖 3，屬於爭鮮餐飲集團旗下的品牌，為專賣日式定食的餐廳，命名為定食 8 是因店內提供 8 種定

食的選擇，依照不同季節變化提供不同定食，均消價位為 180 元左右，店內導入台灣第一台無人

收銀點餐機，內用提供自助無限量供應的白飯、味增湯及麥茶。

圖 3. 定食 8 南門店點餐機台 

3. 立食大丈夫位居於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136-1 號，店內共擺設兩台自助點餐機台如圖 4，

全店採取全自助模式，點餐、取餐及回收空盤都由消費者自助處理，均消價位為 170 元左右，屬

於平價日式丼飯料理餐廳，採取日本流行站著吃的用餐型態，讓客人感受不同的用餐氣氛。

圖 4. 立食大丈夫點餐機台 

87



四、實驗結果與討論

4-1 任務操作時間績效分析

任務的操作績效以花費的時間秒數作為依據，花費時間越短，則績效越高。將操作績效及 SUS 系統

使用性量表總分透過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單因子變數分析(ANOVA)得到表 2 之結果，便於本研究進行探

討時可以與此數據做對照。由分析結果顯示，任務一 (F=1.573, P=0.226>0.05)、任務二 (F=15.230, 

P=0.000<0.05)、任務三 (F=4.714, P=0.021<0.05)、任務四 (F=5.265, P=0.012<0.05)、任務五 (F=23.909, 

P=0.000<0.05)，除了任務一以外，其餘四項任務皆有顯著性差異，以下將逐一做分析探討。 

表 2. 各項任務操作績效敘述統計及 ANOVA 檢定結果 

丼賞和食

M(sd) 
定食8 
M(sd) 

立食大丈夫

M(sd) 
總和

M(sd) 
F值 P值 

任務一
64.69 

(32.53) 
48.11 

(19.88) 
66.44 

(22.32) 
59.74 

(26.01) 
1.573 .226 

任務二
27.60 

(11.07) 
93.85 

(51.37) 
25.30 

(14.97) 
48.92 

(44.40) 
15.230 .000* 

任務三
60.01 

(44.21) 
20.86 

(13.98) 
33.28 

(24.55) 
38.05 

(27.58) 
4.714 .021* 

任務四
10.22 
(2.79) 

9.95 
(1.41) 

7.61 
(1.40) 

9.26 
(1.87) 

5.265 .012* 

任務五
35.72 
(5.44) 

24.83 
(4.50) 

24.33 
(1.49) 

28.29 
(3.81) 

23.909 .000* 

*表 P<0.05, 三者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任務二為將其丼飯數量修改為三份，並加點任一小菜。丼賞和食(M=48.11, SD=11.07)、定食8(M=27.60, 

SD=51.37)及立食大丈夫(M=25.30, SD=14.97)間有顯著差異(F=15.230, P=0.000<0.05)。任務二 Scheffe 事

後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丼賞和食操作績效 48.11 秒相對於定食 8 與立食大丈夫績效較慢。 

表 3. 任務二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α  = 0.05 
 N  1  2 

丼賞和食 10 48.11 
立食大丈夫 10 25.30 

定食 8 10 27.60 
顯著性 1.000 .235 

其原因為丼賞和食點選餐點頁面呈現與定食 8 及立食大丈夫有所不同，定食 8 與立食大丈夫份數點

選皆為各別餐點種類顯示，可以直覺地修改其餐點份數，相較丼賞和食必須在點餐清單上點選其餐點，

還需點擊「修改」按鍵才能修改其數量，觀察受測者在操作任務二時發現，所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找不

到修改編輯的位置，且點選到主食編輯頁面，需點選兩次上一頁的動作才能做加點小菜的動作，使得丼

賞和食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選單上切換，因此造成受測者在操作上的疑惑與操作績效之顯著差異。

    任務三為回上一階段，將其丼飯數量修改為一份，並註明不要加辣。丼賞和食 (M=60.01, 

SD=44.21)、定食 8(M=20.86, SD=13.98)及立食大丈夫 (M=33.28, SD=24.55)間有顯著差異 (F=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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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0.05)。任務三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如表 4 所示，丼賞和食操作績效 60.01 秒相對於定食 8 與

立食大丈夫績效較慢。

表 4. 任務三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α  = 0.05 

 N 1 2 
丼賞和食 10 60.01 
定食 8 10 20.86 

立食大丈夫 10 33.28 
顯著性 1.000 .192 

其原因為在切換選單層級方面，定食 8 與立食大丈夫需要點選側邊欄才能回到上一階段並修改其數

量，有預示性不足的問題，另外丼賞和食則是圖示不明顯不易尋找，造成預示性不足；另外定食 8 與立

食大丈夫皆無客製化製作餐點的註明位置，且定食 8 頁面上方置入大塊的動態廣告,造成受測者在進入頁

面時會不知所措。其中丼賞和食需點進每份餐點才能找到標記的位置，且分頁方式不夠明確，也有不少

受測者表示未發現標記的功能，甚至直接忽略，容易造成受測者的困惑。因此丼賞和食於任務三之修改

編輯績效上有顯著差異，尚有提昇改善空間。

任務四為確認點餐項目及數量。丼賞和食(M=10.22, SD=2.79)、定食 8(M=9.95, SD=1.41)及立食大丈

夫(M=7.61, SD=1.40)間，有顯著差異(F=5.265, P=0.000<0.05)。任務四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如表 5 所

示，丼賞和食操作績效 10.22 秒相對於定食 8 與立食大丈夫績效較慢。 

表 5. 任務四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α  = 0.05 

N 1 2 
丼賞和食 10 10.22 

定食 8 10 9.95 

立食大丈夫 10 7.61 

顯著性 1.000 .745 

透過操作過程觀察與事後訪談得知，其原因為在立食大丈夫確認餐點清單頁面，餐點品項確認字體

過小，無法檢視詳細資料，且點餐金額總計位置相較於其他兩者樣本有所不同，位於整個清單的最上方，

對受訪者的直覺位置預期不符有落差。另外唯獨定食 8 在確認頁面因版面設計太接近觸控螢幕邊緣，導

致受測者在點選確認按鍵遲遲沒有反應。觀察受訪者在操作任務四時，大多數的受訪者需要上下來回檢

視確認餐點品項及數量，造成受測者在操作任務時需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確認。因此立食大丈夫於任務四

之確認清單績效上有顯著差異。

任務五為選擇現金付款方式並結帳。丼賞和食(M=35.72, SD=5.44)、定食 8(M=24.83, SD=4.50)及立

食大丈夫(M=24.33, SD=1.49)間，有顯著差異(F=23.909, P=0.000<0.05)。任務五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如

表 6 所示，丼賞和食操作績效 35.72 秒相對於定食 8 與立食大丈夫績效較慢。 

表 6. 任務五操作績效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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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2 
丼賞和食 10 35.72 

立食大丈夫 10 24.33 

定食 8 10 24.83 

顯著性 1.000 .990 

透過事後訪談得知，其原因為丼賞和食選擇結帳的介面配置較低，超出正常視線範圍，使得大多數

的受訪者不易找尋，且相較於其他兩者樣本，投幣紙鈔的位置位於介面螢幕的正下方，幾乎每位受訪者

都需要彎下腰投入紙鈔，且投入紙鈔的插槽寬度設計較剛好，造成投入紙鈔容易卡住。

4-2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US)分析

於完成任務後請受測者填寫「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並進行訪談。SUS 問卷為 John Brooke(1986)

所提出測試介面之使用性量表，於創建至今被廣泛應用於快速使用性的評分和測試。根據 SUS 之使用性

計算方式(如表 7)，取得丼賞和食(M=35.10, SD=16.96)、定食 8(M=47.26, SD=19.20)及立食大丈夫(M=56.24, 

SD=17.05)三者樣本間的分數，且根據 Scheffe 事後檢定(如表 8)，丼賞和食與定食 8 事後比較有顯著差

異，定食 8 的使用性分數較高，而立食大丈夫與其他兩者間均無顯著差異。 

表 7. SUS 分數之描述性統計與 ANOVA 結果 

丼賞和食

M(sd) 
定食8 
M(sd) 

立食大丈夫

M(sd) 
總和

M(sd) 
F值 P值 

SUS 
35.10 

(16.96) 
47.26 

(19.20) 
56.24 

(17.05) 
46.20 
(19.3) 

3.605 .041* 

*表 P<0.05, 三者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8. 系統使用性量表之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α  = 0.05 

N   1  2 
丼賞和食 10 35.10 

立食大丈夫 10 47.26 47.26 

定食 8 10 56.24 

顯著性 .233 .710 

並結合 Bangor、Kortum 與 Miller (2009) 所提出之 SUS 分數量表，一併探討三者樣本之使用性。如

圖 5 所示。丼賞和食、定食 8 與立食大丈夫三者皆無達到使用性之及格標準(68 分)，且皆屬於 F 評分等

級。由此可見，三者自助點餐機台介面設計皆無完全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尚存在許多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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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丼賞和食、立食大丈夫與定食 8 之 SUS 分數比較圖 

五、結論與建議

藉由測試三款自助點餐機台之使用性，了解現有機台之優缺點，依據實驗操作任務之數據與實驗訪

談整理之成果，針對點餐機台介面使用性做綜合性的討論，彙整其結論如表 9，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對於

自助點餐機台介面設計之建議：

表 9. 實驗之結論整理 
研究結果

點餐

 點餐機台資訊太多，需統一格式

 點餐確認列表需調整版面樣式

 缺少註明客製化餐點的功能

 功能名詞須符合認知

 介面配色設計過於凌亂

 餐點數量修改或變更需更直覺操作

結帳
 付現結帳步驟冗長

 付現狀況多，難以預測

由上表 9 可得知，研究結果所得出自助點餐機台需要改善的問題，多位受測者於功能範疇，涵蓋選

單切換、數量編輯及確認菜單列表，屬於自助點餐機台之第二、三層級內容，若於此階級無法滿足使用

者的需求與目的，會造成餐廳回流率低、使用自助機台意願低等情況，為改善其問題點，將於驗證實驗

決定實驗變數，並提出改善後之介面設計原型，用以驗證設計想法，將其整理成下列表 10。 

表 10. 實驗結果架構之介面 

設計範圍 介面設計改善要點

資訊設計

1. 資訊列表需規格化，有利於易視性。

2. 餐點資訊依內容分類切割，如清單區塊、金額區塊、客製化區塊、其他等等。 
3. 選單資訊列表新增客製化功能。

點餐設計
1. 餐點文字與點選文字需一致。

2. 不清楚操作流程，需提供明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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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點整體呈現較淩亂，不易找尋。 

圖像設計 

1. 改善icon樣式，如置頂、右側選單下拉式會排序等按鍵形式。 
2. 按鍵配色過於複雜，易造成混淆。 
3. 圖像icon與使用者的直覺不符。 
4. 操作按鍵配色需統一，符合直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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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齡者在候診區之使用者經驗：

聽覺線索輔助叫號介面設計

a 吳欣倫; b駱信昌*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a研究生; b副教授 

摘  要

現今醫療科技不斷進步，社會也日漸蓬勃發展，不僅提升了生活品質，也讓人口穩定和壽命普遍延長。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罹患慢性疾病的患者就醫頻率往上攀升，其中高齡族群佔了相當大的部分。醫院

候診區時常人滿為患，尤其是在季節交替合併流行感冒好發的高峰期時。台灣的醫療水準近年來不斷進

步，民眾對於醫療服務品質的期待也同步提升，因此如何改善門診候診時間過久問題，進而提升服務品質

及就醫滿意度，是目前各大醫院所要重視的問題之一。對醫療服務的依賴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提升，高齡

者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與使用較其他年輕族群的比重為高。有鑑於此，本研究探討高齡患者在候診時所碰到

的問題，並分析現今候診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以聽覺線索輔助叫號的介面設計，透過人因工程方面

的實驗、驗證聽覺線索輔助叫號的可行性，期待能減輕門診候診患者的負擔，同時提升醫療品質與服務。

關鍵詞：高齡化社會、醫療服務、聽覺線索、滿意度

一、前言

台灣在 1993 年的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7%，屬於「高齡化社會」，2006 年，我國高齡人口比率達

9.85%。經建會預估，以目前人口老化趨勢做推估，至 2017 年年底，國內老人人口比例達 13.9%，明

年(2018 年)即超過 14%，台灣正式從「高齡化社會」邁入「高齡社會」。到了 2026 年，台灣將走入

「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達 20.63%，如圖 1 所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7）。 

圖 1. 高齡化時程（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全台門診就醫次數為 9,650,320 次，其中高齡人口就醫次數為

1,283,887 次，所佔比率為 13.3%（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6）。由此可見，全台到各大醫院門診

就醫的高齡人口數是我們不容小覷的。醫院的門診科別琳瑯滿目，候診區混雜著各科就醫的患者，醫院

都是以門診間前的螢幕及提示聲，來提醒該號的就醫者。根據本研究前期研究調查，發現台灣幾所大型

醫院門診各科的提醒聲皆是相同的，因此每當聲音響起，就醫者們都要抬頭看是否輪到自己看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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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可能會造成高齡者的就醫不適（如圖 2 所示）。 

圖 2. 前期研究之候診區觀察（本研究整理） 

二、文獻探討

2-1 高齡化社會

形成高齡化社會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費用提高、生產生活節奏加快，使生育率不斷下降，而出現許

多頂客族；另一個原因是醫療的進步，使人類壽命逐漸延長（Gavrilov & Heuveline, 2003）。人口高齡化

對社會的影響層面廣泛，由於生理衰老與心理疾病的增加、生活自理功能的衰退，以及退出職場，各式

各樣的需求隨之而來，例如，生理與心理健康服務、長期照顧、經濟安全、志願服務、住宅、休閒活動、

交通、教育等（林萬億，2012）。事實上，高齡者的特質，如經驗、知識與智慧的傳承，及高齡人口所

能提供的社會支持與文化資源，則有待社會建立正向的思考方向（范光中、許永河，2010）。 

2-2 醫療服務

醫院是治療和護理病人的機構，也兼做健康檢查、疾病預防等。由專業分工的醫院職員通過醫學檢

查、檢驗、治療等設備提供醫療及患病休養服務的一種醫療機構。雖然也有同普通診所類似的門診服務，

但最大的區別在於醫院的留院治療資源、規模、模式。大部分醫院通常是由政府部門資助，或由宗教團

體、社會組織、公司或慈善機構的慈善捐款，不以盈利為目的。同時，也存在以盈利為目的的私立醫院。

醫院組織結構大致可分為（黃崇哲，2012；黃鴻茗，2013）： 

(1). 急診部門：為情況緊急的患者提供服務的部門稱為急診部或急症室。 

(2). 門診部門：負責治療本身疾病並不緊急，不需要住院進行治療的患者的部門稱為門診部。門診

部會依照各種疾病分科室，例如內科、外科、眼科、皮膚科、復健科、婦科、中醫、兒科等。 

(3). 住院部門：負責治療需要住院治療的患者的部門稱為住院部。住院部也會依照各種疾病分科室。 

(4). 支援/後勤部門：支援部門包括藥房、放射科 X 光、電腦掃描、磁力共振等、記錄處、病歷檔案

部。還有一些非醫療的包括廚房、清潔部門、行政部門（會計等）。

醫療是一項社會實踐活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是指醫療技術人員運用醫學科學技術與人類疾

病作對抗的過程，這個定義只局限於診療的範圍。廣義的醫療是指衛生技術人員運用醫學科學技術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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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知識為防病治病增進人類健康而鬥爭的過程，包括預防、康復、保健、健康醫療咨詢和狹義的醫

療。現代的醫療服務，已從醫院內擴大到醫院外，形成了綜合醫療的概念，醫療內容也日益廣泛，包括

增進健康、預防疾病和災害、健康咨詢、健康檢查、急救處理、消滅和控制疾病、臨床診療、康復醫療

等。醫療服務是指醫院或醫療技術人員向人群提供的一種健康服務。 

2-3 候診流程與門診叫號系統 

 病患及家屬對醫療服務品質的要求日益增高，在等待看診的過程是非常漫長的更何況是對於年長者；

等待是一種內在的焦慮疲乏，如果又因為要時常抬頭注意自己的門診號碼，更增加了心理上的壓力負擔，

這種無形的心理壓力，對於病患本身病情沒有助益，反而更增加了他們的負擔（張麗君，2007）。本研

究透過前期研究發現相關問題點整理如下：(1)各大醫院門診種類繁多，在同一候診區的空間裡，有許多

各種不同科別的病患在等待看診。(2)門診燈號聲響相同，使病患無法當下反應辨別是否為自己所掛號的

門診科別。(3)反覆抬頭確認門診號碼，會造成病患生理上的疲憊以及心理上的焦慮感，對於其病情並無

助益。(4)人滿為患的候診區，因為等待時間漫長造成人的煩躁感，候診區的環境品質下降，造成醫療品

質的低落。由於現今科技技術蓬勃發展，科技產品發展快速，有鑑於一般民眾前往醫院就診，不論是預

約掛號者或是現場掛號者，為了避免過號的況狀發生，大部分的病患都會待在診間前的候診區，看著牆

上的診間叫號器跳號，直到自己進入診間就診為止，但往往一等就是一兩個小時，甚至一個早上或下午

都有（塗庭輝，2013）。 近年來無線傳輸的技術於近年來成長得相當快速，如 Bluetooth、RFID、WIFI、

Zigbee…等，Zigbee 有著低耗電、低成本、低複雜度、支援大量網絡節點...等多項優點，因此常被應用跌

倒偵測系統、醫療照護系統..等。將 Zigbee 的技術應用於診間叫號器上，可透過無線傳輸的方式將診間

叫號器上的看診號碼傳送至接收端，讓患者可隨時掌握目前看診進度，並可安心地利用待號的空閒時間

去使用醫院的附加設施（塗庭輝，2013）。 

2-4 注意力與回饋 

    在使用者閱讀介面資訊時，進行的是一個多皆段資訊之傳遞，良好介面設計模型之首要關鍵是注意

力的引導（Eberts,1994;Porter,2008），注意力是指無論使使用者分心的刺激物為何，仍可以專注、並記憶

特定事項的能力。可分為持續性注意力、選擇性注意力和分配性注意力（Wickens，1991），由於中高齡

者因額葉器官老化衰退，會帶來注意力的缺陷，（Stuart-Hamilton，2012），而注意力的怠慢，則被視為

是導致錯誤的成因之一（Druckman，1988）。研究者發現在需要同時注意兩個或超過兩個聲源的分配注

意任務中，老化的影響更為明顯（Stuart-Hamilton，201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學者 Hogan（2003）的

研究表示焦慮感也會大小不等的影響高齡者的注意力集中。  

    優良的介面設計可以提供使用者正確的回饋，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聽覺的回饋，學者 Hawthorn（2000）

在其老化對介面之影響的研究中表示，適合高齡者的聽覺回饋，應設置頻率較低的音調（在 500-1000 赫

茲範圍內）為佳，學者 Mirris（1994）和 Ijsselsteijn，Nap，Kort&Poels（2007）在研究適合高齡者的數位

遊戲研究中發現，某些老年人很難理解的合成語音，因為它往往有點失真，設計者應避免使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創建一符合高齡就醫者候診需求的聽覺線索輔助叫號系統，以改善高齡者使

用者經驗。研究分以下三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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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候診流程觀察與分析：本階段藉由實地觀察法，搜集高齡使用者的資料，進行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

計要素歸納。

(2) 介面設計：本階段運用之前所收集之使用者經驗及實地觀察法之紀錄，轉化為本研究之設計概念，

並進行設計與修正。

(3) 介面使用性評估：本階段將根據數次實作測驗之結果，加以修正並作改善與設計篩選，以達到符合

使用者之設計。

四、結果

4-1 介面設計

本研究發現視覺提示（電子顯示螢幕）造成候診區的就醫者反覆抬頭的缺點，因此決定以聽覺線索

進行介面設計。

 符合高齡就醫者之聽覺線索輔助叫號提示聲：本實驗以中高音頻作為設計依據以符合高齡使

用者的使用者經驗。

 以「單音」為實驗的設計組合：為避免合成樂聲干擾使用者之聽覺辨識能力，故本實驗以「單

音」作為排列組合依據。

 各科別之聽覺線索輔助叫號提示聲設計：以八度中的Ｃ1 之各音名（即 C、D、E、F、G、A、

B）為設計

i. 第一個提示音：同科別不同診療間的第一個提示音皆為相同。

ii. 第二個提示音：同科別不同診療間，各個診療間之第二提示音將為各音名之排列組合。

例：骨科有七個診療間，第一診療間為 E-G、第二診療間為 E-A、第三診療間為 E-B、第

四診療間為 E-C、第五診療間為 E-D、第六診療間為 E-F、第七診療間 E-E。

4-2 介面使用性測試

為驗證本研究之聽覺線索輔助叫號介面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本研究邀請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大二同學做為測驗之對象。探討是否能依聽覺線索的提示而清楚知道門診叫號通知，同時藉此更進一步

探討使用者的操作心得。

4.2.1 使用性測試流程 

i. 以銘傳大學商品設計系大二學生（各為 30 人）平均年齡 19 歲作為測驗對象

ii. 對測驗者做測驗前的行前說明，讓測驗者清楚且了解測驗之過程。

表 2. 使用性測試流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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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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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門診掛號單之診療間區別設計

各診別之門診掛號單顏色皆不同，例:診療間（一）對應診別為一，代表色為青綠色，其目的

在於實驗記錄過程中可利於辨識各個不同的診別，以利於統計測驗結果。各診別門診掛號單

樣式設計如下：

表 3. 門診掛號單之診療間區別設計 

診療間(一) 診療間(二) 

診療間(三) 診療間(四) 

診療間(五) 診療間(六) 

診療間(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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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學習性測試流程 

學習性測試在使用性測試一週後舉行，其流程與使用性測試流程相同，目的在於測試使用者一週後

是否還能有效記得各診療間的聽覺線索提示音。 
 
4.2.3 介面使用性測試結果 

研究發現以「單音」作為叫號系統提示聲，使受測者更能辨識其診別之提示聲。「音名的級距」能提高受測者的

準確度。同音名構成的提示聲：以本測驗為例，診療間(七)為 E-E，在兩班測驗中的準確度為最高。音名級距最大構

成的提示聲：以本測驗為例，診療間(三)為 E-B，在兩班測驗中的準確度為第二高。 

表 4. 介面使用性測試結果－甲/乙班-錯誤人數(不在該診別對應之聲響舉手皆算在錯誤範圍內) 

 甲  乙 
診別/次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診別(一) 11 10 8 8 5  13 11 6 4 4 
診別(二) 10 8 6 5 5  12 10 6 5 4 
診別(三) 9 8 6 4 2  10 6 4 3 3 
診別(四) 11 10 10 6 3  13 11 8 6 4 
診別(五) 14 13 11 6 5  16 12 7 5 5 
診別(六) 13 11 9 5 5  15 11 6 4 4 
診別(七) 8 6 4 2 2  8 5 3 2 2 

次：整個實驗過程中每個診別之叫號提示聲隨機出現的次數 

    

4.3.4 介面學習性測試結果 

發現兩班測驗的學習性皆向上提升，錯誤率明顯降低。甲班：在第一階段測驗時，錯誤率平均落在 10 人，而在

第二階段測試中錯誤率則平均降低至 5 人。乙班：在第一階段測驗時，錯誤率平均落在 13 人，而在第二階段測試中

錯誤率則平均降低至 7 人。 

表 4.介面學習性測試結果－甲/乙班-錯誤人數(不在該診別對應之聲響舉手皆算在錯誤範圍內) 

 甲  乙 
診別/次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診別(一) 7 7 6 5 2  6 5 3 2 1 
診別(二) 5 4 2 2 2  4 4 2 1 0 
診別(三) 4 4 3 2 0  4 3 3 1 0 
診別(四) 6 5 4 3 1  5 4 4 2 1 
診別(五) 8 7 6 6 3  8 6 4 3 2 
診別(六) 8 6 6 5 2  7 4 4 2 1 
診別(七) 4 3 2 1 0  4 2 2 0 0 

次：整個實驗過程中每個診別之叫號提示聲隨機出現的次數 

 

五、討論與結論 

聽覺線索輔助叫號系統的好處在於，與普遍在醫院候診區設置的視覺叫號系統比較來看，就醫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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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聽到每個提示音都抬頭注意是否輪到自己就診。由學習性測試的結果來看，受測者能逐漸習慣注意

診別的聲響，並且能判斷各個提示聲之差異性。不同的介面設計影響測驗結果的因素諸多，因此學習性

測試較使用性測試結果佳。本研究希望藉由實地觀察與實驗，探討聽覺線索輔助叫號介面設計是否有助

於提升高齡者於醫院候診區等候叫號之使用者經驗，成果分述如下：

1. 根據觀察到的問題點提出以聽覺線索輔助的門診叫號之介面設計，改善原有候診區門診叫號流程

與使用者經驗；讓使用者習慣辨別不同提示聲，並藉由其對提示聲的學習性，在候診區等待的過

程能安心做自己的事且同時注意到看診進度。

2. 受測者驗證本聽覺線索輔助的門診叫號介面設計，提高醫療服務品質，減緩病患在候診區所累積

焦躁煩悶。經過多次介面設計的修正，聽覺線索輔助的門診叫號介面設計，相較於一般叫號系

統，對於使用者來說助益更大。

3.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因研究資源與時程之限制，本研究無法實際在醫院候診區進行聽覺線索輔助叫號介面之使用性測

試，但為能讓研究順利執行，因此召募平均年齡 20 歲左右之大學二年級學生為測驗對象，摸擬在

候診區接受聽覺線索輔助叫號介面的效果，此乃本研究之限制。未來建議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研究

者能邀請高齡者參與測試，所獲得之結果應可更符合實際使用情境。

誌謝
本研究承科技部專題研究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6-2813-C-130-004-E，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行政院經濟委員會（2010）。2010 年至 2060 年台灣人口推計。行政院經濟委員會。網址：

http://www.cepd.gov.tw/。

2. 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6）。門診就診人數統計。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網址：

http://iiqs.mohw.gov.tw/。

5. Gavrilov, L.A. and Heuveline, P., 2003, Aging of Population. In: Demeny, P. and McNicoll, G.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USA.

6. 林萬億（2012）。高齡社會的來臨：為 2025 年的臺灣社會規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2)，85-89。

7. 范光中、許永河（2010）。台灣人口高齡化的社經衝擊。台灣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誌。5(3)，149-168。

8. 黃崇哲（2012）。醫療機構的經營理念與策略。華杏。台北。

9. 黃鴻茗（2013）。台灣地區醫院的消逝對社區醫療安全網絡的影響。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

刊。3(1)，1-22。

10. 塗庭輝（2013）。使用微型叫號器改善醫院門診叫號系統。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學位論文。

12. 曾琬婷（2014）。提生高齡者在候診區之使用者經驗醫療叫號系統之介面設計(Improve the Elderly’

s User Experience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The Interface Design For Medical Queuing System)。國立成

功大學工設計學系碩士論文。

100



1 

銀髮族體驗臺北市微笑單車租賃服務之探索研究

何若瑄*     駱信昌**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研究生*  副教授** 

摘  要

面對高齡社會日益增高的趨勢，現有社會環境更應該重視高齡族群的需求。高齡者雖多已進入退休

生活，但外出機會仍相當頻繁，因此有短距離交通上的需求。以台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YouBike 微

笑單車為例，當高齡者在使用短程交通工具-YouBike 微笑單車系統時，觀看螢幕較為吃力而容易疲倦，

且容易忘記操作流程與順序。根據本研究前期研究發現，現有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過於科技化，忽略

了高齡使用者操作時所產生的困難及生、心理狀況之考量。因此本研究針對高齡者操作新、舊版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統的使用績效進行比較與分析，以使用性評估的方法探討高齡者操作此系統的行為，歸納

出新、舊版系統所遇到之問題與困難點，進一步分析兩者操作介面之優劣，並提出未來建議改善之方向。

關鍵詞：高齡者、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

一、前言

根據聯合國定義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 年推估，台灣自 82 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107 年將邁入高齡

社會，預計 115 年老年人口將超過 20%進入超高齡社會（內政部，2016）。面對高齡社會的趨勢，日常

生活中的公共設計必然有所改變，如此才能因應未來的社會型態。除了自有之短距離移動之交通工具，

如機車、單車之外，台北市推出「YouBike 微笑單車」的公共自行車系統，此單車租賃站系統跟 3C 產品

連結，操作介面愈來愈數位化、附加功能愈趨多元複雜，這樣的設計主要符合一般民眾的使用需求，卻

忽略了高齡者所需的生、心理之考量，高齡者由於年紀增長，使身心理的機能逐漸退化，且記憶力及行

動力皆不如以往，造成高齡者在單車租賃時變得更為困難，想要租車卻不懂如何操作或查詢租賃系統的

使用介面或程序，進而產生負面情緒。因此，本研究以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統為例，探討高齡者操

作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統的使用經驗及所遇到的困難，進而分析新、舊版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

統操作介面之優劣，最後希望針對高齡者操作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統提出未來可能之改善建議。 

二、文獻探討

2-1 高齡者（Aged population）

依世界衛生組織 WHO 定義年齡 65 歲以上稱之高齡者。「高齡」是依據年齡上的改變，反映在生理、

心理及社會上的意義，因此生理、心理上的意義比實際年齡更為重要。在生理老化的過程中，因個體的

體力減弱，無法維持本身原有的基本功能，導致生活能力出現問題、工作能力減退，而隨著年齡增長，

更會產生各種情形（蔡文輝，2003）。在心理學上認為老化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衰退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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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1995），心理老化是來自個體生理老化的結果，因生理上的老化，使高齡者的知覺與感覺產

生變化，在智力與記憶力方面也出現了改變，進而影響人格與情緒以及心理健康。且由於智力的減退，

影響到高齡者的學習力，會使他們的學習意願低落，而造成學習動機減退，尤其是記憶力衰退，高齡者

的記憶力不好是大眾普遍的概念，事實上研究也證實年齡愈大記憶力愈差（ Cavanaugh & 

Blanchard-Fields，2002）。因此，高齡者在認知功能上會有減退的現象。 

2-2 公共自行車相關研究探討 

2-2.1 YouBike 微笑單車系統設備及內容 

關於 YouBike 微笑單車系統設備請參考圖 1，相關說明分述如下（YouBike 官方網站）： 

 RFID 技術：YouBike 微笑單車系統的成功要歸功於無線射頻識別（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科技成功連結借、還車系統，實現「甲地借、乙地還」的功能。RFID 通常是由感應器和 RFID
標籤所組成的系統，其運作的原理是利用感應器發射無線電波，觸動感應範圍內的 RFID 標籤，藉由電

磁感應產生電流，供應 RFID 標籤上的晶片運作並發出電磁波回應感應器（陳啟煌，2007）。 

 車輛與配備部件：YouBike 微笑單車的車輛規格、樣式及尺寸統一經由人因工程考量後，適合身高 140
公分至 190 公分高度的使用者；前輪上設有驅動式的 LED 車燈，不須電池就可自行發電開啟；具有三段

變速功能，以符合市區道路的各種騎乘狀況。除此之外，每輛自行車皆有編號、RFID 控制晶片及相關的

辨識系統，以便統一辨識管理（YouBike 官方網站）。 

 Kiosk 自動服務機：使用者可使用悠遊卡與手機透過配置於各租賃站的 Kiosk 自動服務機，快速成為

YouBike 微笑單車會員。無悠遊卡者，也可使用單次租借，只需以信用卡至租賃站的 Kiosk 服務機進行

授權，即可快速申辦單次租車（YouBike 官方網站）。 

 YouBike 微笑單車停車柱：採用一柱兩車的專利設計，上方的控制器面板可讀取認證過的 YouBike 會

員悠遊卡，自動上鎖或解鎖自行車，一車兩柱的設計更適用在臺北市擁擠的都會環境，材質採用鑄鐵設

計，具有高耐耗、安全與穩固等特性（YouBike 官方網站）。 

 控制器面板：經由面板上的燈號顯示，使用者可看到扣款金額、卡片餘額，了解租借狀況。 

 
圖 1. YouBike 微笑單車饒河夜市租賃站 

2-3 使用性（Usability） 

「使用性」意指幫助使用者在特定的使用脈絡下與特定情境中，以有效率、迅速、且滿意的方式使

用以達成操作目標。介面的使用性對於發展介面內容與系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使用者對系統的滿

意度越高，將會導致更高的系統使用率（江姿慧，2000）同時也更有機會塑造符合使用者期待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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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預期的目標。使用性測試是使用者中心設計中重要的一環。為的是在了解使用者在使用系統時所遇

到的問題並且讓這些問題得以修正。其中依賴各種技術的結合，包括觀察、問卷、訪問和使用者測試，

即當使用者執行任務時，會使用觀察法及錄影紀錄來瞭解使用者與軟體的互動情形。使用者滿意度問卷

調查及訪談也會用來探尋使用者的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用者測試的部分（陳建雄，2006）。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為了解高齡者操作 YouBike 微笑單車的行為及經驗，故先針對一位 65

歲以上之高齡者進行前期研究，讓使用者實際操作 YouBike 公共自行車系統，在沒有特定控制條件下的

自主操作及真實反應，以便獲得初級研究資料。第二階段為 YouBike 公共自行車系統操作介面分析，針

對新、舊版 YouBike 公共自行車系統操作介面進行分析。 

四、結果

4-1 實地觀察

觀察並訪談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齡者操作 YouBike 公共自行車系統之現況分析 

1

步驟1：申請會員 

現況描述：點選加入會員鍵

問題：高齡者不懂得如何操作數位化的Kiosk自動服務

機，導致不知如何開始

2 

步驟2：使用手機號碼開通帳號 

現況描述：使用者按壓螢幕輸入號碼

問題：進入申請帳號密碼程序時，高齡者不懂如何透過

悠遊卡與手機通過申請認證程序

3 

步驟3：註冊悠遊卡號 

現況描述：在感應區壓著卡片，點選註冊方式

問題：高齡使用者不確定認證是否申請成功，導致一直

在感應區壓著卡片

4 

步驟4：刷卡借車 

現況描述：使用者在面板上感應卡片確認指示燈後方可

借車

問題：高齡使用者不確定是否租借成功，導致反覆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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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

5 

步驟5：向後拉出取車 

現況描述：使用者將車身後拉取車出來

問題：取車較無問題

6 

步驟6：騎乘自行車 

現況描述：使用者租車成功便可騎乘

問題：騎乘過程無問題

7 

步驟7：還車 

現況描述：使用者將車輛推入確實上鎖

問題：高齡使用者無法有效對準車柱鎖，導致歸還過程

不順

8 

步驟8：刷卡還車 

現況描述：車輛確實上鎖後，將卡片感應停車柱，完成

還車動作

問題：感應成功燈號標示不明顯，使高齡使用者反覆感

應卡片

4-2 YouBike 公共自行車系統操作介面分析

4-2.1 介面差異性

1. 欄位配置與按鍵樣式設計

舊版介面欄位採用階梯式排法，較無一致性；新版界面在欄位部分進行重新配置，採用網格系統的

方式達到視覺上的統一，按鍵方式更換成大區域面積之樣式以利於點選，新、舊介面差異如表 2。 

表 2. 新、舊介面欄位配置與按鍵樣式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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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鍵位置 

舊版介面按鍵位置並無統一的排序方式，以致讓使用者無法直覺操作；而新版介面將每頁之按鍵位

置統一排序在下方，做整體視覺上的一致性安排，新、舊介面比較如表 3。 

表 3. 新、舊介面按鍵位置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3. 新增「回上頁」之選項 

新版介面增加「回上頁」之錯誤回復的選項，讓使用者操作錯誤時不必再回到首頁重新操作一次，

新、舊介面比較如表 4。 

 

表 4. 新、舊介面「回上頁」之選項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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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本無提供此功能

4. 新增錯誤訊息提示

新版介面增加錯誤訊息提示，讓使用者知道操作錯誤的地方，新、舊介面比較如表 5。

表 5. 新、舊介面錯誤訊息提示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舊版本無提供此功能

5. 卡片感應頁面圖示之改良

新版介面將舊版使用的提醒圖示改良為更直白的系統機台圖像，並加入紅色三角警示圖示及文字，

提醒使用者感應卡片之位置，新、舊介面比較如表 6 所示。 

表 6. 新、舊介面卡片感應頁面圖示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4-2.2 新、舊版系統操作績效分析

經由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可以發現新版操作介面的步驟 1-3、2-3、2-4 並無較舊版優化，其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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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1-3 在平均錯誤率上明顯提高了 1.8 次、操作時間多花費了 34.7 秒；步驟 2-3 在平均錯誤率上提高了

0.1 次、操作時間多花費了 3.6 秒；步驟 2-4 在平均錯誤率上提高了 0.1 次、操作時間多花費了 10.9 秒。 

表 7. 新、舊版介面錯誤率與操作時間分析表 

步驟

平均錯誤（次） 平均時間（秒）

新版 舊版 新版 舊版

1 0.1 X 7.6 X 
1-1 0 3.6 6.2 78.2 
1-2 0.4 0.1 12.1 17.1 
1-3 1.9 0.1 49.4 14.7 
1-4 0.2 0.2 22.9 24.2 
2-1 0 0 17 23.1 
2-2 0 0.8 33 49.3 
2-3 0.3 0.2 18 14.4 
2-4 0.6 0.5 23.7 12.8 
2-5 0.2 0.7 11.5 19.1 
2-6 0.1 0.1 5.9 7.3 
2-7 0.4 0.8 13.8 14.2 

五、討論與結論

5-1 討論

新版系統相較後較不良

如表 7 所示，步驟 1-3、2-3、2-4，在平均錯誤率上較舊版平均錯誤率高，在操作時間上也較舊版操

作時間明顯增加許多。

步驟 1-3 為會員同意書，新版介面相較之下多了「我已閱讀以上條款」之按鈕，如藍色框框所示，

此按鈕在字體大小與顏色上並無明顯對比，造成使用者在操作過程中容易忽略此步驟，形成操作錯誤，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新、舊版系統會員同意書介面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步驟 2-3 為會員卡片管理（新增刪除票卡），從表 12 藍色框框處可知舊版介面的步驟按鈕名稱為「會

員卡片管理」，新版介面的步驟按鈕名稱改為「新增刪除票卡」，此步驟平均錯誤次數與秒數雖無差距

太多，卻因更改名稱讓使用者在操作上產生一點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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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新、舊版系統新增刪除票卡之介面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步驟 2-4 為新增卡片，新版介面新增卡片之按鈕位於視線下方處，不易讓人在第一時間看到此按鈕，

如表 13 藍色框框處所示。 

表 13. 新、舊版系統新增刪除票卡之介面比較 

舊版系統介面 新版系統介面 

  

５-2 結論 

研究針對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統新版與舊版介面做探討與比較，透過實際的使用性測試發現高

齡者操作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統時之使用經驗，認為新版系統介面雖相較舊版更直覺好操作，但在

實際的操作階層數並無減少，操作任務所需之時間與錯誤率會受到選單深度多寡影響，因此高齡使用者

的操作績效尚未達到最優良。 

本研究透過實驗比較分析後，歸納出高齡使用者在操作 YouBike 微笑單車租賃系統上所遇到的困難

與問題點以及未來可能改善之建議為： 

1. 操作介面方面：操作階層架構應考量階層數深度，宜降低階層數；介面上的選項不宜過多，將目

的單一化為佳；錯誤操作提示應更簡潔明瞭，以適當的動態提示或使用「箭頭」及「警告」之圖示為佳。 

2. 文字圖示方面：文字部分的內容用字遣詞上應盡量口語化；圖形介面部分應搭配適當文字輔助，

才能更不費力地做直覺性聯想；同意書文字與勾選處不宜使用與背景同色系之顏色，使用對比色或增加

外框線能讓高齡者更清楚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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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綠能載具產品設計之研究

柯耀宗*+   王強生**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研究生 

+通訊作者: mike.ko@thu.edu.tw

摘  要

在永續發展與生態旅遊的思潮下，如何減少消耗及重覆循環再利用等方式，以創造出一個擁有不危

害生態的旅遊環境，已是各國對旅遊品質要求的最重要課題。本研究將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做為綠

能載具環境規劃與產品設計的研究場域，由於此區域地處國家風景區，遊客人口眾多，使該區域的交通

混亂，也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生態環境的影響；因此如能在此區域建置相關綠能載具環境系統應該可以紓

解不少交通壓力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研究重點在於創新綠能載具產品設計開發上，將引用設計結構

矩陣法(DSM)來協助研究與設計；以分析出未來創新綠能載具之最佳化功能零件架構，以設計出未來創新

綠能載具概念產品。最終研究成果希望能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在未來在進行相關綠能環境規劃時的參

考依據，以為低碳旅遊環境作出具體貢獻。

關鍵詞：綠色交通、低碳旅遊、綠能載具、環境規劃、產品設計

一、前言

1-1 背景及目的

全球暖化議題一直是近來人類最關心的議題，近些年人口及車輛均快速成長，導致交通擁擠、停車

困難、噪音及空氣污染等問題，隨著環保意識抬頭，自行車儼然已成為現代人的新寵兒。但由於汽車與

機車的車速快、流量大，自行車很少敢真正上路，因此建構自行車使用者安全且舒適的騎乘環境，就相

對顯得重要(侯錦雄等人，2011；黃章展等人，2010)。本研究是以『日月潭風景區』做為永續綠能環境

研究的場域，期望基於綠能載具與生態環保的概念，藉由本研究『永續綠能載具環境規劃與產品設計』

的研究，能提出以『未來生活情境下之綠能載具環境規劃』為經，『創新綠能科技與綠能載具產品設計』

為緯，建構出創新綠能模組之『綠色能源的轉換、生成』與『綠能載具的動力、外觀、機構系統』之永

續綠能載具產品設計。

1-2 研究之重要性

保護地球的綠色能源設計已成為世人注目的重點課題，面對日益嚴重的環境危機，與之有關的各行

業、領域都在思索、尋求有力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Baker & Crompton, 2000)。基於此，本研究之重要

性有以下幾點: 

1. 本研究將針對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永續綠能環境做出低碳旅遊的軟硬體設計及規劃，將可協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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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對於推動綠色觀光產業向前邁進一大步。

2. 提升旅遊產業與民宿業者獲得具備永續性的經營效率，同時可使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保護措施

與運用規劃更趨於完整，創造雙贏的局面。

3. 了解休閒觀光消費者對於綠色旅遊產品的認知以及需求項目，並發展潛在的綠色商機市場。

4. 旅遊、觀光以及民宿產業對於永續能源科技與創新綠色設計的引進，進行經濟可行性之評估、修

正與預期結果，以衡量能源科技發展研究之適用標準。

5. 透過觀光產業節能技術的運行與永續經營發展策略，連結政府部門與產業組織溝通合作的管道，

推廣綠色科技與綠色能源落實生活的概念。

6. 將永續能源投資策略透過推廣建議，並與相關綠能科技產業共同合作試行之。

二、相關文獻

2-1 全球能源現況

台灣位處於海島天然資源極度缺乏的國家，且各種能源都仰賴進口以轉換成電力與動力，以提供民

眾日常所需與更舒適的生活，也因穩定的電力供應，亦創造台灣的經濟起飛。而目前台灣能源有九八％

以上依賴國外進口，經常會受到國際市場所左右，所以如何找到可靠有效率的能源，已成為當務之急。

而根據調查目前全球的石油蘊藏量只能維持約四十年、天然氣約六十年，煤蘊藏量可使用不到二百三十

年，導致解決能源危機問題具相當急迫性。因此希望透過文獻歸納法，整理出各國能源的發展概況與發

展趨勢，以提供日後永續綠色生活設計參考之用。

2-2 世界再生能源概況

再生能源泛指風力、太陽能、生質能、地熱等等，以下將對這四個部分加以描述：

（1） 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為近年來成長速率最快者，截至 2001 年底，全球風力發電總裝置容量已近 25,000MW，年發電

量逾 500 億度，估計約可供應全球 1,400 萬戶家庭之用電。

（2）太陽能：

（a）何謂太陽能發電：太陽是一個巨大、久遠、無盡的能源。

（b）太陽能的應用：

太陽能的蓄熱裝置可區分為：太陽能直接利用、太陽發電、利用光合成等從有機物合成燃料等三種，根

據這三種利用型態的分類，可將太陽能更細緻的應用，除了可利用熱能的太陽能蓄熱裝置，也可轉換成

光能的利用型態。

（3）生質能發電：目前生質能為全球第四大能源，僅次於化石能源，

約占世界所有再生能源應用的 2/3。

（4）地熱發電：地熱發電，其實是透過『蒸汽動力進行發電』。主要原理是『水是從 1～4 公里的地下

深處上來的，所以水是處在高壓下。一眼底部直徑 25 釐米的井每小時可生產 20～80 萬公斤的地熱水與

蒸汽。隨著世界能源需求量的急增，全世界很多地方都使用地熱進行發電，特別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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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蓬勃發展。

2-3 台灣綠色能源推廣現況

為了永續社會的來臨做準備，世界各地的各個組織單位依法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希望藉由

獎勵、補助、收購、申請查核制度、示範推廣等措施，排除障礙以經營再生能源發展的有利條件。據目

前全球的長期能源供需結構結果預測顯示，未來主要能源太陽熱能的使用分別為地熱>其它再生能源＞太

陽熱能應用＞太陽能發電＞風力＞現代生質能＞傳統生質能＞水力＞核能＞天然氣＞煤炭＞石油，因此

可知未來的能源開發部分，將以再生能源為主要的發展趨勢。有鑑於此，本研究在執行時將分為三個部

分來展開，如圖 1.所示，並藉由此三步驟建構成為一個「生活上的循環體」，以強化社會民眾對於地球

能源、環境保護的道德責任與使命感。

2-4 研究場域-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概述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範圍如圖 2.所示，因為周遭多為活動主辦觸及景點，為此本研究之場

域主要將集中於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週邊景點。由於本區範圍涵蓋 600 至 2,000 公尺的山區，水庫、湖

泊、溪流遍佈，加上盆地地形造就本區潮濕多雲霧的氣候，使得本區富含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因此

本研究研究希望透過對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做深入的研究調查以提出相關綠能載具環境規劃與產品設計來

協助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推動生態旅遊及改善交通狀況建立交通綠網，並進而提升旅遊品質，此為本研究

最主要的研究目的。

  圖1.綠色反思概念目標 圖2.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區域圖 

2-5 生態旅遊之意涵

近年來，隨著所得提高，工時縮短，休閒意識逐漸抬頭，休閒遊憩活動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

有別於大眾旅遊，生態旅遊融入了承載量的概念，強調小而美、重質不重量的旅遊活動（Valentine，1993），

而承載量的訂定常受到眾多因素所影響，不同的遊憩環境、經營方式與預期提供的遊憩品質，皆影響某

一地區的遊憩承載量(Lucio et al., 2006)。然而，面對生態旅遊的發展，如何決定生態旅遊地點最適的遊

客人數及旅遊方式，不致對生態旅遊地造成破壞，且又能使遊客獲得良好體驗，則必需考量最適遊憩承

載量及低碳旅遊方式(Hwang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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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交通綠網理論

關於交通環境綠色網路建置的議題，國內外均有不少學者提出相關的研究論述，國內學者洪得娟

（1997）曾提出都市綠色走廊連結公園綠地形成的都市綠地生態網路系統促成景觀之連續性的觀念，何

欣怡（1999）以建立永續性生態都市理念為基礎，探討都市綠化樹種規劃課題以及台中市都市綠化樹種

規劃在國外學者部份則有: Hellmund（1993）從景觀生態學觀念為出發點，提出綠園道生態設計手法。並

將綠園道生態設計方法分為四個階段：(1)評估區域內作為綠園道的開發機會與限制。(2)確立綠園道之使

用目標，並界定具綠園道潛力之範圍(3)評估替選方案，再依當地生態狀況訂定園道寬度。(4)進行設計，

研擬管理研究。Jongman（1995）則曾提出生態網路是基於景觀生態原則，並由核心區、廊道及緩衝區

組成以重建自然。網路內容反映出一地區或國家的自然保育目標及規劃系統。基於此一前提回顧三種網

路類型：(1)前期網路；(2)架構於自然政策研究下的網路；(3)整個國家或地區研究網路的一部分。Baschak 

and Brown（1995）則提出生態設計的方法並作一比較。自然主義、生態系統科學及景觀生態學方法等被

應用於都市河川園道規劃、設計及管理的生態架構。此架構提供了系統化流程以便於都市河川園道之保

育，提昇生態價值，並連繫其既存的與潛在的區域。此架構主要的價值在於提供了都市河川園道之生態

規劃、設計及管理的整體性方法(Kyle et al., 2004)。 

2-7 輕型綠能載具產品設計

目前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輕型綠能載具應屬電動自行車了，其所搭載的輔助動力系統裝置不外乎電

力來源（電池）、驅動機械（馬達）以及電池充電所需之充電組件，而依各廠的設計理念不同，及性能

成本外觀之種種考量而更各式各樣的成品，孰優孰劣大多取決於消費者主觀之偏好。

2-8 綠能載具產品設計

電動自行車輛除了電路板採用自動插鍵外，其餘組裝大多使用人工裝配。卻往往忽略了產品整個生

命週期申的環境污染問題，對人類全體的負面影響是既深且鉅的。一般可採用的裝配設計分析方法有: 

(1).首先將產品之細部描述條件清楚，然後再進行產品設計 

(2).按著分析產品可行設計方案之功能。 

(3).功能分析後，必須確認是否有更改設計的需求，如果沒有則進行進料分析。 

(4).進料分析完成之後，再進行配合分析，其配合分析包括構件的握持，插入以及安裝等。 

(5).在這此步驟結束之後，再進行最後的評估工作，以確認更改設計的需求性。 

產品應以模組化設計之維修來延長生命，但若無法或難以修護及有許多組件需置換時，則考慮「再

製造」。意即產品無法拆卸、更新及再組裝，或新的組件無法配合，甚至於功能方面無法相容等狀況下，

再製造將會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好方法。然而，再製造的方式也會帶給設計師兩個挑戰:第一是設計考量，

產品要能完全拆裝便是一項須克服的工作。第二個原則是，若再製造的程序中會導致更多能源的無謂耗

損，以致成本提高的話，則由整體系統來看，此再製造的概念亦須捨棄。

2-8-1 模組化產品設計準則

在設計產品時，應儘量要求簡單化、微小化，以減少原料的使用量，避免設計不必要的附加功能。

在產品報廢後，除了無法修復或清洗的部份外，其餘可以繼續使用的部份則應予以保留。產品設計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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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亦即在概念設計階段即應注意的準則加以說明。主要是依循綠色設計的三大準則:減量(Reduce)、再

使用(Reuse)、回收(Recycle)以及另外五項要求(1)永久性設計(2)模組化設計(3)結構簡單化(4)減少零件數

目(5)減少材料種類。 

2-8-2 綠色組裝準則 

(1)使用容易拆除或破壞的連結方式:當產品生命週期終了時，為了環保問題，需將產品解體，如何使

用簡易工具或人工即可分解或破壞，對於材料之分類將可節省拆解之能源。 

(2)從上而下的組裝設計:因地心引力，物體自上而下受到地心引力吸引，自然而然，週期性的組裝動

作，由上而下，是最不易感到疲勞的方式。 

(3)連結卡筍標準化 

(4)連結處、扣件數量減少:組件與組件連接，有些使用膠合，有些使用卡勾與扣件，但如使用扣件時，

即須考慮扣件之數童與材質，使用最少的零件，即可達到相同的效果，是設計者的巧思。 

(5)避免使用膠合的連結:膠合之產品，如欲拆解，除了破壞別無它途。不管是使用強力膠、時間膠、

樹脂，與超音波連接都是將物體與物體結合，這種方式對於拆解，是非常困難之作法。 

2-8-3 綠色拆解設計準則 

幾項為拆解組件的設計原則如下: 

(1)零組件拆解順序設定 

(2)相同功能的零組件標準化 

(3)拆解軸操作方向一致性 

(4)預先設定分離區域 

(5)手工拆解可能性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將分為兩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為前期設計研究階段，首先將針對遊客對於日月潭綠能載具

的功能需求做一使用者需求問卷調查以確立產品的功能屬性；其次將利用設計結構矩陣(DSM)來分析並

建置創新綠能載具產品功能及最佳化產品結構分析，研究內容將包括綠能載具功能需求評估因子訂定及

結構元件關聯性分析；第二階段為產品實務設計階段，將利用第一階段所研究分析的結果，將之導入到

第二階段之創新綠能載具產品實務設計，將透過嚴僅的產品實務開發流程來設計研發適合日月潭發展之

創新綠能載具，研究內容將包括：綠能載具產品功能屬性訂定、綠能載具產品構想展開及綠能載具產品

3D CAD 建模等。 

3-2 設計結構矩陣(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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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出日月潭創新綠能載具之產品功能屬性與對應之產品零件資料後，接著本研究將利用設計結構

矩陣法(DSM)來分析產品零件的關聯性及依附性，進而分析得出新綠能載具產品之最佳化結構。 

3-3 設計結構矩陣定義

由 Steward（1981）所提出的設計結構矩陣(Design Structure Matrix; DSM)是一個很有用的分析工具，

過去的研究學者亦證明 DSM 所呈現的分析效果（Pimmler & Eppinger 1994, Kusiak & Wang 1993）。設

計結構矩陣是一個方陣，由 n 列與 n 行組成，矩陣維數 n 則代表 n 個產品零件的數目，若第 i 個零件

需要第 j 個零件的訊息或第 j 個零件回饋給第 i 個零件訊息，則在矩陣內標上註記（圖 3.）。例加，在

列 D 中，零件 D 需要零件 E、F、L 的訊息，亦即零件 E、F、L 必須完成，才能做零件 D。而在行 D 中，

作業 D 傳遞訊息給零件 H，亦即零件 D 完成後，才能做零件 H。藉由這個矩陣所標示出來的零件訊息

關係，可以清楚地觀察出訊息間的流通。

採用 Steward（1981）所提出的分割法則（Partitioning Algorithm），將有助於辨識零件間的關聯性，

亦可以簡化矩陣的運算，圖 4 為分割後之結果。此分割法則包含下列四個步驟： 

(1). 重新排列獨立與相依性工作： 

(a) 確認矩陣中的任一列是否為空白，如果是，將這個工作放到最前面的次序。

(b) 確認矩陣中的任一行是否為空白，如果是，將這個工作放到最後面的次序。

(c) 將(a)與(c)中確認的工作從矩陣中移除。

(d) 重複(a)到(c)的步驟，直到矩陣中沒有空白行與空白列存在。

(2). 利用路徑搜尋的方式確認交互耦合作用的零件，使其成為一個群組。利用資訊向前回饋或向後

傳遞搜尋，直到一個零件重複為止。所有的零件依此一步驟搜尋，直到搜尋至最初始的零件，這些零件

即成為一個群組。

(3). 將每一個這樣的群組視為單一的零件。 

(4). 重複步驟 1 至步驟 3，直到所有的零件都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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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二元產品零件 DSM                   圖 4.重新排列後二元產品零件 DSM 

 

依照上述的方法，本研究將可得出較佳的創新綠能載具產品架構，以作為後續 NPD 新產品開發之參

考依據。 

3-4 綠能載具產品實務設計流程 

在經過第一階段的前期設計研究後，所獲得的資料將導入第二階段綠能載具產品實務設計上，將按

照執行的期限與必要的設計流程，將整個設計工作分為以下幾個階段：「概念研究階段」（concept 

research）、「工業設計階段」（industrial design）、「數位設計階段」（CAID）、「機構設計階段」（mechanical 

design）。各個階段工作概述如下： 

（1）概念研究階段： 

此階段由研究成員根據使用者需求調查及相關 DSM 分析所獲得的資料，加以彙整製作成為可供視

覺化提案的 image board，這些 image board，將可提供本研究不斷進行概念修正和實行腦力激盪會議時的

各種用途。預期該階段的完成時，將提出未來可行的創新綠能產品設計概念方向（design direction）。 

（2）工業設計階段： 

將根據前次設計評估工作營所修正的方向提案，由研究成員進行設計概念、sketches 的展開、比例

草模製作等，並逐次的細修和調整，如有需要再次回到概念研究階段。該階段的完成時，將提出至少五

件產品設計的提案（ID proposal）。 

（3）數位設計階段： 

將根據前次設計評估工作營所修正的設計提案，由研究成員進行數位的 3D modeling and rendering、

色彩與材質試驗、初步簡易機構設計等工作，如有需要再次回到前次工業設計研究階段修正。預期該階

段的完成時，將提出一件以上的實體模型（mock-up）。 

（4）機構設計階段： 

將根據前次設計評估工作營所檢視的實體模型結果，由研究成員進行細部的機構設計和功能模型測

試等工作，如有需要將委請外部的機構設計專家協助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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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務產品設計

4-1 綠能載具功能零件

在經過使用者功能需求調查後，我們定義出底下 20 個綠能載具功能零件:

1.前叉 2.變速器 3.坐墊 4.車架 5.龍頭 6.電池 7.馬達 8.曲柄 9.前花鼓 10 後花鼓 11.鏈條 12.電池

盒 13.煞車 14.輪胎 15.握把 16.大盤 17.輪圈 18.電插座 19.馬達蓋 20.踏板 

表1. 20個綠能載具功能零件 

4-2 綠能載具 DSM 分析

依據 DSM 的分析步驟，首先我們將 20 個綠能載具功能零件一一填入 DSM 關係矩陣內(incidence 

matrix)，形成一個 20x20 的正矩陣，接著根據 DSM 的定義來判定兩兩零件間有無直接的關係，如有關

係者在其交互欄位上填上「1」，若無關係者則填上「0」或空白即可，最後兩兩零件間判定的結果如下

圖 5.所示： 

4-3 DSM Partitioning 分析

接著利用 DSM 的分解算程(Partitioning Algorithm)來將原始關係矩陣進行分解與類聚的分析，最後得

出六大群組(圖 6.)，依序為(1)車架組；(2)龍頭組：(3)電池組；(4)馬達組；(5)輪胎組；(6)傳動組 

  圖 5. 20 個綠能載具功能零件初始關係矩陣 圖 6. 綠能載具功能零件分解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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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SM Tearing 分析

而為了釐清每個零件模組內的主從關係以利於後續實務率能載具的產品設計，我們繼續利用 DSM

的割裂算程(Tearing Algorithm)來進行分析，最後獲得以下綠能載具功能零件重組矩陣(圖 7.)： 

4-5 綠能載具功能零件模組

根據上述重組矩陣我們可以重新將矩陣轉換為層屬架構關係圖(Hierarchical Graph)(圖 8.)，此層屬架

構關係圖將能提供更具體的零件層屬關係概念給設計者在從事相關綠能載具的產品實務設計的參考。由

層屬架構關係圖可看出最佳化綠能載具組織架構為: (1)車架組；(2)龍頭組：(3)電池組；(4)馬達組；(5)

輪胎組；(6)傳動組。設計師可以依此組織架構來進行實務產品設

計。

 圖 7. 綠能載具功能零件重組矩陣 8. 綠能載具功能零件層屬關係圖

4-6 具體化設計

最後根據上述綠能載具功能零件層屬關係圖，本研究提出底下創新綠能載具產品設計如

下圖 9.所示，各功能模組示意圖如下圖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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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創新綠能載具前後透視圖                   圖 10. 創新綠能載具各功能模組示意圖 

 

 

 

五、結論與建議 

隨著人類生活品質的不斷提升，對於能源的消耗也日益嚴重，再加上隨著周休二日的實施，民眾也

更重視假日的休閒生活，因此對於交通載具的需求就愈顯重要，現今到了假日各地方的風景區就人滿為

患，其原因不外乎就是大家都自行開車前往，造成了當地的交通壅塞，同時也浪費了許多能源，因此如

果能在各地風景區周邊設立大型停車場，讓遊客到達定點停車後再騎乘相關綠能載具前往風景區遊玩的

話，必能解決風景區交通擁擠的現象，同時也能減少能源的耗損，一舉兩得。而本研究基於這樣的綠色

交通理念，希望能為日月潭風景區設計一款綠能載具以解決當地的交通問題，主要的研究方法是利用設

計結構矩陣(DSM)來幫忙協助分析各個綠能載具功能零件的關係性，以建構出最佳化綠能載具的車體架

構，再依此最佳化車體架構來進行綠能載具實務產品設計，而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 DSM 是一項具有

邏輯性、次序性及合理性的方法，它可以協助設計師將複雜的問題因子予以解構並重組成具次序性層屬

架構，實為一項有效及可行的設計分析方法；設計結構矩陣有以下優點： 

(1). 設計結構矩陣克服了以圖表來表示功能零件的複雜度及數目的限制。 

(2). 設計結構矩陣很容易瞭解以及能夠很完整地處理複雜的程序。 

(3). 矩陣的格式適合利用電腦程式進行開發與運算。 

(4). 設計結構矩陣能夠藉著重新排序功能零件順序而得到最佳化功能零件組織架構。 

最後利用此 DSM 的分析方法，我們得出綠能載具最佳化六大模組結構: (1)車架組；(2)龍頭組：(3)

電池組；(4)馬達組；(5)輪胎組；(6)傳動組，依據此六大模組來進行綠能載具產品實務設計，本研究順利

設計出了一項前瞻綠能載具產品，希望藉由此項創新綠能載具產品設計的提出，能提供主管單位日後在

建置相關綠能載具相關設備時的參考依據，此為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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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對立概念設計及對立情緒之關係並應用在產品設計手法上。研究分三階

段進行：(1) 首先透過對立事例調查，歸納出對立概念結構， (2)萃取各子概念與情緒之關係及

其表現方式。(3)分析符合各表現方式之產品案例及可能設計手法。 

研究結果顯示，對立事件之間依其情緒的關聯性可劃分為由矛盾、衝突、抗拒、及詫異等四

個子概念。而表現方式分別為(1)矛盾：因預期目標無法達成，情緒由預期、快樂而心生嫌惡或悲

傷之矛盾感；(2)衝突：因未能執行預期之事物，情緒因而產生害怕或悲傷之衝突感；(3)抗拒：因

不得不執行厭惡事物情緒反增加嫌惡或憤怒之抗拒感；(4)詫異：因改變對事物之起初感覺，情緒

由快樂、悲傷轉成預期、驚訝而產生之驚訝感。並依此四類情緒表現方式對應歸納出四種設計手

法，並加以建立系統性的流程。 

關鍵詞：對立概念、對立情緒、設計手法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美國認知心理學家 Norman (2004) 便提出了「情感設計」概念，認為「情感」為設計中不可

或缺的元素，提升消費者情緒上的滿足，乃是現今產品設計師的課題。現今消費的產品市場上，

逐漸重視產品是否能讓消費者對於情感上覺得滿足，具有對立概念的設計產品往往會帶給使用

者意外、驚奇、創新等效果，以及多元複雜的情緒反應。Pinel (2006) 指出情緒是一種直接的生

理反應，也是人們透過詮釋後所產生的主觀經驗。情緒這個名詞可代表不同的意義，大多時候它

被用來指稱特定情境下所產生的正負向感受，例如，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會讓我們感到生氣、看見

某人的悲慘遭遇會令我們傷心難過、接近深愛的人會使我們開心快樂，也就是說，情緒是由生理

反應與典型行為組合而成的形態。 

在心理學家 Russell (1980) 提出的環狀情緒模型中，對立情緒只是不相干預的存在，但

Watson and Tellegen (1985) 卻提出正負面情緒同時存在的可能，而 Larsen, McGraw (2001) 更發

現其相互作用之模式，由此可知產品使用時產生之情緒可能是多元而非僅是侷限於單一情緒。 

所謂「對立」，照字面上來看即是「相對而立」，簡單來說，可視為「兩事物彼此面向對方」

之狀態，若進一步探討對立，則有許多衍生之意象及用法。在現代詞語中對「對立」一詞亦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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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解釋：教育部國語辭典中釋義為「兩種事物互相敵對、排斥、牴觸」，漢語網則解釋為「兩種

事物或一種事物中的兩個方面之間的相互抵消、抑制、中和或其他的相反作用」、「兩種力量之

間競爭、傾軋或敵對行動的事實」、「衝突的勢力或傾向的對抗」。白淑菁 (2008) 認為「對立」

概念除了可由中國傳統哲學、心理學、社會架構、美學的角度探討外，也可以用現代用語對「對

立」一詞的解釋和了解來加以分析和定義。依據「辭彙」的解釋為「兩物相對矛盾的狀態」，而

「東方國語辭典」的解釋是「兩種事物有互相反抗、排斥、比較、抵抗的傾向者」。「國語活用

辭典」的解釋則是「兩種事物互相反抗、排斥、比較、抵抗的狀態」，由此綜合而觀之，構成「對

立」之條件，首先要有兩物，其次為兩物互呈「矛盾、排斥、比較、抵抗」之狀態或關係，如此

方有對立關係可言。

Arnold (1960)認為情緒是一種針對某一事件或情境進行評估後的「強烈態度」；Russell 等學

者指出情緒是一種「主觀感覺」；Ellis (1979)認為情緒是人類透過認知處理、整合知覺資訊後的

一種心理狀態，Ortony (1988)認為情緒是「對事件的評價經驗」。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情緒

是一種感覺、態度，並在透過外在的刺激如動態或靜態的，人們經過生理覺醒後，對於某事件、

情境所評價、並經過認知程序處理之後所產生的主觀感覺。然而，情緒的表達上分為不同的面向，

由於情感是極其複雜的，同一種情緒可能富含不同的面向，在經過外在的刺激後又極可能瞬間轉

換情緒，因此眾多學者皆試圖釐清情緒的種類以及元素，本研究以 Plutchik（Robert Plutchik，

1927~2006）於 1980 年提出的情緒模型（Model of Emotions）理論為依歸，作為後續研究的情緒

分類核心。 Plutchik (1980) 認為情感是可以被分類的，不同情緒有不同功能，並以不同功能之

情緒適應不同之情境。

依 Plutchik (1980) 提供之情緒模型(圖 1)分類情感如下：快樂（joy）、悲傷（sadness）、信

任（trust）、厭惡（disgust）、預期（anticipation）、驚喜（surprise）、害怕（fear）、生氣（anger）

等八種基本情緒。該情緒模型各對角的情緒是彼此相對的，舉例而言，快樂與悲傷是相對的情緒，

信任與厭惡也是對立的情緒，該情緒模型分類了人類主要的八種基本情緒，並設立其相對應的情

緒，並以顏色區分各情緒，如生氣利用紅色，驚喜利用藍色，並依照顏色的深淺表達了情緒強度，

表 1 樣本測試用語 

對
立
情
緒
詞
對

1 快樂的–悲傷的(joy-sadness) 

2 預期的–驚喜的 (anticipation-surprise) 

3 信任的–嫌惡的(trust-disgust ) 

4 害怕的–生氣的(fear-anger) 

5 狂喜的–悲痛的(ecstasy-grief) 

6 欽佩的–厭惡的(admiration-loathing) 

7 恐怖的–憤怒的(terror-rage) 

8 警覺的–驚奇的(vigilance-amazement) 

9 寧靜的–謹慎的(serenity-pensiveness) 

10 接受的–無聊的(acceptance-boredom) 

11 憂慮的–煩惱的(apprehension-annoyance) 

12 有趣的–困惑的(interest-distraction) 

評
價
綜

合

13 創新的–普通的 

圖 1. 情緒模型（Robert Plutchik，

1927~2006） 
14 喜歡使用的–厭惡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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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tchik (1980)以七彩的顏色以及深淺簡化了情緒的基本面向，然而不同的情緒也可能相互組成，

例如「預期」與「生氣」的情緒將組合成「侵略」的情緒。本研究旨在探討對立概念設計與情緒

之對應關係，並應用於設計展開，消解對立予人之不協調感，並分析對立型產品在使用前後會發

生何種情緒改變，並釐清不同設計手法間之異同，以拓展出更多設計發展之可能性。具體目標希

望藉由調查具對立概念之現有事例，並歸納出對立概念之結構及其與情緒之關係；並建立對立概

念結構應用於產品之設計手法。

二、 對立情緒設計轉化之方法與步驟

2-1 對立事例蒐集調查與建立對立概念之結構

透過開放式問卷調查日常生活中有關之對立事例初步得到具對立事例，首先經研究小組（男

性 3 名，女性 1 名，年齡分布 30~48 歲之間）篩選出 30 項代表性對立事例，再經由 5 位具有

設計背景的受測者針對各事例進行相似度評比（0〜10，0 代表完全不相似，10 代表完全相似），

並依此相似度評分以集群分析之華德最小變異數分析（Ward Minimum Variance Method）歸納出

對立概念之結構。

2-2 矛盾事例之情緒反應

為了解對立子概念與情緒之關係，上階段所得 30 項代表對立事例經由開放式問卷調查，表

中分別列出各對立事例讓人先、後產生兩情緒（分別稱為第一個情緒與第二個情緒），每個情

緒選單包含圖 1 情緒模型中的八個基本情緒，分別是快樂、信任、預期、害怕、悲傷、嫌惡、

驚訝、生氣。根據各項事件統計「第一個情緒最多及次多」及「第二個情緒最多及次多」。前

者為受測者勾選該對立事件先反應的情緒最多及次多的基本情緒稱，而後者是勾選「第一個情

緒最多」的這些受測者所勾選「第二個情緒」最多與次多的基本情緒。最後選第一個情緒比例

較高的對立事例，作為後續對立概念設計發想的依據，同時歸納建立對立子概念之情緒表現方

式。

對立情緒測試所選用的對立情緒測試用語依據 Plutchik 於 1980 年提出的情緒模型中（圖 

1）的情緒用語及編號如表 1 所示。其中編號 1〜4 為該模型中間圈的四組對立情緒，編號 5〜8

為該模型最內圈的四組對立情緒，編號 9〜12 為該模型最外圈的四組對立情緒，再加上編號 13

「創新的–普通的」及編號 14「喜歡使用的–厭惡使用的」2 組綜合評價共計 14 組。

2-3 對立情緒之設計手法

最後，對立情緒之設計手法轉化過程為將前階段所得之對立子概念情緒，以小組討論方式與

實際產品對應分析，萃取其設計手法，做為測試用樣本設計之聯想基礎，呈現四種對立子概念情

緒之特徵及表現手法，並建立系統性的設計轉化手法流程。

三、 對立情緒設計轉化之實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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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對立事例蒐集調查與建立對立概念之結構

收集與對立相關之現有事例問卷共隨機發放 130 份，有效測試人數為 120 人，其中男性 69

名，女性 61 名，年齡分布於 21 至 48 歲之間，初步得 85 項具對立事例。研究小組成員篩選所得

之 30 項代表性對立事例列於表 2。五位具設計背景受測者年齡分布 25 至 48 歲之間，相似度評

比並經集群分析得到之對立概念結構如圖 2 所示，並以虛線門檻值（threshold）區分為四個子概

念。最上層顯示對立概念由「對抗」及「詫異」二大概念所構成，「對抗」是兩元素互相敵對、

排斥、牴觸或撞擊，「詫異」為兩元素具有前後不一致之關係；「對抗」又包含「矛盾」、「衝

突」與「抗拒」三個子概念，而相對應之子概念意義分別為：「矛盾」為兩元素互相抵觸、互不

相容且互相排斥之關係；「衝突」為兩元素間具有不相容、砥礪、抵消且相互撞擊之關係；「抗

拒」為兩元素具有互不相容之關係。將本研究將再討論此四子概念，瞭解情緒之反應。

3-2 矛盾事例之情緒反應

表 2 對立事例與情緒之反應 

對立事例
第一個情緒 第二個情緒

最多 次多 最多 次多

1 放假想出去放鬆，但是又想在家休息 a 快樂 50% 預期 45% 悲傷 28% 快樂 26% 
2 想買 A 商品卻拿 B 商品結帳 預期 56% 快樂 20% 驚訝 28% 預期 37% 
3 冷氣房很冷，還蓋棉被 預期 34% 快樂 32% 快樂 28% 預期 17% 
4 買車要求高馬力，又要便宜省油 預期 39% 害怕 24% 害怕 63% 悲傷 10% 
5 想買東西，又不想花錢 a 預期 50% 快樂 36% 悲傷 40% 嫌惡 21% 
6 想減肥，卻不想運動 a 預期 56% 嫌惡 20% 害怕 40% 嫌惡 20% 
7 想要賺很多錢過好生活，又不努力 預期 32% 快樂 26% 害怕 35% 快樂 15% 
8 女生穿得少又怕人家偷看 快樂 37% 預期 24% 害怕 43% 嫌惡 19% 
9 天氣好想出去玩，卻又怕曬太陽 快樂 57% 預期 22% 嫌惡 39% 害怕 17% 
10 想要出國生活卻又害怕陌生環境 a 快樂 49% 預期 37% 害怕 66% 預期 16% 
11 冬天很冷要喝熱湯，卻又怕燙 a 預期 43% 快樂 30% 害怕 37% 嫌惡 32% 
12 薯條剛炸好超好吃，冷掉難吃！a 快樂 63% 預期 25% 嫌惡 34% 悲傷 31% 
13 早上起床感到疲憊，一到晚上時精神又變好 a 預期 29% 悲傷 25% 快樂 42% 預期 20% 
14 上課一條蟲，下課一條龍 a 快樂 58% 預期 27% 預期 35% 悲傷 23% 
15 不想上課但還是要去 a 嫌惡 35% 預期 25% 悲傷 29% 嫌惡 25% 
16 不想打工，可是需要生活 悲傷 25% 預期 22% 悲傷 32% 預期 30% 
17 明明肚子不餓卻還繼續吃 預期 35% 快樂 20% 快樂 32% 驚訝 17% 
18 不想近視卻又一直長時間玩手機 預期 34% 嫌惡 15% 快樂 37% 預期 18% 
19 鐵漢柔情（外表粗曠，內心細膩） 預期 32% 嫌惡 22% 信任 34% 預期 24% 
20 很討厭一個人，卻還要對他笑 a 嫌惡 52% 預期 13% 嫌惡 36% 生氣 17% 
21 想要聊天，卻又不知道該說什麼 預期 37% 快樂 29% 害怕 38% 嫌惡 19% 
22 比賽想得第一但無能為力 a 預期 56% 快樂 19% 悲傷 53% 嫌惡 18% 
23 明明說要環保卻又繼續開冷氣、買外食 a 預期 62% 快樂 14% 嫌惡 25% 預期 22% 
24 明明很累卻睡不著 a 預期 38% 快樂 27% 悲傷 35% 害怕 33% 
25 很多 app 明明用不到卻又捨不得刪 預期 27% 快樂 22% 預期 29% 嫌惡 20% 
26 想打老師卻不能動手。 生氣 36% 預期 25% 害怕 33% 嫌惡 22% 

27 
在學生時期總想快快出社會，出了社會後又懷

念學生生活
預期 47% 快樂 21% 悲傷 41% 預期 20% 

28 明明天氣很冷，卻還是忍不住吃冰 a 預期 39% 快樂 31% 快樂 48% 驚訝 17% 
29 明知吸菸有害卻扔繼續抽 預期 32% 快樂 20% 快樂 25% 嫌惡 17% 
30 電視說酒駕罰很重，還是有人罰不怕 a 預期 41% 信任 19% 生氣 37% 嫌惡 22% 
a 選為後續設計參考用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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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連結對立子概念與情緒之研究，共隨機發放 64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60 份，其中男性 33 

名，女性 27 名，年齡分布在 25 至 45 歲之間。問卷調查根據第一個情緒、第二個情緒及其最

多、次多分項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以事例 5「想買東西，又不想花錢」為例：第一個情緒最多

為預期 50%，表示有 30 人勾選「預期」而且是所有基本情緒統計中最多的一種；接著統計這 30

位勾選的第二個情緒中，結果有 12 位勾選「悲傷」及 7 位勾選「嫌惡」，其比例分別為 

40%及 21%而且是最多與次多者。經歸納出四項對立子概念之情緒，其表現方式如下： 

矛盾：因預期目標無法達成，情緒由預期、快樂而心生嫌惡或悲傷之矛盾感。

衝突：因未能執行預期之事物，情緒因而產生害怕或悲傷之衝突感。

抗拒：因不得不執行厭惡事物情緒反增加嫌惡或憤怒之抗拒感。

詫異：因改變對事物之起初感覺，情緒由快樂、悲傷轉成預期、驚訝而產生之驚訝感。

依照各對立子概念「第一個情緒最多」百分比由高至低挑選 4 件事例，以相對應轉化情緒之

設計手法。對於矛盾情緒，設計上以具備趣味性之科技性產品，滿足使用者兩者皆想要之心理需

求，取得雙贏作為轉化手法；衝突情緒則以模擬影像功能結合照明設備，解決或是舒緩使用者未

能滿足需求所產生之負面情緒；而嫌惡或憤怒等堆疊而成的抗拒情緒則利用幽默詼諧的方式，引

誘使用者樂於進入情境；最後藉由科技性功能結合產品，回復使用者最初所擁有的正面情緒，並

淡化因詫異所產生的負面情緒來轉化詫異情緒。

3-3 對立情緒之設計手法轉化

藉由各項對立事件歸納出對立情緒產生的模式，列於「情緒表達」節點，並連結從實際產品

（列於流圖下方「產品案例」）萃取之設計手法。在設計的過程中，雖皆以誇張、有趣及諷刺等

強烈畫面的聯想開始，然而依轉化所傳達的概念或待解決的問題之不同，而產生「產品設計之表

現方法」策略上的差異（圖中綠框處）。最後以系統性的流程圖呈現於圖 3 至圖 6。 

圖 2 對立概念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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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矛盾情緒之設計手法轉化 

圖 4 衝突情緒之設計手法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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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抗拒情緒之設計手法轉化 

 

圖 6 詫異情緒之設計手法轉化 

127



四、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嘗試從對立概念之本質與意義探討，實際應用於產品設計。透過對立事例調查，歸納

出對立概念之結構並萃取各子概念於情緒之表現方式，並分析歸納符合各對立子概念表現方式

之產品案例及可能設計手法。

本研究所探討情緒上的四個對立概念是因為目標無法達成、未能行預期、不得不執行厭惡事

物和對事物之起初印象的改變，造成嫌惡或悲傷之矛盾感、害怕或悲傷之衝突感、嫌惡或憤怒之

抗拒感及預期、驚訝而產生之訝異感，面對不同情緒需要有相應的情緒轉化手法。然本研究僅探

討三種不同強度的基本對立情緒，未來可進一步針對不同強度的混和情緒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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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台灣培育出許多新設計力人才，且常能見到廠商帶著技術或核心零組件於學校各領域尋求產學

合作。此方式既可充實將踏入社會的學生工作經驗，且對於廠商又能則可得到較創新的設計概念。然而

成效卻常常不如預期，此便是由於雙方溝通之差異所造成。故進行合作時，廠商技術之工程人員如何與

設計領域的學生進行有效溝通，讓學生可以理解技術的專業知識，從而設計符合技術程度的產品而非不

著邊際的概念，達成良好的跨領域合作為本研究所探討的重點。因此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探討與問卷調

查法，並將不同領域背景學生-設計領域(工業設計學系)、基礎工程領域(材料工程學系)、及應用工程領域

(電機工程學系) 針對其跨領域能力、社交能力、團隊合作及創新能力等四個構面，評估其對於跨領域合

作之能力。而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領域之學生在創新能力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而於跨領域能力、社交能

力、團隊合作能力的評分當中，不同領域之學生無明顯差異存在。另外經過事後檢定比較後發現材電機

系、設計系及跨領域三個領域與材料系相比之下在「創新能力」上表現較佳。

關鍵詞:跨領域團隊合作、互動與溝通模式、思考模式差異 

一、前言

現今越來越重視跨領域的專業知識學習與合作且共同創作，藉由各專業對事物切入之看法不

同，讓每個專業領域的人士都能多元觀點與提升專業等，使團隊成員自由發揮各自專長(Katzenbach & 

Smith, 2015)。在 Klein(2012)的書中提到，跨領域其涵蓋的包含研究管理、知識整合、相互學習、 團隊

合作、利益關係者之參與  ( 董雅菁 , 2006) 。最理想的創新產品設計團隊為跨領域團隊

(multidisciplinary-team)，團隊成員來自各領域，讓不同領域在合作過程中提出各自的專業、觀點及經驗

看法進行「溝通」，因此，跨領域團隊在工作協調與互動時， 「溝通」是無法避免的，且包含許多不確

定性，因而導致不同領域的互相依賴、互動、溝通及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目標 (董雅菁, 2006)。在社會

不斷變化的需求下，形成許多跨領域合作之機會，而不同領域之溝通是不可避免的;過去在台灣的學術領

域或是業界中，設計與科技領域也如同兩個極端或平行線， 且從相關文獻發現，設計師與工程師的認知

差異極大，因此跨領溝通與協同合作等無形的整合能力，特別是如何結合設計與科技，並同時善用台灣

現有的科技與製造優勢進行跨領域創新，亦是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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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跨領域合作

跨領域團隊的重要性，不只結合團隊成員知識，也從中了解成員的個人能力，以及技術差異性來協

調團隊的智慧，並激發出不同領域之間的想法。 團隊的互動型態為人群互動關係，組織內部可形成決策

的模式、領導統領方式、組織設計、團隊士氣、團隊運作、團隊衝突、管理、及人群互動的訓練， 而團

隊藉由有效的溝通模式或說服過程，建立彼此之間堅固的互動關係。 跨領域團隊以多面向及多觀點，跨

不同領域專業，組織一個團隊(Busseri & Palmer, 2000; Shaw, Duffy & Stark, 2000 )。 研究指團隊成員的正

向情感會使團隊創造提升，成員在合作的過程，以開放心胸、彈性思考、尋求變化，依據成員個人經驗

及專業知識上的多變性，為團隊創造力重要因素(Isen,Rosenzweig&Young,1991)。 團隊互動關係的目的

為創造組織內的雙贏情境(Win-Win Situation)，讓團隊合作過程使共同目標達成(Reece & Brandt, 1999)。

設計與工程的合作模式，不同工程與工程間的跨領域合作。工程內部的跨領域合作，具有獨立的領域特

性，因容易如積木般組合功能特徵，並各自發展深入的知識(洪偉肯, 2012)。 設計的角色如整合者，可

銜接產品概念發展過程中不同領域的科技，尋求可達到最後結果的可能替代方案(Driver, Peralta & 

Moultrie, 2011)。Daniels & Spiker(1991)。 以團隊溝通的角度綜合觀之，團隊成員的溝通主要在於成員間

相互交換資訊的意願與能力，即團隊成員彼此互動的外顯行為(張存金、陳盈純, 2002)。團隊合作是共同

決策的重要平台，不同專業在討論過程中，以個人專業知識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從溝通過程中尋找一個

共同方法來平衡不同領域的專業背景知識(S. L. Brown & Eisenhardt, 1995)，解決所面對遇到的困境及問

題 (廖敏男, 2016)。  

2-2 互動與溝通

溝通包括一個人的想法影響 另一個人的所有過程，是一種社會行為，用來分享態度、觀點、資訊、

知識、意見的方法(Shanon, 1949)。鄧成連(1999)認為對於團隊溝通的功能，團隊或群體中 「溝通」可提

供四種功能:增加控制(control):釐清職責並且建立權威與責任感;傳遞資訊(inforamtion):提供作決策的基礎;

提高動機(motive):引發合作並且願意承諾團隊目標;情緒表達(emotional expression):表達感覺。而在團隊互

動之於社會現象中可被視為一種社交過程，而團隊設計過程也是一種社交過程(廖敏男, 2016)，例如:設計

師如何與客戶做溝通，如何與不同專業的同事合作，由以上兩個觀點來看，社交能力亦影響團隊溝通，

因此其在團隊合作中為影響成功的要素。

2-3 思考、認知模式差異

思考的方法則因人而異，各個領域的差別主要來自於學習背景的不同，像是工程或科技領域的學生

知識主要來自於書籍、參考文獻，所接觸的幾乎是以文字描述為主的，且所有的知識均有所謂的“標準答

案”存在，相較於設計領域的學生，設計領域的成員專業知識除了來自文字敘述的書籍，更重要的是大量

的視覺化圖像，而設計本身常不具任何“標準答案”，在學習不同背景的環境下也造就了不同的思考邏輯

與認知(洪偉肯, 2012)。另一方面，設計與工程領域看待科技的認知並不相同，對於工程領域而言，科技

技術的發展有其動機與問題解決流程，也可視為特定問題的解答，但設計師卻可將科技技術視為一種素

材，來嘗試可能的應用 (Nordb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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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外 STEAM 教育方法 

STEAM 教育方法是國外一種綜合的學習方法，將學校中學到的知識、概念 和技能，應用在現實生

活的能力，鼓勵學生更廣泛地思考現實世界的問題，以科學 (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藝術(Art)和數學(Mathematics) 的知識跟技巧作為指導學生探索、交換意見和擁有批判性

思維的觸發點。最終讓學生能具有冒險精神的周全思維、從事體驗式的學習、解決問題與接受團隊合作，

並且以創造性方式工作。 讓學生積極參與合作 並為現實世界的問題創造解決方案來內化學習。善用技

術、科學、數學的知識工具來解決方案，使工程師和設計師在創造性思維過程中，用嚴謹的紀律和工程

語 意來教導設計的基本概念，有助於學生改善批判性和增進創造性思維，並鼓勵引導創新的工程和設計

概念，更有效的促進科學思想上的溝通和交流。因此，說話與溝通的合作和說服至關重要，設計在合作

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BRAIN, 2017)而 Art + Design 在 STEAM 具有以下重要因素：(1) 它有助於消除

想法抑制(藝術、設計中沒有所謂的錯誤答案)。 (2) 它著重於推動創新的過程。(3) 它教導觀察的能力，

周圍的環境、人、事物。(4) 它有助於訓練空間、數學概念，例如:幾何。這更證明不管在任何領域中，

設計這項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但在此不是指繪畫、 建模能力，而是指讓其他領域的學生學習設計的思維，

讓思考不是單純要找尋所 謂的”正確答案”，而是探索並發現”可能性”的答案。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評估不同領域專業之於跨領域合作之能力，探討三個領域背景學生-設計領域(工業設計學 

系)、基礎工程領域(材料工程學系)、及應用工程領域(電機工程學系)，針對跨領域團隊合作需具備之能

力進行實驗。本研究實驗以問卷調查法為主，首先進行相關文獻探討，與篩選出初步的架構，調查內容

包含跨領域能力、社交能力、團隊合作及創新能力等四個構面針對各領域之學生的能力進行調查。為了

增加問卷的穩定性與可靠度，本研究參考過去相關文獻以多指標的方式進行設計。問卷的編製採用李克

特(Likert)五點計分方法，並參考國外相關量表的檢視與評估並衡量工具之設計。除了依據研究目的、對

象、相關文獻內容外，絕大多數引自既有之量表。如跨領域能力量表為採用許三源 (2011)之研究量表;

社交能力量表則為參考張文龍 (2015)所使用之結構特性面談來測量;團隊合作量表為採用王建忠(2001)

研究量表;創新能力量表示為參考呂岱倚(2005)研究量表。  

 

 
圖 1.產業、專業與設計思考 

3-1 受測者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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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跨領域能力評量

跨領域能力 (Interdisplinary Ability)，強調與組織內外部不同領域的人交換、分享資訊或是技能，也

因此本量表是參考張文龍 (2015)、 許三源 (2011)於「組織跨界活動」問卷中的跨領域接觸 (Interdisplinary 

contact) 構面，該構面修正自 Teigland & Wasko(2003)的量表，共有 5 題，詳見表 2。 

表 2.跨領域能力量表 

研究變因 衡量選項

跨領域接觸

我經常參與不同領域的演講活動。

我經常閱讀不同領域的書刊雜誌

我經常與不同領域的人交換資訊。

我經常與不同領域的人分享專業技術。

3-1.2 社交能力評量

社交能力(Social Skills Capability)的定義為個體表現與他人互動且可被接納的適當溝通行為。社交能

力可藉由學習去改進，並使個體的行為能為社交網絡所接納。而社交能力變項為參考修正 Frederick P. 

Morgeson, Matthew H. Reider & Campion (2005)等人所使用的八個社交能力結構性面談題目來測量社交

能力。此八項題目包含個人之傾聽技巧、說話技巧、社會知覺、協調能力、服務導向、時間管理能力、

合作以及抗壓性。張文龍 (2015)並將其修正為里克特(Likert) 五點量表，由受測者自行評估。共有 8 題，

詳見表 3 

表 3.社交能力量表 

研究變因 衡量選項

傾聽技巧 我能專心聆聽他人說話與提問。

說話技巧 我能有效率的與他人對話並傳遞資訊。

社會知覺 我能察覺到他人的反應並了解他為何有這樣的反應。

協調能力 我能聽從別人的建議而調整自己的行為。

服務導向 我會主動幫助他人。

時間管理 我能愉快地與他人共事。

合作
我能以正面的態度鼓勵大家合作。

我能接受批評。

3-1.3 團隊合作能力評量

團隊合作 (Team Cohesion) 為來自不同專業領域成員間有共同目標而共同合作。彼此不僅相互依存

協助，且經過友善、開放式的溝通討論及交換資訊，為了達成團隊績效之目標而努力。本研究測量以成

員合作行為主要構面，測量題項是採用張文龍 (2015) 修改自 Tjosvold (1998)、 王建忠 (2001)所編製的

量表，共有 5 題，詳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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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團隊合作量表 

研究變因 衡量選項

團隊合作意願

我能與他人分享彼此知道的資訊、想法及資源，以完成共同

的任務。

我能運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將資訊正確而迅速地傳達給彼此

知道。

我能清楚而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能夠主動反應，與他人不同意見。

我與同學之間的溝通氣氛是坦誠而互信。

3-1.4 創新能力

創新能力 (Innovation Competency) 是指個人重新建構自己的概念與想法去解決問題，且最終實現新

創意的表現(楊玉玲, 2012)。本研究參考 Janssen (2001) 對創新行為的定義，為「在工作任務、群體或組

織中，新構想的產生、導入與應用」。並採用張文龍(2015) 修正田靜婷 (2003)、呂岱倚(2005)、Janssen (2001)

對於 工作場所「創新能力」的衡量題項。總計有 10 題，分別是產生創新想法 (idea generation) 3 題、

推展創新想法 (idea promotion) 3 題、實踐創新想法(idea realization) 4 題共三個構面。共有 9 題，詳見

表 5。 

表 5.創新能力量表 

研究變因 衡量選項

產生創新 我會嘗試搜尋新的方法、技術與新的工具以解決問題。

我會針對問題提出新穎的解決辦法。

推展創新 我會請師長指點我創新想法。

我會在團隊中想辦法促成創新想法交流。

我會想辦法讓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產生高度興趣。

實踐創新 實踐創新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實用的作品。

我會想辦法引進創新想法到求學環境中。

我會努力評估各種創新想法的可能性。

過去一年來，我在生活上曾提出創新的想法。

四、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設計領域(工業設計系)、基礎工程領域(材料系)及應用工程領域(電 機系)，共 204 位大四

學生進行實驗，以問卷調查法評估不同領域背景之學生之跨領域能力、社交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及創新

能力，再將三個領域之所有學生做平均數分析， 並將高於平均之 48 位學生歸類跨領域並另外統計其平

均數。 同時也藉由受試者於實驗過程中所回饋的資訊加以深入探討，綜合進行以下討論:(1)探討跨領域

合作之四項能力對於不同領域之影響(2)不同領域群組間之比較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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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受試者之四項能力平均數統計 

 跨領域能力 社交能力 團隊合作 創新能力 綜合平均 

設計系 3.90 4.21 4.15 4.18 4.11 

電機系 3.83 4.40 4.43 4.34 4.25 

材料系 3.58 4.09 4.13 3.81 3.90 

跨領域 3.93 4.25 4.27 4.15 4.15 

單項平均 3.81 4.23 4.24 4.12  

 

表 7 為不同領域之學生在跨領域能力、社交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及創新能力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就創新能力依變項而言，不同領域之學生在創新能力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而在跨領域能力、社交能力、

團隊合作能力，不同領域之學生無明顯差異存在。由於四種領域之學生在創新能力上有達到顯著，表示

至少有一對群體的平均數差異值達到顯著，至於是哪幾對群體，進一步需進行事後比較，以確實得知哪

兩組間的創新能力有顯著差異。 

表 7.四項能力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跨領域能力  

群組之間  .301  3  .100  .772  .532  

群組內  1.559  12  .130      

總計  1.860  15     

社交能力  

群組之間  .187  3  .062  .795  .520  

群組內  .941  12  .078        
總計  1.127  15     

團隊能力 

群組之間  .230  3 .077  .784  .526  

群組內  1.172  12  .098    

總計  1.402  15         

創新能力  

群組之間  .609  3  .203  3.041  .070  

群組內  .801  12  .067      

總計  1.411  15     

 
經過事後檢定比較結果發現:材料<電機 (平均值差異=0.537，p=0.012<0.1)，電機系與材料系的平均

差異達到顯著;材料<設計(平均值差異=0.3704，p=0.065<0.1)， 設計系與材料系的平均差異達到顯著;材

料<跨領域(平均值差異=0.3426， p=0.085<0.1)，跨領域與材料系的平均差異達到顯著，也就是材料系與

電機系、設計系及跨領域相比在創新能力上皆較差。至於不同領域之學生在跨領域能力、社交能力、團

隊合作能力上，由於變異數分析整體考驗結果未達顯著，因而不再進行追蹤考驗(follow-up tests)，亦即

不用進行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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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四項能力之變異數分析四項能力之多重比較 

LSD 

依變數 (I)科系 (J)科系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創新能

力

材料系 設計 -.3704 .18274 .065 -.7685 .0278 

跨領域
-.3426 .18274 .085 -.7407 

.0556 

電機
-.5370* .18274 .012 -.9352 -.1389 

設計系 材料
.3704 .18274 .065 -.0278 .7685 

跨領域
.0278 .18274 .882 -.3704 .4259 

電機
-.1667 .18274 .380 -.5648 .2315 

跨領域 材料
.3426 .18274 .085 -.0556 .7407 

設計
-.0278 .18274 .882 -.4259 .3704 

電機
-.1944 .18274 .308 -.5926 .2037 

電機系 材料
.5370* .18274 .012 .1389 .9352 

設計
.1667 .18274 .380 -.2315 .5648 

跨領域
.1944 .18274 .308 -.2037 .5926 

根據觀察到的平均值。

誤差項是 Mean Square(Error) = .067。 
*. 平均值差異在 .1 水準顯著。   

五、結論與建議。

綜觀前述測試實驗與統計結果可知電機系學生於四項能力之綜合平均為 4.25 分，高於設計系，跨領

域與材料系，對於具備跨領域合作能力評價較高。且事後檢定比較結果發現:材料<電機 (平均值差異

=0.537，p=0.012<0.1)，電機系與材料系的平均差異達到顯著 ;材料<設計 (平均值差異=0.3704，

p=0.065<0.1)， 設計系與材料系的平均差異達到顯著;材料<跨領域(平均值差異=0.3426， p=0.085<0.1)，

跨領域與材料系的平均差異達到顯著，可得知在「創新能力」之能力評估中可得知電機系、設計系及跨

領域表現皆比材料系佳，以及在進行事後比較得到不同領域之學生在創新能力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而在

跨領域能力、社交能力、團隊合作能力，不同領域之學生無明顯差異存在。在創新能力方面，材料系為

四類別中表現較差的領域，雖然握有源頭技術但難以產生高利潤效果，因此建議與不同領域合作，像是

終端的設計及中端電機合作進行，讓彼此促使有效溝通發生，使技術能透過跨領域合作提升並且創造更

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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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眾所周知每人生命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眠裡度過，睡眠於生長發育、回復疲勞佔有一席重要

之地。然幼兒睡眠週期組成與成人大不相同，常需他人協助得以入睡，因此照護者與幼兒雙方需求上產

生矛盾。面對無法表達需求的幼兒，照護者僅能藉由經驗摸索解套方法，抱持著「照護者配合幼兒作息」

傳統概念。而本研究認為應改以「幼兒配合照護者作息」之概念為中心。給與照護者可行之決策方式，

以及有效照護教育策略。 

本研究審視傳統操作制約行為理論，將翻轉幼兒教育觀念，以幼兒行為目的為導向，參考馬丁所提

出六項幼兒氣質理論為設計目標，並由專家深度訪談與文獻得出相對應之照護策略。期望藉由外界環境

與人為照護因素，將發展一套良好輔助睡眠模式。提供一個舒適安全的環境，予其適當的環境刺激，學

習自我安撫，增加幼兒獨立自主能力，助於幼兒睡眠品質提升。 

    為得出幼兒合適教育策略，本研究搭配矩陣圖法，邀請專家團體進行幼兒氣質與照護策略有效

評分，得出最佳運作模式並將數據可視化，歸納分析重點決策，建立「輔助幼兒睡眠模式」，依照各幼

兒氣質對應策略，營造合適幼兒睡眠之環境。本次實驗係以 1-6 歲幼兒為目標實驗對象，將幼兒分為實驗

組以及對照組，並以觀察法觀察前後睡眠狀況，用以驗證輔助幼兒睡眠模式之可行與有效性。 

本次實驗發現幼兒比以往記錄提前進入穩定睡眠狀態，而照護者表示幼兒管理有顯著提升，輔助睡

眠模式以不同幼兒先天氣質角度為出發點，能加速照護者決策，並提供良適環境於幼兒，能達到「因材

施教」之效。除能讓照護管理者減輕照護負擔，且兼顧幼兒身心靈成長，解決兩者間的需求矛盾。 

 

關鍵詞：幼兒照護策略，幼兒教育設計，環境行為，睡眠因素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設據美國「全國睡眠基金會」（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所提出各年齡睡眠時長建議，建議一歲

至五歲幼兒為 10 至 14 小時。睡眠為幼兒的生長發育、提升免疫力之重要因素之一（Tortora and Derrickson, 

2010），良好的睡眠品質對於生理調節、發育有著重要的影響（Coon, 1997；駱明潔, 2009；Benedict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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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國內研究指出北台灣 0-6 歲的幼兒超過六成有睡眠困擾（Chou,2007），其中睡眠中斷與入睡困

難為最常見的問題（Lavigne et al., 1999 ; Reid et al.,1999），近四成幼兒經常於半夜醒來，超過七成幼兒

需三十分鐘以上才能入睡，近六成五的照護者認知孩子有睡眠問題，睡眠中斷後無法自行入睡是就診的

常見原因（潘玲琳,2009），國外文獻指出約有 20%至 40%幼兒發生睡眠中斷，其中近一半的幼兒每週至

少有五次睡眠問題發生（Weissbluth, 1995；Richman,1981）。長時間的不良睡眠品質不僅會影響幼兒內

分泌荷爾蒙與生長激素的調節活動，影響幼兒生長發育與行為認知，甚是於未來社交發展受阻，也造成

照料者疲於照顧、影響父母心理健康與親子關係。幼兒睡眠問題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Hemmi MH, 

Wolke D, Schneider S,2011）。 

1-2 研究動機

對於全球所關注幼兒睡眠問題，諸多文獻專注於影響幼睡眠環境因素、照護習慣等因素，然在目前

幼兒照顧上，難以顧全幼兒生理需求與照護者身心負擔，兩者間存在著需求矛盾（丁豔華, 2012）。於教

育照護上 Helseth 指出照護者都瞭解幼兒狀態較無特定方法，照護者也不會期待專業人員提出有效得解決

方式，鮮少有利於照護者與幼兒雙方之模式，現今幼教方針多參照操作制約理論為主，針對改善當前幼

兒行為，非以幼兒行為目的為主要訴求。另一方面因幼兒無法表達自身需求，通常以觀察狀態形容幼兒

睡眠程度，該特徵狀態之差異性低且沒有一定標準，難以僅用觀察判定睡眠狀態是否良好，無法確實瞭

解幼兒需求及問題之產生，因此照護者多仰賴於經驗嘗試以治標不治本的態度面對幼兒需求。

1-3 研究目的

中華臨床醫師雜誌指出照護者應提供一個舒適安全的養育環境給予其豐富的環境刺激，增加幼兒與

親人及環境互動，有助於提升睡眠品質（Chang et.al.,2014）。於此本研究目的為歸納睡眠因素與照護策

略，化解照護者與幼兒雙方之間的需求矛盾，建構一套輔助幼兒睡眠模式，由幼兒先天氣質角度與行為

目的為出發點，協助照護者快速決策，達到因材施教之用，並透過設計實驗驗證模式之可行性。期望藉

優良的自然環境調適幼兒行為，以降低幼兒分離焦慮現象，使幼兒學習自我獨眠能力，除了讓照護者減

輕照護教育負擔，且兼顧幼兒身心靈成長。

二、文獻探討

2-1 幼兒睡眠問題

幼兒生理發育機制，該睡眠週期與身為成人的照護者的週期有著極大的差異(施嫈瑜,2005），幼兒

睡眠週期較短，在半夜中醒來時為常態(Chou , 2007)，最常見現象為「入睡困難」、「夜間驚醒」（Henderson 

JMT, France KG, Blampied NM, 2011；何巧琳, 2012）。而上床就寢 10 分鐘內進入淺眠期，則睡眠品質佳

（黃席珍, 2003），如需 30 分鐘以上才能入睡，表示睡眠品質差（Cohen et al., 1983），於此問題本身非

為睡眠中斷，而是每次睡眠中斷後是否能夠「自主入眠」，以及在入睡前是否能夠靠本身能力撫慰自己

安穩入睡，因此如何縮短入睡所需時間提升睡眠質量為本文所研究要點。 

2-2 睡眠因素選定

日前已有許多文獻調研睡眠影響因素，本研究整理相關文獻並分類三項分別為外部環境、外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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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身心感受。當中環境影響因素包含室內照明、溫度、聲音、溼度、寢具材質、睡眠地點、空氣通風。

其中光線對於人體睡眠影響是十分重要，在物理刺激中光線的影響力最大(本間建一，1989)。有研究指出

睡眠環境光線太亮，則會影響入睡，使孩子入睡困難造成睡眠品質不佳（李國英，2006），然臥室的燈

光明暗程度可適時提供安全感，可能因睡眠缺乏安全感，造成睡眠中斷與難以入眠(羅園，2011)。本研究

以光線為主導，誘導幼兒建立睡眠習慣，擬由外在環境提供內在安心感受，使幼兒自行入睡為本研究之

標的。 

2-3 幼兒氣質種類 

    個體身心感受中氣質為非常重要的元素，幼兒反應傾向與照護者個性、環境有相互影響之關係，該

影響結果會造成幼兒與環境相容與不相容，因此本研究為確保外在環境因素能夠有效運用於輔助幼兒睡

眠模式設計，將實驗受測者依照馬丁所提出六項幼兒先天氣質為參考依據，活動量、適應度、注意力分

散度(分心程度)、堅持度、趨避性、情緒強度，本研究將探討影響睡眠活動之氣質，並歸納對應策略觀

察且分析各類型幼兒對於模式上的有效程度。 

2-4 幼兒教育及照護理論 

先今幼教者多依據心理學中的操作制約理論(operant conditioning)，幼兒可由獎賞與懲罰刺激反應

(Stimulus-Response, S-R)來學習被期望之行為，該理論為幼兒教育裡中做為決策依據之基礎理論。吾人審

視該理論發現有多處突破口，當中該理論利基假設為建立於人是被動、消極，且並認為個人行為並非來

自個體需求及目標。於此論點本研究認為良好教育照護模式應具有 (1)人具有主動學習之能力，學習自

我適應環境之變化。(2)決策方式為以人為本，由內在氣質與行為目的為導向。(3)針對施行方法之強度高

低與介入時長。因此本研究期望藉專家訪談比照幼兒氣質，得出相對應可行方案，如此一來能夠幫助照

護者加速決策。 

2-5 睡眠品質觀察與檢定 

睡眠品質為個體對於睡眠之相關特性所陳述的主觀綜合評價，本研究參考駱明潔、潘意玲所提出質

與量兩面向，將其分為四項因素探討，為睡眠困擾、睡眠中斷、夜間睡眠時數、睡眠潛伏期四個部分，

本研究擬藉由活動記錄儀偵測睡眠時動作，進而判斷深眠、淺眠、睡眠中斷現象，在深眠時人體會放鬆

幾乎沒有動作，反之淺眠則是會翻身、踢腳抬手等動作，因此透過該特性，來判定睡眠品質，當中第一

個前眠時段可視為睡眠潛伏期(入睡所需時長)，也能觀察質睡眠總時數、睡眠中斷現象，而睡眠困擾包

含夜驚、夢遊、夢囈、夢魘、夜尿、磨牙、單純打鼾，皆為淺眠才會發生，因此本研究以深眠占比來判

定。 

三、研究方法 

3-1 提出輔助幼兒睡眠模式架構 

本研究期望提出之模式，能協助照護者依據幼兒氣質實施因材施教，並使幼兒能夠學習自我獨眠之

能力，因此本研究以四項維度架構輔助幼兒睡眠模式，如下表一所示，順/逆應幼兒行為目的(allow/ for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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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目標行為前 /後介入 (forward/behind pehavior)、運用方法訊息強度強 /弱 (intensity interval 

strong/weak)、方法訊息運用時間長/短(duration long/short)，四項個象限軸為本模式立基點，前兩項維度

為決策訊息類別，後兩項為決策訊息介入程度。

表 1. 模式維度定義 

模式維度類別 定義

順向

(Allow prpose) 當幼兒發出行為，照護者允許幼兒行為目的，或提供與幼兒訊息相符之行為。

逆向

(Forbid purpose) 當幼兒發出行為，照護者禁止幼兒行為目的，或提供與幼兒訊息相不相符之行為。

避免

(Forward pehavior) 在行為前，照護者給予訊息，使幼兒不會出現目標行為外之狀況。

期望

(Behind pehavior) 在行為後，照護者給予訊息，使幼兒後續修改或持續為目標行為。

強度強 

(Strong intensity interval) 照護者給予幼兒目標訊息後，幼兒改變行為並能調整至目標行為。

強度弱 

(Week intensity interval) 照護者給予幼兒目標訊息後，幼兒輕微調整行為，需再給予數次或更強訊息，致使達

到目標所使行為。

訊息為期長

(Long duration) 照護者給予幼兒目標訊息時長，訊息持續時間大於幼兒可專注時間長度或幼兒達到目

標行為後仍繼續發出訊息。

訊息為期短

(Short duration) 照護者給予幼兒目標訊息時長，訊息持續時間短於幼兒可專注時間長度或幼兒改變行

為前或瞬間結束訊息傳遞。

上四項決策訊息類別定義，可訂為兩項軸度，如下表 2 所示，其中分為四個象限，順向期望、順向

避免、逆向期望、逆向避免。

表 2. 決策訊息類別 

決策訊息類別 說明 

順向期望

(Encouragement) 

又稱為獎勵，幼兒的行為後給予訊息，照護者允許幼兒之行為目的，期望後續修改或持續

為目標行為。 

順向避免 

(Obviation) 

又稱為迴避，幼兒的行為前給予訊息，照護者順應/允許幼兒之先前行為習慣，避免達到目

標行為外之狀況。 

逆向期望

(Punishment) 

又稱為懲罰，幼兒的行為後給予訊息，照護者禁止/不允許幼兒之行為目的，期望後續修改

或持續為目標行為。 

逆向避免 

(Restriction) 

又稱為限制，幼兒的行為前給予訊息，照護者禁止/不允許幼兒之先前行為習慣，避免達到

目標行為外之狀況。 

後四項決策訊息介入程度定義，可分為強度強為期長、強度強為期短、強度弱為期長、強度弱為期

短，四項象限，再配合前段所提出四項手段方式共有 16 項方法。如下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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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十六項教育決策方法 

3-2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為提高輔助幼兒睡眠模式能實質上操作與運用，得以提出新的照護決策方法，由幼兒需求目

的以及氣質特性，轉化為模式設計。將進行專家深度訪談，訪談對象主要為對幼兒照護具備 5 年以上經

驗的專業照護員、教育專家。本模式期望由照護者角度出發，並針對各氣質類型幼兒提出相對應可行策

略，其中為釐清各種氣質所對應策略有效程度，因此本研究擬藉由矩陣圖法（Matrix Diagram）進行策略

方法與幼兒氣質相對應評分。再依據專家建議修改本研究所提出輔助幼兒睡眠模式，驗證模式為具有可

行性，訪談目標如下所示。

1. 檢視並修正輔助幼兒睡眠模式架構之原則定義，以及是否具有可行性。

2. 協助釐清不同氣質對於睡眠相關問題，以及釐清對睡眠有影響之氣質。

3. 建立原則交集方法策略，依照經驗協助完善十六項策略之對應照護手段。

4. 進行策略氣質矩陣評分有效程度，並統整評分結果進行分析。

3-3 實驗設計

本階段進行輔助幼兒睡眠模式之可行性實驗，目的為確保模式實際可運用程度，依照模式設計，提

供照護者建議助眠策略以及觀察睡眠方法，由照護者的角度觀察幼兒個體睡眠，以幼兒個體反應驗證模

式的有效性。本實驗採用平行交叉法，先進行對照組觀察，再觀察運用輔助睡眠之實驗組。本研究邀請

五位 1-6 歲幼兒以及家長進行可行性實驗。於實驗過程中本研究供照護者們，可觀察睡眠品質的量與質

的，方法主要由觀察法輔以活動記錄儀，協助觀察幼兒睡眠狀態。本研究依據問卷與氣質量表結果評估

狀態，選定實施輔助睡眠方式，本研究要素選定為光線，如效果顯著則進行分析，將結果進行交叉比對，

如否則釐清影響變數重新選定方式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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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專家訪談結果 

檢視模式定義與原則：專家對象總共為 7 位，其工作年資均 3 位超過五年，4 位超過十五年。對於

幼兒睡眠此事，吾人認為先前基礎增強與削弱原理存在許多矛盾之處，如在實施方針上正增強與負增強

間沒有一定區隔，並於在使用方法上容易產生負面效果。知曉細節後，專家團體對於本研究所提出輔助

幼兒睡眠模式之假設與原則定義一致認同。 

釐清對睡眠有影響之氣質：吾人認為，由馬丁所提出六項氣質中，活動量(activity level)、適應度

(adaptability)、注意力分散度(distractibility)、堅持度(persistence)，為重點影響睡眠之氣質，因趨避性

(approach)指對同儕或其他成人接受或是拒絕的行為，本氣質注重於對於新的人物互動，而情緒強度

(emotional intensity)指幼兒情緒表現的程度，由專家經驗指出該兩項氣質特性影響睡眠並無相關案例，因

此吾人認為趨避性與情緒強度之高低對於睡眠此事較無太大關係，故不探討。本研究將四項氣質進行排

列組合架構矩陣評分表。 

建立原則交集方法策略：本研究由專家訪談以及文獻探討得出照護相關方法，再將相近類似方法歸

納統整，如下表 3 所示。 

表 3：原則交集之方法策略 

訊息 

類別 

介入 

程度 

照護方法及策略說明 範例 

順向 

期望 

 

強度強 

時長長 

心靈獎勵：包含白日補償行為，安撫或陪伴，多做摟摟抱抱行為，給予長時間地安撫

關懷，實施一次即可改變行為，通常超出幼兒可專注時間。 

陪伴/安撫/

關懷  

強度強 

時長短 

物質與活動獎勵：包含物質與活動獎勵，為強度高，給予後即可改變行為，而實施物

質與活動獎勵持續時間短於幼兒可專注時間。 

食物/物品/

活動 

強度弱 

時長長 

象徵獎勵：給予較具有榮譽性質獎賞，強度較物質/活動獎勵低，需多次才可能誘發

幼兒改變行為，獎賞存在時間較長，超出幼兒可專注時間。 

嘉獎/獎狀/

代幣 

強度弱 

時長短 

社會獎勵：重要他人的回應，讚美，相對心靈關懷之強度較低，需經歷多次才可改變

行為，持續時間短於幼兒可專注時間。 

讚美/微笑/

短暫安撫 

順向 

避免 

強度強 

時長長 

阻絕迴避：包含阻絕負面刺激、離開情境，其皆為阻絕負面環境刺激，移除負面的人

事物。其強度高，實施一次即改變行為，持續時間長，移出時間長，超出幼兒可專注

時間。 

移除負面

人事物/負

面情境 

強度強 

時長短 

轉移/誘導迴避：包含轉移注意力、物品誘導、他人引導及安撫，此三項皆為提供一

個良好的刺激訊息，讓幼兒專移注意力幼兒，實施時即改變行為。長藉由安慰物、照

護者互動達成目標。幼兒不專注時即失效，因此持續時間短於可專注時間，為時長短。 

轉移注意

力/安慰物/

他人安撫 

強度弱 

時長長 

情境迴避：包含角色扮演、情境建立，皆為在目標行為前透過不同方式建立情境促使

幼兒達成共識，於心靈層面為角色扮演說故事讓幼兒進入行為情境，其強度較弱，策

略訊息通常較為持續，時間長。 

角色扮演/

情境建立/

說故事 

強度弱 約定迴避；包含事前預告、鼓勵、行為契約、選擇機會，皆為一種約定方式，實施後 約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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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長短 不一定能改變幼兒行為，需多次提醒，在幼兒專注時長內結束訊息。 機會 

逆向

期望 

強度強 

時長長 

撤銷懲罰：包含奪取懲罰，去除幼兒所在乎之物，或不給獎勵。此實施強度高，馬上

見效，其訊息普遍一直存在，直至下一次行為表現良好而中止，持續時間長。 

移除活動

時間/獎勵 

強度強 

時長短 

嫌惡懲罰：包含給予物質懲罰，施加壞的刺激，其強度高，馬上見效，然持續時間短

於幼兒可專注時間，超過則為過度懲罰折磨。 

罰站/強制

休息 

強度弱 

時長長 

象徵懲罰：奪走榮譽性質物品，或給予相對負面懲罰，其強度不高，象徵訊息存在時

間較久，訊息持續時間長於幼兒可專注時間。 

記點/數據

呈現 

強度弱 

時長短 

警告懲罰：包含警告懲罰、就範懲罰，多為言語上刺激，其需實施多次才能達到目標，

幼兒不專注時即失效，因此持續時間短於可專注時間，為時長短。 

言語刺激/

警告 

逆向

避免 

強度強 

時長長 

隔離限制：包含轉換情境、隔離限制，皆為將外界影響因素降低，使幼兒無法達到目

標進而放棄，開始改變行為。隔離時間長於幼兒可專注時間、且隔離後即改變行為。 

隔離環境/

轉換空間 

強度強 

時長短 

強制限制： 包含剝奪與孤立，與上述提及隔離限制不同，兩者皆為剝奪/限制本體行

而非環境，降低其可行為之選擇權，等待期平靜後打消念頭，再回復原先環境狀態，

其強度高實施即改變行為，常於改變行為後結束訊息，因此在專注時間內結束，為時

長短。 

降低選擇

權/孤立限

制活動 

強度弱 

時長長 

引導限制：透過漸進的方式分階段將影響物品從環境移除，限制幼兒不宜行為消除其

目的。需透過數次才能完成訊息，為強度低，但超出幼兒可專注時間。 

逐步消除

目的條件 

強度弱 

時長短 

信號限制；包含時間限制、直接強迫，皆為透過信號方式提醒或使幼兒妥協，其需實

施數次才會改變行為，並小於幼兒可專注時間。 

訊號提醒/

鈴聲/嚇阻 

4-2 矩陣評分結果

先由專家個別評分方式進行填寫，在評分過程中專家將不同的氣質視為班上之某一位同學，如：活

動量高、是硬度高、堅持度高、分心程度高為甲同學，並依照該專家之經驗，將各策略之有效程度進行

評分，評分依據為 1(無效)、3(不有效)、5(可能有效)、7(有效)、9(非常有效)，五個量度。而每位專家之

經驗不同可能數據會相左，因此本研究將各專家評分資料彙整，並進行數據歸一化，確認每位專家評分

標準為一致後。再藉由評分為不同之區塊抽出與專家討論，將有差異的數據調整為統一結果。如下表 4

所示。

表 4：矩陣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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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焦點團體評分後，本研究將詳細探討各氣質與策略評分，發現幾乎所有的順向方法所對應各個

氣質的評分平均皆超過 5 分，與當今幼兒教育多提昌正向鼓勵為主有所呼應，因幼兒身心成長時，於 1-6

歲還尚未完全發展社會人格，物質層面之策略對於幼兒吸引力較高，因此於順向策略中社會獎勵、心靈

獎勵、情境迴避、約定迴避屬較低分；而逆向策略中的嫌惡懲罰，以物質上的負向刺激，對於注重物質

的幼兒成效高。 

4-2 驗證模式可行性實驗 

非介入睡眠之品質觀察:：本實驗依據照護者觀察結果進行訪談，由活動記錄儀協助觀測，非介入觀

察為期 5 天，觀察結果如下表 5 所示，於實際觀察後，發現多數幼兒睡眠總時長均未達到標準(1-2 歲 11-14

小時；3 歲以上，10-13 小時)，在當中普遍存在入睡時間過長(超過 30 分鐘)；在睡眠中段部分大於三歲

的幼兒一周內睡眠中斷不超過 3 次，起身通常為生理需求，由觀察如當日入睡所需時間過長，期當日睡

眠品質不佳容易睡眠中斷；多數睡眠狀況與照護者預期有異，而照護者表示新的觀察方式能更有效了解

幼兒睡眠狀態。 

表 5： 非介入睡眠之品質觀察 

受測者號碼 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年齡/性別 五歲/男 五歲/男 六歲/女 三歲/女 一歲/男 

先天氣質 
ac低/ad高/d高/p

低 

ac低/ad高/d高/p

低 

ac低/ad高/d高/p

低 

ac低/ad高/d高/p

高 

ac低/ad高/d低/p

高 

睡眠總時數(平均) 
8h26m 9h04m 6h48m 8h52m 5h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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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眠時間(平均) 
1h25m 1h58m 52.4h 55.6m 1h16m 

淺眠時間(平均) 
6h51m 6h39m 5h56m 7h10m 5h30m 

入睡時間區間 
10：08-11：00 9：30-10：34 10：35-12：39 8：43~10：30 10：19-12：10 

入睡所需時長(平均) 
50.6m 1h41m 2h01m 1h09m 36m 

夜醒總次數/總時數 
3/30m 2/40m 7/3h23m 9/4h30m 7/5h14m 

h/hour小時，m/minute分鐘，表內數字為五日平均，ac=活動量(activity level)、ad=適應度(adaptability)、d=注意力分

散度(distractibility)、p=堅持度(persistence) 

本研究有十六項方法對應氣質策略，於本實驗之受測者氣多落坐於活動量低、適應度高區域，大部

分照護者之考量，不希望以逆向方式照護幼兒，照護者希望由改變環境最低程度，以及希望介入時間短

暫，在當中符合實驗個體平均最高分為順向避免中之轉移迴避。當中以轉移注意力為該策略方法，因此

選定光線介入方式為星空燈，該燈具將符合 CNS 所提供照度標準，睡眠環境照度應為 2lux 以內。本研

究將依據其標準調整燈具亮度與照明時間為符合幼兒可專注時間內(3-6 歲 15 分鐘，1 歲 5 分鐘)，介入實

際場域與照度如下表 6 所示。 

表 6：運用輔助幼兒睡眠模式之品質前後對照觀察表

受測者號碼 1號 2號 4號 3號 5號 

年齡/性別 五歲/男 五歲/男 三歲/女 六歲/女 一歲/男 

光線輔助睡眠產品 

擺放描述 

至於旁邊的梳妝台，距離

約為1公尺，放置平面超出

人眼。 

放置於地板，距離約為一公

尺，哥哥在上層離天花板較

近，妹妹在下層離燈具較近。 

放置於床頭櫃旁，距離約為

50公分，姐姐會去調整角

度，觀看最喜歡的圖案。 

照度值 1.4lux 0.6lux 1.3lux 1.2lux 1.42lux 

實際投影圖 

照片因拍攝之器材感光元件不同因此補光能力不一致，實際照度俗提供數質為主。

介入睡眠之品質觀察：對象為同一群人，將輔助睡眠模式授予照護者，於上述提及本次實驗採用順

向避免，當中選取照度為 2lux 以內之星空燈，於開始睡眠前投放，比較睡眠品質前後如下圖 2、圖 3 所

示，由可行性實驗結果發現，1 號、2 號、3 號，氣質類型接近，其可行程度為接近，皆有減少入睡所需

時間，當中 2 號與 3 號都有降低夜醒次數以及睡眠中斷的總時間，同時其深眠比例也明顯增加，對照於

矩陣評分表有效程度為 7 分，達到一致性。而同樣也是矩陣評分為 7 分的 4 號與前者具有同樣的結果，

深眠比例有顯著提升、夜醒時間減少、睡眠中斷次數減少、入睡所需時間也縮短許多，因此驗證了本模

式不同氣質，但預期效果一致之結果。6 號為縮深眠比例、增加睡眠中斷現象，顯示出該矩陣評分有效

程度為 5 分，驗證其成效相對 1、2、3、4 號較低，達到不同氣質但預期效果較低之結果。由實驗結果發

現，套用本模式後幼兒達到睡眠品質標準，培養出幼兒自我獨眠能力。經照護者訪談得知原先幼兒抗拒

睡眠行為以及依賴行為降低許多，甚至不需要去安撫幼兒，即能夠自行入睡，達到簡化睡眠儀式與降低

照護負擔，證實合適環境互動可以取代人為照護。而在睡眠總時間上部分幼兒有減少現象，但深層睡眠

卻是提升的現象，表示僅需睡眠時間短可以達到更好的睡眠效益。而睡眠中斷減少也反應出睡眠品質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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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睡眠品質之質與量前後比較圖(量之分析)

圖 2：睡眠品質之質與量前後比較圖(質之分析)

五、結論

睡眠活動不再是照護者與幼兒之間的拔河賽，本研究提出輔助幼兒睡眠模式之目的為打造以人為

本、因材施教之教育照護模式，提出與先天氣質相對應之策略以減輕照護者負擔，由實驗過程中發現氣

質相近之幼兒具有同樣的顯著結果，能對應至矩陣圖表評分，確實能夠使照護者實施最佳方法，達到因

材施教。透過設計實驗，交叉比較實驗組、對照組之睡眠品質狀態，包含入睡所需時長、深眠比例、睡

眠中斷現象，其中入睡所需時長則為照護者最關切重點，發現如運用得當本模式對於輔助睡眠為可行，

且受測者皆有顯著提升睡眠品質，縮短入睡時長，甚至達到高品質之標準(30 分鐘內入睡)，且睡眠中斷

現象甚至不會出現，可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睡眠模式，能給予睡眠上品質改善，提升幼兒獨眠能力。於模

式中的十六項方法可運用至其他目標行為，如學習、運動等其他作息，於廣度的層面期涵蓋住所有幼兒

氣質，可協助教師能訂立該班所有同學得最佳解，於深度上不同的方法可以進行排列組合軟硬接施，達

到最佳化。

時間(分鐘) 

時間(分鐘) 百分比% 

受試者代號 受試者代號 

受試者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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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因工程設計研究-以自玩型貓玩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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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社會、人口結構變遷，家中飼養寵物已成風潮。作為一種陪伴與情感依附對象的寵物，多被視作

家庭中的成員，如親人般的重要。許多飼主會為了帶給寵物更好的生活環境，而去購買寵物商品，使得寵

物市場日漸蓬勃，寵物商品設計也愈形重要。本研究團隊曾經針對小型犬寵物之商品設計程序需求，提出

以寵物為使用者的「寵因工程」或「犬因工程」概念。然而，貓類寵物亦相對為多，特性明顯有別，亦須

深入研究。本研究以最常見的寵物貓-混種短毛貓為使用對象、自玩型玩具為設計研究物件，以觀察法分

析貓使用玩具的行為因素，以實驗設計法並透過統計分析方法探討貓的年齡性別與產品屬性中的因素對

貓的喜好影響關係，期能指出產品屬性與貓寵生理因素之關聯性，依此定義出符合貓寵偏好的產品屬性設

計規格。

關鍵詞：寵物商品、寵因工程、貓因工程、貓類玩具

一、前言

隨著社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社會漸漸趨向於少子高齡化，生育率降低及家庭關係的鬆散，社會

型態逐漸轉變為小家庭與單身獨居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淡薄，加深了內心的孤寂，因此人類飼

養寵物來做為陪伴對象，來做為彌補心靈空虛的情感來源。寵物漸漸被視作是家庭中的成員，扮演同伴

的角色，成為被養育與照顧行為的中心，人類同時希望能從寵物身上得到情感的交流，而非單方面的給

予，因此會重視寵物對於互動中的反饋，因此轉而去選擇寵物喜歡而非人類喜歡的物品(陳瑞龍，2009)。 

在全世界的飼養寵物中，貓隻與犬隻是最多人飼養的動物種類，然而貓在歷史上被馴養的時間

比狗還要短，也顯露出比狗更強烈的野生本能，不像狗一樣容易訓練或改變行為，常常讓飼主產生挫敗

感，雖然市面上有許多增進飼主與寵物貓互動的寵物玩具，但相較寵物狗來說較少專門的產品(楊韞媛，

2015)，而且現今寵物商品多以飼主及購買者作為主要考量點，較少以寵物自身之需求做為設計出發點，

因此寵物商品時常不符合寵物的期待或需求，無法吸引寵物的注意力而毫無用處。

另外也因為無法找到正確的寵物商品，寵物的負面反饋讓飼主無法滿足與寵物建立連結的需求

(花錢買的東西寵物不喜歡→不夠瞭解寵物)而產生挫敗感等負面情感，而寵物也無法滿足其天性的需求

而轉嫁為做出讓飼主不滿的負面行為(吵鬧、破壞物品、四處便溺...)，最後損害雙方的情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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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趙曉薇，2009)的研究中能了解到寵因工程可以幫助產品使用者-寵物而言，以其角度真正

探求其滿意的產品規格；對消費者-飼主而言，提供如何挑選商品的依據，能挑選適合自己寵物的玩具；

對製造者或行銷人員而言，可以用寵物角度進行產品的開發設計或行銷，然而其所提出的寵因工程主要

設計對象僅為寵物犬，其探討的設計要素也是以犬隻的生物特性作為分析對象所得出的，因此無法確定

其應用於不同物種時是否能夠以相同產品屬性作為寵物商品設計考量。 

    寵物商品的分類以不同使用者作為分類，其分為寵物單獨使用、飼主單獨使用及寵物與飼主共

同使用三種分類，本研究將探討寵物商品設計時應考量寵物因素的寵因工程，因此將以寵物單獨使用或

寵物與飼主共同使用之寵物商品做為研究目標。 

    本研究以現存寵物中數量龐大的寵物貓作為研究對象，並且以最多人飼養之混種短毛貓作為實

驗對象，因貓隻的生物特性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範圍僅貓科寵物的貓因工程。 

 

二、文獻探討 

2-1 寵物市場分析 

隨著寵物角色的轉變，人們對寵物的情感已由對它的寵愛轉至情感依附的對象，寵物對飼主而言就

像朋友或親人般的重要，因此愈來愈多飼主願意透過購買商品帶給寵物更好的生活空間，也漸漸開始重

視產品是否真正適合寵物使用，是否達到產品的功能價值。寵物市場商品以食、衣、住、行、育、樂，

區分成六大類，將其分析並探討其功能價值(趙曉薇，2009)，分析結果得知寵物商品具有以下功能價值：

生理基本需求、寵物健康、衛生清潔、教育訓練、飼主照護需求、寵物娛樂、互動交流及飼主自我實現。

在六大種類商品中，以娛樂類型商品最需考量寵物的適用性與其喜好，故本研究以娛樂類型商品為研究

範圍。本研究定義娛樂類型商品為寵物玩具，人們可以透過它與寵物互動玩樂，增進與寵物之間的情感

並創造回憶，寵物亦可以自行使用此類商品達到心理健康快樂。 

2-2 寵物玩具分析 

設市售寵物玩具種類、款式重複性質高且品質不一。因此從款式功能類似的商品中挑選較具代表性

的玩具作為代表並加以分析(表 2-1)，依照楊韞諼(2015)的分類方式將其分為三個類別：自玩型玩具、益

智型玩具及互動型玩具。可以發現目前市售寵物商品以非電動互動型商品為大宗，同時飼主最常購買之

種類也是自玩行為具，故本研究已自玩型玩具作為研究目標，分析其構成因素，可以發現多數具備吸引

貓的因素為；視覺模擬自然界獵物外型、觸覺模擬自然界獵物的毛髮或羽毛或硬度、嗅覺刺激貓的活動

反應、以被撲咬或追逐等模擬獵物被狩獵的行為、聽覺以作出獵物被攻擊時發出回饋的聲響並且同時利

於貓隻持續追蹤玩具。 

 

表 2-1 市售玩具分類與分析 

種類 品項 圖示 說明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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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玩

型

玩

具

玩具

動物

模擬自然界生物外型，用以

模擬狩獵動作。

視覺、觸覺、狩獵

行為

玩具

球

以材質或聲音吸引貓做出撥

弄追逐的動作。

視覺、觸覺、聽

覺、狩獵行為

貓草

包

在布袋或是玩偶中放入貓草

以吸引貓。

視覺、觸覺、嗅

覺、狩獵行為

立式

逗貓

棒

以彩色球體或羽毛狀頂端吸

引貓做出撥弄動作。

視覺、觸覺、狩獵

行為

洞洞

盒

利用盒體的封閉，讓貓在撥

弄盒裡的球體時有追逐感。

視覺、聽覺、狩獵

行為

軌道

球

運用塑膠球與塑膠軌道的摩

擦聲吸引貓的注意。

視覺、聽覺、狩獵

行為

立式

刷具

放置型或安裝型，讓貓可以

自己梳毛。

觸覺、生理需求

貓抓

板/架 

紙箱材質，利用孔隙讓貓可

以磨生長的爪子。

觸覺、生理需求

伸縮

通道

讓貓可以模擬在狹小空間追

逐的狩獵。

聽覺、觸覺、狩獵

行為

貓跳

台

配合貓躲在小空間的習性，

及訓練其跳躍能力。

觸覺、狩獵行為

益

智

型

玩

飼料

玩具

利用飼料作為誘餌，讓貓必

須想辦法將食物取出，訓練

其邏輯能力及肢體協調動

作。

嗅覺、味覺、觸

覺、聽覺、狩獵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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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貓 

貓就像狗一樣是嗅覺靈敏的動物（Reznik，1990），但它同時也具有優異的視覺和寬廣的視野寬度

（Pettigrew，1986）。貓在遊玩玩具時，其動機以及動作與捕食獵物相似(Hall & Bradshaw，1998)，這是

一種掠奪性行為，在這個過程中，任何具有與貓的典型獵物有關的特定刺激如尺寸、觸覺、嗅覺、動作

等都可以引起貓的遊戲與捕食行為(Rasa，1973; Leyhausen，1979; Russell，1990)，因此自玩型玩具所應

具備的要素可以推定為類獵物的刺激。但是這些刺激要素的優先順序很少被一一提出探討，Mayes (2014) 

指出貓能夠注意到一系列的刺激特徵並作出反應，並且當同時有多重刺激(視覺 - 嗅覺刺激)時，對於大

多數貓來說，視覺刺激似乎占主導地位。然而，對嗅覺刺激反應較大的貓同時也是存在的，因此目前並

沒有確切的研究證明貓對這些刺激的反應順序。 

2-4 寵因工程 

具 

互 

動 

型 

玩 

具 

逗貓

棒  

以鳥類羽毛或不同材質作為

刺激物，以飼主的不規則動

作模擬獵物，讓貓可以做出

狩獵動作。 

視覺、觸覺、狩獵

行為 

遙控

老鼠 
 

飼主遙控老鼠讓其做出不規

則動作以吸引貓。 

視覺、聽覺、狩獵

行為 

電動

逗貓

盒 
 

飼主遙控盒中球體以吸引貓

的注意力。 

視覺、聽覺、狩獵

行為 

電動

逗貓

棒 
 

以立式或遮蔽式的逗貓棒，

可以甩出不規則動作以吸引

貓。 

視覺、聽覺、觸

覺、狩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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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薇(2009)所提出的寵因工程是以商品開發設計流程為中心去進行改良，使其可以幫助寵物商品

在概念發展過程中讓商品更為貼近使用者。

以寵物為主要使用者導向的寵因工程概念，以商品設計流程為基礎建立寵物商品開發設計流程，使

寵物商品更貼近使用者，真正適合寵物使用，其研究以犬為研究對象，寵物玩具為研究範圍，觀察分析

犬使用玩具的行為模式，並以實驗設計探討犬身體計測值與產品屬性規格對於犬喜好的影響關係，建立

寵物身體量測項目及寵物喜好的產品屬性規格，計測值，並探討其對產品屬性的偏好，以開發出更適合

寵物使用且感興趣的商品。

圖 2-1 寵物商品開發設計流程(趙曉薇，2009) 

寵因工程緣起於人為因素和人體工程學，常簡稱為人因工程，根據國際人體工程學協會(IEA)的規定，

在人體工程學可以細分為以下三種專業領域：物理人體工程學、認知人體工程學及組織人體工程學。而

寵因工程與本研究所提到的人因工程皆為物理人體工程學之延伸，即涉及解剖學、人體測量學、生物學

及生物力學等，以測量研究人體之方法將其應用於寵物等其他生物。然而趙曉薇(2009)所提的寵因設計僅

以人體測量學應用於寵物身上，並未完整轉換人因工程應用於寵因工程，本研究將以完整的物理人體工

程學轉換應用於寵因工程研究，並以貓作為驗證對象。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步驟分四階段，如表 3-1 所示，下列將依各階段分項說明。 

第一階段：文獻回顧法與市場分析，以文獻探討了解研究對象及範圍的基礎知識，分析探討貓科寵

物商品的價值功能及屬性要素特徵，並用以完善貓因工程設計流程。

第二階段：寵因工程研究，將寵因工程再定義與應用，並且結合觀察法以攝影紀錄貓使用商品的行

為，分析探討貓使用行為模式，建構所需量測的身體部位，並以專家訪談方式評估量測項目。 

第三階段：實驗設計，藉由資料分析與貓行為觀察，透過實驗方式探求寵物對產品屬性規格的需求

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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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實驗分析與結論，將實驗資料進行統計分析，最後提出本研究成果以及檢討本研究不足

之處與後續研究建議。

  表 3-1 研究流程 

第一階段 文獻探討與市場分析
以文獻回顧法蒐集統整相關文獻

市場調查與分析

第二階段 寵因工程研究 寵因工程再定義與應用

第三階段 實驗設計 實驗測試

第四階段 實驗分析與結論
實驗分析

研究結論

3-1 貓因工程

藉由第二章文獻探討與分析，以犬因工程做為基礎，重新定義寵因工程，歸納出寵因工程應探討目

標寵物的生理學、解剖學與測量學，並搭配寵物使用物品行為觀察，找出應量測之項目，進行量測對照

後，最終建立目標寵物之生理因素工程學，本研究以貓做為目標寵物，以自玩型玩具作為物品，依此流

程做出屬於貓的貓因工程。

圖 3-1 本研究定義之寵物生理因素工程學 

3-2 實驗設計

本研究應用貓因工程後，以觀察法得出自玩型玩具所應探討之產品屬性因素，為分析寵物玩具產品

要素對貓的影響力，將已分析出的產品要素分別與 15 隻混種短毛貓進行多項實驗，透過反覆的事前事後

對比實驗，驗證觀察法所得到的數據。

實驗流程分三階段，以下針對各流程進行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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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實驗規劃工作包含實驗設計，測試樣本製作與實驗紀錄表製作。首先依實驗目的進行實

驗的設計，本實驗樣本採自行製作方式，除距離實驗外其餘每項變因實驗樣本為 5 個。 

第二階段：本研究受測對象為 15 隻混種短毛貓，在受測前請飼主先填寫基本資料，並進行貓的生

理因素量測。實驗地點為飼主家中，在受測前將其他的玩具清空，再進行實驗。請飼主將實驗樣本以固

定間隔時間分別給予貓使用，拍攝紀錄每個樣本的使用時間，以使用時間作為貓的使用滿意度的評量標

準，其使用時間的紀錄方式為貓開始去使用樣本直到不再使用樣本的間隔時間，五件樣本將依隨機分配

給予貓使用，實驗進行中請飼主評估犬使用的滿意度，加以記錄。 

第三階段：實驗分析，依實驗所得數據，分析探討混種短毛貓對產品嗅覺要素、尺寸使用滿意度是

否有差異，貓因工程所得出的產品設計要素是否對貓有滿意度差異。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藉由分析貓遊玩自玩型玩具行為，歸納得出表 4-1，而其量測說明則為依據小型哺乳類動物測量方法

歸納，以捲尺輕放在貓的身體表面上而非用力壓直去進行測量。 

表 4-1 產品因素與身體因素測量表 

寵物行為 重要因素說明 量測項目 量測說明 

靠近物件以鼻子嗅

聞 

以嗅覺吸引貓的注意力 嗅覺因素 常見嗅覺要素濃度測量 

咬住 /叼著一部份

的物件 

物件大小可被貓咬住 口部尺寸 嘴張開之大小及口部側面深度尺寸 

物件重量可被貓叼起 體重 體重 

使用前腳伸出爪子

將物件抱在懷中 

物件可被抱住 前腳長度 肩頰骨至前腳接觸地面之長度 

伸出後腳快速踢著

物件 

物件大小可同時被咬住以及

腳踢 

口部尺寸 嘴張開之大小及口部側面深度尺寸 

後腳長度 髖關節至後腳接觸地面之長度 

以頭部及脖子磨蹭

物件 

物件讓貓喜歡 嗅覺因素 常見嗅覺要素濃度測量 

按照遊玩行為的順序去進行實驗測試，前文提到之遊玩行為順序依序為：(1)靠近物件以鼻子嗅聞。

(2)咬住/叼著一部份的物件。(3)使用前腳伸出爪子將物件抱在懷中。(4)伸出後腳快速踢著物件。(5)以頭

部及脖子磨蹭物件。經過分析歸納後，實驗測試的順序為(1)嗅覺要素濃度測量。(2)嘴張開之大小及口部

側面深度尺寸。(3)體重。(4)肩頰骨至前腳接觸地面之長度。(5)髖關節至後腳接觸地面之長度。 

4-1 嗅覺要素實驗 

嗅覺要素濃度測量(Smell)，以市售購買率最高的貓草進行測試，尺寸統一固定為市售自玩型玩具平

均大小 5*10cm，重量固定為 10g，嗅覺要素濃度以 0.5ml 體積的貓草依序遞增，嗅覺實驗樣本如表 4-3。

測試結果得知貓使用樣本的滿意度平均數中樣本 S3 讓貓開始對樣本作出遊玩反應，樣本 S4 則是可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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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貓明確做出遊玩動作，以此結果可以推定出，若將貓草做為產品要素之一，應注意產品所含貓草的最

低濃度為 1.5ml。 

表 4-2 嗅覺實驗樣本 

樣本 S1(0.5ml) S2(1ml) S3(1.5ml) S4(2ml) S5(2.5ml) 

距離測試(Distance)是為了確認濃度測試所得出之結果是否能夠在家中吸引貓的注意力，讓其可以在

自玩型玩具無法做出獵物動作的情況下依舊在一定的距離外吸引貓隻的注意力。將濃度 2ml 的貓用玩具

放置於密封袋中，確認家中貓隻的位置，並於一定的距離外打開密封袋，以攝影機記錄貓隻的反應。，

測試結果可以得知直線範圍 20 公尺以內的貓會對濃度 2ml 的貓草玩具做出反應。 

圖 4-1 密封袋示意圖 

4-2 色彩要素實驗

色彩要素測試(Vision)，因文獻中提到貓隻的視覺發育使貓對顏色差異有分辨度，然而並未提到色

彩是否會影響貓遊玩玩具的喜好度，因此以固定尺寸 6cm*8cm、重量 10g、氣味濃度貓草 2ml，五種色

彩色相與明度皆不同的實驗樣本進行測試，製作出色彩測試樣本如表 4-3。根據實驗結果，樣本色彩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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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影響貓的喜好程度，他們會優先選擇離自己最接近的玩具，因此可以判斷色彩要素並非貓用玩具

應具備的必要要素。 

 

 

表 4-3 色彩測試樣本 

樣本 V1(白) V2(米灰) V3(橘) V4(淺棕) V5(深棕) 

 

  
  

 

4-2 尺寸要素實驗 

尺寸要素測試(Bulk)以貓的口部及前腳尺寸作為依據，製作五個實驗樣本，最小的尺寸為長寬為 7 公

分*5 公分的樣本，其尺寸變因為寬度遞增 1 公分及長度遞增 2 公分，最大的實驗樣本重量以體重最輕的

貓為基準，控制在所有貓都可以接受的重量，製作出尺寸測試樣本如表 4-4，測試結果為測量樣本尺寸偏

小的玩具遊玩時間較長。 

表 4-4 尺寸實驗樣本 

樣本 B1(5cm*7cm) B2(6cm*9cm) B3(7cm*11cm) B4(8cm*13cm) B5(9cm*15cm)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貓為研究對象，自玩型寵物玩具為研究範圍，以觀察法分析貓使用玩具的行為因素，以實

驗設計探討產品屬性中的因素對貓的喜好影響關係，本研究提出於寵因工程內應確認產品獨立要素對寵

物的刺激，並應對產品獨立要素進行規格獨立測量以作為寵物產品設計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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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測量出貓在遊玩自玩型商品時，嗅覺要素對貓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並且定義出以貓草做為嗅

覺刺激要素時應注意最低貓草濃度為 1.5ml，距離要素為直線距離 20公尺以內的貓皆會對玩具做出反應，

而色彩要素並非貓用玩具所應考量之必要要素，尺寸要素則對貓有所影響，尺寸較小的玩具較得貓的喜

愛。本實驗範圍僅自玩行貓因工程研究，後續研究或許可以探求其他不同種類寵物之寵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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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台灣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之探討 

楊靜*+   許家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研究生

+通訊作者: yangj@yuntech.edu.tw

摘  要 

1990 年代以後，台灣因少子化與產業外移的社會結構劇變，大學教育的招生與科系體制的存廢受到

很大的衝擊而被迫刪併轉型。但是，工業設計教育在此一劇變中不但沒有被擊退消失，反而成為各大學

院校轉型再生的新目標。許多大學院校各出奇招，改設或新設立以創新產品、創意商品、生活文創等科

系，或以產品與媒體、遊戲與產品等設計雙體制設立複合型科系，短短十幾年全台灣增設三十幾所科系。

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分析、人物口述訪談及實地調查等方法，針對東方、佛光、遠東科大、建國科大、

中華、正修科大、屏東科大、台灣首府、南開科大、僑光科大、台北商業大等 11 所大學的 12 個複合型

科系，探討這些科系所屬的大專院校之設立背景、學校政策發展、體制變革、設立科系的緣由與組織等

因素，以年代分期與體制不同、科系名稱類型進行歸納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的工業設計教育體制衍生出複合型科系，12 個複合型科系的學校創立沿革可分

為：前、中、後三期；學校體制上可分為：1)工專體制、2)商專體制、3)工商專體制、4)工藝體制、5)農

專體制、6)人文社會體制等六大體制；科系名稱可分為 1)多媒體與設計類、2)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類、

3)機械工程與設計類、4)材料科學與設計類、5)商業管理與設計類等五大類。複合型設計科系跨領域類群

主要以機械類群學生居多，其次為商管群。本研究將彙整前期研究大專院校發展脈絡之研究成果，並繼

續探討複合型設計科系之課程規畫與教學特色，以建構完整台灣工業設計教育發展體系。

關鍵詞：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設計科系、跨領域、發展沿革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工業設計發展，從 1960 年代專科發展時期、1970 年代大學發展時期、1980 年代研究所發展時

期至今，已有 52 年歷史之久。但是，1990 年代開始，台灣產業經濟受到國際經濟泡沫化、產業外移影

響，尤其 1994 年因《大學法》教育政策鬆綁，許多大學院校紛紛設立，暴增到目前的 165 所大學。2000

年之後因少子化與廣設大學等因素，影響大學錄取無門檻、學歷無用等人才過剩現象，進而導致許多大

學科系為了招生多寡被迫改革轉型尋求新的出路。2002 年政府推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積極推展本土化的文化創意產業，雲科大並在 2006 年創立創意生活設計系成為最初以創意之名設立的科

系。2010-2015 年之間，許多原是工商專校改制科技大學順勢搭上廣設設計科系的潮流，並以創意、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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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之名設立的商品或產品設計科系，有些原已設立商品設計系也順勢追加「創意」之名，加總起來竟多

達 17 所。2008 年起，有些大學為整頓工商學院招生困境尋找新出路時，出現另一支特殊的新設複合型

工業設計相關科系。簡單說就是以產品或商品設計系為主體，結合其他設計領域新設立的雙重課程體制

的科系工業設計本科與這些衍生相關科系新舊並存竟多達 50 幾所。對於在這短短十幾年，台灣工業設計

教育如何衍生出各類型相關科系?這些龐大的相關科系與工業設計教育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如何面對各自

的未來?對於當下台灣設計教育的發展現況與諸多困境難題，促成了本研究的動機所在，因而提出專題計

畫：1990 年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相關科系的衍生現況及未來發展之研究(I)(II)，獲得郭科會的經費支持。 

1-2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執行上述 105 年度科技部專案研究為，第一年已釐清工業設工業設教育的延伸衍化型與創新

創意型相關科系的發展沿革與課程特色等研究成果(楊靜、呂蕙欣，2017)。今年 106 年度研究對象以雙

體制複合型相關科系為主，主要是以創意產品或商品設計為基底，與其他設計領域結合，如多媒體、遊

戲、材料科學等名稱為名。本研究已文獻蒐集與分析、人物口述歷史訪談等方法，探討當今台灣工業設

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學校體制特質與發展沿革，並對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展開以下研究

目的:1)針對當今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之社會背景、經濟產業政策如何從工業設計轉變為雙體制複合

型的設計科系之緣由、2)探討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之成立沿革、招生管道。 

1-3 研究對象與範圍界定

本研究主要探討當今台灣工業設計教育因應少子化衝擊下與因應 2002 年政府推動「挑戰 2008：國

家重點政策計畫」提倡文化創意產業背景下，以「複合型」為名所設立的產品、商品設計相關科系 12

所之社會背景緣由、成立沿革、招生政策，訪談對象如表 1。 

表1：1990年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研究訪談對象表 
校名 系名 設立年代 備註(前身校名) 

1. 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2004 原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2. 東方設計大學 流行商品設計系 2008 原東方工專

3. 佛光大學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2008 原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4. 台灣首府大學 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 2010 原致遠管理學院

5.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2010 原南開工商專校

6.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2010 原遠東工專

7. 遠東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機械與電腦輔助) 2010 原遠東工專

8.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2012 原建國商專

9. 中華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2012 原中華工專

10. 僑光科技大學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2013 原僑光商專

11. 正修科技大學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2013 原正修工商專校

12. 台北商業大學 商品創意經營系 2014 原臺北商專

二、文獻探討 

2-1台灣濟結經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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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台灣經濟社會結構可分為四個階段探討，1.1950 年代台灣戰後至 1980 年代經濟拓展期、

2.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科技代工經濟產業結構轉型期、3.2000 年代至今產業結構轉變與少子化衝擊教育

以及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創意文化設計的興起。 

1. 1.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經濟拓展期：1950 年政府實施「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策

略，利用農產品外銷以賺取外匯，發展進口替代工業。1960 年代出口擴張時期，政府公佈「十九點

財經改革措施」及「獎勵投資條例」，產業積極擴展國際外銷市場，市場需大量技術人才投入與培

育，促使大量私立專科的成立擴充；1970 年代因應產業升級的需求，政府以技術密集度高且有廣大

市場的紡織、石化、電子、鋼鐵、機械為產業發展策略，因此促使當時學生以工學專業為志向。 

2.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科技代工經濟產業結構轉型期： 1980 年代早期外貿政策推動下，貿易順差不

斷擴大，政府採取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作為經濟發展新主軸 (經建會，2013) 。在教育方面，到 1980

年代時，工學人才仍是台灣的培育重心，台灣的經濟此時為最高峰。1994 年「大學法」之教育政策

大開放，陸續開放大專院校成立及轉型。1999 年時，更多大專院校成立、升級，導致國內市場無法

消化，造成高學歷氾濫。 

3. 2000 年代產業被迫轉型與少子化衝擊教育：2000 年起台灣因應全球化、產業外移大陸等衝擊，台灣

產業以高技術代工模式產業轉型升級為以自主開發的製造模式。少子化社會結構也衝擊到台灣教育

發展。2002 年起政府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期望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等十大重

點投資，完成「綠色矽島」國家願景(經建會，2003)。行政院成立「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

主要以執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2003)，結合人文與經濟發展文化產業。 

2-2台灣設計教育變革 

在「大學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01)中提及台灣民國 38 年政府遷台之初，只留一所日治時代留下

來的台灣大學以及省立工學院(現今成功大學)、農學院(現今中興大學)與師範學院(現今臺灣師範大學)等

三所獨立學院。而台灣教育發展至今，大專院校已多達 158 所之多(教育部統計資料庫，2017)。1949 年，

國民政府遷台以來，各時期提出不同的教育政策，大致可分成以下四大期。 

1. 教育發展前期(1949-1994): 1954-1971 年政府鼓勵私人興學，大量增設專科學校。1972-1985 年專科教

育學校大量增加導致品質下降，政府暫緩接受私立學校申請，以整頓高等教育制度為目標。 

2. 再度擴充時期(1994-2001):1994 年《大學法》修正通過，大學院再度擴充，技職體系以《教育部遴選

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並核准附設專科實施辦法》開放專科提升為技術學院。1999 年教育部透過多

元入學新制，將入學管道拓展至甄選、個人申請、招生考試及登記分法等四種多元入學方案。 

3. 多元教育「春秋戰國」期(2002-2005):2002 年教育部執行：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子計畫

《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有意培養創意及國際觀的人才。2003 年，行政院核定《大學校院藝術與設

計系人才培育計畫》，並成立「策略聯盟教學資源中心」，為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服務業正式接軌。 

4. 校自主管理及績效責任期(2005 至今):2005 年《大學法》修正案通過後，以評鑑機制與加強維持教育

高度品質。2006 年行政院核定〈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納入〈新十大建設計畫〉。 

2-3 1990年台灣工業設計相關衍生科系的教育發展 

根據 100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1970 年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教育大學教育的發展脈絡及課程特色

之研究(I)」 (楊靜、蔡志欣，2012，以下簡稱前期研究 I) ，1960 年代起專科學校陸續設立的工業設計科，

因不符社會需求、專業師資的缺乏與教學課程不健全，導致 1970 年代，除了長續型的三所工專之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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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型的工專如：崑山、東方、新埔與南榮等四校，面臨停招的命運。1980 年代產業復甦，企業重新正視

設計人才，因應產業人才需求，興起後設型專工業設計科設立如：萬能、聯合、亞東與和春等四校。

1990 年代教育政策的開放，大專院校開始林立。全球皆受到泡沫化經濟的影響，台灣原以高科技產

業代工的經濟產業結構改變成自設計的生產模式，工科人才過剩的問題不斷增生，企業無法消化的工科

人才，流入新設科系師資中。而原工學院或商學院體制的私校，因應設計產業的興起，開始轉型成工業

設計相關科系，並以「商品」、「產品」為名，如：銘傳大學等轉型的科大。

2000 年代因政府推廣設計與科技產業跨領域連結，出現以「科技」為名的相關科系，如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商品設計系。自 2002 年起，政府全力推動「挑戰 2008：國家重點政策計畫」提倡文化創意產業

背景下，衍生以「創意」為名的科系，如：雲科大的創意生活設計系。2003 年教育部提出「大學校院藝

術與設計系人才培育計畫」之後，全台大專院校開始廣設大量的設計「綜合型」相關科系，而原 1970

年代短暫型停辦的工業設計科也趁勢藉此轉型的體制與更名，恢復招生。

三、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章主要針對當今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成立背景緣由、發展沿革、招生管道，以各校網站、

受訪者提供文獻與前期文獻研究摘錄，進行初步文獻蒐集與整理，根據前期研究 I 初步了解專科、大學

時期各校工業設計科系之成立沿革，並針對當時參與各校改制或設立新系之初的行政決策者，以及擔任

當時系主任或資深教授進行訪談。

3-1 文獻蒐集與研究

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與分析、人物口述歷史訪談等方法來釐清當今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成立

背景緣由，文獻蒐集實施步驟如下：

1. 各校網站：由各校網站可搜尋校史、系成立沿革、師資陣容、課程規劃。

2. 受訪者提供文獻：畢業專刊、評鑑資料等。

3. 前期文獻研究摘錄：以前期研究 I 工業設計專科、大學教育概況，得知專科及大學階段工業設計教育

之發展沿革等文獻史料為基礎，並與工業設計相關衍生科系加以整合歸納完整脈絡。

3-2 口述歷史訪談調查

本研究以釐清當今台灣所設立 12 所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設立緣由與發展沿革為主，於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間進行口述歷史訪談調查，接受訪談對象所屬系所設立的時間先後排序，分別為

1)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系主任鄭義融、2) 助理教授陳昭銘、3)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主任

張志昇、4)遠東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主任劉季宗、5)遠東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機械與電腦輔

助主任王世杰、6)建國科技大學遊戲與產品設計系主任毛祚飛、7)中華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主任翁千

惠、8)正修科技大學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主任吳守哲等 8 人，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 2 所示。本研究藉由

人物口述訪談與實地調查來釐清各大學院校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設立緣由與發展沿革，並與受訪

者所提供評鑑、畢業專刊等資料，與網路相關資料相互佐證，加以分析架構出該系發展沿革與教學特色，

因本研究此次主要探討發展沿革，故不在此次探討教學成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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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1 2 3 4 

照片 

受訪者 鄭義融 陳昭銘 張志昇 劉季宗 

所屬學校 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
設計系 

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
設計系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
計學系 

遠東科技大學創意商品
設計與管理系 

現職 系主任 助理教授 系主任 系主任 

照片 

編號 5 6 7 8 

受訪者 王世杰 毛祚飛 翁千惠 吳守哲 

所屬學校 遠東科技大學工業設計
系 

建國科技大學遊戲與產
品設計系 

中華大學工業產中華大
學品設計學系 

正修科技大學時尚生活
創意設計系 

現職 系主任 系主任 系主任 系主任 

照片 

四、當今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設立沿革 

本研究根據文獻蒐集與口述歷史訪談者提供資料相互佐證，將其歸納整理後，釐清 1990 年代工業設

計教育複合型科系之設立發展脈絡與科系命名。

4-1 研究對象複合型科系沿革分期

本研究以 12 所大專院校複合型科系發展沿革彙整如表 3，並將此 12 所學校，以發展沿革年代可分

為前期(1917 年-1989 年)，中期(1990 年-2000 年)、後期(2000 年之後)，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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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期(1917 年-1989 年)：1960 年代出口擴張時期，政府鼓勵產業積極擴展國際外銷市場，自 1964 年

起，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需求，政府大量核准私立專科學校的設置，如表 4 東方工藝專科、

南開工專、遠東工專、建國商專、僑光商專、正修工專等專科學校。 

2. 中期(1990 年-2000 年)：1990 年代教育政策的開放，大專院校開始林立，自 1991 年開始核准專科學

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如表 4 國立屏東技術學院、南開技術學院、遠東技術學院、建國技術學院、僑

光技術學院正修技術學院等專科學校。 

3. 後期(2000 年之後) ：因少子化的危機衝擊，且 2002 年政府提出「挑戰 2008：國家重點政策計畫」

提倡文化創意產業背景下，導致全台大專院校開始廣設設計與跨領域結合的「複合型」科系，如表

4 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

系、建國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等大學院校科系。 

 

表3：台灣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設立發展沿革 
學校 分期 發展沿革 

1.屏東科技大學 前期 1924 年創立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 

1975 年設立林產利用科 

1981 年改制為國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林產利用科」 

1986 年更名為「木材工業科」 

中期 1991 年升格為國立屏東技術學院，更名「林產加工技術系」 

1997 年改名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998 年更名「木材工業系」 

後期 2004 年更名「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2.東方設計大學 前期 1966 年創立「東方工藝專科學校」，設立五專制「美術工藝科」、「工業設計科」 

1969 年停招「工業設計科」 

中期 1990 年改名為「東方工商專科學校」 

後期 2002 年改制「東方技術學院」 

2006 年由美術工藝系分出，設立「流行設計系」 

2008 年更名為「流行商品設計系」 

2010 年改名「東方設計學院」，設立藝術設計、民生設計與應用科學等 3學群 

2011 年增設流行商品設計科 

2015 年增設流行商品設計系碩士班，「流行商品設計系(科)」與「流行商品設計系碩士

班」立屬於應用設計學群 

2017 年改名「東方設計大學」，升格藝術設計學院、民生設計學院、應用設計學院 

3.佛光大學 中期 2000 年所設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後期 2006 年改名佛光大學 

2008 年成立「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2011 年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自理工學院轉歸屬於新成立的創意與科技學院 

4.台灣首府大學 中期 2000 年創立致遠管理學院 

後期 2010 年升格更名為「台灣首府大學」，增設「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 

2015 年停招「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 

5.南開科技大學 
前期 1971 年創立私立南開工業專科學校  

中期 1993 年改名為私立南開工商專科學校 

2001 年改制為南開技術學院 

後期 2008 年正式改名「南開科技學」 

2010 年整合多媒體設計系及文化事業發展系為「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6.遠東科技大學 
前期 1967 年創立「遠東工業專科學校」 

中期 1992 年增設商科，改名為「遠東工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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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成立電腦應用工程系 

1999 年改制為「遠東技術學院」 

後期 2006 年改名為「遠東科技大學」 

2009 年成立電腦應用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2010 年增設「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2013 年電腦應用工程系改名「工業設計系」 

2014 年整合商管、工程學院成立設計學院 

7.建國科技大學 前期 1965 年創立私立建國商業專科學校 

1974 年更名為「私立建國工業專科學校」，商科停招 

中期 1992 年增設商業類科，更改校名為「私立建國工商專科學校」 

1999 年改制為「建國技術學院」 

後期 2004 年改名為建國科技大學，整合空間設計系、商業設計系、數位媒體系成立設計學院 

2012 年設計學院增設「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2016 年遊戲與產品設計系更名為「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 

8.中華大學 中期 1990 年創立「私立中華工學院」  

1997 年改名為「中華大學」成立了建築與規劃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後期 2010 年建築與規劃學院設立「創新設計與管理學位學程」 

2012 年「創新設計與管理學位學程」轉型為「工業產品設計系」，建築與規劃學院更名

為建築與設計學院 

9.僑光科技大學 前期 1964 年設立「僑光商業專科學校」 

2000 年升格為「僑光技術學院」 

後期 2009 年改名為僑光科技大學 

2012 年增設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生活創意設計系，重新組成設計與資訊學院 

2013 年增設「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2017 年「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增設機械設計組、產品設計組之分組 

10.正修科技大學
前期 1965 年創立「正修工專」 

中期 1990 年增設商業類科，更改校名為「正修工商科學專校」 

1999 年改制為「正修技術學院」 

2000 年在人文社會學院下設立的「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 

後期 2003 年改名「正修科技大學」 

2010 年「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正式轉型成「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招收「應用

設計組」及「設計行銷組」 

2011 年人文社會學院改名生活創意學院 

11.臺北商業大學 前期 1917 年臺灣總督府創立「臺灣總督府立商業學校」 

1921 年由臺北州接辦，改稱「臺北州立商業學校」 

1922 年改稱「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 

1949 年兩校合併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學校」 

1967 年改隸更名為「臺北市立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968 年改制為「臺北市立商業專科學校」 

1982 年改隸中央，更名為「國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 

1983 年設立二年制專科日間部 

後期 2001 年改制為「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2014 年改名「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於桃園校區成立創新經營學院，並增設商品創意經

營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複合型科系之大學院校體制

本研究針對表 2 的 12 所科系的創立學校體制進行討論，可以歸納出 1)工專體制、2)商專體制、3)

工商專體制、4)工藝體制、5)農專體制、6)人文社會體制等六大體制，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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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專」體制: 「中華大學」前身為 1990 年設立「私立中華工學院」。

2) 「商專」體制: 「台灣首府大學」前身為 2000 年成立的致遠管理學院、「僑光科技大學」前身為

1964 年設立僑光商業專科學校、「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前身為 1917 年創立臺灣總督府立商業學校。

3) 「工商」專體制: 「南開科技大學」前身為 1971 年創立的私立南開工業專科學校、「遠東科技大學」

前身為 1966 年設立遠東工業專科學校、「建國科技大學」前身為 1965 年創立為建國商業專科學校、

「正修科技大學」前身為 1965 年創立的正修工專。

4) 「工藝」體制: 東方設計大學前身為 1966 年創立的「東方工藝專科學校」。

5) 「農專」體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前身為 1924 年創立的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

6) 「人文社會」體制: 佛光大學前身為 2000 年所設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於 2006 年改名佛光大學。

本研究發現 2000 年之後所成立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多以工商專、商專為主，如南開科大、遠東

科大、建國科大、正修科大、台灣首府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等 7 所大專院校。其中

南開科大、遠東科大、建國科大、正修科大原是工專學校，因增設商業類科，而改制為工商專科。

4-3 複合型科系成立緣由

4-3-1成立緣由

本研究以口述歷史訪談與受訪者所提供資料相互佐證，彙整出其成立緣由，學校成立緣由可分為兩

方面:其一，為了因產業經濟結構變革，加上政府推動文化創業產業發展，成立以產品、商品設計與其他

領域結合為名的複合型設計科系，如東方設計大學、正修科技大學、佛光大學、遠東科技大學、中華大

學、僑光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臺北商業大學等 8 所大學院校；其二，因少子化的影響，高職端學生

數量銳減與變化，為了增加高職端所對應的招生類群，並整頓學校資源與學院學系整合所成立的科系，

如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為了因應高職端轉型，並由「木材工業系」轉型更名為「木材科學

與設計系」；遠東科技大學的工業設計系是從原電腦應用工程學系轉型而來；遠東科技大學的創意商品

設計與管理系是商管學院的創業管理、行銷企劃結合商品設計所成立。

本研究發現有些學校科系早期發展是以學程模式進行教學與招生，並因學程模式建立的基礎進行轉

型為複合型設計科系，如中華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前身為創新設計與管理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時尚

生活創意設計系前身為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本研究並針對複合型科系成立發展脈絡，可分為新

設複合型科系與舊科系延續結合設計領域的複合型科系等兩型，分類說明如下: 

1) 新創設複合型科系: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台灣首府大學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建國科大創

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僑光科大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臺北商業大學商品創意經營系等 5 所科系。

2) 舊科系延續結合設計領域複合型科系:屏東科大木材科學與設計系、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系、

南開科大文化創意與設計系、遠東科大工業設計系、中華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正修科技大學時尚

生活創意設計系，等 6 所科系。

4-3-2名稱沿革

本研究以這 12 所科系的設立名稱之沿革進行討論，並以科系名稱分為: 1) 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類、

2) 多媒體與設計類、3)機械工程與設計類、4)材料科學與設計類、5)商業管理與設計類，等五大類。前

兩類屬於以設計本質較相近的領域類型，後三類屬於以設計本質較遠的領域類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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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創意產業與設計類：2008 年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系、2010 年正修科技大學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等 2 所科系成立，其中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系是從美術工藝科分出，以工藝基礎來

發展流行商品設計，正修科技大學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是以視覺設計為基底，發展創意商品設計。

2) 多媒體與設計類：2008 年佛光大學設立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2010 年南開科技大學設立文化創意與

設計系、2012 年建國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與遊戲設計系，等 3 所相關科系成立，其中南開科技大學文

化創意與設計系是由多媒體設計系及文化事業發展系所整合成立的，課程分組上分為行銷傳播媒體

組與產品設計組，主軸是以文化傳播媒體行銷與文化創意產品設計兩種類為主。

3) 機械工程與設計類：2010 年台灣首府大學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2013 年遠東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機械與電腦輔助)、2012 年中華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2013 年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等 4

所相關科系陸續成立。

4) 材料科學與設計類：2004 年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5) 商業管理與設計類：2010 年遠東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2014 年臺北商業大學商品創意經

營系，等 2 所相關科系陸續成立。

4-4 複合型招生類群

本研究根據各校系所的招生類群管道，加以歸納分析，如表 4 所示。由此發現複合型科系都以 2-3

個招生類群為主，並以機械類群學生居多，如遠東科大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與工業設計系、建國科大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中華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僑光科大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等 5 所科系；而招收商

管群學生，如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系、南開科大文化創意與設計系、正修科大時尚生活創意設計

系、臺北商業大學商品創意經營系、遠東科大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等 5 所科系；招收家政類群學生，

如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系、正修科大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等 2 所科系；招收農業群學生如屏東科

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台灣首府大學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因在 2015 年停招，無法得知其招生類群。 

本研究綜合上述以及受訪者口述訪談紀錄得知，複合型科系的招生類群多樣化，並與高職端學生所

學技能有所對應，是為了有效應對少子化嚴重衝擊以及產業轉型趨勢的變化，並對於學生未來就業選擇

方面更加多元化。

表 4：台灣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的招生類群表 
學校科系 招生類群(2017)

1.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設計群、農業群 

2.東方設計大學流行商品設計系 商管群、設計群、家政群 

3.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設計群 

4.台灣首府大學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 2015 年停招 

5.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設計群、商業與管理群 

6.遠東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機械群、設計群、商業與管理群 

7.遠東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機械與電腦輔助) 機械群、設計群 

8.建國科技大學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設計群 

9.中華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設計群 

10.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設計群 

11.正修科技大學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設計群、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商業與管理群 

12.臺北商業大學商品創意經營系 商業與管理群、設計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68



      

 

10 

五、結論 

本研究綜合上述文獻研究、訪談與調查結果，提出下列 5 點結論: 

1. 1964 年起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轉型需求，政府大量核准私立專科學校的設置；1990 年代因「大學

法」開放，各校便在轉型升格為技術學院，2000 年至今少子化衝擊與設計產業興起，以及政府提出

「挑戰 2008：國家重點政策計畫」提倡文化創意產業背景下，大專院校開始廣設設計與其他領域結

合的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盛起。 

2. 創立工業設計教育「複合型」科系學校體制，可以歸納出 1)工專體制、2)商專體制、3)工商專體制、

4)工藝體制、5)農專體制、6)人文社會體制等六大體制。  

3. 複合型設計科系學校成立緣由可分為兩方面:其一，因產業經濟變革，加上政府推動文化創業產業發

展，成立以產品、商品設計與其他領域結合為名的設計相關科系，如東方設計大學、正修科大、佛

光大學、遠東科大、中華大學、僑光科大、南開科大、臺北商業大學等 8 所大；其二，因少子化的

影響，為了增加高職端所對應，整合學校學系資源所成立的科系，如屏東科大、遠東科大。 

4. 本研究發現複合型科系以設立發展沿革來看，可分為新創設複合型科系共 5 所、以及舊科系延續結

合設計領域型複合型科系共 6 所科系，並以設立科系名稱之沿革可分為: 1)多媒體與設計類、2)文化

創意產業與設計類、3)機械工程與設計類、4)材料科學與設計類、5)商業管理與設計類，等五大類。 

5. 複合型設計科系都以 2-3 個招生類群為主，跨領域類群主要以機械類群學生居多，其次為商管群，

其他為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家政類群、農業群等 3 個類群。並與高職端學生所學技能有所對應，

是為了有效應對少子化嚴重衝擊以及產業轉型趨勢變化。 

 

參考文獻 

(1) 巫銘昌，張文龍，陳嬋娟(2012)。台灣設計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台灣教育，674，頁 77-80。 

(2) 林鐘雄(1991)。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3) 侯世光(2006。)台灣工業設計教育的現況與發展。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9(4)，頁 93-102。 

(4) 楊靜，蔡志欣(2012)。1970 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大學教育的發展脈絡及其課程特色之研究年 (I)(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 100-2410-H-224-023)。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5) 楊靜，呂蕙欣(2017)。1990年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相關科系的衍生現況及未來發展之研究(I)(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MOST 105-2410-H-224-023-MY2)。雲林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6) 楊靜，呂蕙欣(2017)。1990 年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衍生科系之發展沿革，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 22

屆學術成果研討會論文集，台中縣：中華民國設計學會。 

誌謝 

本研究為 105-106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1990 代至今台灣工業設計相關科系的衍生現況及未年

來發展之研究(II)（計畫編號為 MOST 105-2410-H-224-023-MY2）之前期研究結果，感謝各大學院校科

系主任鄭義融、陳昭銘、張志昇、劉季宗、王世杰、毛祚飛、翁千惠、吳守哲等受訪者之協助，提供相

關文獻資料與重要訪談紀錄，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169



2	53
� 41*�'�����&���%

��!
<&%*   <*�**  ="�*** 

*�5��3'!#$-:8,�+:81 . 04/   **�5��3'!#$-:8,�+:81 . �)(

***25!7!# )( 

;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 i x i x i o

t i 7 J M QNJM Y N i s

r

i i

i x r i

i f %)f f n n j

&, ,L m - &- ,%L & (%L &) ()L i

& %%L n & & ,L & % L &% ( L  

j  

��
+ 

1#1! !

N J TN N & % x ( i & % % x

i zx i o x

i ?NLT Q UMN YJRW i

7 J M QNJM Y N i %) 3 R 8 9

DLQ JMN JWM E DJWM %--(

i i i

i o i o i

i

& % i x , % i

o x i ?N JU CJWPN

170



      

 

?NLT OUNaR W JWPUN 9NJM OUNaR W JWPUN i r

1#2! !

i x i

i r

q nj

%

& x i r

i  

�����- 

2#1 !

   n %& i i %) i

& k i ( k() i(- k x i

6??6E9 92?DC2; 549:67 7 DA:?6 DFC86CH & %(

o i g7 J M QNJM Y Nh gC WM Q UMN h

& ,

% 6??6E9 92?DC2; 549:67 7 DA:?6 DFC86CH & %(

!

171



2#2 (Forward!head!posture)!

g h o

i i

x C WM Q UMN n ni t

i m ~ i NWMJUU 7 J M QNJM

Y N i o NWMJUU 7A L4 NJ b 6 A JWLN A8 C MPN

C JWR G2 NMR & ) r vu i i

σ  & %%

& .

2#3 ) !

r pi E JP 4JW Q

r 9NJM OUNaR W JWPUNi l 4 l

r ?NLT OUNaR W JWPUN i p t ?N JUU JWPN i

i ,d() i )d,) i

() ; RW 8 H WPJ J QRN E MNJ J 5JW MNUUK R J RWNUURK

JWM ;JLT E 5NWWN UNRWJ L & %%

172



      

 

2#4! ! !

x m i

is σ % i DR JWM σ

) D NNULJ N & % i x p

G N NWKN P N JU %-- / 6 Wb N  �  EQ J & i r

p &(L d&) )L ( ) L n & %% i

D NNULJ N x i t zx i z

o i σ i

% ,L d&,L D NNULJ N & %)

( D NNULJ N & %)

2#5 !

% d&&L i %)d i

i2AE2 n %) i & L

173



) j

2#6 !

p m x o m i i o o

i i i o

��!"�� 

x i

i x f %)f f  

3#1.1! !

x x i i

x i -) x

( 1. �6��(�� cm) 

j

174



      

 

3#1.2! !

pi 9NJM OUNaR W JWPUN ?NLT

OUNaR W JWPUN ?N JU JWPN i

; RW 8 H WPJ J QRN E MNJ J 5JW MNUUK R J RWNUURK JWM

;JLT E 5NWWN UNRW & %% Y ,

3#1.3! ) !

%) i i 8 W N A DRNP WM J

3 JMUNb 6 9NRW RLQ J ;NOO Nb 3 GQNNUN K %--, i 8 NJ N

LQJW N 2L R LUJ RL UJ

8 W N A DRNP WM J 3 JMUNb 6 9NRW RLQ J ;NOO Nb 3 GQNNUN K %--,

175



3#2!( !

    x i -) x iw n &

i m -

m i ix px

m % m n %) &) i

, i

J K L

, &e J f K %)f L f

2. 2 - ( cm)

(

f &- ,%

%)f & (%

f &) ()

&e .&, ,

- &e

176



      

 

J K L

% &e J f K %)f L f

3. 2 - ( cm)

(

f & ,

%)f & %

f &% (

&e .& %

%% &e

 

 

 

177



�.,�0&#/ 

i -) rx i
f %)f f o p i p x

i n j

4. 2 - ( cm)

(  �  (  � 

&, , & %

f &- ,% & ,

%)f & (% & %

f &) () &% (

f i

& L o i rnσi nσ i -

%% i i

% ! i

& ! i rnσi r

! o x i o i i

x

r i m o i

y i

178



�$�� 

1.! Bovim, G., H. Schrader, and T. Sand, Neck pai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pine, 1994. 19: p. 1307-1309. 

2.! KENNETH K. HANSRAJ, MDCHIEF OF SPINE SURGERY (2014). Assessment of stresses in the 

cervical spine caused by posture and position of the head. 

3.! Kendall FP, McCreary EK, Provance PG, Rodgers MM, Romani WA. Cuello capítulo 4. En: Músculos: 

Pruebas Funcionales postura y dolor. 5a Edición. Editorial Marban. 2005. p. 148-153. 

4.! Justin G. Young, Matthieu Trudeau, Dan Odell, Kim Marinelli and Jack T.Dennerlein(2011).Touch-screen 

tablet user configurations and case-supported tilt affect head and neck flexion angles.  

5.! Wretenberg, P., Lindberg, F., & Arborelius, U. P. (1993). Effect of armrest and different ways of using 

them on hip and load during rising. Clinical Biomechanics , 8(2), 95–101. 

6.! Global-Posture-Study (Steelcase 2013) from:https://www.steelcase.com/products/office-chairs/gesture/ 

7.! Gunter P. Siegmund , Bradley E. Heinrichs , Jeffrey B. Wheeler .(1998). The influence of head restraint 

and occupant factors on peak head/neck kinematics in low-speed rear-end collisions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31 (1999) 393–407 

8.! Rodrigo M. Ruivo,Pedro Pezarat-Correia ,Ana I. Carita.(2014). Cervical and shoulder postural assessment 

of adolescents between 15 and 17 years old and association with upper quadrant pain 
9.! (2008) rx

10.!  (2011) r

 

11.!  (2011) r

 

12.! (2015) % ) � m j& % - 

Q Y . WML P 5 WU JM J Qa1 0=c2 D-QI8%YK UcM9;QM8-b=c6 =&? I U I

D-U EPcHST)?b ?c;S=EB 5P E?U R%U?S?SI8; HEB) GF L8C  � W0 5: E2%:

&3 S J PNJLRNJ;R &3JYW &3J TNNL &3UZND-SNJYW &3JLP &3RZ &3JOYNGP N

GCRR) I8H 5

13.! & %% x m .& % ) - 

Q Y . RU Q P NW %%,, %& % 6( 32 32 6- 23 -( 6, 2, ,, 6

3, 24 6, 3 , 6 - -- 6) 32 23 6( 32 32 6- 23 -( 6, 2, ,,

6 3, 24 6, 3 , 6 - -- 6) 32 23 6 3 2% 6( 33 ,3 6) ,7

,2 6- , ,5 6, 2 ,% 6, 2, ,, 6 3, 24 6) , 34  

179



電腦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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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臨生產鏈反全球化的情況下，台灣鞋業紛紛轉型發展在地製造、販售的客製化產品，其中

以手工鞋最為成功。但是在多樣化、客製化鞋類需求逐漸多元的現今，傳統客製化手工鞋的製作

耗時不符合市場需求，所以如何縮短傳統客製化手工鞋製作時間就成了重要的議題。本研究運用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解決傳統客製化手工鞋的鞋楦製作與單向製作流程太過耗時等問題，

以達到縮短製程的目的。

本研究涉及傳統手工鞋製作與 3D 建模等範疇。本文研究應用 3D 掃描、建模、印列及雲端

分享等功能，去簡化鞋楦的製作過程及時間，並縮短部分鞋的製作流程。

在實作方面，本研究架構流程系統，以驗證其可行性。為證明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縮短製

鞋流程的可行性，研究中以皮鞋為例，實際進行驗證，透過同一個工匠使用兩種不同流程，製作

相同的鞋款，進行比對兩種不同製鞋流程的耗時差異。

實作發現，製作楦頭及開版時應用 3D 掃描、建模與列印的技術，可節省修改楦頭時所需的

等待時間，還能多次修改外型。繪製完成的楦型可以透過雲端技術分享至其他設計師進行設計開

版的動作，補正等待製楦後才能設計的缺點。但是，3D 軟體有其使用上的限制，對於皺摺、繩

結等設計，複雜曲面無法分析展開製板，還有待後續研究者研發、修正。

關鍵詞 ：手工鞋  鞋楦  3D  客製化  雲端 

一、動機與目的

面臨生產鏈反全球化的情況下，台灣鞋業紛紛轉型發展在地製造、販售的客製化產品，其中

以手工鞋最為成功。但是在多樣化、客製化鞋類需求逐漸多元的現今，耗工費時的傳統客製化手

工鞋不符市場短週期的需求(周旭華，1988)。，所以如何縮短傳統客製化手工鞋製作時間，就成

了重要的議題。

因為傳統手工鞋極度依賴楦頭，其流程只能是一個步驟完成後，才能繼續的單向流程，為了

縮短製作時間，所以需要電腦輔助的協助。3D 列印具有高度客製化和快速生產的優勢，可以彌

補手工鞋耗時單向製作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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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涉及傳統手工鞋製作、雲端科技運用與 3D 建模等範疇，傳統手工鞋製作包含設計鞋

樣、鞋楦製作、製版與裁斷等工序。雲端設計涵蓋了異地設計與協同設計。3D 建模則是包含了

3D 掃描、建模的部分，其要義在於應用雲端設計與 3D 建模去簡化鞋楦的設計製作過程及時間，

並縮短部分鞋的製作流程。

2-1 傳統手工鞋製作

傳統製鞋流程因鞋類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製作程序。例如，高跟鞋與運動鞋的製作流程就有差

異。本研究以皮鞋為例，彙整製作流程(如圖 1)做深入探討，期能提供 3D 輔助客製手工鞋簡易流

程的架構基礎。

圖 1 傳統客製化手工鞋單向製作流程圖 

傳統製鞋作業程序（以客製化手工皮鞋為例）如下：

1. 設計鞋樣：依設計師或客戶所喜好的圖紋繪製出想像中的鞋樣(如圖 2)，並會在這一階段

定義鞋子本身所屬的款型。

2. 鞋楦製作：鞋楦又稱為楦頭，是鞋的母體，是把木製物削製成鞋型，填在鞋中以便適合入

腳。再依據需要的款式設計一個標準的版型，通常是使用皮尺量測腳部數據後，先製作出

木質的鞋楦樣板(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再加以修改(如圖 3)。這項製程

將會影響到消費者穿鞋的腳型合適度及舒適度，一般而言當鞋楦樣本超過 0.3 釐米的誤差

時，會造成製出鞋樣成品明顯的穿戴差異。製楦的目的，是取自客戶的腳型，為後面設計

建立基礎，才不會設計出不合腳的失敗品。

3. 面板製作與選材裁斷：依照前面步驟所製出的楦頭及原始的設計圖稿，以紙為材料，剪裁

出符合鞋楦形狀的基本紙板，再將這些紙板進行縫線與加工處的位置標記，以方便事後使

用時可以直接標示出所需加工部分。這一步驟需要特別精細且小心，否則會影響到後續鞋

子製成成品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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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鞋幫部件加工：在紙板繪製出來後，描繪在皮革上並進行裁切。將各部位的皮革裁出後，

製鞋工匠會進行皮革修整及邊緣的調整，最後再比照設計沖孔出與紙版相對應的花紋(如

圖 4)(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如果在這一步中有所失誤，將會不斷重複畫

皮、裁皮的步驟。

5. 鞋幫部件裝配：將前一步驟所裁出的各部位皮革部件進行配合，並加以組合成體(如圖

5)(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接著再進行鞋子內裡的縫紉，這一步驟進入了

鞋子組裝的階段，把各部位皮革部件合成鞋樣表面的 2D 形狀。另外鞋子內裡所選用材質

的透氣性與舒適性將會決定這雙鞋穿起來的觸感。

6. 鞋底加工及拉幫成型：將鞋面與中底釘在鞋楦上，並使用器械或人力進行拉伸，藉此將原

本平面的鞋面撐拉出立體感(如圖 6)，並將皮革進行加熱，同時不斷地使用鐵槌輕輕敲打，

除去皮革表面原有的皺褶，在外表成形穩定後將釘子拔除(村哥牛皮，2016)，如此一來鞋

子的外型上基本就完成了。

7. 鞋底及鞋幫總裝：所謂的貼底是將接觸地面的大底部位，與鞋樣上的中底進行貼合與縫製

(如圖 7)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這一工序關係到穿戴後的平衡及耐穿度。

若是刷膠不均勻，將會導致鞋底容易分離，形成所謂的開口笑。手工皮鞋與大眾量產鞋不

同的地方，在於鞋底與鞋幫縫製上有許多工藝是自動化無法替代的。例如固特異

(Goodyear）、袋狀/波羅尼亞(Bologna）、挪威縫等(村哥牛皮，2016)。目前市面上自動化

的製鞋機台大多偏向加州車(California）的技法。

8. 成鞋修飾與檢驗：檢查鞋面清潔與殘膠、烘烤使膠固化並潤色鞋樣，將會是相當重要的收

尾工作，使鞋看看起來更有質感，經過以上的工序，一雙手工皮鞋就完成了。

    圖 2 設計鞋樣示意圖      圖 3 量腳示意圖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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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設計圖套用於鞋楦示意圖       圖 5 鞋面縫製示意圖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 

 圖 6 拉幫皮面示意圖       圖 7 縫紉鞋底示意圖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2009) 

2-2 雲端科技運用

「雲端」兩個字，其實指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網際網路

（Internet）」，這個名詞的由來是電腦工程師在繪畫網路結構圖的時候，常會

以一朵「雲」來表示廣域網域，所以雲端科技簡單來說就是一種透過網路連線

來取得遠端主機提供服務的技術。

本研採用 Fusion360 的雲端平台，利用雲端不受空間限制的功能，打破傳統

手工鞋設計的地域限制，運用雲端分享的優點將各地或各國設計成員組成一個

專案，進行協力合作設計。例如在甲地 3D 建模的檔案，透過雲端分享，同時

請乙地和丙地的設計師合力設計，不但省時、不費工，也大大提升了產品的附

加價值。

2-3 電腦輔助 3D 建模技術

本研究採用 Fusion360 來輔助傳統手工鞋掃描、建模與流程設計，它綜合

Inventor、Creo、3ds Max 等 3D 模型設計軟體的優點 ，不僅擁有類似 3ds Max
的自由造型編輯，Creo 參數類軟體的歷史步驟紀錄，也有 Inventor 出色的機構

元件組裝功能，更能直接輸出 3D 列印檔案，列印成品。Fusion360 的突破性，

成為類軟體的新焦點，具有高速客製化與快速生產的功能，也是未來製造設計

的新趨勢 (邱聰倚、姚家琦、吳綉華、黃婷琪、周芳吟，2017，序) 。 
本研究針對傳統手工製鞋所產生的費時與缺失，有系統地整理歸納，利用

3D 建模、修改、列印與雲端分享的功能，提出一套電腦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

設計（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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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雙線流程示意圖

三、理論與方法

根據上述的分析與歸納，建構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設計時包括：(1)傳

統製鞋作業程序之整合、(2)雲端結合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及原理 2 個向

度以及處理原則： 

3-1 傳統製鞋作業程序之整合：

一般而言，製鞋的主要項目有鞋樣設計、鞋楦製作、裁斷作業等，依

據文獻回顧整合傳統手工鞋流程圖如圖 9（以客製化手工皮鞋為例）：

圖 9 傳統客製化手工鞋加工流程示意圖

3-2 雲端結合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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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整合好的傳統手工鞋的流程，結合電腦（Fusion 360 建模軟體）掃描製

作、建立立體鞋楦及輔助鞋面製版設計之後，可以取得 3D 模型電子檔與攤平

後的展開圖，藉以建立產品資料庫。再透過展開的電子圖檔，輸出成所需的紙

版，也可以直接利用數位切割機的方式裁剪皮料，或是製作成刀模，以供設計

師續做鞋幫部件加工等手工藝製作。 

除此之外，也可以在建立立體鞋楦時，使用 Fusion360 的雲端功能，將所有

的檔案儲存在網路雲端中，把設計成員們加入至同一個專案，進行協力合作設

計，即時更新進度，快速整合多位設計者的創意（如圖 10）。

圖 10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加工流程示意圖

四、研究過程與結果

為證明本研究的可行性，研究中將以皮鞋為例，依上述＂雲端結合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

程設計＂所包括的：(1)傳統製鞋作業程序之整合、(2)雲端結合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及原

理，透過實作比較兩者的流程及製作時長，進行實作驗證。透過同一個工匠使用不同流程製作相

同的鞋款，進行比對，茲說明實作驗證的過程與內容：

4-1 傳統製鞋作業程序整合說明

設計師將量好腳圍的數據交給製楦場製楦，等待鞋楦成形（7 天），才能進行下一個步驟。

而且一個鞋楦僅能製作一種鞋款，如果同一個消費著要再客製另一種鞋款，就必須再製作一次鞋

楦。

前製紙版作業過程中，盡量減少紙版的變形，將 3D 鞋型設計理念轉換成 2D 面部備料所需

的版型，使紙版能夠準確的製作刀模，回溯到原來鞋楦表面的鞋樣設計，這才是鞋樣製版的精神

所在。手工製版本來就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從三度空間的鞋楦表面，攤平成平面的紙版，是無法

做到不將紙版扭曲的。設計師反覆拿捏塑型，費工費時。

4-2 雲端結合 3D 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及原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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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部直立的狀態下，使用本研究用 Fusion360 的 T-Splines 建模技術，繪製鞋楦的基本圖

形，再用 Fusion360 的直接建模技術修圖，直接輸出 3D 列印檔案，列印成品。 

建模軟體沿著足部做 360 度的掃描，可快速製楦，還能多次修改外型，繪製完成的楦型可以

透過雲端技術分享至其他設計師進行開版裁片的動作。在製程方面，除了楦頭修正及開版上方便，

還可進行雙線的製造加工模式。在楦頭設計完成後實體製作的同時，無需使用實體楦頭即可開版

裁片(如圖 11~20)，直接進入鞋幫部件的裝配階段，並在拉幫成型的步驟上進行彙整，因此可以

避免掉等待製楦後才能設計的缺點。但是建模軟體亦有其受限，對於複雜的裝飾，曲面無法分析

展開製版。 

 

 

 

 

 

 

 

圖 11 掃描足型                         圖 12 製作中底 

 

 

 

 

 

 

 
    圖 13 沿中底形狀拉伸楦型面                 圖 14 調整楦型貼合至腳型 

 

 

 

 

 

 

 
     圖 15 設計與切割楦型                     圖 16 立體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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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立體板模 圖 18 立體版模 

圖 19 輸出檔案為 STL 圖 20 轉至 Meshmixer 進行攤開為平面紙

板

五、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傳統手工製鞋所產生的費時與缺失，有系統地整理歸納，利用 3D 建模、修改、

列印與雲端分享的功能，提出一套電腦輔助客製化手工鞋流程設計。實作驗證雲端結合 3D 輔助

客製化手工鞋的可行性。茲將案例驗證研究發現臚列如下：  

從傳統客製化手工鞋的製作流程來看，手工製作的耗時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鞋楦製作」

與「鞋的製作」。在初始步驟的楦頭製作需先耗時一周的時間，製作途中若是有失誤，又需要重

新再製。而在「鞋的製作」上，傳統手工製鞋極度依賴楦頭，其流程只能是一個步驟完成後才能

繼續製作的單向流程，在等待楦頭時間，同一件作品是無法有所作為的。因此傳統製作流程在沒

有技術突破的情況下，是無法縮減製作時間。但是藉由 3D 掃描、列印與雲端技術，使兩個過程

同步加工成為可能。

實作中發現，傳統鞋樣製版是一項非常耗時的工作，且設計師本身技術和對鞋楦曲面的掌握，

更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因素，往往一雙鞋子的好壞與否，完全依賴鞋樣設計師手工製作熟練度。比

較兩者的設計流程之後，若是熟練度相等的情況下，使用設計軟體的耗時將會遠遠低於使用手繪

紙板的時間。因為在比畫圖形、裁切的過程中，楦頭會有立體傾斜、彎曲的平面，若非是多年經

驗的開板工匠，那麼由平面轉化為立體的誤差時，會不斷的修整更改以便符合鞋楦的形狀，而這

一段的時間差異即為設計樣板時最為耗時的步驟。

在電繪設計的過程中，能更真實的將材質表現的部份調出來參考，可以有效的減少樣鞋產出

後修改的次數，以目前設計軟體的渲染來說，可以達到約九成的成品相似度。

實作驗證 3D 列印具有節省工時、可以建檔、重複使用的優勢。在鞋楦、部件、設計標準化

的基礎上，運用 3D 設計，能夠實現個性化柔性設計，滿足個客製需求，同時可以與雲端結合，

推出智能化和個性化產品。3D 列印讓傳統手工鞋工藝，延伸出更廣的發展空間。 

3D 軟體亦有其使用上的限制，對於皺褶、繩結等設計，複雜曲面無法分析展開製版，這將

可做為繼續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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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使用數位化電腦輔助設計流程，有助於簡化傳統手工鞋製作的耗工費時，對台灣鞋業

轉型客製化手工鞋的大量生產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五、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1. 王文博（2014）。皮鞋製作工藝。北京：化學工業。計 208 頁 

2. 史麗俠（2009）。皮鞋工藝。湖南：湖南大學。pp.003~098 

3. 邱聰倚、姚家琦、吳綉華、黃婷琪、周芳吟（2017）。超簡單！Autodesk Fision 360 最強設

計入門。臺北：碁峰資訊。pp.7-2~7-70 

4. 張濠仁（2005）。電腦輔助鞋面版型設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學位論

文。 

5. 經濟部工業局（1995）。製鞋概論。台北：經濟部工業局。pp.3~112, pp.142~193 

6. 參考網址 

7. (單篇影片)： 

Discovery How Its Made S13E10 – Handmade Mens Shoes（2009/09/29）。上網日期：2018/4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4fycfFatQ 

8. 村哥牛皮（2016/10/06）。經典手工工藝—皮鞋是怎樣製作出來了 每日頭條。上網日期：

2018/4 網址：https://kknews.cc/zh-tw/fashion/6jbpe3.html 

9. 林國賓（2017/06/11）。3D 列印客製球鞋 工商時報。上網日期：2018/4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11000202-260209 

10. 周旭華（1988/05/15）。產品越來越新，壽命越來越短 遠見雜誌網。上網日期：2018/4 

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857 

11. 程天縱（2016/08/09）。以實例說明台灣在「工業 4.0」時代的問題 火箭科技評論。上網

日期：2018/4 網址：https://rocket.cafe/talks/78481 

12.  

1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4fycfFatQ
https://kknews.cc/zh-tw/fashion/6jbpe3.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11000202-260209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857
https://rocket.cafe/talks/78481


遊戲化影響行動基金工具使用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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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碩士班 研究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 ray4lee@gmail.com 

摘  要

隨著網路時代來臨、行動技術與設備蓬勃發展，金融產業為了吸引、留下更多的使用者，開始進行

商務平台電子化及服務行動化，並開始尋找新方式吸引新使用者、並提升使用者的使用意圖及使用頻率。

遊戲化已被應用於許多電子商務平台、服務研究內，銀行遊戲化也開始被研究探討，並已被證實遊戲化

於電子銀行上的應用能提升使用者的使用意願、達到銀行進行遊戲化的目的。

本研究運用八角框架核心動力元素進行遊戲化機制設計，將遊戲化結合於行動銀行的基金系統設計

中，設計出一款行動基金工具原型，再透過金融業與遊戲業的專家們進行前導研究，藉由實際操作原型

與問卷調查來確認遊戲化用於行動基金工具開發的可行性，並發掘行動基金工具的問題、及改善建議。

研究結果如下：遊戲化應用到行動基金工具上是可嘗試的方向，可藉由遊戲化吸引新使用者入門、並讓

初學者於操作過程中自然地學會相關的基金資訊、學習較艱深的基金領域。於系統內應用遊戲化的同時，

除了遊戲與專業知識的結合要合理，且要特別注意安全性，並不能與現行法規相牴觸。最後建議基金工

具原型加強使用者經驗設計，並加強基金搜尋功能、基金介紹功能和新手教學，讓初學者能夠快速入門，

並讓工具與市場資訊之間的連結更加緊密。

關鍵詞：行動銀行、基金、遊戲化、八角框架、Octalysis 

一、前言

隨著近年網路與科技的快速發展，人們可以不被空間、時間限制，隨時隨地上網進行各項數位活動，

網路與行動裝置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2015 年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數位金融 3.0」，

希望隨著網際網路、行動通訊…等科技的發展，讓金融業務或交易型態更加多元及便利，台灣各家銀行

開始積極發展數位金融平台，且致力於提升交易安全性，在此同時並需思考如何增加使用者對於數位金

融平台的使用意圖。吸引潛在使用者和留住現有使用者對於移動銀行業務的長期業務成功至關重要（Gu, 

Lee, & Suh, 2009）。從目標群體收集的回應不僅應該幫助銀行服務，了解使用者在採用行動銀行方面的

需求，還應該幫助他們提高現有使用者的保留率。而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U）、感知安

全性（PS）、過往經驗（PEX）對於使用者使用行動網路銀行的態度有積極影響 (Changchit, Lonkani, & 

Sampet, 2017)。 

遊戲化是目前各領域著重發展的領域，透過遊戲化將有趣的元素與機制加入、應用在非遊戲的領域

內，提升使用者對產品的興趣及黏著度。近年來已經有研究指出，鼓勵銀行在網站上開發具有遊戲功能

的業務應用程序，如此一來不僅能提升使用者忠誠度，還能讓使用者以不同和簡單的方式購買複雜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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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基金)，而能達到目的是因為遊戲本身為易於使用、和讓人愉快的，且已證明遊戲化會影響現有

與潛在的使用者(Rodrigues, Costa, & Oliveira, 2013)。遊戲化可能會激勵使用者使用電子銀行，並提高其

財務素養，促進在線流程和交易(Rodrigues, Costa, & Oliveira, 2017)。 

Gartner (2012) 提出一項關於遊戲化話題的報告，預測許多遊戲化的應用方案將無法達到商業目標、

面臨失敗，主要失敗原因為遊戲設計不佳。大多數的企業想要因應遊戲化潮流，因而將許多遊戲元素零

散地加入開發內容中，但缺乏一個完善的設計架構。應用一個完整的遊戲化設計框架進行開發才能發展

一條成功的道路，因此在開始將一個應用流程遊戲化之前，了解哪些框架或方法存在及其主要特徵是非

常重要的(Mora, Riera, Gonzalez, & Arnedo-Moreno, 2015)。八角框架(Octalysis)由遊戲化領域專家周郁凱

提出，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八核心驅動力設計框架，此框架曾被用於各種環境下的研究、且已被世界上百

大企業所採用，並達到、或超逾預期的企業目標。

根據 2014 市調報告(GO survey 市調網)，使用者使用行動銀行的主要原因為能快速管理個人銀行帳

號資訊，次要原因就是隨時隨地即時掌握投資理財訊息。而於同一份調查報告內顯示，使用者選出最佳

投資理財功能，前二名分別為證券與基金。而比起證券，基金遊戲化來得更容易被使用者接受(Rodrigues, 

Costa, & Oliveira, 2016)。基於前人的研究結論，本研究選擇已經被驗證過遊戲化有效的基金功能作為本

研究的訴求重點。

依根據以上論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1. 以行動基金工具內加入遊戲化要素，設計與開發基金工具原型。

2. 藉由專家調查，探討遊戲化於行動基金工具內的可行性與考量要素。

3. 藉由專家調查，調整基金工具原型的發展方向，以作為後續研究內容參考。

二、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主要探討網路銀行與行動銀行的發展與特性，包含使用者對於行動銀行的使

用態度。第二節探討遊戲化特色、遊戲化應用於網路銀行的研究。第三節探討八角框架。

2-1 行動銀行

由於數位化時代來臨，人們的生活型態隨之產生重大改變，電子商務開始蓬勃發展，虛擬交易通路

取代了大部分實體交易通路的功能。並且由於行動科技的發展，進行虛擬交易的設備逐漸由桌上型設備

轉移為行動設備，行動銀行成為銀行提供的數位金融交易平台之一，讓使用者能夠不被時間、場所侷限，

隨時隨地進行電子商務。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文獻探討如何吸引使用者使用行動銀行的要素。根據 Changchit et al. (2017)研究表

示，影響使用者使用行動銀行的決定因素有：

1. 感知安全(Perceived Security, PS)：安全性對於網路銀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根據許多文

獻探討，安全性是使用者使用網路銀行非常重要的一項因素。銀行網站被認為是高風險的安全網站，因

此安全性是主要需被關切的重點(Althobaiti, & Mayhew, 2014)。安全性議題會阻礙使用者使用電子銀行和

行動銀行業務(Bhatt, 2016)。由此可知，安全性是使用者使用行動銀行的首要議題，須讓使用者對行動銀

行的安全性放心，才能吸引使用者使用行動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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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PU)：感知有用性來自於技術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說明使用者使用特定系統時，主觀上認為該系統所帶來工作績效的提升程度。

並已有許多文獻研究指出感知有用性對網路銀行使用者的使用意圖有重大影響。 

3. 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U)：感知易用性同樣來自於技術接受模型(TAM)，說明

使用者使用特定系統時，主觀上認為該系統能為使用者省力氣、減少用心費神的程度。使用者不希望花

費大量的精力來學習如何使用技術，如果他們認為使用手機銀行並不難，他們將更有可能使用手機銀行

(Changchit et al. , 2017)。 

2-2 遊戲化 

根據維基百科定義，遊戲化是指一種在非遊戲的場域中，採用遊戲設計元素和遊戲機制 ，使當局者

能用以解決問題並增進當局者的貢獻力。Rodrigues et. al., (2013) 指出遊戲化是銀行可選擇的發展模式，

因遊戲化易於使用、並讓人感到愉悅，因此遊戲化能提高使用者忠誠度與業務產品使用率。應用遊戲化

可減少使用者對使用財務時的不安，使投資、交易更加吸引人。 Rodrigues, Costa, & Oliveira (2014) 表

明在電子銀行系統架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能提升使用者使用電子銀行的頻率、增加使用者忠誠度，進

行更多的電子商務交易。 

近年來也有實際將行動銀行遊戲化的案例可以參考，例如：西班牙的 BBVA 銀行使用遊戲化策略激

勵使用者使用行動服務，BBVA 允許使用者通過銀行賺取積分，並可使用積分兌換產品和服務(音樂下

載、線上電影院、賽事門票)、或進行抽獎活動 (The Financial Brand, 2012)。此遊戲化策略不僅讓 BBVA

吸引超過 10 萬名使用者進行使用，也讓 BBVA 獲得 2013 年銀行創新獎(BBVA, 2012)。並且有文獻研究

結果顯示，遊戲化和使用手機銀行服務的意圖之間存在直接和強烈的關係，若行動銀行服務的遊戲化設

計得當，可以使使用者與銀行之間的活動更加刺激、有趣、愉快，從而提高客戶的接受度，參與度和滿

意度(Baptista, & Oliveira, 2017)。 

2-3 八角框架 

八角框架為遊戲化大師周郁凱所提出之遊戲化架構，他認為每一個成功的遊戲都具有某些核心驅動

力，以吸引使用者前往使用，並能夠激勵使用者使用產品、做出決定的動機。八角框架是由八項核心動

力所組成，如果設計出的產品缺少八項核心動力的其中一項，就無法吸引使用者前來使用。 

八角框架應用研究範圍極廣，已有文獻使用八角框架探索應用程式如何幫助人們進行健康管理(Wen, 

2017)。除了應用程式之外，還有研究使用 ISO 10018 標準與八角框架進行配對，並描述八角框架的核心

動力在此 ISO 標準中的嵌入程度(Sanchez-Gordón, Colomo-Palacios, & Herranz ,2016)。以及當不同零售商

使用遊戲化元素吸引使用者於商務平台上進行交易時，適合使用八角框架進行各公司的遊戲化核心動力

評估(Karać & Stabauer, 2016 )。根據調查顯示，遊戲化後的金融產品應用程式都可基於八角框架進行遊

戲化評估 (Mechelen, 2017)。由此可知，八角框架是一個完善且全面的遊戲化架構。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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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去文獻探討之歸納，本研究從八角架構頂部及底部各取一項核心動力作為設計要素。由八角

架構頂部選取白帽遊戲化動力內最容易進行設計、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動力─發展與成就作為代表；八角

架構底部則選擇黑帽遊戲化動力內最容易讓使用者產生焦慮感的核心動力─損失與避免作為代表。另外

根據文獻瞭解，使用者使用網路銀行時十分關注安全性議題，但社交又是常常出現於遊戲中、並對於吸

引使用者有用的要素，因此也特別選取此項核心動力作為設計要素。經過以上考量，本研究選擇以下三

項核心動力作為設計基金工具原型的參考要素：

1. 成就(重大使命與呼召)：八角架構內屬於白帽遊戲化動力，被認定為最容易進行設計、最具代

表性的核心動力。使用此要素讓遊戲化特徵更明顯，且預期可做為吸引使用者的重要因素。

2. 社會影響力(社會影響力與同理心)：社交於遊戲化要素內為吸引使用者的有用要素，但用於網

路銀行相關系統內、是否會讓使用者產生安全性疑慮，為本研究想研究之議題之一。

3. 避免(損失與避免)：八角架構內屬於黑帽遊戲化動力，被認定為最容易讓使用者產生焦慮感的

核心動力。預期使用此要素與研究內，可讓使用者對工具產生依賴感，進而增加使用意圖與頻率。

3-2 研究流程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遊戲化應用於行動基金工具內，是否能提升使用者使用工具的意願與頻率」，

研究流程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為市場上基金工具分析與原型設計，第二階段為專家調查。

1. 市場行動基金工具分析與原型設計：首先進行市場上的基金工具研究，了解基金投資相關功

能、業務內容及操作流程，及設計基金功能時須注意的業務規範。接著進行遊戲化設計，並根

據八角核心動力檢視設計內容(如表 3.1 所示)，是否有達到遊戲化之目的。

表 3.1. 八角核心動力應用於工具原型之系統設計 

八角核心動力 應用系統 應用說明

發展與成就 成就牆 於系統內加入成就機制，給予使用者任務，並於任務達成後給予獎

勵，以鼓勵使用者進行任務。

並以明顯的成就牆顯示目前可執行的任務項目，引發使用者達成任

務的慾望，及達成任務後的成就感。

挑戰賽 藉由每週隨機出一道「基金投資組合」配置題，讓使用者依照題目

自行配置出戰隊伍，並於結算日根據進行成績排名、發放報酬。

本功能目的為讓使用者於遊戲內自然學習基金投資組合配置，並藉

由觀看排行名次讓使用者獲得成就感、或激勵使用者成長。

社會影響力與同理心 挑戰賽 挑戰賽內容如上方說明，讓使用者之間可以互相競爭，也於挑戰賽

結束後可互相觀摩彼此的基金投資組合配置，藉以學習成長。

討論區 於系統內加入討論區系統，讓使用者可於討論區內互相交流。

損失與避免 基金排行榜 於系統內增加基金排行榜機制，排行榜內容主要有二：基金投資報

酬率排行榜、關注基金排行榜。

藉由基金投資報酬率排行榜，讓使用者了解目前基金市場上投資報

酬率排行，以避免投資失利；關注基金排行榜則為目前整個系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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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使用者關注基金的次數排行榜，藉以了解當前基金趨勢。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整理 

 
圖 3.1. 本研究之八角核心動力應用於工具原型之系統：(a) 成就牆； (b) 挑戰賽； (c) 討論區； (d) 基金排行榜。  

2. 專家調查：本研究邀請五位專家進行測試與訪談，專家分別來自於金融業、遊戲業(如表 3.2

所示)，希望能藉由此二領域專家給予不同面向的建議，探討遊戲化於行動基金工具內的可行

性與需注意要素，並獲得原型設計調整方向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內容參考。 

於訪談前首先讓專家實際操作基金工具原型，並請專家進行任務測試(如表 3.3 所示)，任務內

容主要針對使用到八角核心動力進行設計的系統進行安排，以測試遊戲化與行動基金工具之間

的關係。於測試過程中，將專家操作基金工具原型過程全程錄影，以便於整理歸納出操作過程

中產生疑問、操作問題處，並於測試結束後向專家提問，確認基金工具原型問題所在。 

最後請專家填寫開放式問題(如表 3.4 所示)，問題目的為希望了解遊戲化、行動基金工具需要

注重的要點為何，並確認遊戲化應用於基金工具上應注重之重點。最後再請專家針對本次設計

的基金工具原型給予可改進方向與調整建議。 

表 3.2. 受測專家之背景 

 專業領域 職稱 經歷(年) 

專家A 遊戲業 資深軟體工程師 9 

專家B 遊戲業 專案經理 7 

專家C 遊戲業 經理 18 
專家D 金融業 專案經理 18 

專家E 金融業 企業顧問 15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整理 

表 3.3.測試任務內容 

任務序號 對應八角核心動力 任務說明 

任務一 發展與成就 完成新手教學、成功進入首頁： 

1. 完成新手教學。 

2. 進入王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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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 發展與成就

損失與避免

完成單筆申購交易，並確認交易結果：

1. 完成一筆基金單筆申購交易。

2. 進入庫存損益查詢確認明細。

任務三 發展與成就

損失與避免

完成贖回交易，並確認交易結果：

1. 完成一筆基金贖回交易。

2. 進入已實現損益查詢確認明細。

任務四 發展與成就

社會影響力與同理心

進入挑戰，參加本週挑戰賽：

1. 確認本週挑戰任務。

2. 進行本週出戰配置。

3. 將配置組合送出、參加任務。

任務五 發展與成就

社會影響力與同理心

進入挑戰，確認挑戰結果：

1. 確認上週挑戰賽結果，與自己的名次。

2. 確認上週挑戰賽冠軍的配置組合。

任務六 發展與成就 進入排行榜，確認基金排行近況，並加入觀察清單：

1. 確認最新的貢獻度排行榜。

2. 確認最新的關注度排行榜。

3. 將關注度第一名的基金加入觀察清單。

4. 進入觀察清單，確認已觀察的基金。

任務七 發展與成就 進入成就牆，確認成就達成狀況：

1. 確認一項已達成的成就，並確認獎勵內容。

2. 確認一項尚未達成的成就，並確認達成條件。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整理

表 3.4. 開放式問題與研究目的之關係說明 

問題構面 開放式問題 問題目的

遊戲化 1. 您認為對於遊戲化之看法。 了解遊戲化應注重之重點

2. 您認為遊戲化著重之要點或問題。

行動基金工具 1. 您對於目前市場上行動基金工具之看法。 了解行動基金工具應注重之重點

2. 您認為行動基金工具需著重之要點或問題。

遊戲化應用於基金工具 1. 您認為對於遊戲化應用於基金系統之看法？可行性？ 了解遊戲化應用於基金工具上應注重之

重點2. 您認為遊戲化應用於基金系統需著重哪些部分？或可能

需克服哪個環節？

對基金工具原型的設計建議 1. 您認為對於遊戲化應用於基金系統需著重部分，本系統

是否有達到要求？

了解基金工具原型可改進方向與設計建

議

2. 您對本工具之看法與建議？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整理

四、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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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專家調查得到之結果加以整理歸納，如表 4.1 所示。以下針對相關之結果進行討論。 

1. 遊戲化：專家們一致同意遊戲化可以讓嚴肅的內容變有趣，尤其是針對入門門檻較高的領域，

遊戲化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讓使用者能於操作過程中自然學習。C 專家認為將專業知識遊

戲化必須要小心過於遊戲化，避免讓傳達概念失焦。

2. 行動基金工具：五位專家皆同意目前市場上的基金工具操作皆繁複且艱深，讓新手難以使用。A

專家與 E 專家特別叮囑金融工具於使用時都須特別注重安全性，以保護使用者資訊及財產。另

外 C 專家與 E 專家提醒需特別注意，行動產品需要能夠即時提供使用者相關訊息，讓使用者能

於第一時間接收資訊後、立即進行投資。

3. 遊戲化應用於基金工具：五位專家皆認同基金領域屬於專業知識、入門門檻較高，可藉由遊戲

化降低使用門檻、讓新手自然學習基金知識，用於基金入門推廣上。C 專家提出，雖然遊戲化

對於新手而言是有用的，但對於已有基金投資經驗的投資人而言，或許於系統內增加遊戲性會

多此一舉。E 專家提出於金融系統內讓專家進行社群交流功能時，需要特別注意政府的相關法

規，並保護使用者的資訊安全。

4. 對基金工具原型的設計建議：五位專家對基金工具原型的設計建議較著重於加強使用者經驗方

面(請見表 4.2)，並建議加強基金介紹、新手教學、搜尋基金資訊功能。

表 4.1. 基金工具原型設計之專家調查重點整理 

項目 專家建議

遊戲化 1. 遊戲化可以讓嚴肅的內容變輕鬆有趣，降低應用系統的入門門檻，增加對使用者的吸引力、

提升使用意願。

2. 遊戲化應用於系統上，須讓操作直覺化、流程簡單化，但傳達概念要清楚 , 以防系統過於

遊戲化而失焦。

3. 重點功能不能因遊戲化而消失。

4. 讓使用者能於操作過程中自然學習。

5. 增加使用者互動。

行動基金工具 1. 目前市場上的基金工具皆太艱深，讓新手難入門。

2. 行動產品須著重安全性，包含資訊安全與財產保密。

3. 行動產品須能即時提供使用者相關資訊，讓使用者能即時、精準地進行投資。

遊戲化應用於基金工

具

1. 可以嘗試的領域，因基金交易入門門檻較高，或許可藉由遊戲化降低系統使用門檻，用於

入門推廣上吸引更多使用者。

2. 若是面對未接觸過基金交易的族群，以遊戲化的方式引導進入基金投資領域將有助於擴大

基金投資族群；但對於已有相關投資經驗的投資人來說，增加遊戲性可能會變成多此一舉。 

3. 藉由遊戲化簡化基金交易的複雜流程，以遊戲方式讓使用者學習基金相關知識。

4. 安全性仍是最需要關注的部分，須注意不能因為遊戲化而失去安全性。

5. 如何合理且完美的連結理財投資與遊戲化，應是最難挑戰的部份。

6. 交易過程不需要遊戲化，搜尋基金資訊過程中較需要。

7. 在社群分享與隱私權上的應用需要考慮適法性，以防與現行法規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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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金工具原型的設

計建議

1. 將基金擬人化方式、以動物代表基金，的確能給嚴肅的主題帶來輕鬆的使用感，設計上有

達到遊戲化的精神。

2. 建議加強使用者經驗，例如選單配置可再更清楚明顯。

3. 基金投資與行動遊戲的概念本就有些許衝突與矛盾，若能加強市場資訊與遊戲化的連結平

衡，也許可以將遊戲的過程更貼進市場變化。建議將重點放於搜尋基金資訊上。

4. 建議加強基金介紹、新手教學，讓新手能夠快速入門。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整理

表 4.2. 專家對於基金工具原型的使用者經驗建議 

項目 說明 圖示

功能ICON 「使用者投資紀錄ICON」原使用「一枝與毛

筆書寫日記」的概念，B專家建議調整為「日

記本」樣式，較貼近一般使用者習慣的ICON

樣式。

頁籤與基金類別切換按

鈕

頁籤：需再調整設計樣式，目前的設計無法讓

使用者第一時間注意到，導致沒看到該功能。 

基金類別切換按鈕：測試過程中，無專家點擊

基金類別切換按鈕，應是顯示樣式無法讓使用

者得知該類別為可點擊的按鈕。

基金資訊過少 原設計於首頁點擊動物圖像後，開啟popup顯

示該動物所代表的基金類別。

專家E於此處不停地點擊動物圖像開啟對應

popup，後經訪談了解，專家E認為popup內的

資訊量過少，誤認為是錯誤顯示。

專家B建議可調整為點擊動物圖像後，顯示該

基金類別的最新市場資訊，讓使用者可以第一

時間接收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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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頁面背景底色 目前各系統頁面的底色皆統一為綠色背景，建

議可調整成以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功能，讓使用

者可以清楚區分目前所在功能位置。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次前導研究結果，確認了遊戲化應用到基金投資工具上是可以嘗試的方向，於系統內應用遊

戲化的同時，除了遊戲與專業知識的結合要合理，且要特別注意安全性外，並要注意不能與法規相牴觸。

並且本研究設計的基金工具原型需加強使用者經驗，並加強基金搜尋功能、基金介紹功能和新手教學，

讓初學者能夠快速入門，並讓工具與市場資訊連結更加緊密。 

本研究針對目前尚未普遍的行動基金工具遊戲化進行了初步的工具設計與專家調查，後續需要進一

步按照專家建議將基金工具原型進行優化，並針對無投資經驗的使用者、已有投資經驗的使用者做進一

步的測試與調查，加以證實遊戲化應用於行動基金工具上的成效。希望能夠藉由遊戲化讓更多的使用者

接觸較艱深的基金領域，吸引新手入門、並讓新手於操作過程中自然地學會基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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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齡族對Pokémon Go遊戲的黏著度分析 
何采錚*+   柯志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研究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 t.c.doraho@gmail.com 

摘  要

本文以參與式觀察法、訪談法，進入熟齡族遊戲場域，進行對熟齡族在 Pokémon Go 遊戲上的黏著度

分析。研究進行的場域以大臺北地區為主，一共訪談九位熟齡族 Pokémon Go 玩家，其中包含未退休與已

退休的玩家，也有夫妻檔、祖孫的組合。研究針對熟齡族開始遊戲的契機、遊戲習慣延續因素、及遊戲

對熟齡族生活的影響，分別提出洞見。研究發現，熟齡族開始遊戲的契機來自於子女教導、周邊朋友的

影響、及空閒時間的填補。此外，遊戲習慣延續因素分為人情因素、及遊戲吸引力因素；人情因素包括

團隊合作、退休後生活重心、及幫助子女延續帳號；遊戲吸引力因素包括避免失去感、成就感、榮譽感。

最後，遊戲對熟齡族造成的影響，包括年輕感、世代間的交流、及增加運動時間。

關鍵詞：Pokémon Go、手機遊戲、黏著度 

一、緒論

臺灣已於 1994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預估將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在 2026 年邁入「超高

齡社會」（經建會人力規劃處，2013）。全球人口老化趨勢漸增，而嬰兒潮世代已陸續從中壯年邁入老

年階段，這使得全球老化情況將更嚴重；此熟齡族群所蘊藏在市場上的商機，已逐漸受到行銷人員的重

視。屆時，為因應此族群需求的相關產業，將如雨後春筍般隨之而起（潘豐泉、徐茂洲、陳盈伸，2009）。 

近年來，智慧手機的使用日益普及，網際網路的應用已滲透至生活當中。根據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

訊中心（2016）統計，2016 年 45 歲以上民眾的行動上網率達 54.9%，60 歲以上的民眾行動上網率達 41.2%，

數據顯示，中高年齡的行動上網與網路社交活動十分普遍。根據內政部（2000）「高齡者狀況調查報告」

發現，高齡者福利需求以醫療保健、經濟補助、休閒活動占前三名。休閒活動及社會支持，可幫助高齡

者抵抗壓力、減少疾病發生，進而幫助及維持生心理健康(Siegethaler & Vaughan,1998; Santrock, 2004)。 

而日本的研究指出，從 Pokémon Go 平均遊戲次數及遊戲時間來看，50 歲以上的男性使用者，遠遠

超過其他年齡層的玩家；這一年齡層使用者的特點是，每天平均開啟二次以上、每天遊戲的時間超過 40

分鐘，可以看出這部分使用者的黏著度非常高（中澤雅夫，2016）。中高齡玩家對於 Pokémon Go 遊戲

的活躍程度及投入程度，都高於年輕玩家（武修硯，2018）。至今，仍可以看到熟齡族對於 Pokémon Go，

擁有濃厚的興趣與熱情。

研究者看著家中長輩對於手機遊戲的熱衷，開始思考這樣的吸引力模式，是否能成為促進長者健康、

持續運動或思考，而達到促進健康的目的。因此本研究希望從熟齡族的手機遊戲行為上，得以找出對黏

著度的洞見，對於將來開發熟齡族相關運動產品時，可以循著這樣的模式，提高熟齡族對健康產品的使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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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 了解熟齡族開始 Pokémon Go 遊戲的契機。

2. 找尋熟齡族對於 Pokémon Go 遊戲黏著度高的因素。

3. 探討 Pokémon Go 遊戲對熟齡族的影響。

二、文獻探討

2-1 熟齡族

社會對於年長者的稱呼，一般有銀髮族、高齡者、中高齡者、熟齡族等的稱呼，其中「熟齡族」有

著對長者的尊敬、且具有認為此族群擁有較成熟的人生經驗的意涵（黃富順、黃明月，2008）。 

世界衛生組織界定 65 歲以上為老年，Hooyman and Kiyak (2002)將老人分為 young old（65-74 歲）、

old old（75-84 歲）及 oldest old（85 歲以上）三個階層。王釗洪（2013）再將其細分為輕熟齡族（約 50

歲到 64 歲）、中熟齡族（約 65 到 74 歲）、高熟齡族（約 75 到 84 歲）、瑞齡族（85 歲以上）四個階

層。博報堂熟齡事業推進室（2005／林冠汾譯，2007）則將 50 至 75 歲以上的中老年族群，統稱為熟齡

族，並分成三個時期：(1)熟齡導入期：50-64 歲的年齡層。(2)熟齡前期：65-74 歲的年齡層。(3)熟齡後

期：75 歲以上的年齡層。 

林資敏、陳德文（1999）認為，臺灣不同年齡層的人口之間，已形成了不同的世代族群，並將其歸

類為：熟年世代、臺灣嬰兒潮世代、X 世代、Y 世代及 N 世代。而又將其劃分出：出生於 1949 以前者，

稱為熟年世代；出生於 1949 年至 1965 年者，稱為臺灣嬰兒潮世代。不同世代在生活觀、消費型態與傳

播觀的看法，有明顯的差異性存在，如圖 1。 

圖 1 熟齡族定義（本研究整理） 

「熟齡族」含有對年齡的尊敬、及該族群擁有成熟的人生，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活躍老化」

（active ageing）觀念，已成為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對於擬定老年健康政策的參考指標。為了扭轉老化成更正面，及長壽需具

備持續健康、參與社會和安全的機會，因此活躍老化產生了健康、參與和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的過程，

以便促進民眾獲得老年時生活品質的新概念方向（黃富順、黃明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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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54-1975 出生者為主體的「新熟齡族」身上，我們可以看見退休的意義不再等於在家休息，新

熟齡腦海中的退休生活想像，相較於上一代的長輩更加豐富多元。同時，新熟齡追求的生活信念，緊扣

著「自主」的核心向外延伸，表現在生活照料不願麻煩他人、追求自我價值等面向上，這點在上一輩長

者身上，較少看見（龍吟研論，2016）。 

邱高生與常如君（2004）更指出臺灣的熟齡族，由於成長在貧窮年代，因此他們進入熟齡之後，不

少消費是為了滿足兒時夢想，如象徵身分地位的車子、學習過去從沒有學過的東西。因此，為了獲得新

需求及改變生活形態，成為他們的新人生規劃。如何活化及再生熟齡族群，已成為臺灣在步入高齡社會

前的重要課題。而 50 至 64 歲的熟齡導入期，是此族群的中流砥柱，如果他們有正確的人生觀，就更能

確保整個熟齡族的發展，在未來生活必會更快樂（王明堂，2012）。李欣岳（2005）便提出這些陸續邁

入不惑之年的五年級生，正匯集成一股強盛購買力的熟年經濟體。 

2-2 手機遊戲 

過去所流行的電視、電腦與掌上型遊戲機，已悄悄的沒落，跨時代的新產品，正改變我們的生活；

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普及，已改變電子遊戲產業的生態（許世融，2010）。張銀益、劉上嘉、陳松

輝、陳慧玲與蔡幸蓁（2010）指出，行動遊戲是指消費者利用隨身攜帶的行動終端設備（如行動電話），

並具有廣域無線網路連線功能（如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或 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分碼多工擷取）。行動遊戲與線上遊戲、電視主機遊戲最大差

別，即在能隨時隨地進行遊戲，可依使用設備分為掌上型遊戲機、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

數位助理）、手機、平板電腦等，而目前最受矚目的為手機遊戲。 

手機遊戲透過不同的型態，可以簡單的分為以下八類（王正傑，2005）： 

1. Embedded game：此類遊戲事先已安裝於行動終端設備上，如早期 Nokia 手機裡的貪食蛇，就屬於

此類遊戲。 

2. SMS game：此類遊戲乃利用文字簡訊服務（SMS，short message service）傳遞遊戲訊息，其受限

於簡訊傳遞的時間過長，故這類遊戲多為回合制。 

3. Micro-browser game：玩這類遊戲的玩家必須透過瀏覽器介面，如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無線應用協議）瀏覽器，而遊戲的內容則透過 WML（wireless markup language，無線標

記語言）或 CHTML（compact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小型計算裝置上的超文件標示語言）等

描述語言來定義。由於玩家的輸入命令都必須透過無線網路傳遞至伺服器，經伺服器計算與產生

對應的遊戲畫面後，再傳回至玩家端，故其遊戲互動性較差。 

4. Multi-player game：此類遊戲可以透過廣域無線網路或藍芽連線，讓玩家進行多人互動遊戲。 

5. Download game：此類遊戲執行於 Java 或 BREW（binary runtime environment for wireless，無線二

進位執行環境）平臺上，遊戲程式可以透過 over-the-air（傳輸接收標準）的方式，下載到行動終

端設備上。 

6. Location-based game：遊戲內容與玩家目前的所在地有關，而位置資訊的取得，可以直接透過手機

內建的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統），或是基地臺的 cell ID（蜂巢式識別）等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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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treamed game：這類遊戲的內容，如玩家角色或關卡資料，可以在遊戲程式需要的時候，透過網

路方式串流傳輸。

8. Pervasive game：此類遊戲延伸於原本個人電腦或遊戲機的遊戲，它可以讓玩家在家中透過遊戲機

玩遊戲，而外出時則可以透過手機，以另一種不同於遊戲機的方式，繼續進行遊戲。

2-3 Pokémon Go（精靈寶可夢 Go）

Pokémon Go 是一款結合 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技術的手機遊戲，此遊戲於 2016 年 3

月 4 日，在日本進行內部測試，與遊戲玩家共同參與對遊戲的改進。截至 2016 年 8 月 1 日，遊戲的下載

量已超過 1 億次，9 月 8 日下載量更超過了 5 億次，成為史上最快獲得 5 億美元收入的電子遊戲(Swatman, 

2016)。 

遊戲的設計以真實世界的街道地圖、地標匯入，讓玩家能在現實世界的建築物、地標中，遇到不同

屬性的寶可夢，例如在靠近水域的地方（湖泊、河岸、海邊等），有較高的機率遇到水系的寶可夢。而

要抓取寶可夢必須用寶貝球收服，寶貝球並不是系統會主動給予的，必須走出門外，到補給站旁免費領

取，每隔五分鐘補給站才會刷新，再供應寶貝球。玩家可以把自己的寶可夢帶到道館戰鬥，道館的地點

也是真實世界裡的地標，因此 Pokémon Go 玩家會在實體的空間裡，遇到其他玩家朋友。 

根據日本的使用者統計，從遊戲時間來分析，50 歲以上的男性，遊戲的時間遠高於其他各個年齡層

的使用者，達到了 23%，其次為 40-49 歲的男性和女性使用者，其占比分別為 15%（中澤雅夫，2016）。

Kaczmarek, Misiak, Behnke, Dziekan, and Guzik (2017)研究發現，人們玩 Pokémon Go 的遊戲時間不受年紀

的影響，男性玩家玩得時間更多，並從遊戲獲得更多健康益處。Yang and Liu (2017)的研究中，發現人們

對 Pokémon Go 的遊戲動機分為七大項：運動、有趣、逃離現實（escapism）、懷舊（nostalgia）、友誼

維持、關係建立、成就感。這些動機和他們的積極的生活風格有關，例如有較高自我滿足（self-satisfaction）

程度的團結和連結感。此外，有些玩家是為了逃避現實、懷舊而玩。這類的玩家有較低的社交生活，和

較低的自尊（self-esteem），與朋友之間有比較低的社交連結。在 Pokémon Go 推出一年之後，活躍的玩

家年齡有極大的變化。

蔡志浩（2016）以使用者經驗的角度，分析 Pokémon Go，對於此遊戲分析出五大正向影響，從情緒、

認知、行為、社交到家庭：Pokémon Go 是人們自然而然社交互動的話題，也是一種世代交流的媒介。柯

舜智（2017）以 MAIN（modality, agency, interactivity & navigability）的模式針對 Pokémon Go 分析，研

究發現遊戲動機以「建立主體性」為主，即為了陪伴家人、追上流行；而遊戲的使用行為延續，來自「互

動性滿足」。

2-4 黏著度

「黏著度」一詞，最早由 Beddoe-Stephens (1999)提出，其定義為：企業能夠留住顧客，並且讓顧客

再一次拜訪及瀏覽網站的能力。Li, Browne, and Wetherbe (2006)則指出，黏著度是一種吸引的概念，使用

者受到某購物網站的吸引，開始會持續、頻繁的瀏覽網站，而且會將此網站作為平常使用的網站。

Zott, Amit, and Donlevy (2000)將使用者持續停留在網站上的意圖，稱為黏著度。Lin (2007)將黏著度

定義為：使用者願意返回網站，並延長他們在網站上停留的持續時間；並將黏著度的要素做了這樣的歸

類：提升使用者每次拜訪社群的時間長度，及增加使用者拜訪社群頻率。Kananoja (2014)指出，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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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算公式為 DAU（daily active users）／MAU（monthly active users），即為日活躍使用者人數除以月

活躍使用者數。周郁凱（2017）提出遊戲化的八角理論是提升遊戲黏著度的動力來源：重大使命與呼召、

進度與成就、賦予創造力與回饋、所有權與佔有慾、社會影響力與同理心、稀缺性與迫切、不確定與好

奇心、損失與避免。利用白帽與黑帽的機制，在遊戲過程的前、中、後，讓使用者提高使用黏著度。洪

達民與孫天龍（2013）認為，影響高齡者遊玩電玩動機與黏著度的主要四個因素有：愉悅／參與度（fun

／enjoyment）、好處／價值（benefit／value）、社交關懷（social／care）、沈浸程度（flow）。 

Yannakakis and Togelius (2011)將電玩經驗評估分為三大方向，分別為主觀、客觀及電玩資料： 

1. 主觀量測

大致都是以問卷或是訪談的方式來進行，當玩家遊玩電玩結束時，會需要玩家須填寫一些相關的問

卷、或與領域專家的評估人員進行訪談，讓玩家自行描述玩後的感受。然而，玩家在描述電玩後的經驗

時，研究者往往難以將玩家的經驗描述標準化，原因是受測者會因為已設計好的問卷項目，而回答受到

限制。

2. 客觀量測

利用生理量測儀器，量測玩家電玩時的反應，例如心跳或皮膚電阻等。將這些生理資訊與遊戲場景

及事件作對應，推估玩家對於電玩的反應，如開心、焦慮或緊張等。然而，以客觀測量的方式進行時，

玩家必須穿戴一些量測儀器，可能會造成遊玩上的不便，而影響結果。

3. 電玩資料（gameplay）

通常指的是玩家與遊戲場景之間的關係，而因為這樣的關係所產生的資料，便稱為電玩資料。電玩

資料是一個玩家與遊戲互動時的暫時性資料，可將這些暫時性的資料，和玩家的認知狀態做連結，例如

玩家的專注程度、挑戰度、參與程度或對電玩的喜好等。此外，電玩資料的紀錄能夠讓我們長期追蹤玩

家，得到更多細節的玩家資料，了解玩家行為的趨勢(Wallner & Kriglstein, 2013)。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觀察熟齡族對智慧手機的操作行為，以參與式觀察法、個案訪談法收集資料，並針對訪

談內容進行編碼分析，最後以民族誌的方式歸納資料，找出熟齡族對於 Pokémon Go 遊戲開始玩的原因、

高黏著度背後的因素、及玩遊戲後的影響。研究地點位於大臺北地區具代表性的 Pokémon Go 遊戲場域：

大安森林公園、古亭河濱公園、及八二三紀念公園，進行場域觀察及訪談。

3-１ 參與式觀察法

在參與觀察法中，觀察整成為被觀察者團體中的一員，參與被觀察者的生活和活動，收集局外人所

收集不到的資料。此觀察法的優點在於，被觀察者可展現最真實的狀態，減少防備心（黃國彥，2000）。

本研究中，研究者扮演遊戲玩家的身分，進入田野中，和熟齡玩家互動，深入了解熟齡族對 Pokémon Go

遊戲的看法與高黏著度的成因。

3-2 非結構性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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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構式訪談較結構性訪談有更高的彈性，訪員在訪談前事先擬定訪談大綱，在訪談的過程中，可

視情境與受訪者的性質，彈性調整訪問內容。非結構性訪談適合用於對問題深入了解，研究知覺、態度

和動機等問題（黃國彥，2000）。研究者詢問受訪者開始玩 Pokémon Go 的動機，並且針對受訪者的使

用經驗，深入了解遊戲在其生活中所發生的改變。訪談大綱層面分為三項：行為層面、動機層面、態度

層面。訪談結束後，針對訪談的錄音內容，進行後續的資料分析。

3-3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熟齡族定義：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定義在 1945-1965 年出生的人，也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這個世代，預期其生活背景與社會氛圍較相近，對於其價值觀與喜好，較

易理出脈絡。

2. Pokémon Go（精靈寶可夢 Go）：係指 Ninatic 公司由任天堂公司、精靈寶可夢公司授權，並於 2016

年發行的擴增實境手機遊戲，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作為載體，結合 GPS、相機功能、虛擬實

境等。

3. 黏著度的探討範圍：提升使用者每次使用應用程式的時間長度、增加使用者使用應用程式的頻率。 

四、研究結果

4-1 研究樣本描述

本研究共訪談九位熟齡 Pokémon Go 玩家，年齡分布自 55 歲至 70 歲，如表 1；對於單獨行動的玩家，

本研究分為未退休與已退休的玩家；另發現有結伴的玩家，如夫妻檔、祖孫的組合，分別在假日下午與

假日晚上。訪談日期自 2018 年二月自 2018 年四月，分別在平日、假日的不同時段。 

表 1. 不同群體熟齡族屬性特性比較（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調查變數 未退休熟齡玩家
 a 已退休熟齡玩家

 b 結伴玩家熟齡玩家
 c 

年齡 55～60歲 60歲以上 55歲～70歲 

性別 女性1位；男性1位 男性，2位 夫妻2對；祖孫1對 

遊戲時間區段 平日晚上及假日 平日白天及假日白天為主 平日晚上及假日
a 受訪者表示自己平日要上班，僅下班或假日時間抓寶。 
b 受訪者表示自己平日以玩 Pokémon Go 為業，有較固定的時間會出來抓寶。 
c 受訪者與親友一起抓寶及接受訪談 

4-2 開始遊戲契機

受訪者提及，開始玩的契機其實並非來自於對於寶可夢（Pokémon）卡通的熱愛，甚至大多數人在

接觸這個遊戲之前，並沒有認真看過這個卡通。熟齡族開始遊戲的契機是來自子女教導、周邊朋友的影

響、空閒時間的填補。在遊戲剛推出時，玩家年齡大多為年輕人，而熟齡族提到，剛開始是子女幫忙安

裝及教學，才學會玩 Pokémon Go；而周遭的朋友也掀起一股玩 Pokémon Go 的風潮，所以就跟風開始玩

了；另外也提到，平常無聊時就會出來打道館、刷球，下班就會過來打，認識新朋友；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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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開始遊戲的契機與受訪者講述內容（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子女教導 周邊朋友的影響 空閒時間的填補 
剛開始我不會玩，都是女兒教我的 我看周遭同事開始玩就下載了 我平常無聊有空就會過來這邊刷

阿、打阿 
剛開始是我女兒幫忙下載的 小孩帳號玩到一半就不玩了，朋友就

說，阿妳怎麼不拿來玩 
我平常下班就過來打 

第一次我女兒幫我抓那個卡比丘 a，

阿我就繼續一直抓，抓到現在 
大家都在玩，想說下載一下，無聊來

玩一下 
出來可以交朋友、走動走動、認識新

朋友 
a 卡比丘為「皮卡丘」的口誤。 

4-3 遊戲習慣延續因素歸納分析 

對於為何對遊戲有較高的黏著度，研究者整理在不同受訪者的口述中，玩遊戲的體驗中類似的因素

被重複提到的部分，並將影響熟齡族玩 Pokémon Go 的因素，劃分為人情因素及遊戲吸引力因素。 

1. 人情因素：團隊合作、退休後生活重心、幫助子女延續帳號 

團隊合作打道館的機制，是 Pokémon Go 遊戲中使熟齡族互相邀約的動力，受訪者提到，自己有固

定的團隊，會在 Line 群組中互相邀約，有固定的時間一起去打道館，有時候缺一位就會戰力不足，所以

有約通常都會到場。退休的熟齡族，玩 Pokémon Go 的方式有如正常上下班一般，受訪者提及，平常是

朝九晚六的打，因為大部分的團體戰在過六點之後就結束了；而有些熟齡族會把握早上的時間，爭取佔

領道館的機會，以賺取更多的金幣。更有幾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看到子女的帳號玩到一半不玩了，

覺得要幫他們玩、繼續升等，等到子女要玩再開給他們玩；如表 3。 

表 3. 遊戲習慣延續因素歸納：人情因素與受訪者講述內容（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團隊合作 退休後生活重心 幫助子女延續帳號 

我們團隊有四個人，紅藍兩支手機，

早上打一打，下午就休息了 

我銀行退休把這當工作，早上打4小

時，下午打4小時 

小朋友也在玩，後來不玩了，好可

惜，我幫他玩，他要玩再開給他 

一到五我們會去南勢角道館
a
，假日

來公園這邊。不要一個人去打，會很

容易輸 

早上會早一點來打，一天就可以多

賺一些 

小朋友不玩，我們就拿來打，把帳號

切過來 

南部打法很有趣，要提早到現場先分

組 

一個人在家，有寶可夢作伴，不錯

啊 

一陣子沒玩，後來我兒子不玩，我才

跳出來玩 

抓到先不要按OK，等大家都抓到之

後再按 

以前沒這遊戲，在家看電視、玩電

腦，對身體比較不好 

 

a 道館是遊戲中會在定點出現的虛擬遊戲地標，通常出現在公園及廟宇附近。 

2. 遊戲吸引力因素：榮譽感、成就感、避免失去感（優惠活動） 

Pokémon Go 遊戲設計中，主要吸引熟齡族的因素包括對於 Pokémon Go 遊戲本身帶有榮譽感，認為

玩這個遊戲是因為自己還年輕、認為這是個國際化的遊戲，且自己在這個遊戲中獲得較高的成就，更可

以因為這樣的技術，幫助他人抓到稀有的寶可夢。另外，在遊戲機制上設計具有吸引力的定期成就，讓

玩家保持持續玩的動力。而遊戲有會不定期的出現稀有的寶可夢，讓久久沒玩的玩家再度回到遊戲中；

而限時限量的特定優惠活動，也會讓熟齡玩家願意「加班」出來打怪；如表 4。 

表 4. 遊戲習慣延續因素歸納：遊戲吸引力因素與受訪者講述內容（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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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感 進度與成就 避免失去感（優惠活動）

我幫別人抓快10隻超夢了 我有很多皇冠，因為我很常打道館 活動到明天，星辰有加倍

玩這個是代表我沒有老，同事小我 20

幾歲都在玩

等它進化都很慢，直接去道館打可以

拿到比較好的

這個包包
a
，1500也不夠用

寶可夢是全世界都在玩的遊戲 現在的遊戲方式，感覺想讓後來進來

玩的人，趕快趕上前面的

覺得久沒玩，突然回來玩容易

拿到超夢卷
b
，就會出來打 

看到有「BOSS」c
，就要來打

a 包包是 Pokémon Go 遊戲中放收集的道具及寶可夢的元件，初始容量是 350 單位，若寶可夢數大於包包容量，則需

要刪除一些寶可夢，否則無法再抓新的寶可夢。 

b超夢卷是抓超夢時必須擁有才能入場的票，遊戲中會隨機發給打過道館的人，通常在隔週到一個月會發給玩家，在

同一地點、同一時間，現場組隊一起打。
c「BOSS」指 Pokémon Go 遊戲中較稀有的寶可夢。 

4-4 遊戲影響

Pokémon Go 遊戲對熟齡玩家的影響包括年輕感、世代間的交流，及增加運動時間。受訪者提到，在

開始玩 Pokémon Go 後，覺得自己還沒有老；而熟齡族玩家，也在和年輕人一起討論遊戲戰略的過程中，

增加了和年輕一輩交流的機會；而 Pokémon Go 遊戲也增加了熟齡族出門運動的時間，受訪者提到，在

開始玩這個遊戲之前，並不常出門，而 Pokémon Go 成為常常出門運動的動機；如表 5。 

表 5. Pokémon Go 遊戲對熟齡族的影響與受訪者講述內容（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年輕感 世代間的交流 增加運動時間

玩法有新的變化就會想去追求、嘗試，

那是代表我沒有老

現在很多玩的都是全家人一起出來

玩，在公園可以看到很多。有朋友就

是陪兒子出來玩，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互動啦

寶可夢讓我有出門的動機，至

少可以來回一直走，算是有運

動

我現在比較少玩，現在都是老人啦，阿

我就不是老人，所以比較少玩

玩寶可夢跟年輕人可以一起切磋，同

事小我2、30歲了可以一起討論 

以前沒這遊戲，在家看電視、

玩電腦，對身體比較不好，現

在都出來可以交朋友、走動走

動，認識新朋友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訪談法探索熟齡族對於 Pokémon Go 遊戲黏著度高的因素，得出以下的結論：熟齡族開始

遊戲的契機，是來自於子女教導、周邊朋友的影響、及空閒時間的填補；此外，熟齡族對於遊戲習慣延

續的因素，分為人情因素、及遊戲吸引力因素：人情因素包括團隊合作、退休後生活重心、及幫助子女

延續帳號；而遊戲吸引力因素，則包括避免失去感、成就感、榮譽感。最後，遊戲對熟齡族造成的影響，

包括產生年輕感、世代間的交流、及增加運動時間。由於本研究以參與式觀察法訪談，並未揭露研究者

身分，若後續以深度訪談或問卷的方式，或許可獲得更多使用者的生活背景資料。此外，本次研究以質

性訪談的方式執行，以找出熟齡族對 Pokémon Go 遊戲黏著度高的因素，建議後續的研究可設計問卷及

量表，以量化分析的方式作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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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電腦刺繡縫紉機之中文字填繡紋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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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結合數位科技與傳統縫紉機所誕生的智慧型電腦刺繡縫紉機，其簡潔的操作且多樣化的功能，逐漸成為華語地

區刺繡與縫紉創作上新媒介，但市面上日、歐、美商的智慧型電腦刺繡縫紉機三大品牌，缺乏對應的中文字刺繡系

統資料庫，僅依靠電腦系統運算出的中文字容易出現繡線走向異常，在避免刺繡過程出現偏差並且要兼顧文字美感

的前提下，必須整合出明確的規則，建立適用於智慧型電腦刺繡縫紉機的中文刺繡系統，本研究將對中文字結構探

討與填繡規則建立。

本研究以中文字部件、國字筆畫併類表、康熙部首為研究對象，字體採用新細明體，並延續前期文字分割研究

結論所歸納出的七個分割原則為基礎，本研究只針對中文字填繡的規則探討，定義出各筆畫的填繡路徑方向與角

度，並以 Adobe Illustrator 模擬填繡分布與角度變化，並將所得規則套入中文字進行驗證，最後統整出常用角度列

表，並提出中文字填繡規則，以供後續相關研究參考依據與系統建制。

關鍵詞：智慧型刺繡縫紉機、文字刺繡、自動填繡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智慧型電腦刺繡縫紉機在華語地區開始普及，數位化使機器內建大量的圖案、符號與英文字母，讓

使用者能更快速靈活的創作。隨著對中文字刺繡的使用需求增加，然而目前缺乏架構完善的中文字刺繡

系統，依靠現有的程式自動運算中文路徑，容易出現偏差與異常，為了改善此缺陷，增進電腦刺繡機的

功能性，本研究將透過解構中文字組成規律，分析其原理後，逐步拆解並簡化中文字填繡方式，延續前

篇解構智慧型電腦刺繡的中文字分割研究所統整的分割規則，進一步探討中文填繡，透過本研究整合出

適用與中文字刺繡原則，為將來中文字自動填繡系統開發提供可依循的填繡規律。 

二、文獻回顧 

2-1 中文字部件

隨著電腦科技發展，為了能將中文字數位化，開始重視中文部件的解構研究。部件為中文字結構組

成的基礎單位，由單一或複數部件組合配對成文字，鄭昭明、吳淑杰（1994）「一個字的一部份，它在

書寫上是獨立的，在空間上與其他部份不相連且無法分解成更小的部份，否則無法與其他的部件組成一

209



個有意義的字」。劉王碧玉(2011)統整過去研究，部件是漢字構成的核心，大於等於筆畫，小於等於整

字。張斌（1989）現代漢語精解中定義，整字是漢字的使用單位，而部件是漢字形體的基本結構單位，

部件是由筆畫所構成的結構單位，介在筆畫與部首之間。與部首在定義是是屬於兩種不同的單位，張韶

萍(2008）「有人會將部首和部件混淆，實際上部首是漢字分類查找時的檢索系統，以字義為主，一個部

首可能由幾個部件組合而成。」可知部件是由筆畫所組成的最小結構單位，整字≥部件≥筆畫，統計部件

總數為 648 個末級單位。 

2-2 筆畫輪廓分析 

    中文字是由單一或數個中文部件所組成，而文字的筆畫的轉折、起末頓點構成中文字的特徵與美

感，在試驗中文填繡分佈時，需要先探討分析文字的筆化輪廓特徵，以此作為刺繡佈線的參考點。張定

隆(1991) 則將其劃分為兩大類別，分別是細線化與非細線化。透過將文字圖樣簡化成單一個像素，細線

化能快速有效降低圖像複雜度並消除筆畫粗細的差異。而非細線化的方式透過輪廓線所得到的訊息，找

出筆畫的轉折的特徵點。徐玉欣(2012)歸類非細線化在處理中文字輪廓訊息時首要處理的部分，在複數

筆畫在相接、相交後所產生的轉折處，並將其分為四種類型: 1.複合筆畫本身的轉折處。2.文字中筆畫相

接但不相交產生的兩個轉折處。3.文字中筆畫相交時所產生的四個轉折處。4.三個筆畫相互交接時，產

生的五個轉折處。 

    本研究以中文刺繡填繡的佈線分布為主，由於細線化單一像素的轉化會過度消除中文筆畫的型態，

因此採取非細線化筆畫抽取方式，對特定的中文印刷字體做筆畫輪廓特徵分析，以非細線化方式對筆畫

本身的型態結構，以及複數筆畫相交接所形成的轉折處做分析探討，試驗出最佳的中文繡線分布方式。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限制 

    礙於時間與人力因素，本研究以新細明體為對象進行模擬，現階段先以下表的一、二筆畫進行填繡

探討，無法逐一對所有現代中文部件進行填繡，且不對中文筆畫順序進行重新排列探討，不涉及智慧型

電腦刺繡縫紉機的程式系統撰寫與測試。 

  研究以前篇筆畫分割之研究結論為基礎進行部首填繡探討，部首可以作為中文字的一大分類，所有

中文字皆由部首構成，將部首填繡完成後便能將其套用到同樣部首的其他文字上，以此縮減多餘和重複

的步驟，提高作業效率。在張斌(1989)統整歸納的漢字部件一共有 648 個末級部件，礙於有限的時間與

人力，研究將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83)、國家出版局公佈的《漢字統一部首表(草案)》部首清單作為

樣本，以筆畫數作區分，分為一至十二畫含以上，共 209 個部首，表 1 僅列出一至二筆畫的部首。 

表 1 部首清單 

 

 

 

一畫 一、丨、丶、丿、乙（乚）、亅 

二畫 二、亠、人（亻）、儿、入、八、冂、冖、冫、几、凵、刀（刂）、力、

勹、匕、匚、匸、十、卜、卩（㔾）、厂、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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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字體選用

研究延續前期解構智慧型電腦刺繡縫紉機的中文字分割研究，從細明體、黑體、楷體、仿宋體、圓

體等字體中，排除黑體、圓體等這類無襯線字體，再從襯線體中選取其中視辨率與可視尺寸最佳的字體

為樣本，選定以微軟新細明體作為本研究的字體，進行筆畫輪廓分析。

3-2 研究步驟

根據上表 2 列出的部首清單，進行初步的部首填繡，以 Illustrator 作模擬繡線走向與角度，第一階

段採用文獻探討的筆畫輪廓分析方法，先從中取康熙部首的筆畫一、二畫為樣本，並將字根重複的部首

剔除，第二階段解構部首的筆畫輪廓特徵，做初步的填繡試驗，從不同的切割與佈線角度挑選出最佳的

填繡方式。並統一筆畫端點與轉折處的角度規律，定義填繡路徑的方向與角度，並嘗試從多種繡線分佈

與方向中，歸納出兼顧美觀的繡線分布方式，整合出部首的填繡規律，最後將填繡過程中主要幾項的常

用角度統整列表，並提出填繡規則，為中文字自動填繡系統提供可依循的規律，以提供後續程式化與研

究。

3-3 部首填繡實驗

    研究第一階段進行筆畫排線試驗，先以表 1 部首清單中的一畫、二畫部首為樣本，實驗運用字元筆

畫的輪廓線，對筆畫的起始點、末端和筆畫的轉折處進行填繡模擬，每種部首分成 Ⅰ、Ⅱ、Ⅲ、Ⅳ四種

不同角度與切割方式做排線，用紅線表示繡線分布，並以英文字母標記各切割角度，分析繡線分布的連

貫性、轉折處的切割的完整性與填繡的美觀，將試驗所得的規則整合，做為下一階段的參考。

3-3.1 一筆畫填繡分布測試

   表 2 為一筆畫的部首填繡分布做試驗，此類部首皆被在基本與複合筆畫範圍內，所以不會有雙數或

複數筆畫交疊的情況，以筆畫輪廓線的起末端與轉折處進行不同的角度模擬試驗，比較各切割角度的優

缺點，統整篩選出較佳的繡線紋理分布方式。

表 2 部首填繡實驗 一畫 

一畫 Ⅰ Ⅱ Ⅲ Ⅳ

一 

筆畫(一)  Ⅰ、Ⅱ 樣本的 A A E A切線以筆畫起始端的輪廓做切線，填繡紋理呈現效果優於

樣本 C、D，但 Ⅰ A C E A、Ⅱ A E E A切線方式，使排線產生向斜上、下放射的效果，破壞筆

畫的整體方向性，因此對這類情況進行修正，最後取垂直線為末端切線。

丨 

筆畫(丨)  Ⅰ、Ⅱ、Ⅳ 樣本 A B E A切線，在缺少與左上轉折點的連結，缺乏整體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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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採用 Ⅲ 樣本的 A B E A切割方式。 
乙 

    

 (乙)的 Ⅱ、Ⅲ、Ⅳ 樣本的 A C E A、A D E A、A E E A切線方式使筆畫缺少連貫性，採用 Ⅰ 樣本。 

亅 

    
 (亅)樣本 Ⅲ、Ⅳ 的 A D E A、A E E A、A F E A與 A C E A、A D E A、A E E A切線轉折造成排線過於雜亂，因

此採用 Ⅰ、Ⅱ 樣本的 A D E A、A E E A、A F E A切割線。 

3-3.2 二筆畫填繡分布實驗 

    表 3 為二筆畫的部首填繡分布做測試，此表針對複數筆畫的相接但不相交與兩筆畫相交這兩種轉折

處進行模擬。  

表 3 部首填繡實驗 二畫 

二畫 Ⅰ Ⅱ Ⅲ Ⅳ 

入 

    

 (入)採用 Ⅳ 樣本的 A C E A、A D E A切割方式，而修正 A B E A的切線將其改為垂直線。 

冂 

    

 (冂)採用 Ⅰ 樣本的 A G E A、 A H E A切割，以及 Ⅱ 樣本 A A E A的切割方式。 

冫 

    

 (冫)採用 Ⅳ 樣本的 A D E A、 A E E A、A C E A切割方式。 

四、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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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擬填繡路徑

  透過文獻可得知，中文字有其組合原則和規範，所有文字皆由部件組成，因此，先從最小單位的筆

畫開始處理再到較為複雜的部首，便能循序漸進的把繁複的中文字逐步簡化，此過程同樣能套用到文字

填繡的部份，當完成字根筆畫部份的繡線分佈與方向角度後，即可套用到大部分中文字上。

由上階段對一、二筆畫的填繡實驗所得初步規則，經反覆修正後，以 Illustrator 裡的漸變工具進行

模擬填繡路徑走向，圖 1(A)的藍線代表細線化後的文字支架，亦是填繡過程中的繡線路徑，而圖 1(B)的

紅線則代表鏽線方向。設定好起始與終點的繡線角度後，繡線便能按照預定的路徑進行填滿的動作。

圖 1 模擬填繡示意圖 

在模擬的過程中發現，如圖 2(A)只有在筆畫的頭尾兩端設定角度時，轉折較大的筆畫容易發生繡線

走向異常的問題。因此，需要在轉角處增加轉向角度，以防止繡線走向偏離，圖 2(B)所示為修正後的結

果。

圖 2 模擬填繡走向比較示意圖 

  將此模擬過程套用到自動填繡系統後，即可根據文字支架的路徑進行填繡的動作，在各筆畫的起始

和終點處設定角度走向後，中間的部分則由電腦程式依據頭尾的角度做自動對齊和角度漸變，並以繡線

角度與填繡路徑呈垂直 90 度為優先角度，而當中轉折比較明顯的筆畫，則在轉角處增加角度，以避免

電腦自動填鏽時走向異常。

4-2 填繡規則建立

  本章進入部首填繡的部分，透過模擬可知，筆畫填繡所得到的模擬樣本不能直接套用到部首當中，

在進行的過程中發現同樣的筆畫在中文字的呈現方式卻不只一種，以圖 3 為例，黃色的筆畫皆是

「撇」，但是圖 4(B)的 A錯誤!E與圖 4(C)的 錯誤!筆畫角度卻不盡相同，造成同筆畫卻有兩種起始角度

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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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填繡角度比較示意圖 

  雖然中文同一種筆畫會擁有多種形態，但依然有其變化規律，因此，只要將各部首中相同形態的筆

畫整理出來，仍然可以按照前述所提出的方法套用到中文字上，延續前期研究取筆畫英文字首做編碼，

分別為點 D、挑 R、彎 B、鉤 H、折 T、橫 Hor、豎 Ver、撇 Ta、捺 Pd，以下將為各筆畫的不同部份整

理列表。其中彎 B、鉤 H、折 T 筆畫僅一種型態，故不列入表中。 

表 4 筆畫各形態分類表 

D－1 D－2 D－3 

A1∠45°   A2∠15° A1∠90°   A2∠15° A1∠0°   A2∠155° 

例：冰、永 例：肌 例：它、冗

Hor－1 Hor－2 

A1∠115°  A2∠90° A1∠125°   A2∠95° 

例：十、女 例：戈

Ver－形態 1 Ver－形態 2 

A1∠90°  A2∠130° 

A3∠0° 

A1∠145°  A2∠0° 

例：山、中 例：口、門

Ta－1 Ta－2 Ta－3 T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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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0°  A2∠130° 

A3∠120° 

A1∠90°  A2∠120° 

A3∠140° 

A1∠90°  A2∠130° 

A3∠130° 

A1∠145° A2∠140° 

例：人、乂、力 例：化、隹 例： 色、夕 例：月、戶 

Ta－5 Ta－6 Ta－7  Ta－8 

    

A1∠75°   A2∠125° 

A3∠0° 

A1∠70°  A2∠110° 

A3∠100° 

A1∠70°  A2∠100° 

A3∠120° 

A1∠65°  A2∠115° 

A3∠130° 

例：舟、鳥、身 例：手、貓 例： 豸 例：長、艮、髟 

R－1 R－2  

  
A1∠10°  A2∠145° 

A3∠100° 

A1∠30°  A2∠165° 

A3∠115° 

例：功、去 例：冰、江 

  透過前章節了解到中文字是由筆畫所組成的，因此在各筆畫之間會有大量交疊的部分，並在前期文

字分割的研究，已對文字進行區域分割，而此過程將會產生大量被切開的筆畫，形成分割點如圖 4(A-

D)。在按照原筆畫的角度進行填繡時，分割點的填繡角度將會出現無法對齊路徑的問題。若要將這些筆

畫的分割點逐一定義角度，必定會耗費大量人力和時間，與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馳，因此，分割點的角度

將依照繡線角度與填繡路徑呈垂直 90 度的規則自動調整，如圖中紅線所示。 

 
圖 4 分割點示意圖 

  經前面的試驗統整後，發現在測試樣本中列出使用率極高的角度，由下表 5 所示，在特定筆畫中，

角度轉折會依循規律，以此整理出常用文字角度列表，以方便後續程式化的實現。 

表 5 常用角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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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角度 

A1∠45° A1∠115° A1∠90°     A2∠130° 

筆畫：點 筆畫：橫 筆畫：豎 

A1∠145° A1∠10°   A2∠145° 

筆畫：豎、撇 筆畫：挑 

中間轉角處 

B1∠140°  B2∠155° B3∠45° B3∠145° 

筆畫：橫折 筆畫：橫折橫、豎彎 筆畫：折鉤、彎鉤 

結束角度 

B3∠0° B4∠90° C3∠120° 

筆畫：豎 筆畫：橫 筆畫：撇 

4-3 文字填繡測試

  依循上述所列出的填繡規則進行文字區域天繡模擬，以勁、胸為測試樣本，並將文字中所含角度、

筆畫和部首的組合列出，以方便進行驗證規則的準確性。經反覆修正後模擬出的文字填繡結果，以證明

拆解出的筆畫填繡結果的確可以套用到不同的文字上，如此便可減少大量重複的工作步驟。

表 6. 文字填繡示意圖 

字 組合 說明 組合 說明 

A1 ∠115°   A2 ∠90° A1 ∠115°   A2 ∠90° 

B1 ∠0°   B2 ∠0° 

C1 ∠10°   C2 ∠145° 

C3 ∠100° 

216



A1 ∠90°   A2 ∠130° 

A3 ∠0°    A4 ∠20° 

A1 ∠115°   A2 ∠90° 

B1 ∠140°  B2 ∠155° 

B3 ∠145°  B4 ∠80° 

C1 ∠90°  C2 ∠130° 

C3 ∠120° 

A1 ∠145°  A2 ∠140° 

B1 ∠90°  B2 ∠90° 

C1 ∠140°  C2 ∠155° 

C3 ∠145°  C4 ∠90° 

D1 ∠90°   D2 ∠15° 

E2 ∠10°  E2 ∠145° 

E3 ∠100° 

A1 ∠90°   A2 ∠130° 

A3 ∠45°   A4 ∠90° 

B1 ∠90°   B2 ∠130° 

B3 ∠0° 

A1 ∠70°   A2 ∠110° 

A3 ∠140°  B1 ∠90° 

B2 ∠90°  C1 ∠140° 

C2 ∠155°  C3 ∠145° 

C4 ∠80° 

A1 ∠90°   A2 ∠130° 

A3 ∠120°  B1 ∠45° 

B2 ∠15° 

4-4 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研究礙於時間、器材與人力等因素，研究過程有所限制與不足，以下幾點為本研究所需改進之建

議，提供給未來相關研究參考: 

1. 中文字填繡僅透過 Illustrator 模擬效果，未來可加強以電腦刺繡縫紉機的實測進行探討。

2. 本研究未對電腦刺繡縫紉機在刺繡時筆畫順序進行探究，未來可再深入進行相關研究。

3. 以使用度最普遍且筆畫轉折清晰的新細明體為研究對象，所得的中文字填繡規則，供擴充字體研究

作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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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電子遊戲中教學引導的設計 

所帶來的心流效應 

摘 要 

本研究探討電子遊戲中的教學引導，教學引導一直是所有電子遊戲的遊玩基礎，玩家要透過這一套

教學引導，才能知道正確的遊玩方式，一款成功的電子遊戲，教學引導必須是簡單、自然、直覺性高；並

在最短的時間內，讓玩家學會這款電子遊戲的基礎操作與技巧。隨著世代的開發與進步，電子遊戲的種類

越來越多，其遊玩內容越來越複雜，許多玩家在面對教學引導這一個過程，會下意識的選擇快速跳過

（SKIP），或是徹底無視其內容，但是這樣的一個無意識舉動，客觀來說其實是不正確的遊戲行為。以遊

戲設計師的角度來看，設計師透過遊戲所傳達的內容，必須是在玩家徹底清楚並了解操作方式以及遊玩技

巧的狀況下，才能清楚傳達的，而教學引導有助於快速傳授遊玩技巧，使玩家更快進入狀況，即是讓玩家

能夠更迅速的進入心流（Flow）達到神馳狀態，這才是遊戲設計師所期望的結果。而以遊戲玩家的角度

來看，選擇快速跳過或完全無視教學引導的玩家們，潛意識的將教學引導與遊戲本身這兩者一分為二，他

們不會去享受教學引導的過程，也不會將教學引導視為遊戲的一部分，而是在教學引導結束之後，才開始

全神貫注的開始認真遊玩。但是在不清楚操作方式的情況下自行摸索，或是用非設計師安排的遊玩方式進

行遊戲，玩家很容易陷入遊戲瓶頸，也難以進入心流，其遊戲的價值核心與所要傳達的理念也隨著錯誤的

遊玩方式而消失殆盡。研究中會參考市面上許多已發售的電子遊戲內的教學引導，並分析其設計理念及方

法，並透過玩家是否有明確的感受到心流，來定義成功失敗與否。觀察如何建立最有效率，又能夠使玩家

不失興趣的教學引導內容；確保玩家在進行遊戲時，能夠完整的體會遊戲內容，此外，本研究為了教學引

導設計建立起一套有系統及規則的全新分類系統，透過這一套系統，設計師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每一項教

學引導的優劣，以幫助日後遊戲設計師對於在遊戲設計上的參考。 

關鍵字：電子遊戲、遊戲設計、遊戲企劃、教學引導、心流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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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遊戲與人類的關係密不可分，是人類悠久歷史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長久以來，人們總是在

致力追求更多、更創新的休閒娛樂活動。隨著電子設備的發達與普及，電子遊戲成為了人們最

主要的娛樂活動來源之一，人們透過電腦、電視甚至是一台手機，便可隨時隨地進行一場刺激

的遊戲活動，這同時也造就了遊戲設計產業的興起；這其中以電子遊戲類別的遊戲為最大宗，

電子遊戲已不再是單純的娛樂工具，而是一部作品，是人類技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一件登峰

造極之作；遊戲的玩法不在僅限於競技，它可以被人評價、可以被人回味、可以引人深思、可

以帶來無限的感動；遊戲設計師也不再只是純粹的工程師或設計師，可以被稱得上是藝術家，

透過電子遊戲這樣的媒體，來傳達設計師的理念與想法，甚至能夠為人們帶來與以往不同的價

值觀，建立起全新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態度。電子遊戲的設計不侷限於任何形式，不論何時何

地，認真求進的遊戲設計師都在構思能夠突破現有框架的機制與系統，以及要如何給玩家帶來

更加震撼的遊戲體驗、更加感人的遊戲劇情、更加擬真的遊戲環境；但隨著科技的進步，越來

越多的優秀作品被製作出來，同行之間的競爭也越發越激烈，對於遊戲設計師們來說這無非是

一大挑戰，同時也加深了遊戲設計領域的深度與內涵。一部真正優秀的作品便是將設計師的理

念、想法、感受、親身經歷、甚至是對於不切實際幻想的追求，清清楚楚的傳達給玩家；電子

遊戲利用到了影像、音樂、場景；結合了三種媒體讓玩家感受設計師心目中的那份悸動。玩家

進入一個假想世界，進行一個假想體驗，但卻因此而深陷其中，沉浸在遊戲的世界裡，並且達

到心流效應；所謂的心流效應是指當人過於專注於某一件事物上時，對於該事物的反應會急遽

加快，彷彿身歷其境；而對於周遭事物的感應變弱，當進入這種狀態的時候，人會從該事物身

上得到極大的滿足感與成就感，對遊戲設計師而言，沒有什麼比能夠讓玩家進入到自己所創造

的世界中更棒的事情了。要進入心流的過程並不容易，就算遊戲本身設計的再優秀，若缺乏一

個良好的開頭吸引玩家，那它依然會是一個無人知曉的作品；因此在遊戲開始時，首先必須要

有一個教學引導，教學引導是當玩家進入遊戲時第一個碰到的東西，在這個假想世界之中，它

教導玩家這個世界的知識，以及一切所需要具備的技巧；當玩家充分的了解後，對於這個假想

世界的遊玩體驗也會更加順暢、更加投入，在引導的過程讓玩家能夠進入狀況，進而產生美好

的遊戲體驗。教學引導是一切的開始，它的好壞左右了玩家要不要繼續遊玩這款遊戲，也因此

能夠看出教學引導對於遊戲設計的重要性。本論文參考了許多市面上發售的知名電子遊戲，目

的在於專注研究遊戲設計中的教學引導部分，將眾多不同類型的教學引導歸納並且統整成一個

完整的系統，接著透過拆解與分析來整理出各類教學引導的優勢與劣勢，電子遊戲的類型眾

多，不同類型的作品有適合的教學引導透過這樣系統化的整理，能夠幫助設計師去重新理解設

計教學引導的重要性，對於沒有經驗的設計師而言 在設計遊戲上能夠成為一個初步的參考以及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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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現今已販售於市面上的電子遊戲中教學引導的設計，遊戲設計師要如

何透過正確的設計，來使初次接觸的玩家留下良好的印象，並選擇繼續遊玩，面對這樣的問題

設計師們的做法往往有兩種。一是減少遊戲本身的複雜程度，降低難度或是操作性，來使遊戲

不需要太過深奧的教學引導，也可以讓玩家玩得很順手，但此方法會讓設計師面對因為操作性

的改動，而不得不變更遊戲內設定的狀況出現，進而讓遊戲本身的豐富性下降，最嚴重的狀況

會讓遊戲毫無樂趣可言。二是將教學引導做得非常全面，遊戲內無時無刻不充滿著教學引導的

提示，透過這種不斷加強印象的方式，讓玩家記住或是習慣操作方法，但是這種在系統外過於

干涉遊戲內狀況的提示，卻容易使玩家降低對遊戲的興趣度。不論是何種方式都各有利弊，本

研究透過探討分析各式各樣成功與失敗的設計 從中擷取出能夠使教學引導設計與遊戲性同時並

肩存在的方法，以此為出發點，希望能夠將此研究繼續應用在關於遊戲設計領域的研究上，同

時讓從事遊戲設計產業的設計師們了解其研究成果。 

1. 將「教學引導」系統化、專有名詞化：

現今存在的所有電子遊戲數量極其龐大，教學引導的形式種類也繁多，關 於教學引導的類

型，至今為止並未出現過能夠讓學術研究統一正式使用的專有名詞， 因此本研究將會將這些教

學引導進行分類，並給予專有名詞，有利於本研究接下來的實驗與後續研究的發展。 

2. 分析各種類的「教學引導」：

經由研究測試過後的玩家調查，會顯示玩家對於此遊戲更加傾向何種教學引導，不論是怎麼樣

的遊戲都有最適合自己的呈現方式，本研究將會針對不同的遊戲種類找出適合的教學引導。 

3. 驗證「教學引導」對心流效應的效果：

本研究會透過訪談，來確定玩家對於這款遊戲的教學引導設計及安排是否感到滿意，再以此為

基礎進一步的研究玩家後續的實際遊玩狀況，來測試這個教學引導對他在遊戲內的實際幫助，

如果能夠成功的讓玩家產生不斷玩下去的想法 便可證明教學引導在整個心流校應中有發揮到作

用，反之則需要再檢討教學引導的設計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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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問題

本研究所探討的教學引導存在著許多問題，以及對電子遊戲設計上的期望與目標，以下將

以最核心的的四大疑點進行說明。 

1. 改良「教學引導」的必要性為何？

本研究是參考市面上已發售的電子遊戲作為研究工具，對這些電子遊戲而言當然以為改良

的必要，但若是研究中能夠找出更好的教學引導機制，能夠給玩家帶來更佳的遊戲體驗，那麼

對於後續的遊戲設計師在製作類似的電子遊戲時，便能夠成為重要的參考，此舉能夠為電子遊

戲本身帶來更高境界的昇華，以及在市場上的價值。 

2. 各種不同種類的「教學引導」所適合的電子遊戲類型為何？

不同類型的電子遊戲必然有相對合適的教學引導種類，而且合適的可能不只一種，也有可

能一款電子遊戲用不同的教學引導來進行時，會讓玩家產生截然不同的感受，進而帶來完全不

一樣的遊戲體驗，而這其中的差異是好是壞，本研究將會探取這其中的成果。 

3. 探討「教學引導」的研究對於商業化遊戲的價值為何？

現今市面上的遊戲市場以手機遊戲(Mobil Game)為最大宗，與之相比電子遊戲的商業價值

每況愈下，而手機遊戲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便是在於它的教學引導門檻相當低，操作容易、

入門簡單、理解快速，這大幅降低的手機遊戲的目標客群。但是就藝術價值與技術價值而言，

目前來說電子遊戲絕對是遠遠勝過手機遊戲的，電子遊戲本身的內容質量過高，要將內容做到

跟手機遊戲一樣的簡略是本末倒置的行為，因此，如果我們來進一步提升教學引導的設計，使

之與手機遊戲的教學引導一樣，操作容易、入門簡單、理解快速的話，相信這能夠助於電子遊

戲的推廣，使玩家也能夠很快速的上手，以這個觀點來看，相信電子遊戲在市場上的商業價值

必定也會隨之提高。 

4. 探討「教學引導」對於心流效應的影響為何？

心流是一種呈現玩家對於某項事務熱衷度的表現，而在電子遊戲的層面上 同時也是一種呈

現玩家對於該遊戲有沒有興趣的反應，若對電子遊戲呈現高度的興趣，必定能夠進入心流，透

過觀察來記錄玩家對於該類型電子遊戲呈現的反應為何，並透過訪談的方式來確認這與教學引

導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找出這樣的關聯性，便可推測教學引導對於玩家進入心流究竟是否有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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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遊戲設計與核心價值之探討 

  所謂遊戲，是一個建立在一套制度與規則之下的活動方式，透過規則和目標去引導和限制

玩家的行動（李文勛 2016），玩家們透過這樣的活動方式，進行著挑戰、冒險 嘗試、以及思

考，在這之後會得到滿足感及成就感，最終這樣的結果會成為玩家們無可替代的寶貴經驗與回

憶。不斷重複這樣的過程，這就是遊戲，而如果玩家們又能夠從遊戲中找出新的人生目標或是

創新的想法及價值觀，想必這樣的遊戲一定能夠在人類的歷史上留下紀錄吧。一個玩家為了一

款遊戲耗盡了數十個、甚至數百個小時，佔用了人生這麼多時間越絲毫不留下影響，那麼做出

這樣的東西又有什麼用處呢（妹尾朝子、小沢高広 2007／李德洋 2007）。不論影響的結果好

壞，遊戲是遊戲設計者對於自身的證明 用來表達理念和想法的工具，能不能夠將設計者的初衷

傳達給玩家，進而帶給玩家感動、引發共鳴，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決於遊戲設計的能力，現

今電子遊戲中的元素包含規則、目標、引導等。如何運用並掌握這些元素，又如何利用元素之

間的特性，這些技術便是遊戲設計。遊戲的目的在於帶給玩家娛樂，好的遊戲設計帶給玩家好

的體驗與感動，不好的遊戲設計帶給玩家差勁的體驗與心情，若不想造成反效果，遊戲設計便

是一門相當重要的知識（本研究整理）。 

2-2 教學引導 

  在對於剛接處到遊戲的玩家們，必定要了解遊戲規則才能夠開始進行遊戲，對遊戲本身而

言，規則越是簡單對玩家來說越好，能夠省去了複雜而沉長的部分快速進入遊戲，如今電子遊

戲種類越來越多，內容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遊戲內容的複雜度也相對提高，遊戲規則已不是

能夠藉由簡短的說明就可以完事的（本研究整理）。為遊戲撰寫一份清晰簡潔的規則，應該是很

容易做到的，但當你嘗試這麼做的時候，將會發現這是非常困難的過程，也是最難達成的事情

之一，更難以接受的事實是，無論你寫的有多好，人們總是會在某個環節上誤解它（Greg 

Aleknevicus 2003）。要設計一份明確的教學引導，就表示要讓玩家能夠接受設計師的想法和

邏輯，例如：利用圖像、動畫等，藉此將玩家誤解的機會減少到最低，但世界之廣大，玩家類

型數以百計，又多少能確保每一名玩家都能夠按照預想的思路來前進，來達成遊戲設計師心中

所要達到的效果？這會是所有遊戲設計師心中的疑問，也是需要努力的目標（本研究整理）。 

2-3 心流效應 

  心理學家 Csikszentmihalyi（1975）年提出一種最佳經驗，當人們投入在任務情境中，

全心全意地投入活動當中，在情境中集中精神力，並且自動濾掉所有其他不相關知覺，產生一

種暫時性的主觀經驗，稱為心流經驗（2017 王偉存）。在電子遊戲世界中，每一位玩家對於遊

戲所產生的心流經驗都是主觀而且相異的，這其中會包含到遊戲內容本身的設計元素，是否能

夠吸引到該類型的玩家，例如：美術、音樂、故事等，但在設計上，設計師應該盡可能的運用

教學引導來為所有的玩家建立起一個標準且通用的心流經驗，讓所有玩家一開始進入遊戲，都

能夠得到很好的回饋與體驗，有較高的機率對接下來的遊戲內容產生心流效應（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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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不同種類的教學引導設計對玩家所帶來的心流效應來進行研究，研究對象將遊玩

不同種類的教學引導之電子遊戲，目的在於探討教學引導的價值為何，以及是否有在改進的空

間，若教學引導的設計好壞真的能夠改變玩家對於遊戲的看法，便可證明教學引導在遊戲設計

上的重要性，以及應該要被值得研究的地方，對於後續進行教學引導研究的人可以有極大的幫

助，此份研究結果，在未來也可以幫助遊戲設計師，成為設計教學引導時的重要參考資料。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6 名資深遊戲玩家，平均年齡 22~26 歲，對象經過篩選，皆有十年以上遊

戲經驗，接觸作品超過 200 款，並對於本次研究的研究工具已有一定程度以上的認知，符合這

些條件的研究對象，同時也代著當今遊戲產業主要客群的縮小樣本，每一名玩家玩 3 款遊戲，

共會產生 18 份不同的訪談資料。本次實驗過程開始到結束，地點都在研究對象的自家中進

行，這是為了不讓研究對象因為環境變動產生壓力，這樣才能夠看出研究對象對於遊戲內容所

產生最真實的反應與態度，藉此提升本次實驗的準確度與可信度。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電子遊戲軟體，按照不同種類挑選出六款電子遊戲，這六款遊戲都是由權

威評論網站所評價在 8.0/10.0 分以上的電子遊戲，不論是哪一款都是集結技術與藝術之大成，

之所以挑選多數公認的知名作品，原因就在於研究與探討，是否能夠透過教學引導的改良將遊

戲內容昇華至更高的境界，藉此更加提升電子遊戲的價值，此外這六款電子遊戲所包含之教學

引導種類也最為全面且完整，符合本研究之研究議題，以下這六款電子遊戲將會以本研究所歸

類的教學引導之種類做出區別，以下將會各別介紹這六款電子遊戲所包含之種類與美國知名的

電玩權威評論網站 IGN 對此的分數。 

1.《血源詛咒》

所包含之教學引導種類：挑戰者環境、快速引導、誘發制 IGN 評分：9.1 分 

2.《仁王》

所包含之教學引導種類：選擇性環境、快速引導、誘發制 IGN 評分：9.6 分 

3.《秘境探險 4：盜賊末路》

所包含之教學引導種類：強制性環境、劇情引導、導師制 IGN 評分：9.0 分 

4.《Final Fantasy XV》

所包含之教學引導種類：選擇性環境、說明書引導、導師制 IGN 評分：8.2 分 

5.《魔物獵人 世界》

所包含之教學引導種類：強制性環境、說明書引導、即時制 IGN 評分：9.5 分 

6.《巫師 3：狂獵》

所包含之教學引導種類：強制性環境、劇情引導、即時制 IGN 評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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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流程 

  本研究設計採用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且按照研究流程分為兩段式訪探，研究對象在進行

第一次遊玩遊戲時，不會給予任何人為提示或是外界壓力，讓研究對象用自身最自然的方式來

專心遊玩遊戲，在第一次遊玩結束之後，會針對教學引導的部分，讓研究對象提出疑問或是看

法，根據疑問的內容，適時的給予人為的提示，並觀察研究對象對於該回答的反應與態度，接

著讓研究對象選擇是否要繼續遊玩接下來的遊戲內容，從中觀察研究對象在了解初步的遊戲情

況後，對於這樣的教學引導安排是否會影響自身對於遊戲的遊玩意願，研究對象的第一次遊玩

回饋與第二次遊玩回饋做出比較，從中找出教學引導的重要性與前後差異所帶來的結果為何，

其結果又會對玩家進入心流狀態有多少程度的影響，以下以研究流程的每一項過程進行講解。 

 

1. 研究流程 請參考以下圖 1 所示 

  

圖 1 為研究之流程圖 

2. 資料處理與分析 

  收集不同種類的電子遊戲內的教學引導，按照該教學引導的種類，統整出玩家們的遊玩心

得以及回饋，以此可以看出，什麼種類的電子遊戲適合什麼種類的教學引導。讓後續研究者或

遊戲設計師作為考量，來評估自己的遊戲內容是否想要達到這樣的效果，讓玩家呈現這種反

應，反之也可以避免這種狀況出現。從訪談問卷中找出針對論述分析此款遊戲可能吸引人的要

素為何，以及這個要素是否與教學引導有直接關聯，若能找出一個大家都有共識的關聯性，那

遊戲設計師便可以朝這個目標精進，設計更多吸引人的教學引導機制，讓玩家對電子遊戲的體

驗能夠更快速，更容易的進入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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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在於專注教學引導之設計，為遊戲設計者傳達其價值與重要性，重新審視教學引導

在遊戲設計領域中的地位，透過分析市面上已經存在的電子遊戲，來針對每款遊戲的教學引導

進行分類，並按照分類的結果給玩家進行測試 來觀察玩家的心理狀態以及遊玩意願，並試圖找

出能夠影響玩家進入心流的要素與教學引導之間的關係，分析玩家的遊戲體驗與建議，給予後

續研究者以及遊戲設計者做為參考。 

4-1 教學引導所涵蓋之元素

本節依據分析從電子遊戲發展以來的大量電子遊戲，並透過研究遊戲設計的經驗與法則，

建立出一套可以將教學引導分門別類的制度，並按照其種類建立專有名詞，至今所有電子遊戲

的教學引導，皆是由以下這三種元素所組成：教學環境、呈現方式、進場時機。 

每一種元素又分為好幾種類別，不同種類的元素可以互相組成，透過組成的類別不同，可以產

生讓玩家產生不同感覺的教學引導，以下將詳細說明每一種類別的作用與差別。 

1. 教學環境之類別

《強制性環境》 

強制讓玩家接受教學引導，沒有選擇的餘地，並要求玩家一定要親自達成某些操作或技巧，如

果無法完成系統指定的目標便無法繼續遊戲。 

《選擇性環境》 

玩家在遊戲中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接受教學引導，在過程中也可以省略部分教學引導，甚至是

跳過整個教學引導。 

《挑戰者環境》 

在整個遊戲中幾乎沒有教學引導，也沒有明顯的提示，玩家只能夠親自從遊玩過程中，去逐漸

挖掘這款遊戲的技巧與操作。 

2. 呈現方式之類別

《說明書引導》 

內容包含文字/圖片/影像三種表現手法，可以單一項使用，也可以混和二至三項一起使用。 

《快速引導》 

捨去了較正式的教學用語，內容極其白話而簡短，通常不會超過一句話。 

《劇情引導》 

教學引導會融入到遊戲故事中，成為遊戲劇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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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場時機之類別

《導師制》 

會在玩家遇到問題前套入引導，便於玩家解決接下來遇到的問題。 

《誘發制》 

不會主動套入引導，而是在遊戲內安排選項，玩家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接受教學引導。 

《即時制》 

當玩家正在遭遇問題時才會套入引導，玩家若不遭遇問題則不會套入。 

4-2 各種類之特色

1. 教學環境

教學環境給予玩家的直接感受是最為鮮明的，環境會影響到整個遊戲過程，大部分的玩家

經常會依據教學環境當作考量，判斷這個遊戲是否適合自己，是否要繼續遊玩下去，環境是給

玩家這個遊戲的第一印象，配合遊戲的類型來選擇適合的環境極為重要。 

2. 呈現方式

呈現方式的設計沒有絕對的優劣，只有玩家能不能接受，遊戲設計師在選擇呈現方式的時

候，應該要站在玩家的角度為玩家著想，而不是為了製作上的便利，一味的將所有規則說明塞

進教學引導中，應該要選擇大眾都能夠輕易接受的方式來呈現。 

3. 進場時機

教學引導的進場時機會嚴重影響到玩家進行遊戲的速度，即是遊戲節奏感 任何玩家都不希

望遊戲節奏被打亂，或是沒有規律的進行，因此進場時機變的相當重要。 

五、結論 

  教學引導在電子遊戲中的地位一向不被玩家與遊戲設計師所重視，玩家們總是想要更快速

的進入遊戲，這所導致的最為嚴重的結果就是，玩家經常在無法理解遊戲規則或是遊戲機制的

情況下，讓整個遊戲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困難，最後便放棄進行這款遊戲，玩家總是常常將這

樣的情況推給遊戲設計上的不良，我時常見過許多因為難以理解遊戲內容而放棄遊玩的玩家，

然而這真的是不良的設計嗎？真的是遊戲沒有說明清楚嗎？如果玩家能夠好好進行遊戲教學是

否會有更好的結果呢？事實上就是，不論是遊戲設計師還是玩家，雙方都沒有錯，僅僅是因為

雙方都產生了一個小小誤解，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相信許多對遊戲有熱忱的玩家都會認真仔

細的研究教學引導，才不讓自己因為不了解機制而失去對這款遊戲的興趣，然而面對剛接觸遊

戲的初學者們，又要怎麼樣才能夠讓他們自然而然的接受教學引導，而不是忽略或跳過呢？我

認為這是遊戲設計師需要負起的責任，一款電子遊戲，除了要有足夠豐富的內容與遊戲性以

外，更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如何將你的遊戲內容正確無誤的傳達給玩家知道，長年的遊戲經

驗與進行本次研究的我逐漸發現了教學引導的重要性，在設計的層面上來說，教學引導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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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遊戲設計師與玩家之間的橋樑，可以說是最初步的溝通管道，教學引導的內容應要與遊

戲內容相契合，而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契合，每個遊戲按照不同的類型與風格，都有著最

適合自己的教學種類，正確的遊戲配上正確的教學引導，玩家被教學引導所吸引，逐漸融入這

個遊戲世界之中，。設計師應該要懂得為自己的遊戲內容安排合適的教學引導，站在玩家的角

度去看待教學引導的一切，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夠變相降低遊戲的門檻，讓更多玩家都更易於接

受你所設計的遊戲，這才是教學引導的本意與目的，也是本研究最想要達成的理想結果。 

誌謝 

感謝這個世界上所有的遊戲製作者們，為這個世界帶來如此豐富的娛樂活動，為人們帶來感

動，只要我還身為遊戲設計師的一天，我就會為了創作更好的遊戲而努力，同時也感謝幫助我的

教授以及同學朋友們，助我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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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soho族的生活型態及工作空間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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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 kegreen2013@gmail.com 

摘  要

戰後臺灣社會在經歷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歷程後，原本的農業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被打破大家庭模式改變為小家庭模式，也造成大量的城鄉移民，工業化使人口往都市集

中，此時國家機器為避免農村差距過大，提出客廳即工廠政策，該政策為臺灣初期接近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族的一種工作形態，此政策暫時使鄉村在農業衰敗後仍有經濟發展的模式，在家者也能兼顧

家庭的照護。但隨後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後，臺灣原有的代工市場漸被其他工資較低的國家所取代，再

度面臨城鄉移民，大量的農村人口往北部尋找更多的工作機會。此時期臺灣經過政治解嚴等環境的改變

後，一連串的女權運動使女性主義提升，2010 年馬蒂．迪特瓦、克里斯汀．拉森所著，W 效應(women 

Influence)的書，書中解析當代女性影響力所匯聚而成的風潮，顯見當今社會女性已具備舉足輕重的角色

與地位。另網路運用的普及化，商品與實體店面的脫鉤，另一種兼顧家庭在家工作的工作室型態開始出

現，且有漸漸增多的趨勢，「soho」無疑是 21 世紀的嶄新工作型態，在 2005 年時，Jcase 登記接案的 soho

族已有 52,000 家以上，到 2006 年 8 月為止，登記家數又向上攀升到 67,000 多家，成長率高達 28%以上；

也有人力業者統計，臺灣的 soho 族至少有 20 萬人，不只數量增加，整體成長率也呈現驚人的攀升力道。

故 102 年職業安全衛生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修法已將 soho 族納入法規內所規範。本研究擬

針對女性 soho 族工作空間(working space)及其生活型態(life style)進行分析探討，期望研究後可提供後續

建置該類族群工作空間之參考。

關鍵字:工業化、全球化、社會結構、工作空間、生活型態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西元 1960~1980 年代，正值臺灣政府大力將原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政策，推動改革為輕工業出口的經

濟型態。當時成功的推動了「客廳即工廠」之迷你代工生產模式。讓許多的婦女，在能兼顧家庭的同時，

亦創造了另一種「臺灣經濟奇蹟」。

至長~~聽到緣自於美國的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族一詞(意為家庭小型辦公室)，深感與臺灣

當年曾在幼時深烙腦中的「客廳即工廠」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多數以女性為主軸，工作場所設於家中；

但工作性質卻已大不相同，對於工作空間的要求與基本配備的需求，亦不可同日而語。故以本身經驗經

過研究方法的確認，期待可深入瞭解 soho 之工作情況，亦可試著投入類似工作行態做為嘗試。 

1-2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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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探討臺灣女性 soho 族的空間則必須從社會經濟現象發展脈絡開始探討。先從臺灣戰後政經關

係開始分析，以利確認社會的變化，戰後國民政府取代日本殖民者的地位，起初仍延續日據時代人民與

政府的關係，並未觸動或改變整體的臺灣社經結構（王宏仁、龔宜君、李美賢,2005），故臺灣的社會組

成仍處於地方鄉紳、小農與佃農為主的農業社會。但隨著政經情勢的變化社會開始產生轉變，其中在政

治方面，經過一連串政治事件拔除了大部分殖民時期的本土精英及政治領導者；在經濟方面，透過土地

改革政策削弱地主對農業生產之掌控，再以「以農養工」政策扶植地主將產業重點轉向工業。此時期臺

灣正處於威權與現代化主義勢力的相互角力，政治與經濟消長的抉擇，由於當時國民政府對美援過度的

依賴，只好朝向資本主義親成長發展，原本土地政策中被削弱的地主，在政府扶植下搖身一變，成為民

營家族企業資本家，為威權國家所收編，而臺灣社會因此漸漸的從以農養工轉為由農轉工，經濟上也由

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臺灣的農村呈現生產力衰退，因應著低工資、低糧價、肥料換穀政策及產銷一

元化政策而來的農業破產，造成了城鄉移民，農村勞動人口大量向都市集中，城鄉關係開始改變。可見

由農轉工的階段造成農村結構的改變，工業化也讓家庭等關係跟著改變(柯一青,2014)。 

                        

                      圖 1. 人口遷徙趨勢(1935-1985) 

資料來源  :主要內容摘自林季平(2005) ,〈臺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會

學刊》 

當時以縱貫線為主要運輸通道的工業區在中山高速公路完工通車後改變，沿高速公路旁的加工區漸

漸興起，臺灣在資本主義的動員下成功扮演著代工的角色，此時的臺灣北臺與南臺並重。然而臺灣在全

球化的衝擊下原本代工的角色漸漸被其他工資更低廉的國家取代，為了尋求廉價勞工以追求最大利潤，

資本家就選擇關廠及遣散工人為手段，當然在失去代工的狀況下，客廳即工廠也跟著瓦解。八○年代晚

期，在臺企業為了尋找廉價的土地及勞動力開始外移，城鄉移民加劇，「家」的組織也因此受到影響，

原本移民者仍有的家庭觀念因此有了改變，原有的農村家庭結構被破壞，農民往都市集中，北臺迅速興

起，南部雖仍有農村及農業卻十分衰敗。此時大家庭結構也在轉變中發生結構鬆動的現象，原本的大家

庭結構逐漸變為核心家庭結構，親屬間連結較低，往來也不頻繁，傳統家庭價值觀逐漸瓦解，家人關係

日益疏離，家庭組織由複雜趨向簡單。在此之下傳統的大家庭制度已逐漸被小家庭或改良式家庭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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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臺灣地區家庭類型-87 年與 91 年之比較 

資料來源  :主要內容摘自蔡孟哲、王文貞,國人家庭生活概況研析，行政院民國 91 年 8 月。 

由上可知，臺灣經過全球化的洗禮後社會結構再度改變，北臺（城市）快速的興起，南臺（鄉村）

漸漸衰敗，家庭結構也完全遭到破壞，小家庭漸漸取代原有的大家庭結構，而原本鄉村家族及宗親群體

觀念卻在此改變下漸漸消失了。在全球化的狀況下，小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消失，兒女無人照顧

下，soho 族成為另一種新興的行業，而居家式托嬰也是其中的一種。 

圖 3. 人口遷徙趨勢(1986-2000) 

資料來源:主要內容摘自林季平(2005),〈臺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臺灣社會學

刊》

臺灣在 1972 年，省主席謝東閔提倡“客廳即工廠”開始。工業發達，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工廠，都會

區人口激增。農村開始漸漸沒落的同時為解決大量城鄉移民的問題，讓婦女、兒童、失業者以家庭代工

的方式投入生產，增加收入來源。客廳即工廠的形態為臺灣初期類似 soho 族出現的樣態。然而在全球化

後 soho 族不再是解決農村人口外流的問題，更在都市裡用另一種型態的方式出現。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族，是指利用小型辦公室或居家辦公的工作者。和傳統的家庭代

工不同的是 soho 族擅長使用先進資訊利器，如電腦、數據機、網際網路等，來找工作、接工作以及完成

工作(孫曉萍,1997)。然而，對於 soho 的定義目前仍然眾說紛紜，坊間出版的相關雜誌把算命師、攝影家、

家教班導師、網頁設計、平面設計、企畫文案撰寫人、編輯校對、翻譯、家庭烘培、傳銷業、保險業、

計程車、跑單幫、配音員、保姆、救生員、投稿寫書等等，都當成 soho 一族。這樣的說法，引起某些

人士不同的意見。「soho 族應該是指一群很專業的人士，只接案子工作，不到公司上班，是自由的工作

室， 而且只有某些特定的職業能做 soho 族，並不是每種職業都能這樣，」(李盈穎,1998)。Soho 族本就

是工作空間與家庭空間的結合，空間內所屬的空間屬性必須先與以分析，引導出 soho 工作與生活層面中

可能之共享空間，發展出兩種層面之交流空間，其一為對外型態之公共交流空間，其二為對內之社群交

流空間。借由分析空間的實質空間、異質空間與空間的表徵確認單元空間之屬性。而空間屬性與 SOHO

族工作現況、接案方式、客戶層面、以及未來發展都有關連性。當然 soho 族的出現與社會及經濟層面都

有關係，舉例來說，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因為珠寶不是民生必需品，珠寶產業的衰退始終領先於其

他行業，目前多數業者已朝個人工作室小規模的產業模式營運，樂當 soho 族。為拓展市場，使得珠寶迎

合社會大眾之期待，必須瞭解消費者特性，分析消費行為後擬定行銷策略，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果（徐

231



維琳,2004）。從事資訊相關類的最多，約 21.39％ 其次是文字工作類，佔 19.14％ 第三則是美術設計類，

為 18.22％，各種類型將有各種不同的空間需求與條件。故這是其他文獻針對 Soho 族較狹義的定義。 

一般討論到在家工作，則必須清楚工作家庭的衝突，過去的文獻所見的策略主要分為兩種:整合與分

離。採取分離策略者會在固定時間特定房間工作，以及穿著特定的服裝。他們也會阻止家庭成員或訪客

干擾他們的工作，並且把工作相關與非工作相關的事物分開。因此，工作和家庭象徵性地(symbolically)

被分開。採取整合策略者則比較有彈性，他們採用比較自由的工作時間來整合家事和公事，在衣著方面

也比較輕便。大部分的家庭常在兩種策略之間搖擺不定，可能兩種都採用，或是根據需求來更改

(Tietze,2002; Desrochers & Sargent,2002)。然而這些空間與型態的衝突在此研究都會試著分析與探討。 

1-3 研究目的

時代的演進中，單身家庭與無親屬關係之共同居住型態是現今社會中成長最快的「家庭」種類，近

年單身族群之居住型態快速成長說明了越來越多人長期處於此類居住型態中(程宗賢,2010)。這事實不僅

顛覆傳統家庭定義，也對都會生活型態有極大的影響。現今的社會模式中，住宅也似乎成為以個人為中

心的生活場所。生活型態(Lifestyles)逐漸賦予個人化，個體獨活之條件，個體生活逐漸轉向工作，消費

之所在地進而促使傳統家庭觀念分解變成個體化(程宗賢,2010)。從臺灣過去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演

變來探討，臺灣從過去的農業社會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模式改變成為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的

小家庭模式，過去農業社會女性總是擔任在家養兒育女的角色，工業化後女性也出社會工作，但確也因

此造成與子女間疏離問題，如果過度投入工作或家庭而影響到另一個領域，就會發生所謂的工作家庭衝

突。工作家庭衝突對於組織來說，可能造成曠工、離職等種種負面影響，然而，如果組織提供員工協助

方案，員工的工作家庭衝突則會減少而且離職意願也會降低(Greenhaus & Parasuraman,1999)。近年來資

訊化的普及，透過網路溝通也成為人與人之間的一個新的模式，工作型態也漸漸改變，soho 族成為一種

新興的工作方式也讓工作空間更有彈性。而 soho 族的興起部分也與女性主義興起有關。 

十七、十八世紀的女性主義者將自由主義的理念與主張加以延伸，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是一位 18 世紀的英國作家、哲學家和女權主義者。主張女性要發展理性，培養獨立自主

的人格，首先，女性要有一技之長，能夠取得經濟獨立。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美國作家、編輯，

鼓勵女性放棄以家庭主婦的形象作為自我認同，不過，她並未提倡女性在實質上放棄家庭生活，而是在

事業與家庭間取得平衡。女性應從整體角度從事生涯規劃，將家庭與事業都先納入發展計畫中。她在自

己所設立的全美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是美國最大婦權組織，總部位於華府，全美 50

州均有分會，會員人數達 55 萬人就極力鼓吹托兒所的設置。她認為女性可以同兼顧家庭與事業，而以事

業為主(林芳玫,1996)。而臺灣則是在呂秀蓮於 1972 年提出的「新女性主義」後，為戰後的臺灣婦女運

動史拉開了序幕。在 1972 年之前，在黨國的掌控下，官方婦女論述以優勢論述(dominant discourse) 的

位置主導了臺灣婦女的性別認同 ( gender identities），自主的民間婦女論述幾乎等於不存在；臺灣婦女

除了進入官方婦女論述所召喚的「賢妻良母」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s)之外，似乎別無選擇，這也是

臺灣女性主義發展的重要歷程。本研究鎖定在女性 soho 之生活型態與工作空間探討，由於此題目研究範

圍包括家庭空間與女性工作空間的探討，希望能藉此，讓所有女性 soho 族的工作空間更加實用舒適的方

案，也盼能讓平均所得不算高的 soho 一族有個重要的裝修參考依據，提供後續設計可參考。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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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原本即限制為女性工作者，但女性也已是 soho 族的多數，國內 soho 族的面貌大致上是以女

性為主、單身、21~40 歲左右，約佔 90%左右，大學（專）與理工或商管科系背景、主要是在家工作、

家住北部，大部分具有 10 年以上的總工作經驗，而真正從事 soho 工作的資歷是以 2 年以下的經驗居多，

平均月收入 4~6 萬元左右，以從事設計創作類以及兼差 soho 型態的人數最多(黃映慈,2000)。soho 分布以

北部為主承接企業委託案的 soho 主要分佈在臺灣北部，為 57.61％ 其次 分別是南部、中部等，比較特

別的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與其他海外國家的 soho 也在搶食企業委外的大餅，合計約佔一成的比例。擔任

soho 工作的原因後，則可歸為兩大因素：第一，現代人的價值觀的改變，「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喜

歡挑戰」、「不愛被管」等，分佔前三名的重要因素；第二，與總體經濟狀況有關，「增加外快」、「找

不到正職工作」等，是使得受訪者從事 soho 工作的第四、五名原因。依據 AboutCase 委外市集 2003 年

1 月 13 日～2003 年 1 月 30 日 2,634 份問卷調查結果，soho 族的年收入呈現相當兩極的態勢，亦即高者

很高，低者很低，soho 族的平均年收入約 54.8 萬，較一般平均國民所得為高。soho 族最大的困擾在於，

「收入不固定」，佔 60.76％，其次是「沒有勞動法規的保障」，佔 48.19％，之後是「與發案公司議價

不易」、「因契約問題遭到發案公司刁難」、「發案公司藉口不付款」等。另外七成三的 soho 族認為 soho

工作比過去更難做，一般認為可能的原因在於「投入 soho 工作的人越來越多」，佔 61.40％，其次是「景

氣差企業常常故意不付錢」，為 52.04％。而調查中認為「有中國大陸的 soho 族低價競爭」，佔 21.77

％。因此研究將涉及社經發展的分析故將地點分析涉訂為臺灣 1990 年後北部為地區性與時間的限制，由

於知識工作者的興起、企業外包的漸成趨勢、以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使得 soho 族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這種彈性的工作方式正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1996 年在日本的 soho 族有六十八萬人，1997 年美

國 soho 族估計達到四千三百萬人，而根據 soho 雜誌在 1997 年的調查，soho 族已經佔了總工作人口的

20%，而臺灣的 soho 族日益成長的主要是在 1990 以後，故以 1990 做為一個時代的分界。 

本研究針對調查後目前臺灣分布最大多數職業類別 soho 族為主要研究對象，而定義上以 1990 年後

作為分界，自然排除原有客廳即工廠模式的代工性質之模式，以獨立經濟不倚靠其他商家或其他工廠支

付代工薪資為主要研究對象，另當時所謂中小企業、商店等原建築設計既為住商混合者亦排除在研究範

圍之外。為確認家庭空間與工作空間之差異性，本研究限制為具有家庭的工作者，並以從事 soho 族前為

一般上班族為主要對象。

二、文獻探討

2-1 文獻探討

soho 族屬於一個新興的名稱，訪間許多介紹的書籍多以如何行銷或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 soho 族的書

籍為主，例如:1999 年上妻英夫所著(譯者：蘇姍)，我是 SOHO 族企業家《新世代創業手冊》，牧村出版

社出版、2007 年姬中粕谷所著打造 SOHO 族的創意天堂，15 個工作室經典設計提案，楓書坊文化出版

社出版、2007 年林建宏所著之百萬年薪電腦 SOHO 族，資策會出版、2002 年新綠文化工作室所著，不

要做上班的豬：快樂 SOHO 族，新雨出版社出版、2016 年張以叡、施錦村著，影響創業成功因素分析--

以 SOHO 族為例華人前瞻研究、2000 年江憲明著，歐美 SOHO 族靈活應用科技創造競爭力，網路通訊

雜誌、洪英傑 2000 年著，SOHO 族釋放創意逍遙遊，資訊與電腦雜誌 、1997 年林世利著，SOHO 族--

資訊社會新興行業:在家上班 SOHO 族，光碟月刊 ，1999 年涂靜如著，如何成為 SOHO 族，廣電人期刊 。

故參考現有書籍與期刊文獻並未有針對女性 SOHO 族工作空間進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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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先前研究 

過有關 SOHO 族的研究不少，有關 soho 族的碩博士論文例如：2001 年柯至哲，SOHO 族現況分析

與特質探討，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所。2000 年呂秀雯，SOHO 族經營技術來源之初探，國立中央

大學系所力資源管理研究所。2008 年黃佳淇，資訊服務業創業核心能力之研究-以 SOHO 族為例。2015

年劉獻隆，SOHO 族執行平面設計專案之服務設計，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2008 年，邱榮山，使用類

神經網路於 SOHO 族軟體成本預估的改善，南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2015 年李譔嫻，探討設計產業以 

SOHO 族成立「雲點創意整合工作室」營運企劃為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從文

獻探討中可以得知對於在家工作者的性別分工，學者有兩派不同的看法，有些學者認為在家工作使員工

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彈性增加，使家中的性別分工更趨平等;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在家工作對女性來說是一種

雙重剝削，因為女性要同時負擔工作和家庭重擔。然而，實證研究多半發現在家工作對於性別分工的現

狀並無多大影響，男性在家工作者雖然有不必通勤而省下的時間，但他們並不會比在外工作的男性做更

多家事，雖然有小孩的女性比較常利用在家工作的彈性來平衡工作和家庭，而男性比較可能利用這些彈

性來過度工作(Silver,1993; Sullivan & Lewis,2001)。本研究將根據在家工作的動機，並探討性別分工對於

工作家庭界線管理的影響。綜上所述，大多文獻是以管理或商學的角度進行探討與研究，雖也有部分探

討到家庭分工及家庭衝突的問題及以技術或市場導向為前提，鮮少從空間設計的角度為出發。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藉由國內外博碩士論文、期刊、雜誌、學報、相關領域書籍、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處、勞

委會、青年創業圓夢網，蒐集分析關於 soho 族現況與特性、設計產業發展趨勢、人才供需分析、創業規

劃，以歸納整理與本研究相關之理論、觀點，以文獻分析法具以建立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再以訪談為主

要工具。另根據 1990 年後臺灣資訊化發展及社會現象分析 soho 族出現的契機及所需要的社會位置與空

間，並尋求具備代表性的個案進行分析與確認，以個案分析法先行建立女性 soho 族所需空間及基本架

構。為反覆驗證研究的正確性，將針對不同分類屬性的 soho 族進行深度訪談，以確認最後建立的女性 soho

族空間符合使用者需求。soho 族如何切割工作與生活，建立可「空間轉換」的彈性工作模式。 

3-2 決定訪談樣本 

本研究主要是著重於生活型態及工作空間之探討，所以是否受雇於他人對本研究影響不大，是否使

用電腦工作也影響不大，因此，研究者將訪談樣本定義為已婚或有固定同居伴侶受雇於自己的在家工作

者。參與者先經由家人及朋友的介紹，再以滾雪球的方式取得更多的訪談樣本， 參與者工作的形態和工

作的時間都不相同。主要受訪者包括 4 位自己當老闆的(self-employed)在家工作者，位置為臺灣北部。主

要受訪者設定為女性，平均年齡約 35 ~65 歲。 

3-3 訪談過程 

研究者在確認受訪者的名單並確認其接受訪問的意願後，以電話進一步安排訪談時間。依據受訪者

的意願，親自前往每個訪談對象的家中或是其他地點進行訪談。為深切瞭解在家工作者的實際狀況，研

究者與部分訪談對象在工作場所(工作室或辦公室)進行訪談，實地觀察受訪者工作的情形。本研究採用

的是半結構式的訪談，包括了一連串的主題，但並不是標準化的問題，由受訪者自由發揮，主題包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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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質、家庭結構等背景資訊，選擇在家工作的原因、界線劃分策略與工作家庭衝突相關的問題。完成

訪談之後，將依訪談錄音內容判斷受訪者對環境的感受以及本研究欲探討的幾個重要因素，最後依據本

研究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與建議。

四、結論與建議

經過篩選後選定四種居家式類型 soho 族進行訪談，歸納分析如下: 

一、網路代購 soho 族:近年來全球化的發展與跨地域的國際性購物行為，加上電子商務的興起的作用下

和網路購物市場日趨成熟，從中衍生的另一種網路購物代購服務模式，正以其新興的網路購物服務方式，

快速地在網路購物市場站穩腳步；網路代購業者提供消費者海外商品的最新資訊，同時也提供消費者海

外購物的便利性，而消費者則願意為取得海外商品、或利用其代購服務付出相對的代價，以避免於海外

購物所衍生的金流及物流相關繁瑣程序問題。海外購物的代購服務，不僅消費者受惠，對網路代購業者

而言更是充滿了無限商機。本次訪談對象年齡為 40 歲，曾經開設實體門市 11 年，因租金造成大部分營

收損失，故改以網路代購為工作，受訪者已結婚但不生小孩，養了六隻寵物，當 soho 族 4 年住家空間約

12 坪實際工作使用空間為 4 坪，居住環境為自購非承租。月營業額約 10 萬扣除成本實得約 3 萬元。目

前客廳已與工作如何在一起。此類空間包括居住空間、代購品收納空間、寵物生活空間三種之融合，規

劃上除平常生活空間為並未有與顧客接觸的空間，故應以代購品儲藏空間為主。

二、美編設計 soho 族:近年來設計類科系畢業者多以成立工作室為主要工作方式，受訪者過去在出版社

與廣告業工作 12 年，年紀為 50 歲，當時為從事平面設計及美術編輯的工作。受訪者目前有配偶育有一

子已高三，與顧客溝通主要以 mail 為主，部分會直接到客廳溝通，房屋約 28 坪實際工作空間為 4 坪，

佈置工作設備為 10 萬元，主要為電腦列表機等周邊設備及排版繪圖軟體購置費用，優點為時間空間自

由，工作內容可自行掌控，缺點為並無一般公司之福利，月收入約 5 萬元，此類 soho 族市場已有萎縮狀

態最多再 5 年考慮轉行。此類空間包括居住空間、繪圖設計空間之融合，規劃上除平常生活空間為並未

有與顧客接觸的空間，故應以工作空間建購為主。

三、美體美甲 soho 族：受訪者約 38 歲，越南籍嫁至台灣 16 年，之前再美體事業工作 3 年 6 個月，育有

一女與配偶同住，通常用通訊軟體或電話接案，儘量配合客戶時間，已當 soho 族 5 年，月收入約 4 萬，

工作空間需求較大，工作者也需注意服裝儀容，工作空間與生活空間較為分明，空間為生活空間、空廳

兼顧客等候空間及工作空間。設備包括美容床、蒸臉器、保養品、沖澡設備及手工器具等，空間使用後

必須整理，所需工作空間較大。

四、保母 soho 族：快速繁忙的工商社會裡，一名新生嬰孩的誕生，對父母親而言，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喜

悅。但是對具有職業婦女身份的人，產假一休完，馬上必須面對托育問題。在過去，除了選擇由母親辭

去現有工作外，若有與公婆同住，就是請公婆代為照顧。但是現在的年輕夫妻大都與長輩分開居住，而

且考慮經濟因素，必須要有雙份薪水來維持家庭支出，因此在市場需求下家庭保母就成為熱門行業。家

長尋找托育的需求有短期托育與長期托育兩種，本次受訪者屬長期托育，受訪者年紀約 57 歲，90 年取

得保母執照開始執業，過去在電腦刺繡公司擔任助理會計 6 年，因由於照顧子女辭去工作，育有兩女一

女已嫁另一女同住，每日工作約 10~11 小時，晚上需利用時間整理環境，房屋約 20 坪為租賃每月 15000

元，工作環境原則客庭與育兒空間共用，現況安裝安全軟墊，廚房亦為嬰兒伙食的烹飪區，則需有必要

之消毒設備，需有兒童遊戲區及睡覺房間，原則使用空間與生活空間融合，白天以托育空間為主假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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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則以生活空間為主。根據大台北地區保母托育費用 統計調查表顯示，日間托每名小孩每月托育費用

約 1.2 萬 元至 1.9 萬元上下，全日托則在 1.8 萬元至 2.8 萬元之間。 

表 1. 訪談對象空間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工作類別 

空間類別 網路代購 soho 族 美編設計 soho 族 美體美甲 soho 族 保母 soho 族 

主要生活空間 陽台、臥室、盥洗室、客

廳、餐廳、廚房 

臥室、盥洗室、客廳、餐廳、

書房、廚房 

陽台、臥室、盥洗室、客

廳、餐廳、廚房 

陽台、臥室、盥洗室、客廳、

廚房、餐廳 

主要工作空間 工作空間(客廳)、儲藏室

(代購品) 

辦公區(書房)、客廳 美體室(臥室)、等候區(客

廳)、盥洗室(沖澡設備)、

工具保養品儲藏空間 

兒童休息室(臥室)、盥洗室(兒

童洗澡區)、遊戲區(客廳)、廚

房(兒童食品製作區) 

共享空間 客廳 書房、客廳 臥室、客廳、盥洗室 臥室、盥洗室、客廳、廚房 

一般的 soho 族，期望「家」擁能有工作與家庭結合的區域，只要基本的機能與舒適的生活即可滿足。

訪談案例有許多小坪數以網路代購及設計類 soho 族來說，客廳及書房整合的小坪數格局，室內設計可利

用複合空間的概念，於開放式的書房區塊延伸出辦公的功能，並提供收納與展示機能的收納櫃，滿足了

辦公區的收納機能，創造出更加靈活的使用彈性。考量 soho 型態的工作室需求，權衡充足收納與空間的

適切比例，仍須創造夫妻兩人共同辦公功能的書房空間。而美甲工作室空間則需與外部顧客進行溝通與

接觸，所需要的工作空間較大，可共用空間較少，一般來說是指客廳空間，用來讓預約客人等待，或許

也是空間氛圍的營造，此類空間由於美甲美體者可能需要安靜的空間，倘若要兼顧幼兒的 soho 族則需有

良好的隔音，以避免造成空間使用相互影響。托嬰空間則應首重安全，必須要有與家長交流溝通的空間，

專業保母受過各種照顧嬰幼兒的專業訓練，也受到保母系統的管轄與審核，而且專業保母有各縣市的幼

教專家可以做育兒諮詢，支持資源豐富。家長對孩子的教養觀念可以比較客觀理性的溝通，沒有不好開

口溝通的狀況。寶寶需要豐富多樣的玩具刺激各方面的發展，但是教具、玩具需要常常消毒清潔，故需

保持環境整潔及安全，而廚房進入口必須加以控管，除特定區域外其餘白天大都為工作區域。soho 工作

與生活層面中可能之共享空間，發展出兩種層面之交流空間，其一為對外型態之公共交流空間，其二為

對內之社群交流空間。以網路代購 soho 族來說，對外交流空間僅在客廳，且僅為網路及電話的交流。而

美體美甲及托嬰則需有對外交流之空間。此 4 種案例以對外交流來分析，網路代購則未規劃對外交流空

間，美編設計則可能需要對外交流空間，美體美甲則需要更多對外空間，而倘若以應而當成服務顧客來

看，托嬰則幾乎大部分工作空間與服務空間共享。居家型的族群工作地點大多局限在家中的一角。與傳

統的工作模式相比，在家辦公使個人的生活節奏更具彈性，不必朝九晚五地擠車上班，免去了辦公室內

的飛短流長，一樣能夠完成工作任務，拿到滿意的酬金。 

數位經濟產生新興型態的產業與工作，不僅改變了勞動結構和工作場域， 也鬆動了工作與生活之間

的界線。以彈性與開放吸引眾多「非典」工作者的共同工作空間，從訪談發現友善小孩寵物也是選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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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 族的重點，工作彈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Soho 族有設立辦公室的部分裝修設計更應考慮到在家辦

公的各種實際需要，裝修時的各項基礎工程應事先為辦公室的需要作單獨考察，但辦公室的設計應與其

他空間協調。一般辦公室建議鋪設木地板或磁磚。天花板則盡量簡潔，保持高度以利通風良好及避免環

境感受壓迫。隔間為應為安靜的工作環境，將工作間盡量安排在家庭成員不常走動的地方。各種設備要

求良好的通風，所以辦公區通常不應設在四面無窗的封閉環境中。照明應當簡潔實用，宜使用間接照明，

它可以把光線射到天花板、牆面或其他界面上形成反射光,光線較柔和均勻。而其他空間視空間的需求程

度修正裝修的規劃，美體美甲業則需要良好的隔音，不論是客廳或是美體室基本上都是與顧客溝通的場

所，運用收納技巧避免過多生活物品呈現，環境整潔溫馨，在下班後環境可適當整理避免過多工具的呈

現。而托嬰則以溫馨為主要感受，原則首重消防安全及兒童活動之安全，環境避免生長蚊蠅，倘保母本

身有同年紀之兒童，則空間則亦可符合生活空間，後續擬針對空間特性在進行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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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學界與實務界熱衷倡導的設計思考，將設計師的思考特徵延伸運用到社會系統中，如教育及各種人

為制度的設計。這套設計思考方法源自於產品創新取向的設計思考，當運用在處理複雜的社會系統相關設計

上，如何才能有效地運用以便產生真正的社會創新為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本研究藉由土溝從社區營造到農村

美術館的創新發展歷程，探討協力設計者南藝團隊在社區改造場域中的設計思考。本研究以質性研究取向個

案研究法，以現場觀察、深度訪談和文件分析法蒐集資料，並透過 U 型理論的視角詮釋南藝團隊的設計思考

歷程。本研究建議運用於集體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系統相關問題的設計思考觀點及方法步驟是 1.內心召喚的

共同發起，2.深入場境的感知與學習，3.放下自我的同理理解，4.以行動探索內在深層目的，5.創造原型，6.

在現實中修正與演化。

 關鍵詞：設計思考，U 型理論，土溝農村美術館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政府二十餘年來從社區總體營造到今日透過城市設計的塑造，如臺北市 2016 年「臺北街角遇見藝

術」系列計畫，都牽涉到空間設計領域的專業者進入社區進行設計改造的任務。設計施作過程都被要求進

行蒐集民意、與民眾互動或社區參與，但是完工之後民眾不滿及批評設計不周的聲浪仍此起彼落（張世

杰，2017）。為什麼設計師與社區的溝通共識，總是那麼難以達成呢？ 

近十年來，Brown（2008）和史丹佛大學 D. School 所提倡的「設計思考」作為促進創意解決方案的

一套工作流程和方法受到廣泛運用。其運用從產品設計，延伸到服務流程，特別受到商管學界的青睞，企

業組織管理結合設計思考的學術探討及實務應用如雨後春筍（Liedtka，2015；Luchs, 2016；Plattner，

Meinel，Leifel，2011），人們也對這套設計思考方法應用於社會和教育系統問題的突破性解決寄予厚望

（Glen，Suciu 和 Baughn，2012；IDEO，2018）。 

設計思考在學界呈現相當多元的定義，學者們分別提出設計思考的步驟模型或架構，從產品發展到

組織管理或許略有不同，但是基本的架構與原則不離其宗，設計思考強調以人為中心，探究使用者所處的

社會脈絡，更重視包括深入情境的觀察與理解，強調以同理心理解使用者的取向，並盡早將想法製作出原

型在現實中測試修正。然而，在面對社會系統問題時，因其牽涉因素的複雜度以及其變革需要整體關係人

的協商共識，而需要長時間集體的協作與投入，才能看到一點點改變。因此，本文的問題意識是產品創新

取向的設計思考如何深化？才能有效地運用在解決社會系統相關問題的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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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在現今淵源於產品創新的設計思考概念和方法論上，拓展和深化設計思考的視野，探討適

合運用於集體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系統相關問題的設計思考。首先，本文爬梳設計思考論述的發展脈絡；

接著引介驅動個體與集體創新之 U 型理論的內涵及重要性；然後透過土溝社區轉變歷程的個案研究，詮

釋分析一個社區集體創新實踐的關鍵步驟。最後，本文試著在設計思考的方法論上整合 U 型理論，提出

適合運用於集體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系統相關問題的設計思考觀點及方法步驟。 

二、文獻分析 

2-1 設計思考的意涵與脈絡 

2-1.1 設計是什麼? 
「設計」不是建築、室內、工業或美術設計者的專利，也絕不只是平面、空間或產品的設計，而是

運用人的智慧與想像，探索出比現況更好的狀態，描繪我們所期待的未來圖像，然後付出行動實現它。我

們生活中的建築、產品、音樂、廣告媒體、城市面貌、社會制度、法規和教育課綱……，亦即人類社會中

的硬體和軟體，無一不是經過「設計」累積出來的。Papanek（1985）認為設計涵括所有人類活動和生活

層面。Simon（1984）認為設計是規劃一連串的行動，把現狀改變成渴望的狀態。而系統思考家 Banathy

（1996）則認為設計在跳脫現有的系統，去轉化現實，創造新可能性的未來。 

2-1.2 設計思考有別於科學與人文的思維方式 
Cross（1990，2006）指出設計的思考模式自成一格，有別於科學和人文的思維。設計是從現狀改變為

更佳狀態的行動。對任何事物或社會制度的設計是為了尋求解決之道做成決策，而不只是探究問題而已。

這是「設計思考」有別於科學和人文思考之特徵，後者是在現有掌握的資料和框架下尋求解釋或答案，而

「設計思考」則朝向未知去探索尚未存在的解決辦法，著重在改變，是在創造新的事物。攸關生活現實的

方方面面無不透過人們的規劃設計而產生。 

2-1.3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思考觀點 
近年在產、學界廣泛運用的「設計思考」源自於 IDEO 設計公司的創立者 Tim Brown 和 David Kelley 用

來指涉他們所信仰和運用的一套發展設計的策略和方法。2008 年 Brown 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名為「設

計思考」的文章中指出慣行的商業產品開發，多將設計師的角色放在開發流程的末端，設計被用來為產品

美化包裝，在效率至上的分工體制中，專業被切割分派在各自局部的領域，缺乏對產品及其所牽涉到的問

題背景之整體洞察，以至於設計偏離了使用者真正的需求。所以 Brown 重視設計師以同理心進入使用者的

情境脈絡中觀察，去感受和觀察生活世界中人們的反應，而不是運用所謂專業，實則是沿襲成規的預設去

做設計。他也強調與使用者和領域專家的協同設計，以及跨領域整合團隊的重要，目的都在更貼近、準確

地理解設計所要服務的對象和所要解決的問題。此一設計思路是在設計界長期在機械論的工業設計觀和新

自由主義市場導向的主宰下，轉向以人為關注主體且探詢其身處的情境脈絡，而不再是僅僅聚焦在局部問

題解決、產品的技術提升、市場佔有率、競爭區分等角度。 

Brown（2009/吳莉君譯，2010）從實務經驗歸納出設計思考過程是在發想、構思、執行三個空間來回探

索，包括「同理心與實地觀察」、「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測試」五個步驟。

在 Pepper（2009）的定義下，設計思考是以人為中心，強調觀察、合作、快速學習、想法視覺化、快速將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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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原型呈現以及商業分析的創新過程。Liedtka（2015）歸納管理取向的設計思考過程模型包含三個階段：

「使用者需求的資料蒐集」、「想法創生」、「原型製作及測試修正」。綜合言之，「設計思考」有以下幾

點特色：1.強調實地觀察、同理心去瞭解使用者的需求；2.跨領域整合團隊和共同創造；3.及早製作原型不

斷測試；4.不斷探索和來回修正。 

設計思考與以往的設計取徑不同的是動手做原型的重要，避免只停留在思考和分析。因為面對複雜的

問題情境，要在彼此衝突的想法中找出正確的方向，那麼，儘早將想法雛形具體做出來，拿到現實中去檢

驗測試，才可以盡快再發現問題，然後在雛形和問題之間來回修正調整。Brown 認為初期的原型應該快速、

粗略、低成本，原型所花費的時間和預算，控制在可以得到實用回饋並把構想往前推進一步即可。原型是

讓人從具體的形式中學習，「用具體的道具作為想像的跳板」（Brown，2010，p.132）。在操作方法上，設

計思考比以往的設計操作更注重整合理性分析和直覺情感的能力。創意動腦的過程中，強調運用圖像和視

覺工具，和科學思維領軍下運用文字、語言邏輯，偏重前置階段的理性研究、分析，然後才提出解決方案

之方法大相逕庭。 

2-1.4 產品創新取向設計思考之侷限 
Brown 等人所提出的產品創新的設計思考呈現了兩個限制。第一，因為其重視人的需求和其使用脈絡

中的互動關係，往往藉由探查使用者的需求來界定產品。從需求出發的侷限是：需求往往由未被滿足的欲

望以及恐懼、斷裂、驚嚇等情緒所驅動，滿足需求的設計只是填充了未被滿足的欲望，往往沒有真正改變

現狀。當使用者用既有知識和價值觀衡量自己的需求，也被舊知識和經驗的框架限制，而無法感知正在萌

生的可能性。而能醞釀人們對更好的未來的渴望，讓人看到更佳可能性的設計才能真正帶來改變（Banathy，

1996）。 

第二，雖然 Brown 也提及參與式設計的趨勢，但是在設計顧問的實務上，操作設計仍舊是由專業者主

導的。雖然 Brown 也提及專業設計師與使用者共同設計，期待人人都是設計思考家的文化，但是他並不關

注如何培養利害關係人或參與者提升設計能力。事實上，當專家為特定社會情境設計了一套解決方案，如

果使用者或利害關係人秉持發生問題的舊思維架構去執行，則無論多麼創新的解決辦法也難以在該脈絡中

貫徹實施，除非使用者經歷心智的轉化。IDEO 公司內部重整的經驗也顯示，經由一群前鋒菁英領導的改革，

同一故事要重複好幾次，才能讓全公司的人瞭解如何應用，然後要再花上更多時間，才能讓人們改變行為。

（Brown，2010，p.151）。由此可見，設計思考提供的方法，在改變社會系統現狀，尤其是牽涉到人的心智

行為與組織制度的層面將遇到瓶頸。 

2-2 從小我到大我的 U 型理論 

今天全世界面臨了環境破壞、糧食浪費、碳排放、溫室效應、貧富差距擴大等全球性的挑戰。個人、組

織、社會要如何因應，以便創造人類真正渴望的未來，是 U 型理論所提出的大哉問。Otto Scharmer 與 Jaworski

歷經八年訪談百餘位全球傑出的科學家、企業主管與社會創值家，他們都歷練過組織或社會系統的變革。

Senge，Scharmer，Jaworski 和 Flowers（2005/王芸譯，2006）提出創新轉變的關鍵在於：內在深層的轉化。

那是當我們放下習以為常的觀念和思維習性，拋開舊的認同與控制行為，也就是放下小我的執著，而活在

當下，與內在真實的聲音連結，這會使我們更清明地感受或接納湧現的可能性，稱之為當下的澄明覺知

（presencing）。儘管這個深層轉化非常重要，但是組織管理學，卻很少探究這種集體轉變的現象，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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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培養這種轉變能力的討論。Scharmer 則淬煉出 2007 年初版的《U 型理論》，從實證經驗歸納出突破創

新的過程，是一個如同 U 字形的演化歷程（圖 1）。字母 U 是一個從表象潛入內在，然後重新創造過程的

視覺表達。由 U 字母的左側向下進入 U 型的底部，意謂從察覺和懸置既有的認知習性，以新的眼光觀察，

到潛入情境脈絡，以同理心去感知。當我們把自我置放於情境的整體中，我們同時也會把注意力轉向置身

於問題內部的觀點去感知。而後拋開舊的認同與控制行為，放下小我的執著，轉向從整體的角度思考。U 型

底部的「當下澄現」（presencing）意謂著突破了個人舊知識的層膜，注意力放在當下的整體中，打破我/你

的二元對立。觸及個人最高境界的自我，是在問我是誰？為什麼我們做這個？「當下澄現」（presence）的

字根是 es，意思是「存在」。英文的 essence、yes、present 都含有這個共同的字根（Scharmer，2009/邱昭

良、王慶娟和陳秋佳譯，2013）。從東方思維來理解，presence 即是「如是地活在當下」感知場境中湧現的

可能性，以及從內湧現的大我意圖。當一個人放下舊的知識和認同，與深層人生目的連結的領悟，使人更

清明地感受到正在湧現的可能性並接納之。當一個人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他便自動自發，積極行動。

通過了這個門檻，隨著 U 字母的右側向上升起，將創新的企圖和想法具體化，並在現實中測試釐清，使之

透徹堅固如結晶的過程，然後快速製造出原型實驗，在實際應用的脈絡中修正和演化。Scharmer 的 U 型理

論有別於一般組織創新理論側重在策略面，而是指出創新轉變的關鍵在於：個體或集體內在深層的轉化。

圖 1. U 型創新變革的五個歷程，取自 Scharmer，2009，p.38 

U 型理論常運用在跨專業領域領導者的合作計畫，在醫療、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的可持續性發展上

提出許多創新的原型。例如，永續食物實驗室發展出食物供應鍊的創新、包括為非洲國家的愛滋病防治及

衛生醫療體系提出解決辦法；日本三一一地震後的社區重建工作等。學界對 U 理論的研究才剛起步，國內

的少數研究涵蓋成人學習（林玲儀，2009；Ho 等人，2008）、學校創新領導（陳瑞成，2008）、文化創意

產業的群體創造力（許佳琪，2012）以及企業的知識管理（南秋原，2005；Ho 和 Kuo，2009），尚未見關

於社區變革或設計思考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借助於 U 理論在創新演化歷程及培養群體轉化能力之洞見，來

詮釋理解土溝在社區的創新發展歷程中主力團隊的設計思考，並反思深化設計思考方法的可能性。

三、研究方法

3-1 質性研究取向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在探掘土溝農村美術館形成歷程中主要推動者之經驗和理念，以及對現在和未來的構想和行動。

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以半結構的訪談大綱，深度訪問土溝社區行動者之生命事

暫懸 

放下 

觀察 
以新的眼光 

轉向 

具體化 
做出原型

共同創造策略小宇宙

採取行動 

感知
深入場境

結晶化
意圖和願景

接納 

當下澄現
連結到內在源頭

下載 
過去的模式 

實現
透過實作和基礎結構達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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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經驗、看法，加上研究者的實地觀察，也包含次級資料的文件分析，如臺南藝術大學研究生的碩士論

文、土溝農村美術館臉書及遊客的網誌和媒體報導，以及關係人說法的互相印證及三角檢覈。故本研究依

循詮釋典範質性研究取向，以個案研究法針對台南後壁土溝里的社區營造歷程進行探究。 

深度訪談的對象是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對參與土溝社區營造的主要行動者進行二次以上的訪談，時間

一至二小時。同時，為了蒐集多元觀點，也對一般的居民訪談作為研究的多方檢證。主要深度訪談對象一

覽表如附錄一。本研究從訪談及觀察記錄所獲得的資料，依據紮根理論的方法進行編碼分析，從訪談逐字

稿的龐雜資料，分段提取摘要、關鍵字，然後將相關的關鍵字結合為主題，透過概念化的過程，將資料重

新組合，找出共同的核心範疇，並同時不斷在研究問題和觀察筆記及訪談資料中來回比較、分析，以找出

概念。 

3-2 研究個案簡介─從土溝社區營造到土溝農村美術館 

土溝位於嘉南平原米倉的台南後壁土溝里，根據 2015 年後壁區公所統計年報，全里的面積為 4.1162 平

方公里，全村戶籍為 512 戶，人口 1506 人，以 50 至 59 歲的人口最多，50 歲以上人口佔約 48%，老化指

數 272.44（臺南市後壁區公所，2016）。實際住在此地的年輕人並不多，平日所見以老年人與小孩為主。

居民以傳統農業稻作為主，1970 年代後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重工業輕農業，「以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

加工出口區設立和都市發展，眾多的工作機會吸引了農村的青壯人口，加上農業機械化不需要大量人力，

導致農村人口外流，從 1970 年農業人口降至 36.7%（蔡嘉信，2008，p.132）。農村失去了年輕人的活力和

傳承，高齡化問題浮現，聚落裡難掩落寞。出外打拼的年輕人將下一代留在農村由祖父母養育，因此也衍

生隔代教養的問題。經濟掛帥的價值觀，助長短視近利與自私，使農村忽視環境生態的永續，流經村內的

土溝也因養豬戶傾倒肥水而污染。而且，「農村人口的外流更加重了農人對農藥化肥的依賴，終至成為農

業生產難以擺脫的桎梏」（張正揚，2016，p.29）。在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風潮下，2001 年起一群

關切自己社區的青壯年人從環境清潔開始，想要改善破敗的家鄉。 

他們從挽救承載記憶的老牛車和五分車鐵道開始，並以自力營造模式，從「水牛精神」出發號召居民

參與環境美化。2004 年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的師生與在地協會合力推動社區營造。研究生就住在

土溝，以參與式設計的方式長時間進駐社區，他們重視居民的意見和溝通，寧願花費較長的時間傾聽使用

者的想法，鼓勵居民參與，強調居民在生活空間改造過程中的主體性和認同的建構。因而社區居民接納他

們，他們也感到自己如同社區的一份子。在這群學生畢業後回到土溝農村定居開設文創企業，2012 年與居

民共同推出把整個村落變成美術館的「土溝農村美術館」。土溝社區的轉化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 發軔期：自發的草根組織自力營造美化環境，並以水牛精神喚起對社區的重新省思。 

• 感知孕育期：南藝大研究生/設計者與居民的共同感知與磨合，從單個營造點到整個聚落的藝術改

造實驗，經由深入社區生活的體會，使設計者與居民提出「辛苦的農夫變成優雅的農夫」的願景。 

• 創造原型期：以藝術行動推動社區環境改造運動，和農村的創新經營實驗。 

• 演化期：共同創造土溝農村美術館，以文化創意的社會企業結合農業與農村生活，尋求新價值和

新可能性的農村生態、生活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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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溝農村美術館的創新發展歷程

土溝從 2001 年起一群中年人共同發起整理家園，經 2004 年起好幾屆南藝大建築藝術研究所學生（以

下簡稱南藝團隊）協力參與，到 2012 年南藝大學生畢業後回到土溝開設優雅農夫等文創企業，以及推出把

整個村落變成美術館的「土溝農村美術館」。土溝的轉變是以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為主體，協同居民、

南藝團隊、專業者、藝術家，以及來自四面八方認同的青年志工，十餘年累計了多達五十餘個行動方案而

累積出來的改變。七年級生和七十歲老農，在日夜相處的喝茶聊天和實作接觸中，透過放下習性、傾聽、

溝通和對話，設計者逐漸有能力用自己的語言--不論是繪圖還是語言--講出老農的興趣。老農也首度拿起畫

筆繪出兒時記憶的創作。本研究透過對土溝社區的創新發展歷程的探究，理解南藝團隊作為外來設計專業

者在與農村協力營造的設計思考歷程。他們歷經：1.內心召喚的共同發起，2.深入場境的感知與學習，3.放

下自我的同理理解，4.以行動探索內在深層目的，5.快速創造原型，6.在現實中修正與演化六個階段，以下

分述之。

4-1 內心召喚的共同發起

南藝團隊參與土溝的社造淵源於一個關心農村議題的研究生，他主動找到啟動社區營造的土溝作為實

踐的場域。因為這位研究生而延續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社區營造組好幾屆的學生進入土溝協力。

這些研究生大多來自於都會區，抱著對農村議題的關懷與好奇進入全然陌生的農村，台語不流利和年齡的

差距，難得和靦腆的老農談上幾句話，所以他們對農村的觀察和體會，一時之間只停留在表面的層次。他

們對農村的認識，多來自於書報的管道。循著學院的習慣，論述的知識對他們是相對容易掌握的。在地發

起社造的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所闡述的「水牛精神」成為這批外來的設計者最容易認同的土溝特色。此

時，正逢土溝的最後一頭水牛因牛舍倒塌苦無遮風避雨之處，協會和南藝團隊便決定：透過幫水牛蓋個新

家，重新點燃社區對水牛的情感，藉以重建對生長土地的尊嚴與認同（呂耀中，2006）。 

4-2 深入場境的感知與學習

設計者或許瞭解人體尺度，但是對一頭牛能夠進入的門要開多大則沒有概念，對於搭建牛舍的土埆磚

厚度更是不清楚。南藝團隊和協會、居民密集地討論和溝通，一次又一次，磨合、妥協、修正，依照協會的

習慣，內部先有共識，在踏出下一步行動以前，先培養足夠默契。設計者從營建元素與技術考量，選擇具

有在地特性的土埆磚，拜託村裡的長輩傳授技術，經過製作和興建過程的辛苦，感受到農人赤腳在農田耕

耘的辛勞。當他們事後檢討蓋房子那天的過程，發現自己從砌磚、爬上屋樑去釘木頭，整個佔據了蓋屋行

動的舞台，渾然不覺土溝的老農們枯等在旁，因為無用武之地而袖手旁觀。本應引導居民透過參與而改變

對社區的態度，卻變成設計者為主角。

剛進入社區的南藝團隊受限於過去學習背景，帶著專業教育賦予的角色思維，以都市人眼光看待農村

的新鮮景象，他們對農村的初步調查，膚淺而帶有刻板印象。他們聽從了土溝的協會幹部的建議，拿著相

機在土溝村裡，到處走逛觀察，拍攝五十張心有所感的照片。

在農村中，我們捨棄便利的交通工具，用身體來閱讀社區中的每一吋每一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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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就是不放過生活場景裡頭，只要稍一步注意就會錯失的生活片段。（林文浹，

2008，p.44） 

從觀察農村事物的方式、個人思考邏輯，以及從都市到農村生活心境之轉變等方面。例如，一般田野

資料蒐集的姓氏調查變成認識了解居民生活方式，調查空間元素不是去測量水溝、池塘，而是側重在生活

空間中所觀察到的生活元素。（陳昱良，2009） 

其後在「阿嬤ㄟ花布」活動中，南藝團隊找老農幫忙剪貼花布，卻得不到回應。後來他們被村長提醒，

改為主動找社區阿嬤在居民經過的場地做事，邀請居民來幫忙，才打破獨自沒有居民參與的僵局。他們了

解到社區營造的首要目標是「引導」居民跨出以往的舊習，參與公共事務。他們領悟到不是居民不參與，

而是設計團隊忽略了居民的保守性格和熟悉的技能，忽略了老農擅長的切、鋸、剖、綁等技能，要求老農

協助花布的剪剪貼貼，對老農而言形同兒戲，也是他們所不熟悉的工作，無怪乎他們不來幫忙。但是，到

現場安裝花布球的時候，老農們卻盡心把熟悉的技能運用出來，一點也不吝惜展現他們的熱心。此時，設

計者才恍然大悟，社區營造要贏得居民的參與，首先要放下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將注意力放在觀察居

民的長項和興趣。唯有找到與居民能力和興趣契合之處，然後才能讓他們適性發揮所長，使他們從參與中

獲得成就感。 

因此，南藝團對透過實踐體會到參與式設計理論的核心精神，是搭建居民演出的舞台，引導居民講出

自己的想法，所謂的居民參與，是促進居民動手參與建造的過程，感受到自己與鄰人的付出共同改變了環

境。這個事件促使設計者跨出自我中心的思考，重新看待自己在社區營造中的多重角色，不僅是設計者和

實踐者，也是鼓舞者、促進參與者。 

4.3 放下自我的同理理解 

學習用「感性心靈」，感受每一時刻的農村生活，用心體會老農的對話、表情、生活、

舉止、心情和情緒，回到他們的生活空間，所感受的已不是圖面或專業術語可表達的

資料，而是一種生活感覺。（陳昱良，2009，p. 17） 

設計者為了說服居民提供私人土地作藝術改造，也為了與居民溝通設計，剛開始以設計單位慣用的說

明會方式，動員居民來聽簡報、投影設計圖，結果居民的反映冷淡，沒有人願意參加環境改造。因此他們

在語言、表達溝通上都必須放下自以為是的模式重新學習。與老農交談的語言必須以台語為主，老農才會

覺得有親切感。在討論營造施工時，專業術語也必須轉換成在地語言，借助於繪圖，且以老人看得懂的具

象立體圖來溝通，有時甚至用紙黏土捏出模型，配合現場用紙筆手繪素描輔助說明。「如果 cad 平面圖和

3D 圖面，阿伯阿嬤一定看不懂，不然改用以前學過的素描想像圖試試看。」（陳昱良，2009，P.41）日常

生活使用的度量單位，也都需要轉換，設計者慣用的公尺公分，轉換成村民所慣用的台尺台吋。 

設計者歷經一段時日與村民的相處，體會到村民的保守性格，不會輕易把私人地方交給陌生人去改造。

因此他們從培養感情開始，與居民建立信任和友誼。首先，設計者找到一位熱衷參與先前計畫的居民（外

號白毛伯），打算以他家的牆面改造為示範。為了與他搏感情，研究生固定時間去竹仔腳散步，找白毛伯

閒聊種田常識和時事，藉以和老人家培養感情。並且在閒聊中夾帶此次計畫的話題，乃至帶著紙筆到現場

隨即興畫出素描想像圖。可謂下了苦工去了解老農的心理和博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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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為了瞭解老農的生活作息，幾天的凌晨三四點，帶著攝影機去記錄白毛伯採

瓜，白毛伯說：「喔下雨勒！你們還真的來拍喔！還以為你們是說玩笑而已！」飄著細

雨的鏡頭畫面中，開朗性格的白毛伯，了解我們這群年輕人的衝勁以及熱情，可以共

同站在同一陣線上，為自己的家鄉打拼。（陳昱良，2009，P.35） 

這體現了所謂的「交陪」和「搏揉」，亦即藉由長時間的互動、溝通，讓居民感受到設計者誠心來協

助，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上，所孕育的信任和情感聯繫，為往後推動共同設計和建造奠定基礎。

土溝竹仔腳社區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名為「坐十分鐘的陶淵明」（圖 2），是兩組跨在稻田圳溝上馬賽克

桌椅。這是由於設計者體會到農人不畏嚴寒酷暑耕作的忙碌中，卻鮮少有閒暇去欣賞稻浪搖曳的美景，而

農民辛勤耕作的所得竟然一斤稻穀換不到一瓶礦泉水！即便設計者三個月創作過程雙手沾滿水泥而皸裂刮

傷，也比不上農人粗糙長繭的雙手。這個作品顯現出設計者經歷長時間對農人以同理心體諒他們的辛勤勞

動，農人俯身耕耘秧苗猶如藝術家孕育作品的情感，把農人任勞任怨的耕耘和慢工出細活的藝術等量齊觀。

圖 2.座落於土溝里竹仔腳聚落農田水溝上的「坐十分鐘的陶淵明」作品，作者攝。 

4-4 以行動探索內在深層目的

設計者在做社區營造點的過程，其實在心中埋下藝術改造農村的種子，從豬舍改造為文化學堂，到竹

仔腳聚落藝術改造行動，他們一直在運用自己的設計創意專長，與農民協力改造農村的生活空間。「當你

做小案子時，其實背後有大夢想（2016.9.3 a3-80）」，土溝的每一個社造的設計案都是南藝團隊與居民共

同勾勒理想社區藍圖的契機。他們也夢想藉著科技、創意設計行銷農產，有朝一日「辛苦的農夫變成優雅

的農夫」。2008 年中，當石雕師侯加福在土溝購地定居需要蓋房子，他們直覺地感到非做不可。便不管經

費有多麼拮据，就接下了設計與興建「土溝藝術工寮」（圖 3）的任務。 

那時也沒有想說自己要留下來，只是想如果幫藝術家蓋房子，他就會留下來。那時候

就是不怕死，十萬塊就蓋房子。（2016.9.2 A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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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土溝藝術工寮，作者攝。 

在極為拮据的經費下，無法花錢請工班，年輕設計者就用自己的身體，靠著萬能的雙手去經歷和克服

種種施工的困難和設計上的落差。他們四處打聽廢棄的木料、鋼版回收，在嘉南地區到處搜尋回收廢棄的

強化玻璃、尋求友人贊助門窗、親自拆卸閒置鐵皮屋的鋼骨材料。沒有專業工班的情況下，這群新手要從

整地、挖地基、綁鋼筋、灌漿，還要顧及外部環境如洩水坡度、排水、給水、化糞池等層出不窮的問題，在

技術和知識都不足的情況下，他們尋求資深師傅的協助。除此以外，天候不佳造成工程停擺，才剛整好的

地基，就被大雨摧毀，建造過程歷經四個颱風、無數個雨天，以及南臺灣熾熱的日曬。

在蓋完藝術工寮之後，南藝團隊畢業離開土溝服兵役。這段遠離熟悉環境的時光，提供了沉澱抉擇的

契機。這群剛踏出校園的年輕人站在人生的交叉口上，躊躇著下一步的方向，衝著缺憾的現實而想要改變

的意圖，混和著對自己即將展開的就業抉擇。

為什麼想要改變這裡甚至到未來？有時候，你做一件事之後就會去做另一個夢。我們

一開始從一條路的改造認識這些長輩，從一條路到一個聚落，我們開始思考藝術和聚

落結合應該有更多的可能，讓藝術家留下來。可是在那個階段之後我們就研究所畢業

了。差不多已經四年了，當兵的時候就在講我們在這裡好像還有很多事沒有完成，當

你做小案子時，其實背後有大夢想。（2016.9.3 A3-80） 

設計者 A 退伍後隔天，就回到土溝開設公司，前後屆的同學接二連三回到土溝，他們在土溝成立了水

牛設計部落、優雅農夫藝術部落，包括建築及園藝設計、藝術活動策劃、環境教育、農產品行銷、藝術和音

樂創作共五家公司 1。他們想一邊經營事業，一邊延續過去六年的累積，繼續推動土溝的社區發展。土溝這

群年輕創業者的夢想，在當他們還是協力社區營造的研究生時，就逐漸醞釀。每一個社區營造點的計畫變

成他們培植理想生活的土壤。對土溝未來的圖像不是一個人獨自想像出來，而是從一群人朝夕相處並肩作

戰的共同體情感和意識中醞釀而出。A 坦言：「如果不是有一群人，我一個人也會害怕。」就是因為學生時

代曾經在這裡一起努力過，曾經一起築夢，也感覺到社區的接納。他們被繼續推動那未竟之業的渴望驅動

著。

4-5 快速創造原型

土溝的年輕創業者剛成立公司還沒有業務的時候，那些曾經想做而未做的事，就是他們行動的起點。

1由南藝大建築藝術究所畢業生移居土溝並在土溝成立的公司至 2017 年共有四家:優雅農夫藝術工廠耕藝耘

術有限公司，創辦人陳昱良，執行長黃鼎堯；優雅農夫田園野趣有限公司，執行長魏婉如；優雅農夫音樂

工廠，執行長劉主揚；水牛設計部落，負責人呂耀中，執行長張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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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投資時間精力在探訪和觀察，以問卷等方法蒐集更多來自實際生活人們的看法，並且試圖與場境中的

人們產生連結。 

2012 年，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的核心幹部和建築師、青年創業者一起到日本瀨戶內海參觀大地藝術

祭，回來以後舉辦「2012-2022 土溝願景分享會」。這群人循著參訪過程醞釀的靈感，提出「土溝農村美術

館」的構想。他們曾經討論過藝術村、生活地方館，最後他們回想起「過去這十年，我們在土溝做道路、聚

落美化改造，其實大街小巷都是藝術品，這些都是土溝的典藏。這就是一個美術館，這些作品就是典藏。

為了這個美術館的開館，土溝村已經準備了十年。」（2016.1.23 A1-3）美術館的作品就是社區歷經十年的

社區營造及藝術改造的景點。經過團隊多次的想像激發凝聚，一個以整個農村為美術館的雛形大致成形。

然而，農村居民無法想像何謂整個村是美術館，協會內部不乏顧慮和不理解的聲音，如果沒有理事長和理

監事的支持，如果沒有一群年輕人勇於將意圖化為行動，如果不是因為數年時間所培養的信任，這個創新

行動恐難成形。年輕創業者為執行主力，洽商十位外來的參展藝術家，其中許多人都是友情贊助，社區理

監事協助協調村內資源。從 2012 年五月決策啟動，社區理監事出面協調了八位居民願意提供家屋作為展覽

場地、「鄉情畫室」的阿嬤們開放家和畫室，石雕師侯加福的土溝藝術工寮也開放讓人參觀，協會發起人 S

也提供插畫作品。同時，設計土溝視覺系統、繪製一份土溝的參觀地圖，將附近景點涵蓋進來（圖 4）。九

月由水牛設計部落負責的空間整理和施工，社區的工班以自力營造的經驗，將居民借用的空間修繕為展覽

空間。 

 

圖 4.第一屆於 2012 年的土溝農村美術館地圖，翻拍自自翁雅文（2013），p.38 

於是他們在 2012 年十月啟動了台灣第一座以村為名義的美術館--土溝農村美術館，提出「村是美術

館、美術館是村、房舍為展場、稻田為畫布、農民是藝術家、農產品是藝術品」的宣言（陳昱良和黃鼎堯

編，2013）。土溝農村美術館的範圍不僅是地理上的社區，還包括環境春夏秋冬四季風景的變化。不是去

複製主流美術界的作法，蓋一幢實體建築裝進藝術品，而是正視和呈現社區居民已經累積的創作成果，以

及彰顯農村社區作為一個美感與創意孕育場，成為田園自然和人與人互動的生命共同體的價值。 

4-6 在現實中修正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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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的土溝農村美術館從決策到開幕，在短短幾個月快速做出一個原型。沒有販賣門票，雖然給

沿街居民帶來賣農產小吃的商機，卻也帶來交通堵塞和吵雜，居民的評價正反參半。美術館經營管理的模

式在隨後的每一年逐步修正，從塞車、停車、攤販、農村形象代言人、行銷、賣票與否、經營形態、到藝

術品保護與陳設，都是從這個原始的雛型不斷反思與修正。

2013 年第二屆的土溝農村美術館以「農們囍宴音樂餐會」募集籌辦經費，餐會的食材來自於全台各

地友善耕種的農產品，表演音樂則由音樂團隊友情支持，延續以藝術創作和台灣農村議題結合並鼓勵青年

回返農村的宗旨。團隊透過臉書以照片、文字傳播理念，號召認同的支持者。宣傳後期，透過每日一篇友

善環境的農民及其農作的介紹，經過持續不斷地透過臉書宣傳，效應累積到最後一週出現驚人轉折。購票

者傾巢而出，甚至超出了原先預定的一百桌。甚至有企業透過臉書受到精神感召，將員工旅遊改成來土

溝，贊助了好幾桌。

挾著土溝農村美術館的聲勢，從 2014 年起，數個年輕居民回流開店，安妮咖啡、TOGO 窯烤披薩、

呷冰、MUMU 手感手工木製工坊。優雅農夫藝術部落為了協助他們開業，義務幫忙設計裝修店面、設計

招牌，而呷冰店面側面那堵牆則張貼了藝術家的繪畫。

2014 年，南藝留在土溝的創業者檢討發現藝術作品散落在村子各處，展覽期間在保管藝術家作品安

全上造成很大的負擔，每年重新向居民商借展覽空間也存有諸多不確定性，他們需要一個可以自主創作與

管理的空間，於是，優雅農夫藝術部落破釜沉舟貸款七百萬去承租整修村莊內一個廢棄了 26 年的爆竹工

廠，改為「優雅農夫藝文特區」。其週邊的雜樹林和草堆，則是號召大專校院的青年在暑假打工換宿，才

有足夠的勞動力去清理。因為有這個安全陳展藝術作品的場地，幾米跨刀相助展出作品，大量遊客因為幾

米的名氣接踵而至土溝。

從 2013 到 2014 年土溝農村美術館營運逐漸走向自負營虧的財務循環。但是 2015 年美術館門票的收

入因受到登革熱疫情的波及，收入僅有 82 萬餘元，造成籌備 2016 年美術館展覽的資金缺口擴大。2016

年由年輕創業者 A 擔任協會的理事長，召集了社區的商家和藝術家舉辦聯誼會，搭建設計者和小農之間

的溝通橋樑。但是甫開設的商家經不起微弱的客源紛紛關閉。理事長緊急想出因應之道，由協會頂下商

店，由勞動部計畫補助的僱員個別經營手染布店、安妮咖啡，輔導在地年輕人獨立創業，秉持著「藝術即

生活，生活即藝術」的理念，營造訪客在土溝不期而遇文創商家的經驗，由這些文創商家分享土溝的生活

哲學。同時，也找到一位熱情有心的藝術家願意到土溝擔任策展人，負責籌辦 2017 年的展覽。年輕創業

者的「優雅農夫藝文農場」則把園區改造成一個自然農產及藝術創意的樂園，將農產品與年輕人的藝術創

作結合。因為經費拮据，沒預算雇用工人，企業的負責人親身率領著員工及實習生，在園區整地、挖溝、

搬石頭、釘木屋、鋪草皮……不管南臺灣多麼熾熱的豔陽曝曬，背負著貸款壓力，他們沒有條件退卻。他

們持續地透過臉書分享藝文農場的消息，傳播他們的農村美學實踐（優雅農夫藝文農場臉書，2017）。 

儘管這群設計創業者抱著推動農村轉型的意圖，他們仍需迎戰在現實中演化的種種挑戰。是否能吸

引更多農村青年返鄉？如何以創意設計在行銷農產品上突圍而永續？面對當代的經濟挑戰，如何滋養農村

居民的能力？如何與中高齡農民找到共同關注和施力的議題，展開進一步跨世代合作？這些都是土溝的設

計團隊在決定投身農村轉型實踐後，在現實環境中無可迴避的演化課題，需要他們結合智慧與行動毅力重

新啟動Ｕ型設計思考的輪迴。

五、討論與反思

249



從集體創新的 U 型歷程來詮釋理解土溝從社區營造演化到土溝農村美術館的轉變歷程。他們歷經內

心召喚的共同發起→深入場境的感知與學習→放下自我的同理理解→以行動探索內在深層目的→快速創造

原型→在現實中修正與演化六個階段的轉化（圖 5）。呼應 U 型理論描述的創新的五個歷程：以新的眼光

觀察→從場境中感知→當下臨在的澄明覺知→結晶化願景與企圖→製作原型在現實中測試修正。

當我們檢視南藝團隊在推動土溝創新轉變的設計思考各個階段，相較於 Brown 設計思考的歷程步驟

同理心與實地觀察→需求定義→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測試，南藝團隊的經驗顯示：在他們懂得將心

比心理解對象之前，先經歷了放下自我觀點的過程。這是在深入農村情境的觀察感知下，體會到自己所堅

持的方式行不通，無法推動居民參與，導致他們試著放下自以為是的專業執著，注意力轉向對關懷對象的

同理心理解。南藝團隊也和 Brown 同樣地注重深入環境中的觀察，並以同理心去體會挖掘使用者的需

要，然後形成設計概念。但是，土溝經驗在形成創新行動方案之前，歷經了因長時間磨合而建立的信任情

感，他們的注意力從自我轉向所關懷的對象，他們不再以外來的協助者自居，而是成為關懷對象的一員，

從關懷對象的眼睛看世界。他們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深深覺得自己歸屬於大於自我的某種整體，發現自己

內在價值與目的與正在萌生中的新可能性謀合。這份在當下的澄明覺知支撐著他們將企圖與願景具體化，

付出行動創造土溝農村美術館的原型，並在現實中磨礫修正。也因為經過與深層內在目的的信念，使他們

能夠忍受困難險阻堅持下去。

 

 

圖 5.土溝農村美術館的創新發展歷程 

六、結論與建議

「設計」不只是建築、室內設計或工業設計者，生活中的城市面貌、社會制度、法規和教育課綱

等，無不是「設計」出來的。設計的思考模式是運用人的智慧與想像，探索出比現況更好的狀態，做出決

策然後付出行動實現它。近年 Brown 和商管學院熱衷倡導的「設計思考」作為促進創意解決方案的一套

工作流程和方法，其運用從產品設計，延伸應用於社會和教育系統問題的創新解決。然而，社會系統問題

因牽涉因素的複雜度以及變革需要整體關係人的協商共識，其創新解決方案的設計思考模式有待吾人探

討。本研究透過 U 型理論的觀點理解土溝農村社區的創新改變歷程，探討其設計團隊在推動社會系統創

新時的設計思考特徵。意圖在產品創新取向的設計思考方法論之外，找到適合運用在解決社會系統相關問

題的設計思考關鍵，拓展設計思考的視野。

本研究從土溝農村美術館的實務經驗發現南藝團隊作為外來的專業者，和在地人協力推動改變社區

的實踐，歷經 1.內心召喚的共同發起，2.深入場境的感知與學習，3.放下自我的同理理解，4.以行動探索

活在當下 

以行動探索內在深層目的 

內心召喚的共同發起 

深入場境的感知與學習 

快速創造原型 

在現實中修正與進化 

放下自我的同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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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深層目的，5.創造原型，6.在現實中修正與演化，六個階段的轉變。相較於 Brown 產品創新設計思

考，設計師以同理心進入使用者的情境脈絡中觀察和感受皆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在 U 型理論觀點的

啟發下，土溝的經驗揭示唯有設計師放下自我知識的限制而將注意力轉向所關懷的對象，同理對方，從關

懷對象的眼睛看世界，才會促成放下既有觀點的執著。他們打從內心深層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深深覺得自

己歸屬於大於自我的某種整體，這份在當下的澄明覺知連結著他們的人生目的，支撐著他們將企圖與願景

具體化，付出行動創造原型，並在現實中調整修正。「探索內在深層目的」亦即與大我連結的使命感，使

設計者的注意力超出既定的框架或小我利益的束縛，而獻身於對整體問題解決的實踐，這不啻是導致社會

系統創新變革的設計思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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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社區角色 組織角色 代稱 年齡 性別 學歷 訪談日期

外來菁英
成為土溝居民
年輕創業者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理事
長，在土溝開設公司之負責人

A 36 男 碩士 2016.1.23 
2016.4.9 
2016.9.2 

201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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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 
2017.4.15 

在土溝開設公司之負責人 B 31 女 碩士 2016.2.28 
2016.4.9 

在土溝開設公司之負責人 C 37 男 碩士 2016.10.31 
在土溝開設公司之負責人 D 38 男 碩士 2016.10.31 

2016.12.30 
2017.4.14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 
約僱專案經理 

（2016 年 4 月-11 月） 

E 31 男 碩士 2016.5.6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 
約僱專案經理 

（2016 年 12 月迄今） 

F 30s 男 碩士 2017.4.15 

土溝年輕世代
居民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雇員 G 30s 女 高職 2017.4.15 
 

安妮咖啡店 男主人  K 30s 男 高職 2016.2.27 
 

安妮咖啡店 女主人 N  30s 女 高職 2016.8.6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雇員   P 22 男 大學
生 

2016.2.27 
2017.6.3 

 意見領袖 
 

土溝前村長（2003-2011）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常務理

事 

H 59 男  2016.4.9 
2016.5.7 

2016.6.26 
2016.9.2 

2016.10.30 
2016.12.30 

2017.6.4 
意見領袖 
木工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創始理
事長（2003-2006， 2010-

2014） 

I 60s 男  2016.12.10 

台鐵公務員近
年退休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文史組
組長、核心成員 

J 60s 男  2016.7.22 
2017.4.15 

意見領袖 
自然農法農夫

兼木工 

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創始總
幹事（2002-2012） 

核心成員 

L 53 男 專科 2016.5.7 
2016.6.25 
2016.8.7 
2016.9.3. 

2016.10.29 
2016.12.11 
2016.12.30 

2017.1.1 
2017.4.16 
2017.6.3 

遷入定居的藝
術家 

與居民互動的素人藝術家 M 60s  男 小學 2016.2.28 
2016.8.6 
20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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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爾雅*+   鄭霈絨**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 erya0904@gmail.com 

摘  要

汝瓷承載著宋代最精湛的技藝，蘊含著高雅質樸的文化內涵，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瑰寶。汝瓷

產業有著及待發展的文化資源，保護與傳承傳統工藝之美的同時，更要與時俱進，把創新的理念放在發展

的首位。本研究通過深度訪談以及田野調查，分析汝瓷業產創新發展的方向，本研究將傳統文化、數位設

計、原材料、製造工藝之間互相關聯起來，將科技與傳統工藝之間進行整合，為汝瓷的造型生產帶來更多

的靈感和可能性。研究結果如下：1、造型創新：通過塊面感線條感的體現，生產有別於傳統造型符合現

代生活的器物；2、技術創新：利用具有高複雜性的人類不可預測的參數化數據建模，生產更具特色的造

型產品；3、色彩創新：通過色彩漸變或者拼花工藝，在不改變汝瓷原有特色的情況下產生新的視覺效果。

讓更多的人了解汝瓷文化，感受汝瓷魅力，真正實現汝瓷的文化傳承與創新發展。

關鍵詞：傳統工藝、數據建模、產品創新

一、緒論

1-1 背景與動機

中國是陶瓷大國，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陶瓷燒造技術的國家，也是陶瓷文化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

無論是技術層面還是藝術層面，兩千年以來，通過不斷的技術革新，藝術創新，歷經商周時期原始瓷的

創燒，至東漢青釉瓷的誕生，至魏晉南北朝的青瓷大發展，至隋唐五代的白瓷及唐三彩，至蓬勃發展的

宋代官窯五大名窯、民窯八大窯系，至元代青花，至明清的輝煌顏色釉、鬥彩、粉彩、琺瑯彩，中國的

瓷器不斷給世界以驚喜。直到 17 世紀，中國瓷器在世界上的壟斷地位和影響力達到了巔峰，當時的王公

貴族，歐洲王室對瓷器的熱衷程度達到了無法想像的高度。英國國王威廉三世用大量瓷器裝飾皇宮、西

班牙馬德里皇宮為首的各個皇宮爭相設置瓷器屋，歐洲的皇宮貴族以擁有中國的瓷器而榮耀，至今在歐

洲的古堡裡珍藏的中國瓷器比比皆是。瑞典商船哥德堡號一船的中國商品販售利潤相當於瑞典 1 年的國

民生產總值。可見當時的中國瓷器經濟價值極高、藝術獨領風騷。瓷器是東方藝術對於西方藝術最強烈

的影響，在世界瓷器歷史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文化發展繁榮的宋代，五大名窯（汝窯、官窯、哥窯、

鈞窯、定窯）為首的汝窯被世人稱為稀世珍瓷。一度斷燒的汝窯經過原始窯址的發掘，工藝的恢復，近

代不僅實現了復燒甚至工藝大為提升。但是著眼如今的中國瓷器，現狀不能不令人唏噓。在世界高端賞

玩瓷器品牌中不僅沒有一家中國的品牌，且中國 5000 餘家日用瓷企業也無一進入世界 100 強品牌。年

輕人大多更是對瓷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在此社會背景下，汝瓷不僅不再引領瓷器的發展，更是變的罕有

人知，在市場銷售與工藝的傳承上危機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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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為了探索千年前創燒瓷器，百年前歷經輝煌，曾經一度風靡世界的中國瓷器是什

麼原因導致如今境地。汝瓷的藝術價值之高歷朝歷代都視為珍寶，在拍賣市場至今仍然屢創瓷器拍賣的

天價，但為何大眾對汝瓷卻知之甚少，汝瓷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困難重重，本文通過對汝瓷產業發展中存

在的問題進行研究，試圖使汝瓷所蘊含的文化精神得到更好的宣傳，探索如何使汝瓷產業更好的迎合時

代需求並與時俱進的發展，讓更多人感受汝瓷魅力，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二、文獻探討

對於汝瓷文化的研究，有大量早期的歷史記載。現代瓷器研究主要從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些考古發

掘開始。不少學者對汝瓷的器形、釉色等做了相關分析。總體來說目前針對汝瓷的文獻研究主要分為考

古發現、鑑賞收藏、器形研究及釉色分析四類。對於汝瓷的相關史料分析可以看出，在汝瓷的背後蘊含

了，發達的社會經濟背景，豐富的文化底蘊背景。諸多因素產生出汝瓷稀有珍貴的獨特性。基於此，汝

瓷不僅僅是生活相關的器物，更是成為了飽含文化內涵的一種精神追求。

2-1 歷史背景

宋朝是一個經濟發達、物質豐富、社會穩定的時代。滿足了飽暖的基礎生活，有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和文化底蘊，人民開始更加注重精神層次的追求。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宋朝的皇帝也多是熱愛藝術，

有較高的文化底蘊，藝術修養。宋徽宗設立文思院就是一個最直接的體現。馬未都《百家講壇》陶瓷收

藏中提到：“北宋官府手工業專業分工之細為前代所未有，朝廷少府監所轄有綾錦院、內染院、文繡院、

文思院，其中僅文思院即分有四十二種不同的作業班子，更細分 3000 多作坊門類。”官府作坊的工匠

皆來自民間，其分工之細也正反映了民間手工業的發達程度之高。宋代皇帝對於瓷器的審美情趣與唐朝

的張揚型華麗風明顯不同，宋朝審美屬於收斂型高貴清雅風格。因此在這個基礎之上，宋徽宗下令燒造：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做將來。”通過工匠的潛心實驗研製，最終產生了汝瓷。

2-2 工藝難度

汝瓷燒造工藝難度大，開創瓷器燒造的技術巔峰，汝瓷的燒製大致需要七十二道工序，這些工序保

證了汝瓷獨具的亮點，卻也正是汝瓷燒造的難點所在。其中關於燒造難度，又分為三個方面，一是釉料

配比難度大，二是數次燒造控溫難度大，三是支釘燒工藝難度大。

1. 呂成龍在《試論汝窯的幾個問題》中提到：“淡天青色介於藍、綠之間，綠色是一種充滿靜謐感

的溫和色彩，而藍色則是帶有神秘感的冷色，但天青色既有藍色之冷，又有綠色之暖，是一種冷

暖適中、優雅和諧的色調，這種色調體現了宋人所追求的色彩中的理想境界，迎合了當時統治者

的審美情趣。”但是純礦物釉製作時難度極大並受諸多條件限制，燒造成功率極低。李國霞《用

核技術研究古汝瓷的呈色和燒製工藝》中提到：“用中子活化分析方法檢測得汝瓷釉料中含有 30

種著色元素，鐵元素為主要著色元素。”在對配色原料進行分析時，研究人員從中發現了大量的

瑪瑙。南宋人周輝在《清波雜誌》中記載：“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撿退方許出

賣，近尤難德。” 由此可見汝瓷釉料的珍貴繁複，以及在南宋時期汝瓷就極為難得。汝瓷的釉

色與其他瓷器最大的區別除了顏色，在釉質上更是有所突破，不是傳統的透明質釉，而是追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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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玉質的乳濁感，古人崇倡玉文化，汝瓷釉質滋潤肥厚，呈現如玉的質感尤為難得，被世人成為：

“似玉，非玉，而勝玉。”

2. 汝瓷的燒造非一次而成，首先對胎胚進行燒製成“香灰色”後取出進行細緻打磨整理，再將釉料

塗在灰胎表面，然後入爐進行二次燒著色，甚至有些需要三次燒造而成。利用胎胚和釉面的膨脹

係數不同，釉面會產生獨有的細密裂紋，稱為“開片”。汝瓷燒造溫度需要高於 1250 攝氏度，

低於 1380 度，兩次燒造溫差更需要嚴格控制，甚至需要控制在五度以內。李國霞《用核技術研

究古汝瓷的呈色和燒製工藝》中提到：“即便是同一個配方，配比不同燒製出來的釉色也有差別，

同一種釉料，燒成條件不同而呈現的釉色也不同。”瓷器燒製中在窯內放置位置的不同，升溫降

溫速度的不同，都會產生釉色及釉質的變化，嚴格的控溫才可以產生美麗的天青色及玉質感釉面。

這在幾千年前的生產條件下，完全靠工人經驗來判別非常困難，因此窯工發明了火照及火照插餅

（圖 1）。汝瓷色彩清雅，並不加裝飾紋樣，獨特的開片紋理也成為了汝瓷獨有的藝術特徵，增添

了汝瓷的藝術魅力。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論》中記載：“汝窯器，出北地，宋時燒者淡青色，有

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脈滋媚，薄甚亦難得。由此可見汝瓷除了色彩的獨特，起開片的紋

理也深受人文學者喜愛，成就了汝瓷獨有的藝術魅力。我們在感嘆汝瓷燒造工藝難度之大的同時，

更為古代工匠們的智慧所折服。

3. 汝瓷屬於高溫瓷，只有到達固定的溫度才能讓釉料產生特定窯變，但是對於成品的形狀而言，燒

製溫度越高越容易變形，成品率越低。南宋葉宥在《坦齋筆衡》中記載：“本朝已定州白瓷器有

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其中證實汝瓷成為御

用瓷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其他瓷器有芒，文中的“芒”特指瓷器燒製時產生的澀口。因為早期

瓷器燒製為塗滿釉後入窯倒扣放置燒製，因此燒製之後會產生澀口，需要再輔以金屬鑲嵌，或是

直立放置燒製，會產生底部無釉又容易與地面黏連，不僅成品率低，且美觀度不足。汝瓷採取底

部支釘燒工藝（圖 2），雖然與傳統燒製方式相比增加了繁複的步驟，降低了生產效率，但使汝瓷

燒製後的外觀掛釉完整，品相更為精緻完美。自此瓷器燒製歷史第一次出現滿釉瓷，是一種燒製

技藝的偉大創新。

2-3 燒造年代

汝瓷體燒造年代短，宮內御用瓷存世數量少。陳萬里《汝窯的我見》中指出：“汝窯燒造宮廷用瓷

時間是北宋哲宗元祐年（公元 1086 年）至徽宗崇寧五年（公元 1106 年）的 20 年間。”李輝柄《宋代

官窯瓷器》中指出：“汝官窯的燒瓷歷史大約始於政和元年至北宋滅亡（宣和六年即 1125 年）期間僅有

14 年的歷史。”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遷，由於長期的戰火紛擾汝窯被毀，汝窯是官窯御用瓷，對

於技術的保密，人員的管控非常嚴格，社會動蕩導致人員流散技藝失傳。雖然元、明、清歷代仍有人嘗

試復燒，限於種種原因均未成功。原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長馮先銘《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一直調查》

中說：“汝窯釉色最難仿，比定、鈞、耀等窯難度大的多，不易仿製，因此傳世製品根本無亂真之作。”

至今全球傳世汝瓷僅存 67 件半。清宮《造辦處活計清檔》在 1729 年記載宮內僅存 31 件汝瓷。收藏界

亦有：“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窯一件”的說法。由此可見汝瓷的稀有價值。

2-4 審美價值

汝瓷文化內涵豐富，審美藝術價值高。由於汝瓷的燒造，不僅技藝精良，首創滿釉燒，研製出難得

的天青色，並且引領了高貴清雅、樸素含蓄的審美情趣。受到歷朝歷代文人雅士的推崇。宋朝是一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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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時代，在文化藝術方面百花齊放。宋朝是文治社會，文人的審美同傳統美學

大多追求清雅平淡的美。東漢著名學者荀爽曾經說過“飾極反素”即絢爛歸於樸素的意境美，是我國重

要的傳統美學思想。且宋徽宗十分崇奉道教，自詡為“道君皇帝”。道學以靜為依歸，崇尚自然、含蓄。

而汝瓷天青色的清逸、典雅更符合這種審美情趣，體現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這些都為汝瓷的產生打

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故宮博物館現存汝窯紙槌瓶，底部有乾隆刻：“定州白堊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

青，口慾其堅銅以鎖，底完而舊鐵餘釘。”乾隆對一個破舊的汝瓷瓶仍珍愛備至，命人修補，乾隆對汝

瓷的珍視由此可見一斑。明代王世懋《二委酉譚》中記載：“宋時瓷器以汝州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窯次

之。”可見歷代文人對汝瓷的高度認可。北宋汝窯天青釉洗（圖 3），徑寬 13.5 公分，2017 年 10 月 3
日在香港蘇富比拍賣，以 2.94 億港幣成交，創中國瓷器拍賣紀錄。足可見汝瓷的藝術價值收藏價值之高。 

圖 1.汝瓷博物館實地拍攝宋代火照     圖 2.汝瓷博物館實地拍攝宋代支釘    圖 3.北宋汝窯天青釉洗 

2-5 創新發展

汝瓷工藝難度大導致售價偏高，汝瓷藝術價值高導致創新的制約條件多，汝瓷燒造年代短稀有，導

致現代汝瓷仿古產品多，造型雷同。如何進行與時俱進的發展，也可以參考其他瓷器的創新歷程。范小

艦《現代陶瓷綜合裝飾藝術對唐代長沙窯瓷器裝飾的創新實踐》中指出：“綜合裝飾最主要的構成要素

有造型、色彩、紋飾、材質和技法，共同賦予了陶瓷綜合裝飾藝術的源泉和生命力。”“現代陶瓷綜合

裝飾藝術的形成和發展，一方面要立足中國傳統裝飾藝術的成就，另一方面要善於融匯吸收外來文化中

的有益營養，發展自身的現代陶瓷裝飾。”徐成《乾唐軒集粹古典的時尚陶藝》中指出：“乾唐軒以漢

唐藝術為題材，將現代設計理念和傳統陶藝融會貫通，將藝術美學集粹于大眾實用品之中。”馬睿平Ο《陶

瓷品再創作》中指出：“將二手陶瓷品破片、破損物，與其他舊物、廢棄物為材料、元素進行複合媒材

的結合，創造出新面貌、新造形和新功能，亦能彰顯讓原本看似無用之物轉化、加值，突破原本僅以破

損陶瓷為主的視覺美感。”王真潔《天青汝瓷重現神采》中指出 ：“在器型上做出更多創新努力，使汝

瓷不僅僅是收藏和觀賞器物，也能真正滿足人們的日常所需。眾多文獻資料均表明，保留部分傳統文化

元素，吸收新的文化和技術都是創新發展中至關重要的部分。

三、研究方法

通過文獻探討部分的分析，針對汝瓷設置了前期問卷調查部分，通過問卷收集整理了一些關於汝瓷

發展中的問題。帶著問題，我深入汝瓷出產地進行實地探訪。針對產業現狀、政府規劃、品牌策略、以

及發展創新等幾個方面對汝瓷工藝大師、汝州政府汝瓷管理負責人、陶瓷學院院長、進行了有代表性的

深度訪談，以及購買者和普通民眾分別做了隨機訪談。之所以選擇不同背景的人進行訪談，一方面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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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專業人員的領域更深入的了解汝瓷現況、另一方面希望更全面的多角度了解汝瓷的發展狀況。希

望從不同行業背景人員的訪談中找到談論的共同點，不同背景人員對同一個問題的描述更有助於客觀全

面的分析問題。由於前測問卷表明多數年輕人對於汝瓷毫無了解，因此深度訪談中大部分以中青年居多。

實際訪談中受訪者中包含 17 歲以下少年以及 75 歲以上老年人，但因訪談結果對訪談問題沒有實質性回

答，因此訪談數據將不紀錄在結果分析內，導致有效可分析數據年齡層較為單一。年齡層整體為中年偏

老年，也正反映出汝瓷在宣傳與傳承方面的缺失，與前期調查問卷的結果顯示一致。與時俱進的發展讓

年輕人也能欣賞傳統藝術的美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3-1 訪談對象編碼 

A 汝瓷工藝大師 

B 政府汝瓷相關管理人員 

C 陶瓷學院院長 

D 購買者 

E 普通民眾 

3-2 訪談對象描述 

A1、楊雲超，現任河南省經濟戰略學會汝窯文化研究會會長，河南省汝州市陶瓷協會秘書長，獲《河

南省陶瓷藝術大師》榮譽稱號，河南省汝州市宣和坊汝瓷廠廠長，從業 38 年。 

B1、趙俊璞，汝瓷小鎮產業園區副主任，河南陶瓷設計藝術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工藝美術協會中

國青年人才專委會副主委，中國古陶瓷專委會副秘書長，景德和器青白瓷研究室藝術總監。 

C1、梅國建，平頂山陶瓷學院院長，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中國陶瓷大師聯盟執行副主席，唐代

魯山花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上海東窯浦東陶瓷創始人，中國鈞瓷文化藝術研究會理事。 

D1、女士，五十五歲，有多年汝瓷購買經歷。 

D2、女士，六十歲，有多年汝瓷購買經驗。 

D3、先生，三十一歲，偶爾購買過汝瓷。 

D4、先生，四十二歲，偶爾購買過汝瓷。 

E1、先生，三十五歲，未購買過任何瓷器。 

E2、先生，二十三歲，未購買過汝瓷，購買過景德鎮瓷器。 

E3、女士，三十歲，未購買過任何瓷器。 

E4、女士，三十六歲，未購買過汝瓷，購買過不知名瓷器。 

3-3 訪談問題大綱 

（開放式訪談，問題根據現場實際狀況進行微調整） 

1.工匠大師 

• 汝瓷與其他瓷器區別點是什麼？（蟹爪紋、魚鱗開片、支釘燒、素器等） 

• 當代工藝和宋朝的工藝存在哪些區別？ 

• 製作方面存在哪些限制因素？（原材料、窯洞、溫度、時間、技術等） 

• 與其他材質結合的可能性？（染料、木、金屬、皮、玻璃等） 

• 如何進行造型，可否使用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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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的好壞判定標準？（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 

• 如何進行創新研發？ 

2.瓷器售賣商 

• 目前市場購買群體有什麼特性？（年齡層、工作類型、居住地等） 

• 什麼產品銷量最好，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 社會文化、經濟背景不同時期對銷售的影響？（銷量、造型、購買群等） 

• 汝瓷的市場定位是什麼？ 

• 如何進行品牌保護？ 

• 銷售模式是什麼？ 

• 今後發展的規劃是什麼？ 

3.政府部門汝瓷相關負責人 

• 汝瓷的歷史價值？ 

• 汝瓷的當代現狀？ 

• 有何相關的發展扶持？ 

4.購買汝瓷的顧客 

• 對於汝瓷的認識程度？ 

• 購買瓷器最在意哪幾點？（造型、名氣、價格、新意、文化內涵等） 

• 對汝瓷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什麼需求？ 

5.未購買過汝瓷的民眾 

• 對於汝瓷的認識程度？ 

• 購買過其他瓷器麼，為什麼賣／不買？ 

• 對汝瓷未來的發展方向有什麼需求？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前期深度訪談，將十二位受訪者訪談逐字稿進行整理分析，訪談中談及較多的面向以及有關於

汝瓷發展相關的問題做了分類標註，整理圖表如下（表 1-表 5）。並針對產業現狀、政府規劃、品牌策略、

以及發展創新幾個方面做了重點歸納與分析討論，探尋汝瓷現階段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明確汝瓷創新發

展中應給予保留的特色，確定創新發展的可行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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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關於汝瓷歷史價值的描述 

表 2.關於關於產業現狀方面的描述 

表 3.關於汝瓷特點方面的描述 

表 4. 關於汝瓷市場需求方面的描述 

表 5. 關於汝瓷創新發展方面的描述 

受訪者 描述內容 

A1 你只要生產出來符合現代人審美的陶瓷，那就是好陶瓷。 
A1 現在的創新要麼型上逕行創新，要麼材質逕行創新，型上的創新最適合。 
B1 現在有創作園區，不斷吸引人才與創客來汝州創業，把新的理念新的技術帶入汝瓷傳統

受訪者 描述內容 

A1 現在工藝上精細程度各廠家水平不太相同。 
A1 我們是可以達到宋代的水平，甚至超過宋代的。 
A1 我們現在的銷售人群，主要是單位，大型公司。 
A1 汝州整個都沒有銷售團隊，哪個廠也沒有專業的銷售人員。 

B1 
一個是軟件打造上舉辦活動，一個是硬件建立汝瓷小鎮，把原來分散在市里各個地方
生產力很弱的企業提供一個配套設施齊全的更好的發展環境。 

B1 汝窯在目前現有工藝下比較難燒成，水平達不到景德鎮、德化，工業基礎不一樣。 
C1 現在的陶瓷工藝一般廠家也在創新，但是文化內涵的限制創造能力也很有限。 
D1 現在沒有太多的創新，生活中的應用方面比較缺乏。 

受訪者 描述內容 

A1 五大名窯之一，別的窯口是無法替代的，它有它獨特的美。 
B1 汝瓷為五大名窯之首。唯一一個被官方認可，向皇帝進貢的瓷器 
B1 在中國所有的陶瓷歷史上汝瓷是屬第一 
C1 一些非常優秀的東西還是長盛不衰。像唐代、宋代的一些優秀造型，至今非常受歡迎 
D1 汝瓷是中國傳統藝術，有悠久的歷史 

受訪者 描述內容 

A1 汝窯基本就是靠釉色，不需要重大的裝飾，汝窯的造型就是以簡單大方為主。 
B1 一是本身的藝術特徵，二是稀有，燒造時間太短。三是皇帝親自要求燒製。 
B1 一選材，二支釘工藝，三燒成氛圍。 
C1 汝瓷最突出的工藝特點主要就是薄，在青瓷內算是非常罕見的。 

C1 還有微型支釘工藝，保證了釉料的完美，也減少底部溫差導致的色差。 

C1 就是天青釉。 

D2 主要就是色澤清雅，其他的瓷器與它區別很大。 
D3 汝瓷具有特色開片。 
E1 汝瓷是中國比較有名的一種瓷器，顏色單一素雅，好像是天青色。 
E3 了解很少，只知道是汝洲產的瓷器，青綠色，有開片紋路。 

受訪者 描述內容 

A1 定位是中高端而不是偏高端， 
A1 之後想往日用瓷上發展，藝術品的日用化。 
A1 我們需要的是中檔群體，需要你們這樣的年輕人也能欣賞汝窯的美。 

C1 
汝瓷以實用性為主，像筆洗、文具、不止是藝術品，從造型藝術上，除了展示，以實用
為主。 

D1 我比較喜歡擺件類，比較漂亮的瓶類、茶具類都很喜歡。 
D2 比較具有現代氣息，反應現代生活的更好。擺設觀賞類我更有購買慾望。 
D3 茶具類，有實用性的產品。小件，把玩類比較喜歡。 

E2 
作為文化產業發展代表地區形象或者國家形象也很重要，但是作為民眾購買的時候只會
注重造型吧。有一些特別精美的感覺也不適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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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中來。 

C1 汝瓷的創意設計方面現在還有差距，適合現代人審美的格外少。 
C1 現在人們喜歡視覺衝擊效果強烈的，造型比較美的。 
D1 我比較喜歡擺件類，比較漂亮的瓶類、茶具類都很喜歡。 
D2 比較具有現代氣息，反應現代生活的更好。擺設觀賞類我更有購買慾望。 
D3 茶具類，有實用性的產品。小件，把玩類比較喜歡。 
E3 我比較喜歡造型奇特一些，符合現在年輕人審美的東西。 
E4 外型特別，工藝精良。 

4-1 產業現狀 

汝窯的近代發展主要是在 1953 年後，由周恩來總理批示：“發掘祖國文化遺產，恢復汝瓷生產”。

2004 年汝瓷原產地產品保護申報成功，標誌著汝瓷進入現代化產業發展階段。2015 年汝州市政府規劃

建設汝州汝瓷電子商務產業園,2016 年汝州市政府啟動了“汝瓷小鎮”建設計畫。近年來汝州市政府將

汝瓷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心培養規劃，將城市定位為“汝瓷藝都”。現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

人 3 名，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5 名。並通過陶瓷協會下屬會員單位 200 多家，相關從業人員六千

餘人，年產值達三億左右。受經濟形勢的影響與國家政策的扶持，汝瓷產業的市場逐漸回暖，但就 2016
年而言，汝州市生產總值 397 億人民幣，汝瓷僅佔 0.75%，汝瓷作為汝州重點發展的文化項目，目前依

然有廣闊的空間亟待發展。 

4-2 政府規劃 

1．組織活動 

汝州政府對汝瓷產業進行大力扶持，每年舉辦汝瓷文化節，汝瓷文化創新大賽。組織汝瓷企業去景德

鎮、宜興交流學習。參加中方企業展覽，不斷把新的技術與理念引進來，把汝瓷更好的推廣出去。 

2．整合資源 

建立汝瓷小鎮，把原來分散在各個地方的生產力較弱的企業集中，提供一個配套設施更為齊全的良好

發展環境。充分利用自身優點，提升產值，保護非遺文化。據介紹，中國汝瓷小鎮項目依託嚴和店汝

窯遺址和蟒川河宋代窯址群的歷史積澱，利用兩岸優美自然風光，總投入 30 億積極打造具有汝州地

域特色和承載歷史文化傳承的藝術小鎮（圖 4-圖 5），汝瓷小鎮的設立對汝瓷產業未來的發展有著巨

大的推動。 

3．培育人員 

拉人才與技術，重點培養從業人員，設立創作園區，不斷吸引人才與創客來汝州創業，把新的理念

與技術帶入汝瓷傳統藝術中來。自己創辦企業有政策扶持，與企業合作，政府提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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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汝瓷小鎮鳥瞰效果圖     圖 5.汝瓷小鎮建設中實地拍攝 

4-3 品牌策略

從八十年代確定了汝瓷恢復的標準配方，基礎的技術問題已經解決，只是各廠家的工藝精細程度不

大相同，規劃是將藝術品日用化，發展汝瓷日用瓷，市場定位中高端。汝瓷的品牌規劃大致分為兩個類

別，一方面是藝術瓷，靠大師引領，大師個人製作的一些高檔工藝品、藝術品、收藏品，靠大師加值品

牌。另一方面則是日用瓷，批量化生產茶具、餐具等，依靠量產，推廣品牌。現在汝州的廠家均沒有專

業的銷售人員，現在的購買群體一類是特別喜愛汝瓷，主動購買收藏的。另一類目前主要的還是依靠大

型公司訂購。廠家想要改變現在的市場群體，想要打響品牌，甚至在國際上打出品牌，需要資本積累，

依靠中檔可大量生產的產品，擴大產量、規模化生產，降低成本與售價，提高市場佔有率。不盡依靠收

藏家之類的個別群體，而是希望推廣中檔群體，讓更多的年輕人也能欣賞汝窯的美。企業品牌意識的樹

立，以及發展規劃逐步清晰，產業園區努力提高產值，對地方稅收以及汝瓷產業都有著重要意義。

4-4 創新發展

中國陶瓷藝術大師寧鋼(2017)在《“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陶瓷藝術》中指出：“目前國產瓷器

的現狀，品牌創新與發展是當下的主要目標。”一個瓷都的發展應該是包羅萬象，因為每一個技術的革

新都是一次生產力的飛躍。汝瓷目前市場產品相似度高（圖 6-圖 7），缺乏現代感缺乏科技含量，將新的

技術理念帶入傳統藝術中來，使用幾何的概念將二維形狀和三維造型相互關聯，例如聖索非亞大教堂就

是經過精確數據計算建造而成（圖 8）。在器型上做出更多創新，使汝瓷不僅僅是收藏和觀賞器物，也能

真正滿足人們的日常所需。生產符合現代審美、符合時代需求的陶瓷是發展方向。

圖 6.汝瓷品牌《孟玉松》商品   圖 7.汝瓷品牌《宣和坊》商品    圖 8.聖索菲亞大教堂設計圖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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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建議 
5-1 結論 

當代汝瓷雖然在傳統技藝的恢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目前由於民營企業受制於資金、技術、

規模、文化底蘊等方面的條件制約，缺乏創新意識，以及產品科技含量較低等問題，導致市場銷售產品

千篇一律。缺乏相關文化內涵的普與推廣，也不利於產業的發展與繁榮。本文提出的方法是將科技和傳

統手工藝以新的形式進行整合，產生具有現代感，傳統工藝難以達到的變化。 

1.造型創新  

    從實地探訪以及訪談分析中可以看出，汝瓷產品一部分為經典的仿古造型，一部分為茶具類，一部

分為陳設品類。總體而言，風格相似，造型圓潤，缺乏現代感、缺乏科技含量。造型方面應當更有突破，

我們可以通過塊面感、線條感的體現以及生產更符合現代生活的器物，來創新區別於傳統造型。 

 2.技術創新 

    汝瓷製作方法大體可分為手工拉胚及模具製作，總體而言產業化程度較低，缺乏科技含量。為了產

生更有現代感、更有別於傳統造型的新穎產品，我們可以建立幾何參數，利用數據軟件構建複雜多樣的

模型，為汝瓷的造型生產帶來更多的突破和可能性。目前大部分的建築造型均使用軟件進行建模，建築

自身結構複雜並數據嚴謹，透過軟件可以在造型方面有更強大更智能的解決方案。參數係統中具有高複

雜性的人類不可預測的參數變化，產品設計也可以利用參數化建模的這一特性，產生出更具特色、更新

穎的造型產品，數據軟件的應用為傳統設計提供新的靈感和方法。 

3.色彩創新 

    通過訪談與調查，對於汝瓷的改色創新，絕大部分人是並不認同的，汝瓷的釉色是其一大特色與賣

點。但是汝瓷大致可分為天青、月白、豆綠三種釉色是被認可的，試想在後續的研究中，將三種顏色集

於一身，或是雙色產生層次，加入漸變色效果，或是拼花色效果，可能都會在不改變汝瓷自身特色的情

況下又產生新的視覺效果，為產品創新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5-2 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有針對性的深度訪談，但總體訪談人數較少，受訪者年齡層較為不均，總體數據上存在侷

限。本研究進行到創新分析的部分，未完成最終產品的開發及製做，後續希望有機會進行產品建模以及

實際的燒造，從產品開發過程中尋找問題，進行更好的創新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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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酥伴手禮包裝對消費者認知價值的影響  

楊昕茹*+   柯志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研究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 yangxinru0412@foxmail.com

摘   要  

東方人非常注重感情的維繫，會選擇一些伴手禮送給他人，禮物雖然輕，但是送的是情誼。進入現

代社會，伴手禮已經不只是感情的維繫，還有著商業行銷的作用，為人們提供了現成的選擇。一些具有

地方特色的產品，也成了伴手禮的代名詞。在臺灣有許多伴手禮的選擇，如鳳梨酥、牛軋糖和高粱酒等。

為了帶動特色產品與地方消費，伴手禮是最好的選擇，但是伴手禮屬性不一樣，消費者的需求和決策也

不一樣。消費者和伴手禮直接溝通的第一橋樑是產品包裝設計，本研究探討餽贈他人伴手禮時的心態和

消費者為何選擇此產品，以架構一套伴手禮包裝設計原則，透過理論和實務的驗證，提高消費者對於伴

手禮包裝視覺的認知度，從而創作出更好的伴手禮包裝設計，有助於提高企業的品牌形象。 

關鍵詞：包裝設計、伴手禮包裝、認知價值 

一、前言  

當今社會科學技術高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不斷地提高，也更加注重精神層面的感受。現代
的包裝，已經不僅僅是保護商品和承載商品的容器，還要做到美化商品、建立品牌的形象和產品行銷。
產品的包裝是產品的載體，可以給人們帶來直接的視覺衝擊。一個產品是否能取得消費者的信任和立足
市場，與產品的包裝有著緊密的關係。每個季節新商品的上市，除了產品本身的品質以外，產品的包裝
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企業需要透過產品包裝，明確產品的定位、行銷策略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因素；而
消費者能注意到的，就是產品的包裝。 

近年來，各個地方的文化都茁壯成長，也更注重文化的宣揚，對地方文化進行再包裝。除了帶動地
方旅遊事業的發展，伴手禮也受到重視。《臺灣語典》曾記載，「伴手贄曰伴手。俗赴親友之家，每帶
餅餌為相見之禮。而臺北曰手訊；謂手之以相問訊也」（連橫，1933／1987，頁 48）。這裡「贄」就是
禮物的意思，在臺灣，會稱為「丹祿」，其實就是臺語中伴手禮的意思。據傳說，是因為早期一些生活
苦難的人們，每逢過節會給親友送伴手禮，並不是隨便買的，而是全家省吃儉用下來的，就像煉丹一樣
的辛苦，從而表達自己濃濃的心意（李淑惠，2010）。 

現在伴手禮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不斷推出新的產品，可謂是百花齊放，來刺激消費者日益
增長的購買慾。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企業已經不止於產品和銷售數字的競爭，還要注重如何提高品牌
知名度和加大行銷。商品的屬性有產品包裝、價格、功能和品牌等，都會影響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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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手禮直接溝通的第一橋樑是產品包裝設計，但是當消費者進入每個商場的時候，陳列架上擺滿不同種
類、不同品牌的伴手禮，消費者該如何採購？影響消費者購買伴手禮的因素有哪些，仍然並不清楚；影
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特性，肯定不僅是伴手禮的價格還有個人喜好和經驗等，為了真正了解影響消費者
購買的原因，故以伴手禮作為探討對象，進行深入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了解目前市場上鳳梨酥伴手禮包裝的視覺設計現況。

2. 藉由心理認知觀點，探討不同的消費者對鳳梨酥伴手禮的包裝評價。

3. 探討不同消費者對於鳳梨酥伴手禮包裝的認知差異。

二、文獻探討  

2-1 包裝設計

在產品的銷售過程中，包裝扮演著「無聲的銷售員」角色，是達到自我銷售，不可或缺的行銷工具。
包裝設計則是透過視覺表現的方式，來傳達商品與眾不同之處，用以增強特定的消費族群，產生預期選
購行為(Klimchuk & Krasovec, 2006／楊欣怡譯，2011)。根據中國國家標準 CNS Z5053 對包裝所下的定義
為：物品在運送、倉儲、交易及使用時，為保持其價值與原狀，以適當之材料與容器等，所作之技術及
其實施之狀態謂之（經濟部中央標準局，1973）。包裝也可以說是由供應者將產品帶給顧客或消費者，
並保持其完好狀態的工具。鄧成連（1987）認為，為了將商品由供應商送到消費者手中，產品運輸途中
必須保持新鮮度與完整度，因此必須進行包裝的設計，並尋找適合產品的材料、容器或器具等一切相關
的研發工作。 

為了使消費融入「科學技術」與「藝術思想」相關的企業行為，生產與消費之間不可缺少的媒介就
是包裝，不僅能保護產品本身的完整度，運輸流通上也更加便利。產品與包裝之間存在著不可切分的關
係，為了使產品達到「貨暢其流」的目的，都必須經過包裝這道重要的手續。包裝在生產端與消費者之
間，扮演連結的角色，具有保護運送的功能。因此，任何未經過包裝的產品，對於銷售助益不大（朱陳
春田，1996）。 

2-2 伴手禮

中華文化注重禮儀，從商朝的祭祀禮儀一直到春秋時期，倫理道德一直存在人們的生活中。所以禮
源於情，存在人們的相處當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會通過禮數表達，相互培養感情，增進彼此之間的
關係。華人在人情間的互動，常以餽贈之禮來增進情感（潘江東，2009），選購地方特色產品，是最常
見的方式。有些紀念品、伴手禮，也許只是很粗俗的東西，可是它就是代表著那個特定的場域。這些有
著濃厚文化意象的伴手禮，對旅行者而言，是一種在地的回憶、旅行的紀念（曾婉琳，2010）。伴手是
伴人送手禮之意，深蘊豐鬱風土與溫潤人情，人們購買作為饋贈親友、或旅遊回憶的紀念品，是具體反
應社會經濟發展與衡量人情厚薄標準（卓克華，2010）。 

伴手禮是某地特殊環境下生產的原料，透過當地人的技術手藝特殊作法，構出當地風味，呈現地方
獨特性的產品，對於文化和地理意義有重要的影響。要成為當地的伴手禮代表，必須與地方特色緊密相
連，並反應出地理空間的特殊性，才能產生情趣與地方感（賴宏榮，2009）。吳宗瓊與劉瓊如（2008）
指出，消費者對伴手禮商品特性的偏好有以下兩類：(1)「收集當地特色紀念品」，遊客偏愛方便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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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設計；(2)「收集一般紀念品型」，遊客重視商品的設計感、方便清理的功能。劉巧雯（2010）指出，
價格實用性、美學與設計包裝展示、新穎的創思、地域性、獨特性，都是遊客購買伴手禮的考量因素。
而賴宏榮（2008）研究歸納出最高的伴手禮商品特性，分別為產品實用性、產品包裝設計性、產品攜帶
方便性這三種。 

時至今日，伴手禮產業已被賦予行銷意涵，伴手禮不再只是著重於聯繫情感的隨手小禮物，也成為
行銷各地名品及特產的專有名詞，提供多樣性的選擇。鄧景衡（2002）認為，影響伴手禮的因素，包括
宅配服務、速度、產品美感或口感、產品健康、養生、產品或原料品質、產品或原料品質、商傢俱有歷
史性、商傢俱有歷史性等。現今伴手禮在各地政府積極推廣及商業的行銷手法下，富有地方特色。楊詠
傑（2009）提出伴手禮最吸引人的是「經濟便利」，其次為「在地特色」。伴手禮不完全等同於一般商
品，其為代表某地區的產物特色，包含種類繁多，如產品的品種、性質、風味特色及技藝的表現特色等，
而且經過長久的歷史傳承和發展，有時還會成為該地區自然或人文環境象徵性產品。因此，伴手禮包裝
之所以不同於一般消費性商品，就在於其不但揉合文化傳承、突顯鄉土特色，更樹立了地方形象、及振
興地方產業（黃雅卿、姚村雄，2000）。 

2-3 消費者認知價值

消費者的認知，所產生的主觀價值，稱之為「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在消費市場上，消費
者之所以能夠精確地估算商品的價格，或表現出正負且程度不一的反應，完全取決於產品本身，而讓消
費者感受到的需求程度與價值，即是產品的價值，決定於消費者的認知行為（楊祖賜，2006）。經由設
計師將非語言性的表現轉換成產品的造形，功能的表現轉換成結構與操作介面，這些表現在消費者心理
建立起某種程度的評價，因而形成對產品的認知價值。而所謂「高級品」或「廉價品」的印象，便是產
品的表現（performance），給予人們價值感的高低程度（梁瓊如，1992）。 

Zeithaml (1988)認為，認知價值應包含「付出」及「獲得」兩方面。「付出」包括金錢成本（價格）
與非金錢成本（時間、精力）；「獲得」則包括產品的內在屬性（intrinsic attributes）、外在屬性（extrinsic 

attributes）、認知品質（perceived quality）及相關高層次的抽象構面（high level abstractions）。Veryzer (1995)

認為消費者購買產品的經驗中，產品的設計與美感，是決定消費者偏好和選擇的重要因素，更是公司進
行產品差異化，以在市場上得到競爭優勢的方法。然而產品設計的美學考量相當複雜，而美感也時常具
有物體知覺、認可、解釋、了解與使用的重要角色，所以產品的美感深深地影響消費者的行為。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臺灣鳳梨酥伴手禮為基礎，從消費者角度，了解伴手禮的產品包裝大小、功能及外觀，對
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消費者在購買伴手禮時，會受到產品自身和外包裝的影響，購買種類也會有些
不一樣，例如宗教信仰、種族、伴手禮展示獨特性、美學等特性。伴手禮的購買也會受到性別、年齡、
婚姻、教育程度、職業等一系列影響。所以本研究認為不同特性消費者，會影響伴手禮的購買和選擇偏
好。 

由於食品類伴手禮種較多，測試樣本收集來源與市場佔有率較高的品牌，以現在市場上販售和廣受
好評的鳳梨酥包裝，作為主要考量，從網路和實地拍攝了 30 個樣本資料，從 01 到 30 進行編號歸檔，如
圖 1。本研究請四位具包裝設計四年以上經驗的設計師組成小組，根據樣本卡片，建立出本研究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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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針對每個群組進行篩選和整理，篩選出合適的樣本，研究者進行紀錄。由每位專家一次抽取合適的
樣本，每個樣本可以重複抽取至任何一個群組。接著再進行統計紀錄，將影響消費者購買的形態、圖像、
色彩、材質、結構五個群組逐步完成。由於四位專家都從事過關於平面及視覺方面的工作，經驗高於一
般不接觸此領域的人們，能夠較為快速的抓住樣本的屬性，所以對於樣本的篩選有可信度，可以作為此
次的研究參考。最後篩選出四個樣本，作為問卷調查之用，如表 1。 

圖 1. 初步篩選的 30 個鳳梨酥包裝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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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代表性樣本  

受測樣本 A 受測樣本 B 受測樣本 C 受測樣本 D 

 
  

 

原樣本編號 08 原樣本編號 27 原樣本編號 30 原樣本編號 12 

本研究以李克特七等尺度量表來衡量，答案從「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分為七個等級，問
卷內容主要分三個部分： 

1. 第一部分為消費者人口統計變數。 

2. 第二部分調查消費者對各種伴手禮包裝類型的反應。 

3. 第三部分調查消費者購買伴手禮時的認知價值。 

本研究共發出 295份，填答者皆是有購買伴手禮的消費者。主要的對象是大臺北地區和大陸地區的
20歲到 55歲的青壯年，男女不限。 

 

四、研究成果  

4-1 伴手禮包裝樣本分析 

本研究將鳳梨酥伴手禮包裝設計整理出形態、圖像、色彩、材質、結構五項，並進行了初步的整理
和歸納，分析結果如下。 

1. 形態：在整理的樣本中，以單層結構的長方形為主，在 30件樣本裡有 80%，外包裝大多以長方
形的盒子為主。 

2. 圖像：樣本中以插畫方式呈現的最多，占 43.3%，大多以植物、花為主。攝影和寫實各占 20%，
大多是強調自然和當地的氣息，並表達產品的新鮮。最少的則是幾何圖形，占 3.3%。 

3. 色彩；現在市場上的鳳梨酥伴手禮，以黃色為代表，作為主要呈現的色彩，占 60%；大部分的色
彩以暖色系為主，突出鳳梨酥產品的鮮美；也有少量的冷色系。 

4. 材質：樣本中採用材料大多以紙盒為主，厚度不一，少數是塑膠袋裝。 

5. 結構：現在市面上的食品類伴手禮，在結構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有著各式各樣的打開方式，可以
增加打開伴手禮的趣味性。 

經由調查得知，現在市面上鳳梨酥伴手禮包裝設計，大部分的形態以長方形為主；圖像以插畫為主，
表現內容大多以植物為主，描繪了清新自然的氣息；色彩使用大多以黃色為主，表達著與鳳梨息息相關
的感覺；材質多採用紙盒材料。從現況可以了解到，鳳梨酥伴手禮包裝設計趨向精緻有趣。 

4-2 伴手禮包裝設計訪談 

此階段透過深度訪談，將觀察到的現象運用內容分析做歸納和分析，以了解人們在購買伴手禮時，
包裝設計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和感受，本次深度訪談共計五位受訪者。 

269



1. 常要送禮給客戶和朋友的人：了解他們為客戶和朋友挑選滿意食品類伴手禮的經驗。

2. 購買自己食用：對於購買伴手禮過程中自身的經驗。

3. 伴手禮企業：產品的包裝設計是否傳達正確的訊息給消費者。

本階段以半結構式訪談收集資料，使用質化訪談的內容分析法，得到了伴手禮包裝對消費者影響的
程度，如表 2。 

表 2. 伴手禮包裝對消費者影響的排序  

組別  受訪者編號  食品類伴手禮包裝對消費者影響的排序  
送禮的人 S01 色彩＞材質＞形態＞結構 

S02 圖像＞色彩＞材質＞形態，文字不影響 
自己食用 Z01 圖像＞色彩＞材質＞結構＞文字 

Z02 圖像＞形態＞色彩＞結構＞文字＞材質 
伴手禮的企業 Q01 結構＞視覺的呈現效果 

消費者在購買食品類伴手禮時的考量因素，由本次訪談得知，所有組別的受訪者在購買伴手禮的時
候，都會考量包裝、價格、口味，沒有因為男女的性別而有太大的差異。受訪者都喜歡傳統式的伴手禮，
但是送禮的人會更注重品牌的知名度，包裝設計成為他們購買的影響因素之一。自己食用的人更加重視
口味和價格，對於包裝沒有像送禮的人那麼的強烈。 

4-3 問卷分析

回收 295份有效問卷；其中，男性填答者 148份，女性填答者 147份。本研究食品類伴手禮包裝回
收問卷，以男性稍多，共計 148 人（50.17%），而女性為 147位（49.83%）。年齡集中在 26-30歲之間，
共計 23.05%，以年輕的族群為主。在回收的問卷中，大學生占 41.46%，其次是專科生，占 18.18%，。
填答者在每月收入方面，以 10,001元～30,000元和 50,001元～70,000元者居多，分別是 107位（36.27%）
與 94 位（31.86%）。填答者的婚姻狀態大多都是屬於已婚，為 223 位（75.59%），男女已婚比率相差
很小。填答者無設計背景的為 194位（65.76%），有設計背景的為 101位（34.24%）。 

在購買伴手禮用途上，送禮為 153 人，年齡在 26-30 歲，主要以中青年人主。根據回收的問卷統計
結果，如表 3，可以得知不同性別在選擇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用途的結果。在使用時機上以嘴饞為主，男
女填答者差別不大，男性為 65位（43.92%），女性為 74位（50.00%），如表 4。表 5 在購買食品類伴
手禮的次數上，填答者以偶爾看到就買為主，人數為 154位（52.20%），女性填答者是主要購買力，人
數約為 82位（55.78%）。表 6 在購買伴手禮的使用用途上，大部分人是臨時起意為 157位（53.22%），
事前會決定好是 138位（46.78%），男女的比例差不多，但可以看出男性購買時候會比較隨意，女性則
是做好準備再進行購買。 

表 3. 不同性別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的用途  

性別  自用  送禮  自己的子女用  小計  
男 59（39.86%） 75（50.68%） 14（9.46%） 148 
女 56（38.10%） 78（53.06%） 13（8.84%） 147 
合計 115（38.98%） 153（51.87%） 27（9.15%） 295 

表 4. 不同性別在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的使用時機  

性別  充飢  嘴饞  下午茶  小計  
男 36（24.32%） 65（43.92%） 47（31.76%） 148 
女 16（10.88%） 74（50.34%） 57（38.78%） 147 
合計 52（17.62%） 139（47.12%） 104（35.26%）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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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性別在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的次數  

性別  很少購買  偶然看到就買  經常看到就買  經常刻意購買  小計  
男 49（33.10%） 72（48.65%） 17（11.49%） 10（6.76%） 148 
女 33（22.45%） 82（55.78%） 30（20.41%） 2（1.36%） 147 
合計 82（27.80%） 154（52.20%） 47（15.93%） 12（4.07%） 295 

表 6. 不同性別在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的用途  

性別  事前會決定好  臨時起意  小計  
男 62（41.89%） 86（58.11%） 148 
女 76（51.70%） 71（48.30%） 147 
合計 138（46.78%） 157（53.22%） 295 

4-4 鳳梨酥伴手禮樣本體驗的差異 

本階段針對填答者個人基本資料中的個別項目，分析在鳳梨酥伴手禮樣本體驗上，是否存在差異性。
以性別實施獨立樣本 T檢定，從表 7 可以得知，男女在樣本一的檢定中沒有顯著差異。 

表 7. 性別在樣本一的檢定  

題目  F檢定  顯著性  T 值  
商品外包裝形狀是具有設計感的 2.167 0.142 0.077 
商品外包裝的色彩運用很好 0.000 0.993 -1.362 
商品外包裝的圖案設計是吸引人的 0.004 0.950 0.021 
商品材料看起來是有質感的 0.688 0.408 -0.598 
商品尺寸大小是方便攜帶的 0.005 0.941 -1.000 
商品容量大小是符合我的需求的 0.508 0.477 -1.032 
註：*表 P<0.05 具顯著差異 

表 8. 性別在樣本二的檢定  

題目  F檢定  顯著性  T 值  
商品外包裝形狀是具有設計感的 2.804 0.095* -1.730 
商品外包裝的色彩運用很好 0.688 0.407 -1.133 
商品外包裝的圖案設計是吸引人的 4.585 0.033* -1.063 
商品材料看起來是有質感的 3.008 0.084 -2.205 
商品尺寸大小是方便攜帶的 1.722 0.190 -0.003 
商品容量大小是符合我的需求的 0.275 0.600 -1.062 
註：*表 P<0.05 具顯著差異 

表 9. 性別在樣本三的檢定  

題目  F檢定  顯著性  T 值  
商品外包裝形狀是具有設計感的 1.367 0.243 -0.498 
商品外包裝的色彩運用很好 0.000 0.998 0.139 
商品外包裝的圖案設計是吸引人的 0.075 0.754 0.177 
商品材料看起來是有質感的 0.752 0.387 -1.105 
商品尺寸大小是方便攜帶的 3.849 0.051 -0.509 
商品容量大小是符合我的需求的 0.869 0.352 -0.350 
註：*表 P<0.05 具顯著差異 

表 10. 性別在樣本四的檢定  

題目  F檢定  顯著性  T 值  
商品外包裝形狀是具有設計感的 1.028 0.311 -2.040 
商品外包裝的色彩運用很好 0.610 0.998 0.139 
商品外包裝的圖案設計是吸引人的 1.524 0.218 -1.678 
商品材料看起來是有質感的 0.924 0.337 -1.430 
商品尺寸大小是方便攜帶的 0.130 0.719 -0.187 
商品容量大小是符合我的需求的 0.223 0.637 -0.340 
註：*表 P<0.05 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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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8 可以得知男女在樣本二的檢定中有顯著差異，表示性別在形狀是否具有設計感，具有差異性；
和在包裝的圖案是否吸引人上，男女具有一定的顯著差異。其他項目上，在樣本二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性。
從表 9、表 10 可以得知，男女在樣本三、樣本四的檢定中沒有顯著差異。 

4-5 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的認知

針對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則實施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就不同消費者對每個
認知的反應傾向，是否在感受中有差異，並且說明結果。 

從表 11 可知道，性別在「有特殊節日時候，我會選擇食品類伴手禮送給朋友」，有顯著差異；年齡
在「我願意付出較高的價錢，購買包裝精美的食品類伴手禮產品」、「有特殊節日時候，我會選擇食品
類伴手禮送給朋友」，有顯著差異；教育程度在「精美的包裝能讓我覺得是個好產品」，有顯著差異。 

表 11. 性別差異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收入  

F檢定  顯著性  F檢定  顯著性  F檢定  顯著性  F檢定  顯著性  
我很清楚知道是什麼食品類伴手
禮 

4.015 0.057 0.653 0.687 1.437 0.211 0.976 0.433 

精美的包裝能讓我覺得是個好產
品 

3.665 0.057 1.277 0.268 2.729 0.020* 1.504 0.188 

我願意付出較高的價錢，購買包裝
精美的食品類伴手禮產品 

0.207 0.649 2.771 0.012* 1.354 0.242 0.713 0.614 

新產品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2.277 0.132 1.126 0.347 1.632 1.151 1.160 0.329 
有特殊節日時候，我會選擇食品類
伴手禮送給朋友 

2.720 0.014* 2.720 0.014* 0.879 0.496 0.904 0.479 

註：*表 P<0.05 具顯著差異 

如表 12，在購買伴手禮的認知中，「我很清楚知道是什麼食品類伴手禮」，整體的平均數是 3.85，
低於 4分，介於有點不同意與普通之間（偏向普通），可以得知消費者大概知道食品類伴手禮，但沒有
具體了解過食品類伴手禮的種類。「精美的包裝能讓我覺得是個好產品」，平均數是 4.03，高於 4分，
可以看出消費者認為食品類伴手禮的包裝很重要。「我願意付出較高的價錢，購買包裝精美的食品類伴
手禮產品」，平均數是 3.68 分，很同意是 38.64%，說明大家普遍願意為精美的包裝付錢。「新產品對
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平均數是 3.93，說明消費者大部分喜歡新商品，新產品有很大的吸引力。「有特
殊節日時候，我會選擇食品類伴手禮送給朋友」，平均數是 4.05，高於平均數 4分，消費者都願意在節
日的時候送禮給朋友。 

表 12. 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的認知  

題目／選項  非常不同意  很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非常同意  平均數  
我很清楚知道是什麼食
品類伴手禮 

1 
（0.34%） 

10 
（3.39%） 

94 
（31.86%） 

118 
（40.00%） 

72 
（24.41%） 3.85 

精美的包裝能讓我覺得
是個好產品 

2 
（0.68.%） 

3 
（1.02%） 

62 
（21.02%） 

145 
（49.14%） 

83 
（28.14%） 4.03 

我願意付出較高 的 價
錢，購買包裝精美的食品
類伴手禮產品 

7 
（2.37%） 

25 
（8.47%） 

86 
（29.15%） 

114 
（38.64%） 

63 
（21.37%） 3.68 

新產品對我有很大的吸
引力 

2 
（0.68%） 

8 
（2.71%） 

75 
（25.42%） 

133 
（45.08%） 

77 
（26.11%） 3.93 

有特殊節日時候，我會選
擇食品類伴手禮送給朋
友 

1 
（0.34%） 

12 
（4.07%） 

50 
（16.95%） 

140 
（47.46%） 

92 
（31.18%）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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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以臺灣鳳梨酥伴手禮包裝為基礎，利用訪談與問卷調查，探討其對消費者認知價值的影響。
經由調查得知，現在市面上鳳梨酥伴手禮包裝設計，大部分的形態以長方形為主；圖像以插畫為主，表
現內容大多以植物為主，描繪了清新自然的氣息；色彩使用大多以黃色為主，表達著與鳳梨息息相關的
感覺；材質多採用紙盒材料。從現況可以了解到，鳳梨酥伴手禮包裝設計趨向精緻有趣。在使用時機上
以嘴饞為主，男女填答者差別不大；在購買食品類伴手禮的次數上，填答者以偶爾看到就買為主，女性
填答者是主要購買力；在購買伴手禮的使用用途上，大部分人是臨時起意，男女的比例差不多，但可以
看出男性購買時候會比較隨意，女性則是做好準備再進行購買。在四個鳳梨酥伴手禮樣本體驗上，男女
在樣本二的檢定中有顯著差異，表示性別在形狀是否具有設計感，具有差異性；和在包裝的圖案是否吸
引人上，男女具有一定的顯著差異。性別在「有特殊節日時候，我會選擇食品類伴手禮送給朋友」，有
顯著差異；年齡在「我願意付出較高的價錢，購買包裝精美的食品類伴手禮產品」、「有特殊節日時候，
我會選擇食品類伴手禮送給朋友」，有顯著差異；教育程度在「精美的包裝能讓我覺得是個好產品」，
有顯著差異。 

如何反應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一個地方的風土特徵，都是靠物質文化來表現出來的，想了解和認識一
個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飲食。想要擁有多元的商品或者是獨一無二的伴手禮，商品的行銷很重要。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網際網路的通路越來越發達，伴手禮一定要有地方的特色，創造出不同的競爭
力，產品的外包裝，也要體現歷史的意義和替產品說故事，才可以替產品創造更多的附加值和銷售機會。
只有這樣，人們在享用美食的時候，還能體會到產品所帶來的文化內涵，幫助人們更加了解當地的民俗，
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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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玩」在人類行為與身心發展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兒童發展階段的生活中，玩佔有

極高的頻率及極長的時段。有別於傳統疊積木、跳格子、扮家家酒等遊戲，現在的兒童從牙牙學語期間

就接觸電子產品，懂得操作複雜的介面。 

教育更看準了這個機會，在近年來網際網絡以及電腦、平板裝置這些載具的發展下，應用已然從原

先的娛樂、休閒擴張於學習。並隨著教育改革、科技發展，教育形式不再只是侷限在書本上。政府大力

宣導多元化的教育方式，鼓勵孩童從遊戲中啟發學習。因此，學習型遊戲 APP 也越來越多樣。 

本研究將以使用者體驗為研究架構，探討兒童對學習型遊戲 APP 的使用體驗為何？並試圖了解家長

與兒童對教育與遊戲的看法、家長對於兒童使用學習型遊戲 APP 的管控情形、學習型遊戲 APP 的使用對

於親子關係的影響。針對家有 12 歲以下兒童的家長，並且讓兒童接觸過學習型遊戲，及 12 歲以下兒童

進行調查，在研究方法上，使用訪談法，透過服務設計模型對個案分析瞭解，提出討論，進而得出未來

學習型遊戲有以下五點方向建議：「親子共享」、「數據分析」、「社群網絡」、「成就感與回饋」、

「實體與虛擬結合」。最後以發想設計草圖，作為未來學習型遊戲設計相關研究參考。 

關鍵詞：啟發式、學習型遊戲、教育、遊戲 App 

 

一、前言 

1-1 前言 

今網路資訊豐沛易取得，加上少子化人口發展趨勢，帶來了學校教育功能和市場的雙重萎縮（張世

宗，2013）在近年來網際網絡以及電腦、平板裝置這些載具的發展下，帶來了數位媒體網路市場的興起。

應用已然從原先的娛樂、休閒擴張於學習。 

過去學校是獲取知識的主要殿堂，在傳統「勤有功，嬉無益」價值觀的影響之下，「玩」被認為是

干擾學習的活動。但對兒童來說,遊戲是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培養本身智慧、運思方式、以及所有認知能

力的一部分。 

柏拉圖在還沒有心理學的時代便曾經說: "若在教育孩子時，能採用遊戲的方式，我們將能看人類天

性的流露"  。在現今數位時代下，網際網絡以及電腦、平板裝置這些載具的發展，智慧型裝置的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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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儼然已成為趨勢，我國兒少使用智慧型裝置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應用已然從原先的娛樂、休閒擴張

於學習。

而數位學習也越來越多樣化，結合了遊戲在遊戲中邊玩邊學; 或者用遊戲的機制, 把學習活動變成一

場遊戲，讓兒童不知不覺從遊戲中培養興趣或是學習動機。科技的突破、師生的配合、平台的建置，一

套好的數位學習課程三項要素缺一不可。往後的教育將不限於物理空間的教室，線上平台、社群網絡、

遊戲介面無處不是一個個新興的教育現場。

1-2 研究目的

過去學校是獲取知識的主要殿堂，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網路的日益普及，兒童已不再被限

制於特定的時間、空間才能學習。

然而，學習型遊戲的使用行為，也正悄悄改變著親子間的互動方式。以使用者體驗為研究架構，探

討兒童對學習遊戲的使用體驗為何？試圖了解家長與兒童對教育與遊戲的看法。使用訪談法，透過服務

設計模型對個案分析瞭解，提出討論及建議，作為未來教育型遊戲設計相關研究參考。

本研究之條列目的如下：

1. 了解家長與兒童對學習型遊戲的看法。

2. 家長對於兒童使用學習型遊戲 APP 的管控情形。

3. 學習型遊戲 APP 的使用對於親子關係的影響。

4. 探討兒童就學習型遊戲的使用模式為何。

5. 探討兒童就學習型遊戲的互動模式為何。

二、文獻評述

2-1 國內兒童手機使用行為調查及危害

兒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會網站上羅列該基金會歷年來所進行的研究調查報告, 2011 年發表《台灣學

童手機使用狀況調查》以及去年《2013 年兒少手機及 APP 使用狀況調查》。調查發現 70%的學生擁有

手機,39%使用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的使用行為調查發現,高達 83%的學生每天會用手機聊天,其次為

傳送或接受訊息(30%,一天超過 20 則訊息);在手機 APP 使用上,有 85%會用來聽音樂,78%玩遊戲,68%上

臉書,只有 17%是使用資訊類或是教育類的 APP。基金會指出,兒童使用手機的現況中已出現「手機成癮」

的現象,並提出 兒童使用手機的三高現象及其所導致的三個危機:智慧型手機擁有率高、使用頻率高、APP 

下載率高;三個危機包含 1)每 10 個有自己智慧型手機的孩子,就有 1 人出現重度成癮,「總是或經常會

因為沒帶手機出門而沒有安全感」;2)使用 APP 將陌生人加為好友,甚至有 22.8%會約見面,對於人身安全

造成威脅;3) 63.1%學童表示不瞭解 APP 分級,25%有智慧型手機的孩子,曾經在手機上看到 朋友發佈色

情、暴力、不雅照片或影片，恐影響身心發展。

2-2 遊戲化 Gam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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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02 年由英國工程師 Nick Pelling 提出 ，其定義為「將遊戲設計的元素和原則放入非遊戲的內容

中」，但更簡單解釋可以稱為「把愉悅的元素放入單調的內容中」。加入遊戲化元素，可以幫助解決各

種問題，能改變人們的行為、激發動機、讓人們使用產品同時享受樂趣、降低人們學習新行為模式的痛

苦，同時增加使用者對產品的忠誠度。(Michal, 2014) 

2-3 學習型遊戲

學習型遊戲具有學習的目的，就眾多的遊戲分類來看， 屬於有特定應用目的的嚴肅遊戲（serious

game），有別於娛樂遊戲帶給玩家純粹的刺激和歡樂感。學習遊戲的重點在於微妙地讓玩家能夠在遊戲

體驗中同時享受在玩與學習中的感受，這種「感受」不一定要被侷限範疇。而學習遊戲也不一定便不 "

好玩"，端看我們怎麼設計與評估。而設計這樣的機制，需要同時考量遊戲與學習的本質，並在玩家投入、

經驗、認知、行為、接受度上作足充分專業的分析。

2-4 非正式教育

所謂「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指得是雖無正式性的教材教法教師等，人們卻可以獲得學習

與成長的統整性、隱性之非形式化自主學習機會。此種學習在學校圍牆外常觀察到的，學習者本人之外

並不必有他人在場，學習的成效通常是取決於自由意願的「參觀者」(visitors)與展示物件互動或參與活

動所得到的興趣、能力與感動，其教學策略是「自由學習」(free learning)、「探索學習」(discovery learning)，

重視情意性的教學目標與意義。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al Interview)，半結構性訪談又稱「焦點訪談」 (Focused 

Interviews)，訪談者根據主題訂定訪談大綱，訪談重點在於明瞭受訪者的看法，就訪談的狀況適時以不同

形式的開放式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s)，引導受訪者針對該主題進行深入的陳述。  

本研究將篩選出兩位有 12 歲以下兒童的家長，並且曾讓兒童接觸過學習型遊戲。並與兩位 12 歲以

下兒童進行觀察訪談並製作成逐字搞，將根據下列三種模型進行分析:  

3-1 互動模型（Flow Model）

根據互動模型進行訪談大綱的擬定，針對兒童遊玩啟發式教育遊戲體驗過程中，引起這些體驗型態

的事件聯想及體驗媒介進行質性資料的蒐集，將細節簡化成模型，掌握服務需求，並發掘契機。

3-2 序列模型（Sequence Model）

展現目前顧客習慣的工作或活動順序邏輯，並瞭解整體行為的過程,進行流程的再設計與調整，研究

者可以看到整個事件所有接觸、互動、溝通的對象、方式與內容。

3-3 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

分析組織中之規範、制度、文化，成員之自我定位、期待、慾望、人際關係與感受等，發覺組織內

部的影響者、影響因素、方向、力度等;呈現組織文化行為型態與非語言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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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以上三個模型，分析出兒童玩學習型遊戲與家長、老師、同儕等之間的關係，接觸點以及遊戲

時間、遊戲方式，將資料繪製成圖表,提供未來學習型遊戲設計方向之建議。 

四、資料分析 

4-1 互動模型分析 

根據互動模型（圖 1、圖 2），兒童在玩學習型遊戲時多與朋友互動較多，會上網建立粉絲頁與朋友

互相分享遊戲資訊，達成互助的角色。而家長在兒童玩學習型遊戲上，會因擔心兒童視力，監督遊戲時

間，若兒童主動提出遊戲上問題時，會樂於給予指導。 

（a） （b） 

圖 1. 互動模型圖-小四林小朋友玩兩款學習型遊戲: (a)英文補習班APP；(b)創世神遊戲 (本研究繪製)  

 

 

圖 2. 互動模型圖-大班Jacky玩學習型遊戲(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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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化模型分析 

根據文化模型（圖 3、4）發現，兒童在玩學習型遊戲最大的影響在於家長對於學習型遊戲的看法，

若家長對於學習型遊戲抱持著正面的態度，會較為樂意讓兒童多接觸學習型遊戲。 

兒童會希望有更多人知道遊戲，進而越多人玩，所以對於同儕之間的互相分享及比較也有很大的因

素，因此他們會希望遊戲上能夠即時的分享出去，會讓兒童有成就感。 

遊戲內容與操作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內容需要夠有趣並輔以音效吸引兒童，操作上需簡單易

懂。 

（a） （b） 

圖 3. 文化模型圖-小四林小朋友玩兩款學習型遊戲: (a)英文補習班App (b)創世神遊戲(本研究繪製) 

 

圖 4. 文化模型圖-大班Jacky玩學習型遊戲(本研究繪製) 

4-3 序列模型分析 

根據序列模型（圖 5、6）發現，兒童較沒有耐心去等待觀看遊戲上的動畫或是教學。而在操作上會

期望與同儕互動，雖然會特別跳出遊戲，點擊 line 或是 FB 上與朋友即時聊天，但還是會令兒童感到麻

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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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 序列模型圖-小四林小朋友玩兩款學習型遊戲: (a)英文補習班App (b)創世神遊戲(本研究繪製) 

 

 

圖 6. 序列模型圖 -大班Jacky玩學習型遊戲(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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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談小結與設計建議

根據訪談資料、文獻以及模型繪製，得知兒童興趣以及對教育的看法與期待、家長對於學習型遊戲

擔心的地方及看法。進而得出機會點與痛點。

歸納出未來學習型遊戲的方向及建議：

6. 親子共享：在訪談家長時發現，他們多半不知道兒童接觸智慧型載具時裡面的內容為何，當兒童

在接觸智慧型載具時沒有辦法即時得知兒童在觀看什麼影片或是網頁。

7. 數據分析：在訪談家長時發現，他們其實會希望兒童在玩學習型遊戲時，能夠看到回饋得知兒童

哪方面進步，而不是一直破關而已。數據分析能夠呈現兒童選擇了哪款學習型遊戲、時間點以及

記錄歷程。

8. 社群網絡：在學習或遊戲中，同儕間的影響很重要，兒童會互相比較、比賽、學習、互助等。兒

童能透過社群平台發表自己對於學習內容的意見、想法，甚至參與相關討論。社群網絡對於提升

同儕共學內容品質，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9. 成就感與回饋：兒童在面對學習時需要有立即的成就感及回饋。與同儕間的比賽炫耀，或是老師、

家長的肯定，都是影響兒童學習上主要的動機。

10. 實體與虛擬結合：在訪問家長中發現，雖然家長多半對於學習型遊戲 app 抱持著正面的態度，但

對於學具的選擇上，實體學習型玩具家長還是比較樂意買單。最重要的因素是擔心兒童的視力問

題以及認為實體相較於虛擬介面上，能夠帶給兒童更多實際操作上的。

六、概念草圖

基於上述小結與建議，本研究最後提出一學習型遊戲-「時間信用卡」：結合了親子共享、數據分析、

社群網絡、成就感回饋、虛實結合五大特點設計了時間信用卡的學習型遊戲（圖 7）。 

與其家長去強制控管遊戲時間引發兒童抗議，不如讓兒童學習自主時間控管，如果一次玩超過時間，

還想繼續玩的話，就要刷一下時間信用卡，但是如果透支了時間信用卡之後就沒時間玩了。

讓兒童學習承諾與家長達成互信。會運用好寶寶成就表，提供爸媽與兒童討論自製的獎罰機制，如

果今天兒童乖乖玩 30 分鐘就放下螢幕的話，家長就可以在手機內蓋個好寶寶章。集滿了就可以回饋給兒

童他想要的獎勵。

有即時錄影分享功能，可以錄下遊戲畫面分享到個人頁面獲得成就感，且與家長手機連線，家長也

可以知道兒童在玩什麼遊戲，讓親子間有共同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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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時間信用卡-特點說明 (本研究繪製) 

 

圖 8. 時間信用卡-情境故事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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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系療癒產品因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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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人常常身處於壓力之中，不管是工作、學業、家庭、人際各個層面，都有可能是使人產生壓力

的原因，如何排解壓力，療癒產品會是一個好的選擇。回顧市面上的療癒產品，許多產品都具有可愛造

型的特徵，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可愛系療癒產品的影響因子以及消費者對其的感受價值。本研究藉由圖片

蒐集與 KJ 法焦點團體訪談，得知可愛系療癒產品可粗略分類為家具、小配件、功能與裝飾 4 類，並發現

消費者對療癒產品之需求取向與產品設計類別傾向於家中及工作場域之產品，並透過受訪者感受問卷的

構念萃取，可愛系療癒產品的影響因子為柔軟與溫暖，情感需求價值感受則為有趣、放鬆紓壓與舒服。 

關鍵詞：可愛、療癒、療癒產品、情感設計 

 

一、前言 

在現今的社會，人們必須時刻面對健康、工作、人際等的諸多問題，因為長期處於高壓的情境之中

而引起了具大的壓力，為了紓解壓力，療癒產品應運而生。療癒產品的主要目的是紓解人們內心的痛苦

和壓力。回顧現在市面上的產品發現許多療癒的產品具有可愛的造型特徵，而可愛是具有吸引、漂亮（牛

津進階詞典，2002）的一種感覺，王明堂（2012）的研究發現可愛的造形可使內心安定放鬆，可愛同時

是樂齡族對於療癒產品的意象因子之一。可愛及療癒產品具有具大的潛力及需求，然而相關的研究與知

識相對薄弱。為了更進一步了解人們的情感需求，本研究以可愛系療癒產品為研究對象，以了解其相關

脈絡及特徵。 

二、文獻探討 

2-1 心理需求與產品設計 

人類是一種具有情感的生物，在不同的條件因素下，人類對於情感有不同的需求。Maslow（1943）

提出需求層次理論以解說人類的五層次心理需求：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

實現需求。當人得到現況層次的滿足後，便會期望得到更高層次的滿足。Jorden（2002）根據需求層次

理論提出針對產品的三層次需求：功能性、易用性及愉悅性。 

2-2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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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ye（1956）是最早提出壓力（stress）一詞的學者。壓力，可解釋為個體生理或心理上感受到威脅

時所引發緊張不安的狀態，使人在情緒上產生不愉快或痛苦的感受，而壓力有時候具有正面的警示功能

（教育部國語辭典，2017）。現代人生活壓力的種類非常多樣，從性別、年齡、職業、家庭、環境…等

來看又不盡相同，大略可分為 4 種：物理環境壓力、人文環境壓力、生理壓力、心理上壓力（柯永河，

1993）。由上述可知壓力在人們的生活中無所不在，會因為不同的人不同的職業不同的環境，所造成的

壓力也不盡相同，所以療癒產品才有其存在的價值。

2-3 療癒與療癒產品

療癒，日文的解釋為癒し（いやしけい），意思為在接觸任何人或物時能夠放心放鬆，並且會減少

悲傷與痛苦，增加朝氣與元氣。癒し系的範圍是能夠讓其走出心靈的創傷或者是能幫助撫慰心靈的人事

物（大辭泉，2017）。黃振家教授表示：「癒し」是將生理方面的醫病概念，延伸到回復心理的創傷、

排解生活壓力與提升抗壓性等意義的名詞（林欣靜，2009）。潘建志醫師指出除了食衣住行育樂的基本

生活需求外，其餘的經濟活動都有紓壓、解悶、療癒及使自身心情變好的效果。在日本泡沫經濟後，精

神緊繃的人們因而產生療癒需求的熱潮。其中以紓壓及撫創的產品最被重視，開始以「癒し」來形容產

品，更是出現了「癒し系」的產品系列。台灣消費市場也因為哈日風潮的影響，也出現療癒產品的類別。

療癒產品也意指那些外表可愛，擁有提神醒腦、平衡情緒之用使消費者感覺不寂寞的產品（藍意茹，

2006）。普遍社會認為，被賦予擁有療癒意義的產品，是透過產品的抽象意義傳達，使人們減少悲傷、

痛苦、增加朝氣與元氣的氛圍、平衡情緒，甚至回復心理創傷、排解壓力與提升抗壓性等滿足人們對於

穩定與維持情感的需求（林慧玲，2014）。所以療癒產品能夠協助長期生活在高壓環境的人們得到身心

的放鬆，產生紓壓、愉悅的感受。

2-4 可愛

可愛是一個形容詞（牛津進階詞典，2002），經由可愛意象刺激而引發的情感可以是正向、潛在負

向或是模稜兩可（Ngai, 2005），如崇拜、同情、關心（Cheok & Fernando, 2012）、異想天開（Nenkov & 

Scott, 2014）、吸引與漂亮（牛津進階詞典，2002）的情感。可愛是經由迷人、有趣、快樂、純淨、無辜

和甜蜜的特質而得到的感覺（Cheok & Fernando, 2012）。可愛是一種感覺，當回顧過去的研究結果便能

了解到可愛與產品以及產品情感需求的相關性。可愛意象可經由多種特質而創造，如顏色、質料、聲音、

形狀等（Cheok & Fernando, 2012），而應用的範疇也十分廣泛，如字跡、衣著及食物等 （Kinsella, 1995） 。

透過可愛的感受能喚醒我們審美的能力（Ngai , 2005） ，與此同時，可愛包含著美的感受 （Cho, 2012），

而美可引起愉悅（伊彬、林演慶，2008）。從上述小節可得知可愛具有改變人類情感的能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解可愛系療癒產品的因子特質，邀請 10 位受訪者進行 KJ 法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並結合感

受問卷調查，為了從中了解可愛系療癒產品的分類以及特質。在訪談開始前，研究者以網路途經收集受

測圖片，以「療癒系、可愛、產品」的關鍵字進行檢索，收集到總共 84 張圖片，經過剔除相似或是模糊

圖片後，共得到 68 張圖片作為受測樣本。進行 KJ 法焦點團體訪談時受測圖片以電子影像方式展示給受

訪者作為首階段的產品判別之用，經過第一階段圖片判別篩選後再以圖卡的方式呈現，作為產品屬性分

類之用。當結束 KJ 法焦點團體訪談後，請受訪者針對所分類的各個產品群組填寫感受問卷，說明該群

組有何種特質或屬性會使你感受到可愛及療癒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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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流程圖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邀請 10 位受訪者利用 KJ 法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並結合感受問卷調查，受訪者為 4 位男性 6 位

女性，年齡分布於 22 至 35 歲，平均年齡為 25.1 歲，科系部分設計出身 5 位以及非設計領域 5 位，學歷

皆為碩士在學，地區部分則是台灣 7 位義大利 3 位。 

  表 1. 受測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科系 學歷 地區

N1 男 22 造型藝術 碩一 台灣

N2 男 24 資訊工程 碩一 台灣

N3 女 23 工業設計和通信設計/產品設計 碩二 義大利

N4 男 31 產品設計 碩二 義大利

N5 女 35 數位創新 碩一 台灣

N6 女 22 工業設計 碩一 台灣

N7 女 23 國際經營與貿易 碩一 台灣

N8 女 23 工業設計 碩一 台灣

N9 男 24 機械/工業設計 碩三 台灣

N10 女 24 工業設計和通信設計/產品設計 碩二 義大利

 N1~N10 為受訪者編號 

3-2 KJ 法焦點團體訪談

整體訪談分為 5 個階段進行：1 產品判斷：請受訪者根據電子影像所呈現的 68 張受測樣本並加上研

究者的產品介紹，判斷該產品是否具有可愛及療癒的因子特質，並且需經過受訪者半數同意，有則編碼

為 1 無則編碼為 2，編碼為 1 的圖片樣本進入下一階段進行產品分群；2 分群：請受訪者根據產品編碼為

1 的產品屬性進行分類，此階段不限制受訪者所分類的分群數量；3 命名：請受訪者根據分類的群組給予

適當的命名；4 代表圖片萃取：請受訪者挑選出各分類群組中的代表圖片；5 感受問卷調查：請受訪者根

據所分類出的各個不同的分類群組填寫對於其的相關感受。

四、研究結果

4-1 圖片樣本分類結果

收集受測圖片 

KJ 法焦點團體訪談 

感受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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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者的認知檢索收集 68 張含有可愛療癒產品圖片作為受測樣本，邀請 10 位受訪者一同進行

產品判斷，依據有感受到可愛療癒因子特質及無感受到為分類依據，有感受到編碼為 1，無感受到編碼

為 2，篩選出 9 張受訪者認為可愛療癒之產品圖片。接著請 10 位受訪者一同為圖片分群，以產品屬性為

分類依據，將所認為一群之產品分類在一起並給予命名，此階段沒有限制群組數量。最後選出各群最具

代表性的產品。分類結果為 4 個群組，分別為家具、小配件、功能及裝飾。如表 2 所示。 

  表 2. 可愛系療癒產品圖片分類結果與命名 
分類群組 群組命名 代表性圖片

A 家具

Furniture 

a
編號054

B 小配件

Gadget 

b
編號037

C 功能

Function 

c
編號020

D 裝飾

Deco 

d
編號012

a b c d圖片引用標示於參考文獻 

4-2 感受問卷結果

分群結束後，請受訪者根據所分類的群組填寫感受問卷，根據自身對於群組的感受填寫任何的感受

詞彙，經由研究者歸納後萃取在問卷中受訪者提及詞彙次數 5 次以上作為共同構念，分別為柔軟、溫暖、

舒服、愉悅、有趣與放鬆紓壓，如表 3 所示。 

 表 3. 感受問卷因子萃取 
萃取因子 柔軟 溫暖 舒服 愉悅 有趣 放鬆紓壓

N1 ● ● ●

N2 ● ● ●

N3 ● ● ● ●● ●●

N4 ● ● ●● ●

N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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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 ● ● ●● ●●●

N7 ● ● ● ● ●

N8 ● ●● ●

N9 ● ●●

N10 ● ●● ●

總和 6 5 5 6 10 12 
 N1~N10 為受訪者編號 

將所萃取的因子再進行歸納分層，柔軟與溫暖歸類於屬性層面，而舒服、愉悅、有趣及放鬆紓壓則

歸類為價值層面。可以得知可愛系療癒產品的影響因子有柔軟與溫暖的屬性，價值感受則為舒服、愉悅、

有趣與放鬆紓壓。亦即可以推斷柔軟與溫暖的屬性可以影響可愛系療癒產品而可愛系療癒產品可以帶來

舒服、愉悅、有趣與放鬆紓壓的價值感受。

圖 2.可愛療癒產品之影響因子與感受 

五、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人們對於可愛系療癒產品的情感需求與其影響因子，藉由圖片蒐集與 KJ 法焦

點團體訪談，可愛系療癒產品可粗略分類為家具、小配件、功能與裝飾 4 類，可以發現其多半為家中或

工作場所之產品，得知了可愛系療癒產品之需求取向與產品設計類別。而經由感受問卷調查 10 位受訪者

更深層的情感感受，經由構念萃取，可愛系療癒產品的影響因子有柔軟與溫暖 2 個因子，而情感需求價

值感受分別為舒服、愉悅、有趣及放鬆紓壓。影響因子可提供未來設計師欲設計可愛系療癒產品之設計

依據，而價值感受也驗證了療癒產品的確能使人產生有趣、放鬆紓壓、舒服之感受。

由研究者檢索收集 68 張可愛系療癒產品的產品圖片作為研究的樣本，但最終只有被受訪者選出 9

張產品圖片作為共識，其原因可能為研究者所搜集的樣本數不足，導致所萃取出的樣本過少；並且受訪

者中包含 3 位國籍為義大利的受訪者，其餘則為台灣國籍，不同國籍在產品的認知上可能會有不同的感

受；因為焦點團體訪談為 10 位受訪者一同進行，男女的觀感可能會產生分歧，使所萃取之樣本數過少。

後續研究應考量到國籍與性別的因素，更加嚴謹的控制實驗，藉此達到增加研究信度的效果。

參考文獻

影響因子 價值感受 

柔軟 

溫暖 
有趣 

放鬆紓壓 

舒服 

可愛系療癒產品 

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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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延續，對國家社會來說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與責無旁貸的任務。以保存觀點

來談論史蹟文化精神延續與探勘，應以整體的史蹟樣貌與文化背景，解析其所涵蓋的建築遺跡、開放空

間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本研究針對新竹縣竹北市的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利用新媒體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技術， 設計一套有關園區導覽、歷史物件、客家文化史蹟的導覽解謎遊戲。

嘗試讓客家文化在現有時代下，透過擴增實境解謎的玩法，賦予年輕族群新穎的文化導覽體驗，拉

近年輕族群與空間場域、文化歷史之距離，增加他們對客家文化的學習意願。 

本研究以脈絡研究法為設計基礎，經場域探勘與訪談地方文史工作者、實地走訪的方式建構解謎

遊戲情節的內容。研究最後進行專家訪談，訪談 3 位設計專家，並以現場遊客使用狀況進行脈絡研究

分析，重新探討導覽遊戲可以改善的方向與內容，作為未來介面設計之修正參考。研究成果期待能為未

來以其他場域環境為主的數位內容設計，提供相關擴增實境互動導覽設計之參考原則。 
 

關鍵詞：脈絡研究、擴增實境、史蹟導覽、遊戲式學習 
 

一、前言 

1-1 前言 

「古蹟，係指古建築物、遺址及其他文化遺蹟」而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古蹟是一

個國家在其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累積的遺產，也是其民族精神與國民心力的具體表徵（吳慶烜，

2003）。 

近年博物館與美術館的解說展示型態也因科技媒材的進步，與參觀者的互動模式也更加多元。

（廖冠智，2014）數位科技已成了對古蹟及歷史建築有所認識的策略之一，其可縮短人與古蹟及

歷史建築的距離，數位科技強化了各種媒材的運用，而成為宣傳古蹟的歷史價值給廣大民眾的工

具。 

近年來政府相關客家文化事務機構也大力推廣客家文化產業，期待讓客家文化永續承傳，而如

何利用新媒體科技和設計是一個重要的途徑（Hsu & Huang, 2018)。「新竹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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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規畫為客家民俗公園，亦是全國第一處客家文化保存區，假日都會舉辦文化活動、主題展覽等讓

民眾體驗客莊生活。但連鄰近的校內學生大多都不知有此場域，因此希望透過這個新型導覽遊戲讓參

訪者更有新鮮感和參與感，且經由擴增實境解謎導覽遊戲的設計讓年輕族群引發求知興趣，引導後續

學習，

1-2 研究目的

導覽是一種對展示品詮釋的過程，是一種輔助觀眾參觀的方式。透過第三者之引導或傳達，

產生暸解、獲得更豐富的訊息，達到教育目的（吳麗玲，2000）。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

新科技媒體的普及，新科技媒體的導覽方式應該是一個值得持續探討與發展的領域。

藉由新科技方式，發展「新竹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解謎導覽系統，以使用者體驗為研究架

構    探討青少年對擴增實境導覽解謎遊戲的使用體驗為何？以現場遊客使用狀況進行脈絡研究分析，

最後進行專家訪談，提出討論及建議，作為未來擴增實境互動導覽之設計相關研究參考。

本研究之條列目的如下：

1. 了解青少年對於文化史蹟擴增實境導覽解謎遊戲的使用狀況與感受。

2. 了解擴增實境導覽解謎遊戲介面設計重點。

二、文獻評述

2-1 行動導覽的優點

目前現代的博物館皆以較輕巧簡單、更有符合參觀者機能性的行動導覽的使用為主軸。與以

往傳統的導覽系統不同，行動導覽除了有攜帶上的方便性外，再配合上導覽的使用, 可讓參觀者不

會侷限於空間的阻礙,可以自由地在展場上做觀看。由此可知，多媒體的導覽方式應該是一個值得

持續探討與發展的領域。（黃昭儒，2012；許峻誠，2011） 

參照國內各博物館之導覽服務規劃方式，可知行動導覽方式有以下優點：

1. 行動導覽因具備無時空、低成本、易存取的特性，對參觀者而言可在任何時間、地點、手持

裝置上進行行動導覽學習。

2. 行動導覽取代了傳統較少更新資訊的導覽手冊,並解決生態場域導覽人力不足或未事先預約的

問題。

3. 比起傳統的導覽系統如導覽手冊、影片、或語音等，只能提供單向或直線式的訊息傳達，運

用智慧型手機的行動導覽於國家森林遊樂區,更能提升遊客體驗、知識獲得與旅遊滿意度

(Wang, 2009)

4. 透過行動導覽可以體驗結合不同文化來源的延伸活動,也可避免面對導遊的尷尬,或索取過多

導覽手冊的資源浪費。

2-2 生態博物館發展

其概念始於 1970 年代，人們開始意識對環境保護與遺跡保存之訴求，從 ICOM（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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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of Museums）博物館與環境關係會議，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與環境相關之特殊性質的博

物館」或「為其所屬之社群服務的博物館」，強調時間與空間對應的特性，讓文化遺跡按原本的

狀態保存在所屬的社區環境中（廖冠智，2014）。從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具備的文化典故與場域

保存的史蹟內容，應能期待發展為生態博物館的應用模式。另外，張譽騰（2004）提及生態博物

館，為保有完整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下，具有執行博物館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的功能。

不僅是一種新形態的博物館，同時提供了我們終生教育的學習環境，讓我們有認識歷史的機會，

更是親近認識鄉土史最具體的活動場所。行動導覽體驗方式

2-3 行動導覽體驗方式

美國博物館聯盟的行動技術調查（AAM’s mobile technology）顯示，美國所有博物館中有三分

之一將在 2011 年推出新的移動技術平台。不同於社交或遊戲體驗常會令觀者分散注意力的觀點，研

究指出與其沉默，孤獨的參觀，反而與其他參觀者交流或互動所帶來的學習成效

更加顯著(Rodley, 2011)。 

行動導覽分為讓使用者專注於行動裝置的「低頭 (Looking Down)」體驗,及耳朵聽導覽解說、眼

睛觀看實體目標物的「抬頭(Looking Around)」體驗(Rodley, 2011)。而「低頭」體驗能提供使用者一

套知識架構,使其更深入了解導覽目標物,讓導覽體驗能和目標物更緊密連結(Rodley, 2011)。研究顯示,

行動導覽運用在博物館導覽時,遊客多期待透過 App 獲得相關的補充資訊,但容易導致遊客花費過

多注意力和時間在智慧型手機上,而較少在觀賞藝術品,因此應考慮結合”抬頭”與”低頭”的導覽體驗,例

如在參觀博物館當   下,以語音導覽的抬頭體驗為主,一邊聽解說,一邊觀看實體目標物,在參觀博物館

前後, 則可透過影片進行 

「低頭」體驗,結合上述兩種導覽體驗,讓遊客能更專注在實體目標物體驗(Rodley, 2011)。 

2-4 擴增實境定義（Augmented Reality）

1994 年 Milgram 等人提出現實和虛擬的連續性顯示系統類型「混合實境量表(Mixed Reality Scale)」

中，定義了現實-虛擬的連續系統（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下圖 1 所示，擴增實境介於真實與虛

擬之間,是屬於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的範疇。線段的左邊是真實環境(Real Environment)，線段的右邊

是虛擬環境(Virtual Environment)，而擴增實境的定位是屬於線段的中間偏左，表示擴增實境主要以真實

世界物件為環境主體、虛擬物件為附加客體的特性。屬於穿透式顯示系統，虛擬與現實並存，虛擬的物

件、影像、內容與現實世界中的物體有相互依存的關係，虛擬與現實可同步互動。

圖 1.現實-虛擬的連續系統（Reality–virtuality continuum）（Milgram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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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遊戲式學習

Malone 、Lepper (1987) 歸納出遊戲之所以引發動機，主要因為遊戲中包含了四大特性，挑戰

性(Challenge) 、奇幻性 (fantasy) 、好奇性 (curiosity) 以及掌控性 (control) 。Hogle (1996)指出遊戲式

學習的優點，能夠誘發內在動機提升興趣、保留記憶、提供學習者練習與回饋的機會，相對可評

估其學習成效、提供高層次的思考，讓學習者學會解決問題。另外，Ellington, Adinall and 

Percival(1982)也提出遊戲因為具有趣味性，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可以維持較長的注意力，並輕鬆

地養成較高的認知技能。現今已經多數研究證實，遊戲式學習有正面的助益且確實能引起學習動

機(徐靖惠，2015) 

三、設計過程

本研究以擴增實境形式進行解謎關卡遊戲方式，下圖 2 所示，讓使用者對於客家園區的歷史人

文相關知識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透過在實境探索的活動，提升了學習客家知識的興趣。

3-1 文獻蒐集階段

初期進行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當地鄉誌史料的蒐集，涵蓋範圍包括地方文化、建築特色、

文化典故等概觀知識。由於林氏家族與地方發展淵源深遠，故內容著重於林家、忠孝堂相關的歷

史資料。除了鄉誌文獻外，另一方面也親自體驗其他實境解謎遊戲，以及相關的行動導覽案例作

為範本參考。

3-2 田野調查階段

初步認識後，為深入瞭解現況需實地走訪當地進行田野調查，以深入蒐集當地歷史背景、場域環

境與文化典故之相關知識。透過描繪史蹟空間的地圖，記錄下包括街道、地標、建築、周邊商家等分

佈狀況，以其作為後期動線設計之依據。並進行 2 位客家文化研究者訪談（圖 3），參考專家觀點作為

動線設計與導覽內容的安排，透過客家文化專家的觀點整理出客家文化導覽遊戲設計之原則與概要。

圖 3.新瓦屋客家園區-導覽員介紹、訪談

3-3 設計實作階段

將前述階段成果彙整歸納後，進行文化園區參訪動線與遊戲故事設計與 AR 解謎關卡發想，以

任務線索引導參訪者完成導覽路徑，為了使客家文化典故呼應沿途景點的關卡，以及透過 AR 效果

使實際場域與虛擬內容貼合，製作了客家物件道具與遊戲故事呼應以導入參訪過程，引導使用者

對客家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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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設計成果 

 
圖 2.新瓦屋客家園區 AR 解謎導覽遊戲-特點說明 (本研究繪製) 

 

四、試測與評估 

4-1 評估方法 

本階段採用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al Interview)，半結構性訪談又稱「焦點訪談」 (Focused 

Interviews)，訪談者根據主題訂定訪談大綱，訪談重點在於明瞭受訪者的看法,就訪談的狀況適時以不同    

形式的開放式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s)，引導受訪者針對該主題進行深入的陳述。 

本研究最後進行專家訪談（圖 4），訪談 3 位熟悉 AR 與解謎遊戲之使用者經驗研究設計專家。

並邀請 3 位遊訪新竹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當地的年輕族群進行遊戲測試（圖 5），設定年齡層在 

16~25 歲的一般民眾，透過觀察記錄與錄影側拍以瞭解遊戲的可用性與使用歷程。再針對使用者使

用後的觀感進行遊戲修正建議，重新探討導覽遊戲可以改善的方向與內容，作為未來 AR 解謎導覽

遊戲之修正參考。 

 
                圖4.訪談使用者經驗設計專家 圖5. 實際遊訪園區的年輕族群進行遊戲測試 

4-2 訪談結果與設計建議 

根據使玩家遊玩回饋、文獻、專家訪談資料，得知玩家在遊戲中對於解謎、故事與文化深度的體驗、   

設計專家對於遊戲介面與流程的看法，進而得出機會點與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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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顧客旅程地圖-AR實境解謎導覽遊戲使用分析 

 

歸納出未來 AR 解謎導覽遊戲的修正方向及建議： 

5. 遊戲指引性：在觀察玩家遊玩時發現，他們在關卡開始前無法準確知道任務提示，更在界面  當

中找不到提示按鈕，在實體道具上也無法找尋線索，所以會一直詢問旁邊協助的人員下一  步的

指示。且園區中並沒有地圖，剛進入的遊客多半都是第一次來，不清楚園區的大小或位  置，導

致遊戲過程玩家難抵達指定位置解謎。 

6. AR 掃描角度：在掃描 AR 時，角度及光線很重要，當玩家掃描到正確物件但卻沒有出現東

西時，就會讓他們以為是自己解謎答案錯誤，轉而嘗試掃描別的物件。建議辨識物的建置照片  

可以考慮不同角度，讓玩家在多種角度下掃描，皆可辨識。 

7. 故事、遊戲、實體日記無整合：客家文化應更加的與故事、遊戲、日記去做串連，讓玩家不知不

覺當中了解到一些客家背景;實體日記在左右頁的設計上關聯性太少或不明顯，會讓玩家不

知道實體日記上的文字說明的意義為何，因此實體日記的功用只剩下當作掃描辨識。 

8. 成就感與回饋：在觀察玩家遊玩時發現，沒有破關感會不知所措，突然跳出的畫面以為是手機閃

退或者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就破關了。也因破關沒有回饋提示，會讓玩家覺得獲得的成就感

太小。 

9. 目前進度：玩家在遊玩的時候，會想知道自己目前是在第幾關，或者總共有幾關，好讓自己得

以預估全部遊戲破關的時間。 

10. 遊戲邏輯與難度：每個小遊戲的邏輯不清楚，並不是解謎益智遊戲類常見的玩法，因此玩家在解

謎的過程中，無法利用原本的經驗操作。並且小遊戲與文化知識沒有連結，會讓玩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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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楚小遊戲設置在整個遊戲當中意義為何，因此抓不到整體遊戲的邏輯性。在解謎益智遊戲類遊

戲重要的還有難度的調整，倘若一開始關卡就很難解，會容易令玩家直接放棄遊戲。

12. 操作方式：與設計專家訪談時，他們點出介面操作應選擇常見的方式為主，因為解謎遊戲重點應

放置在關卡中，所以若是操作方式不是使用者熟悉的介面形式，會讓他們又需多花心思適應操作

模式。再觀察玩家遊玩時，最為明顯的就是在小遊戲中沒有說明如何操作，導致他們卡關的時

候往往不是在進行遊戲時，而是在了解遊戲方式或邏輯。

13. 易閱性：介面中的提示按鈕會因 AR 背景複雜而不清楚，設計按鈕應考慮到 AR 背景會隨著場

景變換，要更重視易閱性。且能操作的介面跟靜態的介面應要有差別，才能讓使用者能清楚直觀

知道目前的介面狀態，引導他們閱覽或是點擊。文字的放置也會因 AR 掃描時，手的晃動而不

易閱讀，所以建議在 AR 模式時文字不要放過多，又或者以靜態的介面呈現。

14. 一致性：與設計專家訪談時，提到介面一致性的重要，若遊戲提示一直都是使用文字的方式，

那之後就不要突然出現圖案提示，這樣會容易讓玩家忽略，以為這並不是一個提示。且每一個狀

態下的介面應是一致的，才能讓使用者更快熟悉操作。

五、訪談小結與設計建議

本研究針對新竹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設計一套有關園區導覽、歷史物件、客家文化史

蹟擴增實境（AR）導覽解謎遊戲。以脈絡研究法為設計基礎，經場域探勘與訪談地方文史工作者、實

地走訪的     方式建構解謎遊戲情節的內容。研究最後進行專家訪談，並以現場遊客使用狀況進行脈

絡研究分析，重新探討導覽遊戲可以改善的方向與內容，作為未來介面設計之改版參考。研究成

果期待能提升大眾對於台灣文心的認識，同時也可以作為未來以其他場域環境為主的數位內容設

計，提供類似擴增實境導覽設計之參考原則。

註解

本文中提到的作品為行政院客委會補助「智慧客家樂活 4G 應用服務計畫」的子計劃項目。計

畫主持人為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工業設計組許峻誠副教授、共同主持人為日本慶應義塾

大學媒體設計所稻蔭正彥院長；參與人員包括研究助理黃亭穎、劉雨婷、大平瑞生、于麗洋、林

凱元等人。此作品於

2017 年 11 月 03 號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展出、於 2017 年 11 月 18-19 日兩天在台北國際藝術村

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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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局理論發展之app遊戲為媒介

傳遞二型糖尿病衛教知識 

陳佳怡*+   吳可久**  曹筱玥***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 碩士生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 教授

+通訊作者: chiayi.chen800106@gmail.com 

摘  要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衛福部國健署】（2016）統計，全台糖尿病患每年以 25,000 名的速度

持續增加，且有年輕化的趨勢。20 歲以下的二型糖尿病患人數較十年前增加 11%，20 至 40 歲者則增加

32%（天下雜誌，2016）。但許多年輕糖尿病患者(以下簡稱糖友)缺乏對糖尿病徵的知識，往往延誤診治，

甚至在發病後也未能達到良好的控制情形。

本研究利用賽局理論設計一款 app 遊戲，以情境決策的遊玩方式傳遞二型糖尿病相關衛教訊息。透過

遊戲一方面貼近現代年輕族群生活習慣，以較輕鬆且熟悉的共通語言傳遞衛教訊息，讓玩家能及早因應

或做出正確的判斷與疾病處理；另方面結合情境式遊戲與賽局理論分析，試圖找出遊戲與賽局之結合在

傳遞衛教知識、引導玩家思考上是否有所幫助，希望透過本研究讓糖友對疾病產生正向思考，並重新審

視面對疾病的態度與方式。

關鍵詞：糖尿病、衛教遊戲、情境式學習、賽局理論

一、前言

1-1 背景與動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統計，2014 年全球有 4.22 億的糖尿病

患，超越美國人口總數。2012 年糖尿病及其併發症更造成 150 萬人死亡，顯見這是普遍且重大的慢性疾

病。但健保署全台三高大調查卻發現，國內 30 歲以下的糖尿病患者，高達七成的人未就醫，許多人甚至

不曉得自己有糖尿病（天下雜誌，2016）。 

研究者的家中長輩與友人同樣罹患二型糖尿病，長輩在世時飽受疾病與併發症之苦，近 20 年的服藥

人生下來，晚期常出現躁鬱、情緒不穩、拒絕服藥、擅自更改藥量等情形；友人則因對糖尿病不了解，

輕忽高血糖症狀且未能良好控制飲食及運動，病況改善情形不佳。

年輕患者沒有定期健康檢查的習慣，常因此延誤診治。患病的生活帶給患者、照護者的生活衝擊、

經濟與身心壓力都非常巨大。若具備對糖尿病的基礎認識，提高對身體警訊的反應，應可及早發現治療

並確實控制。透過衛教知識的宣導，希望能避免或延緩病情惡化，對糖友的健康與生活產生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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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具備知識卻沒有化為行動是沒有效果的。Patterson(2014)曾提出，把複雜的醫療、營養和活動數

據以互動電腦圖像遊戲的行動 app 或遊戲的形式呈現給糖尿病患者，能讓複雜的衛教資訊更容易傳達。

更重要的是視覺化 app 刺激了參與者的興趣，並激發了他們參與疾病管理任務的動機。 

綜合上述幾點，本研究希望開發一款 app 遊戲帶大家認識糖尿病，了解一些基礎症狀、處理方式，

並且幫助同樣生病的人，或是家中有糖尿病患的人，陪伴他們一同度過，讓他們了解到自己並不孤單。 

1-2 研究目的 

應用賽局理論設計關卡，並透過類型化題目，在不同關卡設置不同任務與破關目的。並透過實際遊

戲測試達到以下觀察目的： 

(1)運用賽局設計遊戲，和沒有運用賽局設計遊戲的情形下，玩家做出的決策以及多人模式的合作率

之差異。 

(2)分析運用賽局理論發展遊戲與否，是否對玩家在衛教知識的專注及吸收程度有所影響。 

(3)驗證遊戲與賽局之結合在傳遞衛教知識、引導玩家對疾病的正向思考上是否有所幫助。 

 

二、文獻探討 

2-1  糖尿病與健康教育 

探討發現糖友對於治療的接受與遵從行為複雜且不易貫徹，也由於一些心理因素諸如壓力、情緒困

擾、旁人支持等，使糖友的自我照護和血糖控制並不理想，進而影響生活品質（張利中，1990）。糖友

患病的心理調適中常出現否認疾病、害怕、焦慮或罪惡感，又希冀積極治療後能奇蹟而癒等心理。這些

焦慮、憂鬱或不穩情緒在調適期間會反覆出現。若調適不良，對個人和家庭都會產生危機（陳映雪，1999; 

DeCoster, 2001）。社會調適方面， 51%糖友曾有因病無法參加社交活動之經驗。生活品質、身心面、

人際都受到糖尿病影響，常使糖友伴隨憂鬱傾向。故健康管理應包含生理、心理與社會互動層面（黃俊

仁、楊明仁，2004）。整合糖友的心理社會問題是糖尿病照護中十分重要的一環，心理社會治療之介入

對糖尿病自我管理和其生活品質的改善是有幫助的（Skovlund, & Peyrot, 2005）。然而根據 2002 至 2004

年一項跨國研究顯示，85.2%第 2 型糖尿病患有感到自責、生氣、無望甚至自殺念頭等心理社會問題， 

65.6%的病人心理社會安適狀態差，卻只有 10%病人有進行心理諮商之轉介與輔導（Peyrot, et al.,2005; 

Skovlund, et al., 2005; Funnell, 2006）。 

吳淑芳、蔡秀鸞（2009）認為必須從照護人員、病人、政策三面向來突破糖尿病衛教之瓶頸。在病

人方面，必須提升糖友自身對糖尿病的相關知識，增進糖友的衛教動機與信心，並建立起自我管理之責

任心。透過衛教可讓患者獲得疾病的理論知識和應對技能，更達到了提高糖友自我管理和護理能力、改

變不良生活方式、生活質量明顯提升的成果（任伶俐、王大雪、張興碧，2005）。而經由互動式過程讓

病患及家屬參與決策，將有助於情緒調適及紓解壓力，強化學習動機，激勵自我照顧及維持治療，學習

將健康行為及技巧融入生活中，使其達到自我管理的目標（張逸真、林欣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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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文獻內容可知，目前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問題在於知行難以合一，心理狀態不佳者只有極少

數向外求援或得到輔導，因而由心理影響了行為。但目前的衛教多著重在”知識”的傳遞。既然心理也

是影響自我管理的因素，故應對糖友的心理狀態進行教育，提供舒壓或聆聽管道以改善知易行難的困境。 

2-2 賽局理論之應用

賽局理論的誕生不超過 100 年，但已被廣泛應用在商業、政治、體育甚至日常生活中等各個領域（迪

克西特、奈勒波夫，2010/董志強、王爾山、李文霞譯，2016）。透過賽局理論可達到以下三種目的： 

(1)掌握賽局的整體構造(問題的整體樣貌)

(2)預測可能發生的未來

(3)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案

透過協調，讓玩家雙方找到更好的選項，也是賽局理論重要的目的（川西諭，2009/高菱珞譯，2014）。 

Schelling(1960)在其著作《衝突的策略》中詳細闡述了其所提出的主題─改變賽局，即一個參與者或

參與者雙方可能採取改變賽局的行動。其中更提到承諾、威脅與約定的概念。舉起床賽局為例，是今夜

與明晨的自己意志拔河的賽局。在這場賽局中，早上的自己有後行動的有利條件，但晚上的自己可透過

設定鬧鐘或其他行為創造先行者的有利條件。這種作法被視為一種承諾，加入其他要素將能提高承諾的

可信度。在利用賽局樹做出的解釋中，同時設定了報酬得分，透過得分詳列出各策略行動與結果報酬，

從而促使決策的產生（迪克西特、奈勒波夫，2010/董志強等人譯，2016）。 

除了上述賽局外還有諸多賽局情境，如囚徒困境、膽小鬼遊戲、合作賽局等，其應用之廣泛仍充滿

無限可能與變化性。本遊戲設計的目的是希望玩家在面對疾病困境時能盡量維持正向思考，做出對疾病

控制最佳的抉擇行為。但常理而言無法期待所有玩家都按照這樣的思考模式來面對困境。因此，為了達

到無形中引導玩家選擇與思考的目的，欲在遊戲設計中結合賽局理論的應用，利用數值設定巧妙引導玩

家決策。

2-3 情境式學習

把知識與情境抽離開來的傳統學習模式容易抹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自然產生的「情境認知」

（situated cognition）)。因此近年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及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理論開始

被廣為討論（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在學習知識時，必須進入一個社群文化實際運用所學知識（Brown et al., 1989）。學習活動 的「真

實性」（authenticity）十分重要，因為真實活動就是社群文化的日常演練（Brown et al., 1989)。情境學習

觀點的提出不是為了否認傳統教學，而是試圖探討情境、活動、社群與文化等要素在知識學習上的影響

（劉彥君、藍玉玲、高聖博，2011）。 

陳天仁（2007）提到主動在模擬情境中實際操作，可結合抽象知識與具體學習體驗，強化學生對相

關知識的連結。情境學習在學業成就與記憶保留方面，不論性別皆有優於傳統教學的影響。而「模擬真

實情境」確實引起學生的注意，讓他們更了解課程的重要性。而實際操作中得到正向成功經驗，能讓學

生體認課程的價值並進而提升其學習動力，而達到影響學習成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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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機和簡訊涉入提供護理和支持，可以增加糖尿病相關知識並提升自我管理的效能，從而改善

糖尿病相關的健康結果（Krishna, & Boren, 2008）。而適應嚴肅遊戲以改善抑鬱的自我管理更提升了遊

戲的初步效能（Hickman, Clochesy, Pinto, Burant, & Pignatiello, 2015）。故結合行動裝置並保留真實情境

之嚴肅遊戲能對糖友的自我管理情形產生幫助，進而提升管理效果與健康狀況。 

三、研究方法 

3-1 資料蒐集 

針對糖尿病相關之遊戲進行蒐集調查，並彙整於表 1-1。 

表 1-1 案例研究分析表（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遊戲名稱 出處 對象 遊戲內容 遊戲畫面 
The Diabetic Dog Nobelprise.org 5~8歲學

齡前兒童 
飼養糖尿病小狗的遊戲。有餵食、散

步、胰島素注射等功能，並顯示血糖

變化數據及速度，讓玩家練習血糖恆

定的控制與知識。 
 

TakoDojo Abraca Lab(Italy) 糖尿病童 在道場受訓的章魚們可透過小遊戲、

圖書館資訊、紀錄血糖變化與胰島素

注射日記等方法，學習控制遊戲內葡

萄糖能量的平衡。 
 

mySugr Junior SD mySugr GmbH 糖尿病童 病童透過記錄血糖、胰島素注射、碳

水化合物攝取日誌等自我管理可得到

糖尿病怪獸作為獎賞，或上傳飲食照

片馴服遊戲中的糖尿病怪獸。 

 
Carb Counting 
With Lenny 

Medtronic, Inc 糖尿病童 一型糖尿病獅子Lenny會教孩子準確

計算食物的碳水化合物，遊戲分四階

段：判斷、比較、猜測、建立膳食。

遊戲主要著重在教育，並提供飲食碳

水化合物參考指南。較少著墨於培養

日常管理習慣。  

Monster Manor Ayogo Health 
Inc. 

糖尿病童 孩子輸入血糖值以換取pinatas(道
具)，用來培育新怪獸或至商店購買寵

物與飾品。此遊戲還有家長監測功

能，家長每天亦可贈送一次特殊道具

給孩子以鼓勵他們。 
 

The Diabetes 
Quiz 

www.diabetes.co.il 無限定 測試對糖尿病知識了解程度的教育測

驗。自400道選擇題庫中隨機抽樣出題

並限制答題時間。  
由表 1-1 發現，現有的糖尿病遊戲有兩項共通點：(1)多以兒童為目標族群。(2)幾乎都以非人類的生

物作為遊戲角色設計。基於文獻探討中對於情境學習之分析，本研究將以貼近真實性為原則，呈現糖友

真實遭遇的抉擇情境，並以人類角色做設計。利用情境呈現與作出決策的參與方式讓玩家將自身情緒與

想法帶入遊戲劇情中，從當事者的角度出發、思考並做出行動。 

3-2 遊戲設計 

從病癥的出現開始設計一系列情境關卡，呈現病患經歷，不同關卡設置不同破關目的，並在過程中

適時傳遞衛教訊息。玩家可依訊息提示做出選擇，或根據其決策獲得不同的知識。設計保留彈性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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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性與豐富度，同時結合賽局機制，利用決策與報酬分數的設定，讓抉擇回歸理性的策略思考，並無

形中促使玩家理性的觀察比較比較情緒導向下的選擇行動會產生的情況。以下簡列單人與多人模式部分

關卡的遊戲流程圖與數值設定，分別以圖 1-1、圖 1-2 表示。 

 

 

 

圖 1- 1 單人模式遊戲關卡流程與報酬數值設計（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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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多人模式遊戲關卡流程與報酬數值設計（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3-3 測試

研究鎖定男女各半，8~20 歲、21~40 歲、40 歲以上的三種年齡層，一般者與糖友各 30 位，再將性

別、各年齡層、生病與否的受測者平均分配為實驗組與對照組，接受實際遊戲測驗。其中一組玩納入賽

局計分的版本，另一組玩沒有納入賽局計分的版本，遊戲結束後再對調遊玩。測試過程會全程側錄，紀

錄玩家在各個關卡的選擇時間與遊玩操作歷程。遊戲結束後再發予問卷填寫，並進行各項數據之分析比

較。遊戲情境的實際選擇畫面以圖 2-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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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遊戲選擇畫面（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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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賽局結果分析 

以下簡列其中兩局遊戲關卡的賽局數值設定，並以實際運算結果得出決策選擇機率。角色的選項與

不同選擇所會獲得的報酬數值關係以圖 3-1、圖 3-2 表示。 

 
 

 白飯 糙米飯 

白飯 10 
10 

0 
0 

糙米飯 0 
0 

1 
1 

 
圖 3- 1 賽局數值設定 1（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關卡任務是要選擇哪類主食當晚餐。若選擇白米飯，則血糖值上升 100，若選擇糙米飯，則血糖值

上升 10，兩者的升糖指數比為 10:1，以升糖指數比做為定價，即為圖 3-1 的賽局。 

女兒選白飯和糙米飯的機率為 x 和 1-x，假設媽媽選白飯為 y1，選糙米飯為 y2，則媽媽選白飯和糙

米飯時，女兒的期望報酬分別為 y1=10x+0(1-x)=10x； Y2=0x+1(1-x)=1-x。若假設 y1=y2，則 10x=1-x，

11x=1，x=1/11，約等於 0.09 

即選擇白飯的機率約=9%，選擇糙米飯機率約=91%。 

 
 

 敵人 朋友 

敵人 100 
100 

150 
25 

朋友 25 
150 

200 
200 

 
圖 3- 2 賽局數值設定 2（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關卡任務在選擇面對糖尿病的態度，若家人與糖友均選擇敵人，則可以得到合作值 100 分，但若其

一方選擇朋友，朋友方能得到 150 分，敵人方僅有 25 分。兩方若都選朋友，則能得到 200 分，即為圖

3-2 的賽局。 

糖友選擇敵人和朋友的機率為 x 和 1-x，假設家人選擇敵人的機率為 y1，選糙朋友的機率為 y2，則

家人選敵人或朋友時，糖友的期望報酬分別為 y1=100x+150-150x；y2=25x+200-200x=200-175x。若假設

y1=y2，則 125x=50，x=0.4，即選擇敵人的機率為 40%，選擇朋友的機率為 60%。 

 

媽媽的選擇 

女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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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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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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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糖尿病是需要長期照護的慢性疾病。過程中除病患必須自我管理外，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亦存在緊密

關聯，但被照護者常因病痛或內心壓力的煎熬，而不回應或抗拒照護者之作為。這樣的互動乃是一種雙

方互制，必須思考對方可能產生之反應，以及己方如何依據對方反應而採取回應決策，換言之是一種賽

局模式。當醫病關係變成賽局，究竟在不同前提下，人類會如何依據環境線索進行決策，以及決策之權

重取捨、不同資訊不對稱之現象所引申之決策反應，都是相當值得探討的。 

本研究針對糖尿病之進程設定相關場景及前提，並以實際訪談及專家諮詢探討雙方可能的決策，再

將不同的賽局情境-囚徒、膽小鬼、承諾等融入遊戲設計。在不同類型與階段的關卡任務中，除了如實呈

現患病與照護情境，過程中玩家也可依據衛教提示下決策，或因不同決策而得到不同的知識。但各局由

決策權重(報酬數值)及賽局運算產生之結果因人而異，即便只有兩人成局或單人遊玩，也都能透過賽局

設計與個人抉擇產生豐富的變化性。遊戲進行所累積之數據也能進一步分析不同玩家性格及風險承受程

度，或可用 MBTI 人格量表進行多種多線決策的遊戲設定。 

因生活中接觸專業衛教知識的機會較少，容易對衛教知識產生學習門檻高的印象而心生畏懼或提不

起興趣。靠嚴肅遊戲提升學習樂趣，並持續吸引玩家對於關注；透過定價操作結合遊戲設計的方式，巧

妙引導玩家做出決策，這些都是相當值得研究的部分。而持續更新賽局局面與相關聯之衛教知識，以及

如何進一步產生流暢體驗、黏著成癮，或將嚴肅遊戲之回饋(REWARDS)變成動機，促發求知慾望，進行

資訊尋求行為來保持身體健康及增強自制力，將是下一個遊戲發展重點。期望本遊戲發展結果，最終確

實可傳遞衛教知識並提供精神支持，無形間促使玩家進入正向支持的思考軌跡，確實發揮嚴肅遊戲之最

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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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的社會結構早已邁入聯合國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高齡者愈來愈需要具備照顧自己生活起居的

能力。然而，高齡者終將因各項生理機能逐漸退化而導致行動不便。目前以銀髮族及身心障礙族群為導

向之生活輔具產品相當多，本文針對銀髮族及肢體障礙族群生活所需之穿脫襪行為需求，應用 TRIZ

（Theroria Resheneyva Isobretatelskehuh Zadach）創新法則進行穿襪輔具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研究。本研究首先應用 PPP（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改良式通用設計量表找出現有市售穿襪輔助

器符合度較低的指標及其相關設計要素，並選擇符合度較低指標所對應之 TRIZ 工程參數，再應用矛盾矩

陣找出創新設計法則，進而透過概念發想完成創新通用穿襪輔具之創新設計。最後，實際進行創新通用

穿襪輔具之實體製作，再應用 PPP 改良式通用設計量表對創新通用穿襪輔具進行評價，結果驗證本研究

所開發之創新通用穿襪輔具於各項通用設計標準評價皆有很顯著的提升。 

 

關鍵詞：通用設計、TRIZ 創新法則、穿襪輔具。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 106 年 3 月 11 日公告之內政統計通報，我國老年人口數首次超過幼年人口數，老

年人口（65 歲以上）已達到 13.33%，已即將進入高齡化社會。到了今年（107 年）更將邁入高齡社會（老

年人口比率超過 14%），而預計 115 年老年人口將會超過 20%，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化是人生中必定會

經歷的過程，無可避免地將會出現各種身體機能退化現象，包括肌肉強度變弱、手腳協調度變差、反應

速度變慢、平衡能力降低等現象，而這些現象都將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作息。因此，要如何為他們設計

生活用品與安全居家環境，以提升高齡者使用居家生活用品之能力，使其能夠獨立生存並積極參與社會，

這將是有關高齡工學研究必須重視的議題（Charness et al., 2001）。 

目前以銀髮族及身心障礙族群能夠自理日常生活為導向之生活輔具相當多，包括閱讀輔具、著裝輔

具、盥洗輔具、如廁輔具、復健輔具及助行輔具等，而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動機為針對銀髮族及身心障礙

族群在外出或保暖時所需之穿襪行為，嘗試應用 TRIZ 創新法則進行穿襪輔具之通用設計研究，期望本

研究成果將能對改善銀髮族及身心障礙族群之生活起居自理能力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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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現有市售穿襪輔助器雖已有多重樣式，但是目前大部分都只具有穿襪功能。然而，脫襪與穿襪一樣

重要，都是銀髮族或肢體障礙族群在生活起居上必要的動作，因此現有市售穿襪輔助器很顯然都還不是

很理想的產品。所以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在於針對現有市售穿襪輔助器進行改良與創新設計，首先從

現有市售穿襪輔助器中選擇目標商品(目標穿襪輔具)，應用 PPP 改良式通用設計量表與 TRIZ 創新法則，

並透過概念發想完成創新通用穿襪輔具之設計，並賦予脫襪輔助之創新機能。而本研究成果除了能提升

銀髮族或肢體障礙族群之生活起居自主能力外，整體創新設計流程與思維模式也可提供作為產品設計師

在開發相關生活輔具時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與現況調查

2-1 高齡與肢體障礙者之生理機能問題

人類在老化的過程中，除了身體肌肉強度與張力均會變差外，韌帶、肌腱與軟骨彈性等也隨之降低，

導致活動受限。戴玉慈等（1998）提出日常活動與複雜性活動是兩大項被常用來評估高齡者的失能程度，

並將失能程度歸類為以下三種能力：（1）自我照顧能力；（2）移動能力；（3）家事活動能力。目前市

面上針對高齡者生活導向的輔具已經很多。例如，擰毛巾輔具可以解決高齡者手部力量退化無法擰毛巾

的問題（黃啟梧、陳進隆，2014），考慮到高齡者腿部力量退化導致行動不便所開發的助行器（張素浴

等，2016），以及考慮到高齡者休閒娛樂時需要維持身體機能的休閒娛樂輔具（陳振甫、陳裕升，2016）。

而本研究則是針對高齡者及肢體障礙族群在生活中所需要的穿襪行為，應用 TRIZ 創新法則進行穿襪輔

具的通用設計研究。

2-2 通用設計的起源與發展

通用設計的概念最早起源於 1950 年代左右，而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NCSU，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教授羅恩·梅斯（Ronald L. Mace）則於 1985 年開始使用「通用設計」這個名詞，以其為首

的通用設計中心經過多次修訂，制定了廣為人知的通用設計 7 大原則，從此通用設計為產品導向的設計

觀念逐漸成形。而在日本方面，東京大學特聘教授中川聰在實際考量美觀、環保與商業的層面的通用設

計實際需求，提出了著名的通用設計 7 原則與 3 項附則（中川聰，2006）。 

對於產品設計而言，設計者應從人、社會和環境的層面考量，以提供最大的包容力與最寬廣的容許

條件給使用者，讓所有人都適用（Woodhouse，2004）。而有關通用設計之原則，Story（1998）則形容

通用設計是「所有年齡和所有能力都適用的設計」，而 Steinfeld 與 Mulick（1990）則對通用設計簡述為

「所有人都能輕易使用的設計」。

在通用設計中，PPP（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評價是最常被使用的標準，用以評價通用設計

之完成度，亦即滿足各類使用者對產品使用之便利性與舒適性的滿意程度。通用設計 PPP 評價是由 7 項

原則和 3 項附加原則所組成，但由於 PPP 量表屬於事後評價，其量表過於概念化未必適用於各類產品，

也不易將評估項目直接關聯到設計要素。因此，方恪修（2010）對一般市售手工具提出了通用化評估準

則，並建立通用設計評估項目與設計要素的關聯性，可作為設計師在設計通用手工具時的重要參考。而

林楷潔（2012）則進一步以尖嘴鉗為例，從產品開發的角度探討該屬性產品之通用設計評價，有效地將

使用者評價轉換為設計要素，此研究成果則可提供作為設計師在進行產品設計與改良時候的重要參考。

309



2-3 TRIZ 創新設計法則

TRIZ 創新設計法則是在 1946 年由俄國發明家阿特舒勒（Altshuller）與他的研究團隊所提出的創新

發明問題解決理論，可提供產品開發者在較短時間內得到解決問題的原則之提示與方向。而在 TRIZ 創

新設計理論中最常見被採用的方法是 39 工程參數（39 Engineering Parameters）、矛盾矩陣表（Contradiction 

Table）和 40 創新法則（40 Inventive Principles）(Altshuller，1999)。 

TRIZ 創新法則雖然已經被廣泛應用於產品設計（劉與勤，2010；Yang et al.,2010），但是在使用上

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如何將 PPP 評價指標對應到 TRIZ 創新法則之 39 工程參數。因此，有些研究文獻採取

專家問卷或訪談的方式來建立 TIRZ 法則 39 項參數與通用設計 7 大原則之關聯性，進而導入產品開發案

例，再應用矛盾矩陣分析來尋求可行之創新原則（郭佳凱，2016）。而有些研究文獻則藉由搜集有關 TRIZ

創新法則與通用設計之相關研究資料，用以整理出 TRIZ 創新法則之工程參數與通用設計原則已對應之

關聯性（楊富先，2008；劉與勤，2010）。而邱彥翊（2013）則以獲得「台灣通用設計獎」和通用設計

前 50 名得獎作品作為研究樣本，找出了通用設計 PPP 評價指標與 TRIZ 39 個工程參數之對應關係，並

建立「通用設計原則與工程參數之相對應表」。本研究則參考此「通用設計原則與工程參數之相對應表」，

並經由專家討論，以確認本研究中低符合度通用設計 PPP 評價指標與 TRIZ 39 個工程參數之對應關係。 

2-4 穿襪輔具之相關商品

目前市面上已經在銷售的穿襪輔助器可根據結構之差異主要分為兩大類：（1）金屬製之拉把式穿襪

輔助器；（2）具彈性模版之繩拉式穿襪輔助器。第 1 類金屬製拉把式穿襪輔助器這類產品可以長陽國際

有限公司所販售之 DA-5305 型為代表，如圖 1 所示。而第 2 類具彈性模版繩拉式穿襪輔助器這類產品則

可以樂齡網網路商城所販售之 HC-060 型為代表，如圖 2 所示。 

 圖 1. 金屬製之拉把式穿襪輔助器圖  圖 2. 具彈性模板之繩拉式穿襪輔助器圖 

三、研究方法

3-1 目標穿襪輔具分析

本研究除了要完成新型通用穿襪輔具之設計外，還希望能兼具脫襪機能，因此選定目標商品為如圖

1 所示之長陽國際有限公司所販售的 DA-5305 型穿襪輔助器。針對所選定的目標穿襪輔具進行分析，可

將其拆分為如圖 3 所示之四大組成機構：（1）握把機構；（2）拉桿機構；（3）置襪機構；（4）底座

機構。並透過專家學者討論，各機構包含四項設計要素，分別為形狀、尺寸、材質與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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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目標穿襪輔具分析圖 

3-2 受測者與實驗設計

通用設計基本上是基於為所有人設計的概念，以期能符合大多數使用者的需求為目的。本研究進行

兩次實驗，邀請完全相同的 30 位受測者，其中男性 15 人，女性 15 人，年齡介於 20 到 89 歲之間，其中

20-39 歲者有 9 人，40-59 歲者有 12 人，60-79 歲者有 6 人，而 80 歲以上者有 3 人。若以族群區分，則

中高齡銀髮族有 6 人，肢體障礙者有 4 人，曾為肢體障礙者有 5 人，懷孕婦女有 3 人，專家有 2 人，學

者有 5 人，肢體正常者有 5 人。

第一次實驗針對目標穿襪輔具(市場現有的穿襪輔助器)進行實驗，所採用之通用設計 PPP 評價量表

為應用於傘架通用設計所提出之通用設計 PPP 改良式量表(陳中、吳志富，2008)，此量表包含 48 項評

價指標與 2 項綜合指標，2 項綜合指標分別為「請問您喜歡這樣產品的程度是？」及「您覺得此產品符

合通用設計的程度？」。且在每項評價指標後面留有一空格，並請受測者填寫評價指標較不理想項所關

聯之設計要素。而第二次實驗則針對本研究所設計的創新通用穿襪輔助器進行評價，受測者為第一次實

驗完全相同的 30 位受測者，且採用相同之通用設計 PPP 改良式量表。在實際評價上，評分方式是五分

制，受測者依據個人使用經驗與看法直覺給與評價，如果非常符合，則給予 5 分；如果符合，則給予 4

分；如果是普通，則給予 3 分；如果不符合，則給予 2 分；如果非常不符合，則給予 1 分。 

四、實驗結果與分析

4-1 目標穿襪輔具通用設計 PPP 評價結果與分析

目標穿襪輔具之通用設計 PPP 評價結果如圖 4 之雷達圖所示，結果顯示原則 6、原則 7 及附則 2 等

3 項之平均分數小於 3，代表未能符合通用設計理念，最後兩項綜合評價指標之分數，分別為 2.6 及 2.7，

此結果代表所選目標穿襪輔具不是一具很符合通用設計之穿襪輔具，也不是很能被受測者喜歡的商品。

1.握把機構

2.拉桿機構

4.底座機構

3.置襪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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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目標穿襪輔具 PPP 評價統計結果之雷達圖 

若要改善目標穿襪輔具對通用設計原則及附則之符合度，則必須進一步分析通用設計 PPP 評價結果

中之各項評價指標之符合度，由評價結果可整理出評價指標 3.提供選擇、評價指標 6.使用方法自由、評

價指標 17.提供複數種的回饋方式、評價指標 25.即使失敗也能回復原狀、評價指標 26.可以自然的姿態使

用、評價指標 32.適合各種姿勢的使用、評價指標 35.合理的價格與評價指標 39.使用舒適且美觀之評價分

數皆低於 3.0，而這些指標之通用設計原則低符合度問題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評價分數低於 3.0 之 PPP 評價指標與問題分析 

4-2 低符合度指標與 TRIZ 工程參數之關聯性

原則 PPP 評價指標 問題分析

原則1：任何人都可以

公平使用

3 提供選擇 各種尺寸的產品皆

可使用

穿襪輔助器對於短襪、中長襪及長襪都應可

以使用，此指標在創新設計時必須被考慮。 
原則2：容許以各式各

樣的方式使用

6 使用方法的

自由

商品可供各種方法

使用而這些方法能

夠讓使用者自己自

由選擇

穿襪輔具在使用時應不只限定一種方式，所

以此指標在創新設計時必須被考慮。

原則4：可透過多種感

覺器官理解訊息

17 提供複數種

的回饋方式

是否提供數種方式

（繪圖、影像、光等）

以傳達其使用方法

穿襪輔具操作並不複雜，除了圖解說明使用

方法外，再加上影音教學影片應已足夠，所

以此指標在創新設計時應可不必納入考慮。 
原則5：即使以錯誤的

方法使用也不會引起

事故並能回復原狀

25 即使失敗也

能回復原狀

即使操作失敗也能

簡單地回復到原始

狀態

若穿襪動作失敗，就必須調整或者重穿，必

須將襪子脫下來，相當於回到原始狀態，所

以此指標在創新設計時必須納入考慮。

原則6：盡量減輕使用

時之身體的負擔

26 可以自然的

姿態使用

各式各樣的人都能

以個人最自然的姿

態使用

在使用時，應以最自然的姿態使用，避免增

加身體負擔，甚至導致失去平衡而跌倒，所

以此指標在創新設計時應納入考慮。

原則7：確保容易使用

的大小空間

32 適合各種姿

勢的使用

不管什麼姿勢都可

以滿足，達到其想要

的使用目的

穿襪輔具在使用上應不局限在坐姿，例如坐

在床上亦可使用，所以此指標在創新設計時

應納入考慮。

附則1：可長久使用

具經濟性

35 合理的價格 產品價格合乎其品

質

產品價格會跟製造加工難易有關，因此指標

在創新設計時應納入考慮。

附則2：品質優良美

觀

39 使用舒適且

美觀

具備使用舒適，兼具

機能性及美觀性

產品外型要具吸引力，才能兼具美觀與機能

性，因此此指標在創新設計時應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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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問題分析，本研究所要解決之問題為評價指標 3、評價指標 6、評價指標 25、評價指標 26、

評價指標 32、評價指標 35 與評價指標 39 之符合度偏低的問題，而首要工作是找出這些評價指標所對應

之 TRIZ 工程參數，才能進一步應用矛盾矩陣歸納出可行之創新設計法則。近年已有通用設計原則與 TRIZ

工程參數之相對應表被提出（邱彥翊，2013），本研究參考其通用設計原則與工程參數對應表，並經由

專家學者討論後，可得到評價指標與 TRIZ 工程參數之對應關係，如表 2 所示。 

表 2. 評價指標 3、6、25、26、32、35 與 39 所對應之 TRIZ 工程參數 
原則 PPP評價指標 對應之工程參數 

原則1：何人都可以公平使用 3 提供選擇 35.適應性 
原則2：容許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使用 6 使用方法的自由 33.使用方便性 
原則5：即使以錯誤的方法使用也不會

引起事故並能回復原狀 25 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狀 38.自動化程度 
原則6：盡量減輕使用時之身體的負擔 26 可以自然的姿態使用 35.適應性 

原則7：確保容易使用的大小空間 32 適合各種姿勢的使用 35.適應性 

附則1：可長久使用具經濟性 35 合理的價格 32.容易製造性 

附則2：品質優良且美觀 39 使用舒適且美觀 12.形狀 

4-3 矛盾矩陣與創新法則 

由表 2 中可以看出評價指標 25 所對應的 TRIZ 創新法則工程參數為 38 自動化程度，這對穿襪輔具

的設計極為困難，不過可解讀為穿襪輔具應具有脫襪功能，將在創新設計中單獨處理。而其他 6 項指標

所對應的 TRIZ 創新法則工程參數分別為 35 適應性、33 使用方便性、12 形狀及 32 容易製造性。而在這

四項中工程參數 32 容易製造性關聯到評價指標 35 合理的價格，所以工程參數 32 容易製造性本身就是一

個衝突的工程參數，因此可將其列入可能惡化的工程參數。再參考通用設計 PPP 評價結果中專家學者所

建議對應之設計要素，並與專家學者討論，判斷待改善之工程參數 33 使用方便性，可能對應之惡化工程

參數為工程參數 3 移動件長度與工程參數 7 移動件體積。而待改善之工程參數 35 適應性，可能對應之惡

化工程參數為工程參數 10 力與工程參數 26 物質的數量。而待改善之工程參數 12 形狀，可能對應之惡化

工程參數為工程參數 32 容易製造性與工程參數 36 複雜度。依據以上分析，可得到矛盾矩陣與創新法則

如表 3 所示。 

 

表 3. 改善工程參數 12、33 及 35 之矛盾矩陣與創新法則 

4-4 創新法則選用與概念發想 

由表 3 中可看出個創新法則 1 分割出現了 4 次，而創新法則 15 動態及創新法則 7 移動到新的次元則

各出現 3 次，因此將優先作為設計發想之思考方向，而創新法則 16 局部或過度的動作、創新法則 28 置

換機械系統及創新法則 35 變化物理或化學狀態各出現 2 次，將視需求時再作為參考。 

      惡化的參數 
 改進的參數 3.移動件長度 7.移動件

體積 10.力 26.物質

的數量 
32.容易製

造性 36.複雜度 

12.形狀     1,32,17,28 16,29,1,28 
33.使用方便性 1，17，13，12 1,16,35,15     

35.適應性   15,17,20 3,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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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應用前，可先由各項創新法則之各類應用模式的成功應用實例中吸收經驗，以利後續之研究。

創新法則 1 分割之成功應用實例很多，例如將一輛長度過長的大卡車分割為由一輛長度較短的卡車與附

掛的拖車，如此可改善長度過長導致轉彎困難或停放的問題；系統化家具的設計，將大型家具分割並模

組化，方便搬運與保存；將書本由膠裝改為活頁紙型式，以增加整理與分類之靈活性。 

創新法則 15 動態之成功應用實例，包括早期汽車固定式方向盤重新設計為可調整式方向盤，大幅提

升適應性；將固定式椅子重新設計為折疊椅，可大幅降低收納時之體積與方便搬動；將固定式檯燈設計

為多關節可調整式台燈，可增加適應性。 

而創新法則 17 移到新的次元之成功應用實例如將單一線型電話線設計為可捲曲式電話線；將平面停

車場設計為立體停車場；將直立式洗衣機設計為斜取式滾筒式洗衣機，使得肢體障礙者都能自行完成洗

衣機的操作，大幅提升洗衣機之通用性。 

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設計概念發想採用創新法則 1 分割與創新法則 15 動態於設計要素拉桿之尺寸

設計，將拉桿分為兩段並可組合，同時組合方式可採用折疊式或伸縮式。而在設計要素置襪機構之位置

（方位）的創新設計上，本研究設計概念發想採用創新法則 17 移動到新的次元，將置襪機構採取傾斜式

或平放式設計。 

   

4-5 創新通用穿襪輔具之設計與製作 

依據前述概念發想拉桿機構可採用折疊式或伸縮式，但若是採用折疊式，則在收納時會因為旋轉效

應導致需要較大操作動作或使用空間，同時操作穩定性也較不理想，而伸縮式設計的組合方式則可避免

上述問題。因此，創新通用穿襪輔具拉桿機構之創新設計採用兩段式設計，而連接機構則採用伸縮式設

計。而在置襪機構的設計上，將置襪機構採取平放式，置襪機構採取平放式設計後，亦兼具底座之機能，

使得穿襪輔具整體創新設計上不再需要獨立底座機構，將可降低結構複雜度，同時也提升容易製造性，

又節省材料並降低成本，可預期能夠提升通用設計原則之符合度。 

最後，本研究所完成之創新通用穿襪輔具包括了握把、拉桿與置襪機構三大部份，在實際製作上，

上方拉桿機構之製造方式直接使用鋁圓管折彎，而下方置襪機構部分比較複雜些，則使用電腦數值(CNC)

加工製作，材料採用鋁，實際製作完成之創新通用穿襪輔具的產品實體如圖 5 (a) 所示，實際穿襪模式

如圖 5 (b) 所示，而實際脫襪模式如圖 5 (c) 所示。 

            

  (a)   (b)   (c) 

圖 5. 創新通用穿襪輔具之產品實體與使用模式：(a) 產品實體；(b) 穿襪模式；(c) 脫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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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創新通用穿襪輔具之 PPP 評價結果與分析

為驗證本研究所開發之創新通用穿襪輔具的確能提升對通用設計 PPP 評量指標之符合度，再次使用

PPP 量表對前次問卷完全相同的 30 位受測者進行實驗，完成訪談作答完畢後，30 位受測者之評價統計

結果如圖 6 之雷達圖所示。由雷達圖可看出，原則 6 及原則 7 之符合度最高，平均分數為 3.9，而原則 4

符合度雖然比較低，但也達到 3.4。值得注意的是，創新通用穿襪輔具在通用設計 PPP 評價模式之七大

原則與三項附加原則之平均分數都達到 3.0 以上。 

相較於目標穿襪輔具兩項綜合評價指標平均分數分別為 2.6 及 2.7，本研究所開發之創新通用穿襪輔

具在這兩項綜合評價指標之平均分數分別為 4.0 與 3.9，很明顯都大幅度提高，因此可結論本研究所開發

之創新通用穿襪輔具是既被受測者喜歡又符合通用設計的產品。

圖 6. 創新通用穿襪輔具 PPP 評價結果之雷達圖 

五、結論與建議

為因應台灣社會結構邁入高齡化社會及受少子化影響，未來高齡者要具備照顧自己生活起居的能力

是無法避免的趨勢。甚至，對於懷孕婦女或一些脊椎損傷的肢體障礙者，都會面臨相同之問題。本研究

秉持對社會之關懷，以提升銀髮族及肢體障礙族群在生活起居所需之穿脫襪自主能力為研究目標，成功

應用 TRIZ 創新法則開發出兼具穿襪與脫襪機能之創新通用穿襪輔具，此創新設計產品不僅輕巧容易收

納，更整合穿襪與脫襪機能於一體。在經過實際測試與應用 PPP 改良式通用設計量表進行評價驗證後，

結果顯示相較於現有市售目標穿襪輔具，本研究所開發之通用穿襪輔具在通用設計 PPP 評價指標符合度

及兩項綜合評價指標分數都很明顯大幅度提高，因此可結論本研究所開發之創新通用穿襪輔具是廣被受

測者喜歡，又能符合通用設計原則的創新產品。

在生活輔具的開發設計方面，目前已有相當多市售商品，包括閱讀輔具、著裝輔具、盥洗輔具、如

廁輔具、復健輔具及助行輔具。未來期望能攜手同樣秉持對社會關懷的專家學者，持續針對銀髮族及身

心障礙族群自理日常生活能力之輔具進行改良與創新機能設計，而本研究之整體設計流程與架構，以及

相關設計思維將可提供作為創新產品開發與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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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系學生之人格特質與設計績效之關係研究

蘇琦*+   許言**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設計科學研究所 教授 

+通訊作者: suesu950943@gmail.com 

摘  要

隨著各產業對「設計」日益重視，台灣的設計系也躋身為熱門科系之一。在預期未來有越來越多設

計新鮮人進入職場的情況下，企業主管該如何任人選才、適才適性地運用及發揮這些設計人的潛力以提

高設計績效，成為重要且值得探討的議題。本研究以橫斷面的實驗調查法針對五大性格特質，包括「外

向型」、「親和型」、「嚴謹型」、「神經質型」、「開放型」量表，以台灣某大學之工業設計系學生

為對象，分析「人格特質」、「設計績效」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蒐集樣本之全學年設計績效數據（分

數）加以分析。本研究發現，不同人格特質傾向的設計系學生，可能根據自身人格特質類型特徵、在不

同構面下對設計績效產生差異。如當人格特質之外向型傾向越明顯時，其在設計績效進步幅度構面之表

現越好、當人格特質之親和型傾向越明顯時，其在設計績效進步幅度構面之表現也會越好。此外，由數

據分析結果可以推斷當人格特質之外向型傾向越明顯時，其在設計績效總成績構面之表現越好。

關鍵詞：設計新鮮人、人格特質、設計績效、設計管理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設計」在台灣逐漸受到重視，設計學院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各所大學，使得讀設計系

儼然成為一種趨勢甚至是流行。然而，在這個環境多元且競爭激烈的時代裡，人才的選用成了一大學問。

這幾年來，在一疊條件差不多的履歷下，開始有雇主以一些與生俱來的條件（如：血型、星座、人格特

質等）作為篩選標準。一如天下雜誌 424 期（張漢宜，2011）中所提到，日本曾有一股趨勢利用血型來

任人選才，其中包含奧運棒球賽的打擊順序、三菱電機的創意企劃團隊組成、甜點店的店長選用及政府

部門的人事安排等。

如上段所言，大部分有關此議題的研究，其瞄準對象幾乎都已出過社會一段時間，本研究希望能把

對象的年齡層再往前調整為學生。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行為模式與處事風格，即不同人格類型的人都會

產生不同的行為，不同人格類型的人，其對環境也有不同反應及互動（吳秉恩，1986）。從許多文獻可

發現到，人格特質確實會影響工作績效。不同性質的工作所需之人格特質亦不盡相同（池進通、李鴻文、

陳芬儀，2008）。工作績效（對設計工作者而言就是設計績效）強調的是工作結果，是對目標達成具有

效益、具有貢獻的部分（閻建政，2015）。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將針對研究對象的設計績效進行分析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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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績效衡量所採取的方式通常可分為主觀績效與客觀績效兩種型式（Bandura，1997）。一般，當研

究目標是針對整體表現結果做衡量時，通常採用主觀、知覺性的衡量方式，即自我評估，即員工對自己

的工作表現進行評估；而當研究目標專注於探討衡量績效的構面時，則較常採用客觀的主管評估。然從

各文獻研究中發現，目前大都是以主觀績效研究為最多，主觀績效評估結果可能會有若干偏誤（閻建政、

衛萬里，2011）。故本研究將採用客觀的評估方式，實際取得對象一整年的實際設計表現，即作業成績

進行分析以減少結果的偏誤。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紀錄研究對象一整年的設計表現，了解其設計績效，並經由數據分析其與人格特質之間的

關係。本研究想探討： 

（1）人格特質與設計績效在總成績構面之關係； 

（2）人格特質與設計績效在進步幅度構面之關係。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人格特質 

本研究將使用的是較常被當人力資源選用指標的五大人格分析。源自於 1930 年代，有一群專業人員

翻閱全文版字典，從中挑出所有描述個性的字眼，再經過越來越複雜的統計方式分析出人類個性的主要

面向，四十年後(1990 年代初期)終於獲得共識，也經由其他文化的國家證實這五大人格特質確實存在。

這些面向是由基因與童年經驗一起決定的，通常一輩子都不會變，而且會影響各方面行為，包括關係、

職場表現、休閒活動、消費選擇、宗教與政治信仰、創意、幽默感與健康。（Wiseman，2009）關於五

大人格的特質說明如下（張同廟、劉維群，2007）： 

（1） 外向性（Extraversion）：指一個人對於他人間關係感到舒適之程度或數目，特徵除了自信、

主動活潑，具領導力、喜歡表現，尚有喜歡交朋友、愛參與熱鬧場合、活潑外向的特質。 

（2） 情緒穩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指一個人情緒穩定及情緒調適能力，有學者將此稱為神

經質，即一個容易感受到情緒沮喪及一般傾向經歷負面情緒影響，其特徵為容易緊張、過分擔心、缺乏

安全感，較不能妥善控制自己的情緒、敏感的特質。 

（3） 親和性（Agreeableness）：指一個人對於他人所訂下規範的遵循程度，其特徵為有禮貌、令

人信賴、待人友善、容易相處、利他行為、承諾的特質。 

（4） 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指一個人對追求目標的專心、集中程度，其特徵有努力工作、

成就導向、不屈不撓、有始有終，負責守紀律、循規蹈矩、謹慎有責任感、細心的特質。 

（5） 經驗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指一個人興趣之多寡及深度，其特徵為具有開闊心胸、

富於想像力，好奇心、創造力、喜歡思考及求新求變的特質。 

此外，因為五大人格特質為國外翻譯過來的文獻資料，因此各版本對於五大人格的稱呼不盡相同。

外向型又翻作外向性及外向穩健性；親和型在翻譯上也被稱為親和性、友善性以及宜人性；而嚴謹型也

翻作嚴謹性、盡責性和勤勉正值性；神經質型亦被稱為神經質、神經質性、情緒穩定性或情緒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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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開放型，則同時被翻作開放性及經驗開放性。

2-2 設計績效

因本研究對象為設計相關科系學生，與之個體最息息相關的工作績效則為設計績效。朱明星、梁世

安（2011）的研究指出工作績效是指一個人的工作貢獻之價值、工作之品質或數量 ，亦即是員工的生產

力，當員工之生產力高時，亦表示組織之整體經營績效較高，長久以來，工作績效一直是組織行為的重

要依變項，不管是領導行為、組織設計、員工激勵，其最終都離不開對於組織績效的追求。而工作行為

會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因此個人所具備的人格特質或公民行為，即可測其工作行為，其主要之關鍵在

於具備了某些人格特質，而產生有效的行為，因而才有較好的工作績效（Wexley & Klimoski，1984）。

而 Lawless（1972）認為績效可以由三個層次來進行觀察，即個人績效、團體績效與組織績效。組織績效

應以團體績效為前提，而團體績效則須以個體績效為主要考量。Griffin & Pager（1993）指出，普遍最常

被拿來作為設計績效評估衡量的五個構面分別為（1）顧客面：顧客滿意度的呈現；（2）財務面：企業

的利潤與盈虧情形；（3）程序面：是否有依照時程與程序運作執行；（4）產品面：產品成功上市與失

敗的機率；（5）計劃面：企劃執行後是否有如期完成組織目標。 

2-3 績效評估

卓秀冬（1994）認為績效是指工作的實際表現。林新發（1990）認為，績效係指執行某些工作的成

績或表現，由此可知績效的概念較為具體。員工績效的測量有兩種方法：客觀法、主觀法。績效是成績

與成效的綜合，是一定時期內的工作行為、方式、結果及其產生的客觀影響。亦即是說績效與成效是有

所不同的，工作績效（對設計工作者而言就是設計績效）強調的是工作結果，是對目標達成具有效益、

具有貢獻的部分；工作成效強調的則是工作執行上的表現。在企業中，員工的績效具體表現為完成工作

的數量、質量、成本費用以及為企業做出的其他貢獻等（閻建政，2015）。 

此外，孫煒（2006）將績效評量的途徑分為四種： 

（一）目標達成途徑（the goal-attainment approach） 

假定目標是明確清楚的。評估者的主要工作是尋找配合團隊目標的具體部門或計畫，並以此作為評

量團隊績效的指標。在相關理論的文獻之中，大部分的經驗研究採用此一途徑作為界定與評量團隊績效

的方式，其後各種績效評量途徑也多由此一途徑發展或修正而來（Herman & Renz，1997）。 

（二）系統資源途徑（the system resource approach）

假定團隊所擁有資源的品質與數量決定了團隊的生存能力。評估者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有關團隊收

入，而非產出的量化資料，並以此作為評量團隊績效的指標。

（三）聲望途徑（the reputational approach）

假定並沒有普通的、可以量化的、單一判定團隊績效的模式，則需由不同的主觀層面來評估團隊績

效。評估者的主要工作是調查團隊關係人的滿意程度，並發展出評量團隊績效的架構。

（四）決策過程途徑（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pproach）

假定團隊內部的決策品質是影響績效的關鍵因素，而決策品質是團隊結構與過程的產物。評估者的

主要工作就是檢視團隊內部資源與資訊管理與溝通的決策品質，並發展出評量團隊內部決策過程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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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n，1981）。 

然從各文獻研究中發現，目前大都是以主觀績效研究為最多，主觀績效評估結果可能會有若干偏誤

（閻建政、衛萬里，2011）。故本研究將採用客觀的評估方式，實際取得對象一整年的實際設計表現，

即作業成績進行分析以減少結果的偏誤。

2-3-1 設計績效評估

Griffin & Pager（1993）指出，普遍最常被拿來作為設計績效評估衡量的五大構面分別為（1）顧客

面、（2）財務面、（3）程序面、（4）產品面、（5）計劃面。因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學生，雖財務面

較不易衡量，其餘四個構面皆能反映在課程上的成績。如顧客面：作品的呈現是否讓教授滿意、程序面：

是否即時繳交作品（該課程規定為遲交之作品該項成績打八折）、產品面：是否於學生期末展覽時成功

展出、計畫面：作品執行後是否如期完成教授訂定之要求。故本研究將蒐集研究對象一年的設計成績，

了解其人格特質與設計表現構面，以判斷績效高低。

本研究之設計績效採用之成績判斷指標分為兩大構面：

（1）總成績：一年成績（分為上下兩學期）之平均值；

（2）進步幅度：下學期之總平均與上學期之總平均相減所得之差。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橫斷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針對台灣之某大學設計系所開設之設計素描課學

生進行為期一年的觀察。橫斷面研究原為發展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流行病學研究中常用

的研究方法，意指在同一段時間內，觀察或實驗比較同一個年齡層或不同年齡層的受試者之心理或生理

發展狀況，其後常被應用於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中的橫斷面研究通常以調查法施行，因此也有學者將其

歸為調查研究法的應用之一。橫斷面研究被設計來在特定的時間點上，調查研究對象的單一或多個行為

或現象，例如：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即為典型的橫斷面研究。其優點在於能夠較快速且全面地

瞭解特定事件或群體的特徵、現象與各層面的狀況，亦能進行比較（林雯瑤，2012）。 

關於設計績效的分析，孫煒（2006）曾提及績效評估相關研究步驟，大致上事先依據研究對象的特

性與現狀設計出一組績效構面，再由各個績效構面中規劃出一套績效指標，而後由各績效指標中發展出

量化的績效評量方法予以加總，並藉此判斷研究對象的績效高低。因此本研究將蒐集研究對象一年的設

計成績，了解其人格特質與設計表現構面，以判斷績效高低。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之某大學設計系所開設之設計素描課學生為受測者，受測者均受完整設計相關之課程

訓練。實驗前發放問卷，內含基本資料與人格特質測驗，並透過問卷結果篩選出人格特質傾向較明顯之

受測者 21 位。 

3-2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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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問卷分為兩大部分：基本資料（姓名、性別、年齡、學校、學系、年級）與人格特質量表，

以下將針對人格特質量表做細部說明。本研究參考 Wiseman（2009）在其著作中所使用的量表，該量表

源自於 1930 年代，有一群專業人員翻閱全文版字典，從中挑出所有描述個性的字眼，再經過越來越複雜

的統計方式分析出人類個性的主要面向，四十年後(1990 年代初期)終於獲得共識，也經由其他文化的國

家證實這五大人格特質確實存在。 

本研究之計算方式採取「李克特式七點尺度法」，共十題：我覺得我是…1.派對上的靈魂人物。2.

喜歡與人互動。3.總是做好準備。4.容易感到壓力大。5.有絕佳的點子。6.整體來說話不多。7.對他人不

太關心。8.常忘了把東西放回原位。9.大多時候都很放鬆。10.難以理解抽象的概念。 

前面五題依照「非常同意」、「同意」、「稍微同意」、「普通」、「稍微不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的順序，分別給予 7 分、6 分、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之後五題則依照「非常同

意」、「同意」、「稍微同意」、「普通」、「稍微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順序，

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6 分、7 分。最後，按照 Richard Wiseman（2009）之著作所提

出的建議規則將題目的得分兩兩相加，如下所示： 

外向型：將第 1 和 6 題加總，大於 9 分即為典型者。 

親和型：將第 2 和 7 題加總，大於 10 分即為典型者。 

嚴謹型：將第 3 和 8 題加總，大於 11 分即為典型者。 

神經質型：將第 4 和 9 題加總，大於 9 分即為典型者。 

開放型：將第 5 和 10 題加總，大於 10 分即為典型者。 

 

然而因為各人格特質傾向達到典型的標準不一，在研究上不容易將數據做比較，又因各人格特質傾

向的原始分數之變化範圍為 2 分到 14 分，變化區間不大，容易造成同分或是人格傾向不明顯。因此針對

該問題，本研究將原始數據正規化，讓每個人格特質傾向的原始分數各乘上一個變數，使之達到典型的

標準一致，如此一來便可解決前述兩大問題。 

 

四、研究結果 

4-1 樣本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皆修習台灣之大學工業設計系所開設之同堂素描課，共回收 24 份問卷，無效問卷

3 份、有效問卷 2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7.5%。其中男性佔 23.8%、女性佔 76.2%。受測者年紀範圍為

18 至 21 歲，所佔比例分別為 23.8%、57.2%、9.5%、9.5%。整理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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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樣本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男性 女性 18歲 19歲 20歲 21歲 

23.8% 76.2% 23.8% 57.2% 9.5% 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五大人格分布

人格特質量表分數經過正規化後，本次實驗之受試者：外向型人格佔 23.8%、親和型人格佔 38.2%、

嚴謹型人格佔 0%、神經質型人格佔 19.0%、開放型人格佔 19.0%。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2 樣本基本資料 
人格特質

外向型 親和型 嚴謹型 神經質型 開放型

23.8% 38.2% 0% 19.0% 1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設計績效分析

本研究利用相關分析檢視人格特質傾向與設計績效（分為總成績與進步幅度兩大構面）之關係。針

對以下八種情況作探討。（1）外向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2）親和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

幅度構面、（3）神經質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4）開放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 

（1）外向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

關於外向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3 以及圖 1）。P 值呈現 0.026，小

於 0.05，已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484，介於 0.3-0.7 間，屬於中度相關。根據外向型傾向

與總成績構面之散佈圖走向可以了解兩者關係呈現正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外向型傾向之人格

特質越明顯時，其在總成績構面的表現會越好。

表 3 外向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總成績 外向型傾向

總成績 Pearson相關係數 1 0.484 
P值 0.026 

外向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484 1 
P值 0.0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外向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4 以及圖 2）。P 值呈現 0.045，

小於 0.05，已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442，介於 0.3-0.7 間，屬於中度相關。根據外向型傾

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散佈圖走向可以了解兩者關係呈現正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外向型傾向之

人格特質越明顯時，其在進步幅度構面的表現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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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外向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進步幅度 外向型傾向

進步幅度 Pearson相關係數 1 0.442 
P值 0.045 

外向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442 1 
P值 0.0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 外向型與總成績關係圖   圖 2. 外向型與進步幅度關係圖   圖 3. 親和型與進步幅度關係圖 

（2）親和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

關於親和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5）。P 值呈現 0.456，大於 0.05，

未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172，小於 0.3，屬於低度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親和

型傾向之人格特質越明顯時，並不會影響其在總成績構面的表現。

表 5 親和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總成績 親和型傾向

總成績 Pearson相關係數 1 0.172 
P值 0.456 

親和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172 1 
P值 0.4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親和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6 以及圖 3）。P 值呈現 0.022，

小於 0.05，已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497，介於 0.3-0.7 間，屬於中度相關。根據親和型傾

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散佈圖走向可以了解兩者關係呈現正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親和型傾向之

人格特質越明顯時，其在進步幅度構面的表現會越好。

表 6 親和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進步幅度 親和型傾向

進步幅度 Pearson相關係數 1 0.497 
P值 0.022 

親和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497 1 
P值 0.0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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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經質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

關於神經質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7）。P 值呈現 0.141，大於 0.05，

未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333，介於 0.3-0.7 間，屬於中度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

神經質型傾向之人格特質越明顯時，並不會影響其在總成績構面的表現。

表 7 神經質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總成績 神經質型傾向

總成績 Pearson相關係數 1 0.333 
P值 0.141 

神經質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333 1 
P值 0.1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神經質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8）。P 值呈現 0.956，大於 0.05，

未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013，小於 0.3，屬於低度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神經

質型傾向之人格特質越明顯時，並不會影響其在進步幅度構面的表現。

表 8 神經質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進步幅度 神經質型傾向

進步幅度 Pearson相關係數 1 0.013 
P值 0.956 

神經質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013 1 
P值 0.9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開放質型傾向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

關於開放質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9）。P 值呈現 0.787，大於 0.05，

未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0.063，小於 0.3，屬於低度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開放

型傾向之人格特質越明顯時，並不會影響其在總成績構面的表現。

表 9 開放型傾向與總成績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總成績 開放型傾向

總成績 Pearson相關係數 1 0.063 
P值 0.787 

開放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063 1 
P值 0.7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開放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如下所示（參考表 10）。P 值呈現 0.458，大於 0.05，

未達顯著。兩者的 Pearson 相關係數為-0.171，小於 0.3，屬於低度相關。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當開放

型傾向之人格特質越明顯時，並不會影響其在進步幅度構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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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開放型傾向與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進步幅度 神經質型傾向 
進步幅度 Pearson相關係數 1 -0.171 

 P值  0.458 
神經質型傾向 Pearson相關係數 -0317 1 

 P值 0.4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人格特質與設計績效總成績構面之關係」和「人格特質與設計績效進步幅

度構面之關係」，所得的結論為下： 

一、人格特質對設計績效總成績構面之影響 

（1）當人格特質之外向型傾向越明顯時，其在設計績效總成績構面之表現越好。 

（2）無論人格特質是否傾向親和型，其在設計績效總成績構面之表現並未明顯隨之提升或下降。 

（3）無論人格特質是否傾向神經質型，其在設計績效總成績構面之表現並未明顯隨之提升或下降。 

（4）無論人格特質是否傾向外向型，其在設計績效總成績構面之表現並未明顯隨之提升或下降。 

 

二、人格特質對設計績效進步幅度構面之影響 

（1）當人格特質之外向型傾向越明顯時，其在設計績效進步幅度構面之表現越好。 

（2）當人格特質之親和型傾向越明顯時，其在設計績效進步幅度構面之表現越好。 

（3）無論人格特質是否傾向神經質型，其在設計績效進步幅度構面之表現並未明顯隨之提升或下降。 

（4）無論人格特質是否傾向外向型，其在設計績效進步幅度構面之表現並未明顯隨之提升或下降。 

 

本研究不同於過去大多數相關研究傾向以主觀方式作探討，而是以客觀的方式分析人格特質與設計

績效之關係，綜合以上人格特質與設計績效兩大構面（總成績、進步幅度）之分析，將結果整理成表 11。 

表 11 人格特質與總成績、進步幅度構面之相關分析結果 
  總成績 進步幅度 
外向型傾向 O O 
親和型傾向 X O 

神經質型傾向 X X 
開放型傾向 X X 

備註：O 有相關性、X 沒有相關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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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調研報告

施佩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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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虛擬實境社交平台即將成為下一世代的社交應用主流，可為我們帶來即時且真實的沈浸式體驗。但隨

著模擬真實世界的逼真程度越高，相較於網路世界，用戶對於性騷擾等犯罪事件之感受，在虛擬實境世界

中更加強烈。本研究首先分析市面上 7 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並針對其保護功能進行用戶訪

談。從分析與訪談結果中發現，僅管許多虛擬實境社交平台已為此類事件為用戶設置了數項保護功能，但

多數用戶對於這些保護功能並未感到滿意。根據此結果，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介面設計與使用者經驗優化之

建議，幫助提升未來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用戶安全體驗。

關鍵詞：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用戶安全體驗

一、前言

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被譽為下一世代最重要的技術之一，2016 年 1 月，美國的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在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報告(1)中指出，2025 年時虛擬實境和擴增實境的市場在 2025 年將達到 800

億美元（約 2 兆 5000 億台幣），並可望像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成為下一個通用的計算平台。

社交一直被認為是虛擬實境殺手級應用之一，根據 Oath Tech Network 的消息(2)，Microsoft 宣布已

收購 AltspaceVR，AltspaceVR 自 2013 年成立以來受到不少投資方與媒體的關注，在被 Microsoft 收購以

前，總計獲得約 1600 萬美元的融資。VRChat 成立於 2014 年，這款社交虛擬實境平台在 2017 年時下載

量達到 120 萬人次，目前全球總用戶已達到 150 萬名。根據外媒 UploadVR 報導 (3)，VRChat 在 2016 年

已獲得 HTC 領投的 120 萬美元天使輪融資，到了 2017 年，HTC 獲得 Google 11 億美元現金收購後，又

為 VRChat 投資 400 萬美元 A 輪融資。社交虛擬實境平台 High Fidelity 在 2016 年獲 IDG 和新投資方

Breyer Capital 領投 2200 萬美元的融資，加上之前四輪融資拿到 1750 萬美元，總共近 4000 萬美元。這

些融資消息預示著虛擬實境社交領域市場競爭逐漸加大，將會與 Facebook 角逐下一代的社交巨頭。 

隨著虛擬實境裝置越來越普及，許多真實世界所發生的問題，也漸漸出現在虛擬實境中。一名女性

玩家分享他在玩虛擬實境遊戲時被騷擾的經驗，儘管這些不舒服的感受是真實的，但目前法律規範上卻

難以防範這類型問題的發生。專長在研究虛擬世界的社會性影響，來自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教授 Josse Fox

說 : 「當你進入了遊戲角色，並對這個角色產生極大的認同感時，你會感受到自已被侵犯了」。 電玩法

律相關議題的律師 Mark 說：「 以目前的社會規範，虛擬世界的性騷擾，並不會被認定為犯罪，不論是

強姦或性騷擾，都需要有一定的身體接觸，雖然虛擬世界中，觸覺的感覺可能很真實，但畢竟不是真實

的身體接觸，所以這算不算犯罪很難定義」(4) 。在 Steam VR 裡一款火紅的社交虛擬實境 Altspace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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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各種因用戶被性騷擾而被控告和投訴後，導致產品下架。事實上，線上遊戲的世界裡，這些各式

騷擾的事件早已存在，社交型遊戲中常見的語言騷擾和身體觸碰是個很難以根除的問題，但當虛擬實境

和擴增實境這些火熱的新技術，廣泛的與現實結合並運用在遊戲中，使得人們的感受更真實化。隨著這

些真實感的增加，如何在虛擬實境的世界為使用者打造安全的環境與體驗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二、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目標為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了解用戶對於目前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所提供的保護

功能之滿意度與期望，通過本次研究，希望提升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用戶安全體驗，找到用戶之需求與

使用習慣，探索如何改善互動方式以及介面設計，並借助設計的力量來提升其安全體驗。

三、研究規劃

本次研究規劃為兩部分： 第 1 部分為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介面分析、第 2 部分為用戶訪

談。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介面分析目標為目前市面主流的 7 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分別為：

VRChat, Rec Room, AltspaceVR, Facebook Space, High Fidelity, vTime, Bigscreen. 透過實際操作以上 7 款

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並紀錄操作畫面，進行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介面分析。

從研究規劃第 1 部分所分析之 7 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挑選 3 款操作介面差異度較大之虛擬實境

社交平台，分別為：VRChat, Rec Room, AltspaceVR，針對其操作介面設計以及保護功能，以及虛擬實境

中性騷擾事件之議題進行用戶訪談。訪談對象為 5 男 5 女，皆為體驗過虛擬實境之用戶如表： 

表 1. 訪談對象 

A女 24 歲 VR 產業 視覺設計師 A男 38 歲 VR 產業 研發主管 
B女 28 歲 VR 產業 專案經理 B男 37 歲 VR 產業 研發工程師 
C女 35 歲 VR 產業 藝術指導 C男 36 歲 VR 產業 遊戲設計師 
D女 27 歲 體驗過VR遊戲  行銷專員 D男 32 歲 VR 產業 動畫設計師 
E女 38 歲 科技業  UI 設計師 E男 37 歲 科技業 UI 設計師 

訪談進行流程為：1. 首先分享關於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遭到性騷擾的報導(4)，並請訪談用戶分享

想法。2.介紹目前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所提供之保護功能 3.針對挑選出之 3 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的保護功

能以及操作介面，請用戶觀看其操作畫面並為他們講解其操作方式後，再進行訪談。訪談問題如下表：

表 2. 訪談問題 

1. 在現今的社群網站上，若遭到言語攻擊或騷擾，您會怎麼處理？或看過他人如何解決？

2. 關於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遭到性騷擾的報導(4)，您認為在虛擬實境世界中，法律應該介入嗎？

3. 目前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提供的保護功能(4-2 章節介紹之功能)是否有幫助？期望新增什麼保護功能？

4. 針對VRChat、Rec Room、AltspaceVR 三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當中，各自的保護功能操作，哪一款的操

作介面最直覺？您偏好哪一款的介面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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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用戶訪談收集對於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保護功能的反饋，從中挖掘問題及形成初步的觀點，並

進一步提出改善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安全功能的設計優化建議與未來展望。

四、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介面分析

4-1 主流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介紹

根據雷峰網認證作者李詩提出(5)，目前虛擬實境社群產品有多種思路：全方位體驗型、工具型和 UGC

（由用戶生產內容）型。第一種是全方位體驗型，以 AltspaceVR 和 Facebook Spaces 為代表，將會議、

遊戲都融入，期望把現實生活社群移植到虛擬實境。第二種是工具型，以 vTime 和 Rec Room 為代表，

vTime 是聊天室，Rec Room 是體育遊戲，皆支援簡單場域的虛擬實境社群。第三種是 UGC（由用戶生

產內容）型，以 VRChat 和 High Fidelity 為代表， 以下為現今較熱門之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比較表： 

表 3. 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比較表（作者自行整理） 

Platform VRChat Rec Room AltspaceVR Facebook 
Space High Fidelity vTime Bigscreen

Type UGC型 工具型 全方位體驗型 全方位體驗型 UGC型 工具型 工具型

Company VRChat Inc Against Gravity AltspaceVR Inc Facebook Inc High Fidelity Inc Starship Group Bigscreen Inc

Social 
event

Host event 
Play game 
Share scene 
Share character

Play game 
VR selfie Host event

Share photo/video 
Share desktop  
VR live stream 
VR selfie/video

Host event Share photo 
VR selfie

Share photo/video 
Share desktop

Character Created by user Built-in Built-in By user photo 
(Cartoon style)

Built-in 
Created by 
expert

Built-in Built-in

Facial 
expression

Eye driven 
Voice driven

Hand driven 
Distance driven Voice driven Voice driven 

Hand driven
Eye driven 
Voice driven Voice driven Voice driven

Register Email 
Steam account

Steam account 
Oculus account

Email 
Steam account 
Oculus account

FB account 
Steam account 
Oculus account

Email 
Steam account 
Oculus account

Email 
Oculus account

Steam account 
Oculus account

User 
protection 
features

Mute 
Block 
Personal Space 
Report

Mute 
Block 
Personal Space 
Report

Mute 
Block 
Personal Space 
Report

Mute 
Block 
Personal Space 
Pause 
Report 
Verified identity 

Mute 
Block 
Personal Space 

Block 
Personal Space 
Report

Mute 
Block 
Personal Space 
Report

4-2 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介面

現有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保護使用者的功能大致分為以下 5 種：

1. 靜音（Mute）：針對特定用戶設定靜音功能，即可聽不見對方的聲音。

2. 封鎖（Block）：針對特定用戶進行封鎖，封鎖後即看不見也聽不見對方在遊戲中之狀態。

3. 個人空間 / 泡泡 ( Personal Space / Bubble) ：可設定個人空間/泡泡的範圍的大小，開啟此功能

後，所有進入此安全範圍內的用戶或是物件皆會隱形，或是轉為靜音狀態，能幫助用戶免於受

其他玩家干擾，擁有私人活動空間。

4. 檢舉（Report）：針對有不良行為之用戶，用戶能透過檢舉回報給該平台，平台將會針對被檢舉

之用戶進行處置 ( 例如 : 刪除違規用戶之帳號、違規用戶無法參與公開討論等等 )。

5. 身份認證（Verified identity）：針對用戶個人資料進行驗證，臉書的驗證含電子郵件或是手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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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並提倡真名制，以確保用戶知道是在跟誰分享和聯繫，降低在開放的網路世界遭受霸凌。

以下為 5 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的保護功能操作與介面介紹： 

表 4. VRChat 保護功能介紹 

VRChat 
Mute 點選玩家，即出現選單，選項 Mute 
Block 點選玩家，即出現選單，選項 Block 
Personal Space 總選單，System 選項，Comfort and Safety 項目中啟動 Personal Space 
Report Abuse 總選單，Report Abuse 選項，啟動 Request Mod 

圖 1. VRChat 保護功能介紹（由 VRChat 運作畫面截圖）：(a) 點選玩家，即出現選單：Mute, Block, Friend, Details, 

Back； (b) 進入 Details 選項畫面：Friend, Mute, Block, Vote to Kick； (c) 總選單功能：Worlds, Avatar, Social, System, 

Camera, Standing Play, Emote, Emoji, Respawn, Report Abuse； (d) 進入 System 選單畫面，Comfort and Safety 項目中
可開啟 Personal Space 

表 5. High Fidelity 保護功能介紹 

High Fidelity 
Ignore 總選單， 點選 People，玩家名單中即可點選 Ignore 
Bubble 總選單，Bubble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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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High Fidelity 保護功能介紹（由 High Fidelity 運作畫面截圖）： (a) 總選單功能：Audio, Exit VR, Menu, 

Bubbl, Snap, Help, People, Goto, Market, Create, Wallet, Emote，開啟 Bubble； (b) 總選單點選 People，從玩家資料中

即可點選 Ignore 

表 6. Rec Room保護功能介紹 

Rec Room 
Mute 總選單， 點選 People，選項 Mute 
Block 總選單， 點選 People，選項 Block 
Ignore Bubble 總選單， 點選 Settings，選項 Experience 中的 Ignore Bubble 
Report 總選單， 點選 People，選項 Report 

 

 
圖 3. Rec Room 保護功能介紹（由 Rec Room 運作畫面截圖）：(a) 主選單功能：Profile, Challenges, Custom Rooms, 

Activities, People, Messages, This Room, Settings； (b) 進入 People 選單之功能：Nearby, Friends, Recent, Find； (c) 點
選某玩家後功能：Block, Mute, Report, Messages, Roles, Friend, Cheer, Invite, Game Full； (d) 進入 Settings 選單之功
能：Audio, Experience, Gameplay, Advanced。Experience 選項中可調整 Ignore Bubble (可設定 Off, Small, Mid Large ) 

 

表 7. Facebook Space 保護功能介紹 

Facebook Space 
Mute Dock 選單中選擇 Friends，選項 Mute 
Kick Dock 選單中選擇 Friends，選項 Kick 
Safety Shield 總選單，設定選項 Safety Shield 開關，或是由 Dock 中的 Settings 裡做設定  
Report Abuse 總選單 Quick Action，選項 Report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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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Facebook Space 保護功能介紹（由 Facebook Space 運作畫面截圖）： (a) Dock選單 : Medias, Tools, Friends, 

Appearance, Drawing, Settings, Move, Leave； (b) Quick Action 總選單中，可選擇 Report Abuse, 下拉 Quick Action

總選單，可設定 Safety Shield 

表 8. AltspaceVR 保護功能介紹 

AltspaceVR 
Mute 點選該玩家，即出現選單，選項 Mute 
Block 總選單，即出現選單，選項 Block 
Bubble 總選單， 點選 Bubble 
Report an abuse 總選單， 點選 Help，至 Visit the Help Center 搜尋 Report an abuse 

圖 5. AltspaceVR 保護功能介紹（由 AltspaceVR 運作畫面截圖）：(a) 點選玩家，即出現選單 : Add Friend, Block, 

Mute； (b) 快速選單功能：Bubble（下方）； (c) 點選主選單右上方 Help，出現 Got Support in VR 和 Visit the 

Help Center 兩個選項； (d) 進入 Visit the Help Center，搜尋關鍵字 Report 後即會出現 Report an abuse 頁面 

4-3 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介面分析小結

從前言中之虛擬實境市場分析可知，虛擬實境社交平台已成為虛擬實境領域關注的焦點，並得到大

量的投資。這是因為其與傳統網路社交平台、現實生活中社交相比，虛擬實境社交平台能帶來沉浸式的

體驗，跨越時空隨時進入虛擬場景，體驗到人與人交流的真實感。儘管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的互動方式越

來越豐富、體驗也更加出色，但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依舊存在著缺點和不足，尤其在社交型遊戲中，種族

主義、性別歧視、性語言等氾濫隨處可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多數平台都提供保護功能，如 4-2 中提

到的靜音、封鎖、檢舉等。從表 3.中可以看到，目前除了 Facebook Space VR 需要透過 Facebook 帳號登

錄之外，多數平台的保護功能皆雷同 ( Facebook 推行身份認證「實名制」，與其他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相

比，在用戶安全體驗上佔優勢) 。且多數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介面操作流程較為複雜，需要進

入到多層選單中才能進行操作，且所有虛擬實境社交平台在初次使用時，皆無針對保護功能進行介紹，

若不是作者透過網路先行查詢其保護功能，實際操作上難以知道該虛擬社交平台提供何種保護功能。

根據 5-1 用戶訪談結果得知，多數用戶仍認為這些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所提供的保護功能僅能達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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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防護效果，並未對此感到滿足安心，的確影響到了使用意願。這顯示當前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的安全

體驗還有需要提升改善之處，若能提供令使用者安心的保護功能及機制，將會是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未來

能否大幅成長的關鍵之一。

五、用戶訪談

5-1 訪談結果

1. 多數用戶對於網路世界的謾罵不予理會，必要時採取法律提告。用戶總體對網路世界謾罵攻擊的

事件，態度多為保守不理會，大部分的態度可歸納為：

• 理性對待，選擇以不理會應對。

• 偏向迴避衝突，不願意承擔可能造成的風險。

• 以保守的態度為主，但當情況嚴重時，將會採取法律提告來自我防衛。

2. 多數用戶認同法律應該介入虛擬實境世界，其中女性態度最為積極贊成，男性看法較為保守。雖

然男女用戶對於現實法律介入於虛擬世界的看法表示贊同，但兩性的積極度具有顯著差異。推測造成此

問題的訪談結果積極度差異之原因可能為：

• 現代社會上，男女都會遇到性騷擾事件，但極大多數是男性騷擾女性。由勞動部 2018 年 3

月發布調查男女性在職場受到性騷擾比例之資料中(6)，指出女性受職場性騷擾比率較男性

高 11 倍，因此女性具有較強的防衛心。

• 近年來，許多好萊塢女星發起抗性騷擾運動，女性意識漸漸抬頭，願意為杜絕這樣的事件而

挺身而出。

• 臉書社團男性解放所發布之文章(7)中提到，曾有同性戀男性因為在大眾運輸工具上被女性

誤會性騷擾，而當眾出櫃以示清白，關於這個事例，反映出「誣告焦慮」的問題，男性若無

辜被誤會時該如何澄清自處？社會對於此類事件的應對方式及相關制度缺失的探討猶仍不

足。也許是「誣告焦慮」造成的影響，使得男性對於法律介入與否之態度顯得保守。

3. 女性對於現有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的保護功能仍存有安全疑慮，在檢視安全功能的態度較積極， 而

多數男性則認為現有保護功能已足夠保障。多數用戶針對個人泡泡功能有較多想法與顧慮，對於此功能

有以下期望：

• 期望新增個別化設定：例如只針對陌生人開啟此功能、對好友則不需啟動個人泡泡。

• 增加私人範圍等級設定：可自訂個人泡泡的範圍等級，例如大中小範圍，而各範圍有各自的

警示訊息，例如當對方進入最外圍的泡泡，將會提醒對方彼此距離過於接近。

• 安全保護功能介紹：個人泡泡功能對許多用戶是陌生的，應添加此功能之操作介紹。

• 雙向運作機制：當 A 開啟個人泡泡，B 進入到 A 的個人泡泡範圍內，A 看不見 B，B 則應

當也看不見 A。

4. 下列為用戶期望虛擬實境社交平台增加的保護功能（錄影功能、註冊規範、互動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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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錄影：若在網路世界遇到謾罵事件，多數用戶將可能採取截圖為證來進行提告。由於現

有的保護功能並未提供即時能夠蒐證的功能，倘若新增錄影、錄音等幫助紀錄蒐證之功能，

將會加快檢舉違規用戶的審核流程，達到提升自身保障之作用。

• 實名註冊：目前虛擬實境社交平台的註冊方式為提供電子郵件即可完成註冊，多數用戶認為，

即使違規的用戶遭到系統封鎖刪除，依然能夠輕易的重新註冊回到遊戲中，對於有心人士是

防不勝防。因此用戶希望在註冊的規範能夠更嚴謹，甚至能夠查詢的到本人，例如參考 PTT

對註冊的把關方式、註冊時綁定手機號碼等等。

• 互動評估： 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是一個開放的應用空間，用戶能夠自由的與彼此互動，但卻

可能會遇到有心人士毫無預警的攻擊。因此多數用戶認為，在進行互動之前，需先進行互動

邀請 (例如：類似加好友功能)，在回覆邀請前，能夠預覽彼此個人檔案、進行評估，確認接

受互動邀請後才能互相對話、進行肢體互動，降低承擔可能被騷擾的風險 。

6. 比較 VRChat、Rec Room、AltspaceVR 這 3 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全數用戶認為有圖示的介面

設計操作上較為直覺，對於大量文字的介面操作容易感到疲乏及恐懼，且考慮到語言的問題，

純文字的設計方式較不友善，而搭配圖示輔助的設計，能較快速幫助用戶理解該操作功能，即

使不熟悉該語言文字，也能夠猜測該介面之功能。全數認為 AltspaceVR 以及 Rec Room 的介面

設計較為直覺，而在風格設計上同樣偏好此 2 款。偏好 AltspaceVR 原因為：Icon 線條設計簡潔

易懂、設計風格一致性較高、單看圖示容易辨識功能，偏好 Rec Room 原因為： Icon 設計立體

感、圖示擬物化易懂、粗體字辨識性高。

7. 使用女性角色之用戶較容易遇到騷擾、收到較多加入好友邀請，使用男性角色之用戶則容易被

多數用戶拒絕加入好友。推測因以上現象導致男性對於保護功能不甚在意。以下 4 點為 2 男 2

女之用戶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的經驗分享：

• A 女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 VRChat 中，以女性角色進行互動，主動與其他用戶進行語音對話

互動，遇到一位男性用戶使用不雅字眼(Fucking cunt)回應 。

• B 女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 VRChat 中，一開始選擇以男性角色進行互動，其所發送加入對方

為好友的邀請，大多數都被拒絕，也未收到任何其他用戶加入好友的邀請，試著與其他用戶

進行語音對話互動，卻鮮少得到回應。但後來以女性的角色來進行互動時，卻一次就收到 20

幾筆加好友的邀請，更遇到許多用戶主動進行語音對話。

• A 男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 vTime 中，使用男性角色進行互動，對 2 男 2 女之陌生用戶發送

好友邀請，僅 1 位男性用戶接受邀請，其餘皆拒絕邀請。

• D 男提到女性友人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 VRChat 中，以男性角色進行互動，嘗試與其他用戶

進行語音對話互動時，受到其他玩家回應該友人為人妖、怪胎等不雅字眼。

5-2 用戶訪談小結

用戶總體對網路世界的攻擊事件，態度多為保守不理會，但對於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騷擾事件，多

數用戶應對的態度較為積極，推測其原因為虛擬實境中所體驗的真實感較為沈浸、強烈，顯示安全體驗

之需求在虛擬實境中的重要性。從用戶訪談過程中觀察到女性用戶之態度表現較男性用戶積極，由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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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女性角色之用戶，在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較容易遇到騷擾問題，因此保護功能對於女性用戶來說更為

重要。根據 5-2 訪談結果，多數用戶認為，目前虛擬實境社交平台所提供保護功能，僅能達到有限的防

護效果，並提出即時錄影、實名註冊、互動評估此 3 項欲增加之保護功能的需求，對於虛擬實境社交平

台中特有的個人泡泡功能有較多的疑慮，期望該功能有更豐富的自訂化模式。在虛擬實境的介面設計上，

多數用戶偏好簡潔清楚的圖示為主、文字為輔，以利用戶在複雜的虛擬實境世界中，快速完成欲操作之

功能，這也代表能夠及時的啟動保護功能。綜合以上保護功能之優化建議及介面設計方向，顯示多數用

戶對於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中之安全體驗的改善幅度，抱持著相當大的期待。

六、結論

本研究分析市面上 7 款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保護功能，並進行用戶訪談。從結果中發現，用戶對於目前

平台提供之保護功能並不滿意。尤其女性用戶因為較容易遇到騷擾問題，所以皆積極認同保護功能的重

要性。在訪談過程中，用戶除了對現有保護功能提出建議之外 (如希望個人泡泡功能應增加豐富的自訂

化模式)，也認爲啟動及尋找保護機制的介面操作太過複雜，既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尋找。亦有用戶認為

現有保護機制根本不夠，因此額外建議了即時錄影、實名註冊、互動評估等三項保護機制。基於訪談結

果，本研究針對優化使用者介面與使用者經驗為方向，提出了 3 點改善方向為：介面設計優化、個人泡

泡功能優化、新增保護機制。介面設計優化是指按鈕以簡潔線條的圖示為主、文字敘述為輔助，讓使用

者易於辨認及了解，若欲增加操作沈浸感，其圖示可添加三維立體效果。個人泡泡功能優化是指針對目

前此功能，新增個別化設定、私人範圍等級設定、雙向運作機制、功能介紹提示。新增保護機制是指增

加目前平台沒有的保護功能，如及時錄影、加強用戶註冊審核標準、互動前的邀請機制。希望透過設計

新的介面、機制與流程，提升虛擬實境社交平台之用戶安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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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銀髮族擴增實境 3D 頭像 App 介面系統可應用於帽子、眼鏡或頭飾配戴模擬，本研究以 3 種不同介面

架構(線性、混合-1 與混合-2) 、配色(黑底橘字、藍底白字、綠底黑字)、操作模式(直式、橫式)及螢幕大

小(5”、7”、10”)設計提案與使用者評量，邀請 10 位(5 男 5 女)60 歲以上的銀髮長者參與概念模型測試。

研究結果顯示：介面架構：多數偏好混合-2 式 (資訊邏輯與配置比例恰到好處)；色彩計畫：多數偏好黑

底橘字(視覺舒適度最佳)；操作模式：多數偏好直式操作(與先前手機握持方式一致)。本研究成果，提供

智慧 App 操作介面偏好設計提案，對銀髮族擴增實境介面設計與相關研究具參考價值。 

關鍵詞：銀髮族、擴增實境、APP、介面評估 

future. 

Keywords：The elder Citizen, Augmented Reality (AR), App, Interface Evaluation 

 

一、前言 

對銀髮族而言，除了照護、遠距醫療、行動輔具、機器人或相關保健產品之外，還有尊嚴、休閒及

娛樂等樂活重要議題經常被忽略。相對地，可用性、安全性或娛樂性等設計議題，亟需更多研究與討論。

市場趨勢亦顯示，仍有高達 90%的銀髮族產品市場有待開發，其中又以休閒及娛樂市場相關商品需求最

急迫(MOEA, 2011)。 

AR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3D 頭像辨識技術較 2D 技術更為精確，且日趨成熟。將 AR3D 頭

像技術整合於頭飾產品試戴介面的研究目前仍不多見，不同智慧平板 App 介面的銀髮族偏好與評估討論

亦少，亟需更多研究及測試驗證。經由設計提案、專家會議、使用者概念測試及訪談研究與分析，本研

究歸納之評估結果與討論，對銀髮族 AR3D 介面設計與相關研究將有所助益。 

二、文獻探討 

2-1 銀髮族人口趨勢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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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醫界正全面推動「成功老化」的觀念，當年老時頭腦不癡呆，心智、身體功能運作良好，才算

是真正的「成功老化」。「成功老化」一詞，早在 60 年代就被部分社會學家採用，到了 80 年代，心理

學者及行為學派更確立了成功老化的定位。Phelan & Larson（2002）曾歸納「成功老化」應包括：生活

滿意度（ life satisfaction）、長壽（ longevity）、免於失能（freedom from disability）、擅長或成長

（mastery/growth）、生活的積極承諾（active engagement with life）、維持高/獨立功能（high/independent 

functioning）、正向適應（positive adaptation）等面向。 

儘管成功老化是銀髮族的理想。與一般中青壯年族群相較之下，銀髮族的身、心狀態確實有許多明

顯差異，是產品設計規範中必須預先注意的。在生理方面，人們的壽命得以延長，卻無法阻止老化的進

行；隨著年齡增長，人們感覺器官逐漸遲鈍、功能逐步降低，慢性疾病也隨之而來。銀髮族除了需要醫

療、看護、輪椅等相關產品之外，健康、尊嚴、優閒、從容、快樂且愉快的產品設計，不只滿足銀髮族

需求，亦是全民真正的福祉。更多高齡社會所需的產品開發，符合未來臺灣整體經濟發展的市場趨勢，

但產品可用性、安全性、娛樂性，以及銀髮族性別等相關研究議題，仍有待更多政府、產業與學界的研

究與發掘(邱莉玲，2013)。 

銀髮族娛樂休閒相關產品是一龐大商機，對銀髮族群而言，由於身、心理機能日益老化。以人為本、

通用設計以及親人性等設計理論模式，是銀髮族設計的主流，儘可能在設計過程中以實際銀髮族使用經

驗為設計規範，精確掌握銀髮族使用者需求，即是銀髮族產品開發的基本精神。為了達到此目的，銀髮

族群相關研究數量正逐年快速成長，帶動了銀髮族產品設計的相關軟硬體技術的提升與經濟商機。 

2-2  AR (擴增實境)3D 頭像系統 

以往，礙於電腦效能的限制，繪圖軟體只能停留在平面設計，欠缺真實感。隨著電腦科技的日益發

展，效能的提升和更便宜的價格，也因為數位化立體繪圖突破了 2D 繪圖的限制，使設計從 2D 進入 3D

實體化，已導致 3D 立體繪圖設計的全面普及。加上虛擬實境與 3D 動畫軟、硬體日新月異，運用電腦軟

體製作並類比實物設計，展現新開發商品的外型、結構、色彩、質感等特色的操作介面與過程變得極為

簡易。對於當代產品設計專業而言，電腦輔助設計早已不再只是製造與加工的數值技術，同步工程

（Concurrent engineering）或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等整合式電腦輔助開發模式，更為產品設

計專業帶來新的開發流程與思維模式(許績興、陳百盛，2008)，連帶也拓展了虛擬實境、3D 遊戲、3D

電影與虛擬互動介面相關軟、硬體產業的蓬勃發展。 

以虛擬 3D 技術應用為例，此技術在各階段產品開發過程中，對設計師而言可用以分析產品設計的

造形、結構與材質等相關細節。對消費者或銀髮族使用者而言，原本需藉由實體模型或產品的互動體驗，

現在可以藉由顯示器與操作人機介面等工具達成。此一技術最大的貢獻在於解決了許多大型產品或具操

作風險產品的銀髮族使用者測試問題。 

就 3D 臉部辨識開發與測試而言，透過虛擬 3D 顯示、操作介面能同步紀錄及觀察受試者的反應數據，

對 3D 臉部辨識產品設計模擬體驗與分析是一突破。在進行互動設計介面開發時，如何使介面明確顯示

預設功能外，更讓銀髮族使用者體驗到介面帶來的功能特質，操作過程能體驗到以人為中心的感受，才

能算是一個良好的介面設計。 

Norman(1988)曾指出，設計者所想的設計模式，和完成設計的介面系統意象，及銀髮族使用者所想

的操作模式，其實是三種心智模式的交互作用關係。在進行介面操作概念模型時，理想的情形是：銀髮

族使用者透過實際的系統操作，即能按設計師所預想的方式達到互動並完成使用性指標。但實際開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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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發現，並非每個操作功能或預設系統，都能與使用者心智模式一致，有時候也會發現，使用者受到

其它因素如年齡、性別、人因或文化等主觀條件的影響，這時則必須適當地調整使用性的容錯率、易學

性及易記性等項目考量，以解決設計者及使用者之間心智模式間的差異。

本研究計畫經專家會議討論，提出 3D 臉部辨識之 AR 行動 APP 介面應注重遊戲趣味、操作需求暨

行為特質等問題，表 1 所示為本研究計畫初步整理，銀髮族臉部辨識之 AR 行動 APP 介面設計元素，至

少包含四大原素：(1) AR 顯示區：AR 合成顯示畫面；(2)功能模式：主要功能選項，如試戴、智慧拍照、

健康資訊、心情偵測等功能；(3) 應用項目：線上如頭飾、眼鏡及相關產品清單；(4) 控制介面：文字輸

入及控制介面。

表 1. AR 介面設計元素 (本研究計畫整理) 
(1) AR顯示區 (2) 功能模式 (3) 應用項目 (4) 控制介面 

2-3 介面架構設計

先前研究曾指出(Shin, Schallert, & Savenye, 1994; Chang & Chien, 2015)，最常被應用的介面設計形式

之拓蹼結構，主要歸納為為線性式、階層式與網絡三種型態，線性式(Linear)：採線性結構方式連結，原

理和心智地圖的路徑知識極為相似，其特色是畫面與功能配置較單純，優點是每次顯示的資訊量非常少，

沒有資訊處理負荷過量的問題，缺點是未提供完整的結構資訊，若遇到跨功能或跨頁面等操作任務時，

可能會形成資訊處理負荷或工作記憶量過大的問題。階層式(Hierarchy)：與線性式類似，但多了功能層

級架構，可將相關功能分類顯示，其特色是畫面與功能配置較單純，優點是聯結點分層，控制資訊曾及

關係，資訊處理效率高，缺點是若功能層過多，若遇到跨功能操作任務時，也可能有工作記憶量過大的

問題。網絡式(Network)：採網絡結構方式連結，特色是所有功能與配置一目了然，其原理和心智地圖的

俯瞰知識極為相似，優點是可以輕易地在不同功能或單元間，進行跳躍式或非線性的操作，缺點是當過

多功能同時顯示，容易造成資訊處理負荷過載。先前研究 (Lin, 2003)亦曾嘗試比較並找出最佳的拓蹼結

構，或整合兩種結構的優點(混合式拓蹼, mixed topology )，需注意的是，混合設計是兩種以上的架構混

合而成，混合的方式也無一定標準，不似單一線性、階層或網絡式介面單純，現有研究對於不同混合式

介面之開發與比較也極少，尚有待更多後續研究投入及討論。

先前研究曾針對 PC 版擴增實境 3D 試戴介面設計(張文德、簡佑宏、劉耕銘，2017)，進行小樣本銀

髮族操作評估之訪談，分別就拓蹼架構(線性、混合式、與網絡式)(圖 1)、功能選項及顯示尺寸等使用性

進行個案比較，研究結果顯示，混合式比其它介面架構更受歡迎；在操作優先順序方面，受試者認為顏

色是試戴時的優先選項。但該研究未針對智慧型平板 App 應用設計進行評估，而且智慧型平板與一般 PC

的主要不同處，還有操作模式(直式或橫式)及尺寸大小等問題尚待驗證。除此之外，先前研究曾針對介

面配色議題進行討論(張文德、施宗豪、黃達鈞，2013)，發現黑底橘字配色最符合銀髮族需求，但此配

色是否也與本研究中鎖定族群與主題一致，亦有待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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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線性式架構 b.混合式架構 c.網絡式架構 

圖 1. 線性式、混合式與網絡式拓蹼結構示意圖  (出處：張文德、簡佑宏、劉耕銘，2017) 

圖 2 所示為本研究團隊經反覆修正後定案之三件色彩計畫：a. 藍底白字(圖 2-a)；b. 黑底橘字(圖

2-b)；c. 綠底黑字(圖 2-c)，運用兩色搭配為設計原則，以底色搭配另一顏色的字或圖案進行設計提案與

討論後定案。圖 3 為直式(圖 3-a)與橫式(圖 3-b)兩種操作模式設計範例，主要設計原則是在不改變各設

計單元(視窗、功能區或操作區)大小的前提下，研究團隊經初步規劃，製作概念模型、反覆調整、比較

與討論後定案。在螢幕尺寸方面，目前最普及的智慧型手機是 5”大小，實際訪談發現，銀髮族群中有使

用 7”智慧型手機及 10”智慧平板的人數亦不少，透過實際體驗，將可進一步釐清上述變項的使用者偏好

與原因。 

 

 

a.藍底白字 b.黑底橘字 c.綠底黑字 

圖 2. 三組介面色彩計畫提案—以混合式架構為例 (本研究提案) 

 

 
 
 

 

a. 直立式操作模式設計 b. 橫式操作模式設計 

圖 3. 直式與橫式介面操作模式提案—以混合式架構為例 (本研究提案) 

2-4 銀髮族使用者經驗之主觀評量 

與「以人為中心」的設計宗旨相似，頭像辨識 AR 行動 APP 設計應該也是由「操作使用」來展現其

價值，目前國內尚無針對產品介面設計評價的中文化工具，Nielsen (2003)曾提出評估使用者介面之使用

性檢測方法(usability inspection)，除此之外，其他像系統使用性量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Bro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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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使用者介面滿意度問卷 (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face satisfaction, QUIS)(QUIS, 2006)與 NASA 
工作負荷程度量表(NASA TaskLoad Index Standard Workload Test, NASA-TLX) (Hart, & Wickens, 1990)，

亦常被用來評估使用者介面之使用性。若能將先前研究所開發出的工具加以整合，應能發展出適合國內

中文化介面設計的評量工具。本研究擬邀請銀髮長者，針對不同概念設計提案、操作模式 、配色及尺寸，

進行使用者體驗模擬與訪談，經由訪談結果分析，歸納並討論銀髮族智慧平板 3D 頭像 APP 介面設計之

相關建議。

三、方法

本研究執行方式，首先經由文獻探討歸納研究議題、研究團隊邀請介面設計專家(3 位 5 年以上設計

實務經驗者)針對各研究議題設計進行提案，進行使用者操作體驗與評估訪談意見，最後再以列表分析整

理方式，歸納研究成果及結論。

3-1 受試者

本研究以滾雪球樣本法，以臺北市成功國宅社區活動中心銀髮長者為母群體，共邀請 10 位(5 男 5

女)銀髮長者參與概念模型測試，受試樣本年齡介於 61~77 歲之間，所有受試者皆具智慧型手機 2 年以上

使用經驗，且經確認能理解本研究內容及問題者。每位受試者訪談時間平均約在 1 小時左右，訪談結束

後致贈 300 元新台幣實驗感謝金。 

3-2 實驗步驟

本研究銀髮族操作體驗訪談體驗以三步驟進行，首先向銀髮長者介紹介面之概念設計模型與體驗方

式，接著請受試者依預先規劃之任務設計操作，最後進行半結構式問卷訪談。

3-3 介面架構設計

參考先前研究(Chang, Lin, & Chuang, 2015) 訂立介面架構設計原則，除了以中黑字型 12 級字大小，

按鍵或控制符號大於 15mm 為基本規則。在介面架構方面，共計提出線性(表 2-1)、混合式-1(表 2-2)及混

合-2(表 2-3)三個介面架構設計提案。 

線性式架構為線性連結，一次只看到一個功能項與對應之操作節點，此介面優點是一次操作一個節

點，沒有資訊過多問題。混合-1 介面設計混合了階層與網絡式架構，由三大功能階層建構而成，第一層

先以網絡式連結各功能項，第二層僅顯示對應之 4 個操作點，各功能項下其餘操作點則視使用者需要與

功能操作數連動，目的在避免一次顯示過多操作資訊，造成視覺負荷過載。混合-2 介面與混合-1 不同處

在於，省略原第三層連結設計，第一層仍以網絡式連結各功能項，第二階功能層項目下所有控制點，採

一次性全部顯示方式，優點是每一功能項目下之所有操作節點一目了然。

表 2-1. 線性式架構設計 

線性式介面配置 線性式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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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混合-1 式架構設計 

混合-1 式介面配置  混合-1 式功能架構圖 

 

  
 

表 2-3. 混合-2 式架構設計 

混合-2式介面配置  混合-2式功能架構圖 
  

 

3-4 訪談調查 

訪談設計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先前觸控平板使用經歷(時間長短)，

第二部分則是不同介面提案偏好與原因。 

圖 4 所示為設計提案使用者操作體驗與評估情形，邀請銀髮長者以彩色影印概念設計紙板模型，進

行預設任務操作，評估不同介面架構設計(線性、混合-1、混合-2)(圖 4-a)、色彩計畫(藍底白字、黑底橘

字、綠底黑字)(圖 4-b)與螢幕尺寸大小(5”、7”、10”)(圖 4-c)，操作與訪談過程錄影記錄，以利後續之觀

察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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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任務模擬 b. 色彩偏好 c. 螢幕大小偏好

圖 4. 設計提案銀髮族操作體驗訪談情形 

四、結果與討論

4-1 基本資料

除了前述的年齡、性別與先前使用經驗(平均 2 年以上)等基本資料外，訪談中還針對銀髮長者們智

慧型手機，一般軟體啟用、關閉或其它操作熟練度進行簡單的操作確認，發現受邀的銀髮長者都相當熟

稔智慧型手機中拍照相關功能(與頭像介面操作概念相近)，理解且樂意參與本研究中預設的智慧平板 3D

頭像 APP 介面評估，所有受試者表示，此頭像 App 系統確實有可能免去實體店面必須的舟車勞頓，且能

消除與店員互動試戴時的尷尬感受。

4-2 操作體驗評估

表 3 所示，為第二部分訪談結果摘要資訊，此單元主要有架構偏好、色彩偏好、操作模式偏好與尺

寸偏好等面向。

• 介面結構偏好：有六位受試者偏好混合-2 提案，原因是功能配置與資訊顯示數量規畫完善；

有 3 位偏好會何-1 提案，原因是功能配置易學易理解。只有 1 位選擇線性架構提案，原因

是架構單純簡單，線性節點間只需前進或後退不需記憶。

• 色彩偏好：有六位受試者偏好黑底橘字色彩計畫提案，原因是此提案資訊顯示的對比度高卻

不刺眼；各有 2 位偏好藍底白字及綠底黑字提案，原因都是對比度較黑底橘字提案弱，但

眼睛覺得比較舒適。需注意的是，訪談發現舒適度感受因人而異，可能涉及色彩心理學、

個體經驗或文化差異等議題，未來可延伸與此相關議題研究或驗證。

• 操作模式偏好：有 7 位偏好直式操作，原因是已習慣直式握持，此模式較符合先前手持經驗，

有 3 位偏好橫式操作，原因是感覺橫向視野變大。

• 尺寸偏好：有 7 位偏好 7”螢幕大小，原因是較 5”視窗大且也符合外出攜帶條件。3 位選擇 5”，
主要原因是此規格較 7”易攜帶，但沒有人選擇 10”，雖然視窗最大但過大過重，外出攜帶不

方便。

從訪談結果發現，混合式較線性式受歡迎，先前研究亦曾證實混合式設計優於線性式(張文德、簡佑

宏、劉耕銘，2017)，但尚無針對不同混合式設計提案比較的評估研究，本研究除獲得與先前研究一致的

結果外，更進一步比較兩種混合式設計提案，混合-2 式雖較混合-1 式顯示較多資訊，但仍獲得較多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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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的偏愛，此結果與先前主張銀髮長者較適合簡單不需記易的架構的論點有所出入(Lin, 2003)，需注意

的是，先前文獻單元討論中曾指出，混合式設計並無標準架構，可能會受到資訊多寡、功能配置，或是

介面排版功力高低影響而有所不同。 

表 3. 訪談結果摘要資訊 (N=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意見摘要  

架構偏好 

 

線性     ●      1 簡單易記 

混合-1 ●      ●   ● 3 配置理解度高，容易學習 

混合-2  ● ● ●  ●  ● ●  6 資訊一目了然 

色彩偏好 

(底/字) 

藍/白 ●        ●  2 對比度較弱，但眼睛覺得舒適 

黑/橘   ● ● ● ● ●   ● 6 對比度高卻不刺眼 

綠/黑  ●      ●   2 對比度較弱，但眼睛覺得舒適 

操作模式 
直式 ●   ● ● ● ●  ● ● 7 已習慣直式操作 

橫式  ● ●     ●   3 橫式的螢幕感覺視野變廣了 

尺寸偏好 

5”      ●  ●  ● 3 容易攜帶 

7” ● ● ● ● ●  ●  ●  7 雖較 5”大，但易攜帶且夠大 

10”           0 顯示螢幕大，但不易攜帶且過重 

五、結論 

本研究採用實際介面設計使用者操作體驗評估與訪談方式，提出不同銀髮族擴增實境 3D 頭像 App

介面設計提案，嘗試以小樣本質性研究方式，歸納分析銀髮長者在對介面架構、色彩、操作模式與尺寸

等面向的偏好異同。 

研究結果顯示：介面架構方面，混合-2 (資訊邏輯與配置比例恰到好處)受到較多銀髮族群偏愛；配

色提案方面，黑底橘字(視覺舒適度最佳)是目前多數人的選擇；操作模式方面，直式操作與先前手機握

持方式一致，所以偏好人數多於橫式；螢幕尺寸方面，多數人喜愛 7”螢幕，螢幕夠大且易握持與攜帶。

本研究成果，提供智慧 App 操作介面偏好設計提案，對銀髮族擴增實境介面設計與相關研究應具參考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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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班族行為觀察探究辦公用收納與擺設的方式

許玟羿*+   鄭霈絨**   呂健瑋***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系 大專生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 angel47740@gmail.com 

摘  要

當今的許多上班族都需要長時間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工作，一個辦公桌上物品的擺設不僅會影響到工

作時的心情，更會影響工作效率的表現，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標誌。而工作環境上的整潔無疑多少會提

高自己在同事、上司心目中的好感，為自己工作的開展創造出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氛圍。本研究以探討

辦公桌上擺設物品的習慣，針對能夠提高上班族工作效率的辦公用品擺設方式進行研究。本研究以實測

與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1.為了增加效率，受測者會以順手與使用方便為擺設時的主

要考量。2.大部份的上班族都習慣將物品優先從角落開始擺放，而又以右後方角落為最優先的位置。3.因

電腦通常擺放在正前方，所以大部份的上班族將需要反應速度、較重要常使用或較大型的物品依慣用手

擺放在兩側後方角落，而將工具類型等，較小型、較不重要或需要時才使用得到的物品擺放在中後方。

4.大部分上班族認為收納盒以開放式、多格為佳，如間隔可依需求調整更好。

關鍵詞：上班族、辦公桌、擺設方式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1-1 研究動機

由於數位科技不斷的發達進步，世界進入一個全新的網路數位化時代，加上數位科技和無線通訊相

關的技術、產品不斷的創新整合進步，整個社會型態的改變，除了要求生活之便利、安全、舒適提高外，

在工作上會爭取更高的工作品質及效率。因此現今大部分上班族的辦公桌上都擺放著一台電腦，以至於

辦公桌空間縮小，擺放收納其他辦公物品的空間也就變小了，這時收納這些辦公物品的方式就成了需要

探討的地方，擺放收納得好，不僅自己看了心情舒暢，也能提高工作效率（黃智偉，2007）。 

以往的辦公文具架、收納盒等，往往都是以物品大小、形狀為考慮要素設計的，不一定能符合使用

者的使用習慣。而本研究將從使用者的習慣來探討如何安排辦公桌物品的擺放配置與何種收納盒樣式，

才能使工作環境看起來簡潔，並提高上班族的工作效率，以供未來設計辦公系統傢俱組與收納組參考之

用。因此，讓未來這些產品更人性化更貼近使用者的習慣遂成為本研究探討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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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是以研究上班族的習慣行為，來進行辦公系統傢俱物品擺設

之探討。並以上班族的使用需求，來提出能增進工作效率的辦公桌物品放置與收納規劃的準則，以

提供相關設計領域的參考。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具體目標為:  

1. 了解上班族常用於辦公桌上的物品種類。

2. 分析上班族在辦公桌上的擺設習慣與使用收納盒的樣式偏好。

3. 歸納並建議符合上班族工作需求與提升工作效率的辦公用品收納與放置形式。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根據本研究目的，針對人性化設計、觀察研究法與人因設計等有助於本研究進行之文獻進行探討。

2-1 人性化設計

唐納‧諾曼（2014）在《設計的心理學：人性化的產品設計如何改變世界》這本書中說到:拙劣的設

計問題及是出在忽略了基本心理學，要設計出容易理解、方便使用、令人愉悅的產品並不困難。《設計

的心理學》說明只要遵循根據人類行為習慣歸納出的設計原則，引導使用者在正確的時機，採取正確的

行動，得到令人滿意的使用經驗，就是一個良好的設計。《設計的心理學》解釋這些基於心理學的設計

原則，如何在日新月異的科技進化中歷久彌新。在這本充滿娛樂性及洞察力的著作裡，諾曼強調優秀的

設計是最重要的產品競爭優勢，也是影響消費者行為的關鍵。

2-2 觀察研究法

研究者可透過觀察法立即實地觀察到現象或行為的發生（蔡保田，1987）。綜合郭生玉（1991）、

黃光雄（1991）、簡茂發（1991）的看法，觀察研究法是指在自然的情境或控制的情境下，根據既定的

研究目標，對現象或個體的行為做有計畫與有系統的觀察，並依觀察的記錄，對現象或個體的行為做客

觀性的解釋。我們可以透過電腦軟體，將觀察所得的資料轉為量化的數據，來進行客觀的分析與解釋；

此外，觀察研究法的適用範圍相當廣泛，無論是量化研究或質性研究都常常會使用到此種研究法，來做

統計分析或敘述性的描述（葉重新，2001）。 

根據吳明清（1991）的說法，觀察法的優點為:可以蒐集「非語文行為」;可在自然的情境下搜集資料；

可以蒐集縱貫的資料:人的發展是有持續性的，必須透過一系列的觀察和追蹤才可得到真實的資料。觀察

法也有一些研究上的限制: 

若採自然觀察時，研究者無法控制和操弄情境;觀察活動和行為相當複雜、花時間，因此量化不易;

被觀察者的行為可能因觀察者的介入而產生變化。若採單面鏡觀察，可能會有研究倫理上的限制，也可

能侵犯他人隱私權。

2-3 人因設計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人因工程學的基礎為人的感覺、知覺、記憶、認知、注意、動作反應

等，以此發展出工具、機器、流程、系統、方法和環境，使人能在合乎心理模式且安全舒適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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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最大的效率和使用效能，並提升生產力及使用者的滿意度。不好的設計，不僅會導致工作效率降低，

更有可能會危害人的安全與健康。（林久翔，2015） 

三、實驗方法及步驟

本實驗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上班族辦公桌物品調查」，利用蒐集上班族辦公桌照片來統計

出辦公桌上最常出現的物品，以利第二階段提供物品來進行後續實驗與設計辦公系統傢俱之參考。第二

階段為「上班族辦公桌擺設習慣之實驗」，將準備好的多樣物品集中於一處，再請受測者進行擺設實驗，

實驗後請受測者填寫相關問卷。

3-1 第一階段:上班族辦公物品調查

1. 我們從網路上與實地拍攝，收集了 44 張辦公桌的照片。

2. 統計所有照片中辦公桌上物品。

3. 由統計結果選出較常出現於辦公桌上(出現次數 13 以上)的 12 樣物品，分別為「電腦」、「資料」、

「筆」、「水瓶、水杯」、「書架」、「筆筒」、「桌上型電話」、「日月曆」、「便條紙」、「小

型收納盒」、「計算機」、「筆記本」。

3-2 二階段:上班族辦公桌擺設習慣之實驗

1. 本研究以「中國檢驗科技公司」之辦公室作為實驗空間，受測者有中國檢驗科技公司的職員與來自

其它各公司的客戶，受測者皆為上班族，共 23 位。

2. 將第一階段所得到較常出現於辦公桌上的 12 樣物品準備齊全並集中放置。

3. 請 23 位受測者將物品依照自己的習慣與需求擺放於空辦公桌上。

4. 全程以錄影與拍照的方式來記錄，以利後續研究分析。

5. 結束後請受測者填寫相關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各物品的擺放位置原因調查，以及瞭解對於收

納盒特性的認知與型式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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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上班族辦公桌物品調查 

將我們收集到的 44 張辦公桌照片上的所有物品統計過後，選出較常出現於辦公桌上（出現次數 13

次以上）的 12 樣物品，作為我們第二階段實驗的物品，分別為「電腦」、「資料」、「筆」、「水瓶、

水杯」、「書架」、「筆筒」、「桌上型電話」、「日月曆」、「便條紙」、「小型收納盒」、「計算

機」、「筆記本」。其中電腦在科技發達的現今社會已經成為不可或缺主要的工作工具；水瓶、水杯為

生活必需品；桌上型電話同為增加人與人之間交流效率不可或缺的物品;書架、筆筒、小型收納盒則為保

持桌面整潔與增加工作效率的常見容器;其餘為辦公用品。 

表 1. 受測者對於四種不同廠牌電子地圖的使用經驗比較結果 
文具類 次數 紙本類 次數 電子產品類 次數 生活用品類 次數 
筆 33 資料 39 電腦 44 水瓶水杯 31 
書架 24 日月曆 18 桌上型電話 24   
筆筒 24 筆記本 13 計算機 15   
便條紙 17       
小型收納盒 16       

4-2 上班族辦公桌擺設習慣之實驗 

將第一階段所得到較常出現於辦公桌上的 12 樣物品準備齊全並集中於一處後，請受測者將物品依照

自己的習慣與需求擺放於空辦公桌上，擺放結束後請受測者填寫相關問卷調查。全程以錄影與拍照的方

式來記錄。我們將實驗部份分成實驗影片與實驗後問卷調查來統整分析。因為篇幅限制的關係，以下僅

放出 4 位受測者在本實驗中的擺設方式結果照片（圖 1）。 

    
NO.1 NO.2 NO.3 NO.4 

圖 1. 實驗擺設結果照片 

4-2.1 實驗影片統整與分析 

1. 擺放行為:將受測者在實驗中的擺放行為分為「置左」、「置中」、「置右」（圖 2），統計出現次

數，無論是初次將物品擺放在辦公桌上或是將物品變更位置都算在次數內。統計結果，得到受測者

各行為的出現的次數為「置中」25 次、「置左」7 次、「置右」146 次，換算成百分比為「置中」

10%、「置左」30%、「置右」60%，由此可以看出大部份的受測者都習慣將物品往角落擺放，而

又以右邊角落為最優先的位置，符合大部分的人以右手為慣用手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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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擺放行為位置示意圖 

 

2. 物品擺放位置:將受測者擺放各個物品的位置轉換為九宮圖表來統計，物品以符號的方式表示（表

2）。物品擺放位置九宮格分割如圖 3 所示，以受測者 NO.1（表 3）為例，受測者在左 1 區域放置

了電話;在中 1 區域放置了月曆、筆筒、筆;在右 1 區域放置了收納盒、書架、資料、筆記本，以此

類推。 

 

圖 3. 辦公桌面九宮格分割示意圖 

 

                        表 2. 物品代表符號表 

物品 電腦 水瓶 書架 月曆 收納盒 便條紙 
代表符號 

      
物品 電話 資料 筆筒 筆 筆記本 計算機 
代表符號       

 

                        

置 
左 

置 
中 

置 
右 

左 1 

左 2 

左 3 

中 1 

中 2 

中 3 

右 1 

右 2 

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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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1 中 1 右 1 
左 2 中 2 右 2 
左 3 中 3 右 3 

  表 3. 受測者物品擺放位置九宮圖表 

NO.1 

統計各個物品經受測者擺放在各位置出現的次數後，以卡方考驗來分析。綜合所有物品最常被擺放

的位置得到以下九宮圖表（表 4）為最大眾的擺放方式:電話與水瓶在左 1，筆筒、筆、收納盒、便條紙、

計算機在中 1，書架、資料、筆記本、月曆在右 1，而電腦則放在中 3。由此看來，大部分的受測者習慣

優先將較大的物品往角落擺放，其次較小的物品則依序往中間擺放。也可看出，大部分的受測者通常以

左手來接取電話，如此右手才能邊寫字記錄重要訊息;而以右手來拿取紙本類物品，增加工作時拿取資料

的效率。水杯與水瓶等，為了不影響右手工作或怕打翻則會放在左側。

表 4. 綜合物品擺放方式結果 

:13** 
:9** 
 

:13** :13** 
:10** :8** 

:7* 

:20** :17** 
:10** :8** 

 

 
 
 

 
 
 

 
 
 

 
 
 

    :16** 
 
 

 
 
 
 

 注:*表示顯著性＜0.05;**表示顯著性＜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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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實驗後問卷調查分析 

1. 各物品擺放位置原因統計與分析：統計各物品擺放位置原因並進行卡方考驗分析（表 5），由表可

得知每個受測者對於各個物品的認知與對於各原因有無偏好。 
顯著性＜0.01 的各物品與原因分別為：電腦為使用較方便;筆筒為較順手；電話為較順手；月曆為

使用較方便；筆為較順手；計算機為使用較方便；便條紙為使用較方便。由統計結果可知，大部分

的受測者在擺放物品時，為了增加工作效率，會以順手度與使用方便性為主要考量。 
 

                 表 5. 物品擺放位置原因統計表 

 
物品 

選項 
(人) 

** 
電 
腦 
 

 
書 
架 

** 
筆 
筒 
 

** 
電 
話 
 

 
收 
納 
盒 

** 
月 
曆 
 

** 
筆 
 

 
水 
瓶 

** 
計 
算 
機 

** 
便 
條 
紙 

* 
資 
料 
 

 
筆 
計 
本 

較順手 8 9 11 10 6 1 14 9 3 2 7 5 
使用較方便 13 5 4 8 5 11 8 5 12 12 7 8 
較不佔位子 1 6 6 2 5 5 0 5 6 5 8 5 
較不影響工作 0 2 2 2 5 5 1 2 2 3 1 4 
沒特別原因 1 1 0 1 2 1 0 2 0 1 0 1 

                 注:*表示顯著性＜0.05;**表示顯著性＜0.01。 

2. 受測者對於收納盒功能與型式的喜好統計與分析：由問卷可知大部分受測者都認為收納盒容易取放

與分類的功能是很重要的，而對於它的造型並不是非常在意。有一半以上的受測者相較於封閉式更

偏好開放式的收納盒，能夠縮短拿取時間，而有三分之一的受測者偏好一個盒子分成多個格子與間

隔可自己調整的型式，符合受測者重視易取放與分類的兩個特性。以下為受測者偏好的收納盒型式

統計表（表 6）。 

                           表 6. 收納盒偏好統計表 

收納盒型式 人數(人) 

開放式 14 

有蓋子 4 

有抽屜 2 

間隔可自己調整 8 

前低後高 2 

一個盒子分成多個格子 8 

多個分開的小盒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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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成果，可以歸納出常用於上班族辦公桌上的物品種類與擺設習慣，以及上班族對於在辦公桌

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收納盒的認知與喜好型式，其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辦公系統傢俱與收納組設計的參考

之用。

而本研究發現上班族擺設時以下幾個原則：1.為了增加效率，上班族會以順手與使用方便為擺設時

的第一考量。2. 大部份的上班族都習慣將物品優先從角落開始擺放，而又以右後方角落為最優先的位

置。3.因電腦通常擺放在正前方，所以大部份的上班族將需要反應速度、較重要常使用或較大型的物品

依慣用手擺放在兩側後方角落，而將工具類型等，較小型、較不重要或需要時才使用得到的物品擺放在

中後方。4.大部分上班族認為收納盒以開放式多格為佳，如間隔可依需求調整更好。 

因時間不足，研究進行時有諸多因素未考量到，日後建議進行相關研究，需注意：1.不同性質的上

班族是否擺設方式會有不同。2.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擺設方式是否有不同。3.受測者實驗時，是否會

因為緊張而無法依平常習慣進行擺設。4.辦公桌大小、形狀是否會影響擺設方式。 

將我們收集到的 44 張辦公桌照片上的所有物品統計過後，選出較常出現於辦公桌上（出現次數 13

次以上）的 12 樣物品，作為我們第二階段實驗的物品，分別為「電腦」、「資料」、「筆」、「水瓶、

水杯」、「書架」、「筆筒」、「桌上型電話」、「日月曆」、「便條紙」、「小型收納盒」、「計算

機」、「筆記本」。其中電腦在科技發達的現今社會已經成為不可或缺主要的工作工具；水瓶、水杯為

生活必需品；桌上型電話同為增加人與人之間交流效率不可或缺的物品；書架、筆筒、小型收納盒則為

保持桌面整潔與增加工作效率的常見容器；其餘為辦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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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遊戲元素之材質觸感研究

曾妤棻*+   鄭霈絨**  呂健瑋***  

*,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系 大專生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學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 michelle3254758@gmail.com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對於圖版遊戲物件的材質觸感感受的差異。邀集設計與非設

計族群受測者矇眼進行圖版遊戲物件之材質觸感的「焦點團體討論」，歸納出每一類桌遊物件的材質分

群。後續請兩群受測者針對每類桌遊物件的分群來填寫 8 個情緒形容詞的李克特五點量尺，以了解不同

材質分群的觸感對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在心理感受上的差異。研究結果發現：1.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對於雙面

都平滑的大卡牌有較佳的情緒感受，令他們感到愉快、順手且過癮；2.一般玩家對於霧面且有紋路的大卡

牌較有好感，而設計者對於較厚的大卡牌有較佳的情緒感受；3.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對於表面有明顯紋路的

小卡牌都有較佳的情緒感受，而對於薄紙張材質的小卡牌感受較差；4.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對於木頭質感立

體物件的感受都較佳，令他們感到輕鬆且順手；5.設計者對於有平滑塑膠感的立體物有更佳的感受，而非

設計族群則對於有皮革質感的立體物件比較有好感。

關鍵詞：圖版遊戲、桌遊物件、材質觸感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圖版遊戲，是一種日常遊戲的延伸，除了從單一個體到多位參與者的集體互動外，也要重視遊戲方

法、機制與共同設定的遊戲規則，使得圖版遊戲的過程中多了挑戰性、娛樂性、參與感與成就感…等人

際間的互動情感。

然而，不同的桌上遊戲除了有不同的互動形式與規則外，它們確實需要根據遊戲主題、互動方式與

機制的不同，而提供不同材質與造型的遊戲元素。因此，桌遊內容的各項物件元素的材質及造型對於玩

家在進行遊戲時，確實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為了解不同的元素材質是否會影響消費者的觸覺感受，

本研究將探討消費者對於各項內容物件觸感意象、情緒與材質之關聯，並經由觸摸實際的桌遊物件材質

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以歸納出消費者對不同材質的觸覺感受、情緒意象，以提供未來桌遊內容物件設

計在印前規劃中選用材質上的參考。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桌遊內容物件之觸感意象認知，來探討消費者對於其相對應的材質特性、情緒之關聯，

實驗樣本以現有桌遊內容物件提供給研究參與受測者進行焦點團體測試，並進一步訪談參與受測者的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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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內容物件體驗測試結果，以作為未來桌遊設計之內容物件選用材質的參考依據。根據上述目的，擬定

本研究之具體目標如下： 

1. 了解設計與非設計背景之受測者對於桌遊物件材質的觸感認知差異； 

2. 了解設計與非設計背景之受測者對於桌遊物件之觸感感受的情緒差異。 

 

二、文獻探討 

2-1 圖版遊戲 

圖版遊戲 (又稱桌上遊戲，簡稱桌遊) ，指將圖文符號畫在一塊硬板上作為記錄工具的遊戲。除了

必備的圖版外，也可能用及棋子、骰子、籌碼、卡片、小板塊、資料欄等種類繁多的配件。歷史最早可

追溯到古埃及前王朝時期的塞尼特、盤蛇圖，範圍涵蓋古代傳統的棋類到當代的桌遊。 

圖版遊戲英文原文為 Board Game。常見的翻譯還有版圖遊戲、紙盤遊戲、棋盤遊戲、紙上遊戲等。

Board Game 有時也被翻譯為桌面遊戲，但桌面遊戲亦可指電腦桌面遊戲。 

然而，桌遊玩家進行遊戲時，物件的材質往往在互動上影響不少。桌遊的內容物件元素，以紙牌為

最常見的配件之一，資深玩家曾分享過，喜愛紙牌堅硬、材質輕薄的觸感，好增進在互動時的速度感以

及更加的即時性，尤其在戶外進行野外活動(如:露營)，由於攜帶、操作使用上的方便性，卡牌類材質桌

遊更是獲得大眾的喜愛(如圖 1 所示)。 

桌遊名稱 矮人礦坑 阿瓦隆 三國殺 

桌遊內容 

   

圖 1. 卡牌類桌遊案例 (2016/02/20 檢索) 

2-2 材質與觸感 

「材質」可視為材料和質感的結合，簡述來說，即是物體看起來是什麼質地。如:色彩、紋理、光滑

度、透明度、反射率、折射率、發光度的結合。材質運用於物體上相當於人類的皮膚，為相當重要的元

素，而材料的質感，屬於觸覺與視覺共同感知的材料特質，材質與質感互為表裡，各種材質皆經由質感

來呈現其外貌與表達其材質的特性(謝羽宸、羅致遠，2009)。在觸摸不同的材質或溫度會造成不同的心

理感受，而在語言中充滿著對於物件實體接觸後的比喻，這種情感稱作「感覺」(李心銘，2012)。 

以紙牌材質特性為例，紙張類別可分為卡紙( 通常大於 200g or 200p 以上統稱為卡紙，一般用於卡

片、名片類印刷，例如：一級卡、萊妮卡…等)與一般用紙(小於 200g or 200p 以下為一般印刷用紙)；在

紙張的厚度方面，又常以磅數(p)與 gsm 來計算，磅數(p)指面積 25x 38 英吋共 500 張的總重量。磅數越

大紙張紙較厚。例如 500p 超級印卡 500 張面積 25x38 英寸，重量為 500 磅(約 227 公斤)。gsm 指 1 平方

米 1 張紙的重量。例如 萊妮卡 230g 1 平方米重量為 230 克；而加工部分，分為霧膜加工(紙張印刷完成

再將紙張覆上霧面塑膠薄膜，可讓紙張的質感提升，除了不反光外也讓紙張的觸感特別柔滑)與亮膜加工

(紙張印刷完成再將紙張覆上亮面塑膠薄膜，可讓紙張的質感提升，紙張表面有如鏡面之光澤且會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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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假設圖版遊戲的各項元素在印製上的變數操作，能夠使參與者從一開始的遊戲動機增

強為持續參與其中的遊戲動力(參見圖 2)。這個觀點與相關研究主要針對玩家的參與目的進行分析有很大

的不同，將能夠作為未來在圖版遊戲各項元素之材質規劃設計上的參考。

圖 2. 本計畫針對圖版遊戲玩家參與心理提出之假設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前述的研究目的，首先，先由研究者與兩位設計領域專家共同討論，確定用於後續觸感

體驗測試之不同材質的桌遊內容物件樣本。接著，由 5 位設計背景與 5 位非設計背景受測者分組進行桌

遊內容物件之矇眼觸感體驗，對於不同內容物件之觸感認知、情緒與材質特性進行焦點團體討論 (受測

人數共 10 人，男生 3 人，女生 7 人，平均年齡為 21 歲)。 

本研究依據現有桌遊之內容物件進行不同材質之樣本挑選，如:紙、塑膠、木頭、皮革…等。而在受

測前先行將內容物件分成三大部分:「大卡牌類」有 9 種物件、「小卡牌類」有 4 種物件、「立體類」有

18 種物件，共有 31 種物件，以供受測者在受測過程中將各元素之物件進行討論分類，大卡牌分類方式

為平面狀，且超過(含)一般撲克牌尺寸為此類，其餘若為平面狀，且小於一般撲克牌尺寸者為小卡牌類，

而非平面物件則皆為立體類物件。

為了避免受測者在觸摸各種材質物件時受到上面的圖案或其它要素的影響，所有受測者在進行觸感

體驗過程均需要在眼罩矇眼的狀況下，僅以手觸摸研究樣本(如圖 3 所示)，來討論樣本材質之觸感意象

及感受。在進行觸感體驗的矇眼焦點團體討論時，五位設計背景受測者與五位非設計背景受測者分別進

入測試地點。研究者請他們矇眼後，依照大卡、小卡與立體三個類別發放樣本給予受測者觸摸，過程中

全程錄影，以便於事後進行錄影資料的統整分析，以探討兩群受測者對於各類桌遊物件之觸感意象及感

受。

圖 3. 本研究矇眼焦點團體討論過程(左圖為設計類受測者；右圖為非設計類受測者) 

受測者在實驗過程中透過手部的觸感，與其他受測者相互討論每個樣本的觸感特性，在矇眼狀態下

對每類樣本進行材質特性分群的討論並達成共識。最後再讓五位受測者針對三大類別中每個材質分群，

進行 8 個觸感情緒形容詞組的李克特五點量尺調查，這 8 個形容詞組是由三位設計背景研究者共同篩選

出與桌遊體驗有關的形容詞，包括新奇的、滿足的、有趣的、愉快的、輕鬆的、著迷的、順手的、過癮

的。最後，分析設計背景與非設計背景兩類受測族群對於三個類別桌遊物件之不同材質分群樣本的情緒

遊戲

動機

遊戲

動力 觸感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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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以了解設計與非設計兩族群對不同材質特性的桌遊內容物件之觸感意象與情緒是否有差異。以下

為本研究「桌遊物件之矇眼觸感體驗焦點團體討論」的進行流程與步驟： 

1. 研究者向五位焦點團體成員說明桌遊物件矇眼觸感體驗的進行流程； 

2. 請受測者用眼罩矇眼後開始進行； 

3. 先發放大卡牌類桌遊物件，請受測者各自觸摸感受物件材質，並自行以材質的相似度進行

分類；  

4. 自行分類完畢後，請受測者與組員討論，並一邊形容物件觸感及說明為何如此分類，經由

討論過程修改分類的結果，以達到共識； 

5. 由研究者收回已經達到分類共識的物件，並依據相同的步驟，進行小卡牌與立體類物件的

討論； 

6. 請受測者根據三個桌遊物件類別的每一觸感分群物件，分別進行 8 個情緒形容詞的李克五

點量尺填寫； 

7. 歸納分析兩個不同族群(設計與非設計背景)對於不同材質之桌遊物件類別在觸感情緒上的

差異。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前述觸感意象實驗所得資料，進行材質觸感意象的分析，研究結果分別為「各類別物件

之材質觸感分群結果及原因」與「各類別之材質觸感分群的情緒形容詞」。因為篇幅限制的關係，以大

卡牌各部分研究結果為例，說明如下：  

4-1 各物件之材質觸感分群結果及原因 

大卡牌類： 

本研究發現，在大卡牌類的桌遊物件部分，物件材質上膜與否、紋路觸感、厚度與硬度是兩群受測者分

類的主要因素，例如：光滑亮面者容易被歸為一類。以下則詳列設計背景與非設計背景受測者，針對大

卡牌類樣本的材質觸感分類討論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卡牌類之材質觸感分類與原因（本研究整理） 
設計組 非設計組 

類別 樣本 原因 類別 樣本 原因 

1 
 

 

都是比較有厚度的，而雖然一

個較為粗糙，一個較為平滑，

但從表面皆有紋路的觸感上，

觸覺感受較相似 1 

 

 

 

一張摸起來像墊板，是塑膠片

的；一張為紙上護貝的，亮面

的；一張摸起來明顯是上蠟、膠

面、有厚度，像厚紙板加工過後

的，但有同樣光滑面的觸感為相

似處 2 

 

像故事書的封面材質，亮面，

有厚度，上蠟，邊也有上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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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面都平滑，薄的，像一般材

質的撲克牌
2 

是厚的，是完全沒上膠和蠟的，

就像紙板、紙箱的材質，粗糙

4 
皆為平滑、塑膠的厚的，有紋

路的，滑的，比較有軟度

3 兩面都是平滑的，像紙的材質，

也像影印卡的材質

4 有厚度，沒有紋路，雙面是滑

的，而表面不是上膠的

5 皆為霧面的、薄的

5 
三張皆有紋路，摸起來表面平滑

及有紋路的觸感為相似處，只有

一張差異在厚度

6 很滑的，有厚度的

4-2 各類別之材質觸感分群的情緒形容詞

在材質觸感的情緒形容詞對應部分，本研究統計分析了兩群受測者在焦點討論時所分類之桌遊物件

類別的李克特五點量尺結果（5 為最同意，1 為最不同意），給予分數的過程，兩群受測者必須一邊觸摸

每類桌遊樣本，一邊聆聽每個情緒形容詞，矇着眼個別在空白紙面上填寫每類樣本在 8 個形容詞上對應

的同意程度(1~5)。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設計與非設計類受測者的材質觸感形容詞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在大卡牌的部分，被設計與非設計兩個族群皆單獨分為一類的樣本 No.9，都是在 8 個情緒形容詞裡

有較多的形容詞同意度較高，尤其是「愉快」、「順手」與「過癮」三個形容詞。其次是樣本 No.6，兩

族群在「輕鬆」這個形容詞的同意度較高。然而，兩族群間較有差異的是樣本 No.2，設計背景受測者將

之單獨分為一類，且在「新奇」、「有趣」、「愉快」與「過癮」這四個形容詞上都有較高的同意度，

而非設計背景受測者則是將樣本 No.2 與樣本 No.1 與 No.3 歸為一類，且在各個形容詞上都沒有極高的同

意度。

顯示兩群受測者對於雙面都較為平滑的樣本，在情緒感受上都是較佳的。而設計族群對於較厚的樣

本(No.2)有較佳的情緒感受，且即便該樣本與另外兩個樣本 No.1 與 No.3 大小相近，也不會將它們歸為

同一個材質類別，反之，非設計族群則對於較厚的樣本(No.2)沒有較佳的情緒感受。 

表 2. 大卡牌各類別之觸感形容詞分析結果 
設計組

類別 樣本 新奇 滿足 有趣 愉快 輕鬆 著迷 順手 過癮

1 No.7 
No.8 

M 2.8 3.2 3 3 3 2.6 3.2 2.8 

SD 1.6 1.3 1.0 1.0 0.7 1.5 1.1 1.3 

2 No.2 
M 4 3.2 3.8 3.6 3 3.2 3.6 3.4 

SD 0.7 1.3 1.1 0.9 1 1.3 1.1 1.3 

3 No.6 
M 2.2 2.4 2 2.4 3.6 2.6 3.6 2.6 

SD 0.8 0.9 0.7 1.1 0.5 0.5 1.1 1.1 

4 No.1 
No.3 

M 3.4 2.8 3.2 3 3 2.6 3.6 3.4 

SD 1.5 0.8 0.8 0.7 0.7 1.1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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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4 
No.5 

M 2 2.2 2.2 2 2.8 2.2 3.2 2.4 

SD 1 1.1 0.8 0.7 0.8 0.8 1.1 1.1 

6 No.9 
M 3.8 3.8 3.6 3.6 3.2 3.4 3.8 3.4 

SD 0.8 0.8 0.9 0.9 1.1 1.1 0.8 1.1 

非設計組 

類別 樣本  新奇 滿足 有趣 愉快 輕鬆 著迷 順手 過癮 

1 
No.1 
No.2 
No.3 

M 2.6 3.2 2.8 2.6 3.2 3 3.6 3 

SD 0.5 0.8 0.8 1.1 1.5 1.2 1.1 1.6 

2 No.8 
M 3.2 3.8 3.6 3.2 3.4 4 3.6 3.4 

SD 0.4 0.4 1.1 1.3 0.9 1.0 0.5 1.1 

3 No.6 
M 1.8 2.8 2 3 3.8 2.6 4.2 3.2 

SD 0.8 0.4 0.4 1.0 0.4 1.1 0.8 0.4 

4 No.9 
M 3.4 3.6 3.2 3.8 3.6 4 4.2 3.6 

SD 1.1 1.1 1.1 0.8 0.9 0.7 0.8 0.9 

5 
No.4 
No.5 
No.7 

M 4.2 3.6 3.4 3.6 3.4 3.6 3 3.6 

SD 0.8 1.1 0.9 0.5 0.5 1.1 0.5 0.5 

4-3 綜合討論 

整體來說，兩群受測者對於雙面都平滑的大卡牌有較佳的情緒感受，尤其他們都覺得這樣的卡牌在

桌遊活動中較令人感到愉快、順手且過癮。然而，相較於設計族群來說，非設計族群對於霧面、有紋路

的大卡牌有較好的情緒感受，他們覺得這樣的卡牌令人感到新奇、著迷與過癮。而設計族群對於較厚的

大卡牌有較佳的情緒感受，這樣的大卡牌令他們感到新奇、有趣、愉快且過癮。 

此外，兩群受測者都對於表面有明顯紋路的小卡牌有較佳的情緒感受，而對於像薄紙張材質的小卡

牌則感受較差。在桌遊立體物件方面，兩群受測者對於木頭質感物件的感受都頗佳，他們都覺得這樣的

立體物件令人感到輕鬆且順手。然而，設計族群對於有平滑塑膠感的立體物有更佳的感受，令他們感到

滿足、愉快、著迷與過癮。而非設計族群則將有平滑塑膠感的這兩個物件與其他塑膠感較重的立體物件

都歸為一類，且對這類立體物沒有較佳的情緒感受，僅覺得順手。受測者們對於有皮革質感的立體物件

比較有好感，令人感到新奇、滿足、有趣與過癮。 

根據前述結果發現，受測者最喜歡的大卡牌為雙面平滑且有厚度的;而最受歡迎的小卡牌也是有厚度

且雙面平滑的;而在立體物件的部分，以木頭質感物件較受歡迎，且此木頭質感物件之表面可以明顯摸到

木紋，而非光滑的表面。而且，從圖 4 中可知，無論是大卡牌或是小卡牌，雙面且有厚度的卡牌，以及

木頭質感的立體物件，在 8 組情緒形容詞中，受測者給予最高得分的評價是「順手的」這組形容詞。 

然而，較受歡迎的大卡牌樣本，對所有受測者來說，以「有趣的」這組行詞的得分較低；而較受歡

迎的小卡牌樣本，則是在「滿足的」、「愉快的」與「輕鬆的」三組形容詞得分較低；較受歡迎的立體

物件樣本，則是在「過癮的」這組形容詞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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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綜合設計與非設計背景受測者的觸感實驗結果 

(左圖：評價較高樣本在各情緒形容詞的李克尺度平均數；右圖：三類桌遊物件中評價較高樣本)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瞭解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對於圖版遊戲物件的材質觸感感受的差異，進行了設計類與非設

計類兩群受測者的桌遊物件觸感體驗的焦點團體討論與分群，並於其後請受測者針對每個分群，矇眼填

寫 8 組觸感情緒形容詞的李克特量尺。研究結果發現：1.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對於雙面都平滑的大卡牌有

較佳的情緒感受，而且，一般玩家對於霧面、有紋路的大卡牌有更好的情緒感受，他們覺得這樣的卡牌

令人感到新奇、著迷與過癮；2.設計者與一般玩家對於表面有明顯紋路的小卡牌有較佳的情緒感受，而

對於像薄紙張材質的小卡牌則感受較差；3.在立體物件方面，設計者與一般玩家都對於木頭質感物件的

感受較佳，他們都覺得這樣的立體物件令人感到輕鬆且順手；4. 設計者對於有平滑塑膠感的立體物有更

佳的感受，而一般玩家則對於有皮革質感的立體物件比較有好感。

由於，本研究之焦點團體討論人數僅有 10 位，研究結果僅能作為圖版遊戲內容物件設計規劃的初

探，未來將可增加研究參與人數，讓研究結果的參考價值增加，另外，本研究僅探討玩家對圖版遊戲物

件之情緒感受，未來可再增加受測者遊戲心理相關的質性研究，以不同的方式了解受測者在觸感體驗後

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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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參數化軟體建立椅子，將參數化優勢可調變數據改變椅子外觀，以實際建模調整做實驗，在

椅子的規範內讓有更多變化可能性，而有外觀變化帶來的視覺感受，因此會帶入感性意象，產生出一套參

數化設計與感性探討之間的搭配性，讓參數化設計不只是外觀改變而有更多感性參考依據。先以

Grasshopper 建立椅子基礎模型，將椅子參數值分成背靠、椅腳高度、椅寬、厚度、椅座深度共 5 項，從

中選出 3 項並各以 4 種參數值改變搭配建構成椅子，共有 64 種椅子樣本。利用封閉式問卷選出 5 個椅子

的形容詞彙，再運用語意差異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根據受測者統計結果，「纖細的 - 粗壯的」語彙中對椅子寬度數值越大越偏向粗壯

的，寬度越小越偏向纖細的形容詞。「輕盈的 - 沉重的」語彙中背靠高度數值越大越偏向沉重的，背靠

高度越小越偏向輕盈的形容詞。「柔軟的 - 堅硬的」語彙中座面深度數值越大越偏向堅硬的，座面深度

越小越偏向柔軟的形容詞。「圓潤的 - 尖角的」語彙中椅子寬度數值越小越偏向尖角的，椅子寬度越大

越偏向圓潤的形容詞。「簡單的 - 複雜的」語彙中座面深度與寬度數值越大越偏向複雜的，座面深度與

寬度越小越偏向簡單的形容詞。 

關鍵詞：椅子設計、參數設計、感性工學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電腦輔助設計系統(CAD systems)發展起於 1970 年代的 2D 繪圖軟體、1980 年代的 3D 表面建模與實

體建模(Surface and Solid Modeling) 軟體，這些早期的數位設計工具主要讓使用者在笛卡兒空間座標系統

中(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直接繪製幾何形體，以視覺化模擬傳統圖面與模型的表現和構成方式為邏

輯。(Moretti,1971)大量論述了“參數化建築學”，在文中將參數化建築學定義為“取決於各種參數的多

維度之間的關係”。隨著時代科技的進步，椅子設計從手繪設計方式進步到電腦 3D 建模，而近年來大

量用於建築方面的參數化設計也開始導入至家具設計中，與傳統設計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參數化設計用邏

輯演算的方式，可以模擬自然中的風、水，讓自然可以用電腦參數化的方式實現。進而讓家具設計有了

耳目一新的變革。如「Triangulation 系列椅子」是中國設計師張周捷最廣為人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了，

該作品是他 2009 年的畢業設計，也是他實踐參數化設計的第一步。通過電腦程序主導設計，讓椅子擁有

自己的「基因」，並能通過各種參數進行調整改變，讓系統自成一體，讓物體自然而然的形成、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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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椅子設計著重在結構的堅固和耐用，在外觀造型感性方面考量較少。近年來，現代使用者對外觀

感覺的要求越來越高，單方思考椅子功能設計似乎已經無法滿足消費者內心深層需求，唯有深具美感的

設計才有機會受到重視，並且被廠商用來作為產品的差異化，產品藉由感官會提高使用者使用意願，讓

產品同時兼具美觀與功能。

二、文獻探討

2-1 椅子型態

椅，無靠背的稱為櫈，是一件用來坐的傢具，為腳物家具的一種 ，一般包括一個座位、椅背，有時

還包括扶手，通常會有椅腳使座位高於地面。椅子單詞 chair 源自於希臘語，是 catbedra 的縮寫–kata 的

複合字指的是「down」，而 bedra 指的是「to sit」(Charlotte & Peter,2005)。對一般人而言，椅子最基本

的定義應該是具有靠背的單人坐具。此外，我們心目中標準的椅子常有四條腳，有時也有扶手。這是現

代人對椅子的了解，是經過幾百年慢慢形成的概念。

好的椅子需要符合人體工學設計，根據研究座椅高度重要因素是成人手肘與桌面的距離為 275±
25mm，在這距離內大腿的佔了一定比例的高度，以美國男女大腿厚度 95%的平均值為 175mm，舒服的

坐姿為兩腳幾乎水平放於地面，市場平均座高為 430mm 為主。椅子的種類繁多，包括辦公椅、沙發椅、

餐桌椅、電腦椅等，椅子有別於凳子，椅源與「倚」有關，意思為靠、斜靠的動作。椅子最基本形式為

凳加靠背(漢寶德,2010)。餐桌椅及工作椅為最簡單的椅子，後續延伸出功能性較強的含扶手或輪子功能

的辦公椅、休閒椅等。

2-2 參數化設計

  參數化設計是由上而下的精練(Top-Down Refinement)，利用相關幾何學，參數作為設計技術(陳珍

誠,2005)，相較於傳統設計由主觀的直覺判斷、經驗、習慣，參數化設計重在關係的定義，設定的過程中

需了結其背後之邏輯以及資訊，相信參數導入設計的過程能提高設計之可行性(黃劭暐,2011)。參數化設

計利用各個特徵的參數規則作為設計基礎，每個數字代表某個重要的特性，特性可能是結構、容量、物

理性質，最大的特點在於可以藉由動態的控制參數反覆調整元素的數值或條件，讓設計者可以評估其特

徵規則，改變以往過去透過人工處理龐大的資料量，透過電腦資料的運算，不但大大減少參數化的複雜

度，更結合數位製造的技術提升，加速了參數設計的流程。

參數化設計的應用普及下，衍伸出許多參數軟體，大多數的參數式軟體都非獨立以外掛方式，從操

作介面可分成兩類，程式語言(Code)或透過圖形編寫程式語言(GPL)。程式語言(Code)的操作模式都是以

文字程式碼編寫，較符合具有程式編寫能力背景的人，在整體的操作上有較高的自由度，如 Rhinosceros

的 Rhinoscript 和 Max 的 Maxcript 等；圖形編寫程式語言(GPL)比起程式語言直覺許多，利用圖形運算器

(component)之間相對的輸出口連接產生運算結果，屬於資料流動(dataflow)的概念，使用上較簡單，如

Rhinosceros 的 Grasshopper 等。 

2-3 參數化椅子設計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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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國設計師張周傑利用數字對象的生成的形式設計出 Triangulation 系列椅子，如圖 2-1。透

過工藝和參數化控制技術,結合其轉換本虛標實的結合來實現。使用特殊的軟件,每片可根據客戶的要求

來設計參數化。在計算機已完成生成的產品型號，激光切割後，彎曲的手工製作、焊接、拋光等各類機

械處理。自定義實現和定製家具是由設計師之手創造，該產品僅取決於其“可能性” 。

圖 2-1. Triangulation 系列椅子(張周傑,2009) 

2-4 感性工學

感性工學(Kansei Engineering)，是由日本學者 Nagamachi 所提出，是一種以消費者為導向基礎的新

產品開發技術，其中感性(Kansei)源自日語詞彙，原意為對於某一個產品所產生的心裡感覺與意象。當消

費者購買產品時，在他們心中一定有一些感覺意象來選擇商品，如堅固的、豪華的與亮麗的等，感性工

學技術便是將消費者需求的感覺意象轉化在新產品上的技術。感性工學的「感性」可解釋成人對務所持

有之感覺或意象，是對物之心理上的期待感受。而感性工學是將人們所具有之情感加以量化之呈現，並

由其探索到設計方向是符合人們甚麼樣的感性，就是所謂的感性工學。(陳國祥,2001)量化的定義為數字

化之過程，運用工學技術將關係以數字呈現過程。而對設計師來說，對於感性工學領域就試圖將設計師

腦海中具有之經驗，或設計師腦海中所建構的法則，如何去詮釋人的感性，並探討加以利用。

感性工學目的為根據消費者感覺需求來設計產品，關切的議題包含以下四項：

(1)如何建立一套人因技術的感性工學

(2)如何透過消費者的感性來找出產品的設計特徵

(3)如何隨著社會變遷及使用者偏好趨勢來修正設計方向

(4)如何透過人因及心理的量測來掌握使用者對產品的感覺

關於上述的第一點，是運用電腦技術來建立感性工學系統架構；第二點，透過調查或是實驗設計來

建構感性詞彙與設計特徵之間之對應關係；第三點，必須根據新的感性趨勢，輸入新的感性詞彙來更新

感性工學系統資料；第四點，運用 Osgood 等人共同發展出的語義差異法來做為量測消費者感性的工具。 

2-5 小結

綜觀文獻可知，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的領域中，參數化特徵創新設計程序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並從型

態的變化到型態分析，搭配感性工學中的情感語彙之量化，讓模型參數數據資料與情感詞彙詞組產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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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建立椅子參數化特徵知識庫。根據國內相關論文研究：(謝茜羽,2011)美學原則影響使用者愉悅情

感之探討：椅子造型線條的一致性，探討椅子造型對使用者情感之關係，了解情感與造型之間的對應。

(李昇祐,2013)參數式設計應用於產品創作與探討，針對參數化軟體的應用與實作，將參數軟體帶入家具

設計中，利用參數軟體 Grasshopper 建立模型了解其中原理。 

初步探討椅子參數化建模之特徵與情感詞彙之關聯性，作為本研究系統的基礎，並使用餐椅造型為

例，使用 Grasshopper 建立椅子 3D 模型，再將椅子特徵分解後進行 SD 法之情感語意評估，探討其參數

的變化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果可望達到未來參數化設計與家具設計整合應用，創造全與

與 與 與 與 與 。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規劃知識擷取、情感諮詢及參數化衍生系統運算模式、情感諮詢及參數化衍生系統檢驗、

參數化衍生系統測試四階段進行實驗，其架構圖如(圖 3-1) 

圖 3-1.實驗架構圖 

3-2 情感諮詢及形容詞篩選

本研究採用椅子外形之輪廓，其樣本特性與(Takahasi,1995)之實驗情況相似，因此採用供評估之情感

詞彙，將沿用 Takahasi 研究中的 27 種形容詞，以 7 階語意量表來進行量測，作為評估椅子意象情感之

語彙，如下表 3-1。 

表 3-1.形容詞語彙 27 組(Takahasi,1995) 

形容詞組 

愉悅的 - 討厭的 

(Pleasant - Unpleasant) 

輕盈的 - 沉重的 

(Lightweight - Heavy) 

纖細的 - 粗壯的 

(Delicate - Rugged) 

輕鬆的 - 緊張的 

(Relaxed -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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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 厭惡的 

(Likable - Repugnant) 

樸素的 - 花俏的 

(Plain - Fancy) 

興奮的 - 冷靜的 

(Excitable - Calm) 

圓滑的 - 粗糙的 

(Smooth - Rough) 

美麗的 - 醜陋的 

(Beautiful - ugly) 

簡單的 - 複雜的 

(Simple - Complex) 

動態的 - 靜止的 

(Dynamic - Static) 

理想的 - 真實的 

(Ideal - Real) 

甜美的 - 痛苦的 

(Sweet - bitter) 

彈性的 - 剛性的 

(Flexible - Rigid) 

華麗的 - 平庸的 

(Gorgeous - Sober) 

激昂的 - 低落的 

(Rising - Falling) 

溫暖的 - 冷酷的 

(Warm - Cool) 

穩定的 - 動盪的 

(Stable - Unstable) 

主動的 - 被動的 

(Active - Passive) 

開放的 - 封閉的 

(Open - Closed) 

明亮的 - 黑暗的 

(Light - Dark) 

圓潤的 - 尖角的 

(Rounded - angular) 

明顯的 - 模糊的 

(Distinct - Vague) 

鈍感的 - 銳利的 

(Blunt - Sharp) 

愜意的 - 淒涼的 

(Cozy - Cheerless) 

柔軟的 - 堅硬的 

(Soft - Hard) 

強壯的 - 虛弱的 

(Strong - Weak) 

無論是消費者或設計師對於產品造型的喜愛程度，都無法用量化的具體描述來形容，因此本研究為

了在後續進行意象評估模擬，使問題較為簡化，故需先篩選出最具關鍵影響之形容詞，以方便後續分析

之進行。針對椅子在意象語彙選擇上，由上表 3-1 中的 27 組敘述之形容詞，製作封閉式問卷，抽樣選取

30 位受測者(15 位具有設計背景、15 位非具有設計背景)，每位受測者在此 27 組形容詞語彙中勾選 10 組

認為適合用來形容椅子造型的詞組，在統計其勾選結果後，如表 3-2，最終挑選出 5 組形容詞，供後續研

究使用。

表 3-2.形容詞語彙篩選結果 

編號 形容詞語彙 累積次數 排序 編號 形容詞語彙 累積次數 排序 

15 纖細的 - 粗壯的 22 1 21 強壯的 - 虛弱的 9 14 

8 輕盈的 - 沉重的 21 2 7 愜意的 - 淒涼的 8 16 

14 柔軟的 - 堅硬的 20 3 6 明亮的 - 黑暗的 6 17 

13 圓潤的 - 尖角的 19 4 27 鈍感的 - 銳利的 5 18 

10 簡單的 - 複雜的 19 4 17 動態的 - 靜止的 5 18 

9 樸素的 - 花俏的 17 6 22 輕鬆的 - 緊張的 4 20 

18 華麗的 - 平庸的 17 6 24 理想的 - 真實的 3 21 

21 強壯的 - 虛弱的 15 8 19 主動的 - 被動的 3 21 

3 美麗的 - 醜陋的 14 9 20 明顯的 - 模糊的 1 23 

11 彈性的 - 剛性的 14 9 4 甜美的 - 痛苦的 1 23 

24 理想的 - 真實的 13 11 26 開放的 - 封閉的 0 27 

5 溫暖的 - 冷酷的 12 12 16 興奮的 - 冷靜的 0 27 

18 穩定的 - 動盪的 11 13 25 激昂的 - 低落的 0 27 

1 愉悅的 - 討厭的 9 14 

根據統計結果，如表 3-2 所示，最後挑出累積次數最高的 5 組形容詞，分別為「纖細的 - 粗壯的」、

「輕盈的 - 沉重的」、「柔軟的 - 堅硬的」、「圓潤的 - 尖角的」、「簡單的 - 複雜的」，提供後續

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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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建構與研究分析 

4-1 軟體介紹 

Grasshopper 是 Rhinoceros 的外掛軟體之一，由 McNeel 公司於 2007 開發的參數衍生軟體，在

Grasshopper 問世前，基於 VBscript 的 Rhinoscript 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且應用較廣的 Rhinoceros 編輯建

模環境，它的操作方式是命令形式，相比於 Grasshopper 的圖形編寫程式語言(GPL)方式，在操作上形編

寫程式語言(GPL)的方式更簡單方便，讓使用者可以透過參數以及圖形運算器的連結來建立模型，這些運

算器的功能包含數值運算、數組與樹狀圖數據操作，以及 Rhinoceros 中各種幾何類型的分析、創建與變

動等，同電腦語言函數一樣，有著帶有規則要求的輸入項和輸出項，運算器間的數值傳遞由直觀的連線

所表現，代替了繁瑣的命令行中的數據傳達操作，讓使用者能夠更清楚把握自己的設計思維。 

4-2 模型結構 

 Grasshopper 並沒有自己的模型視窗，因此需透過 Rhinoceros 顯示運算結果，Grasshopper 屬於

Rhinoceros 外掛軟體在參數顯示上有互通，但使用介面視窗為獨立分開。下圖 4-2 為本研究使用

Grasshopper 軟體為 0.9.0076 版本。 

圖 4-1.模型建置圖 

 
以餐椅代表特徵作為組成規範，將可變參數選項分成厚度、座面深度、寬度、背靠高度、椅腳高度

共 5 種，此部分將做為後續實驗樣本與零件轉換的基礎，並在參數項目中以每次加減 10CM 建立模型，

但椅腳高度及厚度不參與改變，考量研究資料量故各參數變化只變化 4 次(-20、-10、+10、+20)。所產生

模型有 4×4×4=64 種，如表 4-1，並進型編碼對應所建構進行編碼。 

 

表 4-1.樣本編碼方式 

樣本 編碼 A 編碼 B 編碼 C 編碼 D 編碼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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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高度) (座面深度) (寬度) (厚度) (椅腳高度) 

變化種類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1 

範例

A 背靠高度:46cm 

B 座面深度:43cm 

C 寬度:45cm 

D 厚度:2cm 

E 椅腳高度:46cm 

4-3 語意差異法評估實驗

本實驗目的在於利用語意差異法來量化受測者對於椅子特徵的感受，藉由本實驗來獲得基礎原型的

意象評估值，實驗結果將利用 Excel 表單儲存，以建立 64 種椅子參數值。以先前經由問卷所篩選出 5 組

適用於椅子造型的關鍵形容詞語彙進行評估。實驗之平均數為判定意象感受之指標，首先考量統計之呈

現，將數值進行轉換，由 21012 轉換成 12345 的形式，如圖 4-2。 

圖 4-2.意象感受之指標 

運算呈現之平均數將對應各轉換數值之感受程度。當平均數小於 3 時，其意象感受偏向左側，數值

越小，感受程度越大，相對的平均數值大於 3 時，其意象感受偏向右側，數值越大，感受程度越大，例

如:平均值 4.23(M>3)代表較具粗壯的。本實驗即比較所有母群之平均數與某一指定常數兼具顯卓差異性。

虛無假設是指某一母群平均數與某一指定常數之間沒有差異性存在(吳明隆，2005)。本實驗受測者為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碩士班 10 位研究生，設計經歷為 1 年以上。 

4-4 椅子造型排列之意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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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針對參數改變產出 64 種椅子樣本造型進行分析，利用意象折線圖了解各個樣本感受之分

佈，如圖 4-3。 

圖 4-3.椅子樣本模型 

根據問卷調查統計出意象折線圖的結果，分別為「纖細的 - 粗壯的」、「輕盈的 - 沉重的」、「柔

軟的 - 堅硬的」、「圓潤的 - 尖角的」、「簡單的 - 複雜的」。 

「纖細的 - 粗壯的」意象折線圖中，椅子寬度部分數值越大所得到平均值越偏向粗壯的，相對的在

寬度越小的數值中所得之平均值偏向纖細的形容詞，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纖細的 5 個編號有

11111(M=2.1)、21111(M=2.4)、23111(M=2.5)、31111(M=1.9)、41111(M=1.7)，上述編號寬度參數值平均

為 25cm；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粗壯的 5 個編號有 34411(M=4.6)、41411(M=4.2)、42411(M=4.3)、

43411(M=4.5)、44411(M=4.8)，上述編號寬度參數值平均為 65cm。最明顯以編號 41111 為例在纖細的

(M=1.7)感受隨著寬度增加到編號 41411 時粗壯的(M=4.8) 感受明顯增加，如圖 4-4。 

「輕盈的 - 沉重的」意象折線圖中，背靠高度部分數值越大所得到平均值越偏向沉重的，相對的在

背靠高度越小的數值中所得之平均值偏向輕盈的形容詞，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輕盈的 5 個編號有

11111(M=1.2)、12111(M=1.2)、13111(M=2.0)、21111(M=2.1)、22111(M=2.3)，上述編號背靠高度參數平

均值為 30cm；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沉重的 5 個編號有 44311(M=4.8)、43311(M=4.7)、42311(M=4.7)、

41411(M=4.5)、34411(M=4.4)，上述編號背靠高度參數平均值為 64cm。最明顯以編號 21111 為例在輕盈

的(M=1.2)感受隨著背靠高度增加到編號 21411 時沉重的(M=4.2) 感受明顯增加，如圖 4-4。 

「柔軟的 - 堅硬的」意象折線圖中，座面深度部分數值越大所得到平均值越偏向堅硬的，相對的在

座面深度越小的數值中所得之平均值偏向柔軟的形容詞，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柔軟的 5 個編號有

12111(M=2.4)、13111(M=2.4)、21111(M=2.6)、22111(M=2.7)、31111(M=2.7)，上述編號座面深度參數平

均值為 33cm；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堅硬的 5 個編號有 24411(M=4.3)、33411(M=4.3)、34411(M=4.6)、

43411(M=4.6)、44311(M=4.7)，上述編號座面深度參數平均值為 56cm。最明顯以編號 24111 為例在柔軟

的(M=2.8)感受隨著寬度增加到編號 24411 時堅硬的(M=4.3) 感受明顯增加，如圖 4-4。 

「圓潤的 - 尖角的」意象折線圖中，椅子寬度部分數值越小所得到平均值越偏向尖角的，相對的在

椅子寬度越大的數值中所得之平均值偏向圓潤的形容詞，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圓潤的 5 個編號有

14411(M=1.8)、21411(M=2.2)、22411(M=2.3)、23411(M=2.4)、24411(M=2.4)，上述編號寬度參數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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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5cm；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尖角的 5 個編號有 43111(M=4.0)、41111(M=4.4)、42111(M=4.7)、

32111(M=4.7)、31111(M=4.8)，上述編號寬度參數平均值為 25cm。最明顯以編號 43411 為例在圓潤的

(M=2.8)感受隨著寬度增加到編號 43111 時尖角的(M=4.0) 感受明顯增加，如圖 4-4。 

「簡單的 - 複雜的」意象折線圖中，座面深度與寬度部分數值越大所得到平均值越偏向複雜的，相

對的在座面深度與寬度越小的數值中所得之平均值偏向簡單的形容詞，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簡單的 5 個

編號有 33411(M=1.8)、34311(M=1.9)、34411(M=2.1)、43311(M=2.1)、44411(M=2.2)，上述編號座面深度

參數平均值為 59cm，寬度參數平均值為 59cm；平均值最靠近形容詞複雜的 5 個編號有 24211(M=4.1)、

33211(M=4.2)、34211(M=4.2)、43211(M=4.3)、44211(M=4.5)，上述編號座面深度參數平均值為 59cm，

寬度參數平均值為 25cm。最明顯以編號 44411 為例在簡單的(M=2.2)感受隨著寬度增加到編號 44211 時

複雜的(M=4.5) 感受明顯增加，如圖 4-4。 

 

圖 4-4.各組意象折線圖 

4-4 意象感受與椅子造型之分析 

由實驗研究可了解造型與感官間的關係，「纖細的 - 粗壯的」中，椅子寬度部分數值越大於 25cm

得到平均值越偏向粗壯的，相對的在寬度小於 65cm 的數值中所得之值偏向纖細的形容詞。「輕盈的 - 

沉重的」中，背靠高度部分數值大於 30cm 得到值越偏向沉重的，相對的在背靠高度小於 64cm 的數值中

所得之值偏向輕盈的形容詞。「柔軟的 - 堅硬的」中，座面深度部分數值大於 33cm 所得到平均值越偏

向堅硬的，相對的在座面深度小於 56cm 的數值中所得之平均值偏向柔軟的形容詞。「圓潤的 - 尖角的」

中，椅子寬度部分數值小於 65cm 所得到平均值越偏向尖角的，相對的在椅子寬度大於 25cm 的數值中所

得之平均值偏向圓潤的形容詞。最特別的在於「簡單的 - 複雜的」中，意象因素有兩個座面深度與寬度

部分數值大於 59cm 所得到平均值越偏向複雜的，相對的在座面深度小於 59cm 與寬度小於 25cm 的數值

中所得之平均值偏向簡單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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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及探討椅子造型之視覺感受，藉由參數化 Grasshopper 軟體製作椅子為研究之樣本，利用問卷

選出形容詞語彙，製作成予以差異量表，透析椅子變化因素對視覺感受之影響，了解其參數值與感受對

應關係。參數化設計優點在於建立模型後可直接調其數值，相較於傳統建模多了更多便利及更多變化可

能，感覺如何被量化這是未來可以繼續做探討的。一直以來以為對應變數只有存在單一數值，但在研究

中了解到感覺可能不是我們想得如此簡單，從「圓潤的 - 尖角的」研究中看到感覺對應為兩種變因，這

部分為最為困難，捨棄其中一個都對結果會造成很大的不同。本研究為初步探討，了解初步構成方法，

期望對將來參數化設計與感性設計能有能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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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在家煮食的人口逐漸增多，廚房用品的功能與便利性亦日新月異，防燙夾可幫助煮食者在拿

取盛裝高溫食品的容器時更為便利與安全，目前市面上防燙夾的問題有：使用時不省力，使用方式會造

成手腕尺偏使手腕負擔增加，以及使用穩定性低而有安全疑慮等問題。 

本研究透過: 相關文獻探討、現有產品調查、設計開發、3D 建模、模型測試、使用測試，確保本設

計符合所訂定的設計目標及產品規範。此「防燙夾」具有五大特色，分述如下:１)操作簡易順手，只需按

壓及鬆開防燙夾上方按壓頭即可夾取碗盤。2)適用直徑 32cm 以內之碗盤。3)夾起及移動碗盤的過程中，

不易鬆脫。4)使用時減輕對手腕的負擔，保持手腕中立。5)改良手柄後，握持時不易滑落。 

關鍵詞：防燙夾、人因設計、產品設計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雙薪家庭漸多， 外食族越來越多，但近來趨勢又漸漸走回頭路。食安問題嚴重、加上愈

來愈多家庭意識到，全家一起晚餐、假日共食的重要性，家中爐火一個個重新開張，在家煮食的人又逐

漸回升（彭漣漪、羅梅英，2017）。 

  隨著在家煮食的風氣興起，廚房用品已成不可或缺的存在，各式各樣的廚房用品開始進駐家中

廚房，款式更是推陳出新，為了使在廚房烹飪時更具安全性與便利性，人們傾向於選擇使用上更加便利、

安全與美觀的廚具，而市場也為了因應消費者需求，改良並推出許多款式。 

1-2 研究目的 

  在烹調的過程中，加熱是一危險但卻又不可或缺的步驟，不論是熱油、火、開水、與盛裝容器皆有

可能使人燒燙傷，而移動盛裝高溫食品碗盤時，若無適當的器具加以輔助，很容易燙傷，因而許多煮食

者會使用防燙夾夾取以移動高溫的容器，但長期並頻繁得以不適當的姿勢，移動對手腕負擔過重的碗盤，

容易導致手腕的傷害，因此一款安全性高、便利性高、且符合人體工學的防燙夾被開發是刻不容緩的。 

二、文獻探討 

2-1 烹飪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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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飪是一冗長的流程，從食材處理、清潔、加熱、調味等等，其中就屬加熱危險性最高。掌廚

者經常接觸熱鍋或炸鍋，增加了燒燙傷的風險，並且由於廚房地板上的濕氣而滑倒和跌落（Courtney，

2006; ILO，2011; HSE，2015）。在廚房高溫的環境中，油、火、開水、湯品、盛裝高溫食品的容器，

都可能使人燙傷。廚房內燙傷常在兒童與老年人族群發生，而青壯年工作者則多為職業性燒燙傷，受傷

部位以上肢最為常見。

2-2 烹飪工具的人因探討

  帶有直手柄的手工工具經常會導致用戶手腕過度的尺偏，可能導致 CTD。為了減少 CTD 在手

腕上的發生率，應該設計手工工具來減少手部的彎曲、伸展和尺偏（  Greenberg、Chaffin，

1977 ; Armstrong，1983）。換句話說，為了避免重複的彎曲手腕運動，手腕應該保持筆直。這種符合人

體工程學的要求表明，彎曲工具比彎曲手腕更好（Tichauer，1976）。此外，手臂及手腕長時間施力移動

過重的物體對手腕及手臂肌肉是極大的負擔。

2-3 現有產品調查

表 1.現有產品調查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系統化的程序進行產品開發設計。其中系統化程序包括：先期研究、、設計開發、

模型驗證等階段。先期研究階段包括：相關文獻探討、產品現況分析與探討以及產品定位。設計開發階

段包括：概念設計、機構設計、人因設計、外觀設計及整合設計。測試與驗證階段包括：3D 建模、使用

測試等，以確保本設計符合所訂定的設計目標。

四、結果與討論

防燙夾種類 樣式1 樣式2 樣式3 樣式4 樣式5 

圖示

特性 使 用 上 不 省

力，無法夾取太

重的物品、可伸

進 較 小 的 縫

隙、不便夾取較

扁的容器、夾嘴

不防滑

夾嘴矽膠可防

滑、夾嘴較大，

無法伸進內鍋

與電鍋之間、使

用上不省力，無

法夾取太重的

物品、使用上不

順手

使 用 上 不 省

力，無法夾取太

重的物品、可伸

進 較 小 的 縫

隙、夾嘴不防滑

應 用 槓 桿 原

理，使用上較穩

固、適用於各種

容器、可伸進較

小的縫隙、使用

時會造手腕尺

偏

應 用 槓 桿 原

理，使用上較穩

固、適用於各種

容器、無法伸進

較小的縫隙、使

用時會造手腕

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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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現有產品調查進行研究與探討、訂定設計目標並進行設計展開。 

4-1 產品定位 

  本研究設計經過研究與探討以及現有產品調查後定出防燙夾必須具備下列特色：1)操作簡單，

在夾起以及放下碗盤時，可更為順手。2)適用不同尺寸之鍋具，不論何種尺寸之碗盤皆可使用。3)在夾

起碗盤時不易鬆脫，增加其安全性。4)降低使用時對手腕的負擔，避免手部的偏曲造成手腕傷害。 

4-2 最終定案之 3D 建模 

 

圖 1. 防燙夾概念設計 

 

表 2. 防燙夾 3D 模擬使用流程 

步驟1 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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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下防燙夾上方按鈕，使防燙夾之鉤爪範圍張開

至大於欲夾取之碗盤，並移至碗盤上方。 

鬆開防燙夾上方按鈕，使防燙夾之鉤爪自然垂落於

欲夾之碗盤邊緣，並往上提起防燙夾即可移動碗盤。 

         

圖 2. 防燙夾 3D 模擬使用圖 1        圖 3. 防燙夾 3D 模擬使用圖 2 

4-3 最終產品模型  

 

圖 4. 防燙夾模型 

  

圖5. 防燙夾使用示意圖1 圖6. 防燙夾概念設計機構細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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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設計特點

1) 所夾取之重量會使上方案壓頭無法壓下且鉤夾無法張開，因此所夾取的碗盤越重越不易脫離

或掉落。2) 最大可夾取直徑 32cm 之碗盤。3)使用時，手腕處於中立狀態，避免手腕偏曲的傷害，減少

手腕的負擔。4) 手柄改良後，握持時不易滑落。5) 使用方法簡單，只需按下與放下防燙夾上方之按壓

頭即可夾取碗盤。

五、結論

  本研究首先進行現有產品調查，訂定產品的設計目標。接著進行概念設計、機構設計、人因設

計等進行設計整合，以 3D 模擬及製作模型的方式驗證所開發的設計可以符合所訂定的目標，而可以應

用在所需要的地方。

本研究希望對於使用者在拿取或移動高溫容器時可以更輕鬆與安全，並具有以下特點：1) 所夾

取的碗盤越重越不易脫離或掉落。2) 可夾取直徑 32cm 內之高溫容器。3)握持時手腕不須屈曲，減少手

腕的負擔。4) 改良握柄使握持時不易滑落。5) 使用方法簡單，只需按下與放下按壓頭即可夾取碗盤並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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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掛式空氣清淨器設計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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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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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台灣空氣品質日益下降，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AQI)統計，各地常有不適合外

出的日子。空氣品質不佳，容易造成懸浮微粒深入人體肺部對健康影響甚大，對深呼吸系統有危害，空氣

問題已成為大家關注的問題。空氣清淨機已成為民眾日益重視的產品。空氣清淨機主要目的為改善室內空

氣品質，但市面上之空氣清淨機產品較為昂貴，且在室內空間要額外站出空間。因此，本研究之設計在於

設計掛式空氣清淨器，利用電扇的風力達到空氣清淨之效果。

    本研究經由前期空氣及室內空氣研究、現有產品調查、概念設計、3D 模型建置、操作測試，制

定出產品的目標及規範。「掛式空氣清淨器」具有三大特色，敘述如下: 1.掛式設計，不同於過往需要購

買整台清淨器，利用家中的電風扇即可達到空氣清淨之目的。2.可快速替換濾網設計，在此清淨器側邊設

計替換口，更換濾網快速有效率。3.夾掛方式簡單方便，可在電扇上固定使用。 

關鍵詞：空氣清淨器、產品設計、人因設計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年來室內空氣健康危害的議題逐漸被大家所重視，最近二、三十年來大眾生活型態的改變，使得

人們在密閉的居住空間或是辦公空間，若室內通氣量不足時，污染物就容易蓄積而導致室內空氣品質惡

化(空氣品質研究網，2017)。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AQI)統計，各地常有不適合外出的日子。

空氣品質不佳對人體健康影響很大，對呼吸系統有危害，空氣問題已成為大家關注的問題。

1-2 研究目的及重要性

空氣品質現在已成為人們日益重視的事情，不良的空氣品質影響工作效率，造成人體肺部傷害，因

此，改善室內空氣品質，為一項重要的事情。本研究「外掛式空氣清淨器」具有三大特色，分述如下: 1.

外掛式設計，不同於過往需要購買整台清淨器，利用家中的電風扇即可達到空氣清淨之目的。2.可快速替

換濾網設計，在此清淨器側邊設計替換口，更換濾網快速有效率。3.夾掛方式簡單方便，可輕易在電扇上

固定使用。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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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系統化的方法進行產品開發與設計。系統化程序包括：前期研究、設計開發、測試驗證

等三階段。前期研究階段包括：空氣品質、室內空氣品質影響、空氣清淨機概述、現有產品調查。設計

開發階段包括：概念設計、人因設計、外觀造型。測試與驗證階段包括：3D 模型建立、使用操作測試等，

來確定設計符合訂定的目標特色及產品規範。 

三、研究結果 

3-1 前期研究 

3-1.1 空氣品質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空氣品質指標(IQA)定義，臭氧臭氧(O3)、細懸浮微粒(PM2.5)、懸浮微粒

(PM10)、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及二氧化氮(NO2)濃度等數值，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用量化呈

現，分類不同成度及活動建議(空氣品質監測網，2018)。 

台灣自 102 年監測 PM2.5 結果，除宜花東外，其餘縣市均超過標準，空氣品質不佳，中南部 PM2.5 

濃度日平均值超過標準日數比率近 50%，達紅色警戒約 5.7%，在 PM2.5 影響，已無法忽視(行政院新聞

傳播處，2017)。 

 

3-1.2 室內空氣品質之影響 

 台灣每人每天約有 80~90%的時間處於室內環境中，像是住家、辦公室或其他建築物內，室內空氣

品質的好壞，直接影響工作品質及效率(空氣品質資訊網，2018)。 

室內空氣質量，近年來受到重視，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已經在室內環境中發現了來自室內和室外各

種不同污染，這些污染物對人體健康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Jones，1999）。根據等 Tang 等人(2017)研

究，進行了室內居民對空氣質量感知的問卷調查，發現在不良的室外空氣質量條件下，室內和室外 PM

濃度之間正相關的線性關係。可得知室內的空氣品質會因室外空氣品質而改變。室內環境在潮濕、不通

風的情況下會造成空氣品質的影響(Sundell, J，2004)。 

 

3-1.3 空氣清淨器 

 空氣清淨器的設計是為了改善一空間內的空氣品質，增加空氣品質，會因為室內空間大小、空氣轉

清淨效率、使用族群(寵物、人)而有不一樣的產品設計。根據徐文華等人研究，空氣清淨機會因為風量、

安裝方式、控制方式、淨化技術而在外型機構上有不同改變(徐文華、范存養，2002)。 

清淨機分為(1)被動式:空氣吸進機器，用濾網阻擋破壞汙染物。(2)主動式:製造離子釋放在空中，捕

捉空氣中的汙染物(Annti wang，2018)。 

3-1.4 現有產品調查 

表 1. 現有產品調查表 

產品樣式 產品1 產品2 產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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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特色
圓形簡約設計，風量固定無法

調整，出風方向為單一。

360度環形出風，設有風量大小

調整，整體產品外觀長度較長。 

筒狀造型設計，由下方進行進

風過濾，上方圓形口作送風。

3-2 概念設計

本研究經過前期研究，開始進行概念設計。經過研究的探討以及與縝密的設計過程後，使用者定位

在室內空間的人，希望本研究之外掛式空氣清淨機具備下列特色: 1.外掛式設計，不同於過往需要購買整

台清淨器，利用家中的電風扇即可達到空氣清淨之目的。2.可快速替換濾網設計，在清淨器側邊設計替換

口，更換濾網快速有效率。3.夾掛方式簡單方便，可輕易在電扇上固定使用。讓使用者用一個快速的方式

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3-3 設計結果

本研究經由概念設計展開後，在外觀造型及外掛方式做調整，最終定案以 3D 圖顯示。並可為後續

實體改進作為參考使用，再進行製作模型測試。小節裡會呈現(1)最終定案之 3D 模型。(2)實體模型製作

及測試。

3-3.1 最終模型之 3D 建模

使用 3D 軟體進行模型建置呈現設計結果。如圖 1、圖 2、圖 3、圖 4 所示。 

圖 1 外掛式空氣清淨機 3D 模型 圖 2 外掛式空氣清淨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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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外掛式空氣清淨機零件爆炸圖 

 

圖 4 外掛式空氣清淨機內側視圖 

3-3.2 模型製作及測試 

使用 3D 列印機列印模型零件(圖 4)後，將零件實地組裝在風扇進行測試(圖 5)。 

 

圖 4 模型零件圖 

 

圖 5 模型組裝在風扇測試 

3-4 設計特色  

外掛式設計，不同於過往需要購買整台清淨器，可直接利用家中的電風扇即可達到空氣清淨之目的，

簡潔便利。 

 

圖6 外掛式空氣清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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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替換濾網設計，在清淨器側邊設計替換卡槽，更換濾網快速有效率。如附圖 7。

圖7 空氣清淨濾網拆裝 

2. 夾掛方式穩定方便，可輕易在電扇上固定使用。在清淨器設計有三個夾子相鄰 120 度角，可穩定

安裝在電扇上。如附圖 8。

圖 8 夾子設計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希望對於使用者在減輕室內空氣汙染，品質好壞影響著工作品質及效率，設計出一款外掛式

空氣清淨器。達到設計目的: (1.) 不同於過往需要購買整台清淨器，利用家中的電風扇即可達到空氣清淨

之目的。(2.)快速替換濾網設計，在此清淨器側邊設計替換口，更換濾網快速有效率。(3.)夾掛方式簡單

方便，可輕易在電扇上固定使用。在未來，本研究會在實體模型操作上持續做改良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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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剪紙在現今的教育中，多數會應用於幼稚園或國小的美勞課程中，看似簡單的造形活動，其中卻蘊含

著不同的奧妙。剪紙在構圖上有許多不同的變化形式，在造形排列上具有相當大的發展性。本研究試圖從

剪紙中發現不同的摺法與剪裁方式，同時也會關注其影響造形的排列模式。首先，從基本的點、線、面造形

元素，了解剪紙與摺紙之間的連帶關係。其次，透過實驗研究法設計出前測與後測的實驗樣本，分別以三

角形和方形為摺紙的幾何圖形之單位形，再經由不同角度的剪裁後，觀察其中兩種單位形表現的比較，可

發現以三角形為單位形的造形行排列多呈現出菱形的形狀，而以方形為單位形的則是多呈現出方形的形狀。

從此得知，在摺紙與剪紙方式不同的情況下，會產生不同的摺線位置，進而影響展開後的造形排列。本研

究結果顯示在剪紙過程中，如預先了解摺線的位置，可因此較好掌握造形排列的位置與展開後的對應圖形

之表現。 

關鍵詞：剪紙藝術、造形、圖形排列、幾何圖形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剪紙是我國從古老時期流傳至今的民間藝術，也是一種手工藝，不僅歷史悠久，其含有中華民族的

精神和美學特色，具有廣大的運用價值，且以獨特的表現形式和趣味性，成功獲得兒童的喜愛（吴笑梅，

2012）。在現今的造形教育中，剪紙似乎多數出現於幼稚園或國小階段的美勞課程中，被當作是一種簡

單的造形活動課程，其中透過摺紙的方式，以複製單位造形的關聯性而存在，彼此間互相影響（王俞雅，

2015），且在幼稚園時期，摺紙是可用來訓練幼兒手指操作的工具之一，加上材料取得容易，入門方式

也不算高，已是很多人的興趣之一（林世宏，2011）。在摺紙的過程中，不同的摺法與摺出來的單位形

都會影響剪出來的造形，其中可能隱藏著多種規範，因此，透過摺與剪的手法相對可以了解其發展出的

對應圖形之關係。

雖然剪紙活動是一項簡單的教學單元，但其中牽涉到造形、數學等知識概念，學習者可藉由摺與剪

之間的過程，依序產生不同的對應圖形，同時個人的理解力也會相互影響。在摺與剪之間的程序組合，

是否具一系列的規則性？是否同時具有相互影響的連帶關係？這些疑問相對成為本研究切入探討的所

383



在。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剪紙活動中，在摺與剪的技術規範下，所製作出的對應圖形之研究，透過剪紙與摺

紙之間的連結關係，找出其對應圖形的發展依據，同時經由剪與摺的測試實作，可能產生的邏輯變化，

及可能產生的圖形排列方式。故列出以下目的： 

1. 探求摺與剪不同的方式分別所製作出的圖形之差異。

2. 了解摺與剪的過程中，經由限定規範下，所產生的圖形是否互相對應。

1-3 研究流程與步驟

本研究主在探討剪紙中摺與剪之間所形成的對應圖形之關係，透過第二章節的文獻統整了解後，經

由研究者透過實驗研究法的方式，依照摺與剪之間的相互連結，所呈現出的造形排列圖形，說明摺紙的

步驟不同都會影響剪的效果及結果。藉此從文獻中所找到的兩種研究假設作為範例，並將此作為本研究

實驗設計前的依據。 

圖 1. 研究流程與步驟圖（本研究繪製整理） 

二、文獻探討 

2-1 剪紙概述

剪紙是一種傳統的民間藝術，各文化中發展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在中華文化中曾被視為工匠之小技

及百姓裝飾之用途，由於保存不容易，於歷史上並未受到的重視，所遺留的典藏書籍也較少。馮驥才（1 

9 9 9）在〈天津民俗剪紙〉中提出：「剪紙的古老技藝多在鄉間，出自農家婦人之手；剪紙進入城市後，

情趣與思想必須滲入剪紙藝術，千家萬戶擠在一起，需求頗巨；藝人為省工，一刀多張，風格逐漸轉向

精緻。」。在剪紙中，形成的圖樣總是很多樣化，不但蘊藏著豐富的意涵且具有其象徵意義，反映在人

們的生活中（張樹賢，1996；劉淑香，2014）。相對顯示，剪紙藝術的發展則建立在庶民的日常生活中，

藉由形式的呈現表達作者對造形、圖像的反應。 

因此，在剪紙過程中，其視覺表現更屬於一種平面的造形藝術，與現代的設計訓練習習相關。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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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紙具有點、線、面三種基本幾何圖形表現的因素，從設計的角度而言，是一種具備平面造形基礎的專

業訓練。於是，在課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課程單元教材，其表現形式牽涉到現代所定義之美的形式原理：

如對稱、統一、漸變、比例、秩序、反覆、律動、均衡、調和、對比等項目。這些表現形式均可藉由剪

紙的方式了解其邏輯性，並全方面的延伸思考（王俞雅，2015）。故，對於剪紙的表現，是一項視覺造

形的基礎訓練、也是一種創作的形式呈現。 

2-2 剪紙造形與圖形排列的構成形式 

剪紙在造形表現中，可以是很隨機地任意裁剪，但是也可以是加入規律的數學造形模式，其受摺紙

的步驟的影響相當大，創作者可以透過不同的摺法程序，在展開後所形成的圖形及排列位置發展出許多

意料中或意料外的圖像結果，透過平面構成的原理與技巧，說明剪紙的表現形式。所以，所探討主題是

一種美的形式與變化，同時也是一種單位形的表現，加上放射、對稱、連續、反覆等美的形式（陳寶玉，

1987），讓圖形具有秩序、旋律等心理感受的表現。 

    而葉國松（1999）也表示，經由剪紙完後所發展的圖形中，都是以單位形的組合為基本構成主因

素，是美的形式原理中基本的要素，不同的單位形所產生的圖樣，都是在摺與剪的過程中，依照不同的

摺法、剪法所形成的，約略可以從此得知，摺與剪的手段是會互相影響的。具體而言，本研究透過王俞

雅（2015）和展坤（2012）所提出的剪紙創作美的形式表現之四種範例，分為放射、對稱、四方連續、

反覆，約略可以解釋在摺紙的過程中，摺線已決定圖形所排列的位置，例如，從放射圖中可抽離出介入

的技法，紙張是以中心點及線為基準，以對稱之方式摺出了八摺，經過剪裁後攤開，所呈現出的圖形排

列為放射狀效果，相對也顯現出其摺的規律是以圓形呈現（陳寶玉，1987）。 

2-3 幾何圖形的規律變化 

在幾何規律的變化中，以幾何圖形為背景，借助其特徵，通過觀察、分析、計算、證明，以此歸納

出其規律（何海輝，2012）。張揚（2011）指出，幾何圖形產生則按照數學中規律變化，所串接出的幾

何圖形，從求第 n 個圖形中點的座標、線段的長短或面積大小等，其中所牽涉到層面較廣，如圖形的性

質，常與座標、方程式、三角函數綜合在一起。因此，在計算時須依序求出圖形中的結果，觀察數據其

中的關係，從當中發現規律。藉由在推算的過程，要求學生從觀察、歸納、發現的方式，從數學中了解

其規律形式，並訓練深入觀察問題的習慣，培養邏輯的思考能力及研究問題、分析問題的思考方向，並

提供綜合應用的能力，對學生的數學能力有很大的幫助。 

 

從上述學者的論述中得以了解，藉由幾何圖形的規律形式，似乎找出理性、秩序的創作方法，其中

紙的材料是完整能將摺的手法應用在平面或立體造形中。在剪紙中從摺的過程，利用各項對齊、彎曲、

堆疊等即可以造成不同的圖樣，一摺、兩摺、三摺等方式，也逐漸構成圖像內容的複雜性。換言，紙雖

然在攤開後產生的摺線有著不同的變化，但是既有的規律還是存在的。也正如此，從幾何圖形的規律變

化邏輯，透過於剪紙中的創作過程，希望藉此了解其產生的對應圖形，從中發展出的規則性、秩序性與

圖形表現，隨後再評估如何藉由設計手段，達成資訊傳達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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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聚焦探討剪紙中，有關於「摺」與「剪」之間所形成的對應圖形關係，透過上述的文獻

統整與簡化後約略了解，著手設定主題切入的面向，經由研究者透過實驗研究法的方式，依照「摺」與

「剪」之間的相互連結，所呈現出的造形排列圖形，說明摺紙的步驟不同，相對會影響剪的效果及結果。

藉此，從文獻中所找到的兩種研究假設做為本研究的基礎範例，並將此範例做為本研究實驗設計前的參

考依據。 

3-1 研究樣本設定 

為了找出影響剪紙造形排列的結果與對應圖形之關係的因素，過程中以市售的色彩紙作為研究材料

工具，並以王俞雅（2015）、蔣可文（2007）等人研究中的研究假設範例作為參考，且開始進行操作，

進而設定紙張的單位形及操作模式。兩階段的剪紙實驗樣本之單位形設定為三角形和方形，將三角形設

為 A 前測組；方形為 B 後測組，根據研究內容設定的限制規範，提出摺、剪完成後的尺寸、形狀、大小

為依據，並規範摺紙的樣本、剪的位置和形狀都要一致。樣本設定單純只求取研究的標準化過程，所產

生的樣本才具有分析的可靠性。分別提出 A、B 兩組研究樣本的尺寸及規定，兩組依序以一到四摺為摺

紙摺數，並依摺紙的方向剪裁後，旋轉 90 度後再度剪裁，每一組摺數所得出的展開圖樣，分別以下列圖

樣說明，並以一摺為範例做講解： 

1. 以三角形為單位形的研究樣本： 

 

圖 2. 三⾓形單位形研究樣本（本研究繪製整理） 
 

研究樣本 a-1 以 15cm × 15cm 正方形色紙做對摺兩次，呈現出三角形造形基準，a-2 為摺完後呈現

出等腰三角形，分別是 A、B、C 三個角；A 為 90 度、B、C 為 45 度；B、C 邊長為 15cm、高 7.5cm，

裁剪的等腰三角形邊長 3.75cm、高 1.88cm。裁剪刀數為四次，並以順時針的方式為摺紙方向，剪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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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出第一種圖形為六邊形；而旋轉 90 度後再一次剪裁，得出第二種圖形同樣是六邊形。剪完後展開的

圖形發展為二方連續，其中有兩邊為少兩邊的三角形，有一邊則是少一邊的三角形。 

2. 以方形為單位形的研究樣本

圖 3. 方形單位形研究樣本（本研究繪製整理） 

研究樣本 b-1 以 15cm × 15cm 正方形色紙對摺一次，呈現出方形造形為基準。b-2 摺完後呈現出長

方形，分別是 A、B、C、D 四個角；每邊的邊長為 7.5cm；裁剪的等腰三角形以對角線對角線的點 AD、

BC 為裁減剪邊長 3.75 cm、高 1.88cm。裁剪刀數為四次，裁剪後圖形為八邊形。剪完後展開的圖形發展

為四方連續，圖 3 中 b-2 的圖（一）的上、下方是以兩個三角形和右方中間簍空的菱形為兩個三角形所

連接而成的圖樣。而圖 3 中 b-2 的的圖（二）則是上、下方皆是有四個三角形組合而成的。 

四、研究分析 

4-1 以三角形為單位形的剪紙分析
表 1. 三⾓形單位形所形成之排列圖形（本研究繪製整理）

組別 摺數 旋轉度數 四種摺數與剪之展開圖形 

A-1 1 

a b c 

A-2 1 90度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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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a b c 

B -2 2 90度 

a b c 

C-1 3 

a b c 

C-2 3 90度 

a b c 

D-1 4 

a b c 

D-2 4 90度 

a b c 

將三角形為單位形分為一到四種摺數，且每一種摺數都都會旋轉 90 度，如表 1，可從 A-1 組中的 a、

b、c 與 A-2 組中的 a、b、c 比對出其差異並不大，只是角度的旋轉與剪裁的圖形角度不同；而從 C-1 組

中的 a、b、c 與 D-2 組中的 a、b、c 兩組則開始有些不同，例如 C-1 中的 a 與 C-2 中的 a，以及 C-1 中的

c 與 C-2 中的 c 兩者差異則相對明顯；D-1 組中的 a、b、c 與 D-2 組中的 a、b、c 比對，除了 D-1 組的 c

與 D-2 組的 c 是較無明顯差異之外，其餘步驟的比對都可明顯看出圖形排列的變化。根據上述測試說明

結果，摺紙與剪紙所發展出的圖形，是會因為角度的不同而產生另一種變化，其對應圖形也會因為角度

的差異而有所改變。

4-2 以方形為單位形的剪紙分析
表 2. 方形單位形所形成之排列圖形（本研究繪製整理）

組別 摺數 旋轉度數 四種摺數與剪之展開圖形 

A-1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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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1 90度 

b 

B-1 2 

a 

B -2 2 90度 

b 

C-1 3 

a 

C-2 3 90度 

b 

D-1 4 

a 

D-2 4 90度 

b 

將方形為單位形分為一到四種的摺數，且每一種摺數都都會旋轉 90 度，如表 2，可從 A、C 組的 a

與 A、C 組中的 b 相互比較，明顯看出會因為角度的旋轉而改變其造形排列。但是，從 B、D 組中的 a

與 B、D 組中的 b 相互比較中則無明顯差異。根據上述測試結果相對說明，摺紙與剪紙所發展出的圖形

是會因為摺數、角度的不同而產生另一種變化，其對應圖形也會因為角度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五、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剪紙的摺與剪為操作模式，探討剪紙造形的排列位置與對應圖形之關係，其結果可提供相

關基礎造形課程，及幼稚園、國小的美勞課程之教案設計之參考，藉由實地測試研究，產出測試結果之

樣本造形，逐漸找出在剪紙中幾何圖形的排列形式與其對應圖形的變化，從上述結果整理初步獲得結果

與以下之結論： 

5-1 摺紙步驟與摺線排列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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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實驗樣本中所設定的標準單位形，分別為三角形和方形，經過實驗過程中的比對，若以三角形

為摺紙單位形的話，最後呈現的展開圖，其摺線都是以三角形為造形架構，而排列圖樣則有三角形和方

形。以此造形的排列結果，相對顯示在有限制的摺紙過程中，會因摺紙步驟的關係，影響摺線排列的位

置。而本研究亦發現，同樣的形式在方形中同樣有類似的結果產生。 

    其次，以方形為摺紙單位形的步驟方式，不管其步驟形式是哪一種，最後呈現的展開圖均會出現三

角形和方形。相對說明，在方形的摺紙架構發展中，由於步驟受到某些程度限制，導致結果無法像三角

形一樣有較廣泛的發展空間。其中，原本預計的規範是以一到五摺為研究樣本，但是在摺完之後欲進行

剪裁時，發現欲剪裁的圖樣尺寸已超過整體的範圍。因此，將樣本摺數調整為一到四摺為摺述標準，相

對之下在三角形所能發展的空間就較大，也有較多種的樣化，而複雜度的評估也相對提高。藉此結果可

發現，在摺紙的過程中，其對應的摺線位置所產生的排列形式，即可知道經過剪裁後所展開的圖形，而

其排列的位置則說明了摺紙的步驟則是影響摺線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5-2 摺線與造形排列之關係 

經由測試研究，分別產出圖形設計的前測與後測的樣本，其中，前測以三角形為單位形，後測則以

方行為單位形，分別各產生了 4 種摺數，再經由旋轉 90 度後產生另一種圖形排列；從表 1 可得知三角形

共發展了 24 種排列圖形，以其中的 A 組為例，在 A-1 未旋轉的狀態下，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與

A-2 旋轉 90 度後，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兩者差異較小；以 D 組為例，在 D-1 未旋轉的狀態下，

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與 D-2 旋轉 90 度後，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兩者差異較大。而表 2 的

方形共發展了 8 種排列圖形，以其中的 B 組為例，在 B-1 未旋轉的狀態下，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

與 B-2 旋轉 90 度後，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兩者差異較小；以 C 組為例，在 C-1 未旋轉的狀態

下，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與 C-2 旋轉 90 度後，經剪裁後所呈現的圖形排列，兩者差異較大。從中

表 1、表 2 可發現，依照原先角度不旋轉的圖形與旋轉後的圖形對應，部分圖形排列只是角度旋轉的關

係，但是，圖形變化較少，而有些卻是大幅改變其圖形排列。這說明了在相同的摺線佈局中，其造形的

排列也會因為角度的不同而有所改變，透過摺線的「步驟」、「位置」、「剪的造形」、「角度」等四

種因素，均會互相影響、改變造形的排列，讓展開後的圖形有所差異，相對導致其對應圖形受到影響，

進而產生不同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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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就醫交通工具智慧平台app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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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 imchouyu@gmail.com 

摘  要 

隨著生活水準與社會福祉的提升，臺灣逐漸邁入超高齡社會，高齡就醫的問題也逐漸被重視。繁雜

的就醫過程常常帶給高齡者身心上的阻礙與煎熬，而高齡者在就醫過程中常常因為資訊不足而遇到困

難，為能讓交通工具資源能妥善運用，本研究整合不同交通運輸的叫車方式與公共運輸的資訊，探討現

有交通工具的使用情況，以深度訪談與焦點訪談的內容為基礎，規劃方向與可行性。將其成果設計智慧

平台，透過整合性系統連結交通運輸工具，將繁瑣的資訊圖示化，讓高齡者能夠輕鬆上手使用。 

關鍵詞：高齡者、就醫行為、交通工具、智慧平台、介面整合 

一、前言 

1-1 背景與動機

由於科技與醫療的進步，臺灣已從高齡化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也漸漸成為人口結構中的

重要組成。WHO 於 2007 年發布「高齡友善城市指南」，將「交通運輸（Transportation）」放置在八大

面向中的第二位，高齡化社會伴隨就醫次數的增加，就醫過程也成為醫療服務重要的一環。然而，就醫

過程的交通運輸種類繁雜，卻缺乏統整的平台，在高齡者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就醫往往成為高齡者的困

擾。 

在科技的進步下，臺灣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於 2017年時已達 75.8%，幾乎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在

智慧平台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希望可以透過智慧平台整合繁瑣的交通資訊，讓高齡者可以簡單使用，使

就醫過程不再是高齡者的困擾。 

本研究根據去年年底之先前研究，針對高齡就醫過程探討現有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情況，包括復康

巴士、低底盤公車、無障礙計程車、醫療院所接駁車等，並結合現有叫車服務系統，規劃方針與可行性。

第二年以之前的調查作為基礎，設計整合性系統於智慧平台上操作，根據叫車服務流程，以圖示的方式

簡化繁瑣的資訊，製作出整合不同交通運輸工具的叫車平台，使高齡者能以更輕鬆的方式操作。希冀此

平台對於高齡者外出與就醫過程的幫助有所貢獻。 

1-2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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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已邁入高齡社會，在高齡人口驟增的狀態下，醫療相關問題也隨之被重視。高齡者就醫交通一

直沒有系統性的規畫，本研究期望能透過整合高齡者就醫交通工具智慧平台之探討，從智慧平台整合不

同的交通運輸，幫助臺灣高齡者能輕鬆操作，並促進交通業者與醫院的交流，使高齡者外出不再是困擾。 

二、文獻調查分析 

包含高齡者交通運輸相關文獻探討，統整專家深度訪談與高齡使用者深度訪談的結果，作為後續探

討高齡者就醫交通工具智慧平台之基礎。 

2-1 高齡者交通運輸 

隨著年紀的增長，高齡者的身體機能逐漸退化，同時也帶來許多心理因素，因此，在交通運輸的部

分，高齡者的生理機能與心理因素更需要被顧及。陳怡安（2009）以臺南西港鄉的高齡者為調查對象，

發現當地高齡者在旅運需求的目的大多為就醫，高達 80.2%。高齡者就醫時需搭乘交通運輸，陳菀蕙等

人（2009）之問卷統計顯示出高齡者就醫最常使用交通工具前兩名為：汽車被載（23%）及大眾運輸

（22%）。高齡者就醫時，主要選擇為汽車類，可由旁人協助搭乘並駕駛，其次，則會選擇自行搭乘大

眾運輸工具。 

2-1-1 復康巴士服務現況 

高齡者就醫時欲搭乘復康巴士者，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是醫師證明，若未領有身障手冊則應具醫

師開立乘坐輪椅之證明。而復康巴士的服務機制及車輛，由於預約機制的制定依各縣市有所異同，預約

辦法也由各縣市規定，不同型式的復康巴士有不同的服務機制與內容，為了解在不同縣市的服務機制的

差異，故以臺中市的復康巴士服務辦法作為例子。 

臺中市小型復康巴士服務（2016.01.01），完整之服務流程級內容可見圖 1，申請人首次預約須以電

話確認身障身分，並依照身障手冊級別確認可預約之日期，手冊級別：A級可來回 36 趟次、B級可來回

30 趟次、C級可來回 24趟次。另外，中、大型復康巴士則各有其預約辦法及使用方式。 

 

圖 1. 臺中市小型復康巴士服務流程（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2-1-2 無障礙計程車服務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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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障礙計程車可透過電話及網路預約使用，無障礙計程車的車種大多為德國進口福斯 CADDY

及相關車型，計程車內部則採通用設計（圖 2），車尾後方放置斜坡板或者升降機設備，方便搭乘者能

以更舒適的方便進入車廂。 

圖 2. 福斯 CADDY 車內配置圖（資料來源：福斯 CADDY） 

無障礙計程車同時也可提供一般計程車之服務。服務對象無資格限制：輪椅使用者、高齡者、行動

不便者及一般乘客皆可搭乘。而預約方式可以撥打專線或使用智慧平台預訂車子，以臺灣大車隊訂車服

務現況，從電話預約至智慧平台叫車皆可，既快速又可同時能滿足不同服務需求。 

2-2 專家深度訪談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訪問交通運輸相關人員及有搭乘交通運輸就醫高齡者，透過一對一的深度

訪談，深入瞭解不同角色對於就醫交通運輸系統的觀點及使用狀況，再以「口語協定分析法」編碼分析

不同群體對於就醫運輸系統的觀點與想法。 

高齡者在就醫過程所使用的運輸工具受限較多，為探討目前交通服務過程的困擾點，以復康巴士、

無障礙計程車駕駛以及相關機構行政人員為主要訪談對象，訪談結束後，將其口語內容轉換為逐字稿，

藉此獲得大量的訪談斷句，並加以分析（表 1）。 

其共同點如下：（1）對駕駛而言，班表皆在前一天可收到、（2）使用者以高齡者居多、（3）搭乘

目的地則都是就醫、（4）起訖點若有鄰居或順路者會安排為共乘、（5）共乘模式的效益是最大的的、

（6）行駛路線皆採最短路線距離。

表 1. 專家斷句分析結果。 

範疇 分類 整理 

服務 

機制 

預約 

(1) 高齡者以時間預約居多。

(2) 紙本班表容易摧毀或遺忘。

(3) 只能預約整點的時間。

(4) 協調共乘的時間。

路徑 
(1) 安排路徑與實際位置有落差。

(2) 行駛最短或最快的路線。

時間 

(1) 要配合個案的時間接送就醫。

(2) 為配合就醫時間，使用車輛的尖峰時刻會集中於：早上 8、9點、中午

12點、下午 17點。造成某些時段車輛閒置。

硬體 

設施 

車體 

設備 

(1) 以升降機、斜坡板、腳踏板協助個案。

(2) 車體構造的差異會影響乘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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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 

感知 

心理 

感受 

(1) 使用者浪費資源的狀況明顯。 

(2) 使用人數多導致預約困難。 

生理 

感受 

(1) 中午時段比較無法有休息間。 

2-3 高齡使用者深度訪談 

高齡者總共訪談 15 位，皆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都有搭乘復康巴士之經驗，其中 7 位有搭乘無障礙

計程車經驗，2位有搭乘過公車。 

 根據專家與高齡者訪談後的口語分析可以發現，雙方在同樣項目的看法及想法是有差異存在。因

此，本研究以口語斷句所闡述之內容作為將來焦點團體法進行時之內容，以更客觀的角度去深入探討其

運作模式及關鍵問題點，以利後續歸納出有效提升高齡者就醫運輸品質之建議。 

表 2. 專家與高齡者使用者斷句內容對照分析。 

構面 項目 專家部分 高齡者部分 

服務

機制 

預約 

‧高齡使用者以電話預約居多。 

‧需協調排序班表。 

‧紙本班表可能會毀損。 

‧以電話預約居多。 

‧網路預約不擅操作。 

‧預約電話難打通。 

路徑 
‧行政人員對於實際環境位置的掌

握會影響行車路徑與順暢度 

‧偏好自家接駁到醫療院所，車程短。 

‧公車路徑繞道，車程長。 

時間 

‧依照個案預約的時間接送高齡使

用者就醫。 

‧無障礙計程車與復康巴士可預約去回程，時間掌握度高。 

‧公車班次時間不穩定，時間掌握度低。 

硬體

設備 

車體

設備 

‧提供高齡使用者升降機或斜坡板

與相關安全設備，以利上下車。 

‧高齡使用者在上下車的部分需要仰賴升降機或斜坡板。 

‧設備安全性受高齡使用者重視。 

感受 

心理

感受 

‧電話預約居多，有時令人應接不

暇。 

‧浪費資源的狀況明顯。 

‧復康巴士電話很難撥打。 

‧復康巴士資源便利，可預約接載。 

生理

感受 

‧駕駛人員因排班導致中午無休息

空檔。 

‧身體機能退化導致行動不便，會影響搭乘。 

‧使用車輛的過程中，容易碰撞車內設備。 

 

2-4 研究結論 

 透過文獻探討高齡者的就醫交通工具，其中以無障礙計程車與復康巴士最受高齡者喜愛；反之，公

車與醫院接駁車因性質的差異，並非高齡者就醫時交通工具的首選。為能實現探討高齡者就醫交通運輸

的需求，本研究將訪談內容歸納至「服務機制」、「硬體設備」及「感受」三大範疇之中，其三大範疇

底下又可分類為六項，分別以「預約」、「路徑」、「時間」、「車體設備」、「心理感受」與「期待

建議」六個項目提出探討： 

(1) 預約項目：大部分高齡使用者認為長時間撥打電話成為一種負擔，且行政人員與駕駛需配合高

齡者需求隨時調整班表，需耗費較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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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徑項目：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的行駛路線皆仰賴駕駛的習慣與認知判斷，以距離最短且

最快速的路徑為優先，行政人員由電腦初步排定共乘後再由人員作調整，駕駛須依照行政人員

排序之共乘位置再自行判斷行車路程。

(3) 時間項目：高齡使用者就醫方面偏好能自己可掌握時間的交通工具，反之，公車的班次時間雖

固定但掌握度低。

(4) 車體設備項目：高齡使用者由於身體機能的退化或疾病困擾，就醫時須乘坐輪椅或其它輔具，

若搭乘公車僅能搭乘設有低底盤型的車輛，但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則可依照高齡使用者的

需求做安排。

(5) 心理感受項目：高齡使用者在就醫時偏好預約復康巴士，但復康巴士的電話經常滿線，且排定

候補時僅以簡訊或電話通知。反觀無障礙計程車就醫時不需提前預約，隨時叫車都可搭乘，但

礙於收費相差甚遠，因此高齡使用者仍偏好以復康巴士為主。

三、智慧平台介面探討 

3-1 智慧平台介面設計原則

資策會於 2014年的調查顯示臺灣智慧行動裝置普及率已達 7成，隨著智慧型裝置的應用領域越來越

廣，人與裝置的互動模式也更加多樣化。在趨勢引領下，互動模式不斷的更新，一個良好的設計介面，

不但可以減少操作者的錯誤率、也可以發揮良好的系統效益。現今科技的發展下，智慧型平台的顯示介

面越做越大，訊息和圖像的呈現與配置非常重要，本研究根據張欣雯（2011）在使用者中心之產品介面

設計與研究中整理以下設計原則： 

表 3. 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項目 內容 

表現 簡單明瞭、要有一致性（Ben Shneiderman, 1978），合乎使用者的認知行為。 

操作 直覺性反應，易學習、不需要特別記憶。 

容錯 降低使用的錯誤率（Peddie, 1992），具有容錯率、且能讓使用者願意再次學習。 

回饋 給予適當的輔助說明與互動回饋。 

彈性 對於不同使用者皆有一定彈性的操作方式。 

3-2 高齡者平台介面設計原則

 而高齡者由於身體結構與功能的老化，對於智慧型裝置也必須花費更多的力氣去適應與學習，對高

齡者而言，接收智慧型裝置的刺激需要更多時間，視覺的退化會影響裝置的距離與字體大小、聽覺的退

化會影響高齡者對於聲音的辨識能力（Mallenius et al., 2007）、記憶的退化會導致認知能力與處理能力

的下降（Salthouse, T., & Skovronek, E., 1992），這些都會間接導致高齡者對於新裝置的使用失去信心。 

 為能更進一步了解為高齡者設計智慧平台的原則，本研究根據施怡如（2009）於中高齡使用者對手

機主選單圖像色彩模式及大小偏好研究，整理出高齡者平台介面的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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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齡者平台介面的設計原則（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類型 屬性 效果 

色彩 

相鄰色 
即使文字增至 16pt，平均錯誤率都還是超過 50%，過於接近的色差會導致極高的錯

誤率發生。 

閱讀性 吳姮蕙（1999）的研究指出，較好的是白/黑、綠/紅，最差的為黃/白。 

視覺 

績效 

林清泉（2000）分別在 CRT 與 LCD 螢幕中以藍、黃、紅、紫作為實驗色彩，其研

究發現視覺績效較好的是黃/藍、紫/藍、藍/黃、紫/紅。 

視認性 羅孟伶（2001）的研究顯示，對高齡者影響最大的是明度差，影響最小的是色相差。 

辨識 
Charness & Bosman （1990） 研究顯示，高齡者在單純黑白文字與背景的辨識能力高

於彩色文字與彩色背景。 

文字 

字級 高齡族群對於 15pt字級的文字視認情形最好。 

密度 
Tullis（1986）的研究結果指出，顯示面板上的文字、數字密度越低越易於辨認。他亦

指出螢幕的配置若太過複雜將使人混淆。 

視認度 
李馥如（2004）的實驗結果得知，高齡族群在紅色、藍紫色之相互組合的文字辨識能

力較差。 

圖示 

符碼 

辨識 

Hitt（1961）的研究結果顯示，數字、字母、幾何圖形、方位配置、顏色之中，以顏

色與數字的效果最佳。 

圖示 

表達 

黃柏文（2004）的研究指出，高齡使用者對圖示的需求以清晰清楚的表達為主，過多

的裝飾是不被需要的，而適度的輔助圖形可以讓使用者對圖示有較佳的理解性。 

四、焦點團體訪談與分析 

4-1 焦點團體訪談分析 

本章節以焦點團體訪談深入探討高齡者就醫交通之問題點與現況，本研究進行兩次焦點團體法，所

邀請的團體各不相同，但以相通的題項作為討論內容。 

專家團體由 3 位行政人員與 3 位駕駛人員組成，針對具服務系統制度，時間地點較具彈性之復康巴

士、無障礙計程車駕駛及相關機構行政人員為主要訪談團體；另一方面，由於並非醫療院所皆有提供醫

院接駁車的服務，因此高齡使用者較無法有機會使用，公車則屬於一般大眾運輸系統且由政府機關以固

定模式營運，高齡使用者無法進行叫車，對於高齡使用者而言受限也較多；高齡使用者團體由 4 位高齡

使用者、1位家屬及 1位照護者組成。 

本研究將焦點團體訪談的觀點與建議，主要針對「專家」團體與「高齡使用者」團體的訪談資料進

行斷句整理，以了解相異的團體在共同的面向中所形成的共識、分歧及未來的建議。 

4-1-1 共識問題面向 

(1) 偏好可預約的交通工具：專家團體與高齡使用者團體在可預約的交通工具中，保持一致的共

識，高齡使用者就醫時偏好可預約的交通工具，可在家中接駁與選擇乘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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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話預約常佔線，不擅常使用網路預約：高齡使用者常以電話預約，往往一開放預約時就常為
滿線狀態，需投注長時間在電話預約上；電腦預約高齡者不一定會操作，因此使用人數相對來

的少。 

(3) 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行駛車程短：無障礙計程車與復康巴士由於無固定行駛路線，皆仰賴

駕駛人員認知判斷與習慣，高齡使用者與駕駛人員偏好車程短的行駛路線。 

(4) 就醫時間固定導致難以預約成功：高齡使用者會選擇可自行預約時間的交通工具，但由於高齡

者皆有偏好的門診時間，因此會導致高齡者不易預約成功及行政人員的排班困擾。 

(5) 車體設備需符合高齡使用者的需求：雙方認為交通工具在提供輔助設之餘，更須注重安全性的

問題。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為目前最能滿足高齡使用者就醫設備的需求，在上下車的部

分，需有升降機或斜坡板輔助，相較之下公車車體並非全面採低底盤型式，導致高齡使用者在

交通工具的使用上受限較多。 

(6) 預約方式的改變：雙方皆認為在電話容易滿線或是不會操作電腦的情況下，可以透過改變預約

方式來解決預約問題。 

4-1-2 差異問題面向 

(1) 共乘模式的感受差異 

雙方在「時間」的面向中，對於現在共乘模式的觀點有明顯落差，共乘模式所在意的部分也不同。 

專家團體重視在運輸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最大效益，透過共乘可提升交通運輸的效益，同時也可以

在有限的資源下將交通工具達到最大值的運用。 

高齡使用者對重視的在就醫時間的掌握與共乘者素質，車程時間上較難以掌握，且共乘者可能會有

生理上的不便或是習慣問題，會影響搭乘品質。 

(2) 收費政策的感受落差 

雙方在「心理感受」的面向中，對於現在收費機制有明顯感受上落差，可發現在服務方與使用方立

場大不相同。 

專家團體認為乘車優惠或免計費會讓高齡使用者久而久之就視為理所當然，且不再珍惜這些僅有的

資源，對於交通資源是一種耗損。 

高齡使用者團體對於優惠措施的實施滿意度都非常高，也給予極正面的評價，因此若以正常規格收

費，高齡使用者搭乘交通工具的頻率及意願就相對降低。 

4-2 焦點團體訪談分析小結 

綜觀所有訪談資料，將專家團體與使用者團體依照「訪談共識」、「訪談差異」、進行整理，將本

章節所有討論內容再次進行整理列表，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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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焦點訪談面相對照表 

討論面相 內容項目 

共譜面向 

偏好可預約的交通工具 

電話預約常佔線，不擅長使用網路預約 

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行駛車程短 

就醫時間固定導致難以預約成功 

車體設備需符合高齡使用者的需求 

預約方式的改變 

差異面向 
共乘模式的感受差異 

收費政策的感受差異 

五、結論 

5-1 研究結論

根據內政部數據，臺灣高齡人口已高達 14%，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高齡者的生活及身體的需求應更

被重視。根據先前調查已得知，在高齡者就醫交通運輸工具多樣且複雜的情況下，常常造成高齡者無法

善用此交通運輸資源，過程中也往往造成高齡者身心的負擔。因此，如何簡化就醫過程中預約的行為，

使高齡者能夠輕鬆且舒適的預定車輛，便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 

 現今智慧型裝置已逐漸成為大眾的生活必需品，65 歲以上高齡者持有智慧型手機的人口已高達

94.8%，幾乎是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為使高齡者以更便利的方式預定車輛，本研究以高齡者智慧型平

台介面設計的相關文獻作為基礎，作為智慧平台介面的設計準則，希冀製作出符合高齡者操作模式的平

台介面，將就醫過程中較為複雜的交通系統加以整合。 

5-2 研究發展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高齡者智慧型平台介面的設計原則製作出符合高齡者操作模式的介面，並參考焦點訪談

的結論進行智慧平台功能的設計，高齡者可以利用此智慧平台進行交通工具的預約（圖 3）、選擇自己

所需的車體設備、以及相關特約醫院之優惠服務等（圖 4），未來將更進一步邀請高齡受測者模擬操作，

進行改善與加強，希望能以高齡者的需求為最主要考量，規劃出完善的叫車平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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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左）. 智慧平台之預約介面 

圖 4（右）. 智慧平台之特約介面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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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民曆係從古至今、歷久不衰的曆法，目前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先人們將長期觀察時節變化的結果，

制定出一套讓務農的老百姓們能夠在農作時有所依循的曆法。內容包含觀測天象、曆法節氣、農事漁撈以

及註記各日時辰之沖煞宜忌等等。雖然農民曆大多屬於有需要才會查閱的小冊子，裡頭卻隱含了相當多的

中華古老智慧結晶及文化意涵。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農民曆也從一本書冊轉變成手機

應用程式。在智慧型手機的介面裡相較於傳統書冊的資訊排版設計大有不同，尺寸上更有很大差異。農民

曆於智慧型手機裡的介面使用性更顯得相對重要。 

本研究以使用性(Usability)設計的觀點對農民曆手機應用程式的介面進行評估，採取使用性專家

Nielson (1993)提出的啟發式評估為研究方法，透過 5 位相關領域的專家針對系統介面的使用性進行評估。

根據 10 項使用性檢核表的準則進行分析，並整合改善建議，提供手機應用程式相關業者具價值性參考。 

關鍵詞: 農民曆、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性評估、啟發式評估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 

 農民曆係從古至今、歷久不衰的曆法，幾乎是人人家裡都會有的一本冊子，內容包含了觀測天象、

曆法節氣、農事漁撈，亦及註記各日時辰之沖煞宜忌，披閱部分內頁含括了婚喪禮俗、地理風水、宗教

祭祀、子嗣傳承、保健常識、神明傳說等民間技藝資訊。雖然農民曆大多屬於有需要才會查閱的小冊子，

裡頭卻隱含了相當多的中華古老智慧結晶及文化意涵。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為人類生活帶來急遽的變化，人人手上無不是拿著智慧型手機就是平板。手

機應用程式業者也將生活中常用的農民曆從傳統的一本書冊開發為手機應用程式，即便出門在外也可以

隨時查看農民曆的宜忌資訊等。科技發展讓生活變得十分便利，但農民曆在智慧型手機的介面裡相較於

傳統書冊上的資訊排版設計卻大有不同，尺寸上更是有很大差異。 

使用性(Usability)是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念，而使用性設計的重點在於產品的設計能夠符合

使用者的習慣與需求。目前在使用性相關研究領域最廣為引用學者 Nielson (1993)所提出的使用性原則，

Nielson 將使用性設計著重在「如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若以使用性來評估應用程式介面，主要是將「需

求」列入考量，程式設計師對於自己設計的應用程式介面勢必是相當了解，反觀使用者無論是否擅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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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動裝置，對於初次使用的應用程式介面都需要透過學習及摸索的過程中才能熟練。 

1-2 研究目的 

鑒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欲探究現今生活中使用者對於農民曆手機應用程式(以下簡稱農民曆 APP)

的介面使用性評估，選擇啟發式評估法讓 5 位相關領域專家做為評估者，檢查介面並判斷介面是否符合

公認的使用性原則。評估流程每次由 1 位專家單獨找出介面使用上的問題，並根據 10 項使用性檢核表的

準則進行分析填寫問卷。最後，本研究將資料整合並提出介面設計上改善之建議，提供未來研究有價值

性參考。 

研究目的包含兩點，條述如下： 

1. 藉由啟發式評估探究代表性農民曆 APP 介面之使用性問題。 

2. 提供農民曆 APP 介面開發相關業者具價值性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農民曆與文化意涵 

農民曆，也稱作「黃曆」，係從古至今經歷數千年的曆法，也是發行量最多的書冊，幾乎家家戶戶

都會有一本。內容包含了觀測天象、曆法節氣、農事漁撈，亦及註記各日時辰之沖煞宜忌，披閱部分內

頁含括了婚喪禮俗、地理風水、宗教祭祀、子嗣傳承、保健常識、神明傳說等民間技藝資訊(樂活農民曆，

2011)。現今版本也常會出現一些生活常識，如捷運路線圖、郵遞區號、簡易急救法等，甚至出現廠商進

駐廣告在內頁中，一本農民曆裡內容包羅萬象，儼然就是一本生活小百科。雖然農民曆多屬於有需要才

會查閱的小冊子，裡頭卻隱含了相當多的中華古老智慧的結晶及文化意涵。李亦園(1987)提及全台灣地區

有 83.6%的家庭擁有農民曆，代表了它在家庭裡有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農民曆主要用途是在於選擇良辰吉日，無論是查詢節氣、選擇宜忌等，可作為人們行事的依據，也

屬於擇日學的概念。雖然現今台灣社會，會將拜拜問事等相關信仰行為稱作「迷信」，但面臨人生重要

選擇或事件時，例如搬家、開工、結婚、訂婚、交車、祭祀等等，往往仍會選擇查看農民曆選擇良辰吉

日，以尋求擇事或處事上的平安。雖然全靠農民曆來參考擇吉論凶略有不足，但此現象依舊可現農民曆

在人們心中依舊占有一定的份量。 

 蔡策(1990)在《揭開黃曆的秘密》中針對文化面提出建言：「黃曆為民族傳統文化及重要之一環，

也是及有價值之一環，是科學的，也是實用的，適用於生產、經濟、政治乃至於軍事等多方面，我們要

復興文化，要發揚文化，則不限於書法，繪畫之提倡及民間技藝之薪傳。」時日至今，隨著生活型態改

變而轉型，科技日新月異，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也日漸普及，農民曆也從一本實體書冊漸漸轉型在手機

應用程式上也可以使用，這樣的方式不僅能推廣農民曆增加年輕族群的使用，更能使農民曆上的資訊更

生動，並加深它對於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在何時何地都能拿起手機查看農民曆 APP 更加貼近生活及便利，

在復興、發揚文化也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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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農民曆於文創產業發展

臺灣的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定義係指「將圖像、字元、影像、語音等資料加以數位化並整合

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 2016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中談論到，將各類內容素材經過數位技術

製作處理後，從傳統資料轉換成數位化格式，並賦予新的應用型態，使其具有易於接取、互動、傳輸、

複製、搜尋、編輯與重複使用等優點。再搭配服務、頻寬、收費及版權等管理機制，透過網際網路、行

動通訊網路、無線與有線電視、衛星通訊、電影、數位廣播等「媒體載具」，再由聯網、智慧電視、智

慧型手機、個人電腦、平板電腦、MP3、AR 與 VR 等系統裝置設備，傳送給消費者或機構用戶使用，即

形成完整的數位內容產業架構 (李連權，2016)。換言之，由內容、載具、系統平臺及通路等來組成完整

的臺灣數位內容產業架構。

 本研究選用農民曆之手機應用程式，在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及規範在 104 年 9 月 16 日文創字第

10430241431 號令修正後，從產業類別中的數位內容產業內容及範圍中提出「指從事提供將圖像、文字、

影像或語音等資料，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之行業。」包括數位遊

戲、行動應用服務、內容軟體、數位學習，以及提供內容數位化創作、企劃編輯、發行流通所需之技術

面產品或服務(文化部，2015)。手機應用程式亦屬此產業鏈範疇中，將紙本農民曆的內容以數位加值方式

製作成手機應用程式，將其傳統內容以大數據數位化，賦予一種新的應用型態。

2-3 介面使用性評估

使用性是以使用者為中心設計的概念，關鍵在於讓產品介面設計能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其目的也

是讓使用者在過程中能以最少壓力及挫折感達到使用的目的，用最少的努力來達到最大的效能。根據國

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於 1988 年制定的 ISO 9241-11 Guidance on 

Usability 文件將使用性(Usability)這個詞的定義為：特定使用者在特定使用環境下，使用一項產品可以達

到特定目標之有效性、有效率且滿意之程度(ISO 9241-11, 1998)。  

使用性的評估方法有很多種，例如找尋該產品或系統的目標使用對象，讓他們實際使用產品或操作

系統，同時研究人員則從旁觀察使用者操作過程中會遇到的行為及情緒反應，進而分析使用者操作流程，

找出造成疑惑或操作錯誤的功能或介面，並於結束後以訪談或問卷等方式蒐集使用者經驗與做出該產品

系統的使用性評估 (Kuniavsky, 2003)；或是由數位使用性專家依使用性評估的原則，針對該產品或介面

來評估找出使用性問題 (Nielsen & Molich, 1990)。 

 使用性專家 Nielson (1993)提出的使用性評估方法，是目前最廣為大眾所接受，在《使用性工程》裡

提到以下 9 種使用性評估方法之適用階段與優缺點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各種使用性評估方法之適用階段與優缺點 

評估方法 適用階段 受測者 優點 缺點 

啟發式評估

(Heuristic 

Evaluation)

設計初期、反

覆設計 
3-5 位專家

可發現個別的使用性問

題，並紀錄專家使用者

發現的問題 

沒有包含真正的使

用者，所以無法發

現令人驚奇的問題 

績效量測法

(Performance 

競爭力分析、

最終測試 
10 人以上 

數量化的資料，結果容

易進行統計分析 

綜合性資料，無法

發現個別的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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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 適用階段 受測者 優點 缺點 

Measurement) 問題 

邊說邊做法

(Thinking Aloud) 

反覆設計、原

型架構評估 
3-5 人 

可精確地指出使用者的

誤解，成本較低的測試 

對使用者而言不自

然，且對熟手而言

難用言語表現 

觀察法

(Observation) 

任務分析、系

統完成後之研

究 

3 個以上 
可看出使用者實際操

作，可建議功能和特徵 

觀察時間不易控

制，易造成浪費時

間 

問卷調查法 

(Questionaires) 

任務分析、系

統完成後之研

究 

30 人以上 

可發現使用者較喜歡的

主題，而且容易重複調

查 

需要引導以防止誤

解 

訪談法 

(Interviews) 
任務分析 5 人 可深入探討看法和經驗 

比較花費時間，且

很難去分析與比較 

焦點團體法 

(Focus groups) 

任務分析、使

用者參與階段 
每組 6-9 人 

自發性的反應及主動的

小組討論 

難以去分析，有效

性較低 

記錄實際使用法 

(Logging actual 

use) 

最終測試、系

統完成後之研

究 

20 人以上 

可發現較高層次或尚未

使用的使用特徵，可連

續進行 

解析需要大量的資

料會侵犯使用者隱

私 

使用者回饋 

(User feedback) 

系統完成後之

研究可以追蹤

使用者需求和

觀點上的改變 

數百人 
可追蹤使用者需求和觀

點上的改變 

需要特別的組織來

掌握使用者的回應 

資料來源：Usability Engineering, by Nielson.J., 1994, p.223. 

從表 1 可得知許多使用性評估方法中，實施評估時可針對系統開發不同階段、施測人數來挑選最適

合此研究方法。本研究考量可應用的資源，採用適用初期研究的啟發式評估法，所得到資訊為可以發現

個別的使用性問題，請相關領域專家使用者獨立完成介面評估，並紀錄發現的問題，再請專家依據的評

估結果來交換意見並整合結論。故本研究擬採用啟發式評估法來針對農民曆 APP 介面進行使用性評估。 

2-4 啟發式評估原則 

啟發式評估（Nielsen and Molich, 1990; Nielsen 1994）是使用性工程的方法，以找出介面設計中的使

用性問題為目的，因此評估法能夠被當作是循環設計流程中的一部分。啟發式評估是讓少數幾位評估者

檢查介面，並判斷介面是否符合公認的使用性原則（Nielsen, 1995）。 

 根據 Nielsen 與 Molich (1990)所提出的啟發式評估的 10 項原則，可作為檢視介面設計上隱含的使

用性問題分類，啟發式評估準則依序如下： 

1. 系統可視性（Visbility of system status）：系統必須告知使用者將前往何處，並在合理的時間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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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適當的回饋

2. 系統和現實的對應（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系統須符合自然世界的邏輯，

與使用者熟悉的語言，而非系統導向的語言

3. 使用者掌握控制權（User control and freedom）：使用者可隨時退回或離開

4. 一致性原則（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系統名稱與功能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

5. 避免出錯（Error prevention）：比起提供使用者明確的錯誤訊息，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使用者

發生錯誤。

6. 直覺化介面（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減少使用者需花費太多時間去記憶流程及可見的

選項

7. 使用的靈活性與效率（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是否能讓使用者做少量的操作，以達

到最佳的成果

8. 美觀與簡化設計（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為了防止使用者出錯，系統是否有提供太

多的資訊，而造成使用者記憶負擔

9. 幫助使用者認識、診斷錯誤並解決問題（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

操作上發生錯誤是否能幫助她識別診斷，並從錯誤中恢復過來，將損失降到最低。如無法自動晚

回則需提供說明文字和方向幫助使用者脫離現況。

10. 幫助和說明（Help and Documentation）：系統是否有足夠的說明與協助來幫助使用者

 本研究選用以上啟發式評估的 10 項原則當作評估的標準，得到的結果以一個使用性問題的列表做

呈現。相關領域的專家評估者需要指出這些問題違背了哪些使用性原則。若只有指出他們不喜歡什麼是

不夠的，而是需要參考啟發式原則解決不喜歡的原因。專家評估者需要盡可能的詳細並單獨列出每一條

使用性問題(Nielsen, 1995)。將所有專家評估者列出之使用性問題列表來整理歸納出整體使用性問題。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1 所示。確立研究主題，擬定研究動機及目的。首先透過文獻探討，以農民曆的

重要性與文創產業的關連；探討介面使用性設計原則，針對手機 APP 人機介面瞭解到使用性的重要，並

選擇適合此研究的評估方法。測試階段請 5 位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啟發式評估，並填寫啟發式評估問卷。

將最後問卷結果綜合分析，並提出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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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驗設備及 APP 篩選機制

本研究設計採用介面皆相同的 iOS 系統，是穩定且全球多人使用的行動裝置，選用螢幕尺寸 5.5 吋

的智慧型手機 iPhone 6S Plus 作為受測工具，而農民曆 APP 則從 APP STORE 裡進行篩選，以 5 星評比

及下載次數作為篩選機制，藉以篩選出最熱門農民曆 APP，並確認 iOS 及 Android 系統中皆有上架者作

為代表性農民曆 APP。依據 App Store 農民曆 APP 排行榜之評分次數與五星分數進行評比，藉以篩選前

四名具代表性農民曆 APP(如表 2 所示)，再由焦點小組依照適合評比的介面來挑選出「農民曆順曆─行事

曆黃曆倒數日記賬」作為具代表性農民曆 APP 作為本研究進行啟發式評估用的受測農民曆 APP。 

表 2. 藉由五星評比及下載次數為篩選機制所選出的農民曆 APP 一覽 

APP 圖示 APP 名稱 5 星評分 評分次數 

農民曆順曆─行事曆黃曆倒數日記賬 4.8 4780 

萬年曆 4.7 2280 

行事萬年曆─農民曆記事 4.7 23 

農民曆 4.6 426 

3-2 啟發式評估法 (Heuristic Evaluation Method)

Nielson (1993)提出的啟發式評估為使用性測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透過 3 至 5 位相關領域的專家

對於系統介面的使用性進行評估，評估過程中將針對是先擬定好的評估原則進行測試，由數位專家各自

評估結果將統整做為系統初步修正之依據。使用性評估中若單獨的評估者只能找到介面中 35%使用性問

題，5 位專家進行可以找到約 85%的使用性問題，就算增加人數也無法更有效發現更多問題。精心設計

使用性測試反而浪費資源，最好的結果來自不到 5 位用戶來做測試，盡可能測試多種負擔得起的小測試 

(Nielsen, 2000) 。故本研究邀請 5 位相關領域評估者針對代表性農民曆 APP「農民曆順曆─行事曆黃曆倒

數日記賬」進行介面設計的啟發式評估。

本研究採用結構式的啟發式評估，遵循特定的準則或是方法或對某特定功能或項目做評估，並找出

使用性問題和提出解決的方式。評估方式制定典型工作，任務一：翻頁。從「黃曆」頁面，翻頁查詢隔

日資訊。任務二：查詢曆法(陰陽曆轉換)。從「首頁」查詢 2019 年的農曆初一是國曆的幾月幾號，並點

進入查看當天宜忌。任務三：宜忌查詢。試著從首頁查詢當日宜忌，並查詢「宜忌術語註解」。任務四：

吉日查詢。從「首頁」找到查詢「吉日查詢」，挑選未來適合「買車交車」的日子。設置查詢買車交車

日期範圍(2018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任務五：查詢節氣。從「首頁」查詢 108 年冬至是幾月幾號。 

評估流程每次由 1 位專家單獨找出介面使用上的問題，在所有評估完成後，可以讓評估者彼此交換

意見，以確保每位評估者能不受干擾並公平的進行評估。評估結果採用觀察且記錄評估者的口語反應，

並讓評估者以填寫問卷的形式做結論。評估流程步驟一：說明評估流程。說明啟發式評估以及測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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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並簡略介紹農民曆功能及閱讀方法，不過度介紹功能及操作方法。步驟二：進行啟發式評估。將

測驗工具交給評估者，由評估者完成制定任務，並自由操作 APP，藉由實際操作找出介面和功能上使用

性的問題。步驟三：填寫啟發式評估使用性原則表。在評估者將 APP 所有功能完整操作後，根據附上的

使用性原則表，逐項檢驗 APP 是否有符合或違反使用性原則，並將違反的功能明確說明並提出建議。 

針對啟發式評估法之研究對象說明，本研究邀請 5 位專家對代表性農民曆 APP 進行啟發式評估。5

位評估專家包含 2 位平面設計領域專家、1 位 APP 介面設計師，1 位使用農民曆之上班族以及 1 位研究

使用性設計的碩士生。每位評估專家進行啟發式評估的過程約 30 分鐘。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 Nielsen and Molich 提出的 10 項啟發式評估原則作為評估準則來分析「農民曆順曆─行

事曆黃曆倒數日記賬」的介面使用性，綜合整理專家在啟發式評估所提出的使用性問題及建議，研究調

查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啟發式評估法專家意見統整表 

啟發式評估項目與建議 相關畫面說明

1.系統可視性（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

首頁設計讓人直覺無法往下滑，以為下面沒有內容了。(P2、P3) 

2.系統和現實的對應（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

不知道右下角的「發現」是甚麼內容。(P3、P4) 

3.使用者掌握控制權（User control and freedom）

首頁往下滑會出現每日一言，使用者不知如何退回。(P1、P5) 

4.一致性原則（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

右上角信封 icon 點進去連進去資訊列表。(P5) 

每日解碼的語音列表無法聽。(P3) 

同樣的功能，在不同的頁面的名字跟 icon 卻不同。(P2、P5) 

5.避免出錯（Error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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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式評估項目與建議 相關畫面說明

左右翻頁無箭頭指示，會不知要左右滑還是上下滑。(P3) 

6.直覺化介面（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

節氣搜尋的功能不夠直覺讓人看到，可以用特殊色或色塊強調。(P1) 

7.使用的靈活性與效率（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use）

以年輕人來說算順暢。(P4) 

8.美觀與簡化設計（Aesthetic and minimalist design）

資訊太多太雜，不知道重點在哪。 (P1) 

字體太小無法調整。(P4) 

9.幫助使用者認識、診斷錯誤並解決問題（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

查不到想要得到的資訊時，若有關鍵字搜尋功能會更好。(P2) 

10.幫助和說明（Help and Documentation）

並未看到幫助說明等提示按鈕。(P3) 

整體而言，5 位評估專家的意見統整後，在第一點系統可視性部分，專家(P5)提出若頁面稍有露出下

方資訊，或有小箭頭浮標提醒可以下滑會更直覺：第四點一致性原則中，專家(P5)發現 icon 設計有誤解，

信箱符號直覺認為是觀看信件的按鈕，若要連結到資訊欄應更換 icon。專家(P2、P5) 發現同功能在不同

頁面中重複，但名稱跟 icon 不一致易導致誤解：在第五點避免出錯部分，專家(P3)認為在黃曆頁面中要

翻頁會找不到方法，若加一點有設計感的箭頭會更好；在第八點美觀與簡化設計部份，專家(P1)提出，在

黃曆頁面中日期可以依照平假日做顏色區別，但下面資訊欄應該要顏色統一，不要跟著平假日變動整體

頁面顏色會較不易混淆。專家(P2)提出，黃曆頁面中資訊欄宜忌部分可以用紅色做標題提醒注意。 

除了根據啟發式評估原則給予意見外，也有透過討論延伸其他想法。由於農民曆的使用者大多為年

紀稍長的長輩或是傳統民俗相關研究者，目前的年輕世代大多是鮮少主動接觸，此 APP 對年輕族群或許

不算困難，而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不是那麼擅長的長輩，加上年齡增長視力衰退觀看螢幕也會較為吃力，

認為農民曆 APP 介面在長輩族群的使用性評估也顯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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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邀請 5 位相關領域專家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念，為能夠符合使用者的習慣與需求，透過

啟發式評估法從 10 項啟發式評估原則裡找出農民曆 APP 的介面使用性問題。讓使用者在操作 APP 的過

程中不會產生壓力或挫折，並能讓使用者用最少的努力發揮出最大效用。藉由本研究文獻探討及評估調

查中指出，使用者在進行操作時，會因為介面設計影響操作的使用性，滿版的設計產生焦慮的感受。

啟發式評估法雖然能快速有效的評估系統使用性，但通常使用者並非使用性專家，甚至無相關設計

等知識背景，或許有些忽略實際用戶角度來觀察系統使用性問題。除了針對不足的地方提出建議外，建

議後續研究可透過績效量測方式並擬訂使用性問卷，如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 (System Usability Scale)、

QUIS 使用者互動滿意度量表（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action Satisfaction），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新手進

行使用性評估測試實驗，藉由量化分析的客觀結果讓農民曆 APP 介面使用性的測試與評估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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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介面設計使用性研究初探-以SunlineApp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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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各式各樣的 App 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地推陳出新，App 獨特的功

能與方便的使用性日趨重要，本研究將透過針對台灣二類電信，三聯南頻電信旗下之通訊軟體

TopCall 與 SunlineApp 作為評測樣本，測試 App 的使用性，TopCall 為三聯集團原開發之通訊軟

體，SunlineApp 則為三聯集團與高雄科大文創系經由產學合作後，經過使用性設計為基礎，將

TopCall 改造過後全新規劃設計的 App，重新命名為 SunlineApp。 

    本研究旨在探討經設計改造後的 SunlineApp 介面設計是否更加符合使用者需求，進而達成

較好的使用者體驗與找到未發現的使用性問題，研究中評估使用性的方法為績效量測法，經由設

計典型任務測試使用者的任務操作時間，與錯誤次數，並於測試後進行 SUS 使用性問卷評量。

經由受測者操作兩款 App 後，研究結果發現 SunlineApp 與 TopCall 之間:在(1)效率：使用者完成

任務的平均時間最高減少了 44 秒。(2)防錯性：完成任務的錯誤次數最多減少了 60%的錯誤率。

(3)滿意度：受測者填寫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的得分從平均 30 分提升到平均 69 分，成長率達 2.3

倍。三項使用性評估指標上，SunlineApp 均優於 TopCall，說明 SunlineApp 的使用性與使用者主

觀滿意度較 TopCall 有顯著的提升。 

關鍵詞:使用性、使用者體驗、介面設計。 

一、 前言

TopCall 頂級呼叫原為三聯南頻電信所開發之一款通訊軟體，內建功能包含免費通話、文字

訊息、語音訊息、圖片傳送、視訊等功能，也有獨特的電話秘書、通話加密、行動分機、一卡多

門號等功能。三聯集團欲透過與文創系產學合作協助 TopCall 的介面設計帶給消費者新的體驗，

而本研究透過測試 TopCall 後，發現 App 有許多使用性上的問題與定位上的策略需要修改，在介

面上的圖示或是文字容易造成使用者的誤解或認知不一致，並不僅僅是需要視覺上的改變，本研

究亦透過從使用者體驗的角度來重新設計 TopCall，經過全新的介面設計，凸顯 App 核心功能與

簡化介面操作流程，並找到貼近使用者認知的設計元素增加介面的使用性。全新設計的 App 名

為 SunlineApp，並將 App 的主要使用族群定位成商務人士所使用的通訊軟體，本研究試圖藉由

411



針對 TopCall 與 SunlineApp 兩款通訊軟體做使用性探討，透過使用性評估的方法與探討使用者

操作時產生的使用性問題，並讓使用者進行填寫 SUS 系統易用性量表後的資料統計，希望藉此

能了解重新設計後的 SunlineApp 使用性是否能有所提升與得到新的介面使用性建議與問題。 

二、文獻探討 

2-1 使用者體驗

（2002）認為，用戶體驗主要分為下列五個層面: 

1.戰略層，確定產品目標與用戶需求。2.範圍層，確定產品需求（具體的功能或內容）。

3.結構層，為用戶設計一個結構化的體驗。4.框架層，確定產品的外觀、導航設計、信息設計。

5.表現層，確定產品的最終型態。

分別藉由抽象至具體特徵解釋各層面之意義如下圖 1 

  圖1. Jesse James Garrett 用戶體驗五層面圖

資料來源: 《用戶體驗要素:以用戶為中心的產品設計》，Garrett，範曉燕譯，2011，北京:機械工業。

 根據 Garrett 對於用戶體驗的五個層面的思考模型，可以得知，一個產品的創造過程必須由

內而外的產生，此模型左右也區分為功能型產品與內容型產品，因此在創造產品的過程中，必須

先決定產品的定位以及策略，釐清產品能夠帶給用戶甚麼樣的功能，與滿足用戶何種需求，確定

功能後再進行用戶與產品間的互動設計，以及介面與傳遞信息的設計，最後才是決定產品外觀視

覺的識別設計。

使用者體驗設計也是用戶導向設計，是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User-Centered Design，簡稱

UCD），Garrett（2009）認為在開發產品的每一個步驟中，都要把用戶列入考慮範圍。因此在進

行介面設計時，要迎合使用者的需求，為了能讓使用者更容易操作使用，必須把用戶的體驗當成

設計的主體，應從用戶的角度進行介面的設計。而 David Travis 在（2009）提到，三個用戶導向

設計的秘密:1.盡早的專注在用戶以及他們的工作上。2.經驗性量測用戶的行為，藉著量測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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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性，並透過比較來了解產品是否有改善或是比前版失敗，藉此可以設定使用性關鍵效能的指

標來觀察產品的進步狀況。3.重複性設計，專家可以幫助做使用性測試，但這不能取代使用性測

試的地位。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得知，用戶體驗是專注在研究有關使用者如何與產品互動及體驗產品。

而在進行介面設計的過程中，必須要先更加了解使用者的使用行為，因而設計出更適合使用者的

設計，由於 TopCall 過去的介面設計，在設計者以專家的角度來檢驗 App，並未持續地針對使用

者進行研究與針對 App 介面進行使用性的測試，導致在實際 App 使用體驗上，使用者與設計者

兩者的認知程度有所差別，造成使用者面臨使用性的問題，因此在介面上有許多要進行改善的要

點。本研究在重新設計 Sunline App 的過程中，參考了 Garrett 用戶體驗五層面，將由抽象層次到

具體的層次分析 App 的目標使用族群，以及 App 的核心功能價值，再做使用性的評估來測試介

面的使用者體驗。

2-2 介面設計

UI（User Interface）中文稱為使用者介面，是使用者與行動裝置之間彼此訊息傳遞的橋樑。

Norman（1988）認為產品的操作方式要簡單而直接，並讓使用者依他們能夠理解的方式來進行，

如此有助於解決操作過程所產生的認知分歧。在目前全球 App 數量急速成長的環境之下，除了

本身的功能的實用性之外，外觀的識別設計也至關重要，如何藉由創造獨具特色的介面設計，令

App 能夠在第一眼就能吸引用戶下載是創造成功 App 的要素之一，而在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介

面中，因裝置大小所限制，在進行使用者介面設計時，必須注意使用者的操作方式與圖形識別設

計是否能讓使用者順利完成任務並減少誤觸的機率，因此，使用者介面設計是一種以使用者為導

向，增進使用者體驗與增進效率而進行的設計。Norman（2014）認為優良設計有兩個最重要的

特點，分別為可發現性和可理解性，可發現性為，使用者是否能發現在設計中可以動的動作，以

及如何執行這些動作;可理解性為使用者是否能知道這是甚麼?這產品如何使用。而 Shneiderman

（1998）提出了下列有關介面設計的八大黃金法則: （1）為一致性努力（2）滿足普遍使用性（3）

提供訊息的反饋（4）設計結束的對話（5）避免錯誤（6）允許簡單的回復動作（7）支持內部控

制（8）減少短期記憶的負擔。Norman（2014）也提出七項設計的基本原則:（1）可發現性、（2）

回饋、（3）概念模型、（4）預設用途、（5）指意、（6）對應性、（7）使用侷限。 

綜合以上論述，可得知雖設計的法則不同，但是核心概念是一致的，介面設計必須是經過有

系統的規劃，在設計 SunlineApp 的過程中，除了整體介面需有一致性的簡化設計風格，才能避

免使用者產生混淆，並需研究使用者操作介面時的心理與行為，首先找出目標的使用族群，並了

解他們的使用習慣，以及最需要的功能，並且模擬使用者的使用情境，且專注在減少介面操作的

流程，盡可能地不讓使用者經由過多的思考就能夠直覺性的操作，不須額外記憶，且在操作的步

驟過程中，適時的提供系統的狀態回饋說明讓使用者了解，如對話框、圖示、視窗等，並且讓使

用者能知道有哪些功能是可以使用，且能有可回復性的設計，才能讓使用者避免產生害怕操作錯

誤或是操作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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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性評估

使用性（Usability）又稱為可用性、易用性、優使性等，使用性目的是為讓使用者能夠

更容易的使用產品。吳曄暐（2015）認為使用性定義是在某個脈絡之中，使得使用者能夠更有效

率的、更安全的、並且更符合使用者的心智模型的完成某些特定的任務。而根據使用性來評估

App，目的是為了更能考量人對於產品的需求，本研究實際評測 TopCall 時，沒有獲得良好的使

用性，其因是開發商設計出 App 後，沒有針對使用者去做使用性的評估，所以使用性的測試對

於使用者對產品的接受度存在極大的關聯。

    Nielsen（1993）提出九種使用性評估方法:1.啟發式評估法、2.績效量測法、3.邊說邊做法、

4.觀察法、5.問卷法、6.訪談法、7.焦點小組法、8.紀錄實際使用法、9.使用者回饋法。

以上九種方法在測試系統的使用性時，有不同的適用階段及個別的優缺點，因此次測試

目的為比較出兩 App 使用性上的差異，與得到數量化的資料與結果。其中，績效量測法適用於

競爭力分析與最後測試階段，最符合此次實驗目的，故本研究選擇績效量測法作為此次

SunlineApp 使用性評估的方法，受測者人數共需至少 10 位受測者，利用設計典型工作，對受測

者進行測試，並對於受測者完成任務的時間與錯誤次數做詳實的記錄。

    姚家莉、黃于珊（2012）提出作為使用性的三點評估指標如下: 

1.效率（Efficiency）:讓使用者節省時間，經過最少步驟且能快速有效達成目標任務。

2.防錯性（Error&prevention）:保護使用者避免操作時遭受危險狀況或產生不預期的錯誤。

3.滿意度（Satisfaction）:帶給使用者愉悅的使用經驗，是使用者本身主觀的評斷。

    本研究參照上列三點作為測量的重點，根據效率指標，測量的方式為受測者完成典型任務所

需花費的時間，而防錯性指標為實驗中計算受測者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發生錯誤的次數作為評

估方式，滿意度指標則以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的平均分數做為評估主觀滿意度的方式。SUS 量

表是由 John Brooke 在 1986 年創建的，至今已廣泛的被用來測試產品系統介面、桌面程式與網

頁介面等，具有快速直接的量測使用性評分的特性。量表採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每一題中的 system

（系統）可依需求置換為 product（產品）或是 interface（介面）或是 website（網站）。下列十

項問題為符合本研究，將其 system 更改為 SunlineApp 與 TopCall，做為系統使用性量表的設計: 

1.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 SunlineApp（TopCall）。2.我覺得 SunlineApp（TopCall）的系統過於

複雜。3.我認為 SunlineApp（TopCall）很容易使用。4.我想我需要有人幫助才能使用 SunlineApp

（TopCall）。5.我覺得 SunlineApp（TopCall）的功能整合得很好。6.我覺得 SunlineApp（TopCall）

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7.我可以想像大部分的人很快就可以使用 SunlineApp（TopCall）。

8.我覺得 SunlineApp（TopCall）使用起來很麻煩。9.我很有自信能使用 SunlineApp（TopCall）。

10.我需要學會很多額外的資訊，才能使用 SunlineApp（TopCall）。

下圖 2 為 Bangor （2009）針對使用者對分數感受度研究所設計的 SUS 分數等級圖，將

SUS 得分分為六個等級。A：90~100、B：80~89、C：70~79、D：60~69、F：0~59。有研究指

出得分低於 68 分即是易用性不及格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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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分數對應圖 

資料來源: Bangor，A.（2009）”Determining what individual SUS scores mean: Adding an adjective rating 

scale”.Journal of Usability Studies。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本研究受測平台為 LG G5 手機，螢幕尺寸 5.3 英吋，SunlineApp 具有 Android 與 Ios 兩種版

本，因兩種程式設計上的基礎不同，App 介面設計的主要差異為蘋果 Ios 系統的手機上並無實體

或虛擬的返回鍵，因此在 Ios 的介面中左上角設計了返回鍵,提供使用者有返回上一頁的功能，因

考量目前 SunlineApp 主要使用者以 Android 版本為多數，故測試 SunlineApp 與 TopCall 兩種 App

之測試版本皆以 Android 版為主，針對三聯集團原通訊軟體 TopCall 與經由本研究與三聯集團內

部溝通後，重新介面設計的 SunlineApp 作為受測樣本，目的為探討兩 App 在操作績效之差異，

評估使用性的測試方式為績效評測法，並設計五項典型工作，同時以觀察法實際在受測者身旁觀

察操作 App 執行任務時，遇到的狀況。在測試完任務後，對受測者進行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的

調查與蒐集使用者操作 App 後的使用意見。 

    原 TopCall 介面設計為五大功能主頁，依序為聊天、電話簿、撥號器、來逛街，更多。主要

以灰色為主視覺的顏色設計，如下圖 3。SunlineApp 介面設計因市場定位策略與 Line 做產品區

隔而取消聊天功能後，更改為四大功能主頁，並以圖形使用者介面（GUI）為主，依序為儲值、

撥號器、雲端通，更多。整體配色以青色為主視覺設計背景顏色，青色為目前 App 少見的色彩，

經由本研究與業主說明後決定採用，創造獨特性並且青色帶有雨過天青之意，如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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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TopCall 主頁介面圖  圖 4 SunlineApp 主頁介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受測對象

因 SunlineApp 是以商務人士為主要目標使用族群定位之通訊 App，本研究以高雄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碩士專班學生為主要受測對象，皆為上班族，實驗之受測者共有 12 位，分別為 8

位男性，4 位女性，年齡為 24-57 歲，皆為從未使用過 SunlineApp 與 TopCall 兩種 App 之生手作

為測試對象，視力正常且無色盲。 

3-3 典型工作

本研究設定之典型工作有五項，主要依 SunlineApp 四大主頁面與左側選單內容設計任務，

其五項任務是考量 SunlineApp 與 TopCall 兩 App 共同擁有的功能來設定典型工作。惟其中一項

任務，購買行動總機，因新 SunlineApp 的行動總機名稱改為雲端通，僅有名稱上的不同，在使

用者進行任務操作前予以告知。TopCall 之五項任務操作流程經由彙整如下表 1。 

表 1 TopCall 任務項目及操作流程

任務 操作流程

1.通話儲值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更多頁面   <2>點選購買商品icon

<3>點選網路櫃檯 <4>向下滑動頁面

<5>點選通話充值 <6>點選儲值金額

2.至主頁面-更多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更多頁面

3.設置鍵盤點擊聲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更多頁面  <2>點選設定icon

<3>點選電話設置 <4>設定鍵盤點擊聲

4.購買行動總機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更多頁面  <2>點選購買商品icon

<3>點選網路櫃檯 <4>向下滑動頁面

<5>點選行動總機 <6>點選方案按鈕

5.點選視訊通話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電話簿頁面 <2>點選聯絡人名稱

<3>點選視頻呼叫ico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SunlineApp 之五項任務操作流程經由彙整如下表 2。

表 2 SunlineApp 任務項目及操作流程 

任務 操作流程

1.通話儲值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儲值頁面  <2>點選交易項目

<3>點選交易金額

2.至主頁面-更多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更多頁面

3.設置鍵盤點擊聲 <1>點選側選單 <2>點選設定icon

<3>設定鍵盤點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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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購買雲端通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雲端通頁面 <2>點選購買按鈕

<3>點選交易項目-雲端通 <4>點選套裝方案

5.視訊通話 <1>點選主選單icon進入撥號器頁面 <2>點選電話簿按鈕

<3>點選聯絡人 <4>點選視訊通話ico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實驗問卷設計

（1） 操作任務問卷：包含 A 通話儲值、B 至主頁面-更多、C 設置鍵盤點擊聲、D

購買雲端通、E 視訊通話。 

（2） 使用性量表與訪談：量表問卷以 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評量表採五階量表，共十

題使用性問題。請受測者完成五項操作任務後對實驗樣本做使用性評分，再對受測者進行訪談。

四、結果與討論

4-1 任務操作績效分析

實驗分別統計受測者於 SunlineApp 與 TopCall 執行五項典型任務所需時間如下表 3，作為

App 效率的評估，由表中可以得知，使用者在進行購買雲端通任務與視訊通話任務中，使用

SunlineApp 的操作時間大幅縮短，存在顯著差異，而實驗中在觀察受測者進行購買雲端通任務時，

可以發現在 TopCall 的 icon 設計常被誤導受測者，並且購買功能層級太多，使得操作繁複，使用

者很難找到購買雲端通的功能，其次在見面中的購買按鈕點擊無效，真正的流程為點擊網路櫃檯

才能完成任務，SunlineApp 改善了以上設計問題後，將雲端通移至主頁，並設計為雲的 icon，較

為直覺，使受測者能夠花較少的時間完成任務。受測者在視訊通話的任務時，TopCall 的繁複的

設計影響使用者的思維，在尋找視訊通話的過程中，常常找不到視訊通話的按鈕，找到之後，也

因為介面內按鈕名稱為視頻通話，造成受測者的誤解，而不敢直接按下按鈕，SunlineApp 以簡化

的圖形設計，改善了這項問題，減少使用步驟，並且將視訊通話的按鈕，設計為攝影機的侧視圖，

受測者能夠花較少的時間完成。 

表 3.各任務操作時間績效統計之 T 檢定結果（單位:秒） 

SunlineApp TopCall F值 P值 

1.通話儲值 58.8108 69.6450 0.002 0.569 

2.到更多頁面 10.3117 25.4475 5.906 0.266 

3.設置鍵盤點擊聲 13.3367 21.7867 3.018 0.149 

4.購買雲端通 18.5750 49.5883 0.5117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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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視訊通話 15.7275 59.7475 10.906 0.016* 

*表示 P 值<0.05，存在顯著差異

4-2 錯誤次數

實驗統計受測者於 SunlineApp 與 TopCall 執行五項典型任務中所發生的錯誤次數如下表 4，

作為 App 防錯率的評估，由表中可以得知，受測者操作 SunlineApp 有三項任務的錯誤次數與

TopCall 相比，存在顯著差異，由實驗中觀察受測者可以得知原因為，TopCall 在介面設計上將

主要儲值與購買功能隱藏於主選單第二階層後，不易被受測者察覺，資訊引導較為不佳，其次為，

icon 的名稱與圖像不符合大眾認知，如 TopCall 在主選單更多的 icon 設計為齒輪圖示，常常令受

測者誤認為設定按鈕，造成誤解，購買商品的名稱也應改為儲值較為簡單直覺，SunlineApp 修正

以上介面設計問題後，證實有效降低錯誤機率。 

表 4.各任務錯誤次數之 T 檢定結果（單位:次） 

App SunlineApp TopCall F值 P值 

平均值 平均值 

1.通話儲值 3.9167 6.50 0.030 0.022* 

2.到更多頁面 1.1667 2.1667 7.074 0.403 

3.設置鍵盤點擊聲 1.2500 1.6667 7.496 0.43 

4.購買雲端通 1.8333 4.5833 2.176 0.017* 

5.視訊通話 0.7500 4.1667 17.892 0.010* 

*表示 P 值<0.05，存在顯著差異

4-3 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分析

實驗統計受測者於 SunlineApp 與 TopCall 執行五項典型任務中後，填寫的 SUS 使用性尺度

量表的得分結果如下表 5，作為滿意度的評估，由表中可以得知，受測者對於 SunlineApp 與

TopCall 的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SunlineApp 的平均得分為 69.22 分高於 TopCall 的 38.6 分，

SunlineApp 具有較好的整體使用性。 

表 5.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之 T 檢定結果（單位:分數） 

App 平均值 F值 P值 

SunlineApp 69.22             0.05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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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Call 30.62 

*表示 P 值<0.05，存在顯著差異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操作任務績效、量表評比分析顯示，SunlineApp 與 TopCall 於 SUS 使用性量表皆

具顯著差異，表示 App 在本研究經由對使用者研究後進行的體驗設計，從操作 App 檢視使用者

對於 App 的體驗感知以及操作時發生的使用性問題，使用者需求到 App 主要功能的改變，重新

定位 App，並確立提供給使用者的核心價值，創造 App 在市場上的獨特性，並進行介面設計與

視覺設計，完整的設計流程是有助於效率、防錯性、滿意度，三項使用性評估標準的提升，且

SunlineApp 在 SUS 使用性量表之平均得分高於 68 分，與 TopCall 得分 30.62 分具明顯差異，使

用者主觀滿意度明顯提升，並達到 SUS 使用性的及格標準。 

由實驗過程中觀察受測者操作紀錄與結束實驗後進行使用性訪談，找出受測者執行

SunlineApp 任務時發生的問題，歸納後並依序列出幾點建議如下： 

（1）受測者在 SunlineApp 購買雲端通的介面之中，因目前此頁面購買的交易項目僅有雲端

通一項，受測者建議可將下拉式欄位選項預設為雲端通，藉此減少操作步驟。

（2）受測者在 SunlineApp 操作儲值任務時，反映出左下方皮夾 icon 不夠令人能馬上辨識出是有

關於儲值的功能，因此建議可將皮夾 icon 結合「$」的符號或是直接使用「$」取代原本 icon，

藉此讓使用者做出較為直覺的識別。

    本研究經由使用性的評估來探討 SunlineApp 的使用性，SunlineApp 整體令使用者在整體的感

覺上都有良好的滿意度，使用性的性能也相對於 TopCall 有所提升，上列兩點為訪談中受測者主

要提出的介面問題，雖 SunlineApp 經由重新設計後，擁有較好的使用者體驗，但也更加凸顯出

介面設計是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要追求著以人為本，設計者可能會因自己的主觀習慣而出現介

面上的盲點，容易與使用者實際感受有所差異，此結果也說明了介面設計並不是短期的一項任務，

而是不斷循環的一種過程，設計師必須時常隨著使用者的習慣而更新，因此要做出好的介面，務

必持續性地研究使用者，接收他們對於軟體的使用回饋，當一個 App 擁有著越多的使用者時，

除了帶來附加的商業效益之外，同時也意味著，設計師必須思考如何設計出令大多數人滿意的介

面。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藉由更多的使用性評估方法，進一步的量測使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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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之新服務體驗與顧客忠誠度探討

蔣謹安*+   許言**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 教授

+通訊作者: chinan19931209@gmail.com 

摘  要

便利商店已經徹底地融入現代人的生活當中，近年來無人超市、網路購物、行動支付等已成為熱門

話題，便利商店應隨著時代和科技的進步，更新服務方式，為民眾帶來更好的服務品質。本研究將使用

服務設計中共創工作坊的方式，邀請便利商店店員、消費者和設計師一同參與討論，使用顧客旅程地圖

和優先矩陣方法界定出服務中的購物、結帳、用餐的關鍵缺口。新服務設計概念原型以動畫方式呈現，

利用問卷調查法探討新服務設計方案對於便利商店之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性，共回收 24 位有效樣本。新服

務設計概念主要增加了消費者的再購意願，亦願意向他人推薦，但新服務設計並無提升顧客忠誠度。

關鍵詞：服務設計、共創工作坊、便利商店、顧客忠誠度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 2014 年底，臺灣四大便利商店（統一、全家、萊爾富、OK）店數已破萬，2016 年 5 月的統計為

1 萬 199 家，平均每 2304 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密度相當高。四大主要便利商店以統一超商（7-11）店

數最多，佔全部的 49%，其次是全家便利商店，佔 29%（田孟心，2016）。無人商店逐漸成為這兩年的

營業趨勢，目前日本的 7-11、全家和 Lawson 相繼推出無人超商，以販賣機的形式進駐各家公司。而日

本第二大便利商店 Lawson 去年與 Panasonic 聯手開發的新收銀機，會自動掃描商品上的 RFID（無線射

頻辨識）電子標籤計算結帳金額，顧客只需把裝著欲購買商品的購物籃放上收銀機，電腦 15 秒便能算出

應付金額並完成裝袋（陳怡妏，2017）。馬雲在去年七月開立的「淘咖啡」、美國的跨國零售企業「沃

爾瑪」、亞馬遜（Amazon）的革命性無人商店「Amazon Go」也在近年相繼推出智慧超商或無人超商。 

蘇雲華、魏宏達（2011）針對臺灣中部地區連鎖便利商店進行研究，發現綠色行銷三構面（通路、

推廣、人員）對消費者忠誠度的影響，無顯著性影響。而李銘章、陳繼銘（2013）以便利商店之飲料產

品為例，探討商店品牌忠誠對商店品牌產品購買行為之研究中發現，針對便利商店其品牌忠誠目前並不

存在。不過站在業者的角度，仍會希望提升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來增加顧客忠誠度。便利商店市場競

爭日益激烈，不只同業之間的高度競爭，也受到了大賣場、生鮮超市的威脅，因此便利商店不再單純只

販賣進貨的零售商品，近年來開始強化自有品牌，期待增加收益，並舉行各式行銷活動吸引消費者，塑

造品牌形象，企圖提升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價值，並創造消費者的品牌偏好，以利長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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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服務設計為主軸，欲以現有技術與創新服務為消費者打造不同以往的消費體驗。本研究將

對邀請消費者、便利商店店員和設計師一同參與共創工作坊，探討目前在便利商店購物、結帳和用餐流

程的顧客旅程地圖，期望透過工作坊了解顧客和店員在各環節面臨的問題，並使用優先矩陣確認關鍵服

務缺口。接著將工作坊討論之結果實體化後進行實驗，以動畫方式呈現新設計概念原型，經由網路問卷

方式蒐集消費者對新設計概念原型的意見回饋。

綜合上述，本研究聚焦於三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分析便利商店之服務流程，找出服務缺口以利改善。

2. 針對便利商店提出新設計概念原型，以提升顧客之消費體驗。

3. 探討新設計概念原型對顧客忠誠度影響的情形。

二、文獻探討

2-1 服務設計

服務設計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創新思維，近年來相關研究逐漸引起各界的關注和討論，目的是讓

企業透過同理心充分滿足顧客需求。Cook 等學者（2002）認為服務設計是企業透過規劃將無形的服務轉

變為使顧客、員工、企業三方能共同理解這間公司所提供服務概念的工具。消費者在決定購買產品的過

程或是做「購買」的決定時，整個流程都可以被設計在服務設計中。在一般服務設計過程中，Morelli（2006）

指出，設計師可藉由不同方法或工具來完成以下三項服務設計目標：（1）確認參與服務的角色，應用分

析工具來發掘問題；（2）發展可能的服務方案，運用案例驗證來了解順序及參與者的角色，以確定服務

與邏輯和組織的架構；（3）提出新服務，說明所有服務組件的交互作用與運用順序。參考宋同正（2014）

定義，將虛實整合服務設計定義為：「透過設計價值共創網絡之整體互動、體驗和關係的設計，以科技

服務協同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有效率和有效能的傳遞價值主張給服務接收者，以達長期策略利益。」

2-2 共創工作坊

共創（co-creation）是指邀請員工和顧客共同參與設計服務，這不僅可以找出更多可能的方向，並且

能強化未來的合作關係（Stickdorn & Schneider, 2011）。另外，工作坊是集合眾人的活動，目的是為了

解決某項問題、合作創造某項有形或無形的產物，或是透過相互討論出有利於雙方企畫提案（堀公俊、

加藤彰，2008）。整體而言，藉由不同領域專家進行共同設計，有助於對服務設計概念、服務接收者和

服務提供者產生不同的價值：（1）服務設計概念：更具創造力、更佳的服務設計概念和提升設計效率或

效能；（2）服務接收者：更符合其需求、更佳的服務體驗和更好的服務滿意度；（3）服務提供者：更

具創造力、增加跨領域合作技能和積極創新（Steen, Manschot, & De Koning, 2011）。 

2-3 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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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Convenience Store; CVS）屬於零售商店業種。常見的定義為美國便利商店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venience Store, NACS）和日本 MCR 協會（Manufactural CVS Research）兩種，

然而日本 MCR 協會的定義與臺灣的便利商店更為貼切。日本 MCR 協會為便利商店定了一些條件，以

此作為便利商店的界定（張文璟、吳蕙均、陳芃穎、謝雅桂，2016）： 

1. 營業坪數：係在二十坪至七十坪之間，小於二十坪或大過七十坪，則超過便利商店的適用範圍。

4. 商品結構：食品至少須佔全店銷售品項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且一定要賣速食品，非食品則須是日

常必需品，且提供服務性商品（如代售電話卡、郵票等）。

5. 產品別比率：商店所販賣之任何一類產品，不可超過全店營業額的百分之五十。如超過則不能視

之為「便利商店」，應稱之為「專門店」。

6. 營業時間：須是長時間營業或是二十四小時營業且全年無休（或幾乎無休）。

7. 銷售方式：大部份由消費自助取用。

8. 待客之道：須有親切、愉快之服務，及與顧客熱絡之互動關係。

9. 管理信念：願意投資更多設備，以追求更高之效率。包括如何改善設備績效、調整商品之回轉率、

了解客層定位、減少偷竊之防範、管理報表之應用改善及 POS 設備的投資等等，並持續不斷地追

求有效率的管理。

2-4 顧客忠誠度

Jones and Sasser（1995）將顧客忠誠度定義為顧客對某特定產品或服務未來的再購意願，而顧客忠

誠度又分長期與短期兩種，長期的忠誠是顧客長期的購買，短期忠誠則是當顧客遇到更好的廠商或產品

時，他們會轉向新廠商或新商品。若以同類型產品或服務的競爭下，Neal（1999）認為，顧客忠誠度是

在同一方便購買及取得服務前提下，顧客與其他競爭者比較過後，仍選擇同一產品或服務的比例。

Chaudhuri and Holbrook（2001）提出顧客忠誠度的衡量可區分為行為忠誠與態度忠誠兩方面：（1）行為

忠誠（purchase loyalty）：代表顧客自願優先選擇或重複購買該品牌的產品。（2）態度忠誠（attitude 

loyalty）：在於顧客是否有向他人推薦的意願，並且對於該品牌有一定的信任程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分成三個階段執行，先是利用文獻探討作為基礎理論，接著舉辦共創工作坊了解消費者和

店員對於目前便利商店各服務之感受，由服務設計工具「顧客旅程地圖」找出服務缺口，發展新設計概

念原型，再藉由問卷調查法了解一般消費者的看法。

1. 資料蒐集：初期利用網路收集資料，藉由整理文獻的方式，了解便利商店的服務現況，得知各企

業對於智慧超商的走向和實踐成果。

2. 共創工作坊：本研究工作坊之執行時間為 2018 年 1 月 19 日，地點為大同大學設計系所之教室，

活動時間約為 4 小時。本研究邀請不同身分之人員來一同參與工作坊，參與者包含 3 名設計師（為

本系研究所學生）、1 名設計師兼便利商店店員、1 名便利商店店員、2 名消費者。活動流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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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

（1） 說明背景：介紹便利商店的服務現況、新的便利商店型態、本研究之架構與目的、共創

工作坊流程和方法介紹。

（2） 確認缺口：一同完成購物、結帳、用餐之顧客旅程地圖，找出現有服務缺口，並利用優

先矩陣界定關鍵服務缺口。

（3） 共創設計：依據顧客旅程地圖和優先矩陣之結果進行分類評估，共同發想新服務設計概

念。

3. 問卷調查法：本研究參考眾多學者之研究後擬出問項，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發放，以李克特 7

分量表的方式做填寫，依認同程度區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無

意見」、「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給予 1、2、3、4、5、6、7 分。研究對象即是

有在便利商店消費過的民眾，探索便利商店之顧客對於新服務設計概念原型之意見。

四、分析與討論

4-1 關鍵服務缺口界定

本研究以顧客旅程地圖得出 19 項購物、結帳和用餐流程之服務缺口，接著利用優先矩陣表界定出「不

知道有無提供廁所」、「遇到售完/缺貨情形」、「過期食品丟棄造成浪費」、「價錢優惠標識不清」和

「尖峰時段需排隊結帳」5 項缺口，將其作為服務設計發展階段之設計依據。 

4-2 新服務設計概念原型

基於上述 5 項關鍵服務缺口，本研究繼續以共創工作坊的方式進行新服務設計概念發想及評估，提

出可行性的新服務設計概念，討論結果以 APP 的方式來改善上述缺口，並以全家便利商店之 APP 作為

基礎，設計和優化後執行新服務設計概念之模擬階段。

APP 分為五個部分：首頁、店鋪查詢、鮮食查詢、行動錢包、會員中心，如圖 1 所示。主要設計以

「購買鮮食」服務作為延伸，讓顧客在消費前可以查看該商店是否有現貨並且預訂，降低前往商店後發

現缺貨所產生的失落感。內容包含店鋪查詢、預訂指定商店之鮮食、以鮮食搜尋附近有現貨之店家、即

期品優惠、折價查詢服務、自助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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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設計概念原型之介面（1.FamilyMart、2.店鋪查詢、3.鮮食查詢、4.會員中心、5.行動錢包） 

為了使關鍵服務缺口能夠與實際服務流程相呼應，本研究將設計內容再次歸納到服務流程中，服務

流程區分為九個階段，如圖 2 所示：（1）尋找附近商店現有鮮食：以「店舖查詢」方式尋找附近商店之

現貨，亦可以「鮮食查詢」尋找有現貨之店鋪，並推出即期品優惠，吸引顧客選購，以減少過期食品遭

丟棄之浪費；（2）預訂鮮食：選擇餐點後點選預訂並確認；（3）前往商店：前往其預訂商店，店鋪查

詢之介面除了顯示各店家之地址、電話和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外，也有連結導航之功能；（4）折價查詢：

以手機掃描電子標籤上的 QR code 取得各商品之優惠資訊及折扣金額；（5）領取鮮食：以手機掃描電子

標籤上的 QR code 領取預訂之鮮食，亦有取消領取之選項；（6）自助結帳：自行使用掃描槍掃描商品條

碼，點選「行動錢包」以 NFC 功能完成付款；（7）食品微波：店員會為顧客微波鮮食，此時顧客可以

先行找空位入座等候餐點；（8）店內用餐：店員將餐點送至顧客面前，開始享用餐點；（9）離開商店：

顧客享用完餐點後即可離開商店，店員將負責收拾桌面，維護環境整潔。新設計概念原型以影片方式呈

現，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Ts1hL6YfM。 

 

 
1. 阿明今天留在公司

加班，到了晚餐時

間。 

 
2. 阿明點開 APP，尋

找附近店家。 

 
3. 發現有即期品在特

價，因此預訂了一番

涼麵。 

 
4. 預訂後，阿明前往便

利商店取貨。 

 
5. 阿明用手機掃描電

子標籤上的 QR 

code，完成取貨。 

 
6. 接著走到自助結帳

櫃台，使用行動錢包

完成付款。 

 
7. 自行走至休憩區入

座後開始享用晚餐。 

 
8. 阿明離開後，將由店

員負責收拾桌面，維

護環境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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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服務設計概念原型之情境 

「原有服務設計」和「新服務設計」流程之差異如圖 3、圖 4 所示，主要將原有在便利商店選購鮮

食之流程改為入店前先於 APP 上選購預訂及到店領取，此設計為避免消費者到商店內發現售完或缺貨情

形，導致消費體驗品質下降；並以行動支付自助結帳方式取代原有服務，除了加速結帳效率，亦減輕店

員之工作量。

圖 3. 原有服務設計流程 

圖 4. 新服務設計流程 

4-3 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參考文獻探討中的各項構面擬出問項，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發放，問卷調查時間為 2018

年 5 月 2 日（週三），共回收 24 位有效樣本。其中男性受測者 7 位（29.2 %）和女性受測者 17 位（70.8 

%），而年齡分佈主要集中在 20 至 29 歲佔 79.2 %（19 位），學歷以碩/博士族群最為廣大佔 50 %（12

位），職業方面則是以學生族群最多佔 50 %（12 位）。 

問卷中共有 14 位（58.3%）表示在消費時不會特定選擇便利商店品牌，以方便為主；15 位（62.5%）

表示沒有下載任一便利商店的 APP，認為自己不需要或沒有必要下載，有下載的受測者多是為了集點活

動；多數受測者一周在便利商店購買鮮食的頻率為 1 至 2 次，若有購買鮮食大多是外帶；到便利商店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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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鮮食及用餐時，曾經遇過不佳的消費經驗，例如：想吃的鮮食缺貨、等待微波的時間較長、休憩區座

位不夠…等。 

經由問項內容可以發現，受測者依然將「便利性」及「商品價格」作為首選，新服務設計概念主要

增加了消費者的再購意願，亦願意向他人推薦。為檢視新服務設計概念原型之顧客忠誠度的「行為忠誠

（M=5.00）」和「態度忠誠（M=4.66）」之評估結果，本研究將描述統計整理如表 1。在本研究中，相

關性檢定後的結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相關性為 0.714，顯著性 p 值=0.02<0.05，成對樣本有顯著相關。

原服務設計和新服務設計的顧客忠誠度平均值皆為 4.83。經 T 檢定發現，t=0.00、自由度 9、顯著性（單

尾）0.5，表示新服務設計並無提升顧客忠誠度。 

表 1. 原/新服務設計針對顧客忠誠度之描述性統計表 

構

面
問項

原服務設計 新服務設計

M Sd. M Sd. 

行

為

忠

誠

1. 我會優先選擇在該便利商店消費。 5.49 1.34 4.67 1.72 

2. 我願意購買/利用該便利商店新推出的產品/服務。 5.10 1.24 5.45 1.29 

3. 當該便利商店推出新的商品時，我願意再次前往消費。 5.26 1.22 5.42 1.38 

4. 當該便利商店推出新的服務時，我願意再次前往消費。 5.36 1.21 5.71 .89 

5. 當我在購物時，幾乎不會考慮轉換到其他便利商店消費。 4.49 1.61 3.71 1.46 

小計 5.14 5.00 

態

度

忠

誠

6. 我會告訴其他人，該便利商店的服務與產品很好。 4.87 1.38 5.21 1.29 

7. 我會向親朋好友推薦在該便利商店消費。 4.67 1.47 5.25 1.39 

8. 如果有機會，我會向一般消費大眾推薦在該便利商店消費。 4.61 1.45 5.13 1.45 

9. 我相信到該便利商店消費是物超所值的。 4.32 1.58 4.38 1.38 

10. 就算該便利商店的消費價格比其他便利商店貴，我也願意再次

前往消費。

4.09 1.74 3.33 1.60 

小計 4.51 4.66 

總計 4.83 .47 4.83 .79 

表 2. 原/新服務設計針對顧客忠誠度之成對樣本相關 

N Correlation Sig. 

原服務設計 - 新服務設計 10 .714 .020 

表 3. 原/新服務設計針對顧客忠誠度之成對樣本檢定 

Paired Differences 
t df 

Sig. 

(2-tailed) M S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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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Lower Upper    

原服務設計 - 新服務設計 .00 .56 -.40 .40 .00 9 1.00 

 
問卷的最後階段請受測者以文字的方式詳答針對新服務設計概念原型的「滿意之處、優勢」、「不

滿意之處、弱勢」及「改善建議」，受測者皆認為此服務是方便、有效率的，亦對於即期品優惠的概念

相當認同，但也有受測者反應 APP 操作有些繁瑣，自助結帳的方式不僅成為年長者購買的門檻，也少了

便利商店原有的人情味，另外共有 17 位（70.8 %）受測者目前習慣使用現金付款，因此在推廣自助結帳

方面仍有阻礙。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此次共創工作坊界定出關鍵缺口後，設計了新服務設計流程；在問卷中也初步了解消費

者對於新服務設計概念的想法。便利商店對於消費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便利性，多是因為當下有需求而

選擇在此消費，很少會因為熱忠某商店品牌而選擇距離較遠的商店，此研究針對便利商店新服務設計概

念原型看來，結果可呼應學者李銘章、陳繼銘（2013）所述，便利商店目前並無商店品牌忠誠的存在。 

然而在新服務設計概念原型中，APP 的操作介面上仍需簡化，除了自助結帳服務外，結帳櫃台應保

留部分人力，協助長者及尚未使用行動支付之民眾。對便利商店而言，滿足顧客需求、讓顧客滿意是現

今的重要課題，業者皆期望提升其品牌之顧客忠誠度。本研究未來將會進行改善，期待後續結果對於日

後便利商店與服務設計等相關研究有所幫助，並提供更多業者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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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泡水機設計與開發

蔡登傳*+   蕭伃廷** 

*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研究生

+通訊作者: yuting20170213@gmail.com 

摘  要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將氣泡水取代市售的有糖汽水飲用，除了相較起來對人體較健康之外，氣

泡水也逐漸隨手可得，甚至逐漸有越來越多消費者購買氣泡水機。只需將二氧化碳打入開水中即可成為

汽泡水，氣泡水對於人體健康有幫助的效果，然而現有市場上的氣泡水機以手部按壓打氣方式居多，在

操作上需將手抬高施力按壓，使手臂容易疲勞；水瓶需旋轉多圈方式裝上，造成手部呈現扭轉狀態；市

售氣瓶容量較小，對於常飲用的人需經常將氣瓶回收補充。因此，本研究之設計在於氣泡水機氣瓶可兩

用式，並改變現有之按壓方式，讓使用者在操作上更加容易。

    本研究透過一系列設計過程:先期研究、設計開發、測試驗證、3D 建模、使用行測試，確保本設

計符合所訂定的設計目標及產品規範。此產品具有以下四項特色：（1）氣泡水機氣瓶座設計: 提供更大

的容量空間。（2）氣瓶外接式設計: 可外接大型氣瓶，減少更換氣瓶次數。 （3）拉霸下壓式設計: 使

用者無需將手臂抬起至氣泡水機上頭按壓，即可輕鬆打氣。 （4）水瓶旋轉卡扣式設計: 僅旋轉四分之一

圈即可栓緊，更加輕鬆便利。

關鍵詞：氣泡水機、氣瓶、人因設計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因氣泡水對於人體有健康的影響，近年來有糖汽水已逐漸被氣泡水取代，甚至將水取而代之，以成

為人們每天喝的飲品。然而氣泡水製作容易，因此許多家庭、公司及餐飲業者也開始購買氣泡水機自行

製作氣泡水。氣泡水雖製作容易，但在操作上應加入人因設計，讓使用者使用更加舒適容易。

1-2 研究目的即重要性

健康飲食已成為人們重視的事情，而氣泡水可帶給人的身體有良好的影響，因此購買氣泡水機的

人口也增加，但普遍的氣泡水機按壓扭位於機器上方，使用者需將手抬高至機器上方施力，造成手臂容

易疲勞；而氣瓶容量小，替換率高，造成使用者必須花時間回收並補充二氧化碳。因此，改善氣泡水機

操作方式，以便更容易方便使用。本研究產品具有以下四大特色：（1）氣泡水機氣瓶座設計: 提供更大

的容量空間。（2）氣瓶外接式設計: 可外接大型氣瓶，減少更換氣瓶次數。 （3）拉霸下壓式設計: 使

用者無需將手臂抬起至氣泡水機上頭按壓，即可輕鬆打氣。 （4）水瓶旋轉卡扣式設計: 僅旋轉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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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即可栓緊，更加輕鬆便利。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系統化的程序進行產品開發設計，包括：（1）設計研究：先期研究、產品現況分析及

人因工程學。（2）產品設計：概念設計、機構設計、人因設計及外觀設計。 （3）測試驗證：3D 建模，

測試及驗證，以確保本設計符合所訂定的設計目標及產品規範。 

三、研究結果 

3-1 氣泡水對人體的影響 

根據 BBC 報導，飲用氣泡水不但能增加飽足感避免過量飲食，可使在控制體重的人減少飢餓感，對

消化相當有幫助，並改善便秘症狀(Claudia Hammond，2015)。成年人一日至少需補充 2000-3000c.c.水來

維持身體正常機能(行政院衛生署，2011)。然而許多人經常以飲料代替水來補充人體水分(台灣營養網，

2018)。而飲用氣泡水除了幫助體重管理、消除疲勞、幫助消化解緩便秘、加快新陳代謝及清涼消暑外，

也是一項較健康補充水分的方法。 

3-2 氣泡水機按壓手部動作 

手指的屈肌肌腱通過腕關節的腕道，手腕與前臂成一直線(人因工程，2015)，為手部最自然的狀態。

而氣泡水機按壓方式為重複性動作。若操作上動作不正確，除了引發健鞘炎之外，還會導致腕道症候群。 

3-3 水瓶扭轉動作 

當手腕彎曲時，尤其在手部掌屈與/尺篇的狀態下，彎曲的肌腱隆擠在腕道裡。持續如此動作，會導

致手腕處的健鞘炎(人因工程，2015)。因此產品設計應需減少手腕彎曲動作或扭轉圈數減少。 

3-4 現有產品調查 

市面以按壓式氣泡水機居多(圖 1 )，使用者必須將手提高至氣泡水機上方按壓及水瓶旋轉多圈栓

緊，導致手臂容易疲勞，且以下產品之氣瓶空間只容納 425g，經常讓使用者需更換氣瓶。 

 
圖 1. 按壓式氣泡水機 

3-2 設計目標 

（1）改變現有產品並設計一款氣泡水機擺放氣瓶位置體積增加，可更換容量較大的二氧化碳氣瓶。 

431



（2）氣泡水機設計可外接大型氣瓶方式，使氣泡水機打氣次數增加，並減少替換氣瓶數量。

（3）此產品打氣使用拉霸下壓式，讓使用者在操作時手腕及前臂呈現直線狀態。

（4）氣泡水機水瓶固定位置，使用旋轉卡扣方式，讓水瓶僅旋轉四分之一圈即可栓緊。

3-3 設計結果

依據前述的設計目標對此產品進行設計與開發。其中包括創意設計，人體工程學設計，機械設計，

外觀設計，模型製作和測試。 

3-3.1 最終模型之 3D 建模

使用 3D 軟體進行模型建置呈現設計結果。如圖 2 所示。

圖 2. 3D 繪製模型圖 

3-3.2 人體工程學和功能測試

利用 3D 列印機列印模型零件組裝後(圖 3、圖 4 )，進行功能測試，並驗證功能是否可行，並在設計

過程中考慮人體工程學的人體測量數據(圖 5、圖 6、圖 7 、圖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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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模型成品圖 圖 4. 模型成品圖後視 

 圖 5. 轉開氣瓶座  圖 6. 安裝氣瓶

 圖 7. 將水瓶旋轉鎖上   圖 8. 開始打氣

3-4 產品特點

此項設計具有多項特點，如下所示：

（1） 氣瓶安裝位置體積增加：使氣泡水機可更換容量較大的氣瓶（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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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可更換容量較大的氣瓶 

（2） 設計可外接氣瓶 : 氣瓶安裝位置後方洞口設計，可將金屬管鎖上氣泡水機氣閥連接至外接大

型氣瓶上，增加打氣次數，減少更換氣瓶數量（圖 10）。 

 

圖 10. 外接大型氣瓶操作程序 

（3） 拉霸下壓式設計(圖 11) : 讓使用者在操作時手腕及前臂呈現直線狀態（圖 12）。 

      

                   圖 11. 拉霸設計                  圖 10. 拉霸下壓時手腕與前臂呈現直線狀態 

（4） 水瓶旋轉卡扣式設計: 市售氣泡水機產品固定水瓶以旋轉多圈栓緊方式居多。此項新設計只

需旋轉四分之一圈，即可將水瓶栓緊。而當水瓶開口扣入氣泡水機時，無需對準扣孔，開口處凸

點即可旋轉入滑槽內，並且扣上（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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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卡扣旋轉鎖上示意圖  

四、結論和建議

本研究希望對於使用者在使用氣泡水機的過程中，除了在操作上加入人因設計外，在連接氣瓶的部

分設計兩用式，以便使用者更加方便使用。此設計產品具有以下特點：

（1） 氣泡水機氣瓶安裝空間體積增加，以便可更換容量大的二氧化碳氣瓶。

（2） 可外接大型氣瓶，增加打氣次數，減少更換氣瓶數量。

（3） 拉霸下壓式打氣，讓使用者在操作時手腕及前臂呈現直線自然狀態。

（4） 水瓶旋轉卡扣式設計，水瓶旋轉四分之一圈即可栓緊。水瓶開口無需對準扣孔，即可滑入槽

內扣上。

本研究所設計的氣泡水機可以讓使用者在操作上更直覺性，並無需經常替換氣瓶，節省購買氣瓶及

運送時間，使其更加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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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對於視覺障礙長期使用智慧型觸控行動裝置者進行使用無障礙性調查，依 VoiceOver 輔助

技術為主。此研究經過視障者在於操作使用者介面進行問卷調查來試驗所提出的假設。問題主要根據本

研究所提出之假設，過去學習經驗、記憶、功能效用、文字易讀性、使用性、互動經驗、無障礙等，給

予五點評量進行回覆。這項研究對於視障者操作智慧型裝置 VoiceOver 的使用和學習，進行無障礙調

查。根據研究結果，對於過去經驗（E）、記憶（M）、效用（U）、易讀性（L），並不直接影響視障

者對於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性和互動經驗。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使用性（UA）、互動性（I）顯著獨立影

響，視障者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無障礙性（A）。 

關鍵詞：視覺障礙者、行動裝置、無障礙 

一、前言 

通訊技術快速發展，智慧行動裝置的普及化。智慧行動裝置是視障者在日常生活中 常攜帶的裝置

（Morris & Mueller, 2016）。智慧手機在視障者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儘管無障礙相關的問

題依然存在（Ye et al., 2014）。輔助科技技術為使特殊使用者能與一般使用者獲取相同資訊量而進行設

計。對於視覺障礙者來說，許多輔助技術的關鍵功能是提供對訊息的讀取（Hakobyan et al., 2013）。視

障者皆依據裝置內的輔助技術，依靠語音與特殊手勢使用智慧型裝置。輔助科技帶來行動裝置的便利

性，將訊息快速轉換成語音給使用者。行動裝置的普及化，對於特殊使用者沒有特殊標籤，提高觸控行

動裝置的友善性。 

視障者與視力正常者在使用智慧行動裝置時，導致學習的方式不同。Nelson（1980）提出的“十分

鐘法則”是一個評價系統是否易學的標準，初學使用者應該要能夠在十分鐘之內學會使用系統，若是達

不到這項標準則這個系統是失敗的。設計人員對於使用者介面的概念模型與使用者的心智模型是否一

致，直接地影響學習使用的難易度。個體與環境、他人和科技產品互動時，個體對本身以及互動目標形

成內在的心智模型（Norman, 1983）。 

此研究將紀錄視障者使用觸控行動裝置，VoiceOver 輔助功能開啟執行任務，觀察紀錄使用過程。

以過去經驗（Experience）、記憶（Memory）、效用（Utility）、易讀性（Legibility）視障者操作觸控

行動裝置使用者介面的使用性（Usability）和互動性（Interaction），進而評估此輔助科技的無障礙性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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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工作 

2-1視障者與觸控螢幕 

觸控螢幕已經成為人機介面裝置的主要選擇，替代傳統的螢幕、按鈕和鍵盤相關設備。觸控螢幕減

少了多按鈕的成本與觸覺回饋，相對使用者皆依靠視覺使用。現今視障者使用智慧手機，主要依賴輔助

科技中的螢幕閱讀器和語音控制來操作。事實上，智慧裝置創造出多種類的互動體驗，讓使用者需學習

使用複雜的介面與多種功能。過去研究結果指出，運作手勢的介面比傳統按鈕介面更有效率（Dim & 

Ren, 2014）。視障使用者觸摸互動介面時，依然面臨些許問題。觸控螢幕手機的使用者根本不知道是

否有任何按鈕，或者當前使用者介面上的按鈕位置（Krajnc & Traar, 2011）。視障者皆依靠語音提示，

來讀取裝置上的任何項目。語音技術可以成為理解內容的“推動者”和使用者表達適中的“音調”，並以適

當的語氣生成正確的訊息（Neerincx et al., 2009）。長期使用觸控使用者介面的視障使用者，使用螢幕

閱讀器的語音速度高於一般使用者（Theofanos & Redish, 2003 ; Lee & Hong, 2014）。 

2-2對於輔助科技使用的教學 

針對視覺障礙使用者使用觸控螢幕行動裝置，並未給予教學方式與準則。依據過去研究過程，受測

者使用多種學習策略來學習新的移動裝置（Kane et al.,2009）。Frey 和 Romero（2011） 所提出的

BrailleTouch 是用於移動裝置的應用程式。他們將鍵盤的分格外框形狀製作成具備觸覺紋路於裝置觸控

螢幕背後，使得視障者能進行對於此項程式的訓練與了解。Mahajan 和 Nagendra（2014）提出一種將有

幫助的研究方法來處理對於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因目前很少有研究將視覺障礙學生的訊息技術教學相

關知識傳授給學生，多數教師更多採用“嘗試錯誤法（Trial and error）”而不是標準的培訓模式，他們不

自覺地考慮視障學生的學習方式和認知過程，同時向他們傳授資訊科技的知識和技巧。 

2-3心智模型的建構 

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是人類認知的架構，使用者中心設計的基礎。心智模型是使用者操作產

品時產生的無形思路，是會持續不停修正的。心智模型是抽象的，不能直接進行評估。Norman

（2001）提出使用者心智模型可能包含兩種來源，即以前使用過的相類似產品的經驗和在使用新產品時

形成的知識經驗，並強調使用發生的錯誤通常來自錯誤的心理模型。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的心智模型少

了觸覺感官，因此相對增加其重要性。Rouse 和 Morris（1986）認為應用程式特定的心理模型是必要

的。在建構新的心智模型時，模擬心智模型有兩種類型。第一種，訓練使用者使用系統並模擬心理模

型。第二種，使用者在沒有適當訓練的情況下暴露於復雜系統並模擬心理模型（Zha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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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視覺障礙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介面設計不是遵循機械上明確定義所要求的任務，但是使用者介面設計也是思想、直覺和經

驗能力的複雜結合（Wood，1997）。即便有大量關於使用者介面設計的研究，對於特殊需求的使用者

介面，只有少數研究者特別關注。視障者使用智慧手機，主要使用兩大螢幕閱讀軟體，分別為 iPhone上

的 VoiceOver 和 Android 系統的 TalkBack。這些對於視障者操作使用者介面進行開發的螢幕閱讀軟體，

提高了智慧型裝置的無障礙性（Brady et al., 2013）。視障使用者與一般使用者使用上所使用的不同感

官，對於使用者介面的認知與理解也不同。視障使用者記住感興趣的項目順序是有負擔的。這些行動裝

置通常沒有物理按鈕，但是虛擬鍵盤的寫入速度低於使用物理鍵盤的寫入速度（Façanha et al., 2014）。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根據相關文獻，本研究主要針對視覺障礙者使用 VoiceOver 的使用態度調查。將依據提出假設模

型，目標發展一個用來評估視覺障礙使用者對於輔助科技無障礙的接受評量工具。探討過去經驗

（E）、記憶（M）、效用（U）、易讀（L）對於使用性（UA）和互動性（I）的影響。進而探討使用

性（UA）和互動性（I）對於使用者無障礙（A）的影響。以文獻探討各相關變數，本研究發展出此假

設模型，圖 1。

圖 1. 視障者對於輔助科技無障礙假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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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假設

H1a： E正向影響 UA 

H1b： E正向影響 I 

H2a： M正向影響 UA 

H2b： M正向影響 I 

H3a： U正向影響 UA 

H3b： U正向影響 I 

H4a： L正向影響 UA 

H4b： L正向影響 I 

H5a： UA正向影響 A 

H5b： I正向影響 A 

3-3受訪對象

本實驗召集 40 名受訪者，這些受訪者的男女性別人數比例約各半。受訪者全為視障者，而這些視

障者幾乎只見光影年齡方面平均為 23.8歲。受訪者主要為 VoiceOver 輔助功能長期使用過者。 

3-4問卷設計與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問卷收集 iPhone 內建技術 VoiceOver 的使用者，針對過去經驗、記憶、效用、易讀、使用

性、互動性以及無障礙進行使用調查。此問卷採用李克特（Likert）的五點尺度量表，依據不同的同意

程度進行評分，分別是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 

本研究對象為使用過智慧型手機 VoiceOver 的視覺障礙使用者，採隨機抽樣。經由詢問其接受調查

意願，獲得同意後進行詢問與發放。將先針對樣本基本資料進行敘述性統計，主要為樣本的性別、年

齡、使用經驗進行分析，以了解受測者的分佈情況。主要運用的研究分析有：敘述性統計、因素分析、

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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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基本資料分析

受訪視覺障礙智慧型手機使用者的基本資料分析，如表 1。這些受訪者的男女性別人數比例近各

半，其百分比為男性和 47.5%、女性 52.5%。年齡方面，主要分佈於 16-25歲族群，達到 62.5%。其次分

佈於 15以下和 26-35歲的兩個族群，分別為 12.5%、10%。主要只針對使用過 VoiceOver的使用者。目

前使用的系統方面，目前使用 VoiceOver 者，佔此次問卷高達 82.5% ; 目前使用 TalkBack 者，為

17.5%。 

表 1. 基本資料分析 

項目 測量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9 47.5 

女 21 52.5 

年齡 15以下 5 12.5 

16-25 25 62.5 

26-35 4 10 

36-45 3 7.5 

46-55 2 5 

56以上 1 2.5 

目前使用 VoiceOver 33 82.5 

TalkBack 7 17.5 

4-2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透過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如表 2。本研究在此處 KMO 取樣適當性量數係數為 0.521，KMO 值<0.5 表

示可以接受的。Bartlett’s 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自由度 21，p<0.001），顯著性（p）0.000，其值小於

0.05 表示具有顯著。依 KMO 和 Bartlett’s 球形檢定結果，此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根據表 3 總變異

量，總和欄為特徵值。此資料共抽取三個因素。特徵值大於 1者共三個，為抽出的共同因素數目。由於

特徵值是由大到小排列，所以第一個共同因素的解釋變異量通常是 大者。三個共同因素的累積解釋變

異量為 70.255%。 

此研究分析結果Alpha係數為.615，標準化的信度係數為.642。信度分析結果，信度係數在6.0至7.0

之間表示於可以接受使用的範圍。而本研究經由題目縮減後，共有 7個題目數來衡量視障者對於輔助科

技的無障礙調查。由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給予 1 至 5 分的分數評量。此平均分數越高，表示因

素對於使用上的同意程度越高。根據表 4 得知，效用（U）、互動性（I）和記憶（M）的同意程度為前

三，而對於文字輸入的易讀性（L）和使用上的無障礙（A）為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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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KMO與 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521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68.280 

自由度 21 

顯著性 .000 

表 3. 解說總變異量 

成份

初始特徵值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和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 累積% 

1 2.394 34.200 34.200 2.154 30.768 30.768 

2 1.562 22.312 56.513 1.597 22.821 53.589 

3 .962 13.742 70.255 1.167 16.665 70.255 

4 .868 12.400 82.655 

5 .658 9.396 92.051 

6 .349 4.981 97.032 

7 .208 2.968 100.000 

表 4. 項目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離差 個數

Experience 4.10 1.057 40 

Memory 4.25 1.006 40 

Utility 4.68 .764 40 

Legibility 3.98 1.464 40 

Usability 4.22 .800 40 

Interaction 4.65 .622 40 

Accessibility 3.98 .891 40 

4-3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路徑分析進行所提出之假說的驗證，變項間因果關係影響路徑共有十條。分別為過去經驗

（E）、記憶（M）、效用（U）、易讀性（L）對使用性（UA）的影響共四條，和過去經驗（E）、記

憶（M）、效用（U）、易讀性（L）對互動性（I）的影響共四條，此八條路徑為間接影響無障礙

（A）。使用性和互動性直接影響無障礙，此兩條為直接效果。此研究路徑圖，將要進行三個複迴歸分

析：1) 校標變項為使用性（UA），預測變項為過去經驗（E）、記憶（M）、效用（U）、易讀性

（L）。2) 校標變項為互動性（I），預測變項為過去經驗（E）、記憶（M）、效用（U）、易讀性

（L）。3) 校標變項為無障礙（A），預測變項為使用性（UA）、互動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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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路徑圖依序進行三次迴歸分析，有兩次未達顯著，一次達顯著。根據路徑分析結果所示，過去

經驗（E）、記憶（M）、效用（U）、易讀性（L）對使用性（UA）並無顯著影響，因此所提出之假

設 H1a、H2a、H3a、H4a 不成立。過去經驗（E）、記憶（M）、效用（U）、易讀性（L）對互動性

（I）並無顯著影響，因此所提出的假設 H1b、H2b、H3b、H4b 不成立。使用性（UA）、互動經驗

（IE）對於無障礙（A）有顯著影響，並且是正向影響關係，提出之 H5a、H5b 假設是成立的，上述結

果如表 5。路徑分析結果圖，如圖 2。

表 5，研究假設結果 

假設 路徑係數 P值 結果

H1a： E→UA .212 .182 不成立

H1b： E→I .216 .203 不成立

H2a： M→UA .225 .252 不成立

H2b： M→I -.018 .930 不成立

H3a： U→UA -.211 .276 不成立

H3b： U→I .102 .618 不成立

H4a： L→UA .262 .103 不成立

H4b： L→I .190 .262 不成立

H5a： UA→A .470 .000*** 成立

H5b： I→A .531 .000*** 成立

*表 P＜0.05 **表 P＜0.01 ***表 P＜0.005

圖 2，研究假設模型路徑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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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視覺障礙使用者對於輔助科技 VoiceOver 無障礙的假設模型，實證得知過去經驗

（E）、記憶（M）、效用（U）、易讀性（L）、使用性（UA）與互動性（I）對於無障礙的影響。針

對間接影響使用性和互動經驗，所提出的四個因素過去經驗（E）、記憶（M）、效用（U）、易讀性

（L），結果表明無顯著影響。根據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性（UA）與互動性（I）對於無障礙

（A）有顯著正向影響。依據研究結果，我們得知視障者對於面對新的智慧型科技產品，是依據當下去
使用和學習它的。 

視覺障礙者與視力正常使用者使用的習慣不同，多數無法直接連接過去經驗和記憶。效用和易讀性

也不像我們視力正常者所想得不滿意，因為已能達成他們 基本獲取資訊和無標籤的需求。使用性和互

動性才是 直接影響視障者對於使用智慧行動裝置的無障礙因素。特別值得一提，視障使用者對於智慧

行動裝置的無障礙性，互動的愉悅感高於使用性的要求。因此，對於視障者的輔助科技開發，互動經驗

呈現高度影響他們使用的選擇。但是，也從調查中發現視障者對於使用的順暢度，依然抱持著還可以更

好的態度。 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未來的研究可以持續提升視障者使用智慧型裝置的無障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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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科技與醫療的發達以及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對養兒防老的價值觀改變，使得出生率和死亡

率逐年下降。導致全球老化現象正快速蔓延中，老年潮（Age Wave）的出現主因是人類壽命持續地增長，

而這波老年潮的出現，將會帶給現今社會不少改變與衝擊。在這個趨勢的來臨許多公司開始研發高齡這產

品，然而在技術中的創新與研發是各產業所追求的目標，各企業對專利的研發與佈局更是首要目標。本研

究是統整全球各工業大國的專利系統並分析與高齡者行動資訊有關的所有專利，以製作專利地圖並做專

利分析，研究中所使用專利系統為美國專利局網站(USPTO)。本研究中專利資料使用許多圖表來解說，使

用的圖表包含歷年專利件數分析、國家別分析、公司別分析、生命週期分析、國際分類號分析…等各種圖

表，研究成果依專利技術圖表來分析產業現況趨勢，整理出目前高齡者行動資訊與助聽器上之瓶頸，並提

供解決改善方向。 

關鍵詞：專利地圖、高齡者、行動資訊產品、助聽器、美國專利局網站(USPTO)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時間的演進，科技的發達、醫藥衛生的進步，讓各種疾病能獲得更有效的控制，社會經濟型態

的改變，對養兒防老的價值觀改變，使得出生率和死亡率逐年下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關於老年人口的資料顯示出，公元 1990 年先進國

家仰賴人口比率平均約 19%，預估公元 2030 年將近乎倍數激增至 37%。趙基宏(2003)指出全球老化現象

正快速蔓延中，老年潮（Age Wave）的出現主因是人類壽命持續地增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偏高的

出生率。蔡函岑(2010)，在工業革命期間，在先進國家中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比是 1：40，到了公元 1990 

年將變成 1：10；未來幾十年，即有很大的可能將會變成 1：4。而這波老年潮的出現，將會帶給現今社

會不少改變與衝擊。 

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年齡在 65 歲以上的人稱為老人，當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比率 7%時即

為「高齡化」社會，根據聯合國報告指出，公元 2000 年全球老年人口（指 60 歲或以上者）有 6 億人，

比公元 1950 年時增加兩倍，預測到公元 2050 年，將有 20 億的老年人存活，50 年增幅兩倍。以全球

人口結構來看，老年人口以每年 2.6％速率增加，遠比整體人口每年 1.1％的增長率高。預計到公元 2050 

年，老年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比率將達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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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建會的人口推計資料顯示，以台灣未來高齡人口趨勢來看，無論是日本、台灣或是美國，在

老年人口的比率都是持續上升，經建會預估，2020 年前就會超越 WTO 所制定的 14%，成為高齡化社會，

而在 2025 年將會突破 20%，成為超高零社會到 2060 年，老年人口更將逼近三成，再再顯示高齡化趨勢

已經是必然的。行政院經濟建設人口推計(如圖 1) 

圖 1. 台灣未來高齡人口趨勢預估 

李傳房(2006)指出在高齡化的社會，高齡者日益增多，除了降低生產力外嚴重了影響經濟面問題以及

社會福利、扶養、醫療等社會安全的制度，此外隨著高齡化的產生往往帶來的生理上的老化，然而從產

品面向來看，高齡者生活產品、發展中必定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IEK 產業情報網從產業型態來看，許

多大型公司企業都開始在專利上布局，在業界時常都能聽到許多公司採到某幾家公司的專利而被判賠了

上千萬甚至上億等事件陳出不窮。

專利分析是指將各種與專利相關的資料以統計的方法加以整理成各種可以做分析、解讀的圖表訊息，

可由圖表得知專利發展趨勢方向，再進一步的去探討分析各種技術發展的可能性，也能避免在同一領域

中重複浪費資金與資源，也可藉由專利分析了解不同公司間的技術競爭策略，以找尋可能的技術來源與

合資對象或銷售對象。因此，企業再投入一項新的技術或產品研發之前，如果能先行掌握現行技術產品

領域的專利地圖，除了可以避免闖入他人禁區之外，也可了解哪些領域是專利地雷區，同時也能找到某

方面才是切入研發的利基點。現今處於高科技產業發達的時代，在各大企業中針對專利權申請的部門也

已經相對普遍，由此可見現今的專利重要性比起過去更是大幅的提升。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統整了美國的專利系統並分析與高齡者有關的專利，並以行動資訊類別進行分類，以製

作專利地圖並做專利分析，研究中所使用專利系統為美國專利局網站(USPTO)。本研究中專利資料使用

許多圖表來解說，使用的圖表包含歷年專利件數分析、國家別分析、公司別分析、生命週期分析、國際

分類號分析…等各種圖表，研究成果依專利技術圖表來分析產業現況趨勢，整理出目前高齡者在行動資

訊類別的瓶頸以及定位，並提供解決改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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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s (USPTO) 美國專利局在 1802 年成立，屬於最早實施專利

制度的國家。目前的 USPTO 名稱是源於 1975 年，美國國會批准後將美國專利局更名為美國專利商標局，

並且納入原本沒有的商標業務，辦公室是位於 Virginia 的 Alexandria 城內的 Carlyle。 

最近幾年來，美國專利商標局(http://patft.uspto.gov/)的經費逐年上升。依參眾兩院通過的 Continuing 

Resolution 政策，美國專利商標局於 2007 年的預算總額達到 17．7 億美元，2008 年布希總統宣佈美國專

利商標局總預算為 19．16 億美元。這些增加的預算資金將會用於聘僱更多審查員、更新專利申請系統、

提高專案之品質保證、提高審查員考核認證資格和再認證的標準以及促進美國專利商標局縮短審查週期

並提升整體辦公品質，由此可見美國近年來對於智財權的重視。

   USPTO 主要工作包括一切與美國有關聯的智慧財產申請相關事務，並且要向總統和商務部長提

出國家的整體政策布局與建議，好增強國家的經濟與實力。身為美國商務部 14 個下屬局之一的美國專利

商標局屬於非商務實體，USPTO 局長是經參議院批准後，再由總統任命，並且需兼任商務部內主管智財

權事務的副部長。主要機構設置：

1. 專利局

2. 商標局：負責商標註冊及相關事務，所屬部門包括：

3. 總法律顧問部

4. 國際部(外事主管部)

5. 財務與行政管理部

6. 資訊部

7. 專利公共諮詢委員會和商標公共諮詢委員

2-2 專利地圖

所謂的專利地圖，主要透過專利檢索技巧，檢索出與研究主題相關之專利資料，並以統計分析之方

法，加以縝密剖析整理製成各種可分析、解讀、以圖表格式呈現之加值化專利資訊，讓使用者可以如同

閱讀地圖般，用簡單與清晰的圖表即可獲取包含在其內的豐富專利資訊內涵，其主要功能包含：(1)發現

技術發展上的盲點(2)整理專利權相關資訊 (3)掌握技術動向 (4)了解相關發展企業間之差異 (5)發現其

他企業之研發策略 (6)用於技術研究部門之品質管理 (7)掌握市場之動向 (8)新進人員職業訓練之教材。 

近年來，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觀念已普遍於一般人的腦袋中，其中一個簡單的比喻就是，知識經濟時

代的企業戰爭其實就是智慧財產權的戰爭。唯有能夠充份掌握專利及其訊息者，才能了解某個市場或是

產業。專利地圖製作與運用端視使用者之需求而有所不同，基本上，專利地圖的分析至少包含兩大部分，

一為提供一般使用者宏觀趨勢的瞭解，將複雜的專利訊息以簡單的圖示顯示出，另一為揭露相關專利技

術之內涵與專利所保護範圍，並提供研發者瞭解該專利技術的密度，甚至能提供迴避設計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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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專利檢索 

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UPO）報告，專利記載、說明

了 90%~95%的研發成果，其它文獻(如期刊論文)則記錄了 5%~10%的研發成果。近年來，專利權高漲及

專利訴訟案糾紛不斷，進而演變為專利議題成為產業經營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也是商業競爭中決定勝

負的關鍵。然而，產品技術發展的今日，投入新投術開發最大的風險，莫過於智慧財產權容易被設下各

式專利權。因此，在這高齡者的時代來臨，對於未來電動代步車技術發展的同時，是否涉及他人智慧財

產權？若有，應如何解決？對於未來產品量產，是否有技術競爭力上的影響？因技術而帶來的成本支出

是否也影響量產？都會是重要探討的議題。一般而言，進行主題檢索包含了以下七大步驟： 

(1)瞭解問題、(2)蒐集主要相關專利、(3)瞭解目標、(4)進行分區組合檢索、(5)相關判斷、(6)比對項

目、(7)確認檢索結果，決定是否繼續檢索。以上七大步驟可視為專利主題檢索並以全面性、普遍適用之

執行規劃，在實際的檢索過程中，仍會碰到許多出乎意料或突如其來的狀況。此時，檢索者便需要運用

某些檢索技巧來化解這些困境，提高檢索的效率。由於專利申請多半是申請人委託專利事務所代辦，其

專利說明書亦多由專利事務所之工程師撰寫，說明書內所使用之字詞不一定屬該項技術經常性用語，又

為考量專利範圍介意，通常習慣使用上位用語或自創名稱，以避免在專利範圍解讀受到限縮，故在進行

專利之檢索上要達到百分之百的檢索，實在有所困難，所以百分之百的專利檢索不是經常可以做到的。 

2-4 通訊/遠端醫療照護系統 

胡名霞(2004); 陳意尹(2010); 江文鉅(2011)分別對於高齡者使用行動輔助科技進行相關研究，而中華

民國行動輔具協會，根據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指出，65 歲以上高齡者有超過

33％的意外與跌倒的人發生在家中。為了讓高齡者能安全的在家中生活，因此出現了緊急情況的通報產

品，稱為 Personal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PERS)，也被稱為 Medical Alert 、 Medical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s，所有的系統在運作本質上是一樣的：當緊急情況發生，高齡者只需按下警報按鈕，而

無需使用較緩慢的電話來溝通。此系統應用可以十分廣泛，除了智慧家居系統，還可以在監控系統、醫

院智能系統、旅館智能系統、智慧建築等系統中廣泛使用。游柏聖(2009)在外型上，此類產品多呈現簡約

的操作介面，按鈕與使用方式單一且明確，以符合高齡者的使用習慣，少數較複雜的則設有防呆機制，

例如按壓時間與誤按的判斷等等。 

2-5 助聽器 

助聽器是一種幫助聽力損失個案來改善聽力問題的電子儀器，目前的助聽器多以電池為動力 1 的來

源。它可以聲音放大，以方便聽力損失的個案比較容易聽到聲音，但是無法將使用者的聽力恢復到正常。

簡單說起來，就是一個聲音的擴大器。想像一下運動場上體育老師手中拿的擴音器，有一個麥克風，一

個將聲音放大的主機，以及一個大喇叭。將這三個零件組合在一起，再將其縮小到可以放在耳朵，就是

一個助聽器了，如圖 2 所示。而助聽器的原理是由麥克風收集環境的聲音且將聲音轉換成電子訊號，擴

大器將電子訊號放大後，再由接受器將放大的電子訊號轉換回聲音，進而傳送到使用者的耳朵內。隨著

科技的進步，大部分聽力損失個案的聽力問題都可以藉由配戴助聽器來改善。且助聽器也逐漸從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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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比型轉換為程式控制、數位型…等類型，藉由科技的進步造福更多的聽障患者。 

 

圖 2. 助聽器結構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高齡者行動資訊為主題進行專利地圖之繪製，希望能自現今高齡者行動資  訊產品中發現

尚未開發完整的部分以及具有發展潛力價值得技術與機會。本研究進行的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 3. 研究流程步驟圖 

3-2 檢索策略與專利摘要表製作 

本研究利用美國私人設置的專利搜尋網站 FPO(見圖 4)來進行專利搜尋的動作，原因為該網站的搜

尋結果會將輸入之關鍵字以顏色框起，因此有利於確認該篇專利是否為與搜尋之專利。另外本研究之蒐

尋策略為由大範圍至小範圍慢慢收斂，一開始的大範圍為 Elderly Mobile Information、Elderly 

Communication、Elderly Device…等涵蓋範圍產品較大的關鍵字，而後發現範圍太大實在難以搜尋完整，

故本研究同步搜尋現有「行動資訊產品」的類別，並於搜尋關鍵字前加入 Elderly 來搜尋現有高齡者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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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產品，最後收斂產品數量較多的三種類別之高齡者行動資訊產品-助聽器、遠端醫療照護、通訊類

產品。(圖 5 為搜尋策略過程圖)並蒐集上述類別專利來製作專利摘要表(見圖 6)以利後續之研究步驟之進

行。

圖 4. 專利搜尋網站 

圖 5. 專利搜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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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專利摘要表 

四、案例專利分析 

4-1 助聽器功效分佈分析 

本研究經過以上的關鍵字收尋後可得 1 萬多筆有關於助聽器相關專利，再經濃縮範圍與收尋關鍵字

精簡後可得 1124 筆更直接與助聽器相關專利，然而執行地毯式過濾選出 42 筆重大關鍵技術，並可透過

表 1 發現 45 筆專利資料中，以提升助聽器音質與音量的相關技術為最多 22 筆，該技術零件泛即語音處

理器、濾波器、振盪器、增訊器……等，來克服環境所帶來的不必要雜訊，幫助接收者提高辨識語音的

含意，而提升助聽器易用性次之，該需求層面多屬於電池外殼的變更以提升高齡者更換電池的便利性，

除電池外殼外尚包含充電器、環境偵測晶片、聲波偵測晶片、住聽器外殼變更…..等，本研究將上述技術

功效加以整理如表 1 所示。 

而圖 7 可以清楚看出 30 項助聽器的關鍵技術中，以改善音質音量需求的零件遠超過其他、在電池系

統 11 筆資料中有 7 筆專利是用來改善易用性的使用，而其他許多技術需求都是單一的零件技術突破，尤

其在於降低成本方面在這 30 項科技技術中只出現過過一次，並且是針對助聽器製程改善來進行，而非技

術零件上的突破，因此成本轉嫁到使用者身上的機率也隨之上升，若從可替代性零件或創新零件上著手，

將是開創未來市場的藍海以造福大眾。 

4-2 通訊/遠端醫療照護系統功效分佈分析 

有關高齡者之通訊與遠端相關專利資訊經由關鍵字收尋後可得三千多筆專利資料，進一部篩選摘要

後選出 32 筆關鍵技術。根據下圖 8 可以得知 32 件專利資料中有 19 件與緊急通報或緊急救護有關，意味

著高齡者通訊產品相當程度重視緊急通報與救護。由於此類產品的產品領域較廣，大致上可分為三大類

(1)手機(2)緊急通報器(3)遠端通訊系統，其中以緊急通報與遠端通訊佔較多數。在手機類別的 9 份專利文

件中，關於通話技術與按鍵大小設計的技術部分全部都有囊括，由此可得知在高齡者手機領域，按鍵設

計與通話技術是專利申請的關鍵項目。此外，在手機與緊急通報兩個類別中，含有 GPS 技術的專利占了

總數的 6 成，可推測此技術被列為重點研發項目的原因是由於高齡者走失與緊急救護狀況發生時，對於

GPS 技術的高度需求，正如國際失智症協會於 2012 年的統計，65 歲以上高齡者的平均失智人口比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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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升高，目前達到 5%的人口比。除了對於按鍵與介面的大小與易使性的申請之外，有個位數的專利文件

是聚焦於新科技於操作層面的應用，例如手機類別的專利文件中的其中一份是關於按鍵顯示螢幕的技術，

這讓使用者能夠透過按鍵上所顯示的螢幕畫面來確認或是簡化操作行為的思考，這對於高齡者是很有幫

助的方式之一。

表 1. 助聽器技術功效分佈圖 

圖 7. 助聽器技術功效分佈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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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通訊/遠端醫療照護系統功效技術分佈 

4-3 魚骨圖分析 

根據統計出的技術功能表各項目的資料整理，製作出了以下魚骨圖(如圖 9) 藉此魚骨圖可以得知，

由手機、緊急通報與遠端系統所組成的”通訊/遠端”部分，是由三個層面來解構:型、色與功能，而其目的

不外乎都是為了 Usability 和 Visibility 所進行的改善，例如具有科技手段的按鍵螢幕與具備新穎性的色彩

辨識技術等等。較豐富的目標則是呈現在功能的層面，除了有對於高齡使用者持有與配戴的部分，也有

為數不少的項目是針對使用者的安全需求，例如占了大比例的 GPS 技術與緊急按鍵，以及少數有感測使

用者所處環境的感測系統，另外功能層面也有對於通訊技術的項目申請，像是預錄音技術與通話技術的

改良，都是為使用者的主動使用與被動使用規劃的技術項目。 

在助聽器方面，可從魚骨圖分析出藍海市場，如在色彩方面的相關專利，或許高齡者與聽障者排斥

過於鮮豔的色彩，但此心理因素可藉由設計的手法消除，而非從過去一直至今不斷往藏匿、膚色……等

設計方向來競爭市場，反其道而行的創新或許在這個飽和的市場，使殺出紅海開創藍還的一條活路。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專利檢所，製作專利地圖，了解高齡者在行動資訊部份的產品功效之市場價值，並且在

既有的專利設計上進行分析，即可迅速於解析出問題點，以及找出最佳的解決辦法，目前高齡者人口結

構不斷地呈現倒金字塔型，市場技術的需求不斷的擴大，而科技技術的突破速度卻緩慢成長，使至供需

平衡上出現的嚴重的失調，就以本研究整理的資訊可得知，在高齡者助聽器方面有許多專利件數是在改

善音量與音質的增益，與其他技術層面的專利件數呈現嚴重的斷差，然而行動通訊產品類也呈現相同的

情況，這方面是我們未來更需要努力的地方，當然高齡者需要關懷的層面不僅僅只限於本研究從專利案

件所分析的構面，尚有許多等待工業設計師加以發掘的生心需求，因此本研究最終的目的是從核心的 74

件發掘出所謂的藍海市場，跳脫目前落於紅海市場的無意義競爭。對於本研究所建立的專利地圖有利於

改善有 2 項優點：(1)利用專利地圖，快速的找到關鍵專利和基礎專利。(2)使用專利資料庫迅速的找尋到

目標專利和相關文件並且加以解析，並且依據解析的資料進行問題的公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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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高齡者行動資訊產品與助聽器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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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里山觀點於聚落發展之研究

—以望安花宅酸瓜飲食文化為例 

許淳祺*+ 游元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碩士生  **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摘  要

望安花宅為國家第一個重要聚落，是早年漢人遷徙來台的中途站。經現場調查發現，因缺乏工作機會、

人口外移，已造成傳統文化逐漸失傳。近年來雖有觀光產業的推廣，但是缺乏吸引力與文化識別度的旅遊

體驗，觀光旅遊活動反成為消耗當地資源的潛在殺手。2010 年聯合國提出「里山倡議」，逐漸被應用於

聚落發展，其理念主要從地方資源價值的角度，以此形成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提供整合傳統和現代設

計方案的機會。其中，飲食活動是聚落文化重要的發展基礎之一，根植於當地居民的味覺記憶，具有高度

的文化識別度，與當地生活緊密相連。望安花宅擁有著極具特色的傳統酸瓜飲食文化，富含生活型態與活

用在地資源的傳統智慧，若能透過新的技術與設計觀念的導入，有機會發展成為具有高度文化識別度的生

活體驗方案。本研究由此作為探討方向，基於里山倡議觀點，進行扎根理論分析聚落飲食文化的發展與應

用模式，提出有助於活化聚落的設計應用方案。本研究結果發現，應用里山觀點模式衍伸的價值：1)投入

在地資源管理並扶持聚落發展的可能性；2)應用傳統智慧形塑現代花宅生活模式的機會；3)里山模式可成

為發展聚落可持續觀光產業的基礎。整體而言，本研究提出的飲食文化的發展與創新模式，將構建串連當

地各別系統與資源的永續機制循環，提供創新規劃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里山模式、聚落發展、飲食文化、文化觀光

一、前言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永續發展」概念，主要意涵為「在不危及未來世代滿足

與自身需求下，能夠符合目前需要的發展模式」。「永續」可視為一種概念、方法、生活方式，並適應

聚落發展選擇，將聚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特徵納入考量整合的策略，可以說是地方發展關鍵 (詹火生、

黃源協、陳小紅、薛承泰、古允文，2014)。2010 年日本政府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提出「里山倡議」，

從聚落永續發展的方向，說明從地方資源價值的角度，整合傳統和現代設計思考的方式，以形成新型態

的協同經營體系。近年日本面對偏鄉地區發展困境，更從里山倡議的應用，重新思考地方金流機制，重

新構建在地資源的運用模式，減少導入外來資源支出，以扶持聚落經濟正向發展。(藻谷浩介、NHK 廣島

採訪小組，2016) 

望安鄉中社村(日治時期稱為花宅)為國家第一個重要聚落，本研究經現場調查發現，因缺乏工作機

會、人口外移，已造成傳統文化逐漸失傳。近年來雖有觀光產業的推廣，但是缺乏吸引力與文化識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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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遊體驗，觀光旅遊活動反成為消耗當地資源的潛在殺手。目前的發展不僅不適合花宅聚落活化的需

求，甚至是消耗著在地生態與文化資源，陷入惡性循環的狀況。如何扭轉地方社會、環境、經濟型態以

形成正向發展，是花宅聚落活化必須面對的問題。 

從里山倡議觀點而言，可從在地豐富的生活文化資源著手，發展可持續性的經營方案。其中，飲食

文化是聚落文化重要的發展基礎之一，根植於當地居民的味覺記憶，具有高度的文化識別度，與當地生

活緊密相連。望安花宅聚落擁有極具特色的傳統酸瓜飲食文化，富含生活型態與活用食材的智慧(圖 1)。

食物戀(2005) 一書即提到：「在燒山炎火般的海島夏季，酸甘香脆的酸瓜仔是開胃的夏日好菜，對於交

通不便的離島，耐儲存的酸瓜仔更是度冬之寶。」當地居民日常飲食生活中，留傳著將酸瓜作為料理提

味的烹調習慣(圖 1-a)：男人出海捕魚、女人於菜宅種菜，是過去聚落中常見的獲取在地食材的生活。海

鮮與酸瓜的結合，體現聚落的生活文化特色，也是典型的里山里海生活型態(圖 1-b)。從里山倡議所提的

發展願景，是否可能將在地飲食與文化特色轉化，形成可持續性發展的應用方案？藉由擷取聚落傳統⽣

活智慧，發展適合未來花宅聚落的飲食⽣活特⾊料理，可否成為扶持聚落經濟的創新方案︖ 

 
圖 1  體現在地生活與活用食材智慧的酸瓜飲食文化：(a) 在地特色飲食—酸瓜魚湯料理；(b) 花宅聚落生活樣貌    
(資料來源：花宅耆老曾文明提供，本研究拍攝整理) 

 

二、文獻探討 

2-1  里山定義與應用模式 

里山 (Satoyama) 一詞源自於日本，指的是環繞在村落 (里-Sato) 週圍的山、林和草原 (山-yama)，

也就是位於高山 (Okuyama) 和平原 (Satochi) 之間，包含社區、森林、農業的混合地景 (landscape)。2010

年於日本名古屋舉辦之聯合國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中，通過了「里山倡議」宣言，從聚落

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意指人類與自然間多年的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生活環境、棲息地和土地利

用的動態景觀)的角度，思考對於聚落經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重要性。希望將此景觀範圍內的自然資源、

生態系統的循環利用，對當地傳統文化價值與社會經濟貢獻，達到經濟、社會和生態永續性的目標 (UNU-
IAS,2010)。 

里山倡議的概念架構為「願景—方法—行動三摺法（three-fold approach）」(圖 2)，方法有三︰確保

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關鍵行動面向

有五：在承載量與環境回復能力的限度內使用資源、循環使用自然資源、認識在地傳統與文化的價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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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透過各方參與和夥伴管理自然資源、對在地的社會經濟做出貢獻 (李光中、王鑫，2015)。從日

本環境省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整理的 16 份個案研究報告中(表 1)，可了解到其概念架構的發展依據，

與各執行應用面向的關鍵。整體來說，「里山倡議」是以社會與科學的角度，探討社會中人類生活與自

然環境間的關係。透過「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管理，建立一個供應、調節與支持的系統，進而利

於生活與當地居民福利 (UNU-IAS,2010)。本研究將依據上述三個發展方法與五個行動面向探討花宅聚落

飲食文化發展的應用方案。

圖 2 里山倡議架構圖—三摺法 
(資料來源：UNU-IAS(2010)，趙榮台 (2012) 翻譯繪製 ) 

表 1 日本環境省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案例研究與里山行動面向整理分析表 

個案 地點

行動一：

取用資源時，

不超出環境的承載

力與恢復力

行動二：

循環利用自然

資源

行動三：

體認地方傳統

文化的價值與重要

性

行動四：

開放各種利益

關係人參與，促進

彼此合作

行動五：

對當地社會經

濟有所貢獻

一

藉由傳統土地使用法，

永續使用並管理自然資

源

亞洲—菲律賓伊福

高省
✔ ✔

二
種植多種作物並採用堆

肥技術，支持永續農業

亞洲—柬埔寨磅湛

省
✔ ✔

三
後花園，永續而多層次

的土地使用法

亞洲—印度克拉拉

省維亞納德區
✔ ✔

四
以永續農業、畜牧業與

林業，維護自然地景

歐洲—德國巴伐利

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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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地點

行動一：

取用資源時，

不超出環境的承載

力與恢復力

行動二：

循環利用自然

資源

行動三：

體認地方傳統

文化的價值與重要

性

行動四：

開放各種利益

關係人參與，促進

彼此合作

行動五：

對當地社會經

濟有所貢獻

五 農漁民合力管理集水區 非洲—馬拉威北部 ✔ ✔ ✔

六
大規模稻田發展永續農

業並維護生物多樣性

北美—美國路易斯

安那州
✔ ✔

七
以社區為本的永續森林

管理

北美—墨西哥瓦哈

卡州
✔ ✔

八
「馬鈴薯公園」的自然

資源管理

南美—秘魯庫斯科

地區
✔ ✔

九

採取拼貼式土地利用

法，永續使用並管理自

然資源

南美—阿根廷密遜

尼斯省
✔ ✔

十
對自然友善的大規模農

業，維護生物多樣性

大洋洲—澳洲昆士

蘭州
✔ ✔

十

一

秉持傳統風俗，永續使

用並管理自然資源

大洋洲—索羅門群

島西省
✔ ✔

十

二

遵照牧畑制，生產牛肉

與馬肉

亞洲—日本島根縣

隱岐地區西之島町
✔ ✔ ✔

十

三

對環境友善的農業，保

護了野生朱䴉

亞洲—日本新瀉縣

佐渡市
✔ ✔

十

四

重新引進野生白鸛，並

推廣農業

亞洲—日本兵庫縣

豐岡市
✔ ✔

十

五

藉由特殊地景與地方傳

統，來復興農村

亞洲—日本石川縣

輪島市
✔ ✔

十

六

藉由恢復森林健康，影

響海洋流域

亞洲—日本岩手縣

一關市室根町、宮

城縣氣仙沼市

✔ ✔

(資料來源：UNU-IAS(2010)，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譯(2017)) 

2-2  飲食文化作為聚落發展的關鍵脈絡

飲食文化的概念由「食物」和「文化」兩個詞組成。「食物」指生長、生產、銷售、準備和食用的

具體產品，也是圍繞著社會生活的基本要素。「文化」是建立在個人知識、社會、藝術與道德知識之間

的一個特定群體的總合。飲食文化被視為個人在集體環境中的食物傳統和烹飪習慣，包括了身份、道德、

政治、經濟、市場、語言等多種維度。更具體地說，它涉及食物的知識，而這些知識被放在與身份認同、

傳統和團體聯繫相關的社會結構框架內，包含政治、社會倫理、經濟轉變特徵 (Bergflodt S. , Amilien V. , 

Skuland S.E. , 2012)。賴守成(2008)也提到食物是作為文化與社會互動的基本要素，負載著當地人的文化

傳統與味覺記憶，而食物系統藉由共同認知與實踐的特性，統合不同條件的人群。因此飲食文化是社會

中重要的認同標誌，連結族群彼此間的差異性，是負載這些象徵的有力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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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文化學中提到「文化累積」一詞，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形式。係指一種文化通過發明、發現

或採借，新的文化元素或特質加入到原有文化中，結果使該文化的文化元素或特質日益增長和豐富(陳國

強，2002)。飲食活動作為一個生活上的基礎系統，在面對社會環境變化下，不斷累積所形成的文化，可

說是社會價值的載體，同時也敘述著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 (Barth F. , 1969)。因此，一個聚落飲食文化的

失傳，也透露著當地社會所面臨的危機與轉變。

近年來隨著文化全球化的浪潮，現代人透過消費展現自由的文化再造能力與生活風格，使得文化的

意義不再只是固定的文本，成為創造生成新的社會脈絡與社會關係的動態過程，進而刺激新的生產與消

費循環 (李天鐸，2011)。聚落的飲食文化發展與再造，可成為創造社會價值的重要動力，促使聚落發展

上產生新的機會，將生活基本要素的食材，透過設計的導入而形成在地的文化產業，扶持地方發展。

2-3  推動聚落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旅遊

我國交通部觀光局對於發展觀光策略政策為「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涵，配套建設發

展多元化觀光」。依據澎湖縣政府旅遊部統計，106 年度澎湖觀光人潮已高達百萬。進一步推動國際觀

光，建立具競爭力的觀光產業，亦是年度施政重點(澎湖縣政府旅遊處，2018)。然而，旅遊可成為地方重

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可以對地方上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產生積極的附加價值，但若不經過妥

善的規劃與管理即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世界旅遊組織(UNWTO)將可持續性旅遊定義為「充分考慮當前與未來經濟、社會、環境影響，並滿

足遊客、產業、環境和社區需求的旅遊型態。」，地方的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是旅遊重要資源，形成可

持續性旅遊的特點如下：增進社區的福祉、保護地方自然與文化資源、了解提供產品的特質與遊客滿意

度、採取適當的監督管理辦法(UNEP & UNWTO, n.d., p.9)。2004 年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中，一致認

同旅遊業對地方的生態發展的關係至關重要，並制定管理經營指南(CBD & UNEP, 2007)。總體而言，一

個地方的自然環境景觀與文化傳統是促使當地旅遊的基礎，可持續發展旅遊主要來自如何維持地方上環

境、經濟、社會文化三者的平衡。正面臨存續危機的花宅聚落，深受大量觀光人潮的影響，如何制定合

適的管理經營模式是涉及聚落發展存續的關鍵。

三、花宅聚落飲食文化的發展與調查分析

3-1  質性分析方法

本研究參考里山倡議的概念架構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表 2)，於 2017 年 12 月份訪談花宅聚落生活的居

民共計 2 位受訪者，將訪談內容由扎根理論進行整合分析，探究居民對於聚落飲食文化延續發展的想法

與觀點。經由開放性譯碼、主軸譯碼過程，基於里山倡議的執行方法與行動方針，進行選擇性譯碼，最

終希望建立以里山倡議觀點發展的花宅飲食文化經營模式。

表 2  半結構式訪談內容架構 

里山倡議概念架構 訪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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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地酸瓜飲食生活文化調查。
2. 聚落觀光發展中的在地飲食應用現況調查。 
3. 適用於聚落發展現況中，飲食文化的應用策

略，以形成在地經營管理合作模式。
4. 酸瓜飲食文化的推廣應用，該如何藉由在地

環境資源優勢，形成資源永續利用價值。
5. 飲食文化如何應用創造多樣化概念，並提升

聚落經營文化識別度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 

3-2  花宅聚落飲食文化發展模式的分析結果

訪談內容經開放性譯碼、主軸譯碼過程共分析出 53 個概念，依據里山倡議概念架構的五個執行面

向：在承載量與環境回復能力的限度內使用資源、循環使用自然資源、認識在地傳統與文化的價值和重

要、透過各方參與和夥伴管理自然資源、對在地的社會經濟做出貢獻，進行選擇性譯碼的範疇收斂。本

研究將各範疇中的次範疇分析整理(圖 3)，歸納出里山倡議概念下花宅飲食文化的運作條件與執行方針。 

圖 3  以里山倡議觀點探討花宅聚落飲食文化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整合傳統
知識和現
代科技 

謀求新型
態的協同
經營體系 

確保多樣化
的生態系統
服務和價值

461



  

 
從上述分析結果可見花宅聚落當前發展所面臨到的危機與轉變，以及應用里山倡議概念的機會。本

研究依此提出以下幾點探討，並補充說明發展內容： 

(1)  投入在地資源管理並扶持聚落發展的可能性 

花宅聚落在面臨人口外移、經濟發展困境的背景下，適逢澎湖南島旅遊觀光的發展機會。然而，觀

光帶來的卻不是當地經濟的正向成長，除大量消費需求所帶來的當地資源消耗外，地方設施亦不敷現有

觀光使用。在地商家更受限於旅遊模式面臨的經營困境，成為加速消耗地方文化資源的潛在因子，例如

過度消耗島內仙人掌、風茹草等野生資源，或仰賴船運外地食材資源等。從里山倡議觀點的角度來看，

花宅聚落未來發展儼然面臨在地資源經營管理應用的迫切性，如何活用現有文化資源特色，將其轉化並

開拓成可持續性的應用模式極為重要。 

(2)  應用傳統智慧形塑現代花宅生活模式的機會 

從花宅發展里山模式分析中，早年艱困環境的自耕自足、濱海的漁撈生活，所衍生出的傳統生活智

慧，是維繫著早期花宅的生活基礎。時至今日，因人口外移與觀光發展，造就消費與消耗式的現代生活

型態，造成花宅存續危機。花宅經營管理計畫召集人胡文淵老師提到「花宅的生活建築是停留在 100 年

前，其生活智慧是停滯在 60 年前，是導致無人回來發展的關鍵，如此生活文化是不會再延續下去的」。

倘若聚落生活型態是形成生活文化智慧發展的基礎，塑造更適用於今日花宅聚落的生活型態即相當關鍵。 

從里山倡議觀點而言，地方的發展方式，可藉由重新審視地方傳統文化中的生活智慧，謀求新型態

的經營體系。花宅的傳統飲食文化富含著過去生活型態的智慧，可作為現代花宅生活發展的參考依據。

將居民所生產的食材，轉換成有需求價值的方案，或許是衍伸為觀光行程中生活體驗的部分，也可能是

島內自產自銷的特產經營。透過活用在地生產資源的經營管理，塑造在地特色的經營活化，其發展的經

濟價值更可創造在地回流的生活機會。 

(3)  里山模式可成為聚落發展可持續觀光產業的基礎 

當前的澎湖觀光型態大量消耗海洋資源，從里山觀點來看，欠缺永續效益與未來發展性。而在資源

要被節制、海洋的環境要被保護的前提下，來澎湖觀光的遊客可從事的活動為何？可從在地文化著手，

發揮在地特色資源，而不是僅依賴海洋資源。 

花宅聚落正擁有豐富的文化景觀與地方特色，是成為旅遊觀光的豐富基礎。近年政府亦持續推動古

厝修繕與活化發展計畫，提供了聚落發展轉型的契機。未來在古厝經營，可思考現階段觀光破壞的現況，

活用在地環境的資源生產型態，有助於發展特色觀光的機會，成為文獻探討中可持續發展旅遊型態的基

礎。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綜觀花宅目前發展現況，缺乏在地連結的發展模式，是消耗聚落文化與在地資源的主因，亦造成居

民生活與在地經濟發展困境。如圖 4，觀光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完全掌控在外地旅行社，不僅沒有回饋到

當地，更造成居民生活困擾(圖 4-a)。而在地攤商與餐廳業者為配合觀光的經濟行為，地方生產無法支持

其需求的狀況，不僅過度消耗仙人掌、風茹草、文石等在地天然資源(圖 4-b)，更仰賴外地供應食材(圖 4-

462



c)。文獻中提及發展可持續性旅遊在於維持地方上環境、經濟、社會文化三者的平衡，聚落飲食文化發展

里山模式應用的分析結果更清楚描繪出，考量可持續性觀光發展並串聯地方生產資源模式，形塑在地生

活新型態的機會，是設計導入規劃的契機所在。本研究依據花宅聚落現況，針對設計導入聚落活化發展

模式進行下列探討：

(1) 導入在地食材規劃應用

生活於花宅的居民，不仰賴過多的外在資源，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每戶人家皆有自家的菜田耕種，

聚落周遭也擁有野菜等天然資源，提供料理與販售的經濟價值。瀕海的環境優勢，居民時常前往海邊圍

網捕魚、採集海菜、石蚵等活用海洋資源。透過有限度的資源控管與規劃，與當地農民、漁民合作，使

用在地特色食材發展新型態的觀光飲食(圖 5-a)。提供在地居民經濟收入來源，更期待促使青年返鄉經營，

增加當地廢棄菜宅、老屋的利用價值。

(2) 打造特色旅遊活動文化商區

目前花宅聚落的經濟發展主要以觀光為主，聚落內僅有有限的商業行為，計有花媽食堂餐飲店、站

長咖啡、以及販售冷飲紀念品等五家攤商。客源全仰賴觀光季的遊客。然而，深受跳島旅遊型態的影響，

遊客停留在花宅的時間甚至不到 15 分鐘。在客群不穩定的情況下，攤商僅以副業的心態經營，簡陋的擺

設，不僅成為突兀的街景，販售商品也缺乏吸引力。

透過與花宅攤商共同合作，運用設計專業規劃新型態飲食攤販(圖 5-b)。包含精緻飲食食器、醃漬酸

瓜商品、攤車桌椅與遮陽系統。改善攤商目前經營問題，攤販亦可成為美化街景的一隅，販售商品也是

推廣聚落文化的重要角色。期待來到花宅的遊客能停下腳步多留一會，與在地居民互動聊天，品味特色

料理，欣賞花宅的美麗風貌。由此帶動良好旅遊體驗，提升在地經濟的良性循環。

(3) 將島上急需剷除的銀合歡轉變為可持續發展資源

望安島早年引進種植銀合歡，擁有強韌的生殖能力，作為薪材、造紙、飼料的生活用資源。現今因

生活形態的改變，引進石化燃料，使得原初的高經濟價值植栽，演變成費盡心思、耗損經費，急欲剷除

而後快的侵入物種。在此背景下，如何將其轉換為有價值的材料，已成為當地的社會議題。因此，考量

在地資源運用所形成的低碳能源應用機會，在攤販設備建造應用上，即提供銀合歡很好的發揮舞台，可

發展生質能源系統、木製傢俱設施等方式(圖 5-c)。除了降低經營成本，更形成地方特色產業，創造額外

價值。

綜上所述，聚落透過飲食文化的推廣發展，可形成的創新規劃循環如圖 5。透過設計整合連結原先

聚落擁有的各別資源系統：漁撈生活、菜宅耕種、餐廳料理、攤商銷售，創造聚落活化與提升觀光體驗

的價值，帶動聚落金流循環，回饋當地，構建在地資源與生活緊密連結的永續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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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花宅聚落生活型態與觀光發展現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5  運用在地資源發覺傳統智慧擬定之永續機制循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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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感知差異 
陳文誌*+  

*長庚大學管理學院工業設計學系 

+通訊作者: wenzhi@mail.cgu.edu.tw 

 

摘  要 

學生與教師是教學系統中主要的利害關係人，且他們對於學習與課程的感知，會影響其學習的過程

與成效。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工業設計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感知，進而探討兩者之間的差

異，以及相關的影響。本研究根據前期質性研究的結果設計問卷，並進行量化資料的收集。共計有 407

位學生與 24 位教師參與調查，研究所得資料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1) 學生與教師對核心實務課程的感

知大致相同，多數有程度上的差異；2) 學生對於設計課程具有較高的理想性，且多關注於自己的設計成

是否被認同；3) 設計教師對於課程的執行與要求有較高的感知，希望學生可以符合各項的要求，達到課

程的教育目標；4) 學生與教師對於畢業後是否從事設計工作的看法有所差異。 

關鍵詞：設計教育、工業設計、核心課程、學習感知、教學感知 

 

一、前言 

學生與教師對於教育都有自己的感知 (perception)，良好的感知有助於獲得較佳的教學與學習過程，

並達到較好的學習成效 (Könings, Seidel, Brand-Gruwel, & van Merriënboer, 2014)。在一個學習的系統中，

學生與教師是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老師對於課程與環境的感受與認知，會影響其規劃與進

行教學的方式與內容；而學生對於課程的感知也會影響其學習的過程與成效 (Könings et al., 2014)。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大學工業設計的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感受與認知，嘗試進一步了解學生

與教師在核心課程中的學習與教學歷程，作為思考以及改善、提升教學與學習問題和成效的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學習的感知 

學習指的是發展技能與知識的一個過程 (Arsham, 2002)，而評量學習成效的方式大多以課程結束後

的測驗或考試為主要的方法作。但學習的過程非複雜，無法僅用單一的成績作為代表 (Centra & Gaubatz, 

2005)。使用單一的考試成績僅能狹隘地呈現學生是否達到課程目標的情形，但無法完整呈現學生的學習

成效。除了考試成績之外，可以用來呈現學生學習成效的指標還包含了學生對於學習的感知 

(perception)，像是對教學主題的興趣是否提高?思考的能力是否提升了?合作的能力與及對於自我的了解

是否提升等其他課程內容外的各種成就 (Koon & Murra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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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感知在學習與行為上有三種主要的作用，分別是判斷情勢、決定行動方向，以及產生結果的

動機 (Balkenius, 1995)。在學習方面，Marzano (1992) 認為學生擁有正向的態度與感知，是精練學習能

力的主要關鍵。學生與教師對於學習的各種感知，除了可以作為評估學習與教學的成效外，對於學生的

學習也有所影響。Könings et al. (2014) 的研究指出學生與教師對於教育的良好的感知，有助於讓教師與

學生擁有一個較佳的教學和學習過程，而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果。他們透過調查的方式收集學生與教對於

學習環境的感知與差異，結果發現學生與教師對於學習環境的各種感知不同，會對教學與學習有所影響。

因此建議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教學設計 (instruction design) 的過程，可以提升兩者之間對於教學和學習

感知的共通性，進而提升學習的成效。另外，Velada and Caetano (2007) 也曾研究學習的感知對於培訓的

中介效應，結果發現學生對於職業的滿意度，以及情感的反應和培訓時的學習感知有所關聯。

在感知的資料收集方面，由於感知是一種心理狀態，因此在研究中多以訪問與調查的方式收集相關

的資料，例如Könings et al. (2014) 在研究學生與教師對於學習環境的感知差異時，主要是以各種的量表

收集學生與教師的資料來進行分析。Centra and Gaubatz (2005) 研究大學課程中學生對於學習與教學成效

的感知問題，也是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收集。Velada and Caetano (2007) 研究培訓過程中學

習感知的中介效應，同樣也是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相關的資料。

2.2 工業設計核心課程的教學與感知 

設計的專業課程涵蓋許多不同的領域與類型，也牽涉到社會、環境及文化等議題，因此工業設計的

課程包羅萬象 (游萬來, 楊敏英, & 廖珮冷, 2007)。從課程的屬性來看，可以區分為理論知識、技術工具

與實務操作等不同的類別 (陳文誌 & 游萬來, 2001)，其中以實務性為主的核心課程是最重要的部分 

(Demirbas & Demirkan, 2007; Green & Bonollo, 2003)。 

學生與教師是學習系統中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Könings et al., 2014)，因此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在學習過

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工業設計的核心實務課程，主要是以工作室的教學型式為主 (Reimer & Douglas, 

2003; Schön, 1987)，在此類課程中，強調設計概念、構想的表達技巧與經由實際操作、評論與溝通來學

習設計專業中難以描述的專業知識。學生以實際的設計操作程序，解決實際或模擬的設計問題 (Attoe & 

Mugerauer, 1991; Brandt et al., 2013)，其中教師與學生的討論、評論與互動是非常重要的活動 (Attoe & 

Mugerauer, 1991; Uluoǧlu, 2000; Zehner et al., 2009)。 

設計知識的學習主要來自於工作室課程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與溝通 (Uluoǧlu, 2000)，而學生與教師

對於學習環境的感知則會影響其學習和教學的過程與成效 (Könings et al., 2014)。有關設計核心課程與工

作室教學的研究中發現工業設計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面臨許多的問題與困擾，這些問題包含學生個

人的背景與能力、課程活動、學校以及同儕與定人及教師的互動等，像是課業過多，時間不夠、學儕間

的競爭、材料的花費高、師生之間的溝通與互動，以及各種設計專業的學習問題等 (Chen & Tang, 2013; 游

萬來 et al., 2007; 楊敏英, 游萬來, & 陳斐娟, 2005)，都可能會造成學生的學習壓力。 

學生與教師除了對於設計作業與工作的感知可能不同外，對於設計的解決方案與評估方式，其感知

可能也有所差異 (de la Harpe & Peterson, 2006; de la Harpe et al., 2009; 陳淳迪, 黃佳音, & 翁註重, 

2012)。評估一個創意作品，最主要的問題是有太多複雜因素必須加以考量，尤其在設計教育領域究竟應

該評量設計的過程 (process)、個人 (Daalhuizen, Person, & Gattol)，還是應該聚焦在產品 (product) 本身?

工業設計的學習過程中，主要的活動包含許多的發表與討論，多數的設計學習評量也以此作為評估的項

目與內容 (Oh, Ishizaki, Gross, & Do, 2013)。雖然學生在課堂中的討論與評論 (critiquing)，是設計學習過

程中最主要的活動內容之一，但目前研究者對於設計教育中有關評論的了解仍然不夠深入 (O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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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從這些的研究結果來看，設計學習專案的評量仍有許多未臻完善的部分。尤其台灣的工業設計教

育，對於專案成果的評量，以乎存在著許多的黑箱，也容易造成老師與學生感知上的差異。 

在學習環境與資源方面，設計教育需要比其他學科的教育需要更多的基礎建設與資源，包含空間、

教職員、工作室與設備等，擁有充足且良好的基礎建設與資源，才能有效地達到良好的工作室教學 

(Zehner et al., 2009)。有關設計學習環境的研究方面，梁朝雲, 許育齡, 劉育東, and 李元榮 (2011) 曾研

究設計教育中可以促發想像的環境因素，他們針對視覺、產品、數位等不同設計領域，探討可以促發學

生想像的學習環境因素，以及在不同設計階段應該如何促發學生的想像。該初探性的研究，發現「群體

氣氛」與「社會組織與人際互動」兩個環境構面，對促發想像的影響最大。在設計過程中，各個設計階

段的環境因素強弱排序不同，也因此產生互異的促發作用。該研究並綜合所有資料，提出 4 個主要的環

境構面：物理環境、組織措施、團體氣氛，以及組織文化。Asem and Raed (2012) 曾調查了設計教育者

對於工作室學習環境的感知，結果發現物理環境會直接影響空間使用者的滿意度，其中燈光、噪音、炫

光、空氣品質、溫度、座位的舒適度與排列都是一個良好教學環境必須考慮的項目。同時良好的工作站 

(workstation) 設計對於設計的教學和學習過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環境的因素，是否會對學生

的學習感知產生影響，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2.3 小結 

學生與教師對於學習的感知會影響其學習與教學的過程與成效，工業設計的專業學習強調以「做中

學」的方式進行，學生必須經由實際的操作各種設計問題與程序，學習設計的知識與技術，並累積經驗，

其中主要的實務學習都在核心課程中進行。核心課程主要是以工作室的教學法進行，其中師生之間的各

種互動，像是討論與評論等過程是設計知識傳遞與學習的重要因素。因此師生之間對於學習的各種感知，

是否會影響設計專業學習學習的過程與成效，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本研究經由調查研究，瞭

解大學工業設計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感知，並探討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感知差異，以及相關的影響。

期望經由這些研究結果，可以更進一步地了解大學工業設計教育歷程與問題，以便提供有效的教/學策略

與資源，幫助教師的教學以及學生的學習，藉以提升專業設計的學習與教學過程、品質與成效，並作為

相關研究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 

為了瞭解及探討工業設計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感知，以及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感知差異，本研

究參考先前的質性研究 (陳文誌, 2017) 結果，設計問卷收集相關的資料，並進行分析。以下將逐一說明

研究的問題與流程，以及所欲使用的工具與資料收集方法等內容。 

3-1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及探討工業設計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認知，以及兩者之間的差異，

本階段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 

• 大學工業設計學生對於核心課程的學習感知為何? 

• 大學工業設計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教學感知為何? 

• 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教學和學習感知有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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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受測者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大學工業設計科系的學生與教師，根據教育部網站內所公布 102 學年度的

「大專校院科系別概況」資料 (教育部, 2014)，本研究篩選科系代碼為 230303 的工業 (產品) 設計學系，

日間部等級別為「B」的大學與技職的相關系所，共計找出 15 個校系作為本研究主要的調查對象。 

為了避免因為校系的差異，影響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認知的差異的比較結果，本階段的問卷調

查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分別挑選不同體系與屬性的學校，進行調查，並依循研究倫理的規範，在各校進

行受測者的甄選，所有受測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後，依同意書中的規範與方式進行問卷的填答，並給予

受測費用。此階段的問卷調查，共計收集了 431 位的資料，其中學生有 407 位，老師有 24 位，分別來自

不同類別的學校，表 1 為參與問卷調查之學生與教師的性別分布統計結果。 

表 1 參與問卷調查之學生與老師的性別統計表 

公私立 體系 學生 老師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公立 大學 41 85 126 5 1 6 
科大 46 67 113 5 0 5 

私立 大學 34 43 77 3 1 4 
科大* 37 53 90* 8 1 9 

合計 158 248 406 21 3 24 
* 1 位學生未填答性別資料。

參與調查的學生包含大學一到四年級的學生其中一年級學生佔 26.5%，二年級學生佔 25.3%，三年

級學生佔 19.9%，四年級學生佔 28.0%。參與調查的老師其職級包含講師 16.7%、助理教授 58.3%、副

教授 16.7%與教授 8.3%，教學年資的範圍為 2 年至 26 年，平均年資為 13.67 年 (SD=7.364)。 

3-4 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量化的資料。研究首先依據先前質性研究 (陳文誌, 2017) 的

結果，進行問卷的設計，主要的問題區分為 2 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認知問題，

主要的內容包含對於對於課程的印象、動機、目標、活動、資源、評量，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問題採

用 Likert 量表的設計方式，收集學生與教師對於這些問題的認知或態度。 

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法，依校系的屬性，選定特定的校系後，再於各校內甄選願意參與調查的學生

與教師進行調查。所有填答的資料首先輸入 Microsofr Excel 的試算表中，再以 Windows 版本的 SPSS 統

計軟体，進行資料的整理與錯誤更正後，再進行相關的統計與分析。

四、結果

4-1 課程印象

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的印象調查結果如表 2 所示，其中學生與教師對於課程的特色與感受部

份，都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在認知的部份，則有 3 個問題的分數達到顯著的差異，但基本上其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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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超過 4 分，顯示學生與教師都同意此觀點，只是程度上的不同。這三個問題分別是：A2.核心(實務)課

程是工業設計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課程；A4.核心(實務)課程適合小班 (組) 的教學方式；A11.核心(實務)

課程強調創造力與創新能力。。其中教師的平均分數高於學生的分數，顯示教師於心課程的重要性、小

班的教學方式，以及強調創造力與創新能力等項目的認同程度高於學生。

表 2 學生與教師對於工業設計核心課程印象的差異統計與檢定結果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認知 A1 核心(實務)課程的教學方法與一般課程不同。 4.00(0.697) 4.21(0.833) 4.01(0.705) 1.981 0.160 

A2 核心(實務)課程是工業設計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課程。 4.15(0.760) 4.54(0.721) 4.17(0.762) 6.045 0.014 * 

A3 核心(實務)課程主要是透過設計專案的演練及解決設計

問題的過程來學習設計。

4.22(0.691) 4.50(0.780) 4.23(0.699) 3.768 0.053 

A4 核心(實務)課程適合小班 (組) 的教學方式。 4.19(0.787) 4.67(0.482) 4.22(0.781) 8.520 0.004 ** 

感受 A5 核心 (實務) 課程的學習與個人的經驗與能力有關。 4.10(0.855) 4.25(0.676) 4.10(0.846) 0.748 0.388 

A6 核心(實務)課程會帶來很大的壓力。 3.69(1.0139 3.79(0.833) 3.69(1.003) 0.237 0.626 

A7 核心(實務)課程的作業負擔很大。 3.76(0.930) 3.88(0.850) 3.77(0.925) 0.332 0.565 

A8 學生在核心(實務)課程中需要進行全面性的思考。 4.48(0.582) 4.46(0.658) 4.48(0.586) 0.039 0.843 

特色 A9 核心(實務)課程要教導學生了解設計的本質。 4.29(0.677) 4.29(0.751) 4.29(0.680) 0.002 0.965 

A10 核心(實務)課程主要是依產品設計與開發的流程進行。 4.10(0.753) 4.13(0.741) 4.10(0.751) 0.023 0.880 

A11 核心(實務)課程強調創造力與創新能力。 4.17(0.775) 4.50(0.511) 4.19(0.766) 4.238 0.040 * 

A12 核心(實務)課程訓練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4.31(0.678) 4.33(0.565) 4.31(0.672) 0.039 0.843 

* p < .05, ** p < .01

4.2.2 學習動機 

表 3 為學生與教師對於專業核心課程學習動機的感知差異統計結果，依據表中的結果來看，教師與

學生的認知幾乎一致，並無顯著的差異，且多為正向的認同結果。其中兩者存在認知差異的項目是 A19.

核心(實務)課程有助於設計程序的學習，其中學生與教師的分數都超過分，表示兩者皆認同此項目，但

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以及 A21. 設計可以改變社會，其中學生的認同分數是 4.35 (SD = 0.753)，教師的認

同分數是 3.92 (SD = 0.765) 趨近於無意見，顯示學生認為設計可以改變社會的想法較為強烈，而教師則

不認為如此。

表 3 學生與教師對於工業設計核心課程學習動機的差異統計與檢定結果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內部 A13 核心(實務)課程的訓練可以提升個人的設計能力。 4.20(0.738) 4.42(0.504) 4.21(0.728) 2.055 0.152 

A14 學生的興趣會影響其學習設計的動機。 4.54(0.665) 4.71(0.464) 4.55(0.656) 1.549 0.214 

A15 成就感會影響設計學生的學習動機。 4.50(0.684) 4.58(0.504) 4.51(0.675) 0.305 0.581 

外部 A16 家人與朋友會影響設計學生的學習動機。 3.83(0.940) 3.71(0.624) 3.82(0.925) 0.389 0.533 

A17 先前的學習經驗會影響設計學生的學習動機。 4.15(0.772) 4.21(0.509) 4.16(0.759) 0.120 0.729 

A18 未來就業的考量會影響設計學生的學習動機。 4.07(0.782) 4.33(0.482) 4.08(0.771) 2.724 0.100 

目的 A19 核心(實務)課程有助於設計程序的學習。 4.14(0.720) 4.46(0.509) 4.15(0.713) 4.670 0.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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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 4.26(0.677) 4.33(0.482) 4.26(0.668) 0.283 0.595 

A21 設計可以改變社會。 4.34(0.769) 4.00(0.780) 4.32(0.773) 4.486 0.035 * 

* p < .05 

4.2.3 學習目標 

對於專業核心課程的感知方面，學生與教師的感知多數為接近，並無顯著的差異，統計結果如表 4

所示。學習目標方面，學生與教師對於 A22.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未來就業所需的能力的想

法有所差異，其中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3.98 (SD = 0.763) 與教師的平均得分 4.33 (SD = 0.565) 具有顯著的

差異，顯示學生認為核心實務課程所訓練的專業設計能力，對於滿足未來就業需求的能力並無足夠的助

益；但教師則認為這些訓練是對於學生未來就業具有很大的幫助。在學習各種設計能力的項目上，學生

與教師並無顯著的差異，其中平均分數較高的項目包括設計思考、資料蒐集與分析能力、評估與判斷設

計概念與提案的能力、表達能力與造型美學等能力。在專案類別方面，學生與教師的感知大致相同，其

中在 A41.課程應該要進行各種不同產品／產業的設計議題上，具有顯著的差異。但因兩者的平均分數均

大於 4 分，顯示此差異為程度上的問題，依結果可見教師更加認同核心課程的專案主題應該要多元化並

涵蓋不同的產業與議題。在要求方面，學生的教師的感知相似，其中在 A42.每個年級的課程目標與要求

應該不同的題目上，學生與教師也是在認同的程度上具有顯著的差異。在策略方面，學生與老師則對於

A48.老師的嚴格要求與規範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的觀點有不同的感知，學生對於此觀點並不認同，但教師

則認為嚴格的要求有助於設計專業的學習。

表 4 學生與教師對於工業設計核心課程學習目標感知的差異統計與檢定結果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目標 A22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未來就業所需的能力。 3.98(0.763) 4.33(0.565) 4.00(0.757) 4.971 0.026 * 

A23 核心(實務)課程有助於學生累積實務設計經驗。 4.18(0.665) 4.29(0.550) 4.18(0.659) 0.681 0.410 

A24 核心(實務)課程有助於開拓學生的個人視野。 4.01(0.797) 4.17(0.565) 4.02(0.786) 0.931 0.335 

A25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協助學生發展個人的設計風格。 3.91(0.946) 3.96(0.624) 3.91(0.931) 0.058 0.810 

A26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找尋及實現自己的設計理

念。

3.98(0.836) 3.96(0.550) 3.98(0.822) 0.020 0.888 

能力 A27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產品企畫與開發的相

關能力。

3.96(0.788) 4.08(0.654) 3.96(0.781) 0.606 0.437 

A28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市場與行銷的相關能

力。

3.45(1.008) 3.63(0.770) 3.46(0.996) 0.665 0.415 

A29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設計人文的相關能力。 3.74(0.827) 3.96(0.550) 3.75(0.815) 1.683 0.195 

A30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美學與造型的相關能

力。

4.02(0.796) 4.21(0.415) 4.03(0.780) 1.256 0.263 

A31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工學的相關能力。 3.71(0.936) 3.96(0.464) 3.72(0.917) 1.682 0.195 

A32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各種表達的能力。 4.16(0.749) 4.38(0.576) 4.17(0.741) 1.939 0.165 

A33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電腦輔助設計的相關

能力。

3.84(0.987) 4.04(0.550) 3.85(0.968) 0.991 0.320 

A34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人因工程的相關能力。 3.67(0.873) 4.00(0.511) 3.69(0.860) 3.339 0.068 

471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A35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培養工業設計師的人格特

質。

3.87(0.890) 3.92(0.654) 3.87(0.878) 0.060 0.806 

A36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資料收集與分析的能

力。

4.22(0.653) 4.25(0.442) 4.22(0.643) 0.060 0.806 

A37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設計思考的能力。 4.31(0.649) 4.46(0.588) 4.32(0.646) 1.230 0.268 

A38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評估與判斷設計概念

與提案的能力。

4.17(0.721) 4.42(0.584) 4.19(0.716) 2.596 0.108 

專案 A39 產學合作專案有助於設計的學習。 4.12(0.798) 4.21(0.721) 4.13(0.793) 0.274 0.601 

A40 實驗類型的主題有助於設計的學習。 4.05(0.771) 4.13(0.537) 4.05(0.760) 0.223 0.637 

A41 課程應該要進行各種不同產品／產業的設計。 4.39(0.660) 4.71(0.464) 4.41(0.655) 5.444 0.020 * 

要求 A42 每個年級的課程目標與要求應該不同。 4.34(0.753) 4.71(0.464) 4.37(0.744) 5.461 0.020 * 

A43 設計過程要做好時間管理。 4.67(0.530) 4.63(0.495) 4.67(0.528) 0.164 0.686 

A44 設計的品質很重要。 4.56(0.612) 4.58(0.584) 5.57(0.610) 0.023 0.881 

A45 設計作品要考慮設計道德因素。 4.44(0.709) 4.50(0.511) 4.44(0.700) 0.190 0.664 

策略 A46 實際操作對於設計學習很重要。 4.56(0.549) 4.67(0.482) 4.57(0.545) 0.841 0.359 

A47 老師的啟發與引導對於學生的學習很重要。 4.49(0.603) 4.54(0.588) 4.50(0.602) 0.150 0.699 

A48 老師的嚴格要求與規範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3.85(0.939) 4.29(0.464) 3.88(0.924) 5.121 0.024 * 

A49 老師對於專案進度的掌控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4.18(0.739) 4.33(0.482) 4.19(0.727) 0.946 0.331 

* p < .05

4.2.4 學習活動 

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程活動的感知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其中有幾個項目具有顯著的差異。在設

計作業、評量與溝通方面，學生與教師的感知一致，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對於成果的感知，教師與學

生卻有顯著的不同，學生認為競賽得獎與專利是對於設計成果的肯定，但教師在此兩個題目的得分則較

低，顯示教師在此項目上與學生的觀點是有所不同。在內部與外部的活動方面，學生與教師的感知則沒

有顯著的差異。

表 5 學生與教師對於工業設計核心課程學習活動感知的差異統計與檢定結果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作業 A50 設計研究有助於設計問題的了解與方向的選擇。 4.28(0.627) 4.43(0.507) 4.29(0.622) 1.410 0.236 

A51 概念發展是很重要的設計過程。 4.47(0.615) 4.71(0.464) 4.48(0.609) 3.620 0.058 

A52 概念與構想的數量對於設計的成果會有影響。 4.11(0.897) 4.25(0.794) 4.12(0.891) 0.552 0.458 

A53 良好的設計決策很重要。 4.45(0.601) 4.42(0.504) 4.45(0.596) 0.064 0.801 

A54 設計表達的品質會影響專案的成果。 4.42(0.646) 4.42(0.504) 4.42(0.639) 0.003 0.959 

A55 設計文件的整理是很重要的工作。 4.18(0.728) 4.13(0.537) 4.18(0.718) 0.144 0.705 

評量 A56 設計過程與成果的評量是很重要的課程活動。 4.24(0.721) 4.29(0.751) 4.24(0.721) 0.118 0.731 

溝通 A57 同學之間的討論對於設計專案的進行很有幫助。 4.37(0.672) 4.21(0.588) 4.37(0.668) 1.400 0.237 

A58 師生之間的溝通會影響設計的過程與成果。 4.45(0.625) 4.54(0.509) 4.45(0.619) 0.515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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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9 溝通與討論是很重要的課程活動。 4.58(0.564) 4.58(0.504) 4.58(0.561) 0.001 0.979 

成果 A60 競賽得獎對於設計的教學成果是一種肯定。 4.25(0.808) 3.75(0.737) 4.22(0.812) 8.732 0.003 ** 

A61 取得專利對於設計的教學成果是一種肯定。 4.19(0.841) 3.58(0.776) 4.15(0.848) 11.794 0.001 ** 

內部 A62 講授是最適合核心(實務)課程的教學方法。 3.16(1.020) 2.96(0.859) 3.15(1.012) 0.904 0.342 

A63 討論是設計課程中主要的活動。 4.23(0.720) 4.08(0.830) 4.22(0.727) 0.942 0.332 

A64 發表與評圖是核心(實務)課程中必要的活動。 4.24(0.678) 4.46(0.658) 4.25(0.678) 2.326 0.128 

A65 專題演講對於學生的學習很有幫助。 3.79(0.938) 3.75(0.608) 3.79(0.923) 0.049 0.842 

外部 A66 實地參訪對於設計的學習很有幫助。 4.28(0.740) 4.29(0.550) 4.28(0.730) 0.008 0.931 

A67 看展覽對於設計的學習有幫助。 4.24(0.703) 4.00(0.511) 4.23(0.696) 2.739 0.099 

A68 設計核心(實務)課程可以用線上課程的方式進行。 3.12(1.135) 2.92(0.830) 3.11(1.121) 0.769 0.381 

* p < .05, ** p < .01

4.2.5 學習資源 

表 6 為學生與教師對於學習資源感知的統計分析結果，其中學生對於某些資源的重要程度感知，顯

著地高於教師，這些項目包含朋友、時間、專業教室 (工作室/個人空間)、學校的地點與交通條件，以及

金錢。此結果顯示學生對於特定的學習資源比教師更為重視。

表 6 學生與教師對於工業設計核心課程學習資源感知的差異統計與檢定結果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人 A69 老師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16(0.781) 4.33(0.482) 4.17(0.768) 1.147 0.285 

A70 助教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3.29(1.038) 3.71(0.690) 3.32(1.025) 3.740 0.054 

A71 同學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25(0.663) 4.33(0.565) 4.26(0.658) 0.358 0.550 

A72 朋友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14(0.753) 3.79(0.721) 4.13(0.755) 5.006 0.026 * 

A73 家人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3.74(0.876) 3.46(0.833) 3.73(0.875) 2.432 0.120 

A74 專家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31(0.720) 4.42(0.504) 4.31(0.710) 0.539 0.463 

A75 技士/技佐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3.80(1.022) 3.92(0.830) 3.81(1.011) 0.276 0.600 

A76 學長姐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3.94(0.849) 4.25(0.676) 3.96(0.843) 3.062 0.081 

事 A77 海外交換對於設計的學習很有幫助。 4.05(0.826) 4.04(0.690) 4.05(0.818) 0.002 0.965 

A78 實習對於設計的學習很有幫助。 4.32(0.735) 4.54(0.509) 4.34(0.725) 2.040 0.154 

A79 班級氣氛對於核心(實務)課程的進行有影響。 4.45(0.714) 4.63(0.495) 4.46(0.704) 1.368 0.243 

時 A80 足夠的師生互動的時間對設計的學習很重要。 4.40(0.692) 4.38(0.647) 4.40(0.689) 0.043 0.836 

A81 學生要有足夠的時間自己進行設計的各項工作。 4.60(0.587) 4.21(0.658) 4.58(0.597) 9.802 0.002 ** 

地 A82 專業教室(工作室/個人工作空間)是很重要的設計學

習資源。

4.59(0.625) 4.29(0.550) 4.57(0.624) 5.220 0.023 * 

A83 實習工廠(各種加工工坊)對於設計的學習很重要。 4.61(0.588) 4.38(0.576) 4.60(0.589) 3.759 0.053 

A84 學校地點與交通條件會影響設計課程與專案的進行。 4.38(0.772) 3.88(0.680) 4.35(0.775) 9.763 0.002 ** 

物 A85 金錢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54(0.721) 3.75(0.989) 4.49(0.759) 25.843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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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6 書籍雜誌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22(0.757) 4.08(0.504) 4.22(0.745) 0.802 0.371 

A87 材料與產品樣品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46(0.585) 4.29(0.550) 4.45(0.584) 1.874 0.172 

A88 網際網路是重要的學習與教學資源。 4.55(0.653) 4.33(0.637) 4.53(0.653) 2.344 0.126 

* p < .05, ** p < .01

4.2.6 學習評量 

評量一直是學生與教師都非常重的議題，表 7 為教師與學生對於設計核心課程評量感知差異的統計

結果。其中學生與教師對於 A100.學生的設計應該以老師的要求項目與目標為主的觀點具有顯著的差

異，學生不認為他們應該以老師的要求項目與目標為主進行設計，但教師則希望學生可以依據老師的要

求進行設計。另外，學生也認為他們要堅持自己的概念與想法；同時認為參加設計競賽應該可以作為成

績評量的項目，另外學生也認為自己的個人風格與設計格是很重要的項目。教師則認為設計的過程比結

果重要。

表 7 學生與教師對於工業設計核心課程學習評量感知的差異統計與檢定結果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項目 A89 評量設計成果時應考慮設計程序的完整性。 4.33(0.694) 4.33(0.702) 4.33(0.694) 0.00 0.964 

A90 評量設計成果時應考慮設計進度的掌控風格。 4.21(0.730) 4.04(0.690) 4.20(0.728) 1.266 0.261 

A91 評量設計成果時應考慮學生個人努力的程度。 4.25(0.800) 4.33(0.482) 4.25(0.786) 0.266 0.606 

A92 評量設計成果時應考慮作品的創意與創新程度。 4.40(0.635) 4.38(0.495) 4.40(0.627) 0.030 0.861 

A93 評量設計成果時應考慮發表媒體與模型的品質。 4.26(0.722) 4.25(0.532) 4.26(0.712) 0.001 0.971 

A94 評量設計成果時應考慮學生的設計專業知識與能

力。

4.32(0.681) 4.33(0.565) 4.32(0.674) 0.013 0.908 

A95 評量設計成果時應考慮學生掌控進度與執行設計的

能力。

4.36(0.647) 4.17(0.565) 4.35(0.644) 2.075 0.150 

方法 A96 同儕評量是很好的設計成果評量方法。 3.90(0.946) 3.83(0.917) 3.90(0.943) 0.128 0.721 

A97 外審機制是很好的設計成果評量方法。 4.12(0.784) 4.21(0.721) 4.13(0.780) 0.285 0.593 

A98 投票制是很好的設計成果評量方法。 3.29(1.047) 3.71(0.624) 3.31(1.032) 3.839 0.051 

策略 A99 以構想數量作為評分的基準是合適的做法。 2.79(1.105) 3.13(0.850) 2.81(1.094) 2.090 0.149 

A100 學生的設計應該以老師的要求項目與目標為主。 2.87(1.107) 3.46(0.721) 2.91(1.097) 6.582 0.011 *

A101 學生應該要針對設計評分項目進行準備。 3.72(0.906) 3.83(0.4821) 3.73(0.888) 0.338 0.561 

議題 A102 學生應該要堅持自己的概念與想法。 3.70(0.916) 3.04(0.751) 3.67(0.920) 12.002 0.001 ** 

A103 學生應該要聽從老師對於設計的建議。 3.28(0.896) 3.25(0.608) 3.28(0.882) 0.022 0.882 

A104 設計的過程比結果重要。 3.73(1.028) 4.38(0.647) 3.77(1.021) 0.082 0.003 ** 

A105 設計的結果比過程重要。 3.40(1.084) 3.08(1.100) 3.38(1.086) 1.977 0.171 

A106 學生的自我風格很重要。 4.15(0.785) 3.46(0.721) 4.11(0.797) 17.469 0.000 *** 

A107 參加設計競賽與得獎可以作為成績評量的項目。 3.61(1.078) 3.00(0.780) 3.57(1.072) 7.342 0.007 ** 

A108 學生的個人設計風格很重要。 4.17(0.759) 3.50(o.659) 4.13(0.769) 17.997 0.000 *** 

A109 學生作品得獎表示他(她)的設計能力很優異。 3.12(1.040) 3.08(0.974) 3.12(1.036) 0.026 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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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5, ** p < .01, *** p < .001

4.2.7 未來發展 

表 8 為教師與學生對於工業設計未來發展的感知差異統計結果，其中學生與教師的感知大致相同，

但對於學校所教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無法滿足業需求的看法具有顯著的差異，學生認同此看法的分數顯著

的高於教師的得分。顯示學生對於自己在學校所學習的內容較沒有信心，且覺得無法滿足未來工作與業

界的要求。

表 98 學生與教師對於工業設計未來發展感知的差異統計與檢定結果 

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職涯 A110 設計系的畢業生應該要從事設計的相關工作。 2.61(1.065) 3.13(0.900) 2.64(1.063) 5.431 0.020 * 

A111 設計系的學生畢業後可以從事許多不同的工作。 4.36(0.698) 4.08(0.584) 4.34(0.694) 3.546 0.060 

A112 大學畢業後應該繼續進修以提升設計的能力。 3.67(0.933) 3.38(0.824) 3.66(0.929) 2.342 0.127 

A113 學歷對未來職涯的發展很重要。 3.67(0.996) 3.38(0.647) 3.65(0.981) 1.995 0.159 

A114 設計專業能力對於未來就業很重要。 4.24(0.766) 4.25(0.737) 4.24(0.764) 0.003 0.954 

議題 A115 學校所教的設計專業知識與能力無法滿足業界需求。 3.63(0.964) 3.13(0.947) 3.60(0.969) 6.135 0.014 * 

A116 學校的教學內容與業界及社會趨勢有落差。 3.70(0.933) 3.42(0.830) 3.68(0.929) 2.117 0.146 

A117 學校應教導學生快速的思考與應變能力。 4.28(0.759) 4.42(0.584) 4.29(0.751) 0.750 0.387 

* p < .05

4.2.8 學生與教師感知的差異項目 

根據上述的結果，可以發現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 (實務) 課的感知，在多數的項目中呈現一致的觀

點，但仍有部份的項目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分析這些差異的項目,可以發現多數的差異並非是觀點的不

同，而是認同與感受的程度不同，依照分數的差異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教師的認同與感受程度

高於學生、學生的認同與感受程度高於教師，以及兩者有不同的認知與感受等三種，以下分加以說明。

表 9 整理出學生的感知認同分數顯著高於教師的項目，由表中可以看出學生對於設計較具有理想

性，例如他們認為設計可以改變社會的程度顯著地高於教師。對於部份的學習資源與自己的各種成果，

都希望能被教師所認同，甚至希望這些項目可以納入評量的項目。在資源方面如朋友、時間與金錢，以

及個人的專業工作空間學校的地點與交通條件等，都是學生較看重的項目。另外，學生對於自己的設計

風格也較為重視，同時他們也認為學校所教授的內容無法滿足業界的需求。

表 9 學生感知程度顯著高於教師的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A21 設計可以改變社會。 4.34(0.769) 4.00(0.780) 4.32(0.773) 4.486 0.035 

A60 競賽得獎對於設計的教學成果是一種肯定。 4.25(0.808) 3.75(0.737) 4.22(0.812) 8.732 0.003 

A61 取得專利對於設計的教學成果是一種肯定。 4.19(0.841) 3.58(0.776) 4.15(0.848) 11.794 0.001 

A72 朋友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14(0.753) 3.79(0.721) 4.13(0.755) 5.006 0.026 

A81 學生要有足夠的時間自己進行設計的各項工作。 4.60(0.587) 4.21(0.658) 4.58(0.597) 9.8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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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 專業教室(工作室/個人工作空間)是很重要的設計學習資源。 4.59(0.625) 4.29(0.550) 4.57(0.624) 5.220 0.023 

A84 學校地點與交通條件會影響設計課程與專案的進行。 4.38(0.772) 3.88(0.680) 4.35(0.775) 9.763 0.002 

A85 金錢是學習設計的重要資源。 4.54(0.721) 3.75(0.989) 4.49(0.759) 25.843 0.000 

A106 學生的自我風格很重要。 4.15(0.785) 3.46(0.721) 4.11(0.797) 17.469 0.000 

A107 參加設計競賽與得獎可以作為成績評量的項目。 3.61(1.078) 3.00(0.780) 3.57(1.072) 7.342 0.007 

A108 學生的個人設計風格很重要。 4.17(0.759) 3.50(o.659) 4.13(0.769) 17.997 0.000 

A115 學校所教的設計專業知識與能力無法滿足業界需求。 3.63(0.964) 3.13(0.947) 3.60(0.969) 6.135 0.014 

 

表 10 列出了教師感知程度顯著高於學生的項目，由表中可以看出，師對於核心 (實務) 課程的作用

與教學的策略與要求方面，明顯的高於學生。例如教師認為核心 (實務) 課程是學習工業設計最重要課

程的程度高於學生；教師也認為核心課程的教學可以幫助學生學習未來就業所需的能力，但學生的認同

程度則顯著的低於教師。教師也認為嚴格的要求與規範有助於學生的學習，但學生的認同分數則顯著地

低於教師。對於設計過程的重要性，教師的認同程度也顯著地高於學生。 

表 10 教師感知程度顯著高於學生的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A2 核心(實務)課程是工業設計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課程。 4.15(0.760) 4.54(0.721) 4.17(0.762) 6.045 0.014 

A4 核心(實務)課程適合小班 (組) 的教學方式。 4.19(0.787) 4.67(0.482) 4.22(0.781) 8.520 0.004 

A11 核心(實務)課程強調創造力與創新能力。 4.17(0.775) 4.50(0.511) 4.19(0.766) 4.238 0.040 

A19 核心(實務)課程有助於設計程序的學習。 4.14(0.720) 4.46(0.509) 4.15(0.713) 4.670 0.031 

A22 核心(實務)課程可以幫助學生學習未來就業所需的能力。 3.98(0.763) 4.33(0.565) 4.00(0.757) 4.971 0.026 

A41 課程應該要進行各種不同產品／產業的設計。 4.39(0.660) 4.71(0.464) 4.41(0.655) 5.444 0.020 

A42 每個年級的課程目標與要求應該不同。 4.34(0.753) 4.71(0.464) 4.37(0.744) 5.461 0.020 

A48 老師的嚴格要求與規範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3.85(0.939) 4.29(0.464) 3.88(0.924) 5.121 0.024 

A104 設計的過程比結果重要。 3.73(1.028) 4.38(0.647) 3.77(1.021) 0.082 0.003 

 

表 11 列出了教師與學生的感知差異較大的項目，其中對於學生的設計應該以老師的要求項目與目標

為主的觀點，學生的分數表達出反對的傾向，而教師的分數則位於無意見的區段，顯示學生對於設計的

方向與細節，希望能由自己來掌控。另一方面，對於未來畢業後是否要從事設計的問題，學生的反應也

傾向不贊成的結果，顯示學生並不認為學習工業設計畢業後就應該從事設計的工作，而教師的分數也是

位於無意見的區段，顯示目前設計校系大量成立，對於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教師與學生並不認為一定

要以設計工作為主要的就業方向。 

表 11 學生與教師的感知有顯著差異的項目 

NO 問題 學生 老師 總計 F P 

A100 學生的設計應該以老師的要求項目與目標為主。 2.87(1.107) 3.46(0.721) 2.91(1.097) 6.582 0.011 

A110 設計系的畢業生應該要從事設計的相關工作。 2.61(1.065) 3.13(0.900) 2.64(1.063) 5.431 0.020 

 

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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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教師對於課程的感知會影響其學習與教學的歷程與成效，本研究依據先期的質性訪談結果，

透過問卷調查大學工業設計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實務課程的感知，研究的主要發現有：

1. 學生與教師在多數問題與觀點上的感知多呈現相同的趨勢，但在部份問題與項目上的感知程度仍

有顯著的差異。

2. 由學生感知程度顯著高於教師的項目來看，學生對於設計的影響力較有理想性，且多注意與自己

的能力及設計成果有關的項目，期待能經由這些表現得到認同，並取得成績。

3. 教師感知程度顯著高於生的項目，主要是對於課程的目標、策略與做法上面，讓為學生應該依教

師的規劃與要求來學習，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4. 學生與教師對於未來職涯的發展，則有顯著的不同，教師認為工業設計是專業教育，畢業後應該

從事設計相關工作，但學生並不認同此觀點。

工業設計教育涉及許多的議題，本研究主要以學生與教師對於核心課的感知進行探討，期望透過這

些資料可以對於工業設計教育的理解，這些資料除了可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外，也可以提供教師在規

劃、執行課程時的參考，同時也可以協助學生理解自己的學習歷程與相關議題，藉以調整自己的學習態

度與方式。本研究受限於人力與相關資源，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部份的結果也需要再進一步的加以驗

證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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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能力的提升對設計系學生的造型創造力關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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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的手繪教學在於教導學生能夠正確的比例及透視表現視覺化自己對創新的想像，在正確的

繪製下將腦袋中虛擬的產品視覺化。創造立體造形必須先憑空想像造形的輪廓，學生常會因自覺空間能力

不足，難以在腦海中憑空構圖，在此階段有難以跨越的障礙。因此本研究目標在建立冥想臨摹學習及體驗

式教學方式來增進學生創造力的質與量，而透過實際執行兩種不同教學方式並評估成果。期間也同時探討

空間能力與造形創造力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分別邀請 20 位及 16 位大學工業設計系一年級學生參與兩種教學模式課程，在共同的基礎教

學後，分成體驗式學習組與冥想臨摹學習組分別進行學習。欲探討學生分組學習後之造形創造力、空間能

力以及手繪造形數量有何改變，此三項能力之評估方式有空間能力測驗卷、專家評分和複雜度自評表。

研究結果顯示空間能力與造形創造力間並無顯著關聯性，而創新的學習在於個人多元化的視覺經驗，

因此在參考過建築物的細節後，學生經過學習後空間能力、造形創造力和手繪造形數量皆有所提升；體驗

式組學生經過學習後空間能力有所提升，而造形創造力與手繪造形數量有所下降。

關鍵詞：空間能力、造型創造力、視覺化、設計認知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創造立體造形與一般空間視覺化的差別在於必須先憑空想像不確定之造形的輪廓出來，然後開始進

行一連串的 see-move-see(Schon & Wiggins, 1992)循環過程，修正並細節化該造形設計以產出更成熟、原

創的造形，seeing 被解釋為再次闡述手繪稿中的設計元件，moving 在於將設計元件更動為被從新闡述的

樣式。透過如此設計師與設計元件間的互動可以看出來，造形創造力是被建立於設計師不斷理解已完成

部份並對下一個動作做出決定的迴圈中。雖然創造力評估在各領域中（如幼童教育、商業、數理、藝術

及設計）都已有很長的歷史，然而因立體造形對此“理解”與“決定”都複合著不同程度的空間想像、

理解及創造力因子，且現有的創造力或空間能力定義不足以解釋此現象。

在教育上，本研究希望激發學生的創意進而提升造形美感，透過課堂觀察，剛接觸設計繪畫的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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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常有下筆的困難，原因不外乎是對產品造形想像上的匱乏和繪畫技術上的生疏，因為自我要求不符理

想還有可能導致學生缺乏學習動力。

1-2 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如下圖 1-1，H1:手繪學習越多，造形創造力越高；H1a:手繪學習越多，手繪造形複雜度

越高；H1b: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造形創造力越高；H2:空間能力越高，造形創造力越高；H2a:空間能力

越高，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H2b:空間能力越高，手繪造形元素越多；H3:手繪學習越多，空間能力越高；

H3a:手繪學習越多，手繪造形元素越多；H4:手繪造形元素越多，造形創造力越高；H4a:手繪造形元素越

多，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

圖 1-1 研究假設示意圖 

二、文獻探討

2-1 繪圖教學

Wood (1976)首次提出了支架式教學（scaffolding）的概念，其定義為一個學習過程，讓孩子或是初

學者靠自己獨立學習解決問題或是學習新的技能，而老師或專家則是從旁協助的角色，透過觀察與溝通

引導來給予適當的回饋。Rosenshine 和 Meister (1992)更定義支架式教學為學生持續接受老師或專家的

從旁協助，直到其可以獨立的應用新的技能為止。本研究的受測對象皆為設計系初學者，課程設計以支

架式教學為主，觀察學生各方面能力成長的過程並從旁給予立即協助，讓學生可以有更多自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時間。

2-1.1 冥想臨摹教學

臨摹也就是一種模仿的過程，最初，希臘文所說的模仿指的是音樂、舞蹈、文明的一種仿效，屬於

內在層面的傳遞，模仿不是指內外在現實的再造，與其說模仿是在重述前人的智慧，不如說這是一個良

性的同化過程(林宜蓁, 2004)。 臨摹是一個動態學習的歷程，Wilson 和 Wilson (1982)則指出了一些臨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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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處，如：認為適當的臨摹可以幫助學生建立自信心，同時學習傳統的技藝。臨摹不只是依樣畫葫蘆，

像機器人一般的學習而已，正所謂「溫故而知新」，了解和學習過去的知識，方能向全新的領域做突破。

因此，臨摹與創造力顯然存在一定的關聯性。 

2-1.2 體驗式教學 

體驗式學習(experiencing)指一個人透過體驗而獲得認知、技能和提升自我的價值的過程(AEE, 1995)。 

Kolb (2014)等認為體驗式學習理論建構在以下六個假設之上： 

1. 學習是一個過程而非結果，為了改善教育的效果，重點是學生的親自參與反饋。  

2. 所有的學習都是重新學習，學習是促進學生對某一主題產生信念與想法，進而被檢驗、測試，整合成

新的更精緻的想法。  

3. 在學習的過程中，人們必須反思與行動。  

4. 學習是適應世界的整個過程，不僅僅是認知的結果，學習涉及整個人的思維、感知和行為。  

5. 學習源自於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學習是通過將新的經驗吸收，並將現有的概念融入過去的經驗

與生活中。  

6. 學習是創造知識的過程，社會知識是在學習者個人知識中創造和重現的。 

2-2 創造力 

創造力存在各種定義，Amabile (1983)認為創造力是“事物從無到有的過程”。  Sarkar 和 

Chakrabarti (2008)將創造力的定義做了全面性的調查和整理，提出關於創造力的共通點，包含“創造力是

新穎和有價值的”和“創造力是想法生成的過程”，於產品設計中，通常兼具實用性及新意的產品才會

被認為是有創造力的，而實用和新穎的標準取決於文化和時期。現今，創造力的定義也觸及產品美感

(Arden, Chavez, Grazioplene, & Jung, 2010)。 

2-3 空間能力 

空間能力(spatial ability)是攸關認知的重要能力，不只是水平感知，物體的心像翻轉和輪廓座落位置

都被做為空間能力測量的依據(Linn & Petersen, 1985)。 空間能力是能辨識圖形和移動或翻轉心像與物件

的能力(蔣家唐, 1995; Guilford, 1967)，靜態的空間能力為觀察、識別圖形; 動態的空間能力則是對空間的

想像力(Burt, 1949)，吉同凱 (2011)得出空間能力就是一種包含固定性與變動性的認知能力，固定性的空

間能力為天賦，變動性的空間能力則可經由教學加強。從以上得知空間能力為圖形辨識能力與物件心像

掌控程度的能力，且部分空間能力可以透過訓練增強。 因此我們可以假設：設計初學者初學手繪基於先

天靜態空間能力而在初學各方面表現上有高低之分，然而學習性的動態空間能力將隨著訓練上升，以及

空間知識的建立而有所提昇。 

2-4 造型元素 

「造形」一詞源自於德文「Gestaltung」，意思是賦予適當已成之物外的外形、形態、模樣及形狀(呂

清夫, 1984)。物體造型除了視覺可察覺的形象外，尚涵蓋了知覺所能領悟的範疇在內，換言之，係指一

個形態具有統一的整體感。凡是透過視覺方式所表達的可視、可觸等知覺成型活動，皆稱之為造形；而

造形的基本元素有：點、線、面 ，除了基本元素外，本研究應用之基本造形元素從 How to draw 一書中

得到基本手繪造形元素包括鏡射、弧形、旋轉和縮放(Scott Robertson, 2013)，將此基本手繪造形元素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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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軟體 Rhinoceros 造形功能做驗證，問卷刺激物分類出轉折、彎曲、扭轉和錐狀化四個基本形，轉折包

含了手繪造形元素中的鏡射，彎曲包含了手繪造形元素中的鏡射和弧形，扭轉包含了手繪造形元素中的

鏡射和旋轉，錐狀化包含了手繪造形元素中的鏡射和縮放。

三、研究方法與實驗設計

3-1 實驗設計

3-1.1 實驗流程

兩組受測者於分組教學前接受相同基礎設計學習，並對造形創造力和空間能力進行測驗，造形創造

力測驗為自編題型，空間能力測驗為鄭海蓮和陳世玉於 2007 年發表之空間能力量表。兩組受測者於分組

教學後接受同一份對造形創造力和空間能力的測驗，再給予受測者一份自我評量問卷，並進行訪談。最

後根據教學前後測驗數據和自評問卷以 SPSS 進行分析討論。下圖 3-1 所示為實驗設計流程圖。 

圖 3-1 實驗設計流程圖 

3-2 課程設計

本課程的設計首先給予全部受測者基本的基礎訓練課程，而後將受測者分成兩實驗組，欲透過比較

實驗組間的差異來探討研究假設。

其中內容包括 3 個階段，前 2 個階段為共同學習，第 3 階段則將學生分為兩部分，分別接受不同教

學方式，第 9 週到第 18 週為測驗的驗證，總計教學和測驗時間為 18 週，課程學習流程如下圖 3-2 所示。 

圖 3-2 課程學習流程圖 

3-3 受測者

本研究的受測者為工業設計學系大一學生，總共 36 位。其中 20 位學生接受臨摹臨摹素描分析教

學，另外 16 位學生則進行體驗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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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測驗方法 

3-4.1 造型創造力測驗 

本測驗要求受測者造形的方式以一般繪製設計草圖時會用的切削方式為主，於立體方塊模板上進行

設計，受測者於 1 個小時內在約 7.5x7.5 平方公分附刻度（每邊 10 刻）的立方體透視模板中以手繪方式

作設計，並提醒他們畫越多越複雜越好，時間限制為一小時。 

測驗結果由 4 位設計界專家進行評估，將兩組學生的圖面表現分類成冥想臨摹教學前、冥想臨摹教

學後、體驗教學前和體驗教學後，為了避免分數產生偏誤，專家評分時並不知道圖面何者為學習前何者

為學習後。而專家會對每個圖面創造力四個向度（總數量、種類想法的數量、新穎的點子、細節精緻度）

進行 1~5 分的評分表。  

3-4.2 空間能力測驗 

本測驗將進一步的分析所有受測者樣本之空間能力平均與標準差值。測驗之內容選擇文獻提到的測

驗題型，為了解受測者圖形辨識能力和心像掌控程度，將參照鄭海蓮與陳世玉於 2007 年教育研究發展期

刊所發表之標準化空間能力測驗，其中題型包括：平面轉換立體空間組織能力、立體旋轉空間定位能力、

物體多方向圖形空間組織能力和表面相交線形成空間感官能力，此四大題型為和造形相關的空間能力。 

3-4.3 手繪造形複雜度和困難度主觀測試 

此問卷參考蕭坤安 2002 年對造形輪廓複雜性的探討，目的為了解學生和專家對造形元素複雜度和

手繪造形困難度的認知對學生手繪造形作品的關係。將受測者安置於同一教室進行本實驗，並個別領取

一份測試的問卷。進行內容解說，並對受測者說明實驗內容和程序後，受測者再分別進行實驗。 本研究

應用基本造形組合進行相關實驗與探討。基本造形元素由 Scott Robertson(2013)所提出的四大元素，包含

鏡射、弧形、旋轉和縮放。 為了避免問卷題目變數增加，刺激物皆設定為以 10mm x 10mm x 20mm 的長

方體做變形，錐狀化中小的面為大的四分之一面積，扭轉設定以直線來進行點的連接、彎曲程度控制為

30 度和轉折只有一個跨維度的轉角(如圖 3-4 所示)。 

圖 3-4 應用基本造形元素為基礎所組合而成的新造形元素 

  

 
AB AC AD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結果分析與假說檢定 

H1: 手繪學習越多，造形創造力越高 

H1a: 手繪學習越多，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 

    針對不同教學在空間能力量表、造形創造力和複雜度做學習前後成績的比較，如表 4-1 統計結果所

示，在造型創造力部分，冥想教學前後比照造型創造力成績有所進步；體驗式教學前後對照造型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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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有所退步。在手繪造形複雜度部分，冥想教學前後手繪造形複雜度成績有所退步；體驗式教學前後

手繪造形複雜度成績成績有所退步。因此，H1 和 H1a 結果顯示與假設不符。 

表 4-1 受測者創造力與複雜度成績 

 人數  造形創造力成績平均 複雜度成績平均 
冥想教學前 20 53.5 10.75 
冥想教學後 20 55.38 10.5 
體驗教學前 16 65.63 12.81 
體驗教學後 16 55 10.81 

 

H1b: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造形創造力越高 

以 SPSS 相關性分析來探討手繪造形複雜度和造型創造力之相關性，如下表 4-2 所示，本研究之手繪

造形複雜度和造型創造力具有顯著關係(p<0.05)，表示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造形創造力越高，研究結果

與假設相符合。 

表 4-2 複雜度與造型創造力之相關分析 

變數名稱 複雜度 造型創造力 

複雜度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1 

.799** 

.000 

造型創造力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799** 

.000 
1 

*p<0.10,**p<0.05,***p<0.01 

 

H2:空間能力越高，造形創造力越高  

H2a:空間能力越高，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  

H2b:空間能力越高，手繪造形元素越多  

以 SPSS 相關性分析來探討空間能力和造形創造力、手繪造形複雜度，手繪造形元素之相關性，如

下表 4-3 所示，本研究之空間能力和造形創造力沒有顯著（p<0.05 為顯著），表示學生空間能力程度和

造形創造力高低沒有明顯關係；空間能力和手繪造形複雜度沒有顯著（p<0.05 為顯著），表示學生空間

能力程度和手繪造形複雜度高低沒有明顯關係；空間能力和手繪造形元素沒有顯著（p<0.05 為顯著），

表示學生空間能力程度和手繪造形元素高低沒有明顯關係。綜上所述，研究結果與假設皆不相符。 

表 4-3 空間能力、造型創造力、複雜度、造型元素之相關分析 

變數名稱 空間能力 造型創造力 複雜度 造形元素 
空間能力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1 .146 

.222 
.133 
.267 

.120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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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創造力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146 

.222 1 .799** 
.000 

.703** 
.000 

複雜度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133 

.267 
.799** 

.000 1 .573** 
.000 

造型元素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120 

.314 
.703** 

.000 
.573** 

.000 1 

*p<0.10,**p<0.05,***p<0.01

H3:手繪學習越多，空間能力越高  

H3a:手繪學習越多，手繪造形元素越多 

統計成績結果如表 4-4 所示，冥想教學前後空間能力成績有所進步；體驗式教學前後空間能力成績

有所進步。經過手繪課程學習，空間能力皆提升，與假設相符合。冥想教學前後造型元素數量有所提升；

體驗式教學前後造型元素數量減少，與假設不相符。

表 4-4 受測者空間能力成績 

人數 空間能力成績平均 造型元素數量平均

冥想教學前 20 71.88 43.25 
冥想教學後 20 76.38 49.05 
體驗教學前 16 75.78 77.07 
體驗教學後 16 79.22 57.53 

H4:手繪造形元素越多，造形創造力越高  

H4a:手繪造形元素越多，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 

以 SPSS 相關性分析來探討手繪造形元素與造型創造力和手繪造形複雜度之相關性。如下表 4-5 所

示，手繪造形元素和造型創造力具有顯著關係（p<0.05）且呈正向相關，表示手繪造形元素越多，造形創

造力越高；手繪造形元素與手繪造形複雜度亦具有顯著關係（p<0.05）且呈正向相關，表示手繪造形元素

越多，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綜上所述，研究結果與假設皆相符合。

表 4-5 造型元素、造型創造力、複雜度之相關分析 

變數名稱 造型元素 造型創造力 複雜度

造型元素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1 .703** 

.000 
.573** 
.000 

造型創造力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703** 

.000 1 .799** 
.000 

複雜度   Pearson相關 
 顯著性(雙尾) 

.573** 

.000 
.799** 
.000 1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欲探討空間能力和造形創造力的關係，下表 5-1 所示為研究假說與研究結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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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假說與研究結果一覽表 

研究假說 驗證結果 
H1:手繪學習越多，造形創造力越高 否定 
H1a:手繪學習越多，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 否定 
H1b: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造形創造力越高 支持 
H2:空間能力越高，造形創造力越高 否定 
H2a:空間能力越高，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 否定 
H2b:空間能力越高，手繪造形元素越多 否定 
H3:手繪學習越多，空間能力越高 支持 
H3a:手繪學習越多，手繪造形元素越多 否定 
H4:手繪造形元素越多，造形創造力越高  支持 
H4a:手繪造形元素越多，手繪造形複雜度越高 支持 

5-1 兩學習組總結比較 

表 5-2 兩學習法綜合比較 

冥想臨摹學習組 體驗式學習組 

多形體加法 造形偏向減法 

小塊造形多 形體直接畫出 

以扭轉的柱子連接形體 形狀較簡潔、有力 

     

如上表 5-2 所示，體驗式學習組的學生於手繪造形上偏向減法，推測以自身經驗有關，造形較簡潔

是因為做模型的過程是不斷修正同一造形，所以手繪造形時也無形中受影響，學生會注重於造形的正確

性和輪廓處理。冥想臨摹學習組的學生多以不同小造形做加法結合，與臨摹的過程有關，如同建築物的

繪製，有大量的窗戶、柱子等重複的造形，繪畫過程中多以加法逐漸完成圖面。 

5-2 研究限制與討論 

    由於本研究專注於探討空間能力和造形創造力之關係，故只討論了和造形創造力最有關聯的精

密性，受測者性別、先前的繪畫能力和創造力其他向度並不屬於本研究的討論範疇。然而創造力的因素

還包含流暢性、變通性和獨創性，因此建議未來後續相關研究可以針對以上未被討論的點進行實驗及探

討，使造型創造力的評分更加精確。 

    而在樣本部分，本研究之 36 名研究對象均為工業設計系大學一年級學生，未來可以將樣本擴大

至各個不同科系的學生。另外在學生手繪造形測驗時，有先請學生選出自己喜歡的造形有趣的一部分是

學生喜歡的造形普遍是錯誤或不完整的造形，未來得以進一步和學生訪談，以探究其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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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展示導覽系統之魅力體驗屬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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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識的學習不再侷限於學校，博物館教育導向的學習已被視為有效且有趣的學習型態。隨

著互動科技的蓬勃發展，博物館策展與導覽形式已從「使用者的被動參觀」延展成「共同參與

及創造」，不僅改變了觀眾行為與參觀型態，更轉化為強調情境、脈絡與觀眾融入的體驗學習

與互動，進而讓觀眾對展覽議題產生有效的接收、認知與理解。為能提升展覽之訊息傳達與學

習成效，本研究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展覽為例，選定具備互動式、動態與靜態展示導覽設

計之展示為探討對象，整合質性專家與參觀者深度訪談、問卷調查實施，針對國小學童對於不

同類型導覽設計之體驗與認知評價差異加以探討，了解學童對於不同類型導覽設計之訊息關注、

訊息接受與體驗偏好差異，釐清不同類型導覽設計在訊息傳達與體驗創造之優缺點，並歸納出

展示導覽設計之重要設計屬性，以為未來博物館設計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博物館教育、互動、導覽設計、體驗、偏好度 

ABSTRACT 

Knowledge learning is not only happened in the school. The way of learning from museum visiting, 

museum education-oriented, now has considered as an interesting and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y. The 

exhibition and display design for museum has thus changed from being technology centered to audience 

centered. It engages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hibition, thereby creating an 

interaction between audience, artworks, and environment as an effort to enhance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ual appreciation of audiences, to create attractive and effective experienc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issue based on the audience experience learning on museum display 

system design by using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s research target. To help the 

exhibition planers and display designers to create the effective and attractive experience of museum 

display, the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 of user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splay designs, static, dynamic and 

hybrid display designs ar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o discover the attractive design factors of exhibition 

experience, in-depth interviews of experts and users are conducted.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displays, static, dynamic and hybrid display designs, the experiential 

evaluations and preference on these three types of museum display system b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 preference and experience 

design attributes for museum display design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 can indicate the critical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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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oriented design principl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splay design to enhance user preference on 

experience learning. 

Keywords: Museum Education, Interaction, Display system design, Experience, Preference 

一、前言 

教育的改革，知識的學習不再侷限於學校，以學習過程而言，與生活經驗相結合的學習內

容，其學習效果是最佳，也能保持最久(吳清山，1999)。隨著教育的精進與改革、加上教育品

質日益提升，「校外教學」也就成了教師帶領學生接觸外界事物、探索新知的重要學習型態。

博物館提供了一種沒有課程制度的學習環境，創造一種自由性、自願性的學習，使得博物館教

育導向已被視為有效且有趣的學習型態。博物館展示是一種資訊傳遞的方式，運用多重媒材，

在特定的空間中，創造出促進學習的最佳情境，使參觀者得到感動與理解，進而發現問題並探

索解答(吳淑華，2001)。 

科技的進步，博物館導覽已透過相關數位設備，例如，觸控式電腦、獨立螢幕、多媒體固

定裝置等，更演進至PDA或平板電腦的數位導覽，促成參觀者進行體驗學習(黃國豪，陳碧

茵，賴世偉，林春合，2009)。隨著互動科技的蓬勃發展，博物館新導覽的形式，已從「使用

者的被動參觀」延展成「共同參與及創造」，不僅改變了觀眾行為與參觀型態，更轉化為強調

情境、脈絡與觀眾融入的多元的互動，讓觀眾對展覽議題產生有效的接收、認知與理解，促成

觀念的認同與知識的體驗學習。而體驗學習強調的是一方面從體驗中學習知識和培養能力，一

方面擴大學生學習領域和視野，對於學生學習是有其積極的意義和價值。其可界定為學生在學

校或教師安排之下，體驗各種學習活動，從事有意義的學習，並從活動中習得各種生活實用能

力，俾能應用在實際生活情境。而博物館展示與導覽，即是一有效且有趣的體驗學習形式。王

筱婷(2006)指出，參與式的展示對於學齡兒童觀眾之科學學習是具有正面影響和幫助，透過展

品在操作過程的趣味性及高參與性，能引發觀眾學習科學知識的意願與需求。然而，目前有關

博物館展示品的互動與使用者經驗研究卻相當缺乏。呂佳珍與張雅甯 (2015)針對科博館科學中

心的動態展示品之整體使用經驗研究中，針對活化、操作、參與、互動式等四大類展示類型進

行使用性、愉悅性、偏好度(設施整體、解說牌、互動操作性與科學原理)之評價，研究結果發

現在活化式、操作式、互動式、參與式4 種博物館互動展品之使用模式中，操作式展示品的使

用性最低；參與式、互動式與活化式展示品的使用性均優於操作式；且四類動態展示品均具有

良好的愉悅性與偏好度，說明互動式展示導覽對於體驗經驗是有助益。為進一步釐清展示類型

之使用者經驗與其對學童之學習成效，本研究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展覽為例，針對國小學

童對於博物館靜態、動態與複合式導覽設計之體驗與認知評價差異加以探討，釐清不同類型導

覽設計在訊息傳達與體驗創造之效益與優缺點；並針對國小學童之參訪學習成效進行探討，探

討不同類型導覽設計對於不同知識類型之學習效益，期能有助於規劃出最易為理解、學習的導

覽設計，以有效提升博物館教育功能。 

二、文獻探討 

2-1博物館教育 

「博物館教育」包含博物館內所發生的各種與博物館相關之教育內容與形式，其目的在於

加強觀眾對館內展示物件的了解與欣賞，透過潛移默化，與展示物件產生連結，並能將此觀賞

經驗轉移到生活之中。黃明月(1997)提出博物館的教育特性包括：強調實物的體驗、注重動態的

活動、是自導式及探索式的學習、是全民及終生的教育、以啟發誘導為目的、扮演知識寶庫及

學習中心的角色、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關心社會脈動及反映現代生活等八項特徵。傳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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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要是透過語言媒介(Verbal media)進行教學；而博物館教育則靠視覺媒介(Visual media)；

人們在博物館中通常是自我導向的探索體驗，不同於學校裡由教師主導的授課他人導向。因此，

博物館展出導覽設計及扮演了展品與觀眾互動的重要媒介，經由閱讀說明牌與簡介、導覽服務、

演講、表演等方式來建構個體於知識與情感上的體驗。 

瑞士心理學家吉恩‧皮亞傑(Jean Piaget，1996-1980)指出，應提供兒童在認知發展上不可或

缺的活動機會，讓兒童有機會去從事探索、實驗、對物體直接操作等(漢菊德、陳正乾譯，1996)。

由於受到皮亞傑發展心理學理論影響，「展示導覽參與式展品」的設置已成為科學博物館吸引

觀眾的手段，也是提高觀眾學習興致的方法，特別是對於兒童觀眾。因此，如何引發學齡兒童

的興趣已列為展示設計的先決條件，同時，把觀察、探究、尋找答案等學習方法，融入生活表

現中，更是兒童博物館的展示設計要務。在國內的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與國立台灣工藝博物館皆為提升兒童的參與興趣，並能獲得特別的博物館學習經歷，皆針對兒

童觀眾設計科學探索空間，讓兒童能自由探索引發兒童的好奇與問題，給兒童新奇、有趣、實

務觀察運用的機會。因此，如何規劃且設計出良好的參與式展品，考驗了展示設計者的能力。

從了解兒童觀眾與展品的互動的狀況著手，是提供設計者良好的方向 (王筱婷，2006) 。延續此

觀點，本研究即以釐清不同類型(靜態、動態與複合式)導覽設計對於學童體驗與學習成效為研究

重點，期能提供未來展覽導覽系統設計之參考依據。 

2-2展示導覽系統

博物館導覽是為了要讓觀眾於參訪時，可以更清楚且便利的活動於博物館當中。展示導覽

系統選擇的因素，在於其是否可以適當的傳遞正確訊息，且展示導覽系統選擇的過程，是以解

說規劃為主體。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科學中心為例，在導覽解說規劃上，科學中心之科學

探索區的展示，主要藉由「展示品要能吸引觀眾」的宗旨，在展示解說面板上特別依序標示「怎

麼做？」、「怎麼回事？」和「還有呢？」三個層面去引導觀眾深入認識每個展示品，嘗試引發

觀眾進行科學探索，以便把「展示品的精髓帶回家」，達到終身受益之成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2012)。整個「探索」過程著重於體驗及觀察，以提昇觀眾對於大自然現象的智能與既有知

識的驗證。由上述導覽解說之目標與功能，可得知導覽設計即為一種訊息傳達的方式，透過多

種媒體的詮釋，使資訊接收者更為瞭解環境中事物所隱含的知識或意義；在導覽解說服務的組

成中包含傳播、教育、社會、心理等領域的學問，因此，「解說」不僅是資訊的傳遞過程，還必

須因應外在的環境條件以及訊息接收者的心理、行為反應作適當的調整。展示導覽的規劃到設

計應有一套合理的規範，是一個有目的性的規劃，透過不同的導覽類型的設計，有效的將展示

訊息傳達給觀眾。而導覽成效須經由觀眾的實際體驗後，針對展示導覽系統與使用者互動進行

評估與檢討，以確保能夠達成訊息傳達與知識學習的目標。因此，本研究即以釐清不同展示導

覽設計屬性與參觀者體驗偏好度之相關性為目標，以歸納出導覽設計之魅力體驗因子。  

2-3體驗

Pine and Gilmore (1999)提出體驗可由兩大構面來分成四種領域，兩大構面(圖 1)分別是：(1).

顧客參與程度。橫軸的兩端分別代表參與程度，以數學觀念越靠近右邊代表越積極參與反之則

越消極，(2).體驗與環境的相關性。一端是吸收，即透過讓人瞭解體驗的方法來吸引人的注意力，

另一端是沈浸，表示消費者變成肉體體驗的一部份，例如看書可以視為正在吸收，而寫作則代

表沈浸在體驗中。藉此兩個面向可將體驗分成四個領域：(1)娛樂：聽演講，看演出，顧客是處

於被動性質但吸收高。(2)教育：例如參加夏令營，教育需要顧客主動參與大於消極參與。(3)逃

避主義：例如極限運動，賭場等，逃避主義要比娛樂和教育更沈迷。(4)美學：參觀博物館等，

顧客沈浸於某一環境與事物中，對於參與審美的人而言，就是想親臨現場去感受。儘管體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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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於某一象限，為了設計出豐富的內容且具有說服力的體驗，不能只選擇單一象限的領域，

反而要利用這些類型去創造出體驗的特殊與新穎性。Schmitt(1999)更提出之策略體驗模組

(Strategic Experience Modules，SEM)，說明「基於個別顧客經由觀察或參與事件後，感受某些刺

激而誘發動機產生思維認同或消費行為，增加產品價值。」消費行為不僅包含消費本身，更涵

蓋對體驗的追求；因此，對於展示導覽而言，須提供正確的環境與互動模式，滿足參觀者所渴

望的互動體驗。其將策略體驗模組區分為感官、情感、思考、行動與關聯五種。如下表 2所述。 

 

圖 1體驗的四大類型 

 

表 2策略體驗模組(Joseph Pine II & Gilmore) 

體驗模組 訴求目標 訴求方式 

感官 

(Sense) 

運用五感來創造衝擊，為產
品添加附加價值。 

瞭解如感官衝擊，經由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與嗅
覺等方式，完成刺激→過程→結果的模式。 

思考(Think) 
引導個體思考，涉入參與，
造成典範的移轉。 

經由驚奇、引起興趣，挑起消費者作集中與分散的思
考。 

互動 

(Act) 

強調身體的行動經驗，與生
活形態的關聯。 

藉由增加身體體驗，指出做事的替代方法、替代的生
活形態，並豐富消費者的生活。 

情感 

(Feel) 

引發個體內在的情感與情
緒。 

瞭解何種刺激可以引起消費者情緒，並促使消費者的
主動參與。包括品牌和正面心情、歡樂與驕傲的情緒
連結。 

關聯 

(Relate) 

讓個體與理想自我、他人、
或是社會文化產生關連。 

將品牌與社會文化的環境產生關聯、對潛在的社群感
言產生影響。 

 

學校課程的學習，教師縱然透過多元教學輔助工具，其雖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但還是不

比現場的教學與體驗來得具體、真實。即使教師講述再生動活潑、吸引人，但還是不比帶學生

實際參觀、實際操作來得有效，唯有讓學生透過感官與場域的實際體驗，方能創造更好的學習

成效。博物館教育的體驗在現今教學中扮演了重要的學習媒介；為創造博物館對觀眾的興趣與

體驗樂趣，互動科技的應用已成為博物館導覽設計的新興趨勢(呂佳珍、張雅甯, 2015)。博物館

展示品係指利用物件、圖片或影片、電腦等展示媒體以一種型態表現風貌(吳淑華，2004)；而展

示品互動模式是否合理、有趣或有效率，對於參觀者的注意、理解與情感具有深遠的影響。良

好的展示品設計，應包含可以引發視覺、聽覺、嗅覺、觸覺感官反應的展示機能，以提供觀眾

更多參觀樂趣、學習動機及正向的體驗。因此，本研究將發掘不同類型之導覽設計之魅力體驗

屬性，以為展示體驗設計參考之依據，並以為後續觀眾參訪體驗評價問卷設計之基礎。 

 

三、研究方法 

3-1深度訪談 

訪談分為2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委請8位博物館專業(博物館專業之學者與科工館內導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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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資歷5年以上)、展示設計(科工館展場規劃與設計資歷5年以上)與教育專業人員，進行焦點小

組（focus group）之深度訪談，歸納出不同類型(靜態、動態與複合式導覽設計，如圖2)之展示

導覽設計相關體驗、訊息傳達與評價屬性。第二階段則針對委請10位國小學童在實際科工館參

訪行為後，進行深度訪談，針對不同類型博物館導覽之認知與體驗，依照主題之下的範疇提供

刺激，經由受測者喜好度的比較，使受測者有明顯的感受差異，釐清博物館展示體驗之情感屬

性與導覽設計屬性之相關性。再根據上述訪談結果，召集包含教育、心理學、博物館專業與展

示設計與互動設計為等領域專家，進行專家之焦點小組，擬出體驗問卷題項30題，如表3所

示。 

 

   

   

靜態 動態 複合式 

圖2 不同類型之導覽設計示圖 

3-2實施步驟 

研究對象是針對科工館校外教學之學生為主，並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同時，考慮科工

館展出議題的難易程度與學童在短期參訪能產生之成效，實驗之受測者對象設定為國小高年級

學童(年齡 11~12歲)為主，已具備相當之學習思考與理解能力為主，計125名受測者。問卷調

查執行之前，受測者分別針對不同類型導覽設計，進行參訪與互動後，再進行評價。問卷調查

則分三個部部份調查：(1)受測者之基本資料；(2)受測者對於不同類型導覽設計之體驗評價，

問卷評價量尺採用5階的 Likert量表，1分為非常不同意，代表低認同度，5分為非常同意代表

高認同度，同時，並對於導覽體驗之整體偏好度進行5階的 Likert量表之評價。 

 

四、分析與結果 

4-1 展是導覽之體驗因素分析 

研究將受測者對於 30 項體驗模組評估結果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正

交轉軸最大變異數 (varimax)萃取因素。以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等於 1為因子萃取的原則，

並參照陡階檢驗(scree test)來確定項目萃取因子的有效數目。判斷是否保留問項的標準為：(1)

該項目在某一因素上的負荷量絕對值超過 0.50；(2)該項目不存在交叉負荷(cross-loading)；(3)

若單一變數歸類為一個因子，則該變數予以刪除。由於「關聯之日常生活中，對於疾病防疫的

資訊(例如，新聞)，是每個人都應關注。」與「思考之此展示導覽的設計，是具創意與創

新。」歸類為單一因子，故刪去此兩者問項，最終得到了九個因素結構，九個因素的特徵值都

大於 1，累積解釋率達到了 63.77%，各個項目在相應因子上具有較大的負荷，處於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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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9 之間。最終經 KMO與 Bartlett球型檢定，確認使用因素分析之適切性，其 KMO值＝

0.69＞0.6 (KMO值在 0.60～0.70之間代表取樣適切性是可接受)，表示萃取之共同因素效果顯

著。Bartlett 球型檢定亦達顯著性 0.000 的水準，顯示資料適合進行，所得的因素組成摘要

表，如表 2所示。 

因子分析所取得九個因素解釋變異量分別為，11.22%、8.09%、7.16%、7.092%、6.45%、

6.35%、5.86%、5.82%與 5.17%，累積解釋總變異量為：63.77%。 

表 3 因素組成摘要表 

根據各因素所構成的內容涵義，進一步將此加以解釋命名：第一項因素包括：「參與展示

導覽的活動、互動，讓人有成就感。」、「此展示導覽設計，是有挑戰感的，令人躍躍欲

試。」、「此展示導覽系統設計，讓人想經常來科工館參觀。」、「此展示導覽的資訊呈現與

內容設計，是令人感興趣的。」、「此展示導覽的體驗與互動設計，是有趣、吸引人的。」、

「此展示導覽的設計，能引發我學習的動機。」、「整體展示導覽的設計，是令人愉悅、喜

歡。」等，皆是有關感受互動等所創造之參觀者歡愉、快樂之特質，故稱之為：互動因子；第

二項因素包括：「此展示導覽的，能引發我對於展覽主題的興趣與好奇。」、「此展示導覽的

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清楚、美觀。」、「此展示導覽的資訊與內容，讓人迫不及待

的想記、寫、或拍照下來」、「此展示導覽的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很專業、令人信

服。」等，這些項目反應參觀者對展示所期盼之擺設與布置，故稱之為：訊息設計因子；第三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因子
6 

因子
7 

因子
8 

因子
9 

互 
動 

參與導覽的活動、互動，讓人有成就感。 0.73 -0.06 -0.21 0.06 0.19 -0.09 0.11 -0.03 0.04 

導覽設計，是有挑戰感的，令人躍躍欲試。 0.68 -0.12 0.12 0.18 0.22 0.14 -0.20 -0.12 0.25 

導覽系統設計，讓人想經常來科工館參觀。 0.68 0.18 0.17 0.32 0.12 -0.11 0.02 0.18 0.08 

導覽的資訊呈現與內容設計，是令人感興趣的。 0.57 0.27 0.23 0.15 -0.04 0.34 -0.04 -0.14 0.04 

導覽的體驗與互動設計，是有趣、吸引人的。 0.56 0.19 0.07 -0.13 -0.09 0.13 0.21 0.09 0.21 

導覽的設計，能引發我學習的動機。 0.55 0.01 0.08 0.31 0.01 0.29 0.35 0.05 -0.10

整體導覽的設計，是令人愉悅、喜歡。 0.44 0.03 0.28 0.38 0.14 0.02 0.30 0.19 0.04 

訊 
息 
設 
計 

導覽能引發我對於展覽主題的興趣與好奇。 0.13 0.69 -0.06 0.00 -0.26 0.26 0.13 -0.07 -0.04

導覽的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清楚、美觀。 0.07 0.69 0.04 -0.11 0.20 -0.01 -0.04 -0.05 0.05 

導覽的資訊與內容，讓人迫不及待的想記、寫、或拍照下來 0.05 0.60 0.14 0.04 0.15 -0.18 0.30 0.17 0.01 

導覽的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很專業、令人信服。 -0.13 0.53 0.10 0.30 -0.01 -0.01 -0.02 0.31 0.27 

感 
官 

導覽的整體設施/環境，是特別的、有趣的。 0.16 0.11 0.71 -0.04 0.13 0.12 -0.09 0.09 0.15 

導覽設計，令人愉悅、有輕鬆學習的感覺。 -0.10 0.01 0.66 0.31 -0.09 0.13 0.20 0.13 0.32 

導覽的感官(例如，視、聽、觸、嗅等感知)體驗形式，是特
別的、有趣的。 

0.13 0.24 0.52 -0.28 0.05 -0.39 0.11 -0.33 0.02 

成 
效 

導覽傳達的資訊與內容，讓大家能熱衷討論。 0.20 0.05 0.09 0.79 0.15 -0.05 0.02 -0.09 -0.04

參觀此導覽，令人感到收穫滿滿、有意義的。 0.25 -0.09 -0.10 0.67 0.03 0.25 0.15 0.03 0.16 

思 
考 

導覽的體驗，讓我樂於參與改善環境、疾病防疫。 0.33 0.08 0.01 0.07 0.70 -0.01 0.16 0.08 0.05 

導覽的體驗，讓我了解疾病防疫的重要。 -0.07 -0.09 0.45 0.28 0.64 0.08 0.13 -0.07 0.01 

導覽的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是醒目、吸引人的。 0.03 0.42 -0.03 -0.23 0.53 0.40 0.03 -0.11 0.13 

導覽的設計，是令人驚奇的。 0.13 0.13 -0.05 0.17 0.47 -0.37 -0.21 0.07 0.19 

沉 
浸 

導覽的設計，讓人有身入其境、或與主題內容相契合的感
覺。 

0.23 -0.01 0.08 0.11 -0.02 0.71 0.07 -0.11 0.17 

導覽的設計是有趣、易懂的，讓人樂在學習。 -0.03 0.24 0.15 0.10 0.16 0.59 -0.07 0.48 -0.06

知 
識 

導覽讓我能夠學到相關的觀念/知識。 0.15 0.11 0.12 0.04 0.00 0.04 0.79 -0.08 0.01 

具備正確的疾病防疫知識，讓我感到安全、有成就感。 0.02 0.13 -0.13 0.15 0.21 0.02 0.63 0.20 0.35 

理 
解 

導覽所傳達的資訊，是容易理解的。 0.01 0.06 0.01 -0.05 -0.02 -0.07 0.04 0.79 0.27 

導覽的設計， 讓人樂於參與(閱讀、觀察、操作或互動)。 0.32 -0.11 0.43 -0.06 0.03 0.04 0.11 0.51 -0.28

親 
近 

導覽設計，是很棒的知識/觀念傳遞方式。 0.21 -0.07 0.15 0.04 0.03 0.10 0.10 0.19 0.72 

導覽，令人感到有趣、好玩的。 0.17 0.35 0.20 0.02 0.19 0.02 0.08 -0.02 0.61 

解釋變異量(%) 11.22 8.09 7.16 7.09 6.45 6.35 5.86 5.82 5.17 

累積解釋變異量(%) 11.22 19.32 26.48 33.57 10.03 46.37 52.24 58.05 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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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因素包括了：「此展示導覽的整體設施/環境，是特別的、有趣的。」、「此展示導覽設

計，令人愉悅、有輕鬆學習的感覺。」、「此展示導覽的感官(例如，視、聽、觸、嗅等感知)

體驗形式，是特別的、有趣的。」等， 這些項目皆強調展示導覽系統的體驗型式與場域，故

稱為：感官因子；第四項因素包括了：「展示導覽傳達的資訊與內容，讓大家能熱衷討

論。」、「參觀此展示導覽，令人感到收穫滿滿、有意義的。」，在強調體驗展示導覽後之感

受，故稱為：成效因子。第五項因素則在強調展示導覽所帶給參觀者的思維，故稱為：思考因

子。第六項因素則在強調展示導覽吸引參觀者之投入，故稱為：沉浸因子。第七項因素則在強

調參觀後所得到的知識方面成長，故稱為：知識因子。第八項因素則在強調展示導覽內容之易

理解性，故稱為：理解因子。第九項因素則在強調展示導覽使參觀者能夠獲得成就感，故稱

為：親近性因子。其中感官因子、成效因子可對應到體驗模組中的感官模組。訊息設計因子、

知識因子與思考因子則可對應到思考模組。沉浸因子與親近性因子則可對應到情感模組。而互

動因子與理解因子則可對應到互動模組。透過因素分析說明了參觀者對於展示導覽設計之評價

行為，是藉由體驗後的感受、互動的結果與展示所呈現之型式所產生之體驗與共鳴，而誘發參

觀者感到有興趣、投入操作與體驗，進而產生快樂學習之情緒。 

4-2 不同類型導覽系統體驗模組與偏好度之相關性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體驗模組與參觀者整體性評價(偏好度)之相關性，利用複迴歸分析。分析是

以受測者針對不同類型(靜態、動態與複合式導覽設計)展示導覽系統，在 28個體驗模組評價項

目之評價結果為自變數，偏好度為依變數，採用向後迴歸分析(backward regression)，以分析歸

納出不同類型導覽設計各自具顯著影響參觀者偏好度之體驗屬性。根據迴歸分析結果，結果如

表 3所示。表中呈現數值的項目，代表該體驗模組項目對於偏好度之影響力，是以 0.05 的顯

著水準加以檢定後，具顯著影響之屬性，而未達顯著水準之項目則不予標示。表中數值為標準

化係數(Beta)，代表此體驗模組評價項目與偏好度之相關性；若係數為正值者，代表該體驗模

組評價的提升能增加參觀者偏好度；相對地，若為負值者則表示該評價的提升，是會降低偏好

度；而係數的絕對值表示兩者的相關程度，數值愈大表示愈具影響力。 

構面 題目 靜態 動態 複合式 

互 
動 

參與導覽的活動、互動，讓人有成就感。 0.56 

導覽設計，是有挑戰感的，令人躍躍欲試。 -0.46

導覽系統設計，讓人想經常來科工館參觀。 

導覽的資訊呈現與內容設計，是令人感興趣的。 

導覽的體驗與互動設計，是有趣、吸引人的。 0.68 

導覽的設計，能引發我學習的動機。 

整體導覽的設計，是令人愉悅、喜歡。 -0.37 0.20 

訊 
息 
設 
計 

導覽能引發我對於展覽主題的興趣與好奇。 -0.35 0.40 

導覽的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清楚、美觀。 0.28 

導覽的資訊與內容，讓人迫不及待的想記、寫、或拍照下來 0.29 0.70 

導覽的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很專業、令人信服。 

感 
官 

導覽的整體設施/環境，是特別的、有趣的。 -0.22

導覽設計，令人愉悅、有輕鬆學習的感覺。 0.28 

導覽的感官(例如，視、聽、觸、嗅等感知)體驗形式，是特別的、有趣的。 -0.32 0.32 

成 
效 

導覽傳達的資訊與內容，讓大家能熱衷討論。 0.44 

參觀此導覽，令人感到收穫滿滿、有意義的。 -0.26

思 
考 

導覽的體驗，讓我樂於參與改善環境、疾病防疫。 

導覽的體驗，讓我了解疾病防疫的重要。 0.24 0.70 

導覽的資訊呈現(圖像、媒體、素材)，是醒目、吸引人的。 0.50 

導覽的設計，是令人驚奇的。 0.26 

沉 
浸 

導覽的設計，讓人有身入其境、或與主題內容相契合的感覺。 0.28 

導覽的設計是有趣、易懂的，讓人樂在學習。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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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類型導覽系統具顯著影響性/重要性之體驗屬性分析 

 

研究將靜態展示導覽系統、動態展示導覽系統和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與偏好度線性分析之

結果加以整合，如表 4所示。在互動因子上來說，複合式導覽系統的體驗形式讓人感到特別且

愉悅。而動態導覽系統則是希望能再多點刺激感，但整體來說互動是有趣且吸引人的，並且參

與後能夠給予參觀者成就感。靜態導覽系統則是若設計得太過於困難，會使參觀者感到不滿

意，對照感官因子中的「此展示導覽設計，令人愉悅、有輕鬆學習的感覺。」，靜態展示導覽

系統應簡單呈現，不應太過複雜。同時，以靜態導覽系統來說，「此導覽的設計，是有挑戰感

的，令人躍躍欲試。」(-0.46)對參觀者會造成不滿意的感受，顯示靜態展示導覽系統應避免過

於困難艱澀；對動態導覽系統，「整體展示導覽的設計，是令人愉悅、喜歡。」、之體驗項目

卻會降低參觀者偏好度，應是動態設計的操作模式為：拿槍射擊害蟲。故帶給受測者的可能是

具刺激感的，而非愉悅性，另亦有可能在此動態展示導覽系統在男性族群中是受歡迎的，但對

於女性來說卻是興趣缺缺，說明在互動形式的選擇重要性。 

在訊息設計因子來說，動態展示導覽系統方面來說整體資訊呈現是清楚、美觀的。靜態展

示導覽系統與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的設計，使人想記錄或拍照下來，並藉由紀錄可以達到有效

推廣分享的目的。其中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則還能有效引起展覽主題的興趣與好奇心；但相對

的靜態展示導覽系統中「導覽的設計，能引發我對於展覽主題的興趣與好奇。」(-0.35)體驗項

目不能增加參觀者偏好度，顯示靜態展示導覽系統若是過於困難，對參觀者會造成不滿意的感

受，也因此無法成功誘導參觀者體驗此導覽系統之因素。 

在感官因子中，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如前述提及，藉由市面上的棒球九宮格遊戲來作為互

動體驗形式，在參觀者心中，雖然不是一個創新的遊戲，但把遊戲融合到展示導覽之中，這種

互動體驗形式能讓參觀者感到特別、有趣。靜態展示導覽設計則是給人能夠簡單、輕鬆學習的

感受為主。同時，靜態展示分析中，「導覽的感官(例如，視、聽、觸、嗅等感知)體驗形式，

是特別的、有趣的。」(-0.32)，應是對學童而言，簡單、熟悉較能創造輕鬆學習的感受，增加

體驗偏好度。在複合式展示分析中，「此展示導覽的整體設施/環境，是特別的、有趣的。」(-

0.22)、之體驗項目卻會降低參觀者偏好度。這說明了此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之設計方式是有趣

的，並且能夠吸引人參與互動，能夠讓人學習相關知識。但若是整體設計太過特別，可能會使

參觀者感到不知所措，產生距離感而不敢進行體驗。 

成效因子中，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能有效提升參觀者之資訊整合與推論能力，但相對來

說，如果給予之資訊過多，可能會使得參觀者感到疲憊，故每一個展示導覽系統中，應提供適

度的知識與資訊，過多則會使參觀者無法消化，轉而形成負面情緒。過少則無法增進其學習成

效。訊息知識量適中可能無法達到「廣度」，但藉由其互動的形式，能使參觀者對於展覽所傳

遞的資訊與內容加以討論，除了引起話題、還能加深印象，並且更進一步討論，藉以達成知識

學習的「深度」。其中，「導覽，令人感到收穫滿滿、有意義的。」(-0.26)之體驗項目卻會降

低參觀者偏好度，應是過於強調學習或知識意義反會造成體驗偏好度的降低。 

思考因子中，靜態展示導覽系統與動態展示導覽系統則都能藉由體驗，引發參觀者對於展

覽所要傳遞的主題重要性。而綜合互動因子、感官因子、思考因子與沉浸因子，靜態展示導覽

知 
識 

導覽讓我能夠學到相關的觀念/知識。    

具備正確的疾病防疫知識，讓我感到安全、有成就感。    

理 
解 

導覽所傳達的資訊，是容易理解的。  0.25  

導覽的設計， 讓人樂於參與(閱讀、觀察、操作或互動)。  0.85  

親 
近 

導覽設計，是很棒的知識/觀念傳遞方式。 0.37  0.67 

導覽，令人感到有趣、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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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雖然其體驗形式不是特別的，但反而讓人能夠輕鬆學習，投入在展覽主題內容中，整體的

主題設計還是令人感到驚奇的，簡單親近而使人感到快樂、易懂。 

而在理解因子中，動態展示導覽系統所要傳遞的資訊是讓參觀者能夠容易理解的，並使參

觀者樂於參與，藉由參與互動進一步了解展覽主題，進而有效學習。親近性因子則在靜態展示

導覽系統與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中，讓人感到整體的設計是能夠將觀念傳遞，並使人學習到相

關知識的。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三種不同形態的展示導覽系統的體驗模組屬性與偏好度之相關性探討，提出未

來展示導覽設計之改善建議： 

在靜態展示導覽系統設計，雖然在體驗形式上單純強調是視覺感官，無法給人帶來特別的

有趣的感覺，不過也因為其單純的互動設計，讓人感到平易近人，簡單易懂(圖 3) ，此特性應

再明確加強，將有效大幅提升參觀者之偏好度。動態展示導覽系統在互動因子構面上應特別注

意確保資訊的呈現是醒目且吸引人的，並且帶給人愉悅之感受，將能有效提升其偏好度。且應

保持一定的刺激感，並使參觀者在體驗後能夠得到成就感，才不會使其感到不滿意。故動態展

示導覽系統總結其特性，需要保持有趣的互動體驗設計，但其設計應該要具備使參觀者能夠得

到成就感，以及感受到刺激之要素。且要確保資訊的呈現是醒目的，才能提升其滿意程度(圖

4)。

圖 3靜態展示導覽系統簡單易理解特性 

圖 4 動態展示導覽系統有趣互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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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其整體展示導覽的設計是令人感到愉悅且喜

歡的，其應繼續保持，而若是能夠使人感到更愉悅，其偏好度亦會提升。而在展示導覽整體的

資訊與內容設計，複合式的展示導覽系統讓參觀者會迫不及待的想記錄下來，參觀者記錄下來

之後則有可能進行分享，而可使整體導覽主題內容向外擴散，引發話題(圖 5)。而由於複合式

展示導覽系統整合了靜態與動態之展示導覽內容，故其所提供之資訊可能過多，而使參觀者感

到疲憊，故後續設計應把握是當訊息傳遞量，才能有效提升其偏好度。並且促使參觀者之熱烈

討論，進而在討論過程加深印象且將知識觀念傳遞。綜合上述，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在設計上

應該傳遞適當資訊量，過多雖然不會造成不滿意，但可能容易使參觀者感到疲憊，適量的話則

有效大幅提升其偏好度。並且設計上應需有使人想記錄下來的亮點，讓參觀者與其友人同伴保

持熱烈討論，使得知識與觀念能夠傳達散播。 

 

 

圖 5 複合式展示導覽系統具有話題討論性 

 

本研究因僅針對科學工藝博物館之體驗模組評價效益加以探討，未來可進一步探討不同導

覽系統設計之學習成效差異，並增加探討性別、年齡等變數，以提升其研究之完整性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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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在的建築為了消防需求、居家安全及居住品質的提升以及進出頻繁大門的方便，都裝有自動關門

的門弓器(door closer)。在歐洲也為了消防安全，規定開關門須裝設門弓器。但一般門裝上門弓器後自然

會增加門開啟的力量，對肢體障礙者、小孩與高齡者出入會造成不便，因此建築規範規定使用門弓器有

限制其最大操作力量。門弓器是使門自動關閉，但門回彈的動作也會對肢體障礙者、小孩與高齡者一樣

會造成不便，故歐規也制定了對這類族群裝置門弓器的關門的延遲動作。之前大多數的相關研究，都著

眼於開門操作行為的量測分析。開門動作雖有法規規定推拉力量需在 30N 以下，但在關門動作時的速度

太快及時間太短，對肢體障礙者、小孩與高齡者出入行動緩慢者將造成不便，而其規範則國內並無制定。 

本研究根據門操作時之人因工程評估中的研究進一步探討其改進的問題，包含(1) 操作自動拉門裝置

(automatic pulling door device)測試系統的改善，(2) 探討使用門弓器之平開門(flat door)對開門力量的改

善，(3) 探討關門的動作對肢體障礙者、小孩與高齡者出入的影響。 

實驗研究結果顯示：(1) 在相同條件下，只需使用加速度計(accelerometer)及資料擷取系統(data 

acquisition system)，即可作平開門開關的操作測試，簡化了之前門操作自動拉力測試系統的笨重裝置；(2) 

若門弓器的單向節流閥(throttle valve with check valve)閥口(orifice)適當加大設計及改善平開門(flat door)鉸

鏈(hinges)的摩擦力(frictional force)，則改善開門的力量；(3) 一般門弓器宜增設延遲關門調速閥(adjust the 

speed valve)的設計，以避免關門動作對肢體障礙者、小孩與高齡者出入行動緩慢者或搬運重物者能有延

緩關門時間，以方便進出。 

關鍵詞：平開門、門弓器、調速閥、自動拉門裝置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一般平開門(flat door)安裝門弓器(door closer)的自動關門裝置，愈來愈普及。歐洲也為了消防需求，

規定開關門須裝置門弓器，以阻隔火焰及煙霧。若平開門加裝門弓器，對門開啟的力量自然會增加，一

般人不會造成開門的困擾，但是會對肢體障礙者、小孩與高齡者出入造成不便。歐規也制定了對這類族

群裝置門弓器的關門的延遲動作。之前大多數的相關研究，都著眼於門操作的量測與分析。本研究根據

門操作時之人因工程(human factor engineering)評估的研究進一步探討其改進的問題，包含操作自動拉門

裝置系統的改善及如何改善開門與關門對肢體障礙者、小孩與高齡者出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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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操作自動拉門裝置(automatic pulling door device)模擬人的操作行為（簡信忠，2011），之前的研

究已訂出可靠穩定的量測參數，將進一步量測裝置門弓器之平開門的開門及關門動作對肢體障礙者、小

孩與高齡者出入的影響。現行歐洲對使用門弓器的自動關門的延遲動作，制定了規範來保障行動緩慢的

長者因關門太快而影響進出門。

但先前研究的自動拉門裝置笨重移動及攜帶不易，只適合在室內固定點進行量測，本研究將朝輕量

化、方便攜帶、感測器與量具容易夾持的自動量測設備，方便量測檢驗產品特性，收集大量各種平開門

與使用者開門的相關資料，迅速回饋產品設計的修正與改良。

本研究將參考 Heng-Hui Shih 等 (2016)及王士賓 (2015)之自動拉門裝置系統，增設加速度計

(accelerometer)及角度計(angle meter)進行量測。另外對探討降低開啟重型門之門弓器的改良設計，期能

符合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原則，使門之設計能符合大多數與各種族群輕鬆操作使用，以因應全球

人口高齡化的關懷設計為目標。

1-2 研究目的

先前量測系統只用以直接檢測使用者開門的力量，測量使用者在開啟門時的力量與時間變化的歷

程，並無討論關門的行為，從研究中瞭解關門的參數，作為門弓器設定調整的參考，將通用設計之概念

與方法，導入國內住宅與公共設施領域。

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建立一簡易的門推拉量測的測試平台。

2. 量測平開門裝置門弓器開門的操作行為，探討如何降低開門的力量。

3. 量測平開門裝置門弓器關門的動作，探討對關門速度的影響。

4. 提出門弓器速度調整參數，可作為法規修訂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實驗裝置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如下：

1. 蒐集門操作行為的相關文獻與規範，作為測量系統設計修訂的依據。

2. 建立實驗裝置，檢討現有力感測器的元件安裝，並新增加速度計及角度計規格的分析選擇，

並整合資料擷取系統與各感測器的訊號處理，重新建置新的測試系統。自動量測系統實驗完成後，再建

立一徒手測試裝置。

3. 門操作行為實驗，從資料擷取系統所擷取開門的力量、加速度及角度等量測資料，由測試中

獲得使用者與自動拉力裝置得到力量、加速度及角度與時間的關係圖，並分析開門力量及加速度的自變

數與因變數的關係。

4. 實驗數據分析。

5. 提出使用門弓器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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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方法擬定研究架構，分別進行自動量測及徒手測試，再將實驗驗的數據作分析討論，其研

究架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圖 

2-2 實驗裝置

本研究將依之前平開門的自動拉力量測裝置（簡信忠，2011），平開門裝置一 1/4 圓弧型旋轉夾具，

使鋼索拉力在固定半徑的圓弧切線方向拉動力量感測器，確保拉力與力感測器一直保持正向。推拉門則

直接把力量感測器固定端鎖固在門上，另一端直接由驅動馬達拉動鋼索。

根據此平開門的自動拉力量測裝置，除力感測器外，再加裝加速度計及角度計，同時伺服馬達減速

機改用東元變頻馬達減速機驅動平開門的動力。若徒手拉門，則力感測器量測拉門的力量，使用加速度

計量測以改善門拉力測量方法。

本實驗平開門的自動拉力量測裝置之感測器除了力感測器之外，另裝置加速度計及角度計，同時量

測開門的拉力、加速度及開門旋轉角度，同時以徒手拉門量測加速度及門旋轉角度，其實驗裝置流程圖

如圖 2，平開門量測裝置圖如圖 3。 

本研究實驗使用平開門進行測試，平開門的重量約 15kg，當作輕門測試。使用配重使平開門的重量

達 30kg，當作重門測試。平開門安裝門弓器(door closer)進行自動拉門測試。 

之前量測系統只檢測使用者開門的力量與時間變化的歷程，並無討論關門的行為。本研究將探討關

門量測的參數，作為門弓器設定調整的參考，將通用設計之概念與方法，導入國內住宅與公共設施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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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門拉力自動測試系統流程圖 

圖 3. 平開門量測裝置示意圖 

模擬一般人徒手開門的方式，先設定量測開門的角度及拉門的加速度，首先設定欲開門的角度，用

膠帶貼地上，分別設定 35 度、55 度及 73 度，如圖 4。 

圖 4. 徒手開門角度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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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實驗設定模擬小孩、年輕人及老年人開門的各種設定條件的參數，並對相同條件將重復測試 3 次

以上，以確定量測的穩定性。從一連串模擬實驗量測的結果顯示，開門的力量與加速度呈現一近乎比例

的關係。提供對未來簡易量測開門對量測力量的參考。首先拉門測試以模擬老年人開門角度為 73 度，其

實驗結果如圖 4。實際量測值約在 2.3~4.3 秒是開門動作的時間，門開到設定的角度就放掉，因開始 2.3

秒前感測器感測的為空檔，非實際拉門的測試值，而開始拉門在 2.3~4.3 秒之間為實際拉門的作用力，超

過 4.3 秒後手就放掉，門弓器自動關門，量測的值沒意義，只是顯示門弓器關門的角度變化而已。 

3-1 實驗結果 

模擬開門角度 73 度，從量測拉力與加速度得到一比例常數 M，如圖 5(a)~(b)重門拉力測試圖，量測

值約在 2.3~4.3 秒之間，三次量測的平均值 M=371 ms /N 2⋅ ，如圖 6。 

 (a) (b) 

圖 5. 重門拉力測試開門角度 73 度量測圖：(a) 拉力量測圖； (b) 加速度量測圖。 

(a) (b) 

(c) 

圖 6. 拉力與加速度量測關係圖：(a) M=331.4 ms /N 2⋅ ； (b) M=393 ms /N 2⋅ ； (c) M=388.5 ms /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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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門測試模擬年輕人開門角度為 55 度所設定參數，其實驗結果如圖 7。相同條件重復測試 3 次，量

測拉力與加速度關係的常數 M，如圖 8(a)~(c)，其平均值 M=372.8 ms /N 2⋅ 。 

 (a) (b) 

圖 7 開門角度 55 度量測圖：(a) 拉力量測圖； (b) 加速度量測圖。 

(a) (b) 

 (c) 

圖 8. 拉力與加速度量測關係圖：(a) M=357.2 ms /N 2⋅ ；(b) M=390.32 ms /N 2⋅ ；(c) M=371.04 ms /N 2⋅ 。 

拉門測試模擬兒童開門角度為 35 度所設定參數，在相同條件重復測試 3 次，量測拉力與加速度關係

的常數 M，其實驗結果得到之平均值為 M=366 ms /N 2⋅ 。 

由以上實驗量測結果顯示，只在門把手的門邊安裝一加速度計，量測加速度的變化，即可提供量測

開門的力量或扭力，而不需使用此笨重的量測設備。經重複實驗的結果，開門動作的作用力由牛頓第二

定律分析： M +B K 。即開門的阻力主要由(1)門質量 M 的慣性矩與加速度成正比，(2)門弓器的

液壓阻尼 B 與速度成正比，(3)門弓器復歸彈簧的彈簧常數 K，彈簧力與壓縮長度成正比，(4)門鉸鏈的摩

擦力與門的重量及摩擦係數成正比。當開門時，門弓器的阻力主要來自復歸彈簧的壓縮力量，但因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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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原理可減小開門的力量。雖然門弓器內有液壓阻尼，但阻尼力因單向閥的作用，只有關門時才有

阻尼作用，而開門時液壓油是自由流，阻尼力非常小。故開門阻力的主要控制參數是加速度，其它阻力

幾乎可忽略，從開門的重複測試，顯示了分析的結果。

3-2 分析討論

一般標準尺寸的平開門沒有使用門弓器，其開門力量不超過 30 牛頓(N)，使用門弓器平開門的開啟

力量國外法規規定在 132 N 以下。但由鄭及吳(2011)門及水龍頭操作需力檢測方法之研究中的門操作力

檢測實驗得知，一般平開門在開門時，若無門弓器，開門的力量大約在 15N 以下，若使用小型門弓器，

開門的力量大約在 30N 以下。若使用中型門弓器以上，開門的力量大多在 30N 以上。從實際以手開門測

試與自動拉門量測系統比較，由加速度量測值顯示，發現自動拉門量測系統設定速度參數較小。若使用

中型以上門弓器或開啟較重的門，用手開門，將會超出 30N 以上。故為了老年人、小孩或坐輪椅者，也

能輕鬆開門，以期達到適用各年齡層門弓器的通用設計。

首先從門弓器的構造原理分析，門弓器內部通常設計有油壓(hydraulic)單向閥(check valve)、節流閥

(throttle valve)及復歸彈簧(return spring)組成，再結合外部的連桿(linkage)所構成，如圖 9 門弓器剖面圖。

從使用門弓器之平開門實驗結果分析，拉門越省力越好，但門關閉時，因液壓油(hydraulic oil)流經節流

閥產生阻尼力(damping force)，使門緩慢關閉。一般門弓器關門時的阻力分為二段，前一段是關門，後一

段是閂門(latching door)。每一段關門速度各有調速閥調整，即調整節流口大小，即可改變關門的速度，

如圖 10 門弓器作動示意圖。開門時，單向閥是自由流(free flow)，故阻尼力(damping force)很小，只要克

服彈簧力(spring force)及摩擦力(frictional force)即可很容易把門打開。克服彈簧力是使用槓桿原理(lever 

principle)，將開門的力量達到最省力。靜摩擦阻力主要來自絞鏈及門弓器內部機件的摩擦力，若使用低

摩擦係數的絞鏈(hinges)，就能降低門絞鏈旋轉的扭力，即可降低開門的力量。因門弓器內部機件充滿油，

故內部機件的摩擦力非常小，既使使用更重的門，都可開得很輕鬆。從這些降低開門阻力的改善設計，

將可設計一適合各族群使用通用設計的門弓器。

圖 9. 門弓器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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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門弓器作動示意圖 

    使用一般常用的鋁製平開門作測試，設定為輕門，重量約 15 公斤，鋁製平開門再加配重約 15 公斤，

共約 30 公斤，設定為重門，測試時分輕門及重門。門弓器關門速度有兩個調整閥調整，一為關門調整閥，

另一為閂門閥，量測時分別調整閥旋鈕測試。當門開啟α 角度時，門栓旋轉軸 O，門弓器的連桿 固定

於門框上門邊，連桿 與連桿 相連點 a，連桿 另一端點 p，p 點為門弓器的旋轉軸，亦為正齒輪的圓心

點，正齒輪被連桿 帶動旋轉，驅動齒條，壓縮彈簧，儲存的彈簧能作為門回關的能量。當開門的手放

掉後，彈簧能立即釋放，驅動連桿 及拉動連桿 使門回關，如圖 11 門弓器開門作動示意圖。 

   開門轉動角度α ，使門弓器旋轉軸 p 移動的圓弧位移為S， α)op'(S = ，門弓器旋轉軸 p 移動的位移

β*)''( pa 應相等，即 βα )''()op'(S pa== 。連桿 旋轉角度 β 驅動正齒輪旋轉角度θ相等，即 βθ = 。正齒

輪旋轉角度θ驅動齒條(rack)位移 x ，即 θ⋅= pdrx ， pdr 為正齒輪的節圓半徑(Pitch diameter)，故彈簧

的壓縮力 xf K= ，K 為彈簧常數(spring constant)。 

 
圖 11. 門弓器開門作動示意圖 

     
    以測試拉門的平開門及使用的門弓器為例，如圖 12 開門作用力相關尺寸為 X=27cm, Y=17cm, 
Z=112cm,α =55 ﾟ , β =120 ﾟ , 。計算開門的力量，當開門打開的角度α =55 ﾟ， 則 β =120
ﾟ， 驅動齒條位移 x ，即 θ⋅= pdrx =(0.5*120/180)*3.14=1.05 cm，即彈簧被壓縮 1.05cm，門弓器彈簧的

彈簧常數 k =11.1kg/cm，故必須克服壓縮彈簧 1.05cm 的力量才能打開門。故彈簧的壓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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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f = =11.1*1.05 = 11.65kg。門把手距離門轉軸的距離 Z=112cm，門弓器轉軸距門轉軸的距離 Y=17cm，

當開門時，因槓桿原理使開門力量 F 變小，即 F*Z= *Y，F=1.76kg，故開門只需 1.76kg 克服門弓器的阻

力即可，但仍需考慮絞鏈的摩擦阻力。

由門弓器的作動分析，門弓器安裝愈接近門樞轉軸愈省力，門弓器的單向閥口愈大會減小門弓器的

阻尼力，使開門的阻力變小，另外門絞鏈(hinge)的摩擦力也會因門重量影響開門的阻力。 

圖 12. 門作用力相關尺寸 

四、結論

當開門時平開門開始旋轉，門的操作力矩必須要克服門的轉動慣量、門的摩擦扭矩與特別是通過門

弓器的液壓阻尼所引起的回復轉矩。

門弓器的改善方法：改良門弓器設計的油壓系統的單向閥的閥口調大，可減少阻尼力。增加設計一

延遲調速閥，以延遲關門的時間。

量測系統的改善方法：改用加速度計取代力感測器量測，加速度計體積輕又小，裝置簡單又容易，

小型資料擷取器也包含紀錄及顯示功能，可取代電腦。

由實驗分析結果整合下列結論: 

1. 由量測結果得到開門拉力主要與拉門的慣性加速度有關，其他參數小而可忽略。

2. 從量測的結果得到其關係常數值約 M=370 ms /N 2⋅ ，不同的速度常數會有些差異。

3. 提供量測開門拉力測試較一簡便的方法，只需加速度計及資料擷取器，安裝又方便，不需複

雜的伺服減速馬達或變頻減速馬達驅動設備，可提供研究門弓器設計及安裝設計的簡易實驗裝置。

4. 由門弓器的設計分析提供門弓器設計的方法。由計算分析顯示門弓器安裝愈接近門栓轉軸愈

省力，也提供門弓器安裝設計的參考。

5. 從門弓器的作動分析瞭解其阻力主要是油壓阻尼力及彈簧力，而彈簧力主要是為了門回彈關

門的力量，開門的阻力在於單向閥的閥口。故門弓器設計時單向閥口直徑適當增加會減小開門的阻尼力，

使開門的阻力變小。

6. 開門的靜摩擦阻力是無法避免，但可選用低摩擦係數的絞鍊可將靜摩擦力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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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供了一簡易的量測方法量測平開門拉門測試，但目前實驗僅使用輕型門弓器及輕型鋁門做

量測，需再進一步量測所有的平開門及各型的門弓器，故建議再大量進行測試，以確認開門拉力與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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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台籍設計師之工作動機與團隊合作情形探討

張嘉中  許言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暨研究所 研究生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 所長 

+通訊作者: ats901662@gmail.com 

摘  要

中國的設計產業近年來發展快速，有許多的台籍設計師選擇前往中國工作。而其中的工作動機包括

薪資條件、市場潛力、未來發展性等…而這些動機中又以自我實現動機與未來發展性動機為主要因子。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談探討 5 位台籍設計師在中國工作的狀況、工作與生活適應與調適、

團隊合作議題再根據訪談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並歸納台籍設計師在中國工作時的議題。本研究主要為發

現台籍設計師看似說著相同語言的對岸在實際前往工作時依舊會產生不適應的情況，主因可能為文化上

的差異與教育方針的不同，間接的影響詞彙使用與團隊合作關係等，跨文化團隊中我們也發現因為組成

的人員台陸比例不同而有不同的領導方式，其中如何選擇適用的領導風格與方式是現今值得探討的課題

本研究希望能提供給想前往中國發展的設計師以及目前已在中國的台籍設計師的參考。

關鍵詞：台籍設計師、工作適應情形、生活環境、團隊合作、工作動機

一、前言

1-1 背景動機及目的

近年來中國的設計產業發展快速，大陸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也進入了快速前進的新紀元(遠見雜誌，

2015)，而超過 150 萬台灣人在大陸定居，從 1987 年到現在，「前仆後繼」地尋找在台灣沒有的機會。(端

傳媒，2016)。國台辦對外發布號稱「開放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涉及部門之多」的 31 條《關於促進兩

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究其內容，含括了「青年」與「產業」兩大面向。而其中 12 項內容

涉及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中國大陸企業同等待遇，19 項涉及逐步為台灣同胞提供與大陸同胞的同等待遇

(今周刊，2018)。 

在此背景下，有許多的台籍設計師選擇前往中國工作，其中理由包括薪資條件、市場潛力、未來發

展性…等。然而在種種的誘因下隨之產生的潛在問題包括生活適應力、工作適應、跨國團隊的組織型態

與風格差異。(Short and Johnston，1997；顏士閔、黃仁宗，2017）即指出:因歷史文化背景、教育方式、

商業環境、經濟環境、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人口遷徙頻繁的現代社會，個體會因為不同原因（如學習、

工作或婚姻等）移居到與其原先熟悉的語言、文化、政治與宗教等皆不相同的社會。可能使個體產生適

應困難，並對其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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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針對台籍設計師在投身大陸工作時的生活情況，以團隊風格、團隊組成、工

作情況、生活適應、生活壓力、心理因素進行探討。本研究主要目的為: 

1. 探討台籍設計師在大陸地區之工作動機。

2. 探討台籍設計師在大陸地區之生活適應。

3. 探討台籍設計師與陸籍設計師之跨文化團隊組織情形。

二、文獻探討

2-1 團隊組織

張文智、江潤華（2009）提出具備高度創意開發與問題解決能力對設計師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設

計師個人的知識與經驗有限，獨立解決問題有時是耗時又費力，在講求效率與多元化競爭的環境，個人

英雄主義的設計師大多已被團隊合作的方式取代。由此可見，團隊合作對於設計業的重要性。然而，團

隊不只重視整體目標達成，更強調成員間默契與彼此承諾的關係(Jessup，1992)。因此在團隊中溝通即是

重要的。透過團隊的「溝通」可提供四種功能：(1)增加控制(control)：釐清職責並且建立權威與責任感。

(2)傳遞資訊(information)：提供作決策的基礎。(3)提高動機(motive)：引發合作並且願意承諾團隊目標。

(4)情緒表達(emotional expression)：表達成員之情感，上述這些功能除了有助於團隊目標完成，並可強化

團隊成員之向心力(鄧成連，1999)。

2-2 跨國團隊

Han(1997)將跨文化效能歸結為五項能力，包括：溝通能力、處理心理壓力的能力、關係建立的能力、

文化同理心的能力、跨文化察覺能力。(李欣茹，2012)表示跨國團隊關鍵成功因素分為五大部分共七個

構面「人格特質」、「個人能力」、「團隊合作與協調」、「溝通媒介」、「領導風格」、「組織結構」、

「國家文化價值觀」。而人格特質上，應選擇具備「責任感」、「抗壓性」與「成熟度及情緒穩定性」

特質。在個人能力上，應著重具備「溝通、協調與表達能力」、與「業務上的專業知識」。跨國團隊的

合作與協調，若是做到「跨國團隊的合作應能照顧到對方的利益，以創造雙贏為目標」，將使跨國團隊

運作更順利。跨國團隊的領導風格若是「團隊主管對團隊發展是有目標及計畫的」、「團隊主管要能判

斷明確、果決執行」、「團隊主管關心員工的工作士氣」，將可使跨國團隊運作順利。

2-3 跨文化生活與工作適應

工作適應是員工持續處理工作環境與個人關係的歷程（Harper and Shoffner，2004）然而在海外工作

時所經歷的文化背景與商業環境皆不同，以此產生了跨文化適應，跨文化適應是個別心理上、情緒上對

新文化的反應(Black and Mendenhall，1990)，若海外工作者因此無法適應在地的生活習慣及文化，就失

去發展海外發展的機會。跨文化適應主要是受到當地氣候、環境與個人因素的影響，其研究構面應涵蓋

海外派遣人員對其所駐派地區的生活滿足程度、工作勝任程度以及異國文化價值的感覺程度等（顧鳳姿，

1993）而夏艷文(2012）也認為海外派遣人員最常因文化差異、工作適應不良以及生活環境的變動而影響

其在海外的適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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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文獻探討，歸納整理後將訪談大綱分為三部分，(1)基本資料及工作動機(2)工作與生活適應

狀況(3)與陸籍設計師之跨文化團隊組織情形。以此作為訪談方向及問題的藍本。 

三、方法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來了解台籍設計師在中國工作的基本工作狀況、適應期調適、團隊合

作感受；再根據訪談內容以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以歸納台籍設計師在中國工作時的各項情況。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包括其中 1 位任職動畫製作公司，1 位任職設計整合工作室，1 位任職於廣告設

計公司，1 位任職於品牌設計工作室，1 位任職於產品設計公司；一共 5 位。受訪樣本年齡介於 23-35 歲

之間，平均年齡 29 歲；工作年資最長者為 2 年，最短者為 6 個月，研究對象之斷定是以研究者畢業校友

介紹為主，如表 1 所示。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設計師代號 A B C D E 

性別 男 男 男 女 男 

出生年分 1985 1982 1994 1992 1988 

最高學歷 碩士 碩士 大學 大學 大學 

工作動機 嘗試新環境 挑戰自我 實習後轉正

職 

想接觸更多設計類型 實習後轉正職 

公司地點 澳門 澳門 上海 深圳 深圳 

公司類型 廣告設計公司 品牌設計工作

室 

動畫製作公

司 

設計整合工作室 產品設計公司 

年資 1年6個月 2年 1年 6個月 2年 

3-2 研究工具

圖表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深度訪談是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進行訪問並記錄，其目的在於深

度了解台籍設計師在中國工作時的工作情形、工作與生活適應狀況、與陸籍設計師之跨文化團隊組織情

形。

訪談內容分成三個部分：

(1)基本資料及工作動機：個人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出生年份、最高學歷）；工作情形及工作的動機、

公司地點、公司類型、職場文化差異度、年資、薪資、工作時數、主要工作內容、目前工作的適應時間。 

(2)工作與生活適應狀況：包括感受到的工作壓力、工作挫折、溝通困擾、及其他困擾等工作與生活困擾；

以及有助於紓解上述工作與生活困擾的適應方法。

(3) 陸籍設計師之跨文化團隊組織情形：包括合作陸籍設計師工作情形、團隊中台陸人數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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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與討論 

深度訪談完成後，根據訪談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並將訪談內容之重點歸納、統整於表 2-表 7。以此

分析台籍設計師在中國工作時的各項影響因素。 

4-1 受訪設計師在中國工作動機 

由表 2 可以發現在工作動機上所有的受訪者皆認為起薪較在台時較高，因而成為其中動機，而有兩

位設計師認為資源豐富與機會較多，一位設計師認為未來薪資調漲幅度高。在員工福利動機上，有 3 位

設計師認為回鄉機票可成為其動機，在自我實現動機上，受訪者各有不同看法，在敘述上皆呈現正面，

如表 2 所示。 

表 2.受訪者工作動機統整表 
設計師 A  B  C  D  E 

薪資動機 起薪高於在台水準 起薪與努力成正比 起薪高於在台水準 起薪高於在台水準 起薪高於在台水準 

未來發展性動機 資源豐富 各類補助與機會多 未來發展性一般 未來薪水調動幅度

高 

各類補助與機會多 

員工福利動機 基本住宿與回鄉機

票 

自己創業不列討論 基本住宿與回鄉機

票 

回鄉機票與年終福

利 

回鄉機票與年終福

利 

自我實現動機 成就感提升 擁有更多的發揮空

間 

實現異地打拼的心

理期待 

學習與接觸更多不

同設計面向 

實現異地打拼的心

理期待 

 

4-2 受訪設計師在中國工作之情形 

由表 3 可以發現在起薪上皆與台灣的職場新鮮人平均起薪 2 萬 6723 元(勞動部，2017)還來的高而目

前工作時數上皆有傾向責任制的工作原則，在每日的工作基本時數上往往會有加班或超時的現象。而在，

在職場文化差異度上有兩位設計師表示職位階級較不明顯，並有另外兩位表示在對於工作態度較為直接。 

表 3.受訪者工作情形統整表 
設
計
師 

A  B  C  D  E 

薪
資 

8~9萬 20萬 5萬 4萬3 5~6萬 

工
作
時
數 

每日9小時 

責任制 

每日9小時 

責任制 

每日10小時 

責任制 

每日9小時 

責任制 

每日10小時 

責任制 

主
要
工
作
內
容 

主要以平面廣告 

會展視覺設計為主 

品牌設計、品牌策略 

品牌定位、品牌顧問 

前期動畫設計 

後期特效合成 

創意發想 

空間規劃設計 

創意發想 

產品設計 

品牌設計 

職
場
文
化
差
異
度 

職位階級不明顯 

與台差異不大 

態度較為直接 

作風大膽 

態度較為直接 

作風大膽 

職位階級不明顯 態度較為直接 

作風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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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受訪者在中國工作與生活之適應情況

受訪設計師在生活日常適應上認為在生活節奏上較快，飲食上大多認為適應良好。在使用專業用詞

與慣用語上，在其中有 3 名受訪者皆認為有適應上的問題，而更有 3 位認為專業用詞上有差異。溝通的

適應中 B、C 與 E 設計師也明確指出談話方式較為直接，並普遍認為工作講求速度與效率，在技術上的

適應中，會因應自身的設計能力有所不同，如表 4 所示。 

表 4.受訪者工作與生活適應情形 
設計師代號 A B C D E 

工作適應時間 1個月 1個月 3個月 尚在適應中 3個月 

環境上的適應 生活節奏較快 生活節奏較快 生活節奏較快 生活節奏較快 生活節奏較快 

飲食上的適應 口味較為重 適應良好 適應良好 適應良好 適應良好 

使用詞彙的適應問
題 

會有專業用詞的差

異 

讀簡體字會影響理

解速度 

會有專業用詞的差

異 

特殊的詞彙用法需

習慣學習 

讀簡體字會影響理

解速度 

溝通的適應問題 對於工作完整性的

認知不同 

對於工作完整性的

認知不同，較直

接。 

對於工作完整性的

認知不同，較直

接。 

需適應慣用語的用

法 

對於工作完整性的

認知不同，較直

接。 

工作節奏的適應問
題 

較講求速度及效率 較講求速度及效率 較講求速度及效率 較講求速度及效率 較講求速度及效率 

技術上的適應 因在台有實務經驗

所以無適應問題 

因在台有實務經驗

所以無適應問題 

需要1到2個月補足

技術的要求 

尚在適應，並增強

技術實力 

需要1到2個月補足

技術的要求 

在對於生活適應上，其中 4 位以透過在地的台人或台商協會來適應生活。在溝通適應中有 3 位透過

社交團體提升溝通技巧，1 位透過電視新聞建立相同的話題與詞彙，1 位以主動提問的積極態度去學習。

在工作節奏適應中 3 位以工作時全心投入，休假時靜心放鬆來舒緩快節奏的工作，2 位認為熟能生巧，

提早準備可有效適應。不同的設計師以及個人經驗有著不同的適應方式，這裡可提供欲前往中國的設計

師們在適應方式上的建議。並以此或的更好的工作體驗，如表 5 所示。 

表 5 受訪者於工作與生活的適應方式 
設計師代號 A B C D E 

設計能力 在台設計業5年資歷 在台設計業6年資歷 在台一年實習經驗 在台6個月實習經驗 在台1年工作經驗 

對於生活的 

適應方式 

透過台商協會幫助 透過台商協會幫助 透過在地台人幫助 家人一同在中國生

活 

透過在地台人幫助 

對於溝通的 

適應方式 

透過多元的社交團

體了解在地溝通技

巧 

透過電視與新聞建

立相同的話題與詞

彙 

透過網路社交媒體

建立自我的社交圈 

與主管深度談話與

溝通 

以主動提問學習溝

通 

透過網路社交媒體

建立自我的社交圈 

對於工作節奏

的適應方式 

工作時全心投入 

休假時靜心放鬆 

工作時全心投入 

休假時靜心放鬆 

熟能生巧 

提早準備 

熟能生巧 

提早準備 

工作時全心投入 

休假時靜心放鬆 

由四位設計師的訪談內容得知，在中國普遍快節奏的商業環境下時間即為重要的一項壓力來源，而

其中 1 位認為陌生的環境也多少影響著壓力的產生，而在與人溝通上 4 位設計師表示會形成壓力，其中

包含使用詞彙的差異等。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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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受訪者於所受到的工作壓力情形 
設計師代號 A  B  C  D  E 

工作壓力形

成 

原因 

1. 工作節奏快 

2. 生活環境不同 

3. 與人溝通的差

異 

1. 工作節奏快 

2. 收入的不穩定 

3. 與業主的溝通 

1. 工作節奏快 

2. 工作繁重 

3. 與人溝通的差

異 

1. 工作節奏快 

2. 技術實力不

足 

3. 使用詞彙不

同 

1. 工作節奏

快 

2. 工作繁重 

3. 使用詞彙

不同 

 

 

4-4 受訪者與陸籍設計師跨文化團隊組織情形。 

在團隊組成與分工上因各個設計單位的不同擁有不同組成情形，在團隊合作中有 3 位認為在品質完

整度的定義上擁有差異，在溝通上也存在落差，在調適方式中普遍以充分的與團隊成員交流，並互相學

習為主。如表 7 所示 

 

表 7 受訪者與陸籍設計師團隊合作之適應情形 
設計師代號 A  B  C  D  E 

團隊成員 由1位台人4及5位

陸人組成 

由1位台人與2-3位

陸人組成 

由1位台人與2位陸

人組成 

由2位台人與1位陸

人組成 

由2位台人與6位陸

人組成 

團隊領導風格 協調型領導 權威型領導 前導型領導 協調型領導 民主型領導 

團隊執行成效 高 中 高 中 中 

工作模式 由台人帶領團隊，

將工作因不同專業

分配 

由台人擔任總監並

分工及審核進度 

協同工作並由台人

負責查核品質 

協同工作並由陸人

負責查核品質 

協同工作並負責部

分審核 

所遇困難與 

衝突點 

在品質完整度的定

義上擁有差異，在

溝通上也存在落

差。 

在品質完整度的定

義上擁有差異，在

溝通上也存在落

差。其中設計的細

膩度也有差異。 

在品質完整度的定

義上擁有差異，在

溝通上也存在落

差。 

談話與溝通上的理

解不同 

在品質完整度的定

義上擁有差異 

 

調適方式 充分的與團隊成員

交流，並互相學

習。 

充分的與團隊成員

交流，並互相學

習。 

充分的與團隊成員

交流，並互相學

習。 

使用當地詞彙來提

升團隊效益 

與團隊成員交流，

並勇於提問。 

與團隊成員交流，

並勇於提問。 

 

五、結論與建議 

5-1 台籍設計師在大陸地區的工作動機成因與影響因子 

從本研究可以發現台籍設計師在選擇到中國工作時除了薪資條件以外，自我實現動機與未來發展性

動機皆可能成為出走的主要原因。雖說著相同語言的對岸在實際前往工作時依舊會產生不適應之情形，

推測原因可能為文化上的差異與教育方針的不同，間接的影響詞彙使用、商業模式的快速節奏、直來直

往的團隊合作關係。而在溝通上詞彙的落差或談話的方式較直來直往容易形成衝突點，進而影響團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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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效益。在此跨文化團隊中我們也發現因組成的人員台陸比例不同而有不同的領導方式，其中如何選

擇適用的領導風格與方式是現今值得探討的課題。

5-2 台籍設計師在大陸地區的建議與參考

受訪者普遍認為台灣的設計細膩富巧思；中國的設計直觀大膽，在這對比的衝突中如何激盪出創新

的團隊合作與提升工作績效也是現今重要的課題。因此，本研究希望能提供給「想前往中國發展的設計

師」一些建議、提點和目前已在中國的台籍設計師的心路歷程；相對來說，本研究也希望能成為後續有

意研究「兩岸設計」相關之研究者做為參考、借鏡，並能更前瞻未來兩岸設計業的趨勢及團隊合作，以

供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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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心理資本對跨功能團隊之影響探討 
徐靖芳*+   許言**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 研究生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 教授  

+通訊作者: manuemeart@gmail.com.tw  

 

摘  要 

  近年管理者發現團隊的重要性，並了解依照不同的任務特性，由不同部門成員組成的跨功能團隊

能發揮更大效用，且團隊效能會被成員心理資本影響，其中正向心理資本能為團隊帶來正向影響。如今

企業多採用跨功能團隊的形式，且注重正向心理資本對團隊帶來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利用深入訪談法、

參與研究法在個案公司蒐集研究資料，而後利用內容分析法整理所得資料，比較受訪團隊的正向心理資

本、團隊效能；並藉由訪談內容與文獻探討，歸納出團隊領導者如需提升團隊正向心理資本可嘗試使用

的方法。研究主要聚焦在正向心理資本中的信心（Confidence），以此為研究重心延伸到其他 3 個正向心

理資本類別：希望（Hope）、樂觀（Optimism）和韌性（Resiliency），並擴展到正向心理對團隊成員、

團隊效能的影響。在探討了個案公司內 9 個跨功能團隊、8 個受訪者後，本研究歸納出 3 個會影響信心的

團隊內問題，及提出 9 個方法供團隊領導者希望提升團隊成員信心時的參考。 

關鍵詞：跨功能團隊、正向心理資本、團隊效能、信心 

 

一、前言 

企業內之團隊合作已成常態，隨著團隊任務日趨複雜，需要藉由組成跨功能團隊能發揮團隊更大效

用。組織內工作兼具複雜性與分工協調性的特色，實無法靠個人的力量獨立完成（廖國鋒、費吳琛、丁

文養，2005）。因此為了達到更好的成果，企業內需要組成各種團隊。團隊為 2 人或 2 人以上、一起工

作的一群人所組成（黃可慈，2011） 

現今企業重視團隊的存在，認為團隊對企業是有助益的。企業管理者需正視心理資本的影響（黃于

玲，2010），團隊成員正向心理資本對企業團隊有正向影響（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2007；

洪啟強，2011；余鑑、于俊傑、羅維雅、張旭嵐，2014） ，可降低負面行為表現（林新發，2012）。高

階管理者或是企業擁有者必須正視心理資本對個人的影響，開發相關的方案以提升個人在心理資本的各

項子構面上的表現。一方面提升企業的績效，再者，也可藉由提升此兩者使員工提昇工作滿意程度，進

而加強在高工作壓力下的生活滿意度（黃于玲，2010）。 

因此本研究期望能找出實務上正向心理資本的正面、負面因素、對團隊的實際影響及團隊領導者為

提升正向心理資本可採用的做法，以作為企業管理者的參考。 

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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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跨功能團對定義與重要性

跨功能團隊最直接的定義是「由二人或三人以上所組成的單位，且成員間透過互動和協調以達成特

定的目標」（Larson & Lafasto,1989）。 

如今企業多採用跨功能團隊（Cross-functional team）的形式，從不同功能部門內挑選合適的成員加

入專案團隊。跨功能團隊在創新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同的跨功能團隊會有不同的潛力、互補性

（James H & Roper，2009）。 

但跨功能團隊的成員會有不同的目標和價值觀，也通常同時參與了多個團隊，導致團隊時間分配上

的差異；且成員會分別向團隊領導與功能部門經理報告，違反組織的單一權限形式（Webber，2002）。

因此企業內在組成跨功能團隊時，除了團隊整體外，還需考慮個別成員狀況。Randel 和 Jaussi（2003）

便認為通過考慮團隊成員個人特點、及個人功能背景差異，對成員個人影響跨功能團隊的因素可以有更

全面的了解。

2-2 正向心理資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Luthans 與 Youssef（2004）認為正向的心理資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包含：信心

（Confidence）、希望（Hope）、樂觀（Optimism）和韌性（Resiliency）四個面向，且正向心理資本對

組織效能呈積極的正相關影響。

信心（Confidence）為相信自己能成功完成某任務和挑戰，能夠激勵自己選擇和面對挑戰；希望（Hope）

為積極的心理資本，讓人有積極為工作做出貢獻的動機，代表追求成功的意圖且具有規劃和辦法的能力；

樂觀（Optimism）是面對過去、現在和外來的成功有正向思考的，且認為失敗是暫時的；韌性（Resiliency）

也可解釋為回復力，韌性使我們面對負面經歷時可以重新振作，從以前的狀態中回復過來（Luthans & 

Youssef，2004；洪啟強，2011）。 

自我效能是個人在面對特定情境時，個人相信自己是否有能力處理並解決問題之個人信心程度，假

如一個人評估情況超過他們的能力負荷，那麼他將避免這個狀況，所以自我效能會影響個人付出行動的

努力程度，和遇到逆境時能夠堅持行動的程度（蔡昆憲，2007）。 

2-3 正向心理資本對團隊的影響

林新發（2012）認為正向心理資本與員工的工作績效有關，並且可降低員工負面的行為表現。企業

管理者若能重視員工心理資本，關注員工的正向心理資本，便能對團隊產生正向影響、使員工擁有更好

的工作表現。正向心理資本中的四個面向是可衡量的，且可以為了更有效的工作表現而被管理。因此若

能把握正向心理資本的 4 個面向、有效管理，就可使員工有更好的工作表現、並提高團隊效能（Luthans, 

Luthans & Luthans，2004）。 

易言之，心理資本是組織價值創造的重要來源，對於組織來說非常重要，其不僅可以為組織帶來競

爭優勢，亦能促使組織持續發展（林新發，2012）。企業在規劃人力資源各項計畫時，應篩選心理資本

較強之人才，同時主動協助員工強化自我效能、希望、樂觀等心裡資本與社會資本管道，從而提昇其對

工作與生活的滿意度（黃于玲，2010）。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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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文獻探討，歸納出跨功能團隊對於企業的重要性，且了解到正向心理資本對團隊是有正向的影

響的。現今研究多關注整體團隊心理資本，因此本研究期望聚焦正向心理資本中的「信心（Confidence）」

面相。

為研究以信心（Confidence）為主軸，正向心理資本隊團隊成員、團隊效能的正負面影響，並找出

可供團隊領導者參考的策略，本研究先利用深入訪談法、參與研究法在個案公司蒐集研究資料，而後利

用內容分析法整理歸納，為質性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1. 確定研究目的：研究以正向心理資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的信心（Confidence）面向

為中心，延伸至其他三個正向心理資本。

2. 文獻探討與問題定義：藉由過往文獻探討，確定研究主題與範圍，並定義研究框架、找出值得探

討的研究問題。

3. 個案公司訪談：藉由深入訪談法和參與研究法，訪問個案公司內的職員。深入訪談法為在個案公

司的 9 個跨功能團隊內，各訪問 1~3 個團隊成員，每位成員訪問數次，以確定研究者完整而正確地記錄

受訪者的想法；研究並加入行動研究法，研究者實際進入個案公司觀察或參與跨功能團隊。讓本研究除

了團隊成員主觀感受外，還可利用研究者較客觀的觀察來輔助分析。並可藉由觀察與詢問個案公司職員，

了解個案公司組織、團隊組成與運作型式。

4. 資料分析與結果歸納：最後使用內容分析法來比較、歸納團隊的成效、成員信心，及所造成的影

響。因本研究訪問的團隊類型各有不同、團隊目標也各不相同，無法以制式化的標準來進行數據化的成

效比較，因此本研究利用團隊成員在訪談中表達的主觀感受來評估團隊成效。主觀評估為個人在心理層

面的滿意度、凝聚力、認同感。本研究訪談主軸分為兩部分：信心與團隊效能的探討、團隊領導者提升

成員信心的方法，訪談主要問題如下：

信心與團隊效能的探討：若缺乏信心，在執行任務時會不會遇到甚麼難處？是否曾經在自己、或他

人身上遇過這樣的狀況？

團隊領導者提升成員信心的方法：在缺乏信心的情況下，曾碰到什麼可以讓自己提升自信？領導人

（主管或團隊領導者），在整個任務從產生到任務結束後，怎樣的舉動會讓你覺得自己個人受到影響？

是怎麼樣的影響？

本研究在個案公司內訪問了 8 位受訪者，每個受訪者分享 1~4 個團隊經驗。受訪者中，有 3 位高階

主管、2 位中階主管、3 位職員；在個案公司組織架構下，3 位為管理部門、3 位研發部門、1 位資訊部

門、1 位品牌企劃部門；以性別區分，受訪者有 5 位男性、3 位女性。本次研究的 9 個團隊以英文代碼

A~I 編號，8 位受訪者也同樣以代碼 A~H 編號，為受訪者 A~受訪者 H。 

四、研究結果

4-1 個案公司介紹

個案公司為平價連鎖餐飲店，當個案公司有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達成的目標時，會先在高階主管

會議中提出，並交付給某個功能部門來執行，並由主要負責此任務的功能部門成員擔任專案經理，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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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進展並負責向該功能部門主管報告。以 Ulrich 與 Eppinger（2012）的 4 種組織類型來看，這樣的團

隊屬於輕型專案矩陣組織（圖 1），專案經理較像個協調者和行政者，專案經理修訂進度表、安排會議、

並促進協調，但並無真正的自主權和控制權。這樣的組成結構可以使各功能的專業在團隊內整合，發揮

各自所長，創造更有彈性的執行空間。 

 

圖 1. 輕型專案矩陣組織（Ulrich & Eppinger，2002） 

而在個案公司內，這樣的跨功能團隊成員變動性大，有時會變換合作的部門，唯有主導任務的功能

部門是不變的。團隊領導者會視狀況參與高階主管會議，提交進度與成果報告，通常會提出真實數據，

並且提出複數個方案供高階主管們討論。並且團隊領導者會在報告的同時接收高階主管的意見，並帶回

專案團隊討論。除了高階主管會議外，根據專案類型與狀況不同，也會徵求、參考其它未參與該專案的

部門成員意見。 

4-2 信心對跨功能團隊之影響 

團隊因資源不同、組成條件不同、任務目標不同等等原因，困難點、團隊成員對各方面的信心程度

及所造成的影響皆不同。以下就各團隊在不同方面，因內部狀況不同，所造成的不同影響來做比較： 

4-2.1 沒有前例可供參考： 

團隊 A 因沒有可依循的前例，團隊成員一開始對任務是否能順利抱有疑慮，在任務初期進行時採取

較謹慎的態度，並會在會議上提出疑慮。後因利用多次數據分析驗證團對策略，正面的證據讓成員對團

隊目標有了信心、越做越順利。 

「目前算是成功的。雖然一開始大家會懷疑這個任務做不做的起來，在進行中間還是一直有人會有

疑慮。但藉由一些數據的分析來驗證方法、確定作法是正確的，來消除大家的疑慮。到後面也做起來了，

現在已經在測驗階段，就快要可以執行了。(受訪者 B)」 

團隊 B 雖需產出與往年不同的成果，但因該團隊任務每一季都需重複一次，成員對該團隊流程熟悉。

且因可將過往的經驗套用至當下的任務，成員認為每次都可以得到比過往更好的成員，對團隊充滿信心。 

「這是一個會一直重複的任務、季節性的。雖然目前尚未結束，但是在磨合、討論、修改的過程可

以學習到很多東西，在這樣溝通協調的過程中自身成長了很多。會想再加入這樣子的團隊，一部分是因

為可以吸取過去不足的經驗，遇到相同問題點時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快速解決。所以每次都可以得到更好

的結果。(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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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團隊內合作：

團隊 E 為剛成立的團隊，初期運作時，組織章程和責任範圍尚未確立。成員在執行工作項目時，對

自己負責的工作項目沒有信心，會不斷疑慮團對的方向是否正確。且因團隊內分工尚不明確，成員有時

找不到部門內可詢問者，因而不斷向其他不同部門成員尋求意見，後又因這些意見來自不同部門的成員，

無法立刻相信而需要花時間採證，整體任務所花費時間拉長。

「剛入團隊對任務內容還不熟，公司需要有教育訓練。如果有教育訓練的話，可以更快上手、更容

易進入狀況。因為畢竟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還是需要有人指引。(受訪者 C)」 

團隊 C 因為團隊成員合作緊密，成員對團隊成效預期樂觀，以團隊合作這方面來考慮，團隊成員對

再次參與同樣的團隊充滿信心。

「為了黏那些東西，當下雖然很趕，但大家是說說笑笑的。雖然很累，但是大家卻凝聚起來，感情

變好了。所以也會比較願意參加這個團隊，因為整體氣氛是好的。(受訪者 D)」 

4-2.3 任務時程緊湊：

團隊 C 交稿時間緊湊，團隊成員需要加班來完成負責項目。非該團隊主要主導部門的受訪者 D 認為

因成員間互動緊密、團隊氣氛好，在大家一起承擔成敗的想法下，任務順利的完成；而作為主導該任務

的部門成員，受訪者 F 認為這樣的狀況雖可以讓成員更積極投入，但很多流程無法按照正常程序、且會

浪費時間在溝通上，最後的團隊成效也不理想，對於再次執行此任務較無信心。

「別的部門會認為沒效益，到最後都做完了、團隊任務完成了，結果被上面的人認為明年不用做了、

因為成果不夠好。好像沒有一個正向的成果。這樣的狀況當然也有好事，這樣可以讓各部門積極投入，

但是壞處在時間太短，無法按照常裡來做。當沒有時間的時候，無法按照正常程序，資源沒辦法正常拿

到。且會浪費很多時間在溝通，他們也會無法理解。(受訪者 F)」 

團隊 D 因任務時間充足，可以收集足夠的意見來支持團隊策略，成員對團隊最終成效充滿信心，在

開會時可以迅速的做出決定。

「部分產品會有是否要繼續上架的問題，以大眾意見為主，以所有意見來中和決定。不會因為人的

資歷或職位而比較看重他的意見之類的。大家的意見都很重要，希望可以收集越多意見越好。(受訪者

A)」 

4-2 提升成員信心之建議

管理者是團隊的領頭羊，其在組織內的任何情緒甚至一顰一笑都可能對團隊產生影響（蕭婉鎔、林

孟俊，2013）。而經過統整受訪者自身經驗與觀察後，發現以下幾點為團隊領導者可用於提升成員信心

的方法：領導者主動監督並介入、清楚的個人與團隊目標、建立團隊整體向心力、鼓勵成員彼此溝通、

適時調整團隊組成、藉由短期效益推動成員長期動力、提出以前的案例或相關經驗、給予適當權力與空

間、克服時間與地理位置困難。以下分項說明。

4-2.1 領導者主動監督並介入：

在規劃團隊進程時，領導者需要預先設定團隊里程碑，時時檢查目標達成狀況。並且領導者需發揮

自身的影響力，鼓勵成員主動回報問題、及時講出疑慮，並協助成員解決問題，避免成員因隱瞞狀況而

在失敗和壓力中逐漸失去對自我或團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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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在設計團隊時，亦可以考慮將制度或要求盡量予以簡化，但只要訂出了規範或規則，最好能夠

有效遏止成員的不當行為並貫徹到底，以防最後反而破壞了團隊成員彼此間的信任感，甚至降低了大家

對制度的信任 （沈介文、陳月娥、周毓敏、陳銘嘉，2005）。 

「想辦法主動幫忙解決，帶頭的人理應去解決。團隊裡面會有監督的機制，專案也需要里程碑，監

督大家有沒有達成里程碑。(受訪者 A)」 

4-2.2 清楚的個人與團隊目標：

若團隊領導者的決策或態度搖擺不定、沒有清楚定義任務目標，這樣的狀況會讓團隊成員感到困惑、

找不到該前進的方向，因而浪費時間、力氣在錯誤的方向。更會使團隊失去效率，進而讓成員因感到自

己在浪費時間、心力，且沒有得到成就感而逐漸失去信心。

對管理者或領導者而言，應先整合所有團隊成員對團隊目標不同的看法或認知差異，並建構合作性

的目標幫助團隊成員獲得彼此間的信任，而使團隊工作更有效率（廖國鋒、費吳琛、丁文養，2005）。 

「當領導人需要很有主見，並傾聽別人的意見。如果是很沒有主見的人，別人會想反駁他。需要一

直跟成員討論，領導者主要要有主見、決策力，要有把大家的意見融合在一起的個性，需要做中間的協

調者。很重要的是要聽大家的聲音和做決定。(受訪者 D)」 

4-2.3 建立團隊整體向心力：

讓成員感受到領導者是和整個團隊一起努力、一起承擔後果的，使成員願意投注心力在團隊裡，主

動積極地參與任務，而不會退縮或置身事外。領導者可以適時給予成員決定權，讓成員決定自己份內的

任務，提起成員的責任感與信心，並且產生向心力、認為自己是團隊的一份子。

跨功能團隊成員的互動行為直接影響跨功能團隊績效，若團隊成員能夠相互合作、信任與對團隊保

持高度的承諾，將可提昇團隊績效（耿筠、謝立詩，2006）。當單位主管自覺單位內的工作情況缺乏向

心力或凝聚力，首要先檢視自己本身是否常常表現正向情緒，鼓勵單位成員發揮本身的特長，以及適時

給予成員精神或實質的援助（蕭婉鎔、林孟俊，2013）。 

「夥伴或同事對公司認同，彼此對團隊有向心力。如果他們經常抱怨公司制度，會很難帶起來，因

為他們都會是負面的情緒，對團隊沒有正面的影響。所以如果可以對公司有認同感，整個團隊才是比較

好的。(受訪者 G)」 

4-2.4 鼓勵成員彼此溝通：

在會議上帶領成員進行腦力激盪，讓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有參與感。在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激勵、

肯定，領導者需擔任成員溝通時的協調者，讓成員願意不斷地主動發言，不用擔心被責罵或批評。

另外，團隊成員還是要接受溝通、爭論與衝突管理的訓練，才能在整體團隊運作過程中，表達自己

的意見與立場、與其他人分享資訊與討論，最後才能聚集最好的方案，達成團隊的績效（廖國鋒、費吳

琛、丁文養，2005）。並且領導者需要適時的統整成員的意思，並做出結論或決斷，讓成員了解自己的

意見是有對團隊造成影響、有被考慮的，讓成員產生參與感，進而提升對自我或團隊的信心。

「比較不會提出自己的問題，比較少互動激發、積極性不夠。或是說，主要是積極性、團隊向心力。

如果是多頭馬車、沒有人去整合就不好，會比較困難。團隊主要還是要有主持人，讓大家清楚分工；並

且要有時間表，沒有的話會議會沒辦法進行，大家會拖，沒辦法很有效率的完成整個事。(受訪者 H)」 

4.2-5 適時調整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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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正確的主管從工作的目標與管理下手，提高管理效能，能正確地訂定工作目標能強化員工的心

理資本，並提升工作投入；次之，遴選正確的人員在正確的位置上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姜昭安、陳殷

哲，2014）。在選擇團隊成員時，應考慮團隊成員是否具有互補性能力與溝通能力，以創造團隊良好的

互動與合作（耿筠、謝立詩，2006）。 

當成員表現不佳時，先透過引導的方式來改善該成員的狀況。團隊成員表現不佳時，可能是能力的

問題、也可能是意願的問題，領導者可以了解該成員是不能、還是不願意，並針對該成員的問題對症下

藥。若情況沒有轉變，領導者可以考慮是否更動成員負責的工作，甚至將之調至其他較適合的團隊。 

「個人部分，要分兩種:行不行和願不願意。如果差很多的話，我們會要求更換團隊成員。願不願意

的話 透過團隊的方式去引導，如果到後面還是很難配合，還是要做成員更換。(受訪者 E)」 

4-2.6 藉由短期效益，推動成員長期動力： 

利用短期可見的成功、效益，可使團隊成員保持動力，持續往目標前進。主管若常鼓勵、關懷同仁，

並給予單位同仁明確的目標或願景，會間接驅動同仁對個人願景的憧憬，並啟發個人的才能，甚至主管

適時給予同仁一些精神上的激勵鼓舞，都有助於組織內凝聚力的提升（蕭婉鎔、林孟俊，2013）。 

團隊成員可能會認為團隊執行目標難以完美達成、或是執行方案不夠完善，但若提出真實而客觀的

數據分析、或收集團隊目標對象的意見回饋，可讓團隊成員被說服而更有信心、並對團隊目標更樂觀。

這些證據可以是過去存在的事實、或利用團隊推演出的假定預想來詢問團隊外人員而得到的回饋。 

「開始會認為很難做，經過多次數據分析後，認為方法好像可行。(受訪者 A)」 

「因為是客觀分析 所以不太會影響個人信心和做事，主要看有什麼證據，客觀的來去制定任務目

標。(受訪者 B)」 

4-2.7 提出以前的案例或相關經驗： 

若團隊任務有前例可循，整個團隊會較容易知道下一步該往哪個方向前進；且成功的案例可使成員

們對團隊最終成效較有信心與期待，不容易懷疑團隊目標是否能成功達成。若為一個在個案公司內沒發

生過的、全新的任務，團隊會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在釐清任務目標和步驟上，因沒有過去的經驗可供參考。 

在「自我效能」的培育方面，可以舉辦講座或利用電子分享平台來分享經驗及成功例子，讓員工能

彼此交換經驗並學習模仿他人的成功之道（余明助、劉依蓉，2013）。要促進團體學習，必頇減少習慣

性 防衛，提升學習動機，並促進學習行為，如聆聽與探詢他人資訊等，才能產生錯誤的更正（卓秀足，

2010）。 

「因為權責還沒有定清楚，所以在接到任務時需要和其他部門、或大家全部人一起討論工作要怎麼

分配，誰要負責哪一部分等等。如果遇到不清楚的部分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來釐清。(受訪者 A)」 

4-2.8 給予適當權力與空間： 

如果主管的領導只專注於利潤和績效，卻未留心到員工對工作的感受，評估員工對工作的滿意度，

則未必能使公司順利的得到最大的利潤（林鼎鈞，2013）。 

領導者若給予成員適當的操作空間與做小部分決策的權力，該成員會較有信心，對該團隊任務也會

有較積極的態度。如果成員認為自己對所負責的部分掌握度不高，很多事情不能由自己決定，該成員會

失去信心，變得不敢果斷地下每個決定，因而拖累團隊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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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他對事情的掌握度不高，他就會失去信心。他會不太敢決定。主管可以把事情全權交給他 讓

他覺得成敗都是由自己決定、自己可以決定事情。但除了讓他們做事情，主管也要同意如果失敗了或是

怎樣，主管要說「這件事是我讓他做的」。藉此觀察，他能不能熟悉這份工作，他能不能判斷這些事情。

(受訪者 F)」 

4-2.9 克服時間與地理位置困難： 

跨功能團隊有時會遇到團隊成員工作時間或工作地點相異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團隊成員的溝通

互動就受到限制，彼此之間較易因不熟悉而降低對團隊的信心。組織可以考慮增進團隊領導者與成員面

對面的溝通機會，建立團隊討論時間，讓團隊成員可以暢所欲言、發表意見（汪美香、楊棠堯、吳朝森，

2006）。 

「希望可以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在需要幫忙時可以更快找到其他人，這樣可以減少誤解或做白工的

時間，溝通很重要。(受訪者 C)」 

「另外因為團隊人員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要開會或做事都不是太方便。(受訪者 G)」 

五、結論 

跨功能團隊在現今企業中具有重要性，許多任務都需利用這樣的團隊型態來完成，且在團隊執行任

務期間，正向心理資本會對團隊帶來正向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專注研究在企業團隊執行任務時，以信心

（Confidence）為主軸，正向心理資本對團隊的正負面影響，及領導者可運用以提升團隊成員信心的方

法。 

本研究藉由深入訪談法和參與研究法，訪問個案公司內的 8 位職員並實際參與、觀察個案公司內跨

功能團隊，收集了 9 個跨功能團隊的相關資訊後，利用內容分析法整理出以下結論： 

在團隊內若沒有前例可參考、團隊成員彼此合作不順暢、且任務時程緊湊，皆會或大或小地影響團

隊成員的信心。而這時團隊領導者若希望藉由提升成員的信心，給團隊效能帶來正向影響，本研究建議

可採用以下 9 個方法：領導者主動監督並介入、清楚的個人與團隊目標、建立團隊整體向心力、鼓勵成

員彼此溝通、適時調整團隊組成、藉由短期效益推動成員長期動力、提出以前的案例或相關經驗、給予

適當權力與空間、克服時間地理位置困難。如果能採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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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越來越多人飼養貓作為寵物，市面上也隨之出現不少為寵物貓福利設計的傢俱，甚至將住宅貓化，為

求創造人與貓共存的空間，由此提供兩者更好的生活環境。近年來也有不少業者，透過設計服務協助飼主

將其貓房進行打造，將此需求發展成獨特的商業模式。目前資料中鮮少有對貓空間設計中飼主需求及偏好

之研究，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法向貓空間設計產業較具代表性的公司進行調查，並使用檔案紀錄方式紀錄

資料，再由卡方檢定與平均數分析搭配訪談得知貓空間設計中產品差異及飼主的購買傾向，讓未來有意從

事相關產業的業者有初步認識及參考方向。研究發現以下現象：1.貓空間設計中以鎖牆式產品為居多，由

「貓跳台」「貓窩」「貓走道」三個產品類型構成設計元素。2.「種類」及「功能」為貓飼主關心的重點。

3.集合住宅為多數飼主的住宅形式。 

關鍵詞：寵物貓、空間、貓行為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因社會人口結構改變，少子化以及人口老化日益嚴重，單身貴族即無後主義者比例增加，促

使寂寞產業迅速串起，造就寵物產業龐大的商機(林佩洵，2009)。如今飼養寵物成為時下關注的議題，

根據簡妤儒（2002）與一表發現早在 600 年前人類就開始飼養貓狗作為看門，捕鼠用，到了 1950 年代

後提供專門使役訓練，作為使役犬守衛用。實用性價值使得人們開始大量繁殖存種之貓狗，作為買賣，

直到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才開始出現「玩賞犬」、「寵物狗」等名詞，隨著心理情感性價值的轉變而

逐漸發展到擬人化、家人化，直到 1990 年代初開始，貓才從可有可無的角色迅速轉變發展出具有情感

性的價值。(見表 1) 

貓狗為最常見的寵物，兩者都能帶給飼主心靈慰藉，飼養方面則是有著相當大的落差，貓不如狗一

樣熱情，常表現出冷漠、平淡的回應，總是讓人摸不著頭緒，狗熱情如海非常依賴飼主的陪伴，飼主需

要長時間的陪伴及付出（許雅琁，2009）。研究顯示寵物能帶給飼主快樂減少孤寂感，並且讓身心靈健

康，減緩壓力跟負面情緒，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援感（Pan,Ye&Chang，2007）。 

從相關研究文獻顯示，2001 年至 2009 年台灣家貓飼養數量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人口數逐年降低

使每戶對同伴動物之需求與所能照顧的人力隨之降低，再者狗與貓都可以達到依附關係需求，讓原本想

養狗的人有了選擇貓作為寵物的可能性。社會壓力逐年遞升，每戶居住人口逐年下降，照顧貓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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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外出運動的需求較狗少，人們在諸多人力、時間、成本的考量下，戶內飼養貓的比例逐年增加，

狗逐年遞減，貓成為近年來最普遍飼養的寵物。（陳立桓，2014） 

由上述探討可知社會人口結構改變，許多人選擇飼養貓作為寵物，貓天生活潑好動，對於新奇的事

物總是充滿好奇，喜歡爬高爬低，動靜皆宜的貓可花上許多時間探索，就算人類將其飼養於戶內，他們

一樣充滿活力，而許多飼主為家貓的生活機能著想，會融入家貓天性跟習性所需之機能商品於屋內，將

其改造成貓房。市面上也入續出現知其商機的業者，透過設計服務協助飼主將其貓房進行打造，為求美

觀且實用的人貓共存環境，並將此需求發展成獨特的商業運作模式，但由於產業模式較新，市面上鮮少

看到相關貓空間設計現況調查的資料，業者與飼主無從參考，因此促成本次研究動機。

表 1. 犬貓商品化歷史簡表（簡妤儒，2002）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貓空間設計產業的現況，並分析飼主對貓空間設計中產品的偏好，及飼主的住宅形

式和特質，嘗試解釋產品類型和價位的不同對飼主購買的影響，依此本研究擬達成之研究目的為：

(1) 探討貓空間設計中產品之間的差異。

(2) 探討飼主於貓空間設計時產品購買傾向及偏好。

(3) 探討貓空間設計中飼主住宅形式的狀況

二、文獻探討

2-1 貓的骨骼

貓的整個身體構造都以絕頂靈活度為前提，而骨架提供了重要基礎。貓咪約有兩百五十根骨頭，由

肌肉韌帶和肌腱支撐組合整體骨骼。貓的脊椎包含較多的胸椎與腰椎，所有獨立的椎骨可組成更多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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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貓咪具備獨特的彎身與扭身能力。貓咪的骨架由又長又瘦的肌肉支撐，使它具備絕佳跳躍能力(Vicky 

Halls，2015)。  

2-2 多貓家庭的緊張氣氛 

貓是領域性生物，也就是說面對威脅時牠們會積極捍衛領土，保護地盤內賴以為生的資源。生活在

同一個家中共享資源的貓咪，未必互有情感羈絆。牠們通常會形成不同派別或分裂為小團體，但仍尊重

彼此的歧見(Vicky Halls，2015)。根據 Leyhausen(1979)的研究發現，貓在群體中有著霸主等級制度之分

尤其是在有限的空間內，故應該提供空間之複雜度，就能夠減少貓之間的侵略行為。 

2-3 住宅貓化 

據美國人道協會(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統計，養貓的家庭為 9,560 萬戶，養狗的

家庭 8,330 萬戶，家庭養貓的已超越養狗。Jackson Galaxy(2015)認為這樣的發展與大量人口移往都市有

關，且貓比較能適應小空間的環境，生活相對獨立自主，就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是非常適合的。 

調查指出多數家庭貓不健康問題多半跟營養條件沒有直接關係，而是飼主強迫更改生活模式容易造

成問題，貓是唯一被馴化的肉食性動物，從自由的戶外生活移居到受限制的室內生活，從古至今好一段

時間轉型，然而目前還未完全適應室內生活。貓移居室內並非都是壞處，根據數據顯示家貓在有足夠醫

療照顧下之水平平均壽命已從在戶外 4.5 年增加至 15 年，可看出在室內環境的貓也能健康成長。（Jackson，

2015） 

2-4 貓的活動空間 

研究指出 15 平方米的空間可以同時飼養 15-20 隻貓，平均一隻貓需要 1 平方米的活動空間（Sjvfs，

2005），根據 Jenny M.Loberg（2015）指出，活動空間越大貓咪表現出的互動、玩樂、身體接觸變得更

多，害怕及侵略反應也隨著空間增大而變少（詳見表 2）。每隻貓對環境條件及社交互動有不同的偏好，

豐富的環境能提供貓健康的心理發展。McCune S( 2004 )表示貓的需求空間質比量來的重要，所以應增加

空間的大小和複雜性，並提供各種架高棲息地和隱蔽的躲藏箱，才能給予貓好的福利空間。 

表 2. 正面及負面貓行為觀察表（Jenny M.Loberg，Frida Lundmark ，2015） 

 

2-5 動線與眺望 

許多飼主在飼養貓之後多以家中的傢俱做為貓垂直及水平的移動動線，但傢俱的高度層差都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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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讓貓跳到最高處或是移動順暢，而且容易造成人跟貓動線重疊，造成雙方碰撞或是壓傷貓等問題。

陳柄瑞（2016）在研究裡發現客廳及臥室是許多家庭中貓主要使用的空間，可以多設計貓跳檯與此段空

間。在空間中加入貓跳檯設計，可以提供貓水平垂直的移動動線，對邁入老年的貓尤為重要，因貓的體

能會隨著年紀而衰減，跳躍的距離會縮短，所以選擇適合自家貓的跳檯相當重要。  

2-6 小節 

本節所提供之文獻證實，貓是領域性動物，對於遇到威脅時會積極捍衛自己的領土，保護賴以為生

的資源，貓又以挑高水平垂直距離為適合之移動的動線，因此在空間中加入貓跳台讓空間多元化增加複

雜性是能夠提升貓於室內空間的福利，若能多加考慮貓的習性跟個性，將其運用至貓跳檯設計或是貓空

間規劃上，則可以優化人與貓共生的環境，並且能夠讓貓與貓之間互動更頻繁，身心靈發展更健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針對國內寵物市場中寵物貓空間設計產業進行現況調查，並以其產業較具代表性的公司長

彩實業，進行個案研究，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分成兩個部分，首先要對貓與空間有所認知，因此須對相

關文獻和書籍進行整理，如此一來才能對欲探討的問題加以整理，其次是將個案公司提供之資料進行蒐

集並搭配訪談輔以檔案紀錄了解個案公司產品銷售狀況及顧客構面資料，方便後續進行分析。 

3-1 資料蒐集 

從個案公司中貓空間設計產業進行資料蒐集，並從客戶購買紀錄中客戶訂購資訊進行分析，從中了

解貓空間設計中飼主對產品之偏好。資料共計 48 筆，分別紀錄了「客戶姓名」、「養貓數量」、「貓年齡」、

「產品種類」、「產品購買數量」、「居住地區」、「住宅形式」等資料。在資料整理時發現，個案公司客戶

的住宅形式多為自家公寓，且大多以客廳與臥室等空間作為主要安裝的地點。貓空間設計產品項目中可

分為貓跳台、貓窩、貓走道三大分類。下小節依此三大分類個別說明： 

3-1-1 貓跳台 

貓喜好居高臨下的感覺，基於天性的關係攀高成為他們重要的需求，處於高處的貓能隨時掌握環境

的變化，除了可以洞察獵物外，高處能給予貓安全感，從資料中可看見許多類型的貓跳台，大致可分成

落地式跳台、鎖牆式跳台。（詳見表 3.圖 a）。 

3-1-2 貓窩 

貓窩顧名思義是專屬貓的睡床，可提供貓休息睡覺的地方，因貓本身睡覺時容易將貓毛殘留在傢俱、

衣服、或是布面商品上，容易造成清潔的困難。根據 C.M.Vinke,L.M.Godijm (2014)的研究指出貓在新環境

底下容易產生緊張造成壓力，擺放躲藏的貓窩於空間裡能夠減少他們的壓力並且加速他們適應環境的時

間所以貓窩的使用格外重要。貓窩種類繁多由各種軟硬材質製作而成，它可以是封閉式、半封閉式、或

是開放式（詳見表 3.圖 b）。(Crouse Ms,Atwill ER,Laguna M，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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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貓走道

貓走道的設計能提供貓於室內垂直與水平移動的路徑，可直接避開人類行徑的動線，減少踢到貓的

意外。貓走道可以是吊橋走道、單面走道及兩面以上的環繞走道（詳見表 3.圖 c）。 

表 3. 貓空間產品種類表（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貓跳台種類表 b.貓窩種類表

  c.貓走道種類表 

四、結果與分析

欲了解貓空間設計中飼主對貓產品的偏好，本研究使用個案研究法，針對個案公司進行調查，並從

個案公司提供的客戶購買資料中，提出相關性的假設，再由卡方檢定方法判斷問題假設的關聯，得出結

果後使用平均數來進行歸納跟分析，最後統整得出結果。

4-1 探討產品銷售量是否與產品長度有關

H0: 產品銷售量不會受到產品長度影響 

H1:產品銷售量會受到產品長度影響 

卡方值是 739.498 大於卡方臨界值 12.59 及落在臨界域，所以拒絕 H0，產品銷售量不是均勻出現在

12 個產品長度，固產品銷售量與產品長度是有相關性的，本研究發現在 313 筆觀察值中，產品長度越短

時銷售量不是最高，長度越長時銷售量不是最低，位於中間長度的銷售量最多，因此判斷產品長度不是

影響銷售量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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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產品銷售量與長度的卡方檢定（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1 探討產品銷售量是否與價位有關 

H0： 產品銷售數量不會受到價位的影響 

H1： 產品銷售數量會受到價位的影響 

   卡方值是 756.981 大於卡方臨界值的 12.592 及落在臨界域，所以拒絕 H0，銷售數量不是均勻出

現在此 7 個價位，固產品銷售數量會受到價位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當價位越低時反映出的銷售量不會越

高，價格越高時銷售量也不會越低，位於中間價位的銷售數量最多，價位與銷售量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

因此價位不是影響銷售量的主因。 

表 5. 產品銷售量與產品價位的卡方檢定（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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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探討產品銷售量是否與產品類別有關

H0： 產品銷售數量不會受到產品類別的影響 

H1： 產品銷售數量會受到產品類別的影響 

   卡方值是 756.981 大於卡方臨界值的 12.592 及落在臨界域，所以拒絕 H0，銷售數量不是均勻出

現在此 3 個類別，且銷售數量與產品類別成正比，所以產品銷售數量會受到產品類別影響，下小節針對

產品類別與銷售量的關係進行分析。

表 6. 產品銷售量與產品類別的卡方檢定（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3 探討產品類別與產品銷售量之間的關係

如上小節得知產品銷售量會受到產品類別影響，因此本節繼續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從表 7 可看出

產品類別中六角跳台的銷售量呈現最高，六角形跳台為最受歡迎之產品，48 個客戶中有 45 個客戶訂購

六角形跳台，其平均客戶訂購量為 4.56 個，相較其他產品多出許多，深入探究原因可能與包覆式外型及

多邊出入口有關，此特徵使得產品之間可相互連接，讓原本作為移動功能的跳台多了新的功用，回顧文

獻探討中所提的資料，當多隻貓同時在一個空間裡，容易產生霸主等級之分的階級制度，會造成爭奪地

盤的現象，最後演變成鬥毆，若能提供複雜度之空間故能減少貓的侵略行為，因此本研究分析當跳台類

產品出入口越多時越能增加路徑的複雜度，讓有限空間裡的貓更有逃跑的機會。

表 7. 產品平均訂購檢定表（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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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探討住宅形式是否與產品樣式有關 

H0： 住宅形式不會受到產品樣式影響 

H1： 住宅形式會受到產品樣式影響 

   當卡方值是 152.249 大於卡方臨界值 3.84 及落在臨界域，所以拒絕 H0，產品樣式不是均勻出現

在此 3 個住宅形式，故產品樣式會影響到住宅形式，本研究發現自家型住宅比租屋型住宅多，產品樣式

中鎖牆產品比不鎖牆產品多如下圖 d，因此得知產品樣式與住宅形式呈現正比關係，所以本研究推測當

住宅為自家時，飼主更願意於家中安裝鎖牆式跳台，其原因可能跟鎖牆式類型的產品是需要破壞牆面，

租屋型住宅形式受到房東租屋合約的限制所影響。 

表 8. 產品樣式與住宅形式檢定表（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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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 產品樣式百分比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為探討貓空間設計中產品對飼主購買傾向與偏好，藉由個案研究方法調查國內寵物市場中寵物貓空

間產業較具代表性之公司，從客戶購買情形、居住形式以及養貓資訊等提供的資料，總合調查結果統整

出下列結論： 

本研究發現產品種類會直接影響產品銷售量，雖然產品售價與產品長度都跟產品的銷售量有相關性，

但探究相關性，兩者與銷售量不成正比與反比，因此兩者都不是直接影響銷售量的主因。在貓空間設計

時需將貓的習性及個性納入考量，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四點飼主對產品的偏好，作為提供往後業者在進行

空間規劃時有參考的方向：1.貓空間設計中產品以鎖牆式居多，由「貓跳台」「貓窩」「貓走道」三個產品

類型構成設計元素。2.在進行寵物貓空間設計時，「種類」及「功能」為大多數飼主關心的重點。3.「多

邊出入口」及「包覆性」的跳台重複訂購率較高 4.大多數飼主居住在集合類型的住宅。 

上方歸納之重點，如何運用於貓房空間設計參考方向，設計出符合飼主與寵物貓需求之空間，並進

一步調查及測試，為往後研究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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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亞馬遜公司﹙Amazon﹚發表語音互動系統 Echo 以及語音助理 Alexa 後，在語音互動領域就有了新

突破。隨著 Google、微軟、Apple、Facebook 以及百度等企業皆陸續跟進，已經有不少人認為，語音互動

將能成為取代智慧手機的新一代平台，語音解放雙手，成為最新的人機介面。隨著語音辨識正確率提高，

更直覺、更便利的人機互動方式，將智慧家庭的發展帶入一個全新的階段，並提供使用者更有價值的服

務體驗。高齡化是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為了要滿足高齡者的不同需求，以語音互動為介面提供高齡

者的更多元的服務體驗是很值得探討的。因此，本研究的目的針對台灣高齡者為對象，探索其語音互動

需求，針對行為表徵，與其生活型態和環境因素進行調查分析，以人物誌的方式歸納出 4 種不同典型高

齡族群，再依據不同典型中生活脈絡共同點與個別差異，最後再以階梯法價值分析創建語音互動對話式

模型，並對居家語音裝置的互動形式提出建議，以滿足高齡者情感訴求，進而增進其生活幸福感。  

關鍵詞：高齡者、使用經驗、語音互動 

一、前言 

在可見的未來，全球許多國家都會邁入高齡化社會，其中尤其 80 歲以上的人口，將有 75%需要各

種形式的照顧或輔助，據內政部戶政司﹙2018﹚統計，臺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在今（107）

年 3 月底達到 14.05％，也就是說每 7 個人中就有 1 個是老人，臺灣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聯

合國的統計資料中亦指出目前與未來的全球人口少子與老年化的趨勢。在人口成長推估方面，根據國發

會﹙2018﹚的分析，2018 年到 2026 年我國人口總人數將是處於最高峰約 23.5~23.6 百萬人，不過之後台

灣將面臨人口逐年減少的問題﹙如圖 1﹚。主要因素是 2020 年台灣將面臨人口零成長，2022 年後人口年

增加率將呈現負成長，造成未來 2061 年的人口將約降至 16.6~19.3 百萬人，約是 2000 年的 75%~86%，

60 年年間將會減少至少 432 萬人。其中人口的減少部分是在幼年與青壯年人口，青壯年逐漸衰老造成老

年人口的增加。因此如何維護高齡人口的生活品質與尊嚴，以及因應老化社會帶來的青壯年照顧及扶養

負擔加重和少子化現象，是現今社會十分重要的議題。 

綜觀上述統計資料可以發現：老年人的照護將在不久之後變成一股強大的需求，而且缺乏足夠的人

手。當高齡者需要居家醫療照護時，常常關係人由於工作等外務無法隨侍在側，照護於此存在缺陷，雖

擁有智慧型裝置，對於手機的電話簿、信息輸入等便利的功能，大多無法順利的學習與使用。高齡者照

護服務平台，許多老人科技欲借由數位化產品提升高齡者日常生活品質，然而高齡者往往多缺乏使用數

位化產品的經驗。根據行政院研考會﹙2013﹚的調查顯示，50 歲以上民眾的上網率有逐年提升，但 60 歲

以上. 的上網率仍少於整體的平均值。面對科技產品眾多的功能和複雜的介面操作，高齡者常會感到使

用困難而排斥。Zajicek﹙2001﹚認為高齡者視力和記憶力退化，觀看螢幕較為吃力而容易疲倦，且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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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操作電腦的順序與流程；陳肇堯於 2015 年高齡者科技接受度的研究中也曾提到，高齡者害怕在學習

過程中因自己的操作錯誤而造成產品損壞的想法，則使其對數位化產品抱有排斥的心態。在需要採用數

位化產品時，其態度也較為謹慎。拿著功能強大的手機，卻仍然對照著手抄紙本電話簿撥接電話；錯過

來電時，卻不知如何查看；最經常且基本的功能如此，更遑論其他複雜的設定操作但長者視力感官退化

﹙高世安、唐玄輝、林榮泰， 2004﹚。在科技發展飛速的時代，科技化健康照顧監測與緊急生理安全支

援的可行性大幅提高﹙許慧敏，2017﹚。此時，如何讓互動更加直覺，就顯得格外重要，而語音互動技

術的發展給高齡者及家人提供一種全新的互動方式。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高齡者生活語音互動需

求，藉此發展居家語音互動服務，並作為未來高齡居家科技服務與產品設計參考。

圖 1.台灣人口總數推估(2018 年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103 至 150 年)) 

二、文獻探討

2-1 語音互動介面

聲音的認知活動包含音源方位辨認﹙localization﹚、聽覺空間感﹙auditoryspace perception﹚、聽覺

分析理解場景人事物﹙auditory scene analysis﹚，以及聽流分段﹙auditorystream segregation﹚ ﹙Baldwin, 

2012﹚。對話式介面：源自於人類最自然的互動方式：對話。分為透過文字﹙Message UI﹚或語音﹙Voice 

UI﹚。基於語音的技術在過去五年中在消費者市場中經歷了大規模增長。根據 Parks Associates 的統計，

於 2017 年初，49%的美國家庭透過應用程式或專用設備使用語音助理。由於其發展速度加快和消費者興

趣，“語音優先”格局正在迅速改變，並影響語音產品的採用。許多研究認為 VIS 將成為替代智能手機

的新一代產品，並為用戶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體驗。陳培文﹙2016﹚亦認為，生活助理系統透過語音介

面提供例行事項提醒、廚房安全警示及負向情緒紓解等服務，具備便宜、省電、小型化、不干擾日常生

活的實用功能。

2-2 使用者體驗設計(User Experience Design，UX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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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使用者體驗設計的研究，比較著重在軟體網站介面、資訊架構導引、視覺傳達、互動設計等領

域。使用者體驗創新設計 User Experience Innovation Design, UXID 強調快速原型與策略藍圖方法，強化

商業價值的形塑與評估﹙中國生產力中心，2013﹚。「使用者體驗創新設計」源自於 80 年代，由 Bill 

Moggridge 的 ID2 設計公司與史丹佛大學教授 David Kelly 的 David Kelly Design 共同合作，在使用者

使用情境分析研究中產生。此手法強調用「以人為中心」的開發理念，取代以技術為中心；運用「設計

思考」之理念，深入探索消費者未被滿足的需求，以「視覺化溝通」、「說故事」、「原型製作」等設

計方法，讓創新點子能更迅速地具體化、更加成熟而完整﹙中國生產力中心，2013﹚。「人物誌」又稱

為使用者原型﹙user archetypes﹚，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所創造出來的虛擬人物。主要在能

呈現出特定目標使用者族群的使用情境或體驗﹙Cooper, 1999﹚。在一般設計流程中，應用人物誌的優點

有：避免設計師以自我為中心、發掘複雜使用者的需求與喜好和替代無法隨時觀察或詢問的使用者﹙Pruitt 

& Adlin, 2006﹚。 

2-3 高齡者服務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到 2050 年，智能家居的主要公認應用領域之一是高齡者的數

量不斷增加。然而老化伴隨著認知能力的退化已是高齡認知學所證實的事實﹙Park, 2000)。Park 歸納出

認知老化的四個機制為感知敏銳性﹙perceptual acuity﹚的降低、工作記憶能量﹙working memory capacity﹚

的萎縮，注意力抑制能力﹙attention inhibition﹚的鬆弛， 以及處理與控制速度﹙processing andcontrol speed﹚

的減緩等。高齡認知退化不僅包括模態效率的退化，也包括在健康的模態功能下心智處理機制的遲緩。

網路傳輸受照護者在家中的生理及生活資訊，以提升照顧安全﹙許哲瀚、唐憶淨，2008﹚。另外，關於

社會參與方面，一般認為當年齡漸長、健康衰退、自我照顧能力下降及經濟能力降低時，將逐漸仰賴他

人協助，因此自然會逐漸減少社會參與的頻率（胡幼慧，1995）。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judgment sampling﹚的方式，針對台灣地區 8 位受訪者進行半結構訪談法調查

﹙詳如表 1 所示），針對受訪者家中作為探索場域，深入了解高齡者在生活中發生的某些事件，生活脈

絡，建構出高齡者生活的行為模式，並將訪談資料，以親和圖法歸納高齡者的生活情境，建立出 4 種典

型人物模型（詳見表 2），並針對其中一種典型製作人物誌，分析高齡者一天的歷程，藉由階梯法分析

機會點，並依據資訊訂定出語音互動的設計建議，最後定義語音介面功能資料庫的方式。本研究規劃之

主軸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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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流程與方法 

表 1. 受訪高齡者之基本背景資料 

個案 U1/U2 U3 U4 U5 U6 U7 U8 

職業 公務人員 

夫妻退休 

卡車黑手 

退休 

早餐店老闆 公車 

司機 

幼稚園 

園長 

國小老師

退休 

務農 

年齡 72 65 78 73 75 67 69 77 

性別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女 

教育程度 大學 高職 國小 初中 初中 高中 大學 國小 

居住狀況 夫妻同住，兒女 

皆在外另住。 

孩子皆已成

家，但彼此

居所接近。 

大兒子二兒

子已成家搬

出，與小女兒

和妻子同住。 

兒子是大

學生，與

妻兒同

住。 

中年離

婚後與

兒子同

居。 

女兒已成

家，住在同

一層公寓

對門。 

丈夫去

世，獨

居 

識字狀況 皆識字 不識字 識字 識字 識字 識字 部份識

字 

使用語言 國語 台語  國台語夾雜 台語 國語 國語 台語，

部分國

語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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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齡者典型人物誌﹙Persona﹚建立 

典型(代碼) 家庭關係 居住狀況 生活能力 社交習性 科技接受度

A 

獨自生活型 

獨居，與配偶

離婚分居，子

女已成家，家

庭關係薄弱。 

平房 健康狀況尚可，經

濟狀況不佳，領低

收入補助，需要社

福機構關懷，才能

維持正常生活。 

偏好獨來獨往，需

要獨自一人的空

間，不擅長與人建

立友好關係。 

低科技涉入群體，較

常使用家用電話，以

重要事件連絡為主。 

B 

完善規劃型 

與 子 女 不 同

住，享受退休

後生活，兒女

定 期 回 家 同

住。 

透天厝 健康狀況佳，退休

前對老年生活妥

善規劃，享受自由

無拘束，無經濟壓

力，生活自主。 

於閒暇時光從事自

己熱愛的休閒活

動，爬山健行，逛

花市，聽電台節

目。 

使用的原因為定期關

心子女孫子的近況，

希望能關心家人與受

到關心，學會自己編

輯長輩圖文。 

C 

居家歸屬型 

與 兒 女 不 同

住，但彼此住

家距離近，仍

與家人生活重

疊，互相關懷

照應。 

大型 

公寓 

社區 

罹患慢性病，家人

協助管理服藥，兒

女 住 在 同 一 社

區，生活軌跡重

疊。 

不主動找尋可以參

與之社區活動，會

參與社區舉辦之活

動，認養花圃， 

不擅長使用手機，只

用來撥接電話，沒有

人幫忙就不知道如何

使用，兒女教學後獨

立使用時因為個性保

守害怕犯錯，故不喜

歡使用。 

D 

依賴關係型 

與配偶子女同

住，重視家庭

和諧，希望與

家人緊密連

結。 

獨棟住

宅，生活機

能行社區 

育有兩個孩子，與

其中之一同住，享

受含飴弄孫的晚

年生活。常常與家

人出遊，怡然安

老。 

能夠積極參與社區

活動。屬於活躍型

人格。常有機會外

出並與積極與他人

產生連結互動，有

騎乘交通工具，獨

立出行的能力 

通訊軟體愛用者，喜

好原因為，比起簡

訊、電話沒那麼嚴肅

有空再回覆就好，有

些叮嚀的話想對別人

講，就可以用；認為

貼圖可以的簡訊，不

但簡單好懂且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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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齡者典型角色模型（以居家歸屬型為例） 

 

四、分析與討論 

經過與 4 個典型高齡者模型分析後，整理出高齡者的一日的旅程日誌如表 3 及表 4，並且從圖表中

可以發現幾點需求。4 種典型族群的共同點是，由於日常中缺少娛樂和行動不便，在家的時間多半看電

視聽收音機，當獨自一人在家中也能夠感受到有聲音，獲取新知，成為與街訪鄰居談天的訊息來源。以

社群角度切入，較活躍的典型人物偏好規劃自己的生活，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家中時常有訪客。而有烹

飪習慣的高齡者，習慣到菜市場挑選想要的菜色，一次性購買大量食材，在烹飪食材時也受配量影響，

導致在烹煮當下難以有效應用。與子女的居住狀況親疏關係，影響生活模式，與子女共同生活者，常常

會準備全家人的晚餐，以及幫忙看顧孫子女。本研究從中統整出價值分析圖表﹙如表 5﹚，萃取出 5 個

需求洞察點，並將這些洞察點轉化成設計機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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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種典型高齡者一日旅程分析 

時段 時間 A B C D 

1 5：00  起床 
  

1 6：00 起床 
公園運動 

0.5 6：30 念經 起床 起床 

1 7：00 早餐 早餐 早餐 早餐 

1 8：00 
聽收音機 

看電視早晨新聞 

鄰里串門子，聊天。 

看電視 

1 9：00 澆花 睡著 
0.5 9：30 打瞌睡 

到市場買菜 
0.5 10：00 

看電視 外出社區服務志工 準備午餐 
0.5 10：30 準備午餐 

0.5 11：00 準備午餐 
在外用餐與同事聊天社交 吃午餐 午餐 

1 12：00 午餐 

1 13：00 
看報紙，在沙發上打

盹 

回家午睡 看電視/ 

幫忙顧孫子 

整理花圃 
1 14：00 

到公園下棋 
整理家裡 

 1 15：00 到公園與鄰里一起
跳舞。 1 16：00 聽收音機音樂 朋友到家裡喝茶聊天 煮晚餐 

1 17：00 晚餐 

 
家人到家裡一起用餐 

家人 

下班回家 

 

1 18：00 
外出散步 

晚餐 

1 19：00 
兒女探望 

聊天 散步 

1 20：00 看電視 洗澡 洗澡 
1 21：00 洗澡 洗衣服洗澡 禱告 整理衣物 
1 22：00 

睡覺 
聽收音機電台 

睡覺 睡覺 1 23：00 睡覺 
1 24：00 

表 4.價值分析表 

行為動作 收音機保

健節目 
看新聞 /電
視劇 

做菜 吃安眠藥 逛菜市場 和孫子女互

動(唱歌聊天) 
栽培植栽 

目 的  用自己熟

悉的方式

獲取保健

資訊及關

心時事 

增加與街訪

鄰居聊天的

話題 

動腦構思菜

色，完成後

得到成就

感。 

想睡得安穩

提高睡眠品

質。 

買自己喜歡

的菜，作為午

餐，與老朋友

聊天 

與家人之間

情感交流 
閒暇時照

顧，家中具生

命力的綠意。 

價值需求 獲得新

知，不想與

社會脫節。 

不識字，以

聽力取代

讀報。 

休閒娛樂，

家裡有聲

音，有熱鬧

的感覺。 

有簡明易懂

的食譜，能

夠獨立完成

美味料理。 

睡前需要紓

壓，輕快愉

悅的音樂幫

助入眠。 

在挑選購買

時產生滿足

感，讓自己擁

有好心情。 

被需要，亦

得到關照與

愛。 

愜意，得到心

靈上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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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高齡者日常生活作息，歸納出的價值點來定義功能，整理出語音互動模型，以其中幾點功能為

例如表 5 所示。針對影響高齡者幾點主要需求作切入：  

• 建立情感連結：現況調查研究發現，高齡者偏好與家庭成員頻繁交流，更新日常資訊，於會

面時能增進話題性之訴求，而家庭成員之近況影響用戶情緒，故可在家庭中成為重要之一

人，希望能藉由管道獲得新知，不想與社會脫節，且十分注重與街坊鄰居交際之互動，仍

希望藉由過程中建立自信、產生愉悅感擁有歸屬感。藉由語音互動裝置，長者能夠用說話

的方式，語音轉訊息於家庭社交群組中發言，並且得知家人近況，使關心有其依據。

• 服務整合：高齡者生活中涉及醫療、健康、以及其他食衣住行等生活問題(教導高齡者如何上

臉書、線上購物、看 YouTube 與視訊電話等功能)，並且需要提供多媒體的娛樂資訊。

• 生活之自我實現：其一，高齡者對於自己的身體慢性病用戶希望有一定的了解，並且對疾病

獲得自主性，關心醫療、時事與營養保健食品等科普能掌握之心理訴求。其二，發展日常

興趣專長，烹飪時能協助高齡者達成成就，增進其自信心與成就感有助提升其心理之正面

素質。

• 安全確認：在日常生活處境中有效避免意外之發生，避免高齡者在家中無人照應或延誤就醫

情況，提高獨居高齡者於發生緊急危險時立即得到救援之機率，可以獨立、安穩居住在自

己熟悉的生活環境中。為了使高齡者能夠在熟悉的居家環境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遠距照

護服務可提供高齡者在家中發生意外事故的緊急通報、緊急救援系統聯繫及居家安全服務

(許哲瀚、唐憶淨，2008)，加速意外事故發生後的搶救時間，提高照顧安全與照護品質。當

高齡者發生不可預期之意料外狀況(跌倒偵測功能)，通知家屬與緊急處理，降低家屬不安心

理，提升長者居家環境安全與生活品質。

• 照護提醒：高齡者記憶力衰退，時常記不清規劃回診時間，以及需要依醫囑服用慢性病藥物

等等，掛號預約流程複雜，無法獨力完成，仰賴關係人協助，高齡者想要依定的自主性，

不希望成為完全被照顧者，故提醒功能，能夠成為長者的助力。

表 5.功能語音對話式模型示意 
功能分類 主被動 命令說明 語音助理 高齡者 語音助理 高齡者 語音助理

提醒 被動 新建提醒 - 1/5提醒我 1/6
早上要到台

大醫院回診

好的，新增

1/5 的提醒 
- - 

被動 取消提醒 - 取消 1/5 的提

醒(通知)
好的，取消

1/5 的提醒 
- - 

主動 提醒重要事

項

叮~(提示音) 
奶奶明天早上

要到台大醫院

回診嘍

好/嗯嗯/好噢/
可以噢 /沒問

題

- - - 

主動 提醒用餐時

間

叮~(提示音) 
奶奶該準備早

/午/晚餐了喔 

好的/嗯嗯/好
噢/可以噢/沒
問題

- - - 

植栽 主動 提醒澆水 叮~(提示音) 
奶奶植物該澆

水囉！

好的 - - - 

十分鐘後再

提醒我 /延遲

十分鐘 /再十

分鐘

(十分鐘後) 
叮 ~( 提 示

音) 
奶奶植物該

澆水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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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主動 確認奶奶身

體狀況

叮~(提示音) 
奶 奶 在 做 什

麼？

看電視 好的 - - 

(無回應) (一小時候

喚醒確認奶

奶狀況) 
奶 奶 起 床

嘍！奶奶起

床嘍！

好的/起來了 - 

(仍無回應) 
用 line 傳送訊

息 連 繫 家

屬：「奶奶已

經一小時沒

有動靜了。」

- 

好，我知道了 奶奶要回覆

嗎？

被動 傳送訊息 - 在 LINE 上跟

OO 說 ：

「XXXXXX」 

好的，訊息

已送出

- - 

四、結論

目前智慧生活的設計重點，大都集中在輔助與監測基本「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如銀髮族行動、洗澡、如廁、飲食等 (Leusmann et al., 2011)，本研究期望以貼近人心的方式，

對高齡者生活中的語音需求，歸納出的價值點來定義功能，整理出語音互動模型，並提出情感面向提出

解決方針。本研究未來將增加不同面向的語音資料，藉此提升高齡者生活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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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觀看手機遊戲廣告之負向態度行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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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型手機普及，其功能性及娛樂性豐富，尤其以手機遊戲 app 成長幅度最為明顯，亦同時帶動手機

遊戲廣告市場蓬勃發展。手機遊戲廣告的形式繁雜內容多元，但過多的廣告訊息卻無時無刻干擾手機使用

者，促使人們對於手機遊戲廣告產生負面甚至厭惡的態度。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選擇大學生作為問

卷受訪對象，獲得 139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皆偏向負面態度，其主

要原因為廣告出現過於頻繁導致干擾瀏覽，且多數人會採取關閉廣告的行為；遊戲經驗的涉入程度高低對

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的喜惡態度並無顯著差異。受訪者對於在手機上觀賞影片時出現遊戲廣告最令人反感；

使用者最厭惡看到的手機遊戲廣告類型亦為影片類型。 

 

關鍵詞：手機遊戲廣告、廣告態度、廣告干擾、手遊廣告形式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發展快速，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越來越高，台灣更是位居世界前列，根據調查：台灣人使

用手機的普及率高達 126%（周婷、劉鵬，2017）。研究指出，行動廣告使用比例逐漸提升，尤以遊戲產

業最為明顯，佔比為 14.1%（DMA, 2017）。手機的高滲透率讓行動廣告市場也因此連帶擴張，為各界覬

覦之商機。 

由於人們每天處在訊息充斥的環境中，當周圍大量訊息湧入時，廣告就會變成人們閱讀訊息時的干

擾，而讓人們最厭惡的原因，就是因為廣告訊息產生視覺干擾（車庫一姊，2017）。現在的遊戲廣告類

型眾多，雖然增加了廣告的關注度，同時也造成使用者在瀏覽訊息時的困擾，甚至產生反感。而當人們

處在負面態度的時候會做出一些行為來表達自己的感受。Cialdini, Baumann, & Kenrick(1981)研究指出，

當閱聽人擁有負面情緒的時候，會促使閱聽人採取某些行為來降低負面情緒。所以，當人們看到廣告並

感到厭惡的同時，也會做出一些行為，例如：關閉廣告、檢舉廣告、刪除應用程式等行為，來表達自己

厭惡看到廣告的行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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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研究常以受測者的正面態度作為關注其廣告態度的一種解釋，反之，負面態度亦能夠成為一種

依據。讓廣告主知曉並避免做出讓人厭惡的手機遊戲廣告，同時也能讓使用者不再被這類廣告干擾或對

這類廣告產生負面評價，創造雙贏的局面。除了遊戲廣告的內容外，手機遊戲廣告的出現時間點、不同

的廣告形式…等也可能帶來負面影響。過往許多對廣告態度的研究，大多採用目標族群的正向態度及注

意力行為作為觀察重點，本研究則著眼於廣告的負向態度進行探討。

1-2 研究目的

根據《創世際調查報告》，在 2016 年有 94.4%的受訪者玩手機遊戲，其中又以年齡在 20-24 歲的比

例較為顯著（創世紀研究顧問，2016）；因此本研究以 20-24 歲的大學生作為受訪對象。 

本研究將會著重於大學生調查對遊戲廣告的整體態度，並針對負面情緒影響及後續行為來作探討主

軸，其內容包含：

（一）了解大學生對於觀看遊戲廣告的整體喜惡態度

（二）遊戲經驗高低的人對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的態度差異

（三）在不同瀏覽情境下看到手機遊戲廣告之態度與行為

（四）不同手機遊戲廣告類型對廣告態度與行為之影響。

本研究希冀藉由調查目前大學生對手機遊戲的涉入程度、以及在不同手機使用情境下看到手遊廣告

的態度差異，並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對各類型手遊廣告的接受和喜惡程度，調查結果將給予手遊廠商在未

來規劃手遊廣告的設計及投放策略時更具體的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行動遊戲

行動遊戲即手機遊戲(Mobile Game)，運用行動裝置平台所使用的遊戲類型，可透過線上商店下載的

形式來獲得遊戲應用程式(App)（涂昆銘，2015）。民眾花費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遊戲時間較往年

增加，在《2017 年手機遊戲研究報告》裡，每個月玩手機的遊戲人口比例甚至高達 54%(Facebook Audience 

Network，2017)。手機遊戲龐大的市場，接連帶動著遊戲廣告業者創造可觀的經濟效益。 

2-2 行動廣告類型

行動廣告(Mobile Advertising)被廣泛定義所有行動設備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藉應用程式、郵件、

電子商務等平台進行行銷，行動廣告會以多種形式或活動傳遞給消費者，並影響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

(Association, 2015)。 

行動廣告類型種類繁多，在手機遊戲中，最常出現的廣告類型可大致分為：原生廣告、橫幅廣告、

靜態插頁、獎勵式靜態圖面廣告、影片插頁、獎勵式影片廣告等遊戲廣告類型(Facebook Audience Network, 

2017)，近年來，遊戲公司更是推出試玩的互動式遊戲廣告，達到用戶先行體驗的目的，讓用戶更容易接

受遊戲並決定是否下載（騰訊科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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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手機遊戲廣告類型(source:Facebook Audience Network, 2017) 

2-3 廣告干擾 

Ducoffe(1996)對廣告干擾效果的定義為：閱讀者在瀏覽廣告時是否會因為廣告的設計、文字說明的

設計等因素，造成閱讀者產生困惑、憤怒與煩躁的負面情緒。近年來廣告干擾相關的研究方面(Burke et 

al, 2005; Li & Meeds,2005; Chatterjee, 2008; Faber et al, 2004)，多以內容流暢度、認知過程與廣告量的干擾

為主要探討的要素。廣告出現的越頻繁，越會讓使用者瀏覽資訊時分心，甚至影響用戶體驗（陶蓓麗、

蘇韋誠，2011）。 

2-4 廣告態度 

廣告態度指的是消費者在特定的時間觀看特定廣告之後，產生認同或不認同的反應(Mackenzie & 

Lutz，1989)。在廣告相關的研究中，廣告態度已經廣泛地被學者用來探討，並被認為是一項用來研究廣

告有效性的最佳指標 (Brown & Stayman, 1992)，可以進一步了解觀看者對廣告的評價反應(Mackenzie, 

Lutz & Belch，1986)。 

許多學者認為態度是由認知、情感、行動這三個因素所組成，且互有關連。Lavidge & Steiner (1961)

提出「廣告之層級效果模式」，認為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是經由一連串的反應漸進而來的，包括認知階

段、情感階段、行為階段（戴軒廷、馬恆、張紹勳，2004）。Tsang(2004)探討消費者對行動廣告的態度

的研究中，發現廣告態度會影響行為意圖進而影響實際行為（洪靜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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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產生也跟使用者在手機遊戲的涉入度或使用情況的專注度有相關連性。不同的遊戲涉入度代

表的是玩家對於遊戲的熟悉度、知覺重要性與投入遊戲的不同程度（賴建都、黎佩芬，2016）。Fezio & 

Zanna(1981)也指出，與態度同時出現的直接經驗或許可以直接影響態度與行為間關係的強度（曾孟蘭，

2002）。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先從期刊與網路上的相關資訊做資料蒐集，整理並歸納出手機遊戲廣告類型、廣告干擾、廣

告態度與觀看廣告後的行為等資訊。並透過問卷調查法，確立本研究目標，並分析大學生觀看遊戲廣告

的基本態度以及後續影響行為。

3-2 研究問題

1. 重度遊戲經驗的人和輕度遊戲經驗的人，對於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的整體喜惡態度調查。

本研究假設由於人們在手機遊戲上對遊戲的涉入程度不同，對遊戲廣告的態度也會有所不同。若觀

看者對手機遊戲涉入程度較深，極有可能對該遊戲廣告產生正向的情緒；反之，對手機遊戲涉入程度較

低者，則有可能產生負面情緒。

2. 不同的手機使用背景或情境之下看到手機遊戲廣告態度與行為之影響

本研究假設當觀看者在不同情境瀏覽資訊的情況下，由於他們瀏覽情況的專注程度不同，導致對廣

告的出現所產生的情緒程度也有所不同。

3. 使用者看到不同類型遊戲廣告的態度與行為分析。

本研究假設由於遊戲廣告的類型不同，會讓觀看者看到遊戲廣告時產生不同的情緒，遊戲廣告的類

型或內容，往往會是觀看者在點擊或關閉廣告決策過程時所考慮的因素。

3-3 問卷設計說明

本研究之問卷架構可分為 3 大類別問題：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與玩手機遊戲習慣之基本調查，例如：是否玩過手機遊戲、玩手遊的經驗有多久

時間等問題，其目的在於區分不同遊戲經驗的使用者，以及詢問受訪者玩遊戲之動機、從何種管道知曉

手機遊戲、了解受訪者對手機遊戲廣告的印象程度等問題。

2. 針對受訪者對手機遊戲廣告之基本喜惡態度調查，以及受訪者在不同瀏覽情境（瀏覽 FB、IG、閱

讀文章、觀看影片、使用免費 APP 等四個情境）時觀看到手機遊戲廣告與看到不同手機遊戲廣告類型（橫

幅、原生、靜態插頁、影片、試玩互動等五種廣告類型）的反感程度。

3. 探究受訪者對手機遊戲廣告產生的負面態度之原因，以及受訪者對手機遊戲廣告會做出哪些行為

之基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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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分析 

4-1 研究對象背景分析 

本研究共蒐集 139 份有效問卷，並依照玩手機遊戲的經驗，分成手遊重度使用者（3 年以上遊戲經

驗者）與手遊輕度使用者（3 年以下遊戲經驗或無經驗者），其中有 79 位為手遊重度使用者；60 位為手

遊輕度使用者。 

表 1 使用者背景資料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34 24.46% 

 女生 105 75.54% 

玩手機遊戲的經驗 從沒玩過 5 3.59% 

 最近剛玩（1年內玩手機遊戲經驗） 20 14.39% 

 1-2年 35 25.18% 

 3-4年 23 16.55% 

 4年以上 56 40.29% 

玩手機遊戲的動機(取前三名) 無聊打發時間 55 39.57% 

 他人介紹 24 17.27% 

 廣告內容吸引我 19 13.67% 

對手機遊戲廣告之印象程度 非常有印象 28 20.14% 

 有一點印象 53 38.13% 

 根本不記得 58 41.73% 

 

根據表 1，可得知受訪者們玩手機遊戲取前三名的動機有 39.57%的人是為了無聊打發時間；17.27%

的人是因為他人介紹才玩手機遊戲，而有 13.67%的人則會因為看到廣告內容而被吸引，由此可知，遊戲

廣告也是其中一個會讓使用者們想要遊玩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有 58.27%的受訪者，會對看到過的手

機遊戲廣告有印象，41.73%的受訪者則不記得看過遊戲廣告，多數手機遊戲廣告仍會讓使用者留下印象。 

4-2 不同遊戲經驗的使用者觀看手機遊戲廣告之整體喜惡程度 

為了探究重度使用者與輕度使用者觀看手機遊戲廣告整體喜惡程度的差異情形，讓受訪者填答「觀

看手機遊戲廣告之喜惡程度調查」量表，量表得分越高(5:極喜歡，1:極厭惡)，表示喜歡觀看手機遊戲廣

告，反之，量表得分越低，則表示厭惡觀看手機遊戲廣告。進一步將受訪者觀看手機遊戲廣告之整體喜

惡程度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瞭解不同遊戲經驗的使用者在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的態度是否具顯著差

異，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遊戲經驗使用者觀看手機遊戲廣告喜惡程度之描述性統計量 

使用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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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遊戲使用者 79 2.39 .939 

輕度遊戲使用者 60 2.23 1.064 

P值 .352 

遊戲經驗高低的使用者間對於遊戲廣告的喜惡程度不具有顯著差異(p>.05)，無論是重度或輕度之手

遊使用者，對於觀看到手機遊戲廣告皆偏向厭惡的態度。

4-3 使用者在不同瀏覽情境觀看手機遊戲廣告之反感程度

為了探究受訪者們在不同瀏覽情境時，對於觀看到廣告時的反感程度的情形，讓受訪者填答「處於

不同瀏覽情境時對手機遊戲廣告的反感程度」量表，量表得分越高(5:極度反感，1:不構成反感)，表示在

此情境對看到手機遊戲廣告越反感，反之，量表得分越低，則表示在此情境對看到手機遊戲廣告較不反

感。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程序，來分析不同瀏覽情境在觀看手機遊戲廣告之反感程度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統整如表 3 所示： 

表 3 使用者在不同瀏覽情境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的反感程度之描述性統計量 

瀏覽情境 平均數 標準差

瀏覽FB、IG 3.56 1.205 

閱讀文章 4.06 1.203 

觀看影片 4.19 1.006 

使用免費APP 2.96 1.086 

P值 .000* 

*p<.05

受訪者在不同瀏覽情境間具有顯著差異(p<0.05)，在觀看影片與閱讀文章時看到廣告會讓受訪者們反

感，其中又以在觀看影片時看到手機遊戲廣告最讓他們反感。

4-4 使用者觀看不同手機遊戲廣告類型之反感程度

本研究假設除了瀏覽情境會影響使用者對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的反感程度外，廣告類型本身也會讓使

用者產生負面情緒，為了探究使用者覺得何種手機遊戲廣告類型最讓使用者反感，本研究分別以手機遊

戲廣告類型最常出現的橫幅廣告、原生廣告、靜態插頁、影片廣告、試玩互動式廣告作為選擇依據，讓

受訪者填答「使用手機隨意瀏覽時，不同的手機遊戲廣告類型所給予的反感程度」量表，量表得分越高

(5:極度反感，1:不構成反感)，表示在看到此手機遊戲廣告類型不構成反感，反之，量表得分越低，則表

示在看到此手機遊戲廣告類型不構成反感。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程序，來分析觀看不同手機遊戲廣告

類型之反感程度是否具有顯著差異，統整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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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使用者觀看不同手機遊戲廣告類型的反感程度之描述性統計量 

廣告類型 平均數 標準差 

橫幅廣告 3.75 1.029 

原生廣告 3.53 1.138 

靜態插頁廣告 4.55 .791 

影片廣告 4.56 .762 

試玩互動式廣告 4.17 1.070 

P 值 .000*  

*p<.05 

 

廣告類型間具有顯著差異(p<0.05)，影片廣告(m=4.56) 和靜態插頁廣告(m=4.55)讓受訪者感到最反

感；，而原生廣告(m=3.53)與橫幅廣告(m=3.75)則反感程度較少。由此可知，受訪者認對廣告類型的反感

程度依序為：影片廣告、靜態插頁廣告、試玩互動式廣告、橫幅廣告、原生廣告。 

4-5 手機遊戲廣告被討厭的原因與使用者觀看廣告後產生之行為 

表 5 使用者接受與討厭手機遊戲廣告之原因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使用者較能接受手機遊戲

廣告原因(取前三名) 

具有跳過(skip)按鍵 102 73.38% 

有獎勵回饋 59 42.45% 

可以先試玩遊戲 37 26.62% 

使用者討厭手機遊戲廣告

原因（取前三名） 

出現次數太多 93 16.29% 

強制觀看 80 14.01% 

關閉困難 79 13.84% 

 

受訪者討厭或不接受看到手機遊戲廣告的原因（如表 5），有 16.29%的人覺得出現次數太多，14.01%

的人不能接受廣告必須強制觀看，13.84%的人覺得廣告關閉困難所以討厭，12.78%的人覺得廣告干擾瀏

覽動線，以及其他原因，導致人們討厭看到廣告。然而，也有一些手機遊戲廣告的類型讓使用者較能夠

接受並觀看，73.38%的受訪者可接受具有可跳過（skip）按鍵的廣告； 42.45%的人可以接受具有獎勵回

饋的廣告（即應用程式內播放廣告可以換取免費功能）；26.62%的人接受試玩互動式的遊戲廣告。 

表 6 觀看廣告後產生之行為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看到喜歡的廣告所產生之

行為（取前 3 名） 

看完廣告內容 104 33.88% 

點擊連結 75 24.43% 

下載遊戲 56 18.24% 

看到厭惡的廣告所產生

之行為（取前 3 名） 

尋找叉叉並關閉 128 38.67% 

離開頁面或退出 APP 92 27.79% 

直接刪除 APP 41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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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看到手機遊戲廣告而產生負面情緒時，會做出一些行為來表達或降低自己的負面情緒（如

表 6），有 38.67%的受訪者在看到討厭的廣告時會尋找叉叉並關閉廣告，27.79%的人會離開頁面或退出

使用的應用程式(APP)，甚至有 12.39%的人因為討厭看到 APP 內的廣告而直接刪除該 APP。 

五、結論 

根據問卷調查並分析，大學生整體對於觀看廣告的態度皆偏向負向的態度，且不同遊戲經驗的使用

者並不影響觀看手機遊戲廣告的整體喜惡程度：無論是重度手遊使用者或是輕度手遊使用者，當他們看

到手機遊戲廣告時，仍會產生厭惡的態度。在不同情境下瀏覽目標訊息時，手機遊戲廣告的出現會影響

使用者反感的程度：由於在每個情境下的專注程度不同，導致人們對於廣告出現的厭惡程度也有所差異，

以整體來說，使用者在觀看影片時受到手機遊戲廣告干擾的厭惡程度較高，使用者會深受影片情節情緒

的影響，若中途竄出廣告打斷原有情緒，將會讓使用者對廣告的厭惡程度增高；而使用免費應用程式(APP)

時的厭惡程度較低，其原因為使用者較能接受使用免費 APP 時出現廣告的心理因素，而且也將此種狀況

視為常態，因此產生厭惡的態度並不明顯。 

當使用者觀看到不同廣告類型時，認為觀看影片類型的廣告最為反感，構成反感的原因為出現次數

過多以及強制觀看等因素；而原生廣告則不構成反感，其主要原因為原生廣告不會干擾視覺動線，另外，

也有一些因素，導致使用者較能接受看到手機遊戲廣告，其中以具有跳過(skip)按鍵的廣告接受程度較高，

同時也驗證了使用者不願接受強制觀看的廣告。若是強烈干擾到使用者瀏覽訊息，極容易產生負面情緒，

多數使用者看到厭惡的手機遊戲廣告時，多會採取尋找叉叉並關閉頁面的行為。 

於本研究知曉多數使用者對手機遊戲廣告的厭惡心理會導致關閉廣告的行為發生，未來可以探究在

不同平台上，例如：FB、IG、閱讀文章版面、播放影片版面等平台，來操弄不同手遊廣告類型的關閉鍵

放置位置、大小或形式等因素是否可以減少使用者的負面態度，也可以讓廣告主做出讓使用者願意多停

留在廣告頁面上的手機遊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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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11 年起，臺灣成為全世界投入高齡友善城市涵蓋率最高的國家，尤以「友善餐廳」廣受推崇，

其所提供之環境及服務盡可能達成友善，但目前餐桌設備並未有專屬設計。根據先前研究了解，輪椅使

用者在使用餐桌時的不便包含桌下空間不足、輪椅座面與餐桌高度搭配不適及就口距離過遠…等。因此，

本研究透過「通用設計」及「以高齡使用者為中心設計」為基礎，提供輪椅使用者甚至更多樣族群於用

餐時更加方便。從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 PPP)之 37 項評價指針進行歸納及整

併，進而改良成為符合友善共餐桌之 16 項評價指針，再進一步建立構面及準則，並透過階層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經三位輪椅專家進行問卷調查後獲得各項之權重。最終本研究統計顯示

專家認為友善共餐桌之五大構面，其重要順序前三分別為「使用性」(37.33%)、「功能性」(32%)及「安

全性」(19.67%)；而 16 項項準則中排序前三則是「簡單易用」(17.17%)、「省力操作」(16.43%)及「方便

使用的寬敞度及大小」(13.87%)為設計及選購友善共餐桌之首要條件。 

關鍵詞：輪椅使用者、餐桌、以使用者為中心設計(UCD)、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PPP)、階層分析法(AHP) 

一、前言

1-1 動機

自 2011 年起，臺灣成為全世界投入高齡友善城市涵蓋率最高的國家，尤以「友善餐廳」廣受推崇（社

企流，2015），其鼓勵障礙者、家人以及照顧者走出家門參與社會（众社會企業，2017）。研究顯示，

高齡者自己飲食可避免加速失能（郭外天，2016），而共食可以改善高齡者抑鬱症狀(Kuroda et al., 2015；

Kimura etal.,2012)、提升飲食攝取量(Herman, Roth, & Polivy, 2003)及增進社會參與(Amella, 1998；Roberts 

et al., 2015；Li, Wang, Han, Lu, & Fang, 2015)。然而，目前友善餐廳所使用的餐桌卻不便輪椅使用者靠近

（游萬來等人，1999；陳靖宜，2015），因此本研究將原有 37 項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指針（中川聰, 2006）

改良為友善共餐桌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指針，再建立其構面與準則。並運用層級分析法，進而了解專家

給予各項之權重，以獲得友善共餐桌設計及選購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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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的

本研究欲透由文獻及專家問卷調查，探討設計者於設計及餐廳業者在選購餐桌時針對輪椅使用者之

友善共餐桌指標。目的如下：

1、 彙整友善共餐桌之「評價指針」。 

2、 建立友善共餐桌之「構面及準則」。 

3、 彙整並分析專家對於友善共餐桌構面及準則之「權重表現」。 

二、文獻探討

為幫助友善共餐桌之設計及選購指標，必須先了解使用者需求以及釐清通用設計之基本原則，從而

彙整「評價指針」並建立「構面及準則」。

2-1 輪椅使用者與餐桌關係

輪椅使用者在使用餐桌時的不便，包含桌下空間不足無法靠近桌邊用餐（陳靖宜，2015）、就口距

離過遠食物易在過程中掉落（游萬來等人，1999）及時常於生活中發現輪椅座面與餐桌高度搭配不適，

進而導致輪椅使用者駝背造成血液循環不良，久而久之引發胃病影響心肺功能（唐珍，2011）。從上述

文獻得知，本研究友善共餐桌之設計準則有其建立的價值。

2-2 通用設計理念

隨著高齡社會來臨，台灣已從「無障礙設計」理念提升為「通用設計」，讓「無障礙環境」的適用

對象由特定少數的「身心障礙者及高齡者」擴展至大多數的「所有人」（曾思瑜，2009），其為一種旨

在促進所有使用者公平使用產品和友善環境開發的概念 (Story, 1998)。因此，本研究將友善共餐桌定義

為通用設計產品。

2-2.1 以高齡者為中心之通用設計

現今與二十世紀工業化時期，僅為單一目標族群進行大量生產大不相同，現有產品及環境對於大多

數高齡者有不滿意之情形發生（中川 聰, 2006）。因此，當透過以高齡者為最終使用者，所生產的產品

將優於或同等於一般大眾化產品 (Raviselvam, Noonan, & Hölttä-Otto, 2014)。研究證實通用設計極可能是

成功老化的墊腳石，一方面讓高齡者自行完成任務獨自生活不依賴他人，另一方面提供安全的環境，為

高齡者創造機會加入社會性和具生產力的活動 (Carr, Weir, & Azar, 2013)。因此，本研究之友善共餐桌以

高齡輪椅使用者為主要對象，同時也可供其他族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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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設計人員及開發人員提供通用設計產品 

於產品開發提供通用原則給產品設計師和開發人員，其目的是提升身障者的生活品質 (Afacan & 

Erbug, 2009)。而輔助器材設計的重點在於滿足被照護者的需求，必須考慮能使被照護者安全使用產品，

良好的設計可以增加被照護者的獨立性並減少照護者的負擔（郭外天，2016）。然而，全面考慮所有潛

在使用者的能力及限制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其至關重要的原則在於能和不同能力的使用者合作，在設計

過程中透過使用者給予建議讓設計師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Bühler, 2001)。由上述文獻得知，通用設計已成

為高齡社會中不可少的規範，且須加入使用者探討其需求。因此，本研究將邀請專家一同進入評價友善

共餐桌之設計準則。 

2-2.3 通用設計方法 

日本 Tripod Design 公司提出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Product Performance Program, 以下簡稱 PPP)，用

於通用設計產品開發手法。PPP 以 Ronald Lawrence Mace 教授與一群設計師為「通用設計」提出的七原

則為基礎 (CUD, 1997； 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 2008)，再另外擴增三項附則，以過去企業中沒

有被討論與注意到的意識及實踐方法為基礎，嘗試為設計提出保證的評價法，其內容為： (1) 任何人都

能公平地使用；(2) 容許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使用；(3) 使用方法簡單且容易理解；(4) 可透過多種感覺器

官理解訊息；(5) 即使以錯誤的方法使用也不會引起事故並能恢復原狀；(6) 盡量減輕使用時之身體負

擔；(7) 確保容易使用的大小及空間；(附則 1)可長久使用具經濟性；(附則 2)品質優良且美觀；(附則 3)

對人體及環境無害（中川 聰, 2006）。本研究根據中川 聰（2006）PPP 的建議，將類似之評價指針定義

進行合併改良，彙整為友善共餐桌 PPP 評價指針（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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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由通用設計發展而成之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PPP)評價指針，進而歸納整併為友善共餐桌評價指針 

表 1 友善共餐桌 PPP 建立模式，由通用設計基本七原則(A.B.C.D.E.F.G.H)，經 PPP 七原則及三附則

(a.b.c.d.e.f.g.h1.h2.h3)之 37 個評價指針進行整理分類，再由本研究歸納整併為五大構面（一、二、三、

四、五）與 16 個評價指針（準則）。

 通用設計 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 友善共餐桌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 

七大原則 七大原則、三附則 37評價指針 五構面 16評價指針(準則)_37評價指針號碼 

原則 

A.簡單易用 

a. 使用方法簡 

   單且容易理   

   解 

1. 不過於複雜 

(一) 

使用性 

1. 簡單易用 

   _1.3.4.5.6.7 

2. 憑直覺即可使用 

3. 使用方法簡單容易理解 

4. 操作提示與反饋 

5. 構造容易理解 

B.資訊明顯 

b. 可透過多種 

   感覺器官理           

   解訊息 

6. 提供複數種的資訊傳達手段 
2. 操作直覺 

   _2 7. 經過整理歸類的操作資訊 

C.省力操作 

c. 盡量減輕使         

   用時之身體  

   的負擔 

8. 可以自然的姿勢使用 

3. 省力操作 

_8.9.10.11 

9. 排除無意義的動作 

10.身體的負荷量小 

11.長時間使用也不疲倦 

D.公平使用 
d. 任何人都能 

   公平地使用 

12.平等的使用 

(二) 

公平性 

4. 任何人皆可使用 

   _12.14.16.17 

13.排除差別感 
5. 排除標籤化感受 

   _13.15 
14.提供選擇 

15.消除不安 

E.彈性使用 

e. 容許以各式 

   各樣的方式 

   使用 

16.使用方法的自由 
6. 適用任何用餐地點 

   _19 
17.接納左右撇子 

19.環境變化下的使用性 

18.緊急狀況下的正確使用性 

(三) 

安全性 

7. 意外發生可立即排除 

   _18.23 

F.容錯設計 

f. 即使以錯誤 

   的方法使用 

   也不會引起 

   事故並能恢 

   復原狀 

20.對於危險防止上的考慮 

21.預防意外 

8. 錯誤使用不會造成傷害 

   _20.21.22 

22.即使使用方法錯誤也能確 

   保安全 

23.即使失敗也能回復現狀 

G.度量合宜 

g. 確保容易使 

   用的大小及 

   空間 

24.保有容易使用的空間及大小 

(四) 

功能性 

9. 方便使用的寬敞度及大小 

   _24 

25.適應各種體格的使用者 
10.適合各式各樣體格人士使用 

   _25 

26.介護者可以一起使用 
11.可與介助者一起使用 

   _26 

27.容易搬運且方便收納 
12.易搬運/收納/保管  

   _27 

附則 H.無 

h1.可長久使用         

   具經濟性 

28.考慮使用耐久性 

(五) 

產業 

技術性 

13.具耐久性及容易保養維修   

   _28.30.31 

29.適當的價格 
14.適當的價格 

   _29 
30.持續使用時的經濟性 

31.容易保養維修 

h2.品質優良且         

   美觀 

32.使用舒適且美觀 
15.使用舒適且美觀 

   _32.33.34 
33.令人滿足的品質 

34.活用材質 

h3.對人體及環 

   境無害 

35.對人體無害 
16.對環境及人體無害可再生利用 

   _35.36.37 
36.對自然環境無害 

37.促進再生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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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層級分析法

當面臨不確定情形下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時，可透過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以下簡稱 AHP)，此方法於 1971 年由匹茲堡大學教授 Thomas L. Saaty 所發展而成，其是一種成對比較

的測量理論, 依靠專家的判斷得出權重表現(Saaty, 2008)。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要素均假設具獨立性

(Independence)，評分方式採取從名目尺度產生的比率尺度，其偏好關係須滿足遞移性，但其實完全具遞

移性並不容易，因此，至少須符合一致性(Consistency)表現，最後求得要素的優勢程度（褚志鵬，2009）。

本研究將以層級分析法了解輪椅使用者甚為重視因素，以利設計師設計及友善餐廳選購友善共餐桌之指

標。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PPP 彙整友善共餐桌之通用設計達成度評價指針，並建立其構面與準則，再進行 AHP 獲

得友善共餐桌之構面與準則權重分析。

3-1 以層級分析法評估友善共餐桌構面與準則

由於友善共餐桌原則之評估因素具有多樣性，無法設定每一項為均等重要，因此本研究欲透過 AHP

將複雜的項目交由專家給予評價，再經一致性檢定後檢視其各構面及準則是否具有連貫性及邏輯性。

1. 研究參與者：

輪椅專家 3 位（輪椅專家 A-友善餐廳特派員：李女士 56 歲、輪椅專家 B-脊髓損傷：施先生 55

歲、輪椅專家 C-通用設計專家：唐先生 52 歲）

2. 參與時間：

2018/3/6-2018/3/23

3. 研究工具：

友善共餐桌評估準則相對權重問卷調查表：依兩兩比較方式，在 1、3、5、7、9（同等重要、稍

重要、頗重要、很重要、絕對重要）的衡量值中以及四項介於五個基本尺度之間，2、4、6、8

衡量值，評估其相關重要強度（如表 2），例：使用性≧公平性，且是 7 倍的重要，即在 7:1

的位置打Ⅴ。

表 2. 友善共餐桌構面相互間的重要性強度 

絕 

對 

重 

要 

很 

重 

要 

頗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頗 

重 

要 

很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使用性 □ □ Ⅴ □ □ □ □ □ □ □ □ □ □ □ □ □ □ 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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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程序： 

(1) 向專家說明問卷內容 

(2) 專家填寫同意書、基本資料及問卷內容 

(3) 彙整問卷並進行 AHP 結果分析 

(4) 獲得友善共餐桌重視因素 

四、研究結果 

4-1 友善共餐桌構面及準則之層級分析 

欲計算權重之前，必須先確保構面及準則符合一致性作答，下方解釋一致性表現以及彙整各項權重

結果。 

4-1.1 一致性指標及一致性比率 

根據文獻得知，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 C.I.)不宜大於 0.1；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

必須小於 0.1 才算滿意的「一致性」，但在 0.21 以下仍為可接受範圍(Saaty, 1980)。表 3 為友善共餐桌

之一致性指標及一致性比率。 

表 3. 友善共餐桌一致性指標及一致性比率 

 

一致性指標(C.I.)b 一致性比率(C.R.)c 

李 oo 施 oo 唐 oo 李 oo 施 oo 唐 oo 

構面 0.02 0.09 0.03 0.02 0.08 0.03 

使用性 a 0 0.04 0.02 0 0.07 0.03 

公平性 a 0.07 0 0 0.12 0 0 

安全性 a 0 0 0 0 0 0 

功能性 a 0.09 0.1 0.03 0.11 0.12 0.04 

產業技術性 a 0.01 0.1 0.02 0.01 0.11 0.02 
a 友善共餐桌之「準則」。 
b  CI≤ 0.1，前後判斷一致。 
c  CR≤ 0.1-0.21，一致性為可接受範圍。 

從專家填寫之「友善共餐桌評估準則相對權重問卷調查表」再經由 Excel 軟體統計，其一致性指標

及一致性比率皆符合規範如（表 3），因此得以進行權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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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友善共餐桌構面及準則權重分析

經 Excel 軟體統計得到第二層（構面）及第三層（準則）之權重，並經本研究彙整成表格如（表 4）。 

表 4. 友善共餐桌構面及準則順序評估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目標層 評估構面 相對權重 排序 評估準則 相對權重 絕對權重 排序 

設 

計 

友 

善 

共 

餐 

桌 

順 

序 

評 

估 

使用性 0.3733 1 

簡單易用 0.46 0.1717 1 

操作直覺 0.097 0.0362 7 

省力操作 0.44 0.1643 2 

公平性 0.0567 4 

任何人皆可使用 0.25 0.0142 12 

排除標籤化感受 0.3333 0.0189 11 

適用任何用餐地點 0.4167 0.0236 10 

安全性 0.1967 3 
意外發生可立即排除 0.3867 0.0761 6 

錯誤使用不會造成傷害 0.6133 0.1206 4 

功能性 0.32 2 

方便使用的寬敞度及大小 0.4333 0.1387 3 

適合各式各樣體格人士使用 0.24 0.0768 5 

可與介助者一起使用 0.24 0.0768 5 

易搬運/收納/保管 0.087 0.0278 9 

產業技術性 0.0567 4 

具耐久性及容易保養維修 0.1333 0.0076 13 

適當的價格 0.2467 0.014 15 

使用舒適且美觀 0.53 0.0301 8 

對環境及人體無害可再生利用 0.093 0.0053 14 

表 4 研究結果顯示，友善共餐桌之五大構面上，其重要順序前三分別為「使用性」(37.33%)、「功

能性」(32%)及「安全性」(19.67%)；十六項項準則中排序前三則是「簡單易用」(17.17%)、「省力操作」

(16.43%)及「方便使用的寬敞度及大小」(13.87%)為設計及選購友善共餐桌之首要條件。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建構之友善共餐桌構面及準則，希望提供設計從業人員以及友善餐廳之採購人員友善共餐桌

之指標，以便進行評估作業。探討得分較高之「使用性」、「功能性」及「安全性」顯示輪椅使用者重

視因素，而非一般人所認為「公平」為首要條件，其原因可能是使用者本身希望友善共餐桌好用及勘用

為基本要求。而在準則方面除了排名前三之「簡單易用」、「省力操作」及「方便使用的寬敞度及大小」

之外，值得注意及討論的尚有排名第五之「可與介助者一起使用」，其可能原因與使用者本身體狀況或

希望共食有關，因此建議在設計及採購友善共餐桌時，可以考量輪椅使用者與一般人能夠同桌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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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體驗法用於對賽遊戲比賽方式的創作 

——以“老鐘錶修理工”遊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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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研究生  **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教授 

+通訊作者: fuyouleifury@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討論研究者設計的一款“老鐘錶修理工”的對賽遊戲，并使用參與體驗方法使研究者作為遊

戲體驗者中的一員參與測試，通過遊戲五個階段的體驗以及不同遊戲操作方式的測試，從單人遊戲模式

測試延伸到兩人組隊遊戲模式，并觀察歸納遊戲者的體驗感受、情緒表情、遊戲操作過程、交流方式和

運動肢體的具體表現。最後總結出了兩種操作方式和與之對應的兩種獲勝方式，組合成為四種遊戲方式，

并發展出一套遊戲比賽步驟與規則。但并非唯一固定的方式，還有待進行更多的測試與觀察。希望吸引

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人參與遊戲運動，通過遊戲方式去影響更多的人一起參與，促進健康的運動習慣。 

關鍵詞：參與體驗法、對賽遊戲、遊戲操作方式 

 

一、前言 

1-1 研究的背景 

當今藉由社會發展而帶來生活的便利，使人類身體活動機會減少，健康受到威脅。世界衛生組織指

出「缺乏活動」或「靜態生活」是導致全球死亡率及殘障的十大主要因素之一 (蕭淑芬、卓俊辰、陳玉

英、李昭慶，2002)。有規律身體活動或者健身運動對於疾病的預防，效果十分顯著(Warburton Nicol, & 

Bredin, 2006) 。對不同年齡層次的人來說，適度的運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身體的健康，不僅如此，

也有助於降低焦慮、憂鬱、負面情緒等心理方面問題，並且能提升自尊及改善認知功能，對改善生活滿

意度也有正面效益。(Callaghan ,2004) 

對於有兩個世代或者三個世代共同居住的家庭而言，成員組成年齡跨度大且性別不同的基本特征，

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共同運動的方式，成為本研究關注的議題。本文希望思考如何平衡自身健康運動與

陪伴家人二者之間的關係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研究一種可以使不同年齡性別的人們一起參與運動競技

遊戲，用運動促進健康，用競技促進社交與溝通，用遊戲促進家庭之間的社交關係。 

1-2 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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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的是通過設計一個“老鐘錶維修工”對賽遊戲的方式，創造一種有趣的遊戲情景和遊戲方式

讓不同年齡與性別的人都能參與，並且使用遊戲的方式讓家庭成員在閒暇時間一起玩樂，並且可以達到

健康運動、家庭交流、規律生活等目的。除願意主動參加遊戲的人員外，更希望能通過遊戲去影響不願

意主動參加遊戲的人們參與進來，使各類型的人們一起運動起來。對於家庭成員而言，夫妻之間進行遊

戲促進夫妻的感情交流，“父與子”或者“母與子”之間進行遊戲加深親子的關係，祖父與兒孫之間進

行遊戲促進隔代感情。

通過參與體驗遊戲操作與觀察遊戲者的行為的方式，歸納不同的操作方式與獲勝方式對遊戲者的行

為的影響，并分析比對優缺點，進一步更新遊戲方式與規則。為此本文研究目的有以下方面：

1. 制定遊戲的初步方式與規則，獲得初步的遊戲體驗感受與行為方式。

2. 通過體驗的方式總結出多種遊戲方式的勝任度（Competence）、自主性（Autonomy）、相關性

（Relatedness）、沉浸與臨場感（Immersion and Presence） （Ryan et al.,2006）。

3. 通過參與體驗與觀察并用的方法改進遊戲方式與規則，以適應多方共同參與遊戲的可行性。

二、相關文獻探討

2-1 對賽遊戲的概念

Piaget (1951)提出隨著年齡增長而發展的四大階段遊戲階段，可以看出遊戲由簡單的練習階段

（practice play）;發展為建構性遊戲，再將過去的生活或者娛樂經驗轉化為心像，以同化作用（assimilation）

進行象徵性遊戲（symbolic or pretend play）；最後演變出規則性遊戲（games with rules）的發展規律。

雖然是針對兒童個體的認知發展而得到的研究理論，也可以看出遊戲設計發展由淺入深的基本步驟。梁

培勇與郭怡君（2013）整合比較 Piaget 的遊戲發展理論和 Parten 提出的幼兒社會性遊戲發展次序，總結

出規則性遊戲與對賽遊戲相對應，適合于 5 歲以上的人群，且具有合作遊戲的性質。 

梁培勇(2006)認為對賽遊戲注重規則、競賽輸贏和彈性。常見的對賽遊戲包括：競技球類、棋牌類、

賽車類等。它們通常都具備一套嚴謹的規則和遊戲步驟，要求遊戲者都必須遵守；在規則和步驟的框架

下相互競爭，遊戲最後的結果便會有輸贏與獎懲；規則一旦被確定下來便具有嚴格性，不能被隨意改變，

違反規則的一方會受到處罰或者被退出比賽。

2-2 參與體驗法

本文將“老鐘錶維修工”對賽遊戲當作個案研究，研究者深入到遊戲操作的現象與情景中，在實際

參與遊戲的過程中進行觀察與分析，從而尋找到改進遊戲的方式。Pedell 等(2014)在研究針對代際關係

家庭成員之間的娛樂設計中提出研究者與技術者參與實際的研究活動的重要性，並認為設計是各利益方

(Stakeholders)的集體活動，研究者與技術者在家庭成員的研究活動中應通過訪談交流等方式不斷改進遊

戲。研究者以遊戲者的身份參與到受測活動中，可以真實感受現象發生的脈絡和相互影響的因素，並形

成“設計反思”。透過反思，個體可以將許多在重複的經驗中形成的隱喻加以表面化、具體化，進行省

思與批判，並賦予特定經驗更豐富的意義（常善媚、徐畢卿，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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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遊戲設計初期包含許多細微、複雜、不易被持續觀察的操作現象，因此研究者的體驗與觀察能

在遊戲設計初期有效收集到其中某些具體活動的現象。在觀察過程中研究者作為參與者時可以清楚界定

所要觀察的行為，同時知道它們何時發生，一旦發生，觀察者能及時觀察記錄此項行為的後果關係。

Bogdewic(1992)認為研究者的出現不會改變觀察對象的既定的模式，研究者參與事件其中，目睹真實現

象的機會較大；容易瞭解真實行為；容易掌握事情的連續性和連結性有助於瞭解現象的意義。

三、研究方法

3-1 參與體驗方法

本文在預先設計好的“老鐘錶維修工”運動遊戲情景下，使用遊戲道具操作遊戲，從基本且簡單的

遊戲方法試驗到多種變化的操作方式。經過多次的操作和試驗，逐步摸索出一套“溫和”的規則方式，

使適應低年齡的孩子或者女性。這套規則的“溫和”體現在對體力的要求較低且易於操作，因為通過體

驗測試發現，由於男女之間體力的差別、低齡人與高齡人的差別，所以為了適應不同體力程度的人群，

也為了保證一定的體力消耗，提出正好能到達輕中度的運動程度以及中等難度的遊戲方式與規則。通過

體驗五個階段設定遊戲規則（表１），五個階段包括初體驗、總結經驗、確定初步規則、測試規則、進

一步體驗。從研究者個人操作單獨體驗到與另一個男性遊戲者一起比賽；再從與男性遊戲者組隊體驗；

以及與女性遊戲者共同體驗遊戲。既從單人模式到組隊模式的演變過程。

表 1. 階段式體驗的方法設定遊戲方法與規則 (本研究整理)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初體驗 經驗小結 確定初步遊戲方式 測試與修正規則 進一步體驗

1.嘗試基本的遊

戲操作；

2.提出一些遊戲

的體驗感受。

1.收集遊戲體驗的趣味

點；

2.提出遊戲的競爭性的

方式和體力消耗程度。 

1.設定初步的遊戲方式； 

2.需要滿足遊戲的緊張

感、競爭性、控制力與趣

味性條件。

1.測試規則的可行

性；

2.進步修正遊戲規

則。

1.反復測試遊戲

規則；

2.以提出多種遊

戲的方式。

3-2 觀察方法

除了研究者的體驗遊戲外，還從觀察其他遊戲者的遊戲過程的行為與表情分析遊戲各方面的優缺

點，提出改進遊戲方式與規則的意見。通過研究者自身參與遊戲測試，并以錄像的方式對不同測試的過

程記錄，而後歸納分析，總結遊戲者的體驗感受、情緒表情、遊戲操作過程、交流方式和運動肢體（表

2）。測試內容有三個部分：（1）、觀察男性和女性遊戲者單獨操作遊戲的過程。（2）、觀察兩位男性

遊戲者共同操作遊戲的過程。（3）、觀察男女遊戲者共同操作遊戲的過程。 

表 2. 行為觀察內容 (本研究整理) 

體驗感受 情緒表情 遊戲操作過程 交流方式 運動肢體

體力消耗、緊張

感、競爭性、控制

力、趣味性 

嚴肅、笑容、激動

等

個人操作、兩人操

作、三人操作 

言語交流方式、非言語

交流方式

身體、手臂、頭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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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鐘錶維修工”遊戲描述 

4-1 遊戲情景描述 

“老鐘錶維修工”遊戲描述的是一個破舊的無法運轉的“老鐘錶”由於年久失修，導致部分關鍵

“零件”缺少，因此維修工需要使用“工具”將缺失的“零件”重新安裝進“老鐘錶”的機芯中，維修

它并且使它重新運轉起來。在維修的過程中會遇到順境或逆境，有可能會有人一起幫助，也有可能會受

干擾，這形成了遊戲過程的跌宕起伏。 

4-2 遊戲組成要素與基本方法介紹 

遊戲的情景要素包括“維修工具”、“零件”、“老鐘錶機芯”三部分，通過遊戲的轉化成以下遊

戲的道具要素： 

表 3. 遊戲組成要素轉化表(本研究整理) 

遊戲情景要素  

 

 

 

 

 

遊戲 

轉化 

遊戲道具要素 

維修工 遊戲者 

 

維修工具 打氣槍 

 

放大眼鏡 
 

零件 十四個不同形狀的“零件” 

 

老鐘錶機芯 老鐘錶盤遊戲平臺 

（尺寸：寬600mm、長900mm） 

 

“老鐘錶維修工”遊戲的基本方法：使用“打氣槍”的氣流吹動不同形狀“零件”并匹配到遊戲平

臺的相應的位置。遊戲平臺上有與零件形狀相對應的凹槽，零件需要與之匹配，包括位置對應和外形吻

合兩方面。在過程中會遇到幫助或者干擾，這就是遊戲的基本運作概念。在此基礎上延伸出多種遊戲模

式，并通過體驗的方式對各種模式的優缺點進行梳理，用幾種標準分析總結出適合多年齡層次、男女皆

宜參與的遊戲方式與規則。 

 

五、參與體驗遊戲的多種操作方式 

5-1 單人模式的遊戲操作體驗 

研究者作為遊戲者體驗遊戲的操作感受，以便可以初步掌握遊戲的難易程度，獲取遊戲者對不同遊

戲方式的勝任性、自主性、相關性和沉浸與臨場感的程度。首先對遊戲操作的初體驗使用單人選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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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進行匹配操作，從一個零件開始再到測試三個零件、五個零件和七個零件，以抽拉打氣槍柄的方式，

使氣流從槍嘴噴出。當抽拉的幅度比較大且頻率快時氣流的量也比較大，出氣持續性穩定，可以吹動零

件在遊戲平臺上快速移動；但是容易力量過大，對零件細微調節位置的能力較弱；同時手臂和肩膀也容

易感到疲勞。當抽拉的幅度小且頻率慢時的狀況與幅度大頻率小的狀況相反。因此控制打氣槍的氣流主

要是依靠抽拉柄的幅度與頻率，幅度控制出氣的力量，頻率控制出氣的穩定性，在力量與穩定的作用下

可以準確吹動零件移動到想移動的地方。在操作打氣槍的過程中，需要手臂、肩膀、脖頸、腰部以及腿

腳的運動來達到控制氣流移動零件的目的，手臂與肩膀需要同時用力控制打氣槍，脖頸需要扭動來觀察

零件的位置，腰部運動來調節俯身和扭動的操作姿態，腿腳調整身體的位置。從身體部位運動的劇烈程

度來看，手臂與肩膀需要同時用力，並且它們的運動要大於脖頸，之後依次為腰部與腿腳。當選取三個

零件進行遊戲時間，不容易出現零件相互干擾的情況，且節奏感也比較好，能依次進行零件位置的匹配；

而從五個零件開始，零件之間的相互干擾的情況出現，而且容易產生混亂感，因此五個零件成為一個難

易程度的“界限”。

接下來依然使用單人遊戲的方式，以五個零件為標準個數，并邀請另一位遊戲者（年輕男性）與研

究者（年輕男性）一同進行多種獲勝方式的測試。首先以“最先完成者為勝利”的方式，研究者先嘗試

以最快的速度進行零件的匹配，完成后記錄所用時間，然後零件重新回位再由另外一位遊戲者開始遊戲，

遊戲者完成后同樣記錄所用時間，速度最快者為勝。通過體驗與觀察遊戲過程發現原先設想對零件的匹

配包括位置與形狀，但實際遊戲過程中發現在形狀的匹配時，由於需要調整零件的角度與方位且容易被

凹槽卡住難以吹動，實際操作難度較高，所以受測時只需完成位置的匹配而忽略形狀的匹配，使遊戲者

容易從零件匹配成功中獲得滿足感，既易於勝任。進行十多次遊戲比賽嘗測試后，統計出雙方大概完成

零件匹配需要 2-3 分鐘左右時間。此外再邀請不同的兩位女性遊戲者以相同的方式進行遊戲比賽測試，

并統計所用的時間大概 4-5 分鐘左右，相比男性要多花費 1-2 分鐘時間。

在得到最快匹配五個零件的大致時間區間后，發現除了競爭性和專注力維持較高水準外，體力消耗、

緊張感、控制力和趣味性均感受一般，尤其是趣味性和緊張感表現一般使遊戲的娛樂性不足。接著嘗試

以“在規定時間內，以匹配數量最多為勝利”的方式，由於之前統計的最快完成時間在 2-5 分鐘的區間

內，因此選用中間偏低值既 3 分鐘，在這個規定時間內進行體驗測試，發現由於有時間的限制，遊戲開

始時會驅使遊戲者的緊張感，同時體力消耗和趣味性均有所提升。但是 3 分鐘的時間對於熟練的遊戲者

來說，時間比較充裕所以當大多數零件都匹配成功且時間還有剩餘的時候，其緊張感和競爭感反而較比

之前有所降低。如果想要保持遊戲持續的緊張與競爭需要適當把比賽時間縮短或者把匹配零件的數量增

加。

5-2 兩人組隊模式的遊戲操作體驗

在測試完單人遊戲模式后，發現對於遊戲單獨吹動零件時會出現其對氣流的控制并不會非常精確，

同時由於單方向吹氣以至控制零件的移動也不能很精準，時常出現移動時容易錯過位置的情況（圖 1）。

這時需要改變吹氣方向使零件調轉方向，所以不僅需要通過更改打氣槍的方向，有時還需要移動身位才

能獲得適當的吹氣角度。為此嘗試以兩人為隊友從兩方向相互配合的方式進行測試，一方作為主控制方

向，另一方作為輔助控制方向，在兩個方向力的作用下，使對零件的控制更為精確和穩定。當出現錯過

其相對應凹槽的情況，可以由反向的一方通過氣流輔助其返回，再由氣流主控制方向為主使零件繼續移

動（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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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人互助的方式繼續測試，按照“最先完成者為勝利”的方式進行組隊比賽，研究者與另一位年

輕男性遊戲者組成一對與另外一組（兩名女性組成）進行對賽，首先研究者這組先開始遊戲，兩人相互

配合移動零件。當出現零件貼近遊戲平臺邊緣、零件錯過相對應的凹槽或者零件被卡住的現象時，兩人

相互配合可以很快解決這些問題，同時會獲得成功解決零件困境的喜悅感。比較有趣的操作體驗是當兩

股氣流相互作用與零件可以其產生相互推力的平衡，兩人中的一方減少氣流輸出會使另一方開始變為主

導力量以控制零件，而且主控與輔助可以相互轉化，這就要求兩人默契配合。與隊友連結、互動以此獲

取獲取認同、歸屬感，既遊戲的相關性。遊戲的趣味性和控制力大大增加，而緊張感和競爭性維持一般

水準，由於兩人相互幫助所以體力消耗減少很多。兩名女性一組最後完成時間與研究者這組沒有太大的

差距，多次測試后研究者這組的獲勝次數略多與女性組，但這不一定是男女體力與力量差距造成，也有

可能是女性對運動遊戲的興趣略低於男性的原因。 

而後使用“在規定的 3 分鐘時間內，以匹配數量最多為勝利”的方式，3 分鐘的時間內匹配五個零

件對於兩人互助模式來說，時間比較充裕，研究者組與女性組均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遊戲。因此要想獲

得更好的遊戲感受則需要減少遊戲時間或者增加零件數量。 

5-3 遊戲操作方式歸納 

通過多次的體驗歸納出兩種操作方式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兩種獲勝方法，為此從中衍生出了四種遊戲

方式（表 4）。黃石（2010）提出遊戲設計的評估標準應建立在用戶體驗的基礎上，以遊戲的沉浸度、

愉悅度、操作性和重複可玩性為主要標準，可用性和藝術性為參考標準。研究者將 Ryan （2006）等人

提出的四個遊戲者經驗需求滿足面向與黃石（2010）提出遊戲設計的評估標準結合，并歸納出從體力消

耗、緊張感、競爭性、控制力、專注力和趣味性這六個方面去評價六種遊戲方式的優缺點。為了遊戲能

適宜老、少、男、女共同參與的需求，因此要選擇具備“體力消耗量和緊張感適中”、“競爭性與專注

力較高”、“趣味性與控制力較高”這三個條件的遊戲方式，后對四個遊戲方式相互比較后發現表４中

2 和 4 號遊戲方式最為合適。 

 

 

 

 
圖 2.雙向氣流控制零件運動方向圖示（本研究整理） 

 
圖 1.單向氣流控制零件錯過匹配凹槽圖示（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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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測試多種遊戲方式(本研究整理) 

序號 測試遊戲方式（使用五個零件）

操作方式 獲勝方法

1 單人選取“零件”進行匹配操作 以最先完成者為勝利

2 在規定3分鐘時間內，以匹配數量最多為勝利 

3 兩人組隊模式，各選取“零件”進行相互配合的匹配操

作

以最先完成者為勝利

4 在規定3分鐘時間內，以匹配數量最多為勝利 

之後的遊戲測試與觀察主要是基於這兩個方式：（1）、單人選取“零件”進行匹配操作，在規定時

間內，以匹配數量最多者為勝利；（2）、兩人組隊模式，各選取“零件”進行相互配合的匹配操作，在

規定時間內，以匹配數量最多為勝利。以此延伸出一套“遊戲比賽模式”（表 5），遊戲者可依自己興

趣、想法做出選擇合適的遊戲模式，既遊戲的自主性。

表 5. 比賽模式 (本研究整理) 

遊戲比賽步驟與規則

個人賽 兩人組隊賽

兩人或多人輪流進行遊戲操作 以兩人為一組，進行兩組或者多組輪流進行遊戲操作

1 抽取“零件”圖案卡片（最少3張，最多14張） 
兩隊（或者多隊）各自抽取“零件”圖案卡片（最少3

張，最多7張） 

2 獲取與卡片圖案相對應的“零件” 兩隊（或者多隊）獲取與卡片圖案相對應的“零件”

3 遊戲者需要牢記自己所抽取的“零件”形狀 遊戲兩隊（或者多隊）需要牢記自己所抽取的“零件”

形狀

4 
遊戲者選擇“鐘錶盤”遊戲平臺的一側作爲開

始位置（出發處）

遊戲兩隊（或者多隊）各自選擇“鐘錶盤”遊戲平臺的

一側作爲開始位置（出發處）

5 
將“零件”放在“鐘錶盤”遊戲平臺自選的一

側
將“零件”放在“鐘錶盤”遊戲平臺各自選擇的一側

6 頭戴“放大眼鏡”，手持“打氣槍”

7 確定遊戲時間，時間最少1分爲，可依據使用“零件”數量而規定更多的時間，如2、3分鐘及以上 

8 開始遊戲，使用手動“打氣槍”吹動“零件”

9 不能使用除“打氣槍”吹出氣流以外的其他物件或外力使“零件”移動

10 如果“零件”移動到錯誤的“凹槽”需要被歸

位到“出發處”

如果“零件”移動到錯誤的“凹槽”需要被歸位到各自

的“出發處”

11 規定的時間到，遊戲結束，計算匹配“零件”數量

12 “零件”到達所對應的“凹槽”位置算匹配成功，一個“零件”計10分 

13 得分多的一方獲勝

注：灰底色表格部分表示遊戲比賽進行的主要步驟。

六、兩人組隊模式的遊戲體驗與觀察

為了進一步了解遊戲者在遊戲過程中的運動肢體、情緒表情和交流方式，故選取“兩人組隊模式，

并且在規定時間內，以匹配數量最多為勝利”的遊戲比賽方式作為重點體驗。因此讓兩位青年男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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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進行多次不同程度的測試，先在規定的 3 分鐘之內，以分別匹配三、五或七個“零件”的方式進行

三次測試，從運動肢體、情緒表情和交流狀態這三方面觀察遊戲行為。（詳見表６）

表 6. 兩人組隊遊戲過程(本研究整理) 

序號 遊戲影片截圖 序號 遊戲影片截圖

1

兩人將“零件”放入“鐘錶盤”兩端邊緣 

2 

使用“打氣槍”將“零件”吹往相匹配的位置

3

用“打氣槍”將“零件”吹往相匹配的位置 

4 

從不同角度吹動“零件”

5 

兩人的各自吹移的一個“零件”相遇

6 

一方選擇先匹配其他“零件”

7 

一人用“氣流”輔助另一人的“零件”移動

8 

兩人的“氣流”從兩側合力調整“零件”

9 

兩人的“氣流”將“零件”適配進“凹槽”，并

進行吻合調整 

10 

遊戲規定的時間到，由裁判判斷匹配數量最多

且準確率高的一方獲勝

根據對遊戲操作的體驗與觀察，分別測試了三種遊戲方式，分別為“匹配三個零件”、“ 匹配五個

零件”、“匹配七個零件”。從運動肢體、情緒表情以及交流狀態者三個方面描述不同遊戲方式的操作

情況，可以從中看出不同的變化（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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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兩人組隊遊戲行為觀察描述(本研究整理) 

 運動肢體 情緒表情 交流狀態 

匹配三個

“零件” 

１. 身體：基本在各自的兩側區域

做小幅度的運動，最多會走到

中間位置；有時會為了吹動離

身體較遠的“零件”時，把身

體前傾。 

２. 手臂：為了有更多的氣流，手

臂會盡快擺動操作“打氣

槍”；頻率的快的時候一般是

“零件”被卡住或靠邊的情況

出現；當“零件”越接近匹配

位置時，為了精確控制所以手

臂的幅度越小。 

３. 頭部：為觀察零件的位置和角

度進行左右晃動。 

１. 雙方在各自吹動“零

件”初期都保持比較

嚴肅冷靜的表情。 

２. “ 零 件” 出現 被 卡

住、匹配錯位置或者太

靠 邊 緣的 困難 狀 況

時，表情會顯得慌張和

急躁。 

３. “零件”在靠近匹配

“凹槽”附近時，神情

會顯出緊張狀態。4、

“ 零 件” 匹配 成 功

時，會有一時的放鬆，

但馬上又緊張地投入

到下一個的匹配之中。 

４. 遊戲結束后會比較放

鬆。 

１. 當 遇

到 需

要 配

合 的

時 候

會 與

同 伴

交流。 

大部分時間注意

力都在“零件”的狀

況上，較少肢體交

流。 

２. 當 同

伴 要

求 配

合

時，可

以 通

過 零

件 出

現 的

困 難

狀 況

判 斷

出 幫

忙 的

方

式，不

需 要

過 多

的 言

語 交

流。 

匹配五個

“零件” 

 

１. 當匹配“零件”數量增加

后，困難的狀態也增加，

會出現比匹配三個時更多

的肢體變化。 

２. 身體：有時一方的身體會

情緒的波動較匹配三個“零

件”更為緊張，情緒的緊張與放

鬆的程度越明顯。 

狀態基本與匹配三個

“零件”時一致，但

語言交流的次數與頻

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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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中區進入到對方的站

位處，這時候雙方身體便

會有一些接觸，變化位置

的距離更大。 

３. 手臂：開始出現反向操作

“打氣槍”的姿勢。姿勢

邊的多樣。

4、頭部：隨著觀察“零件”個數增加，

頭部晃動的速度與頻率也隨之增加。

匹配七個

“零件”

狀態基本與匹配五個“零件”時一致，

但肢體運動的次數與頻率更多。體力消

耗也越大。

情緒的波動較匹配五個“零

件”更為緊張，情緒的緊張與放

鬆的程度越明顯。由於數量的增

多，匹配失敗率和錯誤率也越

高，出現對場面失控的苦悶感。 

狀態基本與匹配五個

“零件”時一致，但

語言交流的次數與頻

率更多。

以上的測試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測試匹配三與五個零件，陸續持續十天左右，每天至少三次，

由三個到五個的方式進行交替測試；第二階段測試匹配七個零件，陸續持續三天，每天至少一次。在每

次的測試后研究者與另一位遊戲者會進行十五分鐘左右的體驗交流以及十分鐘左右的比賽結果統計，故

測試間隙會有大概半小時以上的體力恢復時間。由此看出基本可以排除由於體力的原因使遊戲觀察結果

受到影響。從多次測試的觀察結果來看，當三分鐘時間內匹配三個零件時，遊戲節奏比較寬鬆，而且匹

配完成后還會留出一分鐘左右的時間，所以如果要提高競技的刺激感可以把遊戲時間降到一分鐘；當匹

配五個零件時可以把遊戲時間定為一分鐘三十秒；當匹配七個零件時可以把遊戲時間定為兩分鐘。按照

匹配的數量來設定時間可以保證遊戲節奏比較緊湊，較容易分出勝負，提高緊張刺激感和遊戲趣味性。

七、結論

本研究希望構建一款讓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人參與的對賽遊戲，通過遊戲使不同類型的人一起參

與、一起運動、一起交流、一起娛樂。使用遊戲促進運動，用運動促進健康以及良好的生活規律，以提

倡健康的生活方式。為此設計一款“老鐘錶維修工”的對賽遊戲，通過研究者參與遊戲，體驗掌握遊戲

操作和對賽感受，從單人模式開始到兩人組隊模式，逐步體驗與觀察總結出四種遊戲方式，并歸納一套

遊戲的基本方法與規則，之後不斷通過測試調整遊戲的方式與規則。此外研究者嘗試過“雙方以對抗模

式”進行比賽方式的測試，并允許雙方相互干擾零件的匹配，但是由於在測試過程中發現，參賽者很容

易以破壞對方零件匹配為目的進行遊戲，雖然有趣但是遊戲的完成度較低，並且過程混亂也缺乏成功完

成匹配后的滿足感，故沒有歸納進本研究中。由於受測者不足，缺少成年人與孩子、老人與孩子的測試，

所以對遊戲方式與規則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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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新創產業創新商業模式與設計專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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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現今網絡時代的經濟發展之下，存在於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及不可預期性，使得市場逐漸轉變，出

現了許多新的市場，而設計在產業中面對不確定性與變化之際，能夠隨之演進發展。因此本研究旨在了

解，探討新創產業中含有設計背景創辦者的創業成長過程及創新商業模式，同時探討設計師在新創產業

中的角色與專業擴張。故本研究以質化分析方式深度訪談分析兩家新創產業做個案描述，從商業模式的

角度分析設計在新創產業中的歷程，以及掌握市場的脈動創造新價值。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網

路平台的出現讓創業門檻比起過往低，影響商業模式的創新與轉變，此外設計思考為今日許多企業的顯

學，本身具備的設計思維的設計者，增加設計師創業家的可能性。

關鍵詞：設計創業、設計思考、商業模式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現今正處於產業與市場劇烈變動的年代，凡是想要與時俱進的產業及企業，其規模性與靈活度都是

不可獲缺的條件 (Butler & Tischler, 2015 ) 。隨著「設計」在商業與社會中逐漸成為策略資源，設計師在

兩者中的影響範圍正在轉變。設計融入整體企業策略的趨勢日益增長，許多大型企業開始將設計視為關

鍵的企業資產，除了公司本身內在資源外，同時透過第三方資源外部資源來協助強化內部。隨著設計師

越來越具有創業的精神，積極參與商業發展，這種創業精神意味著設計和商業的新時代。隨著設計作為

企業創新的催化劑，設計師們也被邀請擔任執行角色。在國外，該趨勢中最顯著的例子，如蘋果公司

( Apple, Inc. ) 的首席設計師 Jonathan Ive ; 耐克公司 ( Nike, Inc. ) 的 CEO Mark Parker，可口可樂公司 

( The Coca-Cola Company ) 的創新與創業副總裁 David Butler 和 IBM 公司( IBM Corporation )的品牌體驗

與設計副總裁 Todd Simmons（Muratovski, 2015）。 

設計在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在變化，同時帶動著企業的成長。商業運用設計方式就某個程度

而言，受到該企業的管理效率以及該企業的文化所驅動，因此在現今變動的時代，企業要保持長期的競

爭優勢，便是如何創造新商業模式以即及不同的商業戰略。然而商業與企業中設計師在團隊的角色定位

並不明確，某部分主要是缺乏對於設計全面性的認知與了解，此外也缺乏標準化的組織架構，阻礙了目

前設計師在產業中的發展通道。此外就大部分而言，如何使用設計都是由商業來決策，企業如何透過運

用設計為商業創造價值，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通常都是商業決定設計技巧應用的方式與時機，通過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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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為商業計劃者提供可利用的且以設計為中心的架構，幫助商業整合設計策略的具體領域，和計畫過

程中的專業技術解開問題（Newbery & Farnham，2017）。設計師必須熟練掌握市場、技術、業務的需求

和能力，以便掌握合適用戶與潛在合作夥伴( Hargadon, 2005 )。因此，本研究透過個案分析探討設計創

業家如何運用本身的背景知識，在商業中創造價值，以及探討該新創產業的新創商業模式與成長歷程。

研究目的：

1. 透過個案探討台灣設計新創產業的商業模式與成長歷程。

2. 提出設計師在創意經濟下的創業創新與專業擴張。

二、文獻探討

2-1 設計思考與企業

IDEO 設計公司總裁提姆·布朗曾在《哈佛商業評論》定義：「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以人

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設計思考之所以在企

業組織中形成風潮，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諸多公司已經感受到以傳統方法創造新構想，已經達到極限。

現今創業比起過往容易，但要如何持續發展並擴大規模，卻是一件相當困的事情。然而，懂的如何擴大

規模的老品牌，卻反而不知道該如合開拓新的市場（Butler & Tischler, 2015）。這也是為何設計思考成為

了企業們追求創新的萬靈丹，運用於開發新產品及新的設計服務體驗等層面上。將設計思考導入企業中，

可分為內在資源的設計團隊發起，以及委託外部扮演協助的角色的設計顧問團隊。從不同面向的切入與

了解跨部門合作需求，協助專案的進行，建立企業內部共通語言利於跨部門合作之間的溝通，整體邁向

同一目標前進。隨著設計思考在企業中所受到的矚目，設計師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了大幅的轉變，

以往設計師在公司組織中所創造出的價值僅限於產品，現在開始參與企業組織轉換與協助企業創新發

展。此外有助於經營企業的優勢與學習能力彈性的改變，利用新的技術或是透過商品的變革，使得設計

新創產業的商業模式產生更多機會與可能性。想要為創新與設計思考做好準備，公司需找出能夠熟練使

用設計工具的成員，而設計工具包括：商業模式圖、願景圖，以及其他以人為本的工具（Pijl, Lokitz & 

Solomon, 2017）。 

2-2 創新商業模式

設計思考成上顧客不可或缺的需求等於成功商業模式的獲利核心，由《價值主張年代》一書所提出。

設計曾讓無數的新創企業開創出新的商業模式與市場（Pijl, Lokitz & Solomon, 2017）。其本質由一套關

鍵決策，來集體決定事業如何創造營收、產生成本，以及管理風險，在商業模式中通常在說明你的產品

是什麼、何時決策、誰做決策，以及為什麼。改變這些面向，可以同時改善公司的營收和成本，並降低

風險（Girotra & Netessine, 2014）。航向成功企業的 55 種商業模式一書中提到：「企業未來的競爭利基，

不在是新穎的產品與流程，而是前瞻方式的創新商業模式。」，同時也舉例許多著名的成功案例，如：

沒有一間實體店面成為了全球最大書店的亞馬遜（Amazon）、重寫影視出租經營模式的 Netflix、沒有通

訊網路基礎設備卻成為最大的電信服務商的 Skype、賣標準化的咖啡商卻走頂級價位的 Starbucks…..等，

以上皆是源自於有突破性的商業模式。商業模式的創新是一件有趣美好的事情，它不需要新技術，也不

需要新市場的建立，而是關於提供現有生產的產品，以及現有存在市場的技術。因為它往往涉及到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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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變化，而可以帶來難以複製的優勢（Girotra & Netessine, 2013）。商業模式創新帶來許多變革，

會影響多個構成要素，可以將商業模式創新的震央分成四種：資源導向、產品導向、顧客導向，以及財

務導向。而這幾個震央都是造成商業模式重大變革的起點（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分析研究方法，經文獻探討與次級資料收集，根據研究主題對個案公司進行問卷調查

及深度訪談，將結果加以分析、歸納整理，故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適合採用個案研究法(Yin, 1984)。

透過個案研究分析可發掘其過程形成的原因和過程，能瞭解事件的發展過程和相關影響之因素(Ragin & 

Becker, 1992)。 

3-1 個案研究 

在研究中多重個案研究所得到的證據被認為較為穩健紮實，且較具有說服力(Herriott & Firestine, 

1983)。有鑒於本研究目的中，期望探討台灣目前現有的新創產業，其設計的專業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探討設計對新創公司的影響，故本研究從多重個案來對照與比較。另外，藉由問卷與深度訪談所得

到的次級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問卷的目的主要是先初步了解目前公司在他們決策過程中，對於設計思考

的運用，先初步得到基礎的量化資料，篩選出進行深度訪談之對象，訪談的主要目的是更深入得到更真

實的資訊，並從訪談過成中找出真相與因果關係。根據本研究目的，列出個案訪談者之篩選標準，篩選

條件如下： 

1. 創辦人或創辦團隊中需具備有設計背景者：依據本研究背景與動機中所發現的產業轉變，故篩選已

有設計背景者作為本研究探討範圍，此外包含有第三方設計顧問介入協助者。 

2. 公司創立時間為三年以上者：該公司須創立滿三年，確保其發展與其資料與資源之完整，有助本研

究次級資料與個案研究資訊的完整性。 

表 1. 訪談公司基本資料 

編號 創立時間 創辦人數 創辦人背景 組織結構 商業模式 目標市場 

A 2011年 5 網路多媒體、

物理、漁業科

學、工業設計 

扁平化 POD模式 利基市場 

大眾市場 

B 2016年 1 工業設計 扁平化 平台、廠商 大眾市場 

3-2 資料研究與分析 

本研究收集公司網路、雜誌、新聞、社群網站、演講等次級資料，方始了解該公司的發展過程與對

個案的了解，同時於訪談前彙整確認次級資料內容，提升次級資料的可靠度。根據次級資料收集列出問

卷與訪綱內容，其內容會針對訪談公司的次級資料進行調整。研究分析結果依據每筆個案進行分析，結

合次級資料及訪談逐字稿，根據 Board of Innovation 所提出的 business model kit（商業模式工具包）分析

繪製出個案公司的創新商業模式，以便我們清楚了解該公司與其內外部資源的、生產端、市場端的詳細

關係以及所提供的價值流。依據次級資料分析結果發現，新創產業創新的過程中關鍵資源的轉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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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創新有著重要的影響，此外商業模式不是企劃書，需要先找到目標顧客、價值主張，兩者反覆交

互驗證（Alexander, Yves, Greg & Alan, 2010）。故本研究針對企業的價值主張、目標客層與關鍵資源三

個部分進行探討分析。 

四、研究結果 

4-1 個案Ａ分析 

於 2013 年 4 月誕生，該平台讓藝術商品化實現訂製專屬藝術產品的購物平台，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從

中探索並發掘屬於自己的藝術風格。該商品為台灣製造，原料來源及所有的加工製成、出貨前的品質管

理，皆為台灣團隊把關。在平台上除了能買到喜歡的圖像商品，能進一步與創作者們接觸，加入創作者

們的粉絲頁掌握最新作品。提供創作者分潤金為授權界的 160% ，消費者購買化為創作者最實際的支持。 

4-1.1 個案發展過程 

初期發展階段： 

初創主旨是朝著電商服務取向，看中了當時進口畫作的市場潛力，因此合作資源主要來自於進口國

外插畫和設計商品的業務為主，但實質的銷售率顯示並不如預期的理想，有存貨的壓力、手續費用及價

格過於昂貴，以至於成交數量下降，進而從中重新探索插畫市場。在一次與素人插畫家的合作過程中，

該公司協助該插畫家銷售其商品，發現機會點，透過插畫家本身具備圖像能力，再加上產品力，以及高

黏著度的粉絲創造商機，也就是說，如果能找到更多位素人插畫家，就有可能創造一個可獲利的商業模

式（水靈文創，2017），從原本代售的方向轉為插畫商品化的電商平台。 

中期發展階段： 

藉由該合作重新定位公司角色，以協助插畫家將插畫角色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商品化，此時團

隊加入第四位共同創辦人，背景為工業設計，其表示 IP 營利化的過程一般為：「內容授權商」（如迪士

尼）將角色 IP 授權給「商品製造商」（如 T 恤），然後透過「販售通路」來銷售商品。然而，授權商捧

紅一名角色不易，製造商取得授權所費不貲，透過通路販售商品時，又得承受過多成本、庫存與市場風

險等壓力（水靈文創，2017）。因此，將目標設定為已擁有廣大粉絲群的素人插畫家，針對台灣本土創

作者於臉書、部落格等平台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及在媒體的經營上已有一定的程度者進行合作。傳

統創作者將其創作商品化後，面臨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金錢與心力，同時須兼顧商品的生產、製造、

販售、物流、客服等環節，主要就是協助創作者解決製造與通路的問題，將傳統的商業模式 B2C（Business 

to Customer）轉化為 B2F（Business to Fan），將商品販售給創作的粉絲（客戶），便無需從頭建立客戶

的關係。從原本的設計品的社群平台，轉型到藝術生活的提案者 通路、後端生產銷售的業務。 

後期發展階段： 

另外一項主要關鍵在於快速生產與製造，因當時的數位印刷剛興起，以少量多樣的 POD(Print on 

demand)模式，故能夠配合個案Ａ客製化的生產方式，透過平台累積一定的量再請廠商印製，也因此解決

庫存的問題，此外也能藉此測試市場需求。將主要客戶段分為兩個層面，圖像企劃以及商品企劃，然而

台灣本土的創作者市場畢竟較為小，因而逐漸向大眾市場靠攏，開始跟市場上較為知名圖像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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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只限於台灣本土，此外同時也協助無名 IP 的創作者合作以及自己也發展自己的圖像，故圖像發展為

三的方向：圖像 IP 授權、圖像自行開發、新銳的創作者，並以專案制的方式發展商品的企劃。目前集合

了超過 2,000 位不同風格的國內外創作者，共同推出了超過 90,000 種生活商品（官網提供）。於 2016

年成立新市集平台提供寵物食品用品為訴求，擴展台灣寵物市場。

4-1.2 創新商業模式

根據次級資料與訪談分析，個案Ａ的商業模式創新偏向資源導向的創新。以下為本研究繪依據次級

資料與訪談搞分析彙整製作出的個案Ａ商業模式(圖 1 所示)。以下分別以 Business Model Canvas 的九個

要素中的目標客層、價值主張、關鍵資源層面來探討進行說明。

圖 1. 個案Ａ商業模式本（本研究繪製） 

目標客層：

個案Ａ原本的目標客層主要鎖定在利基市場。分析目前市場上同為繪畫、插畫、藝術作品商品化的

企業，界定了自己的利基市場以及差異化處，從中發現高品質圖像市場尚有發揮潛力，故而朝向將藝術

作品商品化。製成也採取較細緻的數位印刷方式，原目標設定在 18-28 歲的女性市場，且喜愛可愛風格

插畫作品的客層為主（張凱媛，2013）。購買者是這些創作者與插畫家的粉絲，透過創作者在自己的網

路社群分享而形成，故而有穩定的購買量，因此個案Ａ真正要維繫的是與創作者之間的關係，凝聚越多

的創作者來該平台，其內容越豐富越能吸引購買者。由此可知創作者亦是個案Ａ的合作夥伴，同時也是

個案Ａ要服務的目標客層，提供創作者平台協助行銷推廣以及販售的商業層面。根據訪談與次級資料可

發現，個案Ａ在利基市場已發展到一定的飽和程度，未來發展開始往大眾市場拓展靠攏，從個案Ａ合作

夥伴的拓展也可觀察出來。個案Ａ一開始雖鎖定利基市場，隨著公司的擴大，慢慢擴張至大眾市場，因

此在圖像內容上逐漸變得豐富。

價值主張：

個案Ａ主要核心是客製化的模式，為創作者與插畫家們量身定做出產品與服務，大量的客製化與顧

客共同創造市場的差異與價值。提供平台協助行銷推廣以及販售的商業層面，而創作者提供他們的圖像，

在服務上解決創作者行銷生產的痛點，兩者共同獲益。個案Ａ是屬於多邊平台商的模式，該平台為不同

的創作者和喜愛該圖像的粉絲所搭建，並服務連結創作者和粉絲之間，圖像是創作者的核心價值，而粉

絲們則是產生經濟的效益。因此個案Ａ的價值主張是協助擁有自己紛絲的創作者生產製造，並透過平台

及社群創造粉絲經濟效益。依據前面的分析彙整至商業模式可清楚發現，個案Ａ價值核心仍著重於圖像

插畫角色的生產製造，並引領紛絲的經濟效益。逆向從利基內容發展至大眾內容的策略廣度，從原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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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協助創作者發展圖像周邊擴大至 IP 授權周邊的核心價值不變，從小眾市場逐漸擴大，方始個案Ａ在

該領域市場上脫穎而出並穩定發展。

關鍵資源：

個案Ａ的關鍵資源在於他自己本身的平台通路，而他仰賴的合作夥伴一個是實體資源的廠商，另外

一個是提供創作者內容創造的軟實力，透過平台連結才能形成該新創商業模式的成功。通路上是自己本

身，並未透過其他實體商店或平台販售商品。生產端是個案Ａ的關鍵夥伴外，同時也是個案Ａ非常重要

的關鍵資源，對接到新技術 POD(Print on demand)模式的誕生，避免無法負荷的庫存壓力，合作模式在於

根據實際定量印製，採取有限度客製化模式的手法，也就是說消費者下單前，工廠備料要上色商品以及

備妥各種色料，在消費者下單結完帳後，工廠就能快速依據消費者所選擇的圖樣進行製作並出貨（張凱

媛，2013），因此不必擔心產生過多成本的問題，而訂單系統後台，由內部去架構與生產製造端的銜接。

此外根據次級資料與訪談中可發現，傳播仰賴於媒體與社群粉絲的力量。除了創作者本身會傳播圖像周

邊外，主要是仰賴粉絲的分享轉傳讓商品被看見。粉絲經濟以消費者為主角,由消費者主導營銷手段,從消

費者的情感出發，企業借力使力，達到為品牌與偶像增值情緒資本的目的（張嬙，2010）。因此對於公

司而言已經有了消費族群，再透過創作者的粉絲專頁向粉絲分享，自然而然也協助了公司品牌的宣傳。

4-1.3 設計專業發展

該公司初創期，主要有三位共同創辦人，第四位工業設計背景的創辦人，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訪談對

象。如圖 2 所示，該創辦人的加入前期，主要是幫助公司在開發產品的部分，經過公司發展的轉變，後

期運用設計思考的模式來協助公司的內部跨部門培訓，在平台上從平台精神式的思維轉行為品牌式的思

維，思考自身的品牌，是否為消費者提供了一種體驗、連結性是否強烈、是否產生黏著度，亦又或者是

說想到插畫角色商城就會直接想到該品牌打中核心客群。因此將平台思維轉向品牌思維去建立，明確幫

助公司找到主打消費者的定位，讓商品產出時不用刻意推動就能創造價值，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形成消費

者的整體體驗，提供消費者期望的服務的能力，同時幫助下廣告時更能打中核心用戶與客群。訪者從原

本在設計的部門中後期到企劃的部門，幫助前端的市場調研，由此可知，設計的專業能幫助企業在前端

開發調研階段，能夠清楚的分析市場的需求，助於後續產品設計出來能符合市場真正的需求。

圖 2. 個案Ａ設計專業發展（本研究繪製） 

4-2 個案 B 分析

2016 年個案Ｂ網站創立，是台灣第一個主打免費設計的總代理銷售模式的新創團隊。其設計商品在

市場反應中相當受到歡迎，漸漸開始受到台灣本土的家電、生活用品廠商委託設計，有名的案例有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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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鱷魚牌電蚊香等。 主要協助台灣製造商或者是品牌設計轉型，其中 80% 以上幾乎不收設計費，從

品牌設計到規劃他們都自掏腰包，只有比較複雜的 3C 家電才酌收開發費用（陳君毅，2016）。 

4-2.1 個案發展過程

初期發展階段：

該公司的形成與創辦人於 2013 年所創辦的公司有關。2013 年成立的公司主攻生活硬體品牌市場。

最初開發設計出兼具有品質、美感實用功能的加濕器，該加濕器僅設有一個按鈕，大大簡化加濕器的使

用流程。此外因應物聯網時代開發連網式加濕器，並在美國多點測試過，透過連網功能能夠偵測使用者

家中的溫度和濕度，客服人員可以即時處理產品突發狀況。然而，因為開發物聯網的成本過高，需要龐

大的資金援助，長期下來可能會面臨強大競爭，於是團隊放緩了硬體開發，開始發展軟體。2015 年，創

辦人與合作夥伴共同創立軟體公司，開發多種軟體外同時與先前的硬體共享資源與人力，藉由不斷開發

軟體，持續為 6 人團隊注入活力與創新性（馮天雲，2016）。 

中期發展階段：

從硬體到軟體開發，其差別在於兩者之間的影響力。加濕器所販售的市場主要是那些較為乾燥的地

區，根據一年賣的量不大，且會受到季節的影響，因為只有特定的季節才會使用，且硬體的開發需要耗

費檔量的成本，開發速度緩慢，且市場競爭強烈容易被取代。反觀至軟體，不太會受到季節的影響，且

能快速測試市場進行修改。但兩者其實在市場上的競爭都相當激烈，兩者的淘汰率都相當高。藉由先前

的兩個開發經驗，於 2016 年發展了新的平台，主要是為廠商設計、改良產品、提供平台協助行銷販售。

以免費設計換總代理的方式與傳統產業合作，透過免費設計的手法拿回設計的主導權，這段期間個案Ｂ

拜訪了各大傳統產業，同時也被掛了無數次電話。第一個接納個案Ｂ的是好神拖與花仙子，也因好神拖

打響了名號，原本好神拖設計是以紫色為主，改成純白造型，價格賣得更高，在短短幾個月內透過網路

熱銷六千組以上。此外能夠在平台上購買先前的加濕器產品，以及與廠商合作設計改良的產品，且為獨

家代理。在其社群平台加入了開箱文及許願池專區，許願池的部分主要是讓消費者針對哪些現有產品希

望能有所改善，有足夠市場需求團隊將會與廠商洽談合作，提供開發更具設計、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產品

（馮天雲，2016）。 

後期發展階段：

個案Ｂ擅長以幽默有趣的文案搭配簡約實用的設計獲得消費者喜愛，知名度也漸漸擴散，合作對象

迅速增加，並於 2017 年 5 月更改公司名稱。此外於 2017 年 9 月從電商平台跨足實體門市，於民生社區

開設第一家實體門市與集團合作，希望透過「設計全面走向民生」的理念，從民生用品著手開發設計、

改良與優化，提升產品視覺美感與功能。消費者透過在實體店體驗商品並得到使用教學、產品的設計理

念；個案Ｂ團隊也能藉著這些互動反饋彙整消費者的需求，讓後續開發設計的產品能更符合消費者期待

（You，2017）。其商業模式的破壞式創新，從廠商現有的產品中提供免費的再設計的合作方案，角色

非設計代工，因而有了很多的發揮空間，如創辦人所說的，拿回設計的主導權，最後再由廠商生產製造。

個案Ｂ成為再設計產品的總代理者，負責設計、訂價、行銷、銷售，透過臉書社群銷售。

4-2.2 創新商業模式

根據次級資料與訪談分析，個案Ｂ的商業模式創新偏向產品導向的創新。以下為本研究繪依據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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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訪談搞分析彙整製作出的個案Ｂ商業模式(圖 3 所示)。以下分別以 Business Model Canvas 的九個

要素中的目標客層、價值主張、關鍵資源層面來探討進行說明。 

 

圖 3. 個案Ｂ商業模式本（本研究繪製） 

目標客層： 

個案Ｂ原本的目標族群鎖定在 20-40 歲族群，根據後台數據的分析比對客戶年齡，發現年紀大的客

群比較喜歡比價，對設計型商品較沒興趣，最終確定 25-35 歲為主要客群。年紀較大的購買者，通常都

是透過兒女推薦而購入的，且從訂單男女比約 6：4，和原本預期女性市場不同，發現後台數據能精準化

目標客群的依據（杜宜芳，2016）。個案Ｂ目標客層主要鎖定為大眾市場，同時根據收集到的數據從大

眾市場中，精準抓出主要的年齡客層與性別，此策略在投放廣告更能打到客群提高廣告效益。 

價值主張： 

個案Ｂ的價值主張是屬新穎，新穎的定義是滿足一整套全新的需求。在這方面個案Ｂ滿足的非消費

者端，而是合作夥伴廠商這一端。透過免費的再設計合作方案與廠商合作，廠商主要提供生產製造的部

分提升產品設計的價值。個案Ｂ也是屬於多邊平台商的模式，該平台為不同廠商重新設計出來後生產的

商品進行販售所搭建的平台，並服務連結消費者、廠商與合作夥伴。因此個案Ｂ的價值主張是協助廠商

重新設計商品，並透過平台及社群創造經濟效益，個案Ｂ價值核心在於免費設計、行銷策略以及後台數

據，三者缺一不可。 

關鍵資源： 

個案Ｂ的關鍵資源除了自己本身的平台通路數據、實體商店以及原有的商品外，同時相當仰賴社群

的力量，因此在企劃行銷宣傳上也相當吃重。另外一個資源則是合作廠商，是關鍵夥伴外也是關鍵資源，

沒有廠商則會面臨與生產、製造與囤貨等問題，此外與本身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傳統品牌聯名合作，有助

於建立個案Ｂ給消費者的信任感。除了扮演通路的角色獨賣商品以及行銷的部分外，另外一個重要的是

收集消費者數據，透過平台上每筆訂單分析消費者資料建構數據，來規劃投放廣告的方式以及促銷的活

動時間點，建構在數據的基礎下，方使團隊能進行下一步的產品規劃與平台的修正。於 2017 年與集團合

作發展實體通路，同時透過實體通路掃 QR CODE 的方式來建構後台數據。線上與線下的結合，能藉著

這些互動反饋彙整消費者進一步的需求來發展未來的品項與策略的規劃。透過社群的力量塑造話題以及

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從開箱文的製作是透過有趣的影音的方式展現產品各個角度與使用情境，讓消費

者更能想像與感受其產品的真實感，巧妙的藉由社群平台的力量來推廣，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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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設計專業發展

創辦人本身的背景為工業設計，在創業前曾在義大利作交通工具的再設計與開發。隨後回台灣也接

觸了不同的產業，如 OEM、ODM、OBM 等，在這些不同的過程中洗禮後，發現製造與設計有中很大

的間距與問題，因而創辦個案Ｂ。從圖 4 中可看出創辦人的設計專業發展過程中，從初期運用產品開發

的經驗與設計知識，到中期發展強化了行銷能力以及對於消費者體驗的重視，藉由對數據的認知與判斷

來反饋彙整消費者進一步的需求，進而設計發展未來的品項與策略的規劃，結合了線上線下的完整服務，

並以品牌式的思維經營，可見設計的專業隨著發展有了不同的轉變。

圖 4. 個案Ｂ設計專業發展（本研究繪製） 

五、討論與結論

根據分析結果，新創產業公司因創業家於職場資歷以及可獲取的資源不同，因而發展不同的商業模

式，其中設計師加入初創團隊後中所提供的效益值得探討。現今的創業門檻比起過往低，再加上網路平

台的出現，才使得價值鏈的轉換與商模與過往不同，根據以上兩家新創公司的個案分析可發現，兩家在

商業模式上皆有不同的創新的模式，兩者相似的地方分別生產端的變化、平台的策略與社群傳播。有鑒

於兩這皆為硬體的公司，首要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生產製造與囤貨的成本壓力，而這兩者恰好都在合作

夥伴的協助下解決的這方面的問題。其二在於平台上的策略，兩這皆是透過分析後台的數據來抓住消費

者的喜好與趨勢的走向，協助精準投放廣告。其三則是網路社群平台的力量，藉由合作夥伴的知名度與

品牌忠誠度，強化了消費者堆於新品牌的信任感。此外設計思考為今日許多企業的顯學，而另外一方面

本身具備的設計思維的設計者，使他成為創業家的可能性增加。從中可發現設計的專業發展不在限於原

本的領域當中，設計的專業幫助團隊在發想與服務流程上產生創新的可能性。對於數據中是遠超過於過

往，透過數據的方式驗證設計的走向，在此設計不是去分析數據，而是去了解數據的含義，才能掌握市

場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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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接受模型探討教科書構成要素對學生學習之

影響 
 

蔣世寶*  陳柏仁** 

* 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助理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研究生  

+通訊作者: qaz02ws03@gmail.com 

 

摘  要 

2013 年因美感教科書的誕生，使得教科書設計的議題受到熱絡性的關注與討論，引起了各界許多的

反響與回饋。然而，並未有相關研究能深入了解美感教科書其中吸引人的原因為何，以及是否能透過編

輯手段正面地影響學生。因此，本研究將從學生的角度，了解美感教科書是否能吸引他們閱讀。研究設

計以「科技接受模式」作為本研究實驗架構，並加入一項外部變數試圖了解美感教科書影響學生之因素、

關係。本研究實驗樣本為國文課本第八課。研究受測對象為 143 位中、北部國小五年級生。研究步驟方

面，在受測者閱讀美感教科書的課文後，使用電子問卷填寫各構面資料後直接發送至資料庫，經 SPSS 統

計軟體初步進行描述性統計，並進一步使用線性回歸法進行分析比較變數之間相互關係。在描述性統計

的結果中顯示，美感教科書確實引起了多數學童的正面反應，但仍有少數學童未對美感教科書產生興趣。

而在線性迴歸分析結果中發現，高度影響國小五年級生對於教科書興趣的項目則有教科書的編排方式、

有趣程度以及課文的難度。其中在有趣程度與使用意願上所達相關係數為最高，藉此推論，教科書的編

排會影響有趣性，而間接引發國小五年級生對教科書的興趣。 

關鍵詞：國小教科書、教科書設計、科技接受模式、學習影響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63 年起台灣開始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從九年一貫教育到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在教育內涵中一直

以來都將教科書視為教育的必需品，而因時代進步與社會趨勢使教科書需不斷的進行更新，直至目前為

止，台灣國民基本教育在教材的實施上，主要是以一綱多本的模式來提供學校選擇與授予學生知識。教

育部在十二年國教時提出了五大理念其中之一為因材施教，美國哲學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也主張

的教育因以學生為考量，唐淑華（2017）所發表探討國內外課本的論文中也提出「以學生為主體」的課

本概念，認為在教本、教材上應以使用者為考量；由此可知，目前的教育正走向以人為中心的適性化教

育精神。  

教育改革一直以來是台灣不斷被討論的公共議題，因此，許多新型態的教育如實驗教室、翻轉教育

等，逐漸被許多專家學者所提出並實施。從 2015 年由華山文創園區開始舉辦不太乖教育節，到 2017 年

的雜學校等活動，內容所提出了不一樣的教育型態與未來落實細節說明，則吸引許多對此議題關心人士

參加。而在 2017 年的雜學校活動當中最令人受到關注的，正是美感教科書這項概念，由美感細胞團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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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所提出的新式教材，為國民基本教育所規劃、設計的教學用教本，其概念是將美學與互動兩項時

代要件融入課本當中，希望能引發學生興趣並培養基礎美學素養，相對為台灣傳統式教材提出不一樣的

教具形態。然而，這些融入的巧思是否能夠真實地引發在學生學習上的興趣，是否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

求，目前為止並無相關研究深入的探討，故成為本研究欲進一步了解的動機所在。

在教材評估發展上，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由學者 Fred Davis，於

1989 年所提出的一項理論，主要是用於評估使用者對於資訊科技的接受程度，目前的 TMA 已被許多研

究套入使用，並發展出不同的外部變數與研究架構，繼而在不同場域的研究下也產生許多不同的結果，

進一步藉由多數研究結果證實 TMA 在數位學習上是具有顯著性的；然而，卻尚未有較多研究將科技接

受模型，應用於探討是否會影響傳統教材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在學生為研究對象的概念下，透過科技

接受模式做為基本架構，將針對過往文獻探討過程後設定學習相關的外部變數，對美感教科書進行使用

性的歸納與評估。綜合以上敘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探討美感教科書是否會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二、了解學生對教科書設計上所關注的面向；

三、藉由科技接受模型驗證各構面的關聯上是否有顯性的影響。

1-2 美感教科書

美感教科書是 2015 年由美感細胞團隊所提出的新版教科書概念，其理念是希望透過教科書引發學生

更多的對於美想像力，創辦人張柏瑋、陳慕天、林宗諺（2018）將美感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生理、社

會文化、流行趨勢（圖 1），在生理層次意指人體工學，透過生理反應使使用者感到舒服愉悅等效果，

社會文化層次意指人類集體生活的型態所累積出的知識，流行趨勢層次為變動最快速，常常讓人喜新厭

舊，也是最容易存於主觀價值的，美感教科書書除了希望引發學生對於美的想像力之外，也注重於與學

生的互動性，張柏瑋、陳慕天、林宗諺（2018）也提及要培養美的想像力，首先必要的條件就是引起小

朋友的興趣，截至 2018 為止數美感細胞已和許多設計師共同設計出數個年級之國文、數學、社會、英文

等國小課本。

圖 1. 美感層次分類（書包裡的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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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科技接受模式

TAM 為結合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與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最初 TAM 是被用來評估使用者意願使用特定科技的一種模式，其最重要的兩個構面為

認知有用（Perceived Usefulness, PU）與認知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 PEU)，再從此兩項衍伸出其它相

關聯性構面。認知有用意指使工具對使用者所帶來的工作效能的提升；認知易用則指使用工具對於使用

者是否會產生心智努力程度，而認知易用又影響認知有用性（Davis，1989）。而 Davis 也提及中介外部

變數如性別、經驗等，皆是會影響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所評估的差異，因此建議，研究可提供外部變數、

內在信念、使用意願等做為構面關係上的基礎。

TAM 在後期的發展則逐漸地被運用於許多不同的場域研究中，其中，包括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在

Raaij 與 Schepers 2008 的研究中證實，科技接受模式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概念，對學生學習是有

顯著的影響，有此可知，TAM 評估架構應該也適用於教學場域中對教材上的適切性評估。而本研究以學

生做為主體的評估模式與探討，發現與 TAM 以使用者為主的名義變項特質應屬同類，因此，本研究將

TAM 理論做為研究的基礎架構。 

2-2 認知好玩性

在學者 Davis 提出了 TAM 理論後，部分研究將 TAM 理論做為相關研究的基礎架構，隨後擴充或改

變其外部變數，例如認知好玩性（Perceived Playfulness）、知覺品質（Perceived Quality）(Roca，2006; shin 

2007)、知覺價值（Perceived Value）等（Turel，2007）。認知好玩為 2001 年 Moon 與 Kim 兩位學者，

根據 Csikszentmihalyi(1975)的心流理論(Flow Theory)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概念為當使用者被吸引而進入

某個狀態時，一些不相關的知覺和想法都被過濾掉，並且會減弱、喪失自覺，只對目標有反應回饋。而

認知好玩在構面上又可分為專注(Concentration)、好奇(Curiosity)、娛樂(Enjoyment)，Moon 與 Kim 將認

知好玩性所發展的三種特性做以下的定義解釋： （1）專注：當進入狀態時，使用者會將注意力集中在

某個特定事物上，並且忽略掉不相干的想法，喪失自覺，全神貫注在目標事物上。在學習上會提高學習

者的學習效率。（2）好奇：在使用的過程中會引發使用者的興趣，驅使使用這項內容以進一步的了解所

好奇之處，相對也會讓使用者更加樂於學習，藉此引發加深學習興趣。（3）娛樂：在使用的過程中使用

者是會看到個體覺得有趣的內容，並且將會產生愉悅、快樂感，在學習上也會建立學習者的正向態度。

從上述所提到的三個擴展的構面發現，對於學習成效上也是研究學習長成效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若

能使學習者引起以上的共鳴，或許便能提升其學習上的成效。在陳信欽等人（2013）的教學相關研究設

計中，也將認知好玩這項擴展構面做為研究的評估指標之一，本研究認為能否吸引學生產生學習興趣可

說明教本設計上成敗，因此本研究將此納為本研究的重要構面之一。

三、研究設計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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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TAM 模式做為基礎模型，並加入認知好玩性構面試圖觀察學童學習反應，並且使用李克

特（likert）的五點尺度進行評量，分別依序為非常認同、認同、沒意見、不認同、非常不認同，各部分

與構面的說明如下所述：

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收集內容包括性別、一星期閱讀次數、課本喜好度、閱讀困難度等單選

題項。接著依序為本次研究所操作構面，認知好玩性構面：認知好玩之操作型定義為「學童對與美感教

科書是否感到有趣、愉悅等正面感受」，使用 Moon 與 Kim（2010）所提出的理論概念。認知有用性構

面：認知有用之操作型定義為「學童對於使用美感教科書是否感到有助於學習」。認知易用性構面：認

知易用性之操作型定義為「學童認為美感教科書是容易使用的，且不會增加自身身體或心靈的努力程

度」。使用態度變項：使用態度之操作型定義為「學童在使用美感教科書後是否會產生好感，是否保持

正向態度看待」。使用意圖變項：使用意圖之操作型定義為「在使用美感教科書後學童是否會繼續使用

的意願，以及對美感教科書是否感興趣」。認知有用、認知易用、使用態度、使用意願皆為 Davis(1989)

所提出的理論。

依 Davis 所提出的 TAM，認知易用與認知有用會影響使用態度，而使用態度則影響使用意願，因而

推論，認知有用也會影響使用意願的假設，故本研究將根據 Davis 的科技接受模式擬訂以下的研究假設

與脈絡，並加入認知好玩性的變項，檢驗原假設在本研究的變項操弄下依變項結果。而本研究研究假設

如圖 3 所示：  

圖 1. 研究假設架構（本研究繪製） 

H1: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易用性會影響認知有用性。 

H2: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易用性會影響使用態度。  

H3: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有用性會影響使用態度。 

H4: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好玩性會影響使用態度。 

H5: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好玩性會影響使用意願。 

H6: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有用性會影響使用意願 

H7: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使用態度會影響使用意願。 

3-2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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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在第一階段會先收集基本資料，做為科技接受模式的外部變數項目，第二階段則會進行學

童對於美感教科書，使用的意願以及效果問項發展，共計有 6 個部分，每個部分將會有 4～6 題問項，總

共有 28 題，經由專家（老師）建議，考量到小學生認知上的疑慮，故本研究將「美感教科書」詞彙轉換

為「新版教科書」。問卷發放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發放將會進行信度分析，達到普遍可靠度之

後再進行第二階段的正式施測。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樣本選取美感教科書五年級下學期教本，研究樣本則挑選擇國文課本做為本

次實驗工具樣本，其原因為國文課本為閱讀最頻繁的教材之一（張柏瑋、陳慕天、林宗諺，2018），因

考量時間、成本與主題成熟度評估等因素，故本研究在由國文課本中擷取第八課動物的尾巴，作為本次

測試樣本的內容。 

3-3 受測對象 

因本研究主要探討以國小學生為對象，在學生年齡的心智成熟程度評估，為避免因文本理解等認知

因素干擾，故設定受測對象選定為與實驗工具相同之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做為本次研究受測的對象群

體，並以便利取樣的概念，選擇基隆國小、來惠國小兩間的五年級學生，做為本次研究的受測者。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採線上問卷最終回收樣本為 143 筆，在樣本中女性為 73 人，佔所有人數比 51%，男性

則為 70 人，佔所有人數比 48.9%，兩組在名義變數均有一定基本數量的比重，本研究分析結果如下： 

4-1 可靠度分析 

本研究在 2017 年 1 月 15 日進行第一次的問卷回收預測，回收總數為 22 筆，在由 SPSS 統計軟體進

行問卷的可靠度分析，分析結果問卷總體 Cronbach Alpha 係數為.979，而認知好玩、認知易用、認知有

用、使用態度、使用意願各構面的 Cronbach Alpha 分別為.881 .894 .898 .924 .931，均一致顯示本問卷具

有良好的可靠度。 

4-2 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本問卷的統計結果，在基本的描述性統計部分如表 3 所示，呈現項目以個數、平均值（Mean）與

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為主，整體來說，大部分受測者認同美感教科書（國文課本）對學習是有

幫助的（mean=4.00），編排方式清楚（mean=3.89）且是容易適應的（mean=3.92），有趣性上，受測者

大多皆會投入使用美感教科書（mean=3.90），而教科書也會吸引受測者觀看內容（mean=3.87）以及提

升學習興趣（mean=3.77）其中學習興趣上的標準差離散性較高，原因可能是教科書並不能完全吸引每位

學生。其次在使用態度上，受測者認同使用教科書在學習上（mean=3.81），並且希望能夠增加美感教科

書的使用頻率（mean=3.84），從意願上可以看出大多數的受測者皆有意願繼續使用美感教科書，但在標

準差上也出現離散較高的現象，意見分歧的程度稍大，換言之，美感教科書並不能讓所有學生皆產生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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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假設驗證 

經由上述所得之描述性資料，本研究進一步驗證研究假說，使用線性迴歸（Simple Linear 

Regression,SLR）做為假說考驗的方法，探討各問項之間的關聯性，為求統計整理的便利因素，本研究將

各構面題項依序排列命名，說明如下。認知好玩 1 至 4 對應題項為 1 到 4 題、認知有用 1 至 6 對應題項

為 5 到 10 題、認知易用 1 至 6 對應題項為 11 到 16 題、使用態度 1 至 6 對應題項為 17 到 22 題、使用意

願 1 至 6 對應題項為 23 到 28 題，相關係數檢驗結果如下。直線回歸分析得出各假設顯著性皆達.000，

因此，本研究則進一步探討各題項之間皮爾森 (Pearson) 相關係數與變異量解釋，皮爾森相關係數其值

由-1 至+1，在皮爾森所提出的理論中正、負 1 為完全相關(Perfect Correlated) ；正、負值介於 0.7~0.99

表 1：問項測試調查之描述性統計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偏差 

閱讀新版教科書我會非常投入。 143 3.90 .934 

新版教科書會吸引我想去觀看內。 143 3.97 .899 

新版教科書可以提升我的學習興趣。 143 3.77 1.012 

新版教科書是令我感到有趣的 。 143 3.83 .995 

新版教科書更加幫助了我的學習 。 143 3.89 1.042 

新版教科書能讓我更快了解課文內容。 143 3.76 1.014 

新版教科書使我的閱讀速度變快了。 143 3.62 .992 

我覺得使用新版教科書可以提升我的學習效率。 143 3.73 1.015 

新版教科書符合我使用上的需求。 143 3.83 .986 

整體來說我覺得新版教科書對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143 4.00 .934 

我覺得新版教科書是容易閱讀的。 143 3.86 .997 

我覺得新版教科書編排方式是清楚的。 143 3.89 .965 

我覺得使用新版教科書是容易適應的。 143 3.92 .900 

我覺得使用新版教科書是容易的。 143 3.85 .959 

我覺得新版教科書是閱讀簡單方便的。 143 3.74 1.079 

我覺得透過新版教科書讓學習更容易。 143 3.73 1.061 

如果我有新版教科書，我會愛惜使用。 143 3.99 1.041 

如果上課使用新版教科書我會感到滿意。 143 3.81 .985 

如果上課使用新版教科書是令我感到愉快的。 143 3.87 1.020 

使用新版教科書上課對我是有益的。 143 3.90 1.023 

我覺得使用新版教科書來進行學習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143 3.92 1.015 

我喜歡使用新版教科書來進行學習。 143 3.80 .983 

我想要使用新版教科書來進行學習。 143 3.83 .964 

我願意使用新版教科書在學習上。 143 3.90 1.039 

我想要繼續使用新版教科書。 143 3.73 1.132 

希望在未來可以繼續使用新版教科書進行學習。 143 3.78 1.120 

希望未來可以增加新版教科書的使用頻率。 143 3.84 1.072 

我覺得新版教科書是有用的。 143 3.86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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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度相關(Highly Correlated)；正、負值介於 0.4~0.69 為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正、負值介

0.1~0.39 為低度相關 (Modestly Correlated)；正、負值介 0.01~0.09 為接近無相關 (Weakly Correlated)；

而顯示 0 則為毫無相關。 

表 2：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 

認知有用1 認知有用2 認知有用3 認知有用4 認知有用5 認知有用6 

認知易用1 .439 .468 .507 .623 .628 .695 
認知易用2 .513 .613 .506 .551 .624 .617 
認知易用3 .598 .673 .594 .599 .635 .645 
認知易用4 .546 .694 .596 .550 .539 .519 
認知易用5 .669 .664 .544 .546 .495 .468 
認知易用6 .712 .792 .685 .677 .590 .611 

H1 假設: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易用性會影響認知有用性。    

在認知易用與認知有用的相關係數中，認知有用 1、2 對認知易用 6 具有高度相關。兩組的變異量解釋分

別為.503 .624（表 2）。 

表 3：認知易用與使用態度相關係數 

使用態度1 使用態度2 使用態度3 使用態度4 使用態度5 使用態度6 

認知易用1 .419 .575 .592 .642 .630 .639 
認知易用2 .580 .607 .615 .652 .631 .696 
認知易用3 .570 .641 .625 .626 .633 .697 
認知易用4 .562 .498 .455 .487 .502 .594 
認知易用5 .536 .536 .527 .493 .477 .574 
認知易用6 .640 .639 .613 .553 .602 .671 

H2 假設: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易用性會影響使用態度。   

在認知易用與使用態度的相關係數中皆為中、低度相關，其中最高者為使用態度 6 對認知易用 3(表 3)。 

表 4：認知有用與使用態度相關係數 

使用態度1 使用態度2 使用態度3 使用態度4 使用態度5 使用態度6 

認知有用1 .563 .596 .550 .584 .538 .514 
認知有用2 .624 .603 .618 .555 .585 .665 
認知有用3 .540 .617 .641 .601 .586 .627 
認知有用4 .549 .603 .633 .632 .643 .650 
認知有用5 .478 .598 .679 .654 .607 .692 
認知有用6 .507 .658 .702 .729 .787 .698 

H3 假設: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有用性會影響使用態度。   

在認知有用與使用態度的相關係數中， 使用態度 3、4、5 對認知有用 6 皆具有高度相關，三組的變異量

解釋分別為.489 .528 .617(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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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認知好玩與使用態度相關係數 

使用態度1 使用態度2 使用態度3 使用態度4 使用態度5 使用態度6 

認知好玩1 .477 .548 .579 .706 .580 .670 
認知好玩2 .579 .549 .594 .662 .522 .598 
認知好玩3 .572 .683 .674 .713 .634 .696 
認知好玩4 .636 .598 .596 .675 .531 .648 

H4 假設: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好玩性會影響使用態度。   

在認知好玩對使用態度的相關係數中，使用態度 4 對認知好玩 1 與 3 具有高度相關，聯合變異量解釋

為.610(表 5)。 

表 6：認知好玩與使用意願相關係數 

使用意願1 使用意願2 使用意願3 使用意願4 使用意願5 使用意願6 

認知好玩1 .632 .498 .490 .452 .527 .596 
認知好玩2 .594 .576 .586 .496 .535 .576 
認知好玩3 .732 .673 .653 .676 .641 .688 
認知好玩4 .667 .677 .665 .673 .647 .648 

H5 假設: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好玩性會影響使用意願。   

在認知好玩對使用意願的相關係數中，使用意願 1 對認知好玩 3 具有高度影響，變異量解釋為.533（表 6）。 

表 7：認知有用與使用意願相關係數 

使用意願1 使用意願2 使用意願3 使用意願4 使用意願5 使用意願6 

認知有用1 .584 .665 .643 .661 .652 .645 
認知有用2 .651 .658 .693 .742 .761 .667 
認知有用3 .676 .691 .698 .697 .702 .675 
認知有用4 .672 .640 .641 .653 .677 .629 
認知有用5 .689 .601 .660 .630 .621 .661 
認知有用6 .688 .638 .573 .578 .639 .714 

H6 假設: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認知有用性會影響使用意願。   

在認知有用對使用意願的相關係數中，使用意願 4 對認知有用 2、使用意願 5 對認知有用 2 與 3、使用意

願 6 對認知有用 6 具有高度相關，四組變異量與聯合變異量解釋依序為.547 .617 .507(表 7)。 

表 8：使用態度與使用意願相關係數 

使用意願1 使用意願2 使用意願3 使用意願4 使用意願5 使用意願6 

使用態度1 .608 .571 .559 .589 .591 .595 
使用態度2 .700 .709 .712 .690 .691 .739 
使用態度3 .723 .698 .678 .672 .722 .742 
使用態度4 .669 .652 .561 .602 .660 .704 
使用態度5 .714 .667 .626 .599 .688 .752 
使用態度6 .841 .675 .679 .695 .677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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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假設:學童對美感教科書的使用態度會影響使用意圖。  

在認知有用對使用意願的相關係數中，使用意願 1 對使用態度 2 3 5 6、使用意願 2 對使用態度 2、使用

意願 3 對使用態度 2、使用意願 5 對使用態度 3、使用意願 6 對使用態度 2 3 4 5 6 皆具有高度相關，五組

變異量與聯合變異量解釋依序為.742 .500 .504 .518 .713(表 8)。 

根據上述各假設之統計數據，本研究在進一步整理表中各高度相關問項之題目，依照問項相關係數

挑選出較有討論價值的關聯問項，進一步進行聯想與推測，研究結果將於下一張節進一步討論與分析。

五、結果與討論

經由上述統計在描述性統計方面，可以發現到美感教科書能讓大部分的學生產說興趣並引發使用意

願，這意味著教科書的美化是有助於學生學習的，但本研究也發現在標準差上有出現離散較高的現象，

這意味著還是有少部分學生是無法產生共鳴的，在此本研究認為這可能說明了每個人學習特質的不同，

因此可能可以使用不同類型教材的搭配運用。另一方面在線性回歸檢驗中本研究歸納結果如下：認知易

用與使用態度影響並不顯著，原因可能與本研究因時間的考量實驗非長時間觀察與使用有關。在上述假

設驗證中可以發現到對於國小五年級生而言教科書使用上若符合下列幾點則能增加國小生閱讀教科書的

頻率：（1）具有吸引力； （2）能引發興趣；（3）編排方式的清楚易懂；（4）能讓使用者快速了解文

章進而提升閱讀速度。其中研究結果顯示，教科書能否引起興趣，會是國小五年級生想要使用教科書重

要因素之一，與張柏瑋、陳慕天、林宗諺（2018）所發現的相同。經由上述結果進一步分析，可以歸納

出版面的編排確實會引響學生興趣及閱讀狀況的提升，此外本研究認為教本的互動性也是可以列為能引

發興趣的原因之一，因此本研究建議在未來教科書相關研究發展上，能夠多加探討學生對於版面編排的

需求，找出影響學生閱讀的版面編排因素，比如單頁字數上的多寡以及圖文分配的比率等，更能夠進一

步了解老師在教科書使用上的需求等都是可再多加探討的相關研究，除此之外本次研究僅針對國文課本

做探討，因此未來研究也可操作不同科目進行評估，以探討各科目教本使用上的優劣及原因，此外本研

究發覺城鄉的差距等變項或許也是研究該納入考量的要點之一。在實務方面本研究建議在教科書的設計

上應注重版面編排及互動性;除了視覺設計之外更要注重於課文內容的撰寫雙面互相搭配才能使效益達

到最大，因此教材設計者與課文設計者必須建立良好的溝通與討論，才能發展出更優秀的教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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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多中小型企業必須夾縫中求生存，和大型公司競爭。而創業的條

件也越來越嚴苛，資金的來源成了強大的壓力。群眾募資平台在這股壓力中崛起，群眾募資平台提供了

提案者籌措資金、搜集回饋及市場測試等需求。

現在的群眾募資平台以回饋型基礎為主，投資的民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饋。而大多數的平台上

架條件，除了基本的產品說明及回饋條件設定之外，影片也成了必要的條件之ㄧ。影片的快速傳播能力

可以讓產品在短時間內在網路平台上達到一定的討論程度。

但究竟投資民眾想在影片中得到的資訊是什麼？是什麼影響到民眾的投資意願？本研究針對現有募

資成功影片解構分析，將共同的內容分析出來，讓受測者看完影片後針對印象深刻的程度和投資意願評

分。

關鍵詞：群眾募資,影片,產品,網路平台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社會產業流動變化大，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大品牌的產品在全世界的市佔率上有著壓倒性的優

勢，許多小型公司必須夾縫中求生存。而首要面對的問題就是資金的來源，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入生產，

讓很多好的專案無法伸展。

群眾募資是一種以全民股東的概念發展出的籌措資金的新方式，有點類似早期的標會形式的延伸。

這批投資者也代表著這個專案所要面對的第一線客戶，同時也藉由推廣募資活動達到廣告效應及帶起話

題性，因此群眾募資成了許多新創產業的選擇。

同時群眾募資也正改變著現今市場的運作模式，對於舊有的投資模式和新型的群眾募資都是考驗。

群眾募資和以往的投資方式相比，少了地緣的限制，對於地緣的影響性的考慮也較少，也改變了以往 B2C

的（Business To Customer）商業手段。 

設 2008 年金融風暴，很多產業大幅減縮，也陸續出現許多資金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情況下，

群眾募資在這時跟隨著網路時代的發達開始拙壯。群眾募資在新創公司及中小企業中迅速發展，只要在

網路上取得話題性，就能夠用較低的傳播成本快速的將資訊傳遞出去，並在短時間內得到廣大的流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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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率。創業團隊只需要先提供產品的說明概念和模型圖像，還不需要將產品量產化。透過群眾募資來

籌措量產資金，較以往的創業門檻相比，資金壓力相對較小，但也需要背負投資者的期待等相關責任。 

1-2 研究動機 

群眾募資為許多想創業有想法有創意的人提供舞台，根據全世界知名群眾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的數

據資料，平均只有 35.84%的專案有通過募資門檻。而台灣群眾集資顧問公司-貝殼放大的資料顯示，國

內平均只有 50-60%的專案會通過門檻，而通過比例正逐年下降，但參與人數及金額卻是爆炸性的成長 

(貝殼放大年度報告 2011- 2015) 。顯示出台灣群眾募資的競爭之激烈，如何吸引投資者的目光成了首要

課題。大多數的國內外群眾募資平台都要求專案需要從影片來推廣提案，讓投資者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快速了解這個專案的特點，同時影片也是散播率最快的元素之一。 

如何做出吸引投資者，又能完整說明並突顯產品特色，且能抓住投資者目光的影片成了首要的課題，

也是影響募資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1-3 研究目的 

吸引群眾來集資的方法有很多，產品說明影片是目前大多數平台要求的條件之一。如何在短短的影

片中說明自己專案的特點成了定勝負的關鍵之一。 

到底出資的民眾在意的是什麼?少數的專業投資人和佔大多數的業餘民眾，他們在乎的事情一樣嗎?

要怎麼樣才能抓住他們的目光，讓自己的專案能更脫穎而出說服他們將資金投入在自己的專案上呢? 此

研究分析國內外成功的專案，研究分析出他們的影片是否有共通之處，這些影片為何能抓住投資者?能夠

快速吸引投資者的關鍵是什麼?投資民眾真正在意的，真正想從影片裡得到的資訊又是什麼呢?  

此研究希望能夠讓群眾募資的產品影片有更好的參考依據，直接針對群眾們最關心的議題在影片中

詳加說明，減少群眾對專案的疑慮並增加對專案的信心。 

 

 

二、文獻探討 

2-1 群眾募資定義 

美國群眾募資協會（National Crowdfunding Association, NLCFA）定義群眾募資為經由民眾投資贊助

小額金錢，集結群體的力量籌資金，用以支持公司或個人的專案進行。將傳統的商業模式 B2C（Business 

to Customer）電子商務平台的銷售方式，轉向 C2C（Customer to Customer），將個人賣家與買家做連結，

電子商務平台作為交易的媒介，促使更多的網路創業賣家（林雅燕，2012）。群眾募資透過網路公開專

案的細節及進行過程，讓民眾在線上投資有興趣想且支持的專案。群眾募資主要可以分類為「債權基礎」 

(Lending-based Crowdfunding)、「股權基礎」(Equity-based Crowdfunding)、「捐贈基礎」(Donation-based 

Crowdfunding)及「回饋基礎」(Reward-based Crowdfunding) (林雅燕，2012) 。Matteo Rossi 在 2014 年提

到在四種回饋方式之中，只有「股權基礎」為真正的投資方式，但同時也存在著高風險，只有 14%的募

資平台為「股權基礎」。「債權基礎」約佔 15%，「捐贈基礎」28%，最大宗為「回饋基礎」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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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 於 2012 年四月簽訂 JOBS（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ups Act）法案，制定

了群眾募資平台「股權基礎」的法律依據。訂定了「股權基礎」的投資金額比例及相關法規。而台灣目

前則由金管會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劃的「創櫃板」制定相關規定。  

Surowiecki(2004)在書中提出了群眾智慧(Wisdom of crowds)的影響力。當一群在各方面並不是特別出

眾的人們聚在一起討論並提出的 結論，不一定會輸給專業人士。這解釋了群眾力量能對市場造成多大的

影響。群眾在募資上表現出的意見能夠間接等於市場反應的可信度非常高 (Surowiecki ,2004) 。 

          以往創業所需的資金往往要依靠銀行借貸、天使投資人、親友借款等等方式籌措資金。

但若想要尋求更多的投資，勢必要能夠說服投資商的支持。若能在群眾及市場之間得到認可，變更能夠

說服投資者的加入，為拓展商品或事業多出一份力。此外中小企業創業初期，沒有市場經驗也沒有專家

指引，只能盲目地追求市場取向。群眾募資平台可以為募資者與市場民眾溝通的橋樑，透過瞭解群眾的

需求及意見，讓產品設計或是企劃導向更迎合市場的需求。除此之外全球危機所產生的資金不足及新型

網路營銷的發展，都是促成群眾募資的原因之一(Matteo Rossi, 2014) 。 專業投資者的行為在金融領域中

已經被廣泛的研究，相較之下對非專業投資人的決策過程的討論少了許多。群眾募資的崛起一次次的證

明了非專業的民眾們集資的力量也可以很強大 (Fabrice Hervé 、Elodie Manthé 、Auré lie Sannajust 、 

Armin Schwienbacher, 2017) 。 

University Of Bath 在 2017 年提出募資影片的內容能明顯的影響一個專案的成功。其中參與者尤其

想知道投資金額的去向，投資者強調 「我想知道他們用錢在做什麼」。作者在結論中提到從以往文獻多 

著重在募資平台的發展及潛力，卻鮮少針對群眾募資專案的內容做研究 (Hannah Forbesa and Dirk 

Schaefer,  2017) 。 

2-2 募資平台上架條件 

大部分的募資平台上架的條件，除了基本的計畫內容及回饋設定之外，影片也是每一個平台的要求

之一。本研究根據國內外幾個知名的群眾募資平台的募資條件分別作出整理（表 1）。 

表 1.募資平台上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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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影片較容易引起關注

知名的群眾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大多數的群眾募資案件都有包含影片。其中有包含影片的專案成功

率較沒有影片的專案成功率高了 30-50%。顯示出專案中的影片能夠吸引投資民眾並提高募資成功的機率

（Matt Cyrom, 2017）。 

Google 和 Facebook 也陸續推出平台上的影片服務給使用者，現今影片已經成為行銷中不可或缺的

元素。越來越多現有的社群軟體採用短片的方式讓使用者之間有互動。Facebook 甚至調高了有影片的貼

文的觸擊率，可知影片在社群軟體互動中的重要性。

據製片公司 Transvideo Studio 統計，影片通常能帶來 15%-75%不等的轉換率。 

若產品影片能夠讓觀眾在看完之後能夠清楚地將產品內容轉述給他人，那這部影片就有達到一定程

度的目的（科技橘報,2012）。 

2-4 群眾募資失敗原因

  知名群眾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公布的數據顯示，有 35.84%的專案在期限內無法募得目標金額而以

失敗告終。高達半數的募資項目會失敗，暫時不討論專案本身的好壞，還有許多原因也影響著群眾募資

的結果和投資民眾的心理。

2-4.1 過度依賴文字敘述

有些專案針對產品細節在文字上做了非常多的描述，寫下了很多的產品細節。但對投資民眾來說沒有

親眼看見過程，這些敘述都只是虛談。比起滿滿的文字他們更想看到的是產品實體照片、影片或是模

擬圖，甚至是整個團隊的努力過程都能夠增加投資者對團隊的信心（3BL MEDIA, 2013）。 

2-4.2 忽略支持者

參與群眾募資的民眾同時也是這個專案的首批客戶，他們對產品的回饋能夠給專案帶來很多的幫助。

若參與者花錢贊助了專案但卻沒得到一點訊息或是主動的得到一些關於專案的進度，民眾反而會漸漸

的對專案失去信心，專案則會失去這些民眾的寶貴回饋資訊（3BL MEDIA, 2013）。 
2-4.3 不夠了解市場運作機制及受眾

許多年輕人創業選擇在募資平台曝光產品及打響名聲，但大多數年輕人的工作經驗不足，無法全方面

的掌握市場上的變化並及時的作出反應，又或是不了解消費者的消費習性及習慣等等。

如何精確的掌握產品的目標受眾，並且依照受眾訂定適合的消費渠道及顧客服務。

沒辦法掌握快速的市場流動變化，便會錯過黃金時間點進而失去掌握時機及挽救機會（Benson Sun, 
Alpha camp）。 

2-4.4 群眾募資的隱憂

群眾募資平台的運作模式給以往的商業市場帶來了震撼。

以往的商業市場是先有產品，消費者根據對產品的喜好及質量等來去評估是否購買。然而群眾募資的

運作方式，消費者沒有辦法預估產品的品質，甚至還可能面臨拿不到產品或是產品變更的風險，只能

透過對產品的預測及想像，或是其他更為天真的投資標準來去選擇資金的流向。

企業家擔心群眾募資的融資方式，可能會造成許多品質不良的企業產生，這個市場篩選有潛力的企業

的效率較低，恐不利於整體市長發展（Mollick, 2014） 。 

2-5 可能導致群眾募資成功的因素

2-5.1 不斷更新專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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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V 平台執行長提出，群眾網最重視「參與感」。群眾募資若無法與贊助者保持良好的溝通關

係，則容易失去贊助者的信心。 
募資期間多更新進度能夠增加達標的速度，而募資結束後則要不間斷的與贊助者們溝通目前的進度

狀況及面對的困難。 
在嘖嘖平台募資成功並引起話題討論的「八輪滑板」團隊也面對到延遲出貨的困境。他們透過舉辦

多場體驗活動讓民眾試用，多了許多參與的機會，也多了許多的體諒、耐心及信心（2015,天下雜誌）。 
Mollick(2013)的研究結果提到，Kickstarter 上有 86%的成功專案有影片，其中有 17%的專案提供快

速更新，Kickstarter 在網站上也提供了類似的建議。提供快速更新也可以給投資人一種「已經準備

好了」的感覺。 

2-5.2 選擇的募資平台 
群眾募資的成功和投稿的募資平台有密切的關係。每一個募資平台的運作模式都不相同，也

有者  不同的規定。例如：AON(All-Or-Nothing)、KIA(Keep-It-All)而募資平台過去成功的項目類別

及糾紛等等也成了贊助者選擇的參考因素。 

    2-5.3 目標金額與時間的訂定 
設定的目標金額和單價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先前的文獻結果顯示，民眾偏愛「高投資率」的專案而非「高金額」的專案。 
就算每一個贊助單位的金額不高，但整體達成率偏高的專案對投資人來說會更有吸引力，會讓很多

投資民眾覺得這個專案有很高的達成率而相繼加入投資。而累積金額高的專案很有可能只是每一個

贊助單位的金額高，但整體達成率低，贊助的人並不多（Hannah,Firk, 2017）。 
而募資活動持續的時間對募資活動的成功率也有相關聯。 
Cumming 等人及 Mollick 發現，回饋行募資活動的活動時程與回饋型募資活動的成功性呈現負相關 
（Cumming, 2015） 。 
也就是募資活動持續的時間越長，成功率有下降的趨勢。Mollick 提出投資民眾會因為活動時間太長

而失去信心，會擔心是因為募資不順利才導致時間延長。群眾募資的募資高峰往往在專案一開始的

開始與結束，而中間會出現平淡期 (Mollick, 2014) 。 
而 Mollick 在 2013 年的研究提出，專案受到越多的關注與期待，延誤的比例有隨之增加，募資達到

預定目標十倍的項目在約定期間內準時達成的比例不到一半，但此結論依據募資專案的類型也有著

不同的影響 (Mollick, 2014) 。 
 

 

 

三、前期調查 

3.1 影片解構 

調查國內外各大群眾募資網站，根據本研究文獻探討部分調查的國內外群眾募資平台，最後選擇產

品設計類提案較多的「嘖嘖網 zeczec」及「Kickstarter」中成功比例較高的幾部產品影片。 

嘖嘖網 zeczec 

1.【perfect cut 亟能美工刀】2.【翻轉背包】3.【Twist 螺旋線套】 

Kickstarter 

1.【smart belt】2.【kurio hana Japanese knife collection】3.【eto:a beautiful innovation in wine preservation】 

本研究分析以上六部影片，統計每一部影片所拍攝的內容後統整出五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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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影片中共同呈現的五項內容：

1.產品設計理念 2.產品功能細節 3.產品製作過程 4.團隊尋求支持 5.使用者經驗分享

   3.2 實驗流程 
本研究採用李克特氏量表 1-7 級的評分法及開放式問卷。 

受測者總共需觀看六部來自「嘖嘖網 zeczec」及「Kickstarter」的影片，每看完一部影片，便針對

1.產品設計理念 2.產品功能細節 3.產品製作過程 4.團隊尋求支持 5.使用者經驗分享等五個項目，分別在

「印象深刻的內容」及「影響投資意願程度」兩項目所造成的影響程度做 1-7 級的評分，影響程度最低

為 1，最高為 7。

3.3 實驗結果 

在「印象深刻的內容」的問卷結果中，其中有五個專案影片在「產品功能、細節」及「設計理念」

得到了相對的高分，分別是來自嘖嘖網的【perfect cut 亟能美工刀】、【翻轉背包】及來自 Kickstarter

的【smart belt】、【kurio hana Japanese knife collection】和【eto:a beautiful innovation in wine preservation】。 

表 2.印象深刻的內容 

而「影響投資意願程度」的問卷結果中有四個專案影片在「產品功能、細節」及「設計理念」得到了相

對的高分，分別是來自嘖嘖網的【perfect cut 亟能美工刀】、【翻轉背包】及來自 Kickstarter 的【smart bel
和【eto:a beautiful innovation in wine preservation】。 
而來自嘖嘖網的【Twist 螺旋線套】和 Kickstarter 的【kurio hana Japanese knife collection】在「影響投資

意願程度」的調查中顯示「使用者經驗分享」的部份對他們影響最大。

表 3.影響投資意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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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與結論 

由前期的實驗結果中有五個專案影片在「產品功能、細節」及「設計理念」得到了相對的高分。 

 

進一步了解五部影片在「產品功能、細節」及「設計理念」這兩個項目可以發現，這五個募資團隊

在展現「產品功能、細節」及「設計理念」是直接拍出現有的使用過程，讓觀眾直接明白自己以前的使

用方式有什麼問題點，用這種對比感來呈現設計理念。例如【perfectcut 亟能美工刀】就直接點出現有的

美工刀只能切割 90 度的直角，無法切出弧形、圓形或不同角度的切面。並在影片中展示用【perfectcut

亟能美工刀】所能達到的效果。直接和現有產品做出區別。【eto:a beautiful innovation in wine preservation】

則是在影片中告訴觀眾，如果沒有真空保存紅酒的話，剩餘的紅酒會產生什麼變化。讓民眾思考保存紅

酒的重要性。接著在呈現出產品的製作過程方面，一邊展示出產品的功能搭配說明的旁白，讓投資民眾

能一邊看著產品的開發過程一邊聽著說明。利用大多數民眾對製造流程的不熟悉產生的好奇心，來吸引

投資民眾的注意力，也相對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特別的是其中兩部影片分別來自嘖嘖網的【Twist 螺旋線套】和 Kickstarter 的【kurio hana Japanese 

knife collection】，在「影響投資意願程度」的問卷結果中，「使用者經驗分享」也得到了高分。這兩部

影片之所以可以在「使用者經驗分享」這方面得到比其他影片更高的分數是因為影片中直接找來使用者

使用新的產品，實際拍出由團隊以外的人使用產品的過程，並由使用者說明使用感受。【kurio hana Japanese 

knife collection】請來了餐廳主廚直接使用產品處理食材。依據不同的食材，使用不同的刀具來切菜、剁

肉、削皮等等。親自示範了用主廚刀處理鮭魚，用適合切削的刀削洋蔥皮及用切裝飾用的蔥花，又或是

用麵包刀來切硬麵包。在使用後的訪談中，主廚提到了這樣一整組的刀具，雖然簡單但非常的基本。主

廚給人的專業感，也無形間提升了刀具在民眾心中的重要性。 

【Twist 螺旋線套】則是在影片中拍出現在大眾普遍的使用習慣。凹折手機的充電線，直接拔取 USB

連接線或是用纏繞的方式收納充電線，都會導致線材外包覆的橡膠損毀，久了就會讓內部的線材外露。

接著再使用【Twist 螺旋線套】然後再凹折纏繞，讓投資者觀察使用產品前後的差異感。更真實更貼近使

用者狀況的內容呈現也對投資民眾的投資意願產生了影響。 

而在開放式問卷的回應中，許多受測者提到影片中有實際的操作過程及產品細節的展現，可以減少

投資者對產品功能可行度上的疑慮。而拍攝產品的生產過程，則能讓投資者相信募資團隊有足夠的生產

能力能夠讓產品開發完成，而減少無法出貨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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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數位移民世代，傳統數位移民的教師授課方法仍以宣讀課本、靜態投影片畫面為主，而這些依據教

師的專長、習慣所製作的教材與授課方式未必能切合現今學生心理的需求；換言之，除了授課內容與方式，

更需考慮教材的呈現方式對於學生的吸引力，因為身處於數位科技時代及學生意識的發展，唯有確切掌握

學生的感性需求，才能真正將知識以趣味的方式呈現。本研究先蒐集大學教授的教學投影片，並透過參與

式觀察法觀察授課者的操作方式與習慣，歸納出投影片中資訊的呈現方式，接著結合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

製作多媒體教學影片，接著讓大學生閱讀傳統投影片教材與多媒體教學影片後給予測驗卷比較前後測之

學習成效，並再給予填寫使用者滿意度問卷以了解多媒體教學影片是否增加大學生的學習熱忱，之後再進

行數據與結果的分析，並預期大學生在觀看完多媒體教學影片後學習成效能有所提升。 

關鍵詞：教學投影片、多媒體教學影片、多媒體、偏好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1980 年代以後，資訊科技技術日新月異，據估計在 1980 年以後出生的嬰兒，在他們達到 21 歲時，

平均至少已使用過 1 萬小時以上的手機，玩過 1 萬小時以上的電玩遊戲，看過 2 萬小時以上的電視，並

且在 21 歲以前收發電子郵件的件數高達 25 萬封以上(遠見雜誌，2015)。 

傳統教師仍習慣於單向溝通，並且課程教材中的內容涵蓋重要與不重要的資訊，上課的過程多以宣

讀投影片中的內容，輔以口頭講解與補充教材。對於學生來說課堂的內容多半只要請老師提供一份課程

投影片的檔案即可，不需要也不願意花時間專注於課堂中。換言之，目前的教學方法、課程設計、學校

的組織都有改變的必要，它必須要把學生習慣的資訊環境帶入教室，使這些注重即時、視覺、網路化、

互動化、高移動性的數位原生代學生能投入參與性的學習，要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代替過去以教師

為中心的教學方法，授課內容與方式更需考慮教材的呈現方式對於學生的吸引力，掌握學生的感性需求，

並真正將知識以趣味的方式呈現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1-2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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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大學生已習慣使用數位多媒體科技，甚至沒有一天能離開電腦、網站、手機以及其他新奇的數

位用品或玩具，習慣接收與發送圖片、動畫、影片等多媒體的資訊，人與人之間的純文字的互動方式逐

漸式微。然而，投影片中訊息的呈現方式仍過於靜態、枯燥，並且資訊的呈現方式不連續，造成學生只

對於影片、聲音的動態訊息會有反應，缺乏吸引學生專注於教材中的亮點，但學生只能接受這些有限的

選擇，依照他們並不真的喜歡的方式去學習，因此如何設計出讓學生能專注學習的教材，這是本研究欲

探討的主題之一。

1-3 研究目的

1. 探討投影片中的資訊型態，以及教師對於投影片的操作方式

2. 探討大學生對於多媒體影片教材的偏好

二、文獻探討

2-1 數位原生代

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是描述出生在數位化時代的人，即 X 世代和年輕人的術語，也稱為

“iGeneration”或是用與生俱來的“digital DNA”來形容。數位原生代出生與成長於高度數位化的時代，

生活從沒有脫離數位與資訊科技，而數位原生代主要可以歸納成三種類型(Zur, O. & Zur, A., 2011)： 

1. 逃避者(Avoiders)：即使出生於數位原生代，但卻無法感受到數位科技的親和力，而且相較大

多數同齡人對於社群網站，訊息與數位相關科技較無依賴性。此小部分的數位原生代的成員使用

傳統非智慧型手機，但沒有一個電子郵件，Facebook 或 Twitter 賬戶，甚至沒有使用或排斥使用網

際網路。

2. 極簡主義(Minimalists)：此類別的原生代認為科技是當今世界的一部分，使用資訊科技設備為

最後的手段，儘管具備 Facebook 的帳號，他們維持固定頻率去檢查訊息，他們願意親自去嘗試許

多事情，唯有在必要的時候才會使用資訊科技設備。

3. 熱心參與者(Enthusiastic participants)：此類別佔數位原生代的大多數，熱衷於使用數位技術和

資訊小工具，並且願意花費整天的時間在使用 Facebook、YouTube、看電視節目、電影或是瀏覽網

頁，本研究將以此類別的原生代作為主要觀察對象。

  伴隨著數位科技世代，現今的學生已然與過去的學生不同，不只是在服飾、說話方式的改變，

而是一個非常大不可逆的奇異點(singularity)，也就是現今蓬勃發展的數位科技技術，而該技術已融入學

生的生活中，學生每日的生幾乎脫離不了電腦、視頻遊戲、數位音樂播放器、視頻攝像頭，手機以及所

有數位科技設備，研究顯示大學畢業生平均都花了不到 5000 小時來進行生活中的閱讀，但花費平均超過

10,000 個小時玩電子遊戲(將近 20000 小時看電視)(Prensky, 2001)。 

2-2 大學生的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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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所大學的一天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在各間教室或是校園移動，幾乎不間斷的從一堂課到下

一個課堂，每一堂課估計需要聽 50-90 分鐘的講課(Salman, 2012)。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調查 1000 位

學生中有 25%的學生苦惱於自主生活與金錢管理中，而將近半數的學生擔憂是否畢業即失業，不只是沒

有工作，更是無法償還高債務，此項調查顯示大學生的翹課原因多半來自生活與金錢匱乏。此外，2010

年的研究調查顯示學生的專注力時間的平均長度為 10 分鐘，而導致此結果的根本原因為學生睡眠不足

及過度疲累(佔了 33%)，13％的人承認一周蹺最多 5 小時的課程，而 17％的人表示他們曾經去上過課，

但是優先考慮他們的兼職工作能夠養活自己，並且小部份(10%)的學生擔心自己的大學學位將是浪費錢

(Hannah, 2010)，因此在無法改變大環境的情況下，應該思考如果學生的專注力只有 10-15 分鐘的間隔，

如何讓這 10 分鐘的課程內容更重點、更有趣以及更吸引人？ 

2-3 多媒體 

多媒體是指運用一種媒體以上來傳遞訊息的方式，運用文字、圖像、聲音、動態影像來完整呈現表

達訊息或資料內容。Mayer (2001)將其相關研究的多媒體定義為使用文字(words)與圖片(pictures)的一種組

合型式。「文字」指的是教材以語言文字的型態(verbal form)呈現，包含口語表達的文字(spoken words)與

書寫的視覺文字(printed words)。「圖片」指的是教材以圖像的型態(pictorial form)呈現，包括靜態圖片(插

圖、座標圖、圖解、照片、地圖)及動態圖片 (動畫、影片)兩種。根據資策會的定義，以電腦為中心，能

在同一個工作環境下同時處理文字、影像、及聲音者稱為多媒體。而也有學者認為多媒體是於電腦上整

合兩種以上的媒介，而這些媒介可包括有文字、影像、動畫、語音、音樂和視訊，使我們能依各種需求

組合，以呈現醒目的效果。 

2-4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CTML)是由 Mayer(2001)所提出。

Mayer 將多媒體學習定義為從文字和圖片學習，因此多媒體學習可稱之為雙碼學習 (Dual-code Learning)、

雙種管道學習(Dual-channel Learning)，亦即多媒體呈現乃是訊息以文字(words)和圖片(pictures)呈現；多

媒體教學訊息或多媒體教學呈現 乃為以文字(words)及圖片(pictures)的呈現來幫助學習。 

  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 Mayer(2005)基於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進行了多項研究，並依據研究結

果提出多媒體教材的十二個設計原則，包含：空間接近原則 (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時間接近原則 

(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連貫原則 (Coherence Principle)、冗餘原則 (Redundancy Principle)、信號

原則 (Signaling Principle)、分割原則 (Segmentation Principle)、預先訓練原則 (Pre-training Principle)、形

式原則 (Modality Principle)、多媒體原則 (Multimedia Principle)、個人化原則 (Personalization Principle)、

聲音原則 (Voice Principle)、圖像原則 (Image Principle)除預先訓練原則、個人化原則之外，皆與資訊呈

現與設計有關。本研究將重點介紹於研究中所採用的設計原則如下(Abrams & Christ, 2004; Mayer, 2005; 

Mayer &Moreno, 2003)： 

• 空間接近原則 (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文字與圖像出現在螢幕中的位置的遠近會影

響學習效果，學習者在學習有關聯性的文字與圖像時，若是圖片與文字的相對位置較近時，

學習成效將會比兩者相對位置較遠時好，因此當相關的文字和圖像訊息呈現在空間上接近

時，能產生較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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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接近原則 (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相關的文字和圖像同步出現時，比非同步

的效果好。

• 冗餘原則 (Redundancy Principle)：動畫搭配旁白的效果優於動畫同時搭配旁白與文字。

當動畫搭配旁白以及字幕時，動畫與文字都屬於視覺訊息，學習者必須將認知資源分配到動

畫與字幕，會造成視覺管道超載，若是連續播放動畫，那學習者可能會來不及處理全部的視

覺訊息，若文字以旁白方式呈現，被聽覺管道接收，則視覺管道的負荷減少，更多的認知資

源可用於建立動畫與相對應文字之間的連結。

• 信號原則 (Signaling Principle)：學習時，若有可強調教材內容組織結構與重點的「提示」

(cues)，學習效果較好，尤其是當學習者學習技能較差、多媒體教材組織不良或是包含無關

聯的內容時，因為適當的提示可引導學習者的注意力投注在重要的訊息上，避免注意力被轉

移至不相關或不重要的訊息，而信號原則常見的應用有「突顯標題」(heading)與「強調關鍵

訊息」(key information)。

• 分割原則 (Segmentation Principle)：當教材被分割成多個小片段且能讓學習者依照自己

的步調控制片段的呈現，會比連續播放的方式有更好的學習效果，尤其在教材內容複雜、呈

現內容步調很快，以及學習者對於新教材毫無相關經驗時效果更佳。

• 形式原則 (Modality Principle)：以雙通道的設計原則為前提強調動畫搭配旁白的效果比

動畫搭配純文字的效果好。因為動畫和文字都經由視覺管道進入工作記憶中，這兩種訊息在

視覺管道中彼此競爭認知資源，而聽覺管道的資源沒有使用；反之旁白則經由聽覺管道，故

旁白與動畫兩者搭配便可相益得彰。

• 多媒體原則 (Multimedia Principle)：從文字加圖像學習的效果比單獨從文字學習的效果

好，也就是學習時，多媒體組合的形式會優於單一媒體的形式。當文字與圖像一起呈現時，

學習者有機會去建構語文與圖像的心智模式及兩者之間的關連。雖然文字與圖像管道是不

同的表達系統，同時呈現時有互補的效果，但不能彼此取代。

2-5 多媒體資訊呈現方式相關研究

多種媒體的呈現方式上，根據不同的媒體型態有靜態(如圖片)與動態(如動畫、影片)的差異。動畫因

為較具吸引力、及較易描述動態的過程，因此，在描述流程與程序上，動畫有較好的學習效果。但是，

也有些學者對動畫與圖片的研究發現，靜態的多媒體(如圖片)與文字的組合方式較有助於學習者的學習

(Lai, 1998)。因此，本研究彙整圖片與動畫等多媒體呈現方式之相關研究如表 2。 

表 2.  彙整圖片與動畫等多媒體組合呈現方式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彙整歸納) 

學者及年代 媒體類別 有助於

學習效果聲音 靜態圖示 文字 字幕 動態圖示/動畫 

Mayer(1989) V 

V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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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1995) V 

V V 

V V V * 

V V 

Szabo (1996) V 

V V * 

V V * 

Lai(1998) V 

V V * 

V V 

Chanlin(1998) 

V 

V V * 

Kim (2008) V 

V V 

V V * 

V V V *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大學設計課堂中所使用的投影片，透過筆記、拍照、攝影的方式觀察與紀錄完整的投影

片的放映過程，接著定義投影片中資訊內容的在多媒體影像中呈現方式，接著參考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

將投影片製作程多媒體教學影片，最後再藉由驗證與分析判斷本研究的目的是否達成，故本研究可區分

為以下五個階段定義投影片教材中的資訊類型、觀察與紀錄完整的教學過程、設計投影片資訊內容的呈

現方式、製作多媒體教學影片、研究結果之應用與驗證。

1.定義投影片教材中的資訊類型

本研究採用大學設計課堂中的教學投影片作為樣本，投影片中包含文字、圖片、聲音、影片、圖表、

背景，排除投影片中使用大量的文字滿版訊息，歸納出以下於投影片中會出現的資訊內容：

(1) 文字：標題、內文、頁碼、超連結

(2) 圖片：圖片、背景、佈景主題

(3) 影音：多媒體影片、音訊檔

(4) 表格：文字表格、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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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察與紀錄完整的教學過程 

本研究採取參與式觀察法，本研究團隊將透過參與大學課程並使用攝影、拍照、筆記等方式記錄教

師在授課過程的實際情況，其中包含教師在製作投影片教材以及教學的同時對於投影片內容的詮釋方式

與投影片的呈現方式，歸納出使用者的操作習慣與投影片內容重要性的關聯性如下表 3。此步驟將著重

在瞭解使用者的操作習慣與投影片內容重要度的關聯性，並將每個投影片操作的方式做整理，協助下個

步驟設計投影片內容的呈現方式。 

 

表 3. 教學的時對於投影片內容的詮釋方式與投影片的呈現方式(本研究彙整歸納) 

  投影片呈現方式 教師教學時的操作習慣 

重點 

提醒 

重點用不同顏色的文字凸顯重點 

以口頭提醒投影片的重點部分 利用特殊的框線標示出重點 

利用內建的動畫效果凸顯圖片、表格、文字的重要性 

互動 

利用內建的動畫效果講解具有次序性的流程 點擊滑鼠讓文字、圖片表格呈現動態效果 

利用疑問句讓學生思考前面的投影片內容是否有誤 
讓學生思考幾分鐘，隨機點名讓學生回答問題 

以文字或圖片的方式提供練習題於課堂中思考  

舉例 

使用一張或是多張圖片作為舉例 以口頭方式簡單解釋個圖片代表的意義 

利用超連結或是播放圖示播放影片 點擊滑鼠播放影片 

一段敘述性的描述文字       利用投影片中沒有的生活實例去講解     

特殊 - 
跳過許多投影片的內容沒有多加解釋 

利用超連結的方式連結到補充資料 
    

3.設計投影片資訊內容的呈現方式 

此階段將依據階段 1 所定義的投影片中所能呈現的資訊形態，並針對階段 2 所觀察使用者操作投影

片與授課習慣可以找出投影片中資訊內容的重要程度，依據資訊內容重要度的不同可以將投影片中資訊

進行不同方式的呈現，重新設計出靜態資訊內容的呈現方式，其中投影片的文字也能透過圖像、音訊兩

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如表 4。 

 

表 4. 投影片資訊內容的呈現方式 

資訊類型 資訊內容 呈現位置 呈現方式 

文字 標題 畫面左上方 黑框白字 

  內文 畫面下方呈現 字幕的方式，重點的部分加入語音讀出內容 

  超連結 字幕的右上方 黑框藍字 

圖片及影音 圖片 置於畫面中間 淡出效果、放大效果，重點的部分可以加入語音讀出內容 

 影音 直接播放來源影片 重點的部分將加入標題，並將標題至於畫上上方 

表格 文字表格 
置於畫面中間 淡出效果，重點圖片或文字加入語音報讀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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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製作多媒體教學影片 

此階段將依據步驟 3 所條列出投影片中靜態資訊的動態呈現方式，參考文獻探討中的多媒體學習認

知理論與多媒體教材的設計原則製作多媒體教學影片，，例如當教師在描述「有一天，牛頓被蘋果砸到，

領悟了地心引力」這一段文字，「有一天」是不重要的資訊，「牛頓被蘋果砸到」依據根據多媒體認知

學習理論，描述性的話適合文字加圖片呈現，而「地心引力」則是這個句文字的重點，使合用文字搭配

聲音去強調其重要性，如圖 1、圖 2。 

 

 

 

 

圖 1. 靜態投影片的資訊對應於多媒體影片的呈現方式：(左側)靜態投影片內容 (右側)動態多影媒體影片 

 

四、研究結果之應用與驗證 

本研究先讓大學生閱讀傳統教學投影片，並在大學生閱讀投影片之後填寫一張學習成效(前)測驗卷，

接著讓大學生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然後在大學生觀看完多媒體教學影片後再給予學習者之學習成效(後)

測驗卷，探討閱讀傳統教學投影片與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之平均成績之差異之後，再填寫使用者對教材

滿意度之問卷了解對此教材有何建議並作為日後修改之參考依據，以及了解大學生對於多媒體教學影片

內容的學習態度、自主性、學習興趣以及對學習的幫助。 

4.1 研究對象 

以南部某大學學生設計系學生做為本研究之取樣的對象，實驗人數總共 50 人。 

4.2 研究工具 

1. 學習成效問卷設計(前/後測)：本研究針對此課題依照課程裡的「造型限制法」之課程內容中，製作

出前後測之學習成效測驗卷，並找該課堂授課的老師諮詢並進行題目上的修改，透過討論與修改後

制定出 10 題測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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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滿意度問卷：此問卷參考鄒宜君(2012)之學習滿意度的問卷修改，並依照多媒體教學影片的

呈現方式所編製而成的問卷。經由多媒體教學影片的呈現方式、大學生的學習態度、自主性、學習

興趣以及對學習的幫助這幾類的方向來設計此問卷，最後透過與專家討論修改問卷的題目的內容、

用字。此問卷有 10 題使用李克特尺度量表方式，從非常不同意 1 分到非常同意 5 分來勾選，了解

學習者之學習滿意度，以及了解對此教材有何建議等問題，並做為日後修改之參考。而在建議的部

分採用申論題的方式，主要是要了解大學生對於多媒體教學影片的感想心得與建議。此問卷有 10

題使用李克特尺度量表方式的方式。而此滿意度之問卷在信度分析上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分

析。信度的檢定結果 Cronbach’s α係數值為 0.802，故此問卷具有信度。

4.3 前後測學習成效成績之比較 

表 5 為前後測成績之比較，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從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的平均數分別為 39.40 

與 60.2。而前後測之樣本檢定結果，t 值為-8.589，p=0.000 <0.05，表示前後測成績之間的差異具有顯著

性。因此，可推論學生的後測成績高於前測的成績，有顯著的進步。

表 5. 前測與後測成績平均數次數摘要表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差

成對 1 前測成績 39.40 50 12.35694 1.74753 

後測成績 60.2 50 10.97121 1.55156 

4.4 使用者滿意度 

對於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的使用者滿意度如表 6，問卷中的第一題至第九題滿意度的介於 4.02-4.40

之間，代表大學生中對於多媒體教學影片之呈現方式感到滿意，並且多媒體教學影片能夠提升其學習態

度、自主性、學習興趣並且多媒體教學影片對大學生是有學習上的幫助，問卷第十一題採用為問卷中的

反向題以避免大學生隨意填寫問卷影響問卷的效度。

表 6. 使用者滿意度次數摘要表 

問卷題目 個數 平均數

1. 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我覺得很有趣 50 4.34 

2. 觀看多媒體教學影能提升我的學習成效 50 4.40 

3. 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會提升我的專心度 50 4.12 

4. 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50 4.34 

5. 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能提升我的學習興趣 50 4.18 

6. 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50 4.04 

7. 我喜歡多媒體影片中的文字呈現方式 5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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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喜歡多媒體影片中的圖片呈現方式 50 4.36  

9. 我喜歡多媒體影片中的表格呈現方式 50 4.02  

10. 比起多媒體教學投影片我更喜歡閱讀傳統教學投影片 50 2.28  

五、結論與建議 

學習成效的部分，針對閱讀傳統教學投影片與觀看多媒體教學影片的前後測中發現，透過多媒體教

學影片學習期學習成效比較後，並且測驗成績有明顯的提升。在使用者滿意度的部分，多媒體教學影片

整體的滿意度都高於 4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到非常同意 5 分)，並且在意見回饋的部分多位表示在靜態投

影片中學習到的重點都能夠在觀看多媒體影片學習到，並且表示多媒體影片比起傳統的靜態影片更能引

起他們的興趣， 因為多媒體影片給他們一種在觀看社群網站中的影片的感覺，讓他們能以輕鬆、有趣的

方式進行學習。另外，在大學生所給你建議中有學生建議多媒體影片中除了關鍵字的重點提醒、語音報

讀的重點提醒之外，可以加入特別的內容重要度的提醒，例如當影片即將播放到重要的地方時，可以加

入提示音、或是畫面突然閃過很重要的字樣，還有可以加入如同漫威電影的彩蛋，將補充資料以彩蛋的

方式藏在影片中可以讓他們更自發性的專注於影片中，可以讓多媒體教學影片更有趣、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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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眼動追蹤技術探討相似性產品之結構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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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結構映射理論可解釋類比設計中相似性比較的作用，但人比較兩個事物的相似性時期關行為是否用

結構映射理論來分析則有待探索。

本研究嘗試應用眼動追蹤儀記錄分析受測者如何比對兩件產品圖片的造型輪廓、產品架構、使用動

作、功能原理的相似性，並探討比對兩件產品圖片的過程中如何進行結構映射。

結果發現(1)受測者比對圖片時，觀看的依序為產品架構、造型輪廓、產品動作、功能原理，這與主

題的難易度以及人們的外顯注意力和內顯注意力有關；(2)受測者凝視產品動作和功能原理所需的時間大

於凝視造型輪廓和產品架構的時間：(3)比對高相似性圖片比低相似性的圖片的眼動軌跡較平穩且凝視位

置較一致。 

有別於過去進行結構映射分析時多以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未來可以運用較簡易的眼動追蹤設備進

行產品結構映射分析，在開發新產品時可以運用眼動追蹤了解該產品的優勢是否符合設計目標，對於產

品開發的前期具有一定的效益評估。 

關鍵詞： 結構映射、 工業設計 、相似性、眼動追蹤

一、前言

Holyoak（1987）根據問題特徵將相似性分為表面相似性（surface similarity）結構相似性(structural 

similarity )。Gentner（1983）結構映射理論（structure- mapping theory）將相似性分為本義相似(literal 

similarity)、類比（analogy）、僅外型相似（mere appearance）、隱喻（metaphor）、抽象（abstraction）

與異常（anomaly），用於類比式設計雖然有一定的解釋力，然而過去的結構映射理論多以問卷的方式調

查相似性映射，而人如何進行兩個事物的結構映射卻尚無具體的觀察和分析。

Sanders 及 McCormick（1987）提出人類的認知訊息處理歷程中有 80%以上的訊息是由視覺獲得，

而眼球也被視為認知過程中最重要的感官，近年來眼動追蹤技術被使用在許多領域中。眼動儀能記錄眼

動的移動軌跡，幫助我們能更清晰的了解人們比較相似性時是如何比較。

目前可運用低成本眼動儀初步進行兩事物的結構映射觀察，或許可以探討人類在比對兩件產品圖片

的相似性時，眼動軌跡是否有固定的搜索移動模式？而兩件產品圖片比較的依據為何？眼球凝視區域的

時間和穩定度與否和主題之間是否存在任何關係，期許可以應用在前期的產品開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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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主題進行相似性分類，分別為「產品架構相似」、「造型輪廓相似」、「功能原理相似」

與「產品動作相似」以及「完全不相似」五個主題，並觀察記錄眼動軌跡的凝視區域、凝視時間、回視

時間及回視次數等，進而分析相似主題間結構映射的關係。 

 

二、文獻探討 

結構映射理論由 Dedre Gentner 於 1983 年所提出，主要是用來詮釋類比與相似性的內隱限制條件的

模型。結構映射的核心概念為類比，指的是從來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的知識

映射（mapping knowledge），其結構的映射是由許多節點構成，其來源物的節點與目標物的節點透過逐

一匹配尋找出兩者間結構上的相似點。 

結構映射理論經常被應用於商品的創新設計上，設計師運用結構映射理論找出看似不相干的來源物

與目標物進行映射使商品創新（王孟平，2017），但是目前將結構映射理論應用於產品創新設計上都僅

止於問卷的形式調查分析，而人類是如何進行兩個事物的結構映射卻尚無具體的觀察和分析。 

一般都以為人們在辨識、描述和記憶物件概念時，不容易察覺物件間的關係，畢竟物件的關係比較

抽象。但有不少證據顯示人們在判斷相似性的時候，對關係相似性很敏感，尤其是進行類比思考時，掌

握物件關係是一個重要的條件（王鴻祥，2011）。而本研究希望可以透過眼動儀觀察眼動軌跡的凝視區

及時間等，進而分析及找尋人在比較兩產品圖時的重要條件。 

本研究會使用到以下眼動研究之相關基本眼動數據指標： 

1. 凝視區域： 

眼動軌跡停留時間較長之區域，觀看者感興趣或感到困難的程度，因此凝視時間愈長、次數愈多，

表示該區域愈吸引觀看者興趣，有時是此區難度偏難，所以觀看者需要花比較多時間做吸收理解（陳

學志等人，2010）。 

2. 回視： 
觀看時不停回視，可能是因為沒有看清楚，也可能是不了解內容，所以回視次數愈多，觀看者凝視

該刺激物局部的時間和次數也愈多，表示觀看者花費相對愈多的時間與精神在該刺激物局部上，或

許可推論該刺激物局部對於觀看者來說，是認知上需要再確認或是遇到理解困難。因此，回視可反

映刺激物對於觀看者的難易程度，對觀看者來說，觀看不熟的刺激物會產生較多的回視，反之愈少

（吳佳雯，2014）。 

本研究將主題進行相似性分類，分別為「產品架構相似」、「造型輪廓相似」、「功能原理相似」

與「產品動作相似」以及「完全不相似」五個主題，並提出以下四點假說。 

H1：兩產品的相似性辨認度高則其眼動軌跡的凝視越穩定。 

H2：兩產品的相似性辨認度高則其眼動軌跡的回視時間越短。 

H3：兩產品的相似性辨認度高則其眼動的回視次數越少。 

H4：相似性辨認時，其眼動軌跡態樣，因造型輪廓、產品架構、使用動作及功能原理的相似性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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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運用 Tobii 眼動追蹤儀搭配螢幕側錄軟體記錄受測者的眼球軌跡，探討受測者在外在感官直

覺得比較兩物件時是否會依據相似性主題做匹配，以及各主題的相似性產品比較時軌跡是否一致，接著

運用問卷輔助說明受測者的內在狀態，了解受測者經過思考後所得知的相似主題及強度為何。 

根據問題特徵將相似性分為表面相似性最後比較分析眼動軌跡與問卷結果之間的關係，探討受測者

在外部感官及內在狀態的相似性比較是否一致。 

 

圖 3.1 本研究流程 

 

3-2 施測對象 

 施測對象來自於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之日間部及在職專班碩士學生，男性 4 人，女性

6 人，共計 10 人。 

3-3 研究工具 

3-3.1 產品相似分類定義 

 1.架構相似：產品之零件結構兩兩相似者。 

究運用眼動追蹤儀搭配螢幕側錄軟體記錄

受測者的眼球軌跡，同時使用問卷輔助說

明受測者的內在狀態。 

相似性比較眼動軌跡 

眼球運動可以反映出認知活動的外感官訊

息，得到接近自然且能及時呈現直覺思考

軌跡。 

相似性問卷 

問卷內容可以輔助分析說明受測者內在狀

態(如注意、記憶等)，經過思考後所得知

的相似主題。 

透過比較「相似性比較眼動軌跡」與「相

似性問卷」，了解眼動追蹤的軌跡及所凝

視的區域之相似主題，並分析比較結果是

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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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型輪廓相似：產品外觀造型輪廓相似者，如球體、正方體或圓柱體等。

3.功能原理相似：產品之功能相似者，如發光、裁切或移動等。

4. 產品動作相似：產品之使用動作相似者，如旋轉、拉拔或按壓等。

5,完全不相似：產品之架構、造型輪廓、功能原理及產品動作完全不相似者。

3-3.2 測驗及問卷題目

螢幕及問卷上，每個題目有兩個產品圖，其相似分類相同。為了避免受測者在比較相似程度時受到

產品圖片的的顏色、大小及遠近等因素影響，測驗所用的產品圖皆為黑白線稿，下表為施測時所用的產

品圖案。

表 3.1 施測相似產品 

架構相似(皆有前端、按鈕、手握處) 

造型輪廓相似(形狀皆為球體) 

功能原理相似(功能皆為照明) 

產品動作相似(動作皆為拔起) 

完全不相似

3-4 儀器設備

3-4.1 Tobii Eye Tracker 4C 眼動追蹤儀

採用的是近場紅外線技術，以三個紅外線感應器和一個攝影鏡頭，來追蹤受試者的眼球活動。 

3-4.2 OBS Studio 螢幕側錄軟體

運用來錄製眼球在螢幕上所移動的軌跡，以利後續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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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施測流程 

運用 Tobii 眼動追蹤儀搭配螢幕側錄軟體記錄受測者的眼球軌跡；總共有 5 個相似性的主題，每個

主題題目各 3 題，總共 15 題。請受測者於螢幕上比較銀幕中兩產品的相似之處，再於問卷上圈選出兩產

品相似之處，並填入順序及相似程度分數（完全不相似 0 分~完全相似 5 分）。 

使用電腦銀幕撥放題目投影片，每個題目皆有兩個相同相似主題之產品，每題題目觀看時間為 9 秒，

受測者每觀看完一題後立刻作答，作答完成後進入下一題。 

 
3-6 資料選擇與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有二，第一為運用螢幕側錄軟體 OBS Studio 錄下受試者測驗時的眼球軌跡，並

人工分析軌跡且紀錄。 

第二為問卷之資料選擇及分析。有效無效判定，受試者對兩圖相似之處的圈選、順序及相似程度之

分數的填寫缺一不可，否則視該問卷無效。有效問卷之分析，每題會依據受試者所圈選之相似之處，判

斷其圈選之相似種類，再記錄各種類所得的分數及次數，進一步分析其代表意義。 

四、研究結果與資料分析 

4-1 眼球軌跡之分析 

4-1.1 軌跡 

眼球的移動軌跡，可以提供我們追蹤人們在比較相似性時的讀解，他們有如下共同特徵： 
會把一個產品圖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個整體並非是獨一的、孤立的，而是由許多部

份組成的組合。受測者首先會以眼球感知一個初步的整體印象，將兩個產品圖各自快速掃視

一次後，才去注意它的細部。受測者會凝視特定的區域，我們將此這些區域解讀為受測者將

產品拆解的部分，然後發現以下 2 種軌跡圖： 
1. 整體快速掃視後，再將兩產品相似部分邊看邊拆解彼此對應如（圖 4.1）將兩個整體各自

拆解，再彼此對應如（圖 4.2） 

  
圖 4.1 圖 4.2 

 
造型輪廓和產品架構較能吸引受測者的外顯（Overt）注意力，而產品動作和功能原理

需要內隱（Covert）注意力，所謂外顯注意力的轉移跟著眼球的移動何處便能得知，而內隱

注意力並非完全跟著眼球移動的路徑，即便眼球保持不動，注意力也能到我們想注意的位置，

視為較深層的注意，產品動作和功能原理會根據受測者過去的經驗知識加上習慣性思維，去

判讀和理解。 
 
4-1.2 高相似性與無相似性的眼球軌跡差異 

高相似度的比較圖（如下表 4.1）相較下，眼球軌跡更具有邏輯性，用一種相較穩定的

凝視，且回視時間和次數都較少。受測者的視覺搜索時凝視順序雖然不同，但凝視位置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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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完全無相似性的對比圖片眼球軌跡凌亂，呈現不斷的跳視和混亂轉移的軌跡（如下表 4.2） 
1. 相似之軌跡（受測者 A 和 B 的例子）

表4.1相似之軌跡

架構相似

造型輪廓相似

功能原理相似

產品動作相似

2. 完全不相似之軌跡（受測者 A 和 B 的例子）

表4.2 完全不相似之軌跡 

完全不相似

分析完全不相似產品的軌跡，其軌跡較凌亂，包括兩者凝視區的結構映射和回視的結構

映射都不明顯。

4-1.3 凝視時間和區域

受測者比對圖片的主題依序為產品架構>造型輪廓>產品動作>功能原理。 
眼球軌跡有助於了解產品對於受測者觀看的順序及凝視區域，當受測者明顯地用更多的

凝視時間和次數停留在某區域，可能代表受測者凝視的區域是有相似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受

測者覺得凝視區域與其他區域不相似，我們發現同個受測者凝視造型輪廓和產品架構的時間

小於比對產品動作和功能原理的時間，但不能完全以「偏好」作為結論。我們發現比起造型

輪廓和產品架構，產品動作和功能原理的相似性相對需要更多的回視，回視通常會生在讓受

測者不理解的區域，而回視的位置被認為能讓受測者解惑。當難度越高或受測者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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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回視次數就會增加。不斷的回視代表受測者需要在圖上找出更多的資訊，是大腦認知

上需要再度確認或者需要較多時間去理解。 
 
4-2 問卷分析 

單以眼動數據做相似性屬性相關分析，並無法作為視覺偏好的絕對指標。因此實驗後施以問卷進行

檢核，以更完整了解參與者的偏好有其必要性（陳學志等人， 2010）。 

眼球運動可以反映出認知活動的外感官訊息，眼動追蹤（eye movement tracking）技術則提供了一

種接近自然且能及時呈現直覺思考軌跡的重要工具。然而問卷內容可以輔助分析說明受測者內在狀態（如

注意、記憶等），經過思考後所得知的相似屬性，以支持眼動追蹤的軌跡及所凝視的區域之相似主題。 

4-2.1 各題分析 

依據受試者所圈選之相似之處，判斷其圈選之相似屬性，再記錄各屬性所得的分數。下

表為其中一位受試者的分析示例，如題號 1 的題目種類為「功能原理」，受試者之問卷圈選

結果經分析為「燈」5 分及「連接處」5 分；「燈」的相似屬性為功能原理，「連接處」的相

似屬性為產品架構，並統計受試者圈選的總分。 

表4.3 

題目相似 

種類 

功能原理 造型輪廓 產品動作 架構相似 完全不相似 

順序/題號 1 2 5 9 4 

A 5 燈 5 圓 5 握 4 外型 0  

B 5 接處   3 前端 5 按鈕   

C     4 容器 2 握處   

D     5 握把 1 底部   

屬性/總分 總分 總分 總分 總分 總分 

功能原理 5     
造型輪廓  5  4  
產品動作   5   
產品架構 5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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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各種類分析

總共有 10 份問卷，每份問卷 15 題，分析後以題為單位計算各題中各屬性之平均分數及

平均次數。下列四表格為 10 位受試者所填寫之各屬性在各題中所得到的平均分數。 

表4.4 功能原理相似 表4.5 造型輪廓相似 

屬性/題號 1 3 6 平均 屬性/題號 2 10 13 平均

功能原理 3.4 1.7 2.2 2.43 功能原理 0 0 0 0.00 

造型輪廓 0 0 0 0.00 造型輪廓 3.4 3.2 3.1 3.23 

產品動作 0 0 0.1 0.03 產品動作 0 0 0 0.00 

產品架構 4.4 2.1 6 4.17 產品架構 0 0 0 0.00 

表4.6 產品動作相似 表4.7 產品架構相似 

屬性/題號 5 8 11 平均 屬性/題號 9 12 15 平均

功能原理 0 0 0 0.00 功能原理 0 0 0 0.00 

造型輪廓 0 0 0.3 0.10 造型輪廓 1.6 1.2 1.2 1.33 

產品動作 4.5 3.3 3.9 3.90 產品動作 0.3 0 0 0.10 

產品架構 4.6 4.9 4.5 4.67 產品架構 8.5 8 8.5 8.33 

下表為將相同種類之題目彙整後的總表，可以得到各類題目中各屬性之平均總分。由下

表得知所有屬性中除了種類「造型輪廓相似」之外，其餘種類中的屬性皆以「產品架構相似」

最為顯著，不管是在各類題目中或最後各類題目的總和皆是最高分，可推測受試者在比較兩

物相似性時多是以結構開始比較。

而題目種類「造型輪廓相似」不受其影響的原因應為題目的圖皆為球體，較無結構可以

比較，所以不受「造型輪廓相似」之屬性影響。

 
下

表

為

將

種

類

表 4.8 原始平均 

屬性/種類 
功能原理

相似

造型輪廓

相似

產品動作

相似

產品架構

相似
總和

功能原理 2.43 0.00 0.00 0.00 0.51 
造型輪廓 0.00 3.23 0.10 1.33 1.07 
產品動作 0.03 0.00 3.90 0.10 0.81 
產品架構 4.17 0.00 4.67 8.33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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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原理相似」及「產品動作相似」中「造型輪廓相似」之屬性移除後所得到的表格，

之所以把「造型輪廓相似」之屬性移除，是考慮了受試者在比較兩物時慣性的從架構、結構

開始比較，但將此慣性移除後可以得到所有種類的題目其最高的屬性皆與該種類相符，表示

受試者有感受到該種類題目所要傳達的屬性。

 

 

4-3 小結

以上分析發現，眼動軌跡在「產品架構相似」、「造型輪廓相似」、「功能原理相似」與「產品動

作相似」主題中，兩產品圖在比較相似性時之凝視軌跡更為穩定，相較之下「完全不相似」之凝視軌跡

非常不穩定，受測者的眼動軌跡呈現不斷的跳視和混亂轉移，凝視位置也較為不一致，應證了「H1：兩

產品的相似性辨認度高則其眼動軌跡的凝視越穩定」之假說。

眼動軌跡在「產品架構相似」、「造型輪廓相似」、「功能原理相似」與「產品動作相似」主題中，

兩產品圖在比較相似性時之回視的時間及次數都明顯比「完全不相似」主題的軌跡還要短及少，說明了

「H2：兩產品的相似性辨認度高則其眼動軌跡的回視時間越短」及「H3：兩產品的相似性辨認度高則其

眼動的回視次數越少」之假說是成立的。

眼動軌跡的分析與問卷的檢核後發現，受測者在「產品架構相似」、「造型輪廓相似」、「功能原

理相似」與「產品動作相似」四個主題中有感受到該種類題目所要傳達的相似屬性，但其眼動軌跡的態

樣在辨別造型輪廓、產品架構、使用動作及功能原理的相似性時並無顯著的差異，皆為將兩產品圖拆解

後再彼此匹配，而完全不相似的軌跡則呈現不斷的跳視和混亂轉移，四個相似的主題和完全不相似的主

題間有明顯的差異。

五、結論與討論
從本研究可了解主題相似性分別如何影響眼動軌跡結果。根據本實驗結果，首先可得知擁有主題相

似性和完全無相似性的對比圖是否影響眼動軌跡，當主題相似性比對圖出現時，受測者眼動軌跡更具有

邏輯性，用一種相較穩定的凝視，且回視時間和次數都較少，凝視位置也非常雷同。反觀無相似性的比

對圖，受測者的眼動軌跡呈現不斷的跳視和混亂轉移，凝視位置也較為不一致。

不同分類主題的眼動比較順序和所需的凝視時間皆不相同，受測者比較順序依序為產品架構>造型輪

廓>產品動作>功能原理，主題相似性也在眼球運動中找到規則。從這些結果也能推測出主題和受測者理

解程度的關聯性，產品動作和功能原理所需凝視時間高於造型輪廓和產品架構，前者被認為難度高於後

者，所以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理解和確認。這不止和受測者的經驗知識和慣性思維有關，也與受測者的內

表 4.8 移除「造型輪廓相似」屬性後之平均 

屬性/種類 
功能原理

相似

造型輪廓

相似

產品動作

相似

產品架構

相似

功能原理 2.43 0.00 0.00 0.00 
造型輪廓 0.00 3.23 0.10 1.33 
產品動作 0.03 0.00 3.90 0.10 
產品架構 0.00 0.00 0.00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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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外顯注意力有關。 

本研究的眼動實驗，除了比較人們在比較相似性時的眼動軌跡，也解釋了結構映射模式是否因為主

題性而異，使用容易取且成本較低的眼動儀也能進行兩事物的結構映射得初步觀察，結構映射分析理論

多用於創新產品的開發，在新產品開發時可應用眼動儀取代問卷進行結構映射分析，對於新產品的優勢

有初步的了，未來希望能應用於更多領域初步研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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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幾何圖形之方向認知研究
彭瑞玟*+   黃思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通訊作者: a12345642003@gmail.com 

摘  要

方向認知是在我們身活周邊時常發生的事情，也是人類在世界上，判斷物與物之間相

對關係的方法，「在醫院前面等我。」「請將遊戲機後方的開關開啟。」「看到紅綠燈後左轉。」……，

身活上許多地方都會牽扯到方向的認知，然而也時常因為在造型上的認知不同，導致在方向判斷

時產生錯誤，而造型又是從圖形而來，因此本實驗將探討圖形上的方向認知。

本實驗將會著重以下幾項進行探討：

各圖形是否具備顯著之方向性及其方向特徵為何。

具備顯著方向性之三邊類圖形，方向特徵是否有顯著的相同關係。

具備顯著方向性之四邊類圖形，方向特徵是否有顯著的相同關係。

具備顯著方向性之圓形圖形，方向特徵是否有顯著的相同關係。

具備顯著方向性之圖形，方向特徵是否有顯著的相同關係。

本研究透過實驗分析及實驗後訪談探討以上五點內容，結果顯示，二十六個圖形中有十七個

圖形具備顯著的方向性；具備顯著性之三邊圖形有顯著的共同方向特徵，其共同特徵為「角」，

而四邊類圖形及圓形類圖形則不具備顯著的共同方向特徵；具備顯著性之所有圖形有顯著的共

同方向特徵，其共同特徵為「角」。本實驗探討圖形之方向性目的為，提供設計師在進行設計時，

可根據本基礎原則進行延伸及礦張，以達到更加理想適切的設計。

關鍵詞：圖形、幾何形、方向性、認知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方位」是判定物體與物體間相對關係的方法，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時常會需要做方位的判

斷，例如:「椅子的右邊」「水杯的後面」「電視的上方」……，然而對於方位的判定上，不同人

對於參照物體的見解有所不同，時常會出現結果相歧的狀況，以下圖 1.來說明這種狀況，當甲方

向乙方提出「請將硬幣放到手機的前方」這個要求時，所得出來的結果並非是單一答案，有些人

會放在 A 的位置，而有些人會放在 B 的位置，這類的情況在我們生活中時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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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形」是所有物品最根本的構成元素，而平面圖形又是所有造形的基礎，有鑑於此，本研

究將朝向該方向，探討各種不同圖形所代表的方向意義，以提供設計師在進行設計時，可根據本

基礎原則進行延伸及礦張，以達到更加理想適切的設計。 

 

圖 1.手機方位認知示意圖 

1.2 研究目標與目的 

本研究將透過實驗的方式，探各種不同的平面幾何圖形所表達出的方向性，並且在實驗的過程中，將

會深入探討各圖形的方向特徵為何。 

期望藉由本研究的實驗，建立各種平面幾何圖形所代表的方向意涵之相關基本數據，以提供

未來設計師在進行不論是平面排版、產品外觀設計、使用者經驗設計……等設計時，可以根據此

基本原則來進行設計，從而得到更加理想的設計結果，讓使用者在體驗設計的過程中，更加的順

暢並降低方向認知錯誤的可能性。 

第二章 參考文獻 

2.1 形態學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平面幾何圖形，然而在深入探討平面圖形之前，勢必要先追朔其源頭也就

是線，而線又是由點所演化過來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討論圖形前，許許多多的型態都是必

須要討論的，有必要先從根本的形態學來做探討，因此本節將會透過分析幾何學、造型原理及構

成原理來建立起形態學的基本觀念。 

2.1.1 形態的定義 

造形是依視覺感知的事物，而「形態」則為視覺的主要對象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楊清田，1997)，形態在量方面的性質，只有「大小」一個因素，但在質的方面則非常複雜，依

構成的要素來說，有點、線、面、體四個要素；對於一定的物象來說，有表示輪廓、內部形、構

造形的三種狀況；在感性方面，則有視覺形、觸覺形、運動型三種現象型態。另外，在造型藝術

的表現上，又可區分為明確的規則性形，與不明確的力動性形等。(楊清田，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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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形態的分類 

由上一項我們可以知道，「形態」所包含的內容相當複雜，要做分類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山口正城教授所定義的分類，將形態依造是否可實際看見、感知而分為兩大系統，一是「理念形

態」二是「現實形態」。

現實形態所表示的是指從在於我們周遭的物象，是可以直接感知的形態，而理念形態是指並

非從在於生活周遭，而是靠著理念及思考所創造出來的形態，幾何學的圖形就是其中之一，理念

形態跟幾何學一樣，所有形態都能回推到點、線、面、體四種基本元素，而這將會是本研究所要

探討的一個課題。

2.1.3 點、線、面、體的關聯 

點、線、面、體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郡山正說：「立體可以僅由平面積層、由線並積

或捆束、或由點並列、擴展、重疊而形成。」又說：「立體的概念也一樣，可以由面的一次元操

作、線的二次元操作、以及點的三次元操作而得到。」可見點、線、面、體在造型學上具有密切

的互動關聯。(楊清田，1997) 

表 1.點、線、面、體的意義與關係 

資料來源：構成(一) (1997) 

2.2 平面幾何圖形 

根據上述文獻進行分析，本研究認為，圖形的分類依「空間性」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平

面圖形」，表示存在於二次元空間，且表現出二次元狀態之事物，由面所構成；第二類為「立體

圖形」，表示存在於二次元空間，且表現出三次元狀態之事物，由體所構成。依照「圖形規則性」

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幾何圖形」，透過幾何學所定義出來的數學圖形，具有一定的規律及

定義；第二類為「自由圖形」，表示不具有固定的規律及定義之圖形。

2.2.1 平面幾何圖形的定義與種類 

平面幾何圖形依外形特徵來做區分，可以回推到最原始的圓形、三邊形、四邊形、多邊形這

四類，而每類裡面又可細分出許許多多的圖形，本項將清楚完整的列出所有圖形的種類及定義，

以作為日後選擇樣本時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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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圓形類：

圓形：由一條線所圍成，其內有一點與此線上所有點的距離接相等的圖形。/半圓形：弦線為

直徑的弓形。/扇形：圓上兩條半徑與一條弧線所組成的圖形。/弓形：圓上的弦線與其所隊的弧

線所組成的圖形。

(2)三邊形類：

三角形：由三條線段所組成的圖形。/正三角形：三邊相等，三個內角各為 60°的圖形。/等腰

三角形：兩邊相等之三角形。/鈍角三角形：三角形內其中一內角大於 90°的圖形。/銳角三角形：

三角形內所有內角皆小於 90°的圖形。/直角三角形：三角形內其中一內角等於 90°的圖形。 

(3)四邊形類：

四邊形：由四條線段所組成的圖形。/正方形：四邊形內角皆為 90°且四邊皆不全等的圖形。

/長方形：四邊形內角皆為 90°且四邊並不全等的圖形。/平行四邊形：兩組對邊平行，但邊不全等

且內角不為直角的圖形。/菱形：四邊相等但內角不為直角的圖形。/爭形：有兩組鄰邊相等，但

這兩組相互又不等長的圖形。/梯形：只有一組對邊平行的圖形。 

(4)多邊形類：

多邊形：由四條以上的線段所組成的圖形。/凸多邊形：所有對角線皆在圖形內的圖形。/凹

多方形：並非所有對角線耶在圖形內的圖形。

2.2.2 平面幾何圖形的應用及重要性 

幾何圖形是有規則的圖形，能給人明快且理性的視覺衝突，非常契合現代極簡風格設計。而

幾何圖形亦是抽象藝術的代名詞，不管是通過對世間萬物高度概括的抽象設計幾何，還是通過幾

何元素模擬萬物都極富現代的裝飾趣味。(顧江虹/周怡 2014) 

從一些原住民所繪製的圖騰符號，或是衣服上呈現的傳統圖案，都可以發現許多的平面幾何

圖形，像是台灣本地的排灣族，就運用了大量的菱形、三角形來描繪其守護神「百步蛇」；在藝

術層面來看的話，幾何抽象派就是大量運用了平面幾何圖形來描繪畫作的一個派系，其代表人物

蒙德里安的畫作，就能明顯看出；而在產品設計上，現代的設計思維也走向極簡主義，可以發現

生活中許多的產品造型皆是由簡單的平面幾何圖形所演化而成的幾何體。

  圖 2.百步蛇圖騰    圖 3.蒙德里安畫作     圖 4.蘋果公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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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平面幾何圖形的方向特徵實驗 

本階段實驗目的為探討「平面幾何圖形的方向特徵」，實驗中將會探討各圖形是否具備顯著

的方向性，以及具備顯著方向性的圖形，其方向特徵為何，實驗過程中將會計時，以做為各圖形

之方向判讀難易度的依據之一，並在實驗後，透過開放式訪談來了解圖形方向性的判斷依據為何。 

3.1.1 實驗設計 

本階段將會透過實驗的方式來進行，本實驗會把所有的平面幾何圖形製作成圖形板，並依序

請求受測者「將圖形板的前方，轉向目標物體」，目標物體將會製作成紅色為柱體，詳細的樣本

設計、實驗環境、實驗步驟將會在後方敘述。 

3.1.2 樣本設計 

本階段的圖形樣本將以第二章所整理的圖形為基礎，並透過交叉比對來擴增圖形，例如：等

腰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就可以擴充出等腰銳角三角形以及等腰鈍角三角形，以此

方法將圖形樣本數進行擴增。 

圖形的尺寸設計上，若該圖形寬高比有特定要求，則依照其長寬比要求，且最大圖形框架邊

為 70mm 來做設計；若該圖形寬高比無特定要求，則依照圖形框架寬高比 1:2.5 以及 2.5:1，且最

大圖形框架邊為 70mm 來做設計；無法在 1:2.5 以及 2.5:1 的圖形框架內繪製，則將圖形框架設

為特別的 4:5；圓形屬於特殊圖形，無任何方向特徵，因此在此階段不列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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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實驗樣本總覽圖 

3.1.3 實驗環境 

本階段實驗將會在白色桌面上進行，桌面上會設置一個「圖形放置盤」以及「目標物體」，

放置盤將會小於測試圖形，影藏在圖形底下，並與不同圖形做固定；在放置台的右上 45 度方位，

會設置一個固定的紅色半圓球作為目標物體；而受測圖形板將利用 3mm 的白色壓克力進行製作。 

實驗過程中將透過錄影的方式來做紀錄，實驗後將會採用「開放式訪談」來深入了解受測者

判定圖形指向性的依據為何，實驗結果將在第四章來做分析整理。

圖 5.實驗一之實驗環境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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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實驗流程 

1. 實驗說明： 

實驗者對受測者進行實驗說明，說明內容為將透過簡報方式呈現，若受測者無任何問題，本實驗開

始進行。 

2. 實驗準備： 

實驗者將實驗圖形放置於作答區的「圖形放置台」上，並旋轉該圖形。  

3. 實驗執行： 

當圖形板停止旋轉即代表本次實驗正式開始。受測者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僅能旋轉實驗圖形，不

可拿起或移動，確定本次任務完畢後，若無問題進行下一項實驗。 

4. 實驗訪談： 

受測者完成所有實驗後，將進行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又稱開放式訪談(Openended 

Interviews)或非標準化訪談(Unstandardized Interviews)，了解其圖形方向性之判定依據為何。訪問內

容遵循下方開放式訪談之基本問項，並透過閒聊方式引導受測者談話內容，從而得知受訪者內心的

想法，殂了基本問向外，也針對受測者實驗過程中的特殊行為，進行近一步訪問。 

開放式訪談之基本問項： 

[1] 為何認為該圖形的前方為此? 

[2] 在判斷該圖形的方向性時，是否有令你感到困難的地方? 

[3] 該圖形的前方，是否認為有其他可能? 

第四章  實驗分析 

4.1 各別平面幾何圖形之方向特徵 

本階段為探討各個平面幾何圖形，本身是否具備顯著的方向性，分析步驟如下，首先將受測

者回答之答案，透過次數分配來進行統計，接著將次數分配中分配最多的答案設為須檢測是否具

備顯著性(P<0.05)之目標，而其餘回答皆歸類為同一群組，再透過卡方檢定來進行檢測，該圖形

最多人回答之答案是否具備顯著的方向性。 

在本次受測的 25 個圖形中，共有 17 個圖形具備顯著的方向性，其中三角形類的有 7 個圖

形具備顯著的方向性；四邊形類的有 9 個圖形具備顯著的方向性；圓形類的有 1 個圖形具備顯著

的方向性，具備顯著性的圖形，將會在圖形名稱區用紅色色塊標記，而各圖上標記的紅色區域(夾

角/線段)，為該圖形最多人認定的前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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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圓形類之卡方檢定 

表 4.三角形類之卡方檢定 

表 5.四邊形類之卡方檢定 

64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9 

 

4.2 小結 

從以上實驗分析結果發現，三角形類所有圖形皆具有顯著的方向性，而其中所有方向性都落

在「角」的位置，由此可見角在三角形類圖形中具有顯著的方向性，此外，所有對稱的三角形中，

前方皆落在「對稱軸上的角」，非對稱圖形則落在「最小角」；四邊形類具顯著性之圖形，其方

向特徵皆落在最短邊或最小角，從上方分析可以發現，若圖形中有非常突出之銳角，則圖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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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此；若無則落在最短邊；圓形類圖形中，只有劣弧扇形具有顯著的方向性，且其方向特徵為

最小角，因此可以認定圓形類基本上不具備方向性，除非具備強烈的銳角；整體上來看，具備顯

著性的 17 個圖形中，有 13 個圖形的方向性落於角，可見角對於圖形方向性之重要性。 

第五章  研究結果 

5.1 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第四章的實驗分析結果，可以將所以圖形整理如下圖，在所有圖形中角是最具有

方向性的區域，其中又以銳角為主，而邊的部分，只有短邊具有前方之意涵，希望藉有本實驗，

當設計師日後進行設計時，若設計物有牽扯到方向認知時，可以參考本實驗之結果，避免使用者

或閱讀者在進行方向認知時產生誤判現象。 

表 6.圖形方向性之總攬 

 

5.2 後續研究建議 

本次研究在探討方向性上，從最基本的平面幾何圖形著手，可運用於標示設計、平面設計、

面立體之產品設計上，然而在產品設計上，還有許多立體造型從在，例如塊立體、線立體、有機

體等，因此日後若繼續方向性之研究，可依據本研究之數據為基礎，探討立體造型上的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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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對穿戴式裝置之使用需求前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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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穿戴式裝置近年來大幅發展為產業新趨勢，透過生理與日常活動的資料擷取，成為便利的人機互動

裝置，無論是在高齡照護、醫療、健身、商務等各方面，與科技結合的穿戴式裝置將逐漸影響我們的生

活型態。如此廣泛且多元的產品應用，未來應持續且朝向深入發展，因此，本研究主要為探討女性對於

穿戴式裝置之使用需求，經由曾使用過穿戴式裝置之女性，採用問卷調查分析出女性市場具高潛力之功

能，從產品屬性角度切入來探討女性使用者對於穿戴式裝置的使用行為意圖，分析穿戴式裝置對女性而

言是否「心理滿足」需求重於「功能性」需求。未來，將依此次前導研究結果以及 TAM 科技接受模型來

發展為後續研究。

關鍵詞：穿戴式裝置、使用者需求、產品屬性、TAM 科技接受模型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智慧型手機發展及使用的普及，消費者對新科技產品接受度提升，穿戴式裝置等多元應用商品

在近年來也越趨流行，國際間知名廠牌紛紛積極投入研發且於各大消費電子展覽陸續曝光。市場研究機

構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團隊經理 Ramon Llamas 曾在 2016 年的調查報告內預測，穿戴式

裝置銷售量將持續成長，動力主要來自兩個產品上的功能增強：一是智慧手錶添加了蜂巢式通訊功能，

二是各種可穿戴裝置的設計將成為時尚搭配，而不僅只為一種電子裝置。 同時根據調查發現，穿戴式裝

置此類新型科技產品在初期以男性使用者居多，但隨著人們對於健康的重視度提升，標榜擁有健身及生

理訊息紀錄功能的手環推出後，女性在重視健康與保持身材的誘因下進而變成主要消費族群。

   穿戴式裝置在女性市場持續擴增，Garmin 調查發現，女性用戶比例有快速攀升趨勢，自 2014 年

起已成長超過 10%，女性消費者對於腕飾配件的需求是否可將其導入智慧科技，不論蘋果、三星、華碩

等各大廠牌都已推出此類商品測試市場溫度。美國消費技術協會首席經濟學家肖恩·杜布拉瓦茨

（ShawnDubravac）曾於 2016 年說:「可穿戴設備到底多有用，現在誰都還說不清楚，只有讓時間來證明。

但是一款好的可穿戴設備離不開美觀、實用、技術、使用者介面及電池續航等方面。」明顯得知，硬體

技術上目前已發展到一定程度，未來的高度關注將會聚集到設計與美觀。

因此，智慧型穿戴裝置除了功能技術面需求，當成裝飾配件的外型取向也是女性市場最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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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探討女性族群對於創新科技智慧型穿戴裝置之看法，是否為廣泛接受；探討穿戴式裝置對於女

性族群之需求與定位，目的在了解女性是否受到美學因素或更實際的應用功能驅使而產生使用意願。 

本研究將女性族群之需求分為「功能性」與「心理滿足」兩種取向，將眾多功能以重要程度及使用

頻率將其分類歸納，透過問卷調查藉以得知在女性市場尚有發展潛力之功能，最後以產品屬性論點為基

礎來探討女性消費者對創新科技智慧型穿戴裝置的產品屬性定位，試圖分析出智慧型穿戴裝置對於女性

族群市場來說是否應定位為時尚產品而非科技產品。 

1-2 研究範圍 

由於穿戴式裝置和使用者經驗的範圍非常廣泛，且穿戴式裝置的產品類型繁多，功能應用及配戴方

式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將穿戴裝置產品範圍縮小，以便探討女性對其功能之接受情形。 

根據本研究設計之方向，擬定以下兩點研究範圍，以達到本研究目的： 

(1) 本研究之範圍聚焦於穿戴式裝置產業中接受度最高之類型 — 腕戴型穿戴式裝置，目前市面上

知名的腕戴式穿戴裝置產品如: 智慧運動手環 Fitbit、Sony、Garmin、小米與智慧手錶 Apple Watch、

Samsung、ASUS 等，都於本研究討論範圍內。  

(2)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曾使用過或意圖使用腕戴型穿戴裝置之女性為研究目標對象。 

 

二、文獻探討 

2-1 穿戴式裝置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 

穿戴式裝置市場的改變，可能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甚至改變目前的生活型態 ─IDC 市場研究團隊經

理 Ramon Llamas 於 2017 年 3 月表示，2017 年有不少將上市的智慧手錶，會看起來比較不那麼像是高科

技產物，而更像是它們的傳統「同類」；換句話說，它們的設計會是現代、時尚的，然而各大時尚品牌

也正積極推出此類商品準備攻占市場，例如: 美國時尚精品品牌 Fossil 準備推出外觀看起來相似於一般

機械錶，但可以提供健身追蹤以及其他智慧功能；Apple Watch 發表的 Hermè s、NIKE 聯名錶款；全球

知名水晶工藝品牌施華洛世奇(Swarovski)則與穿戴設備廠商 Misfit 共同研發設計出二款智慧手環，以透

明和紫羅蘭色水晶結合偵測運動與睡眠品質的智慧裝置，提供女性與眾不同且亮眼的穿戴選擇；半導體

大廠英特爾(Intel)與時尚珠寶品牌 Opening Ceremony 合作推出的穿戴手環 MICA，以蛇皮腕帶、寶石珍

珠裝飾等為智慧穿戴裝置加上流行感，並且期望獲得女性市場消費者的青睞；全球個人電腦大廠 HP，也

表示未來將推出具有豪華跑車設計感的精品智慧手錶。 

隨著穿戴裝置走向精品化的趨勢，各大廠商也紛紛推出訴求專屬女性功能來區隔市場，英國的藍芽

晶片廠商 CSR 於 2014 年進行了一項研究調查，以了解消費者對穿戴式裝置的看法，根據調查，72%的

人認為可穿戴技術設備外形設計很重要，另有 67%的人則看重是否能夠展現個人風格。CSR 低功耗無線

產品部總監 Paul Williamson 曾表示: 「目前市面上的許多可穿戴技術設備都能夠提供出色的功能，但卻

沒有考慮到消費者的真實需求，他們需要的是既美觀又前衛同時還可展現個人風格的設備。可穿戴技術

若想充分發揮出潛能，就不能只考慮技術愛好者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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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裝置目前已在運動、健康及醫療領域的實用功能方面深根，提升時尚設計感、品牌跨界合作

以及精品化的走向將會是未來趨勢，藉由個性化的外型設計，將更容易在女性市場帶動未來流行風潮。     

如下表 1 本研究整理，第 1、2 項為目前穿戴式裝置市場上普遍之款式代表; 第 3 至第 6 項為訴求女

性市場之擁有專屬功能並兼具時尚外觀設計之產品列表: 

表 1. 女性市場之智慧型穿戴裝置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2 女性消費心理需求 

郭芳佑在 2007 年提出女性消費心理特徵為注重商品外表、實用性與細節設計以及對生活的創造性 

與便利性，認為未來女性的自主意識增強，更加重視自身價值及個性化生活，以下為詳述內容： 

（1）商品的外表和情感因素： 

女性消費者對於產品所傳達的情感因素特別重視，產品的外觀、形狀、顏色等皆會影響購買動機，

獨特的造型以及多樣化的色彩選擇，周遭環境氣氛皆會影響心理感受，例如感到幸福、浪漫、愉悅因而

造成購買意願。 

（2）實用性和細節設計影響： 

多數女性心思較細膩，購買產品時較注重細節的設計，願意花時間在比較產品特性或者是實際體驗

感受，例如提供試穿或者試用體驗等服務會較易吸引女性消費者關注，進而產生購買意願。 

（3）便利性和生活的創造力： 

現代女性除了為工作而忙碌，工作之餘也需花費較多時間照顧家庭，因此容易理解操作又可提升生

活便利的產品更能貼近女性的需求，例如兼具提升日常生活家事效率與創造力的產品也會吸引女性關注。 

產品 
名稱 

1. 
APPLE 
智慧手錶 

2. 
FITBIT 
運動手環 

3. 
JUNE 

防曬手環 

4. 
Ava 

智慧手環 

5. 
Cellini CSR 
藍芽項鍊 

6. 
Swarovski 
智慧手環 

產品 
圖片 

  
 

 
 

 

 
產品 
說明 

概念如同手

機的延伸，讓使

用者於不便拿

起手機的環境

下，利用智慧手

錶即可進行簡

單的查詢及回

覆，此外再加上

健康管理及運

動 記 錄 等 功

能，以擴展手錶

的實用性。 

透過藍牙與

手機連結，再

透過手機讀取

手環所記錄的

數據，通常記

錄的項目為計

步數、睡眠品

質統計。 

內置紫外線感應

器，能夠自動感應

戶外紫外線的強

度，並針對不同女

性肌膚的特性及個

人習慣提供量身定

做的防曬建議。 

手環跟蹤九

個生理指標，以

確定一名女性

的排卵期。幫助

用戶及其配偶

更精準的計劃

受孕日期，準備

迎接新生命的

到來。 

LED燈以寶石鑲

嵌工藝鑲嵌在項鍊

之中，通過不同的

燈光顏色提示不同

的消息通知。佩戴

者能夠根據自身的

心情或服飾搭配需

求定製項鍊的顏色

及亮度，此外還能

內置香水膠囊。 

可更換式錶帶與

寶石錶面設計可以

個性化變為項鍊或

手環，並有多種款式

可供使用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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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李朕海在 2006 年的家庭消費購買決策調查中發現有 70%以上的市場銷售量及購買權力是由女

性所主導的，因此著重於女性族群的商品開發，不論是哪個產業，都不可忽略女性市場的未來趨勢。

由上述社會型態及生活方式的轉變影響，構成了女性在消費需求中內心感受程度相較於男性高，女

性在購物決策中普遍偏向「感性」而非「理性」，通常會選擇整體「感覺對了」的產品，且台灣女性對

於追求事物的變化相當高(別蓮蒂、陳倩如、陳富寶，2005)。這意味著女性在購物前，會先經由內心的

多面向考慮，例如若是選購此產品是否真的實用、產品的使用是否好操作、產品的外型以及色彩等等是

否獨特或者滿足視覺美感，換言之，女性對於產品著重於心理滿足大於物質本身。

2-3 產品屬性

產品屬性為產品所有外顯與內含之各種特徵性質的組合，而能被消費者所覺察者 (Kotler，1996) ；

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會根據本身偏好來選擇產品，而產品本身透露出的屬性便成為消費者評估的標準

以造成購買決策；廠商根據目標客戶的偏好開發新產品，並將產品屬性資訊透過產品本身傳遞給主要消

費族群，便達成其銷售產品的目的。

歷年來有許多關於產品屬性的研究文獻，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探討而衍伸出多種不同的產品屬性分

類方式，以下僅彙整出其中一種分類方式: 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層次為分類標準之產品屬性類型 (羅文

坤，1986) 作為本研究之探討基礎。 

羅文坤於 1986 年提出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層次為分類標準，分為以下三種產品屬性類型: 

（1）基本功能屬性 (Basic Function Attribute)

又稱主要屬性 (Primary Attribute) 、硬屬性 (Hard Attribute)；為解決消費者生理需求與問題等，滿

足基本需求層次的屬性，因此，若缺少此屬性將造成消費者不滿意。例如瓦斯爐具用以烹調食物、衣褲

用以蔽體保暖等。

（2）便利功能屬性 (Convenience Function Attribute)

又稱次要屬性 (Secondary Attribute)；此為附加於基本原有屬性外之功能屬性，讓消費者可同時解決

兩個以上的生活需求問題，並在使用產品上更加便利。如掌上型遊戲機了玩遊戲外也可以播放影片。

（3）心理滿足屬性 (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attribute)

又稱軟屬性 (Soft Attribute)、表徵屬性 (Symbol Attribute)、炫耀屬性 (Show-off Attribute)、附加價

值屬性 (Extra Value Attribute)、社會經濟地位屬性（SES Symbolic Attribute）。具此類屬性的產品可讓消

費者藉以彰顯身分地位，透過購買心理滿足屬性商品可滿足消費者在心理層面的需求；例如購買高級轎

車或名牌精品等。

廖家翎於 2008 年研究中提出，女性消費者需求依不同屬性而產生螺旋思考判斷來選擇科技產品，每

一個產品造形屬性都是影響女性做螺旋判斷來回的因素，如今女性對科技產品的需求除了要求實用性和

外觀設計之外，還必須能夠滿足心理需求才會是她們理想中的科技產品。綜合而言，產品屬性除了產品

本身以外，更包含了消費者對該產品的使用經驗、認知或感覺等，女性消費者會綜合各項資訊並根據產

品本身透露出的產品屬性，直接或間接影響其使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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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技接受模型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主要針對電腦 3C 等資訊科技的使用者對於接受 

新資訊服務的行為所發展出來的理論，經常可作為分析使用者對於新資訊服務或新科技產品的接受程度 

，探討出影響使用者最重要的接受因素，用以預測新科技產品或服務所被群眾接受的程度，科技接受模

型常被使用於當企業在決定是否推出一項新服務或產品時所採用的分析工具之一。 

    Davis 於 1989 年提出的理論，如下圖 1，科技接受模型認為個人行為是完全出於自願的情況，且個

人在決定從事一項行為之前，會先考慮到其行為動作的隱含意義。科技接受模式提出「使用資訊科技的

態度」受到「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兩者的影響(Davis, 

1989)，以此作為獨立變項，該模型主張影響使用者採用或拒絕資訊科技，最重要決定因素為知覺有用性

與知覺易用性，此理論藉以了解使用者的態度與意圖的關聯性，進而影響科技的使用行為。 

 

 
圖 1. 科技接受模型 (資料來源: Davis，1989) 

     
    影響女性使用創新科技產品意願的因素很多，影響程度也不同，本研究未來將參考過去學者及專家

的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架構為基礎，試圖了解女性使用者是否可廣泛接受穿戴式裝置，以及其使用行

為意圖與各需求因素間的關係程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以蒐集女性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在穿戴式裝置上的意見回饋，目的在了解女

性是否受到美學因素，例如: 設計和外觀、可訂制的錶面、可互換的錶帶或更實際的應用，例如: 生理資

訊紀錄或通話的功能吸引而產生使用意願；最後以產品屬性論點，分析穿戴式裝置對於女性之認知取向。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探討：透過文獻蒐集並與曾經使用過穿戴式裝置的女性進行訪談，試圖

分析穿戴式裝置是否容易被女性消費者接受及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另以問卷調查法，歸納出各種功能的

重要度以及使用頻率，進而得知在女性生活中較為重視的功能，解析穿戴式裝置在女性市場的機會點，

未來將以科技接受模型論點，探討女性對於穿戴式裝置使用行為之內涵，進而瞭解其因素間的關聯性。 

3-2 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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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前導研究中，共有 10 位女性受測者參與訪談與問卷調查，10 位女性皆有使用過智慧手錶或

手環之經驗，其中 22.2%兩款都曾使用過、55.6%使用過運動手環、22.2%使用過智慧手錶，平均一天配

戴時間 6 小時以上，平均年齡為 31-40 歲女性，本次前導研究主要針對受測者對於各項功能與外觀之需

求以及使用因素進行調查與探討，此次調查結果將作為後續研究問卷發展之根基。

3-3 問卷設計

本前導研究之穿戴式裝置需求問卷內容是參考過去相關研究文獻對於女性消費心理需求及目前穿戴

式裝置市場趨勢等資料作為依據進行設計。調查問卷共分為三個部分：( a ) 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

年齡、職業、配戴飾品之習慣。( b )將智慧型穿戴式裝置的功能區分為產品功能與外觀功能，對各項功

能進行重要程度與使用頻率的評量。( c ) 依使用態度與使用意圖分為兩類問項共 10 題，進行各問項之

同意程度評量。問卷( b )與(c )部分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受測者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依序分為五個等級，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分數愈高，代表同意程度愈高。女性

智慧型穿戴式裝置功能使用需求問項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研究之女性對於穿戴裝置功能需求調查問卷 

您認為智慧手錶/手環各項功能的重要程度 

1. App 的即時通知  2.訊息即時預覽(E-mail/簡訊/skype/line…)  3.來電接聽通話功能  4.行事曆紀錄與提醒  5.控制音樂播放

6.地圖導航 7. 觸控螢幕 8.相片瀏覽  9.電池續航力 10.每日活動量提醒  11.生理監測功能 12.運動成果分享平台 13.行動支付 
14.天氣預報功能 15.紫外線提醒  16.排卵周期紀錄 17.隨身香氛功能 

您認為智慧手錶/手環各項外觀的重要程度 

1. 外觀設計  2.可替換式的錶帶  3.螢幕桌布更換  4.錶面大小  5.錶面造型  6.錶帶寬度  7.手錶材質  8.手錶重量  9.品牌 

您目前對於智慧手錶/手環各項功能的使用頻率 

依無使用過、不常使用、普通、經常使用、頻繁使用，五種程度勾選 
1. App 的即時通知  2.訊息即時預覽(E-mail/簡訊/skype/line…)  3.來電接聽通話功能 4.行事曆紀錄與提醒  5.控制音樂播放

6.地圖導航 7.觸控螢幕  8.相片瀏覽 9. 電池續航力 10.每日活動量提醒 11.生理監測功能 12.運動成果分享平台 13.行動支付 
14.天氣預報功能 15.紫外線提醒 16. 排卵周期紀錄 17. 隨身香氛功能 18.可替換式錶帶 19.螢幕桌布更換

您目前對於智慧手錶/手環的使用態度 
1.即使有智慧型手機，我還是會需要智慧手錶。2.沒有智慧手錶會覺得很不方便。 3.我覺得智慧手錶帶給我生活很大的便利。 
4.我認為智慧手錶可以取代我的傳統型手錶。  5.我會想要使用智慧手錶讓生活更便利。 6.我會推薦其他人使用智慧手錶。 

您目前對於智慧手錶/手環的使用意圖 
1.我會將智慧手錶作為我日常生活的隨身物品之一。   2.我會因為智慧手錶的功能而繼續使用它。 
3.我會因為智慧手錶的新潮外型而繼續使用它。 4.我會因為智慧手錶的品牌而繼續使用它。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訪談與搭配問卷實施方式進行調查， 並透過描述性統計的次數分析與相關數值比較分析

進一步了解女性者對於穿戴式裝置功能上的需求。使用平均數來分析資料的集中程度，平均數愈高，顯

示受測者的答案愈集中於同意、非常同意；平均數愈低，顯示受測者答案集中於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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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訪談與問卷篩選部分功能有明顯差異者進行討論， 研究結果可以了解女性使用者所期望之穿戴式裝

置的功能趨勢及其功能需求。 

4-1 穿戴式裝置之女性需求分析探討 

4-1.1 穿戴式裝置之功能與外觀重要程度分析探討 

 本研究結果將外觀與功能之重要度依描述性統計篩選出平均數最高之前 12 項如下表 3 所示，經分

析後發現「外觀設計」與「電池續航力」的重要程度之平均數相對最高，其中前五項便有三項是與外型

相關，問卷結果也得知約 90%的女性都認同智慧型手錶可以取代她們原先的傳統型手錶；60%的女性會

因為智慧型手錶的新潮的外型而使用，由此可知女性對於穿戴式裝置之外觀是高度重視的。 

其次，是關於健康方面的功能也備受女性關注，每日活動量提醒、生理監測與運動成果紀錄，此些

是最初運動手環推出的重點功能，但是否真能改變日常生活習慣，還必須深入探討使用頻率以及使用者

對其功能的了解程度，才能真正發揮運動手環的功用。 

經由訪談過程中，震動鬧鐘、來電顯示、訊息通知也是受測者提出會重視的部分，此些為產品屬性

中的便利功能屬性；隨著手機日漸方便但是訊息量也隨之大增，智慧型裝置可以經由即時通知快速過濾

過多的訊息，選擇重要的來電或通知將可增加女性使用者的日常工作效率。 

 

表 3. 女性對於穿戴式裝置功能和外觀之重要度與使用頻率描述性統計表 

問卷題項 重要程度之 
平均數 

重要程度之 
標準差 

使用頻率之 
平均數 

使用頻率之 
標準差 

外觀設計 4.63 .744 無     無 
電池續航力 4.63 .518 無     無 

每日活動量提醒 4.44 .882 4.00    1.414 
可替換式的錶帶 4.25 1.035 2.57    1.397 

手錶材質 4.25 .707 無    無 
生理監測功能 4.22 .667 4.13    1.126 
錶面大小 4.13 .835 無    無 
觸控螢幕 4.14 .690 3.83    1.602 
錶面造型 4.00 .866 無    無 

運動成果分享 3.89 1.054 2.63    1.408 
錶帶寬度 3.88 .835 無    無 

來電接聽通話功能 3.86 .690 3.00    1.732 
行事曆紀錄與提醒 3.86 .900 2.67    1.633 

 

4-1.2 穿戴式裝置之功能使用頻率分析探討 

本研究將女性使用之功能頻率高低以及重要程度之平均數繪製為十字定位圖，如下圖 2，黑點標註

為重要度較高之 7 項功能，藍點標註為重要度較低之 6 項功能。 

經分析後得知「生理監測」及「活動量的紀錄提醒」是女性普遍認為重要且較常使用之功能，然而

某些功能重要度高但使用頻率相較低，例如: 來電接聽、替換式錶帶及運動成果分享等等功能，是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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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裝置本身無此功能的限制，或者操作不易使用等其他原因所造成使用頻率不高，這將在未來研究中作

更深入之調查。

圖 2. 女性對於穿戴裝置之需求重要度及使用頻率十字定位圖 

4-2 使用態度與意圖分析探討

     經由本研究問卷調查女性使用者「是因為甚麼原因而使用這款正在穿戴的智慧手錶或手環?」，

如下圖 3 所示，結果得知 60%女性選擇會因為裝置有健康、生理監測或健身相關功能而使用；其次，30%

女性也選擇會因為外觀時尚、想嘗試最新的科技、朋友推薦以及想提升生活便利性而使用。同時，由下

表 4 結果得知，多數曾使用過之女性對於穿戴式裝置之接受度皆呈現正向態度，會將智慧型手錶作為日

常生活配戴同時取代原本的傳統型手錶，會持續使用甚至推薦朋友使用。

圖 3. 女性使用穿戴式裝置之因素調查 

表 4. 女性對於穿戴式裝置使用態度與意圖之描述性統計表 

問卷題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即使有智慧型手機，我還是會需要智慧手錶。 2 5 4.11 1.054 
2. 我認為智慧手錶可以取代我的一般手錶。 2 5 4.30 .675 
3. 我會推薦其他人使用智慧手錶。 3 5 4.00 .707 
4. 我會將智慧手錶作為日常生活的隨身物品之一。 3 5 4.25 .886 
5. 我會因為智慧手錶的功能而繼續使用它。 4 5 4.20 .422 
6. 我會因為智慧手錶的新潮外型而繼續使用它。 3 5 4.00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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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針對女性在穿戴型裝置的功能類型及需求進行探討，透過問卷調查與分析發現女性對於穿戴

式裝置的偏好在於「健康方面功能」以及「外觀設計」，為求未來能更深入探討其相關因素，將參考

本次前導研究之問卷結果，對未來研究問卷進行以下幾點修正改善:  

    （1）將穿戴裝置之功能列舉更細項並依產品屬性區分為三類: 基本功能、便利功能及心理滿足功

能，以期更明確分析出女性對於穿戴裝置產品之認知為何種取向。 

    （2）對曾使用過之受測者增加調查問項「裝置是否擁有此功能」 、「對功能之瞭解程度」及「滿

意程度」；對從未使用過之受測者增加調查問項「對功能之瞭解程度」及「使用興趣程度」。穿戴裝

置之功能越趨繁多，然而女性真正所要的高潛力需求應該是重要性高但滿足性低，因此透過修正調查

問項以期分析出對於女性市場具有高潛力之功能。 

    （3）本次前導研究得知，女性在決定是否使用穿戴式裝置時會因「同儕建議」而影響使用之意圖，

因此未來將心理滿足此取向問卷再細分為三大部分: 「自我展現」 、「同儕影響」及「品牌形象」，

並採用 TAM 科技接受模型分別驗證其對於女性之「使用意圖」是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4）未來將受測者範圍擴大，同時接納女性與男性受測者，期望透過不同性別之受測資料來分析出

女性市場之需求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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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風格與色彩的連結

曾郁芸*+   彭瑞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創新設計  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yutu74123@gmail.com 

摘  要

音樂的風格種類多元，無論是古典音樂、流行音樂都富含深遠珍貴的文化意涵，而透過音樂所帶給聆聽者

不同於聽覺的快感與美感，如經由共感覺（synesthesia）的產生，感受到溫暖、看見色彩等，其在科學上

也已是一種非自主且跨感官的感知現象，亦促進了設計與藝術的發展。本文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探討國

內外學者對於音樂中的音色、音調、節奏、樂曲與色彩感知、色彩意象與色彩共感覺的相關研究。在音與

色的相關研究中，以音樂的音調、樂器音色與古典樂(classical music)為主要研究對象，而與旋律與結構較

為簡單的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雖如同色彩般與人們的生活有著緊密的連結，亦與古典樂相同有著

豐富的文化連結，然其與色彩相關的研究卻相對較少。

關鍵詞：音樂風格、色彩、共感覺、色彩共感覺

一、前言

20 世紀以來，多元的音樂風格從美國透過錄製唱片傳播至世界各地，如搖滾、嘻哈、民謠、爵士樂

等，成為了近代流行音樂的開端。80 年代開始，音樂錄影帶(music video)的出現與興起，使得音樂不僅

存在於唱片、廣播節目或現場演出中，更昇華成為了聽覺與視覺的雙重感官體驗。透過現今發展完善的

影音分享平台與數位音樂串流服務如 Youtube、Soptify 等，人們得以透過網路或從手機無時無刻享受音

樂，使得在經歷生活中的各種感官刺激時，同時也將耳中聽見的音樂注入眼睛所看見的事物，成為視覺

奇觀(spectacle)的複合體驗(Straw，1993)。在數位時代尚未發展前，視覺與聽覺的雙重感官體驗也經常被

運用在音樂家作曲、藝術家作畫的靈感中。俄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84)

認為，音樂是形容藝術最適切的隱喻。

本研究以文獻回顧的方式，從現有的文獻中整理出音樂類型與色彩間的關係。首先，將從「共感覺」

(Synesthesia，亦稱聯覺)的理論基礎探究視覺與聽覺的關係，再進一步分析不同的近代流行音樂風格與色

彩的關聯性，從風格的流變、歷史的影響與編曲的設計等角度，探討不同音樂風格帶給人的感受與色彩

的關聯性，透過國內外的理論整理，以期作為日後相關研究實驗與藝術設計之創作基礎。

二、音樂的定義與音樂風格

2-1 音樂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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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是人對於聲音的感覺，而聲音是聽覺的物理刺激，聲音的頻率一般以赫茲表示，記為 Hz，指每

秒鐘週期性震動的次數，人類所能聽到的頻率範圍大約 20~2000 赫茲，而分貝是用來表示聲音強度的單

位，記為 dB。在《音樂與音響》期刊中的多篇文章中，解釋了音樂是有設計過的聲音，經過巧妙的排序

與具有變化的規律，組合在一起的樂音。因此，「聲」與「音」的差異在於其產生的目的性及組成方式。

聲音中有噪音及悅音之分，令人產生愉悅感覺的音樂即是悅音中聲音變化的活動（楊巧嫆、陳俊宏，2015）。 

音樂反映了人在演化過程中和環境的互動關係，必然在腦神經運作中留下痕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腦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的一群神經科學家，在 2015 年於線上期刊《Neuron》上發表了一項關於聽覺方

面的研究，研究者將 165 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聽到的聲音，包括和音樂相關及完全不相關的聲

音，再讓受試者躺在 fMRI 儀器內聆聽這 165 個聲音，然後從神經活化影像的變化中，統計分析出六

類不同的聲音感覺，且發現它們存在在聽覺皮質的六個不同部位上。前四類聲音都顯示和一般的物

理特性（如頻率等）相關，也都不具音樂特質；第五類是人類說話的語音，其部位就在我們所知的語

言區。而第六類，反應的是對音樂的感知，其部位在語言區的外圍和後區，顯示語言的演化可能是由

音樂的感知和產出，轉型而成的，這個部位也就是在大腦裡聽覺皮質區的「音樂屋」（music room）。 

麻省理工學院神經科學助理教授 Josh McDermott 指出：「聽覺皮質上的這兩塊區域對聲音都是

『選擇性反應』，一塊是聽音樂時的神經反應特別強，另一塊則是聽言語時反應特別強，相對來說，

聽到其它聲音時，這兩區的反應則弱得多。」（Maxim Boon，2015） 

音色、音高與強度三種性質可以構成悅音，而加上了節奏、弦律及和聲三種要素，即是音樂。音樂

的構成可分為有音色（Timbre，音的特色）、音高（Pitch，音的高與低。）、強度（Intensity，音的強與

弱。）節奏（Rhythm，音樂中出現的的強弱規律。）、旋律（Melody，強弱不同的樂音先後形成的組織

關係。）、和聲（Harmony，一組上下垂直同時發出的音。）。 

2-2 音樂的風格 

音樂風格的分類有許多種方式，最常見的分類方式為以時代區分，如古典音樂相對於流行音樂；依

照音樂特徵類型區分，如爵士樂、藍調音樂等；以及與依照作的音樂的國家或族群種族區分，如非洲音

樂、拉丁美洲音樂等。 

古典音樂 (classical music)與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即是最基本的依時代劃分的音樂類型，廣義

的古典音樂所指為西方自中世紀以來歐洲社會文化下作曲家所創作的音樂。古典音樂還可依其年代分為

中古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時期等諸多時期。各個時期的音樂主要創作地點是以歐洲為主。而狹

義的古典音樂指 18 世紀盛行的「古典主義音樂」，此時期的音樂以奏鳴曲為主要發展形式，兩者皆有明

確的架構，且具有厚實理論基礎與嚴謹學派風格（蘇金輝，2014）。 

相對而言，流行音樂，是指一種對音樂的大範圍分類，基本上是由經過設計來取悅大眾的一種作品。

流行音樂屬於大眾文化的一環。流行音樂是經由主旋律的不斷重複，來穿透、進入聽者的腦海中並且能

夠簡單的記憶起來。流行音樂簡單的旋律、和聲與歌詞，使感情體驗單純而直接。流行音樂雖有商業利

益的存在，但也具備了心理及社會的意義和功能，流行音樂蘊含了個人據以定義世界、表達感覺與形成

判斷的信念、符號與價值結構 (Lewis, 1987) 。 

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歐美的流行音樂隨著科技技術的發展，成為了全球流行音樂的潮流，現今以音

樂特徵類型定義的音樂風格，也大多是從歐美、拉丁美洲、非洲美國當時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下所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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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樂風格，《美國流行音樂》一書中，將流行音樂依風格分為爵士樂、搖擺樂、藍調音樂、鄉村音樂、

民謠音樂、搖滾樂、嘻哈音樂等，這些分類底下尚有許多風格的分支，且新的音樂風格隨著時代的推進

不停增加。常見的流行歌曲結構為前奏（intro）、主歌（verse）、副歌（chorus）、間奏(breakdown)與尾

奏（Outro）重複組合而成，然不同風格的歌曲也會因不同的創作者與其功能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三、色彩的定義與色彩體系

3-1 色彩的定義

學者何耀宗曾在著作中提到：「色彩的數量可以說是無限量的存在在我們的環境中。」事實上，單

一的色彩在生活中極少出現，我們每天一睜開眼便能感受色彩的豐富與世界的美好，而人之所有能夠看

見色彩，是因為眼睛受到了光的刺激，光是一種運動不息的電磁放射能，也就是由一種帶有能量的量子

振動所引起的。而光分為可視光與不可視光，可視光為電磁放射能（波長介於 400-700 奈米之間）中的

一段頻譜，頻率範圍在 430 至 790 赫茲之間，不同頻率的光會有不同的顏色，顏色由紫到紅。牛頓（1666）

首先利用三稜鏡將白光分解為七種色光，按頻率由小至大依次為：紅、橙、黃、綠、藍、靛、紫，稱為

「光譜」（歐秀明，1994）。 

一般而言，色彩三屬性即為色相（Hue）、明度（Value）、彩度（Chroma）。色相指區別不同色彩

的名稱，如紅、黃、藍等。明度指色彩明暗的程度，由色彩反射光量的多寡決定，反射光量多時，色彩

明度較高，色彩較亮；反之則明度較低，色彩較暗。彩度指色彩鮮濁與飽和度，而純色為色相中彩度最

高的。

人們常會用動物、植物或其他物品命名色彩，例如鵝黃色、天藍色等，這種依照人類生活經驗所產

生的色彩名稱即為固有色，或稱為慣用色名。然固有色名在色彩的傳達上有許多困難，因此學者以科學

的方式建立色彩體系，以發展出系統色名。色彩體系中有以光學測色的「CIE 表色法」，也有以色料混

合顯色的「奧斯華德（Ostwald）表色體系」與「曼賽爾（Munsell）表色體系」等，但目前最常見的表色

法，為日本國家色彩研究所在 1965 年制定的「PCCS 表色體系」。 

在國內外的音樂與色彩相關研究中，多以 PCCS 表色法作為實驗用色彩體系，因此本研究將在下節

介紹色彩體系中的 PCCS 表色體系，相關的文獻探討將在第四章中作詳盡說明。 

3-2 PCCS 表色體系

PCCS 表色體系（Practical color coordinate system）是日本國家色彩研究所在 1965 年制定的表色體

系，它結合了曼賽爾表色法與奧斯華德表色法的優點，特別是有關色調方面的理論，並在色相、明度、

彩度之外確立系統化之「色名」與「色調」，使之成為普遍化、實用化的配色體系（歐秀明，1994）。 

為了使用上的方便，PCCS 將色彩以近似色料與色光的三原色，即紅、黃、藍、橙、綠、紫六色，再

以等感覺差分為 12 色相或 24 色相，一般採用的正確分法為 24 色相，而每色皆有號碼與色彩名稱（圖

1）。在 PCCS 的表色法中，將明度變化分為 9 個階段，除了黑白之外有 7 個等感覺差的灰色階，數值由

小至大，由黑至白。PCCS 的表記方式為色相-名度-彩度，例如 G-4.5-6S。若為無彩色，表記 N 於明度

前，如 N-4.5。 

PCCS 表色法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是用色調的概念來組織色彩，其參考美國系統色名稱呼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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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2 個色調的「位置」來表達與形容色彩（圖 2），分別是鮮豔色調（Vivid）、明亮色調（Bright）、

強烈色調（Strong）、深色調（Deep）、淺色調（Light）、柔色調（Soft）、鈍色調（Dull）、暗色調（Dark）、

淡色調（Pale）、淺灰色調（Light grayish）、灰色調（Grayish）與暗灰色調（Dark grayish），而無彩色

則為 5 種色調，每種色調都帶來不一樣的視覺感受。 

 

圖 1.PCCS 色相環                  圖 2.PCCS 色調圖 

                        資料來源：日本色研。              資料來源：日本色研。 

3-3 色彩知覺與色彩意象 

 「一朵紅花看起來是喜氣洋洋，或是滿身鮮血，端看主體移情的條件。」感覺為最原始的精神要素，
而知覺則是所有感覺的融合，是與感覺相比相對複雜的心理感受。人常依照過去的經驗、記憶來解釋感
覺的事實，並從自己的立場與角度看待每一次的色彩體驗。例如人們看到紅色常有溫暖如陽光的感覺、
而看到藍色則有冰冷海水的感覺。 

除了來自自主的感受之外，色彩知覺也可能源自人類視知覺的自然反應，這種共通的感應現象除了
色彩的冷暖感覺之外，也包含對色彩的前進和後退、伸縮的感覺，色彩的輕重感、積極的興奮色彩
（Stimulating Colors）與消極的沉靜色（Subduing Colors）等。色感覺的反應著重在原因與刺激的過程，
感情的因素雖端看個人的主觀感受，但從各階段進行探究後，可以發現影響色彩知覺的條件有三，一是
色彩屬性的變化；二為知覺的重點和份量；以及其他是視覺客觀條件（林書堯，1981）。 

「意象」是一種心理特徵，透過回憶過往的生活經驗的記憶重現（張春興，2000），意象涉及人的
知覺和心理活動、感覺經驗、主觀意識等。而色彩意象為看見色彩時產生對該色彩的喜好與心理感受，

陳俊宏與楊東民（1988）提出對色彩意象的解釋為「對色彩的觀念、判斷、喜好和態度， 所強調的是心

境、感想上認識的內容。」蘇文清等（2006）認為，色彩意象是一種從視覺意識下所產生的心理認知結

果，是視覺與心理的知覺綜合，透過視覺表現來確認色彩的存在，利用心理的感覺或知覺來意識其存在

的反應，進而延伸至行為態度上的認同結果。簡而言之，色彩意象就是色彩讓人因過往的經驗產生的心

理感覺與感情。 

有關色彩意象的研究，普遍包含三個影響個體對色彩意象的因素，也就是美國心理學家奧斯古德

（Charles Egerton Osgood）所謂的「語意空間」：一為評價性（evaluation，或稱性質），如色彩的高雅

與低俗；二為淺在性（potency，或稱力量），如色彩的堅硬與柔軟；三是活動性（activity，或稱行動），

如上段所述的興奮色與沉靜色。 

從上述可知，色彩對人的影響，會因個人的感性、生活經驗、心理條件與民族文化、年齡性別等而

有所差異，但即使擁有這些特殊性的變化條件，色彩的三屬性：色相、明度、彩度所具備的刺激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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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的感知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反應（表 1），因此人對於色彩的感情，仍然擁有普遍相同的範圍。（林書
堯，1981） 

  表 1. 色彩三屬性與人對色彩基本感受的反應 

三屬性的分類 人對色彩基本感受的反應 

色相 

暖色系 溫暖、活力、喜悅、熱情、積極、活動。 

中性色系 溫和、安靜、平凡、可愛。 

冷色系 寒冷、消極、沉著、深遠、理智、幽靜。 

明度 

高明度 輕快、明朗、清爽、單薄、軟弱、優美。 

中明度 無個性、附屬性、隨和、保守。 

低明度 厚重、陰暗、壓抑、硬、遲鈍、安定、個性。 

彩度 

高彩度 鮮豔、刺激、新鮮、活潑、積極性、熱鬧。 

中彩度 日常的、中庸的、穩健、文雅。 

低彩度 無刺激、陳舊、寂寞、老成、消極性、樸素。 

 資料來源：林書堯，1981。本研究整理 

四、音樂與色彩的共感覺

4-1 共感覺

  “共感覺”(Synesthesia，亦稱聯覺)是從一種感官刺激的產生中直覺地連帶造成另一種感官刺激，具

有神經基礎的生理反應。共感覺一詞是由古希臘文中的 syn（with or joined together，合併之意）與

aisthanesthia（感知之意）組合而成，意思就是“感覺的合成”（李佳穎，2010）。共感覺一詞在醫學上普

遍被認為是一種罕見的神經系統異常情況，擁有醫學上共感覺的人被稱作為“聯覺人”（synesthete），平

均每 23 人中有 1 人擁有某種特定共感覺（Simner 、Mulvenna & Sagiv，2006）。例如有字位與色彩共感

覺（grapheme-color synesthesia）的人，當看到特別的字母、數字時，眼前的字元會被「染色」或「變色」，

例如看見英文字元 A 時，會有字母是紅色的的現象，而研究顯示在醫學上的共感覺中，不同的聯覺人對

於同樣的刺激會有類似的感官反應（Edward M. Hubbard, 2005）。 

共感覺的研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頗為風行，除了以神經科學作為研究的切入基礎之外，學

者 Martino 與 Marks 提出，從心理學家的角度而言，共感覺分為強（strong forms）與弱（weak forms），

而每個人都擁有這種感官共鳴現象，差別只在於強度的不同（Gail Martino＆Lawrence E. Marks, 2001）。

然共感覺的是單向的跨感官關聯，例如當聽到某種聲音時，能接收到黃色的視覺意象，但當看見黃色時，

並不會有聽見聲音的感覺（Martino&Marks，2001）。在文學中經常使用的形容詞修飾法如「甜美的微風」、

「圓潤的笑聲」等，也是一種弱共感覺的表現方式。

著名的“The takete–maluma effect”是由德裔美國心理學家柯爾（Wolfgang Köhler 1887-1967）在 1920

年做的共感覺實驗，柯爾畫出圖 1 的兩個圖形給受測者觀看（圖三），並且詢問受測者兩個在圖形中，

哪一個圖型是自創詞彙“takete”，哪個是“maluma”。實驗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受測者都認為 takete 為較尖

銳的圖形；而 maluma 是較圓潤的圖形。學者拉馬欽（Vilayanur S. Ramachandran, 1951~）也做了類似的

實驗，讓受測者將圖 2 的兩個圖形分別配對“bouba”與“kiki”兩個單詞，而 95%的受測者認為 bouba 是較

圓潤的圖形。上述兩個實驗皆說明了每個人都有弱共感覺的能力，且會依據內容定義相對應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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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The takete–maluma effect 

4-2色彩共感覺與色聽現象

當我們看見紅色時，可能會有溫暖、灼熱的意象產生；看到藍色時，則可能有寒冷的感受，所

受的感官刺激是沒有溫度的視覺刺激，卻能引起相同的心理感覺，是為視覺的共感覺，當產生的感官經

驗為色彩感覺經驗時，則稱為色彩的共感覺（chromaesthesia）（許天治，1987）。色彩共感覺指任何色

彩在各種不同感覺器官上的共鳴，以色彩為主導性的其他共感覺，受色刺激後伴隨來的如聽覺的共感覺、

觸覺的共感覺、味覺的共感覺、嗅覺的共感覺等，色彩共感覺的影響範圍非常廣泛，無論是音樂、文學、

藝術創作，生活中的經驗感觸都會參雜其中。

 色聽（color hearing）是指藉由聲音的刺激所產生色彩意象的聯想，雷明頓（Rimington）對色聽作

以下的詮釋：「即讓某人聽一特定之單音或一段音樂，使之對應產生一種強烈的某一特定色彩或一組 色

彩之心理印象。」（許天治，1987）。Mach（1922）指出，顏色、聲音、溫度、壓力、空間、時間等物

理學上的現象，會在人的心情、情感和意志之間，以各種樣式互相結合起來（Williams,1998）。聽到一

種聲音而一幕色彩伴隨而來，甚至有時是一道很濃烈的快感或美感，這就是色聽現象的作用。色聽著重

於個人對於聲音與色彩的聯想與詮釋，而色彩的共感覺則著重於人們共通性、普遍性的感覺意象之表現

（蘇文清、嚴貞、李傳房，2006）。 

然共感覺在神經科學上仍有爭議，有部分學者認為共感覺是一種症狀或需經後天訓練才能具有的能

力。而色聽現象的說法較能被學者所接受，研究普遍認可人們在聽到聲音後都可以對其刺激有相對應的

視覺反應。但不論是共感或是色聽現象的說法，都能稱之為聲音的色彩連結現象（何元莉，2017）。 

對於聽覺的共感覺來源分為「聲音」與「音樂」。聲音的構成要素為高低、強弱與音色，泛指來自

日常生活當中的體驗。音樂的三個基本構成為旋律、節奏與和聲，旋律有長短、強弱、大小例如色彩中

的主要調子；節奏是拍子、速度做規律的反覆依時間性轉換而構成，相當於色彩上的配色面積比例大小；

和聲有如色彩上的配色，在旋律之中穿梭配置各種樂器或聲音（引自蘇文清等人，2006；黃淑雅，2000）。 

4-3影響色彩共感覺的因素

在《色彩認識論》一書中，作者林書堯提到，在做色彩共感覺的相關實驗與調查中，時常無法同時

顧及許多複雜的主觀和客觀變化，也就是色彩共感覺的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1. 人的因素：每個人五官的敏感度不盡相同，各感官的優劣也不同。

2. 環境與經驗因素：區域社會或自然環境的區別，使經驗累積性發生共感覺的偏差或個別差。

3. 色彩間的關係因素：試驗性單一色票的共感調查，與日常性色彩的組織關係，或特殊羣化下所造

成和安排的色彩反應，常有預料之外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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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質地與光澤因素：色彩所有的條件不見的情況下，光是質地或光澤的改變常常會使共感覺的結果

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5. 視距離、光線和空間因素：視距離的遠近常常與共感覺的強弱成反比。光線關係到演色性和明視

效果，使操縱共感覺更為複雜。色刺激的方位、陰影也變成了現代色彩學家所特殊重視的問題。 

6. 面積因素：因為色彩面積的大小不同，同樣的色彩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共感覺現象。例如看見面積

較小的紅色色塊，會有味覺上辛辣的反應，但若將紅色色塊以大面積呈現，則可能引發恐怖、害

怕的情緒結果。 

7. 共感上的主屬因素：指共感覺的主導性和變異性。例如當看見一張色票時，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先

產生聽覺的反應，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則可能轉變為觸覺為主。 

 由上述幾點可知，色彩共感覺的應用自古至今雖皆受到重視，且其活動範圍十分廣泛，但在科學的

研究上始終存在較難排除的特殊因素，僅以音樂與色彩共感覺的研究來說，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除了人

的本身特質與感官敏感度以外，環境影響、專業能力的培養與個人喜好的不同等，都會造成音與色共感

覺的結果差異。 

 

五、音樂與色彩的相關研究 

 本節探討色彩與音調、音色與音樂節奏本研究音樂旋律的共感覺相關研究，並整理近年國內外學者

在針對音樂與色彩之關聯的相關研究： 

5-1 音階與色彩 

 早在 17 世紀時，英國物理學家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2-1767）就將紅、橙、黃、綠、藍、靛、

紫七種顏色依序與 Do（C）、Re（D）、Mi（E）、Fa（F）、Sol（G）、La（A）、Si（B）七音配對。

畢達哥拉斯也曾利用振動頻率來證明七種光譜色與音階七個音符的關聯（黃淑雅，2000）。雷明頓（A.W. 

Rimington）也就音階與色彩的共感覺實驗，顯示出了當 Do（C）定為最低光譜上紅色時，共感覺的感通

情形。 

 美國心理學家 Langfeld 於 1905 年與 1912 年間，對於音階與色彩共感覺所作之研究，結果如表 2，

根據實驗結果呈現色聽共感的一致性相當高，且當兩個音符同時合鳴，色彩也會跟著融合，例如 Sol（綠

青色）與 La（黃色）同時合奏時，色彩會融合與互補而呈現灰色的色聽現象（野村順一，1985）。 

 野村順一（1985）也在《商品色彩論》一書中提到，高音階會傾向於明亮色系，低音階則會傾向暗

色系；最強音會接近該色彩，最弱音則會變得模糊且趨近於灰色；降半音的音階令人聯想到暖色系，而

升半音的音階則為寒色系。學者 Karwoski 與 Osbert 也認為，高音符代表明亮的顏色，低音符則代表濃且

暗的色彩（李佳穎，2010）。 

表2. Langfeld 於1905年與1912年間，對於音階與色彩共感覺所作之研究 

      年份                 
  
 音階 

1905年 PCCS色採體系

色相編號 1912年 PCCS色採體系

色相編號 

Do 紅 R 紅 R 
Reb 青紫 bP 青紫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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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野村順一，1985。本研究整理 

5-2 音色與色彩 

 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康丁斯基曾在著作《藝術的精神性》中寫到：「顏色是琴鍵，眼睛是琴槌，靈魂

是鋼琴的琴絃。藝術家就是演奏的手，撫弄著一個又一個琴鍵，讓靈魂震顫。」。康丁斯基一生醉心於

藝術與音樂，且兩者相輔相成，他將光譜中的色彩與特定的樂器音色做了比較，如黃色的明調像小喇叭，

朱紅色像低音喇叭，淺藍色如笛聲，深藍色似大提琴，更深的藍像低音提琴，最深的藍像是風琴聲等。

康丁斯基認為，色彩的不同色調，如同音樂一般，具有非常精細的本質（游添富，2003）。 

 學者許天治（1987）描述低音提琴的音色有著黑邊的藍色感受，橫笛是近似蔚藍天空的翠藍色，小

號給人明朗的色彩印象並且有尖銳感，法國號的音色則擁有田園風光般的綠色畫面。音樂學家 Bosanquet

在 1879 年的研究中，以弦樂器、木管樂器、銅管樂器與打擊樂器中的鼓做調查，實驗結果呈現弦樂器經

常喚起黑色的聯想，木管樂器有藍色的聯想，銅管樂與鼓則常喚起紅色的聯想（林素淳，2013）。 

5-3 音調與色彩 

 音調與色彩的相關研究方面，有管弦樂之色彩家美稱的 N.A. Rimsy Korsakov（1844-1908）與俄國

無調性音樂先驅史克里亞賓（1872-1915）皆對音調與色彩的關聯有其表述。德國物理學家 Johann Doppler

（1840）則將音波與光波震動次數所對應之顏色對應出大調與色彩的相關性（不含小調），本研究將調

性對應色彩與上述兩位音樂家對色調與顏色的看法整理如表 3。 

                   表 3. 調性對應色彩與 Korsakov、史克里亞賓對色調的看法。 

調性 色彩對應 Rimsy Korsakov 史克里亞賓 

C大調 暗赤 白 紅 

G大調 青綠 棕、金 橙、玫瑰色 

D大調 赤橙 橙黃 黃 

A大調 青紫 玫瑰色 綠 

E大調 黃 青 淺藍 

B大調 暗紫 鐵灰 鐵灰 

升 F大調 綠 灰 藍綠 

降 D大調 赤 灰綠 紫 

降 A大調 青 暗紫 紫紅 

降 E大調 橙 黑、灰黑 有光澤的鐵青 

                                              資料來源：許天治（1987），本研究整理 

Re 紫 P 紫 P 

Mib 橙黃 yR 橙黃 RO 

Mi 淡青 B 淡青 B 
Fa 粉紅 R 粉紅 R 

Solb 青 B 青 bG 
Sol 綠青 gB 綠青 gB 
La 淡黃 Y 淡黃 rY 

Si 鮮銅色 Yr 鮮銅色 Yr 

Sib 橙色 O 橙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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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二可以看出，學者對於不同的音調雖與 Johann Doppler 的色彩對應皆有差異，但在 D 大調、B

大調、升 F 大調的音調上，三者仍有著相同的色感。 

5-4 音樂節奏與色彩

 野村順一（1966）表示，最強音讓人感受的色彩最飽和，最弱音的色彩則會變得較模糊，且緩版的

音樂樂曲會給人藍色的聯想，快版的音樂則產生紅色的感受。Dallenbach（1926）則形容，緩慢的節奏會

構成一幅低彩度的神秘畫面。學者 Karwoski 與 Osbert 也曾針對節奏相關共感覺做過相關研究，認為緩慢

的音樂使人感受到青澀，極速的音樂感受是赤色。王寶祥（2014）以五種不同速度的電子音，針對設計

科系和非設計科系大學生進行實驗，結果顯示設計系學生在速度較快的電子音中大多選擇黃色與紅色，

而非設計系學生在節奏較快時選擇明亮色調，緩慢的則皆以較暗的色調為主，由上述國內外各學者研究

可以得知，節奏也是影響色彩共感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結語

在音樂與色彩的感知相關研究中，除早期學者著重的單音音階與樂器音樂、音調以外，音樂類型與

色彩的相關研究茲整理如表。

  表 5. 音樂類型與色彩的相關研究。 

分類 研究者 樂器（樂曲） 

古典樂曲 

Karwoski & Odbert(1938) 古典音樂 

吉野賢 古典音樂 

Mary Bassano(1995) 古典音樂、新世界音樂 

黃淑雅（2000） 貝多芬交響曲 

林倩如（2007） 史特勞斯降E大調小提琴奏鳴曲 

陳藝苑（2006） 莫札特鋼琴奏鳴曲 

林素淳（2013） 交響樂 

樂器獨奏樂曲 

林演慶（2001） 小號、長笛、提琴演奏樂曲 

許天治（1998） 小號、長笛、提琴演奏樂曲 

黃建豪、郭文貴（2008） 鋼琴獨奏旋律 

中國傳統音樂 
蘇文清等（2006） 中國氣鳴樂器吹孔類 

張芯瑜（2015） 中國樂器音色 

古典樂、流行音樂 楊巧嫆（2015） 古典樂、爵士樂、輕音樂、搖滾樂與迪斯可

獨立音樂 陳若悌（2012） 台灣獨立音樂無人聲樂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下表可以發現，大多與音色共感覺相關的研究樣本為樂器音色、古典音樂與傳統音樂等，對於

流行音樂的音樂類型及其歌曲架構與色彩意象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相較於古典音樂，流行音樂雖無嚴

謹的理論基礎與曲調，但與古典音樂皆有同樣豐富的文化內涵與藝術價值，歌曲的編排雖以簡單的架構

組成，仍有如色彩般豐富的層次與情感，故後續研究可針對流行音樂與色彩感通的關聯性做更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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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在各種類表演結束之後，為了改善表演品質以及了解觀眾喜好，進行各式各樣的抽樣調

查日漸普遍。然而，在大多數狀況下，表演結束後觀眾通常很快就一哄而散了，因此並不容易找

到受測者，就算找到受測者，多數人容易基於時間、環境等等因素的影響之下，並沒有做到較明

確、或較深入的回答，且印象會較為模糊。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建立一個新的調查模式，

來補足樣本數相關的問題，並透過和台南當地之傳統布袋戲劇團合作，以此模式改善現有觀眾調

查方法之不足，藉由他們的表演來進行研究的調查與驗證。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

現今之觀眾調查，多以問卷及訪談等方法為主，正常操作下所獲得之資料與數據雖具有相當

高之有效性，但實際執行現今常用之調查方法於劇場演出情形下，皆有著不小之困難，在黃毅志

(1993)所提到，調查都會面臨到訪問失敗的情形，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失敗率是很平常的事情。

且往往耗費大量人力、資源，且也不易獲得觀眾對於演出內容之深入感想、回饋，導致一般劇團

難以自主進行觀眾調查以了解觀眾偏好及反應，進而改進演出內容及演出品質。因此，如何降低

劇場觀眾調查施行難度及耗用資源量，達到能以更簡單、穩定之方法或模式研究不同觀眾族群之

觀賞行為、反應，並可以相同之觀眾調查模式進行觀眾調查，達到不斷增進布袋戲劇場之演出內

容品質，為相當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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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究如何改善現有觀眾調查之缺口，以往觀眾調查之相關研究所使用之流程

多於實驗現場隨機發放並收回問卷，藉著透過問卷上填答者所留之聯絡資訊進一步邀請訪談，在

此實驗流程中，一來問卷為達到樣本有效代表母體，通常需大量觀眾填答問卷已獲得樣本，且問

卷收發在有限研究人力下亦難以保證收回問卷之有效樣本數達統計標準，而在後續深入訪談亦須

花費大量人力及資源來透過收回之問卷尋找合適、有意願且足夠數量之受訪者，即便在獲得受訪

者同意後，訪談的時間以及地點通常亦是不小之問題。 

二、研究方法與實驗 

2-1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方式由於研究對象為劇場演出前事先邀請，故抽樣方法與以往之觀眾調查常見的在

出入口或活動現場使用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或判斷抽樣（Judgmental Sampling）有

所不同，而是採非隨機抽樣法中之配額抽樣(quota sampling)結合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的方

法進行研究對象之抽選。所謂之配額抽樣，類似隨機抽樣中的分層隨機抽樣，將母體中的所有單

位按一定的標準分為若干類(組)，然後在每個類(組)中抽取樣本，達到提高代表性之效果。因此

採用配額抽樣，則需事先要對母體中所有單位按其屬性、特徵分為若干類型， 在本研究中，則

是以受測者的年齡為標準分特徵組別，然後按各個組別分配樣本數 額，各組樣本數配額則在每

場實驗後，依據實際劇場演出時所觀測到之整體觀眾組 成比例，在後續實驗場次調整邀請受測

觀眾之組成以修正整體樣本組成。雪球抽樣如其名是以“滾雪球”的方式抽取樣本。即通過少量

樣本單位以獲取 更多樣本單位的抽樣方法，此方法的運用前提是母體樣本單位之間具有一定的

聯繫， 在本研究中由於以劇場觀眾為主要受測對象，其劇場表演內容可能具有地緣性，以及該

場演出所針對之觀眾族群，故可透過受邀觀眾之地緣關係行雪球抽樣邀請觀眾對象，配合合作劇

團所演出之布袋戲劇場。 

2-2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觀眾調查模式設計分為三階段: 

1.階段一，在劇場演出先前邀請觀眾受測者前往觀賞劇場演出。並在事先邀請的同時，取得

受測者同意進行觀察錄影、問卷調查、訪談等研究實驗活動，以避免由於對於填答問卷以及接受

訪談之低意願而隨意填寫問卷或回答訪談之可能性。 

2.階段二，錄影受測觀眾於劇場演出過程中，其觀賞過程中所有行為及反應，藉此可用以對

照比對後續問卷、訪內容，強化調查內容。 

 

3.階段三，在劇場演出結束後，於事先安排好之場地接著進行填寫問卷，並針對每位受測觀

眾所填答的問卷內容進行更深入之訪談，藉此排除觀眾受測者問卷填答錯誤及回憶重建之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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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每一場演出結束後，統計已完成調查之全部場次的觀眾人數、組成比例，接著依照

該比例調整後續實驗場次邀請之受測者各屬性組成、人數比例；在最後所有場次之觀眾調查皆已

結束後將錄影內容、問卷及訪談資料作整理、分析。 

2-3 實際操作結果

    此紀錄之重點在於了解布袋戲劇場之觀眾組成，且由於是使用分層隨機抽樣，故在按照

年齡之分層決定各年齡層所抽取之受測者樣本數量時，可藉由錄影所得之結果作為後續場次實驗

時所抽取之各年齡受測者樣本數，但由於錄影中觀眾之確切年齡辨識有其困難性，故主要以兒童、

成人作為主要分層依據，根據錄影結果:三場劇場演出之整體觀眾中，兒童共 117 人及成人觀眾

共 191 人。下圖為各場次觀眾人數組成(圖 2.1)，以及三場演出之整體觀眾人數組成如圖 2.2。 

圖 2.1 各場次之觀眾人數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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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三場演出之整體觀眾組成人數 

圖 2.3 實驗之受測者觀眾年齡組成比例 

每一場次演出結束後，累加已完成調查之場次的觀眾整體人數、組成比例，接著依照該比例

調整後續實驗場次邀請之受測者各屬性組成、人數比例。因此三場調查實驗中，三場之受邀觀眾

受測者組成比例亦隨者每場演出後實際觀測到之整體觀眾組成人數做變動，最後總人數中兒童占

的比例約為 35%，成年人佔的比例約為 65%。故縱觀而言，以此模式隨著實驗場次推進，受邀

之觀眾受測者整體組成比例亦越趨近實際觀眾組成比例；在本次實驗中經過調整，亦達到趨近實

際整體人數比例之效果如圖 2.3，最後受測者年齡分布為:兒童 8 人、成人 20 人，受測者共 28 人，

即兒童佔約 30%，成人佔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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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論 

在完成與清華閣掌中劇團合作進行之三場相同劇本之創新親子布袋戲的觀

眾調查實驗後，得以驗證，演出前即邀請好目標受測者並隨演出場次逐步調整邀

請受測者之抽樣模式，除了確實可避免抽樣觀眾偏離研究目標對象族群之可能，

同時由於事前邀請可取得受測觀眾對於進行相關研究實驗之同意，故所收回問卷

並無出現任何無效問卷之情形，且於演出過程中亦可以錄影方式錄下觀眾實際反

應行為，最後受測觀眾之焦點團體訪談可於劇場演完後馬上於事前安排好之時間

與地點與進行，大幅減低以往觀眾調查所耗用之人力與資源。 

在實驗過程中，透過將訪談之形式結合焦點訪談及深度訪談之特性，能夠於一開始就先鎖定

好目標受測者，避免受測者偏離研究目標對象族群之可能，同時深入訪談所使用之開放式談論過

程，能讓受測者更容易透過與研究者之對話過程，引導出其對於演出內容之各項環節與要素之偏

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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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外觀意象對消費價位認知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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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室內設計」的角度切入，研究店面外觀意象對消費價位認知影響。研究分為兩階段，第一

階段與第二階段皆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

第一階段為篩選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透過 20 位具有三年以上室內設計及相關空間設計背景人士之

問卷，從 52 個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中篩選出 41 個形容詞，供第二階段分析消費價位與店面外觀意象形

容詞關係時使用。

第二階段為研究「店面外觀意象」是否會影響對於「消費價位」之判斷，研究結果為：「店面外觀意

象」是會影響對於「消費價位」之判斷，但有時依照用餐時段不同而會有不同程度之影響。另外，不論店

面外觀意象為何，消費者對於午餐及晚餐皆有一個明顯能接受之價位區間，並對於在「餐廳用餐」這一行

為所能接受之消費價位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爾後，進一步透過「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分析店面外觀意象與消費價位之關係，詢問受訪者編號 A

到 J 餐廳在 41 個形容詞中各別適合哪個形容詞並進行次數統計，最後將研究結果與餐廳消費價位分類列

交叉對照表，以歸納出店面外觀意象特徵。

關鍵詞：消費價位認知、意象、店面外觀意象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

本研究將由「室內設計」的角度切入，探討店面外觀意象對消費價位認知影響，以期歸納出店面外

觀意象特徵。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研究店面外觀意象對消費價位認知影響，當消費者對於店面外觀意象具有心理認知

與偏好，則需量化其消費者之評價。本文將其分兩大構面探討：探討店面外觀意象與消費價位之關係、

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並以問卷調查法與次數分析進行分類與歸納。茲將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研究「店面外觀意象」是否會影響對於「消費價位」之判斷。 

2、透過「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分析店面外觀意象與消費價位之關係。 

3、分析並歸納出店面外觀意象特徵。 

1-3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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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訂定與確立研究主題與目的，進而整理與探討相關文獻，並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說。決定研究方

法後發放問卷進行調查，待資料搜集完成後，開始針對資料進行分析，最後發表結論。 

二、文獻探討 

2-1 意象定義 

意象（Image）一詞可翻譯為形象、印象、意象⋯等意思。根據簡明心理學辭典對於「Image」的解釋

為：「表象，亦稱意象。感知過的事物不在面前時，在頭腦中出現的這一事物的形象」。近一步比較分

析教育部國語辭典對於形象、印象、意象之字詞解釋。形象的解釋為：「形狀、外貌」、「由一個人的

內涵作為，所呈現出來的風格、特色」以及「對實體而言。因美之所在，不在實體，而在實體的形象，

此形象即出自實體的模仿，而不為實體所限定，乃經心中的醇化而生者」；印象的解釋為：「感官受外

界刺激而留存於心中的意象」；最後意象的解釋為：「在主觀意識中，被選擇而有秩序的組織起來的客

觀現象」。比較形象、印象、意象之字詞解釋，採用意象一詞作為本研究之表達用語。 

2-2 店面意象 

Martineau(1958)是最早將意象一詞運用於零售業之學者。他認為消費者心目中定義店面是根據功能

性因素以及心理氛圍因素。功能性因素意指：1.商品種類、2.價格、3.商品陳列、4 地點，以及其他因素；

心理氛圍因素則是意指：1.店面、2.歸屬感、3.銷售人員，以及其他因素。並提到店面意象具有 4 個核心

構面，分別是：1.賣場規劃與建築主體、2.意象象徵與色彩、3.銷售人員、廣告行銷。 

Fisk(1961)則認為店面意象核心構面為：1.商品合宜性、2.商品促銷與服務、3.價格、4.店面氣氛、5.

地點便利性、6.售後滿意度。 

國內研究中陳明分(1991)則提出店面意象是人對某店面之主觀看法，並由諸多屬性中挑選出他認為

重要之屬性加以評估，挑選出的屬性為功能特徵以及心理特徵。另外，他也提到人對店面之整體感覺不

一定是對店面的喜好，而是會受到時間及對店面的經驗以及與其他店面比較等因素影響。 

鍾燕宜（2015）提到店面意象會影響到購物者的心情和前往該店面的意願，同時也會影響到消費者

對於商品品質和形象的評斷。 

綜合以上文獻歸納消費者對店面意象是主觀的，並大致分成三大類別：商品、服務以及空間。本研

究將針對空間（店面外觀）去做研究以及闡述。 

三、第一階段：篩選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 

第一階段以問卷調查法篩選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透過 20 位具有三年以上室內設計及相關空間設

計背景人士之問卷，從 52 個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中篩選出 41 個形容詞，供第二階段分析消費價位與店

面外觀意象形容詞關係時使用。 

3-1 形容詞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參考劉仁和（2005）、曾國維、聶志高、王惠靜、賴裕鵬 (2010)之研究中挑選出 52 個店面外

觀意象形容詞，以平均數及標準差進行統計，統計結果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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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形容詞應用於店面外觀意象之合適程度敘述性統計表 

形容詞 平均數 標準差 形容詞 平均數 標準差 形容詞 平均數 標準差 

1.科技感 3.80 .768 19.穩重 3.25 1.118 37.平和 2.80 .834 

2.個性 3.50 1.000 20.氣派 4.15 .875 38.嚴肅 3.25 1.105 

3.都會 3.45 .826 21.新潮 3.65 .933 39.清爽 3.25 1.020 

4.時尚 4.10 .912 22.鄉村 4.35 .587 40.柔美 3.40 .883 

5.摩登 3.90 .852 23.復古 4.40 .754 41.新穎 3.80 .834 

6.簡潔 4.20 1.005 24.冷酷 3.10 .968 42.放鬆 3.60 1.046 

7.自然 4.10 .641 25.古董 2.90 1.071 43.悠閒 3.35 .933 

8.休閒 3.85 1.040 26.前衛 3.85 1.089 44.古典 4.15 .988 

9.浪漫 3.95 .826 27.華麗 4.20 .768 45.動感 3.35 .933 

10.典雅 4.25 .910 28.柔和 3.55 1.050 46.高貴 3.35 .988 

11.亮麗 3.20 1.152 29.溫馨 4.05 .759 47.鮮明 3.45 1.191 

12.華貴 3.40 1.095 30.優雅 3.85 .875 48.自在 3.50 1.100 

13.魅力 3.00 1.214 31.現代 4.25 .716 49.衝擊 3.00 .973 

14.趣味 3.65 .988 32.溫暖 3.85 .875 50.樸實 3.20 .754 

15.活潑 3.85 1.040 33.舒適 4.00 .973 51.過時 3.15 1.089 

16.創意 3.85 .813 34.愉悅 3.25 1.118 52.庸俗 3.15 1.089 

17.傳統 3.55 .887 35.夢幻 3.50 1.051    

18.保守 2.95 .945 36.熱情 3.05 .999    

本研究擷取平均數 3.25（含）以上之店面外觀形容詞，合適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 

復古（4.40）、鄉村（4.35）、典雅（4.25）、現代（4.25）、華麗（4.20）、簡潔（4.20）、氣派（4.15）、

古典（4.15）、自然（4.10）、時尚（4.10）、溫馨（4.05）、舒適（4.00）、浪漫（3.95）、摩登（3.90）、

活潑（3.85）、優雅（3.85）、休閒（3.85）、創意（3.85）、前衛（3.85）、溫暖（3.85）、科技感（3.80）、

新穎（3.80）、趣味（3.65）、新潮（3.65）、放鬆（3.60）、傳統（3.55）、柔和（3.55）、個性（3.50）、

自在（3.50）、夢幻（3.50）、都會（3.45）、鮮明（3.45）、華貴（3.40）、柔美（3.40）、悠閒（3.35）、

動感（3.35）、高貴（3.35）、穩重（3.25）、愉悅（3.25）、嚴肅（3.25）、清爽（3.25），供後續實驗

使用。 

四、第二階段：「店面外觀意象」是否會影響對於「消費價

位」之判斷 

因為進入餐廳用餐為一般消費者共通擁有之經驗，並根據洪黛芬（2013）研究民眾在 14 種零售業種

（中西餐館、茶飲點心店、早餐店、麵包店、漫畫出租店、綜合服飾店、日用雜貨店、傢俱裝設品店、

中西藥房、書局、文具店、體育用品店、鐘錶店以及眼鏡行）中對於中西餐館之店面外觀最為意象深刻

672



（64.4%），所以以餐廳外觀店面照片作為探討店面外觀意象之媒介，並結合問卷調查法，以 100 份有效

問卷進行分析。研究「店面外觀意象」是否會影響對於「消費價位」之判斷，並進一步透過「店面外觀

意象形容詞」分析店面外觀意象與消費價位之關係，以期歸納出店面外觀意象特徵。

4-1 消費價位次數分析

茲將餐廳依餐廳類型共分成五大類，依序為：日本料理、拉麵店、西餐廳、中式料理以及咖啡廳，

其中又將每大類以店面寬度>4M，店面寬度<4M 之標準各編一個編號，總共以 10 個編號之餐廳供受訪

者做問卷分析。

將受訪者對於各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進行次數統計，並逐一將統計結果分列於下：

日本料理-編號 A 餐廳以及編號 B 餐廳： 

  圖1.編號A餐廳                              圖2.編號B餐廳 

表 2.受訪者能接受一個人“午餐”及“晚餐”在編號 A 餐廳以及編號 B 餐廳用餐的消費價位次數分配表 

編號A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A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編號B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B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199元(含)以下 31 9 27 9 

200到399元 51 47 55 50 

400到599元 14 30 17 35 

600元(含)以上 4 14 1 6 

總計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A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及晚餐消費價位次數

皆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另外，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B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及晚餐消費價

位次數皆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拉麵店-編號 C 餐廳以及編號 D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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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編號C餐廳                    圖4.編號D餐廳 

表 3.受訪者能接受一個人“午餐”及“晚餐”在編號 C 餐廳以及編號 D 餐廳用餐的消費價位次數分配表 

 編號C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C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編號D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D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199元(含)以下 48 16 20 8 

200到399元 45 60 62 46 

400到599元 5 20 16 36 

600元(含)以上 2 4 2 10 

總計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C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消費價位次數大致落

於 199 元(含)以下；晚餐消費價位次數則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另外，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D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及晚餐消費價

位次數皆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西餐廳-編號 E 餐廳以及編號 F 餐廳： 

  
                   圖5.編號E餐廳                          圖6.編號F餐廳 

表 4.受訪者能接受一個人“午餐”及“晚餐”在編號 E 餐廳以及編號 F 餐廳用餐的消費價位次數分配表 

 編號E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E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編號F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F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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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元(含)以下 10 2 22 13 

200到399元 43 21 54 38 

400到599元 35 39 23 36 

600元(含)以上 12 38 1 13 

總計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E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消費價位次數大致落

於 200 到 399 元；晚餐消費價位次數則大致落於 400 到 599 元。 

另外，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F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及晚餐消費價

位次數皆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中式料理-編號 G 餐廳以及編號 H 餐廳： 

    圖7.編號G餐廳                      圖8.編號H餐廳 

表 5.受訪者能接受一個人“午餐”及“晚餐”在編號 G 餐廳以及編號 H 餐廳用餐的消費價位次數分配表 

編號G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G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編號H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H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199元(含)以下 22 4 6 0 

200到399元 47 43 27 13 

400到599元 30 42 44 32 

600元(含)以上 1 11 23 55 

總計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G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及晚餐消費價位次數

皆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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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H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消費價位次數

大致落於 400 到 599 元；晚餐消費價位次數則大致落於 600 元(含)以上。 

咖啡廳-編號 I 餐廳以及編號 J 餐廳： 

  
                            圖9.編號I餐廳                                  圖10.編號J餐廳 

表 6.受訪者能接受一個人“午餐”及“晚餐”在編號 I 餐廳以及編號 J 餐廳用餐的消費價位次數分配表 

 編號I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I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編號J餐廳 

次數分配表 

（午餐） 

編號J餐廳 

次數分配表 

（晚餐） 

199元(含)以下 10 2 15 5 

200到399元 50 29 61 43 

400到599元 35 49 21 43 

600元(含)以上 5 20 3 9 

總計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I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消費價位次數大致落

於 200 到 399 元；晚餐消費價位次數則大致落於 400 到 599 元。 

另外，由上表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編號 J 餐廳店面外觀意象之消費價位認定，午餐消費價位次數

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晚餐消費價位次數則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以及 400 到 599 元。 

最後統整午餐及晚餐之消費價位對應各個餐廳編號並分類於下表： 

表7. 午餐消費價位對應各個餐廳編號分類表 

午餐消費價位 餐廳編號 

199 元(含)以下 編號 C 餐廳 

200 到 399元 編號 A 餐廳、編號 B餐廳、編號 D 餐廳、編號 E餐廳、編號 F 餐廳、編號 G餐

廳、編號 I 餐廳、編號 J餐廳 

400 到 599 元 編號 H 餐廳 

600 元(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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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晚餐消費價位對應各個餐廳編號分類表 

晚餐消費價位  

199 元(含)以下  

200 到 399 元 編號 A 餐廳、編號 B餐廳、編號 C 餐廳、編號 D餐廳、編號 F 餐廳、編號 G餐

廳、編號 J 餐廳 

400 到 599 元 編號 E 餐廳、編號 I餐廳、編號 J 餐廳 

600 元(含)以上 編號 H 餐廳 

由分類結果得知: 

1、受訪者對於同樣店面外觀意象編號 A 餐廳、編號 B 餐廳、編號 D 餐廳、編號 F 餐廳、編號 G 餐

廳，午餐所能接受之消費價位與晚餐相同。 

2、編號 C 餐廳、編號 E 餐廳、編號 H 餐廳、編號 I 餐廳、編號 J 餐廳，午餐所能接受之消費價位

比晚餐來得低。 

3、午餐能接受之消費價位不超過 600 元(含)以上，晚餐能接受之消費價位高於 199 元(含)以下。 

4、最後不論午餐還是晚餐所能接受之消費價位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結論為「店面外觀意象」是會影響對於「消費價位」之判斷，但有時依照用餐時段不同而會有不同

程度之影響。另外，不論店面外觀意象為何，消費者對於午餐及晚餐皆有一個明顯能接受之價位區間，

並對於在「餐廳用餐」這一行為所能接受之消費價位大致落於 200 到 399 元。 

4-2 形容詞次數分析 

詢問受訪者編號 A 到 J 餐廳在 41 個形容詞中各別適合哪個形容詞並進行次數統計。茲將次數最高

之統計結果依編號 A 到 J 餐廳列於下方： 

編號 A 餐廳：個性（22%）、編號 B 餐廳：都會（31%）、編號 C 餐廳：簡潔（25%）、編號 D 餐

廳：都會（33%）、編號 E 餐廳：都會（34%）、編號 F 餐廳：自然（23%）、編號 G 餐廳：都會（28%）、

編號 H 餐廳：個性（21%）、編號 I 餐廳：個性以及都會（22%）、編號 J 餐廳：都會（28%）。 

 

五、討論 

最後將編號 A 到 J 餐廳之消費價位分類結果與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分類列於下方交叉對照表，以歸

納出店面外觀意象特徵。 

表 9. 餐廳消費價位分類結果與店面外觀意象形容詞分類交叉對照表 

 
編號

A 

編號

B 

編號

C 

編號

D 

編號

E 
 

編號

F 

編號

G 

編號

H 

編號

I 

編號

J 

199元(含)以

下 
  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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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到399元 
個性 都會 簡潔 都會 都會 自然 都會 

個性 

都會 
都會 

400到599元 
都會 個性 

個性 

都會 
都會 

600元(含)以

上 
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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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兒童跨領域食農教育教學需求-以水碓國小

為例 

薛景之*+   李傳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所 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教授 

+通訊作者: a496329@gmail.com 

 

摘  要 

近年食安風暴、糧食危機和肥胖問題逐年增加，國人擔心食物的來源與健康問題，然而想要

吃的安心，卻不知道該如何選擇，因此世界各國紛紛推動食農教育。然而，未來人們所面對的問

題多屬於跨領域，為了適應全球化的迅速發展，教育是最好的解決辦法，而跨領域教學則扮演著

關鍵角色。本研究目的為透過文獻探討彙整跨領域課程設計方針，並提出跨領域食農教

育教學的需求。藉由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教師和主任各一位，前者主要了解教學中的

現況與問題，後者則是學校教學環境現況與學童未來食農教育的期望；結果顯示，跨領

域教學可以更加拓展學童的視野與思維，科技可以幫助學童更清楚的認識農作物的狀

況，方便做更多記錄觀察，降低種植的失敗率；並且，食農教育教學內容應搭配學校課

程，需參考國小所使用之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以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自然科學領

域之內容做為設計依據。跨領域食農教育教學應提供學童探究學習、問題解決的機會和

相關知識技能深入認識的能力，引導學童學習。 

關鍵詞： 跨領域學習、學齡兒童、食農教育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飲食，是所有生命的源頭，但在黑心食品猖獗下，飲食安全受到人們的關注，然而想要吃得

安心要先懂得選擇食物，遺憾的是現代人因為習慣速食生活，大多不了解該如何挑選食材，甚至

不認識食物調理前的模樣，也不知道食物來自何方(康以琳 & 張瑋琦, 2016; 曾慶玲 & 李秀靜, 

2013)。因此，食農教育(food and farming education)之觀念開始出現，更以快速的發展影響全球。

兒童時期是學習飲食知識與發展農業興趣的重要時期，從小開始進行食農教育養成是非常重要

的事情(Lumeng, Kaplan-Sanoff, Shuman, & Kannan, 2008; 康以琳 & 張瑋琦, 2016)。而食農教育

重點，並不僅只於農業或食物，而是進行教學改革，使教育與生活結合，融合各科，具有「跨領

域」意涵(蘇碩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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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是指兩個不同領域的教師、學童或學科，在共同目標下，相互幫

助，此種方式相較單一學科的學習有更多可能、突破與創新性(郭重吉, 2008)。傳統單一領域學習

已經不足以跟上世界的變化，愈來愈多教育者嘗試設計跨領域教學。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

中也強調人文與科技跨領域結合概念，結合各科目與知識，培養學童將各領域知識融會貫通，期

望學童能越過傳統思維，為世界帶來驚喜和顛覆(教育部, 2014)。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透過文獻探討彙整本研究的跨領域課程設計方針，提出跨領域食農教育教學

的需求。 

一、 文獻回顧 

2-1 跨領域學習趨勢 

人類未來所面對的問題多屬於跨領域的層面，為了適應全球化的迅速發展，教育是最好的知

識、經濟策略，跨領域學習在現今社會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侯孟君 & 黃坤錦, 2006; 黃俊傑, 

2005)。 

將知識和思維模式整合到兩個或更多領域或已建立的領域能力，從而產生認知上的進步，如

解決問題或創造，跨領域教育是未來合作的一種進程，一旦成功實施，將會取得良好的效果(Tafa, 

Rakocevic, Mihailovic, & Milutinovic, 2011)。現實世界面臨的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和難以解決。

因此培養有能力為這些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跨領域人才非常重要(Nitschke, Minami, Hiromoto, 

Ohshima, & Sato, 2014)。 

而從多元文化教育的立場來看，跨領域是一種新時代的學習教育方式(郭禎祥, 2003)。由此

可知，跨領域最重要的好處為，廣泛吸收相關知識，避免只懂得某一領域，導致缺乏橫向知識(孫

蓉萍, 2011)。在學習過程中提升學童學習成就，並讓其學習態度轉為正向積極，吸引學童學習，

產生更多的學習動機(賈至妤, 2006)。 

2-2 學齡兒童跨領域學習需求 

跨領域學習是一個的充滿挑戰的教育方式，挑戰教師對於結合應用不同領域的教導方式，影

響跨領域學習的難度，但如果操作實施良好，跨領域學習將帶給教師與學童更寬廣的思維與解決

問題的新角度(Legrady, 2006)。 

台灣在跨領域學習上從 70 年代就一直持續推廣與發展，教育部的跨領域學習計畫「推動科

技整合計畫」，以及 2001 年的九年一貫政策都有提到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侯孟君 & 黃坤錦, 

2006)。現今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也持續強調學童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童

的學習興趣；教學不僅教知識也要重視技能與情意，學童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展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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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體驗等活動，創造與省思，增加參與互動及力行實踐的機會，擴展學童的經驗(教育部, 2014)。 

從前述可知，台灣為了培育學童成為未來社會所需之人才，教育趨勢不斷朝向「能力整合」

與「學習整合」兩大方向發展。而本研究所指之跨領域範圍為科技與食農教育。為了讓學童適應

科技的快速變化，現行的學童跨領域學習，主要為促進科技與非科技領域的互相結合，使學童達

成以下三項目的(Fruchter & Emery, 1999; 柯秋薇, 2009)： 

1. 將跨領域知識與已知理論知識相融合，並靈活運用。

2. 了解各領域專業在其之間如何相互流動以及彼此之關係。

3. 學習在合作中融合科技，創造更符合人性的產出。

2-3 學齡兒童食農教育現況

食農教育主要受 1986 年於義大利興起的「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與 1990 年代日

本開始提倡的「地產地消運動」的影響；這兩大運動以改造飲食文化為主旨，兼重農業體驗學習

與食育，改變人們的飲食觀念和健康，地區農民的農耕方式也逐漸朝向有機健康、對環境友善的

永續種植方式，另一方面也深入學校，教導學童正確的飲食習慣和提升學童對農業和環境之興趣

(康以琳 & 張瑋琦, 2016)。在台灣，食農教育的推廣內容主要源自日本政府於 2005 年制定的「食

育基本法」，以家庭、學校和地區為基礎，強調環境與體驗式學習，以學校學童為對象進行食農

相關教育(Ting, Lin, & Huang, 2016)；目的是讓人們重視國內糧食、農業、飲食習慣和食品安全問

題，提升飲食健康知識，藉以改變飲食觀念和習慣，並提高國內糧食的自給率和地方復興效率(曾

慶玲 & 李秀靜, 2013)。讓學童了解大自然與人的關係和價值態度，建立完整的健康飲食概念及

農業知識，便是現今教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我國食農教育課程包含在環境教育裡，其理念為環境教育的一環，包含著將飲食和農業教育

融入到學童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讓學童將所學的概念運用到生活中。並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將國小學習範疇劃分為七大領域，其中食農教育則為自然科學領域，而自然科學領域是從

三年級才有單獨分類，因此，本研究規劃課程對象為三年級至五年級認知發展建全之學齡兒童，

利用社團課程時間，以混齡的方式授課。藉由年齡層不同，觀看與思考角度之異同，對於學童多

面向的學習有其助益(王怡婷, 2012)。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學童跨領域學習需求、課程內容、教材與教法方向，再進一步彙整成跨領域課程

設計方針；同時，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教師和主任各一位；前者，主要瞭解教學中的現況

與問題；後者，理解學校教學環境現況與學童未來食農教育的期望。

3-1 研究場域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場域為雲林縣古坑鄉水碓國民小學，因水碓國民小學積極配合教育部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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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生態有機校園實施計畫」，以達到結合人文和科學方式保育環境資源之目標，以培養學童

永續經營的理念，努力朝向綠色小學發展；亦為農糧署「生態有機農耕教育計畫」的教育場域，

以建構學童跨領域之教學精神，教育學童健康飲食與認識土地為目標，因此，食農教育精神與理

念亦符合水碓國小之目標。 

3-2 半結構式訪談問卷 

本研究分別以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教師及主任各一位，以便熟知雙方對於現行學童的食農

教育學習現況想法。首先訪談教師，了解目前食農教育的教學問題與教學現況，訪談問項包含教

學現況、教學問題、跨領域教學看法等；接著訪談主任，調查目的為瞭解「學校環境現況」與學

校對於「未來食農教育教學期望」，訪談問項包含環境現況、環境問題、未來教學內容、跨領域

教學看法等，其詳細問項如下： 

1. 主任 

(1) 目前學童的食農教育教學環境為何？  

(2) 是否有遇到哪些問題？  

(3) 未來學校教學內容？  

(4) 如何規劃? 

(5) 對於跨領域教學的看法？ 

(6) 未來期許與目標？ 

2. 教師 

(1) 目前學童的食農教育教學方式為何？ 

(2) 教學時著重在什麼部分？ 

(3) 教學是否有遇到哪些問題? 

(4) 對於跨領域教學的看法？ 

(5) 未來期許與目標？ 

三、 結果 

4-1 跨領域課程設計方針 

本研究根據前期的文獻探討，彙整出以下的學童跨領域設計方針： 

1. 難易度適當，並具有隨機應變能力。 

2. 與學童生活經驗相結合，引起學童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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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趣味性、實用性以及易理解性。

4. 漸進式的目標，使學童逐漸增加成就感，以提升學習興趣。

4-2 半結構式訪談結果

1. 教師訪談：本階段執行於 2017 年 11 月 2 日，歸納訪談結果如下：

(1) 教學現況：由政府宣導輔助，每月一次邀請農業專家至校內指導學童和老師相關農事知識，

並搭配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授課，教學方式以傳統觀察體驗為主，繪本為輔。照顧時間則是學童

利用課餘輪流照顧或是由老師指定。

(2) 教學問題：平日學童在校時可以照顧植物，但假日時，只能請住學校附近學童至校內看顧；

此外，農作物生長易受天氣影響，使學童無法判斷澆水多寡，因而常造成植物死亡。

(3) 跨領域教學看法：教師表示，跨領域的方式可以使教學更加豐富，學童更容易判斷作物的

狀況；對於現在許多人所推動的創客運動深感興趣，可以將學童的想像實現，是教學願意嘗試的

新方向。

2. 主任訪談：本階段執行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歸納訪談結果如下：

(1) 學校環境現況與問題：現在教育部大力推動食農教育，但因為菜園小、課程時間限制以及

人力問題，只能由一個班級負責，造成其他班級只能用繪本和觀察樣本授課，無法讓孩童親自體

驗，學童的學習興趣較低；另外附近農田噴灑農藥，農作物易沾染農藥。

(2) 未來教學內容：校內農作物強調當季蔬果，並且參考翰林版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內容，

選擇菜園所種植的農作物。

(3) 跨領域教學看法：主任表示，跨領域教學是很新鮮的方式，可以讓學童藉由不同領域的技

術了解作物當下的狀況；此外，主任認為，利用科技輔助食農教育教學需要配合學童能力設計。

四、 結論

從教師的教學角度認為，現行的食農教育無法提供足夠的環境與知識給全校師生學習，現代

學童所接觸的科技與過去大相逕庭，而跨領域教學可以彌補其中問題，幫助學童知能統整，並與

學童生活經驗相互呼應；從行政角度而言，較希望食農教育可以與現有課程內容結合，避免造成

教師、行政、家長與學童相互之間衝突，而跨領域教學即是以整合各領域與為其目的之一。

跨領域教學可以更加拓展學童的視野與思維，科技可以幫助學童更清楚的認識農作物的狀

況，方便做更多記錄觀察，並可望降低種植的失敗率，並且，食農教育教學內容應搭配學校課程，

需參考國小所使用之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以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自然科學領域之內容做

為設計依據。跨領域食農教育教學應提供學童探究學習、問題解決的機會和相關知識技能深入認

識的能力，引導學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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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之預期與實際觀眾反應落差研究：以豬頭

村歷險記為例

邱致揚*      陸定邦**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 

*sunstarteth@gmail.com 

**luhdb@mail.ncku.edu.tw 

摘  要

表演活動在人們生活中佔極重要的地位，亞里斯多德提到一場戲劇結構有情節、人物、思想、語言、

音樂、景觀，而對上述提出評價的人為觀眾，在表演上常使用票房與觀眾數量來評斷，有些演出並無門

票或為公益演出，無從得知觀眾反應及演出盲點。提出此觀點後，本研究以清華閣掌中戲劇團演出之豬

頭村歷險記為例，於表演前與後進行調查，得到觀眾預期與實際反應作為分析內容，探討演出之兩者不

符處，助量化與釐清反應之因素。研究內容指出，預期與觀眾反應不符處可歸納至各種原因與各橋段，

使得劇本設計者與演出者在下此演出前，透過分析內容調整劇本，促進下次演出的改善與幫助。

關鍵詞：表演評價、量化反應、劇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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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諸多表演活動興起，帶給人們物質以外的享樂體驗，例如電影、戲劇等，在表演的過程中，

創作者必定有心中所想之觀眾反應期待，某橋段帶給觀眾相對的感覺，唯觀眾反應達到創作者所想，使

符合開發劇情橋段之期待。

1-2 研究動機

對於研究觀眾反應是否與創作者預期相同，諸多文獻並未提到相關研究，故本研究藉由反應研究，

探討在表演時觀眾反應及創作者期待，供表演者參考內容，知曉在演出過程中橋段之問題點，進以改善。

1-3 研究目的

透過觀眾預期反應及實際反應的的整理，並使用創新分析流程研究反應落差，以此方式為背景下，

本研究目的有以下兩點：

1. 藉由觀眾預期與實際的分析，提出一套表演場次間的改善策略。

2. 透過的反應分析與改善期望，使布袋戲劇團表演更符合原先期待與觀眾想望，促進傳統戲劇的科

學化。

二、文獻探討

2-1 布袋戲與表演形式

布袋戲又稱掌中戲，遍佈閩南各地，從十九世紀中葉自漳州、泉州等地傳入，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

成為台灣具代表性之表演藝術。本研究以清華閣周祐名掌中劇團為例，係屬於傳統古典之布袋戲，舞台

使用色彩斑斕之彩樓，戲偶身長約為八吋，表演時透過操偶師的操偶手法表現角色肢體與反應，再加上

分飾多角之配音師完成演出。在劇本上，清華閣表演模式為多地區巡迴演出，便於不需更換佈景及道具。

此外，近年來清華閣也嘗試創新類型布袋戲及開發新的觀賞族群。

2-2 觀眾反應調查

傳統表演在觀眾反應的調查上，常以訪談及問卷來得到資訊，兩項方式皆需要訪談者去回憶演出內

容和自身反應，結果無法當做觀眾在演出下的第一反應。近幾年迪士尼研究中心，發表一項新技術為分

解變分自編碼器（FVAE），可以在表演過程中捕捉觀眾表情，透過觀眾對於橋段反映的分析，量測是

否與預期相符，進而剪切與修改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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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以清華閣掌中戲劇團演出 - 豬頭村歷險記嘉義場為例，透過專家訪談與觀察法調查表演預期

反應，以及觀眾實際反應，其次，將兩者反應繪製成表格，並分析兩者關聯與型態，最後，將型態歸因

與整理。

圖 1. 研究流程與步驟 

3-1 預期與實際反應

3-1.1 團長預期調查

演出前，與劇團長（編劇者）進行訪談，調查其對於劇本橋段之觀眾反應預期，並分類成互動、笑

與驚訝三反應。例如：在第一個有預期之橋段，團長對於笑的反應預期程度是三，並對其進行編碼，得

到ＥＬ1（Expectation Laugh One）。 

3-1.2 觀眾實際反應調查

演出後，取得觀眾反應的方式，受限於觀眾填問卷時，對橋段反應記憶不清，故本研究選擇觀察錄

影方式，以十秒為間隔取得反應。舉例，在第一個有實際互動反應橋段，實際有十位觀眾與演出有互動，

並對其編碼，ＡＩ1（Actuality Interact One）。 

3-2 繪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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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團長預期程度以及觀眾實際反應人數放入 EXCEL 製表，並繪製必要資訊，在圖 2、圖 3、圖 4 中

可以看到在各別反應，團長預期與觀眾反應在各個橋段之關係。 

 

 

 

 

 

 

 

 

 

 

 

圖 2. 互動預期與實際反應 

 

圖 3. 笑的預期與實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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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驚訝的預期與實際反應 

3-3 型態分類 

為更進一步分析，將團長預期及觀眾反應分為四大類如圖 5： 

 

3-3.1 團長預期反應與觀眾實際反應相似（Ａ≒Ｂ） 

  理想情況，可以多學習造成該反應原因。 

 

3-3.2 團長預期與觀眾實際反應不相等（Ａ＞Ｂ） 

  此情況有可能為團長預期大於實際反應，研究沒有達到該預期反應原因，稍

修正該劇本。或團長預期小於實際反應，可以學習得到造成該反應的原因。 

 

3-3.3 只有團長預期或者只有觀眾實際反應（Ａ only） 

  此情況有可能為只有團長預期，研究完全沒有反應之原因，及大幅修改該劇

本橋段，或只有觀眾實際反應，調查與學習該橋段造成沒有預期反應之原因。 

 

3-3.4 團長預期與觀眾實際反應發生時間點不一致（Ａ→Ｂ） 

  此情況有可能是團長預期發生快於觀眾反應，也許是觀眾需要一些時間反應

該內容，可以稍微修改該劇本，讓觀眾容易反應，或團長預期慢於觀眾反應，有可能

是團長預期與實際反應為不同的獨立事件。 

690



圖 5. 預期與實際反應型態分類 

3-4 不同型態究因

針對只有團長預期的型態去探究，藉由觀看錄影片段，及分析觀眾訪談內容，歸納以下四項問題點：

3-4.1 戲偶或道具傳達不明顯

因道具或場地的限制，致觀眾在觀賞演出時，無法了解到布偶想要傳達的劇情。

例如橋段ＥＬ3，角色神奇大師專注於滑手機踩到主角們而跌倒，因布偶及手機太小，

難於傳達此訊息給觀眾。 

3-4.2 劇情解釋太過冗長

此演出的觀眾一部分為小朋友，為完整傳達劇情給觀眾了解，有時演出內容會有

較大的橋段去說明。例如橋段ＥＬ5，角色神奇大師在介紹給主角們劇情背景時，小朋

友偶爾發出其他非笑與驚訝聲音，無專注在演出，致團長想要的預期內容無法達到。 

3-4.3 台語內容無法傳達

劇本內容中，過深的台語台詞觀眾會無法了解。如橋段ＥＬ10，龜狗長老說自己

是“膨風龜“，觀眾可能不曉得“膨風”的意思是吹牛，導致觀眾無預期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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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表演內容無法使觀眾了解 

此演出的觀眾一部分為小朋友，有些場景使用元素讓觀眾不明白。例如橋段ＥＳ2，使用零與壹來

表達角色們進入資訊世界，預期達到觀眾有驚訝反應，實際上則無。 

 

針對只有觀眾實際反應的型態去探究，藉由觀看錄影片段，歸納出以下四項學習點： 

3-4.5 旁白做活戲與小朋友得到的互動 

因傳統布袋戲由一人飾演旁白，同時調控著實際表演的節奏。演出過程中旁白臨時將與小朋友問答

加入劇情，得到觀眾的互動，稱為”做活戲”。例如橋段ＡＩ2，主角們詢問台下的小朋友，自己是否

跟劇中角色一樣滑手機，致使產生沒有預期互動。 

 

3-4.6 旁白做活戲與觀眾問答而無回應 

在做活戲與觀眾問答的過程中，因觀眾無意會到台上布偶與正在與自己對話，得到的笑聲反應。例

如橋段ＡＬ1，主角小泥鰍第一次詢問台下小朋友問題，小朋友並無回答反應，至其他觀眾有實際的笑

聲。 

 

3-4.7 布偶觀眾做到觀眾預期以外的事 

受限於布偶，觀眾驚嘆於看到布偶做出預期外的劇情或動作。例如橋段ＡＳ2，角色小泥鰍和龜狗

長老比賽吹氣球，因觀眾無預期戲偶可以做到，產生無預期的驚訝。 

 

3-4.8 布偶角色使讓自己出糗 

劇情中如有角色使自己出糗，觀眾容易有笑聲反應。例如橋段ＡＬ3，角色神奇大師旋轉並丟寶貝

球使自己暈倒，達到無預期的小朋友笑聲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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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觀眾預期與實際落差探討，可以發現對僅預期反應進行原因歸納後，得到戲劇旁白、道

具及戲偶、劇情節奏、觀眾理解等四項，大部分集中在戲偶及道具傳達不明顯。而僅實際反應原因則歸

納至戲劇旁白、道具及戲偶、劇情，集中在旁白與觀眾互動上，也就是做活戲。此外，反應落差多數集

中在表演演出前半段，在改善劇本上可以針對該部分內容，增進達到觀眾預期反應的效率。對此，本研

究對豬頭村歷險記提出五幾項建議：

對於道具與布偶之設計，可以在事前進行場地及觀眾距離之考量，達到預期之效果。

對於年齡層較小的觀眾，劇情精簡可以使更投入到劇情中，以及更淺顯易懂的道具與橋段

旁白可以適時利用與觀眾對話達到互動之效果，善用布袋戲之做活戲特性。

設計傳統布袋戲中，超乎觀眾預期之橋段，有助於吸引觀眾目光。

對於年齡層較小的觀眾，使用角色出糗之劇情容易使觀眾達到預期反應。

劇團可透過此設計策略，針對各落差與橋段進行改善，期望提出改善劇本後，減少預期與實際的落

差，達到演出初始的預期。未來可以將此落差研究，應用到各形式的表演演出，給與演出者進行參考和

調整，期待給予表演藝術的發展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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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演出劇本到觀眾意見之分析圖表研發

—以布袋戲為例 

張力仁* 陸定邦**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 

*todayness@gmail.com.tw 

**Luhlab@mail.ncku.edu.tw 

摘  要

    布袋戲是台灣傳統文藝表演戲偶之一，於十九世紀由中國傳至台灣，有著悠久的歷史，

其中蘊含著傳統文化與藝術意涵，在台灣結合不同地區的在地文化風情，展現出多元的風貌。

在經過國內外文獻搜索發現，鮮少有劇本與觀眾的相關研究，以往的布袋戲觀眾調查主

要聚焦於劇本內容的問卷調查，只能了解到觀眾性別年齡的分布與表演的滿意程度，並不知道其

中劇本的編排與觀眾反應的程度。因此期望透過觀眾研究配合參與式觀察法及問卷調查與深度

訪談，來研發劇本到觀眾意見之分析圖表。透過研究來了解劇本的製作與表演時觀眾反應之間的

關係，認識劇本內容，了解各個橋段，經過觀眾反應的量測，在這時間下完成的表演，得知他們

的反應，於表演結束後再進行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把劇本內容、觀眾反應和訪談內容結合一起

製表，期望對未來的劇本製作者，在劇本演出後，立即的看出劇本的編排是否有達到預期的觀眾

反應。

關鍵詞 : 布袋戲、觀眾研究、參與式觀察法、問卷調查、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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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的傳表演藝術，以布袋戲最具代表性，歷經 200 餘年的傳承與創新，具有濃厚文化

內涵與台灣地域特性的傳統表演藝術之一(廖淑蓉，2012)，隨著時代的變遷布袋戲的演出也有了

轉變，不再是以往學者們分別認為的傳統古典布袋戲與金光布袋戲(葉嘉中，2015)，更是可以結

合時事與教育意涵來做劇本編排來演出，來展現多元文化的風貌，迎合更多的觀眾。 

    早期的布袋戲劇本的研究者，大多將注意力放在布袋戲的本事(story)、主題意識、思想

(though) 、或情節(plot)(陳龍延，2011) 

    觀眾研究是博物館觀眾開發的基礎，博物館有必要了解觀眾以及他們的喜好和厭惡的事

物(Falk，1998)，在觀眾研究的專業領域中，「研究」(research)與「評量」(evaluation)是時常被討

論的議題(劉婉珍，2008)，由此可知演出劇本到觀眾意見研究是相關重要的。 

 

二、圖表研發程序步驟 

 

2-1 圖表研發前置作業 

    與台南當地清華閣周祐名掌中劇團合作，在劇團演出「豬頭村歷險記」的同時進行觀眾

觀察錄影，於表演結束時進行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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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劇本與觀眾反應圖 

 

圖 1.劇本與觀眾反應圖 

 

    劇本與觀眾反應圖是為了要了解觀眾和劇本預期和實際的反應與落差，依序透過以下的

方法與 4 個程序。主圖表可以概分為五個部分，首先中間是表演的時間軸，以 10 秒鐘為一個單

位，最左邊是劇本和橋段，介於時間軸中間的是聲音反應，另一邊則是表情反應，最右邊是經過

深度訪談之後的觀眾意見與回饋，從觀眾反應圖中可了解實際反應與劇本橋段訪談內容相互的

關係，詳細的方法與程序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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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程序一 : 設定時間軸

    設定紀錄時間的長短為本實驗最重要的部分，以不設限長短只按照劇情的發展作間隔，

會變成必須去完全配合劇情的內容才能做判斷，焦點會放在內容上，而且每一個橋段發展的長度

不一，什麼地方會有形成反應的點，有時候會很長才出現有時候會很短才出現，且橋段內的內容

要在去做細分很難分段，每句對話的句數長短不一，基本上都是依據對話來作分段，所以本研究

以固定時間的長度來做判斷。

情緒被描述為針對內部或外部的重要事件所產生的突發反應，一個主體對事件的反應，

情緒持續時間很短(Elanie，2008)。如果時間過短，會因為他還沒發展主軸而導致無反應，如果時

間過長則會發生多次的反應，故本實驗取 10 秒作為依據。 

    錄影該場次的表演(包含聲音跟影像) 記錄下來的影片以每 10 秒為一個間隔做排序，所

有的內容都是以時間軸作為基準，由此可以計算每次波峰與波峰之間的時間間隔，來了解到橋段

的鋪成需要多長的時間。

    劇本的一個橋段是 7~9 分鐘，平均是 8 分鐘，以 10 秒鐘為一個單位，會有 8x6=48 個

紀錄項，頻次較高，更接近百分比(每 10 秒約 2%左右)。 

2-4 程序二 : 紀錄觀眾反應

    紀錄觀眾聲音反應、表情反應，測量分法以人工的方式聽聲音及觀察臉部表情，當兩者

混在一起很容易被我們感官趨向某一端，因為有時候聽聲音時他表情沒有多大的變化，又或者是

臉部有表情反應但無聲應反應，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混淆出現，把它獨立出來，因此將他細分為兩

項。

第一項為觀眾聲音反應

第二項為觀眾表情反應

2-4.1 第一項 : 觀眾聲音反應紀錄方法

   本研究限制因環境音效的關係，分貝器會接收到不必要的雜訊，在計算會有誤差，但我

們的人耳可以分辨出來，所以採用人工的方式觀看錄影檔來做判斷，爾後如果有更好的分貝器，

筆者會直接採用分貝器上的數據，將 10 秒鐘內收集到所有的分貝值除以 10 來做計算。 

    以 10 秒鐘為一個單位紀錄，取該場次觀眾反應最大值(音量)作為依據，強度分成 4 個

等級，0 為無聲，1 為小聲 2 為中聲，3 為大聲。 

依據研究團隊的成員做事前的校對，利用三位評測人員分別對同一場做測試，首先聽錄

音檔約 10 分鐘，無聲的值為 0，和最高峰的 3，在往下區分 1 與 2，找到大家對聲音大小的一致

性，定出共識。

完成紀錄工作之後，再將 3 位評測人員對各個時間點的評分進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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𝜇𝜇𝑣𝑣 =
∑ 𝑥𝑥𝑖𝑖

𝑛𝑛
𝑛𝑛
𝑖𝑖=1

最大聲音強度
× 100%  

 

 

 

表 1.評測時間點範例 
 

評測員 1 評測員 2 評測員 3 

00:23:10~00:23:20 1 2 2 

 

55.5%(𝜇𝜇𝑑𝑑) =
1+2+2

3
3

× 100%  
 

    再將所有𝜇𝜇𝑣𝑣值匯入 Excle 做成表格，表格名稱為 : 觀眾聲音反應圖 

橫軸為時間(10 秒為一個間隔)，縱軸為強度百分比做成折線圖來表示，線條顏色為藍色作為區分，

放置在時間軸的左側。 

 

 

圖 2.觀眾聲音反應折線圖 

 

2-4.2 第二項 : 觀眾表情反應紀錄方法 

    在此迪士尼(Disney)研發表情監測系統，用 AI 捕捉觀眾看電影時的情緒，電影製作人需

要去瞭解觀眾的喜好和反應，才能知道觀眾對電影的真實評價，為此，加州理工學院和迪士尼研

n = 評測員人數 

i = 第幾號評測員 

𝑥𝑥𝑖𝑖 = 第 i 為評測人員在該時間點上的紀錄值 

𝜇𝜇𝑣𝑣 = 該時間點之平均數值之聲音強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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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合作開發了一套神經網路系統，能夠追蹤觀眾的面部表情，來預測和瞭解觀眾對電影的反應。

這套系統使用了一種名為分解式變數自動編碼技術（factorized variational autoencoder）據研發團

隊介紹，該技術相比目前的方法，能夠更好地捕捉複雜的事物，比如動態的面部表情。該研發團

隊通過 150 部迪士尼電影來收集大量的觀眾面部資料（在播放迪士尼電影的影院通過紅外高保

真攝像機捕捉每個人面部和動作），並把這些生成的資料（1600 萬左右個資料點）饋送到神經

網路進行訓練，目前還智慧預測笑容類表情，驚恐、哭泣等面部表情暫時還不能預測。

此技術尚未成熟，主要原因是臉部表情太過於複雜，本研究團也缺乏精確的儀器，故採

用傳統人工的方式來做記錄，以 10 秒鐘為一個範圍之內，觀測到受測者有表情情緒的改變之後，

把受測者做兩張圖片的前後比較(圖 3.圖 4.)，算觀測到的受測者人數與全部受測者的比例。 

    表情反應紀錄的依據七種基本情緒臉部表情：哀傷 (sadness)、生氣 (anger)、驚訝 

(surprise)、害怕 (fear)、嫌惡 (disgust)、輕蔑 (contempt)和愉快 (happiness)(Ekman，2004)。 

    觀眾表情反應，表情只針對目標受測者，共 14 個人(圖 2.)為我們的主要判斷，以 10 秒

鐘為一個單位紀錄，取 10 秒內觀眾反應人數最大值作為依據，並由三位評測人員以人工的方式

來進行觀察，紀錄、評分。

圖 2.目標受測者 14 名(黃圈) 

圖 3.受測者無表情反應(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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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受測者有表情反應(紅圈) 

 

    所有的情緒臉部表情紀錄的範圍內，紀錄值是以單位人數來計算 0~14 個共 15 個數值，

0 為無人有臉部表情反應，1 為一人有臉部表情反應，2 為二人有臉部表情反應，3 為三人有臉部

表情反應……以此類推，並將三位評測人員紀錄之結果進行平均。 

 

 

𝜇𝜇𝑒𝑒 =
∑ 𝑥𝑥𝑖𝑖

𝑛𝑛
𝑛𝑛
𝑖𝑖=1

受測總人數
× 100% 

 

 

    再將數值𝜇𝜇𝑒𝑒匯入 Excle 做成表格表格名稱為 : 觀眾表情反應圖 

橫軸為時間(10 秒為一個間隔)，縱軸為表情人數百分比，做成折線圖來表示，線條顏色為橘色作

為區分，放置在時間軸的右側。 

 

 

圖 2.觀眾表情反應折線圖 

n = 評測員人數 

i = 第幾號評測員 

𝑥𝑥𝑖𝑖 = 第 i 為評測人員在該時間點上的紀錄值 

𝜇𝜇𝑒𝑒 = 該時間點之平均數值之表情強度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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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程序三 : 劇本與橋段 

    以團長提供劇本，劇本對話內容與 8 個橋段，配合(時間軸)做編排，以代號表示，劇本

對照(場次/動作/台詞/頁數)，放置最左側。 

8 個橋段： 

001 房間裡 

002 手機世界 

003 自拍點 

004 歸狗長老 

005 朱博士家 

006 最後對決 

007 回到房間裡 

008 團長主持 

 

範例 : 006/09/06/P15(第 6 場次/第 9 個動作/第 6 句台詞/第 15 頁)  

2-6 程序四 : 觀眾訪談與回饋 

    觀眾訪談對照劇本內容做編排，本團隊於表演完之後到附近的餐廳，進行 2 小時的一對

一深度訪談，收集精確的訪談資料，本場次的總人數為 101 人，其中包含 51 個小孩、50 大人，

樣本數為 15 人，觀眾訪談以代號來表示，觀眾訪談內容 : (觀眾編號[M 男性,F 女性,A 成人,C 小

孩/年齡]/訪談內容) 放置最右側。 

範例 : (MA38/因為傳統布袋戲就是一直在後面，那團長走出來，其實我覺得兼主持人的那

種感覺很新奇。) 

範例 : (FC11/戲偶動作還蠻酷的，尤其是兩個在對打的時候；小泥鰍跟小萬被吸進去那個手

機世界裡面的那個特效跟動作。) 

 

三、圖表應用與建議 

 

    為了清楚地比對反應相互的關係，結合觀眾聲音反應折線圖和觀眾表情反應折線圖，轉

化成縱軸為時間序橫軸為紀錄的反應百分比接合在一起，如此可從圖表中計算每次波峰與波峰

之間的時間間隔，來了解到橋段的鋪成需要多長的時間。觀察圖表中波峰百分比最高的部分，對

應到最左邊的劇本與橋段，就可以知道哪部分是最後受觀眾喜愛歡迎的，再到最右邊對應到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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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及回饋，針對重要的部分進行改進，快速的了解到各項對應的資訊，對未來劇團演出結束

時，事後跟改劇本與編排提供顯著的效益，對此圖表也可應用於相同類型劇本演出上。

假如有準確的的分貝紀錄器和迪士尼(Disney)研發表情監測系統，即時的轉

換成數據再藉由列表機列印，再配合語音轉換系統將訪談的觀眾意見及回饋，

記錄在對應的時間點上，未來希望可以做到將所有所要的內容整合到同一部機

器上，快速的完成我們所需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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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昔的視覺色彩評價研究 

林旻樺*   林家華**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earthtree218@gmail.com

摘  要

近幾年，許多創意飲品蓬勃發展或是以食物質地變化提供消費者視覺感受與滿足，企圖顛覆過去人們

對於食物型態之想法。在社群軟體亦出現各種多彩食物之影像，在這之中果昔(Smootheis)分別以飽和、多

層次色彩或是渲染的方式之視覺呈現，成功引起話題性。本研究將以果昔作為研究目標，探討消費者對於

果昔色彩變化下之視覺感受。研究結果發現如下:(1)綠色果昔帶給消費者具有健康價值；橘色果昔在

消費者眼中是最具視覺吸引力及色彩喜好度為最高；紫色果昔能使消費者感受到果肉綿密濃稠

感；薰衣草色果昔具瞬間視覺吸引力及具期待感、驚喜感。(2)男性女性之消費者對於果昔色彩

之變化下的視覺感受是沒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色彩理論、食物設計、果昔

一、研究背景

1-1 研究動機

消費者在飲食習慣上日漸趨向選擇健康、無添加加工物的天然飲食方式， Global Industry Analysts,

Inc.表示果昔市場規模有 90 億價值。果昔(smoothie)此種飲品已經在國外盛行多年，其主要成分以水果、

無糖優格、蔬菜為主，清爽酸甜無負擔的滋味也成為國外健身與運動者運動完後最受歡迎飲品之一

(Collins,2014)。近期台灣由於高馬力果汁機、榨汁機的健康產品逐漸盛行，其可見度愈來愈高，果昔能在

緊湊之都市生活中以高效率之形式攝取不足的蔬果量，此外許多歐美知名人士也多次被雜誌拍到飲用蔬

果昔之照片，或是公開自製健康蔬果昔食譜，引起民眾學習模仿。

在食力 Food NEXT 網頁中(http://www.foodnext.net)說明 2017 食物充滿繽紛彩紅色外表，衝擊消費者

對於視覺吸引力，2018 飲食趨勢出現了-黑色食物，在食物中加入了活性碳（activated charcoal）元素，

麥當勞更趁勢推出黑色漢堡，顛覆過去人們對於食物型態之想法。在社群軟體亦出現各種多彩食物之影

像，在這之中果昔分別以飽和、多層次色彩或是渲染的方式之視覺呈現，成功引起話題性，吸引消費者

拍照上傳炫耀，也為相關業者帶來可觀銷售量及話題性。

色彩認知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知覺感受，但依色彩於不同事物上所產生之情感連結，依照人類大腦複

雜運作下，會產出不同的理解行為。食物色彩與味覺的關係，逐漸受到人們重視，色彩對於促進食慾是

無庸置疑的(盧瑩娣,2005)。果昔主要呈現的色彩效果變化多元繽紛，吸引消費者目光，在這背景之下，

促使人思考果昔的色彩變化，是否對於購買者在購買時產生情感反應，依據不同果昔色彩變化，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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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又是如何呢?果昔市場日漸蓬勃發展之情況下，本研究主要以果昔色彩為實驗因素，探討果昔色彩

視覺評價為何，給予未來飲品市場或相關食品設計開發之參考依據。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消費者對於果昔色彩之情感感受變化，將果昔分類為單色及雙色製作成刺激物樣

本，調查消費者對於果昔色彩變化下情感之差異做後續討論，分述如下 1.調查市售果昔店家銷售情況，

說明該地區消費者特性；1.調查單色與雙色之果昔對於消費者之情感感受 2.分析單色與雙色之果昔之視

覺情感異同，研究結果將作為未來食物產品開發或是食物設計之參考依據。 

 

二、文獻探討 

2-1 色彩理論 

根據國際照明委員會 CI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el’Eclairage) 對於色彩定義有兩個說法，其一

為:「物理色是色彩是對色刺激的規範，例如，色刺激的三色值(tristimulus values)。」另外一說為:「知覺

色，是在視覺認知中，任何有色彩與無色彩之組合；而有色彩指的是黃色、橙色、棕色、紅色、粉紅色、

綠色、藍色、紫色等，無彩色則是白色、灰色、黑色等。這些色彩可再與明亮的、暗的、淺的、深的等

修飾詞作結合，提供色彩闡述。」(CIE，1987)，由此可說明人會以熟悉語言闡述對於色彩之認知，並結

合色名及相關色名之修飾詞更精闢描述其色彩，而本研究亦使用色名作為研究樣本之分類依據。 

Kelly &Judd(1955)發展出通用色彩語言(The Universal Color Language，簡稱 UCL)，將色彩分為第一

階段-色名描述及第二階段-數值描述，階段越高代表色彩描述越精確。第一階段為一般人較熟悉描述色

彩的方式，在此階段中包含三個層級的色彩描述形式，如表 1。 

 

表 1通用色彩語言架構 

 第一階段:色名命名 

色彩層級 層級1 層級2 層級三 

色彩數量 13 29 267 

色彩描述 基本色名(下圖圈選

之色名) 

基本色名加基本

色名 

基本色名加基本

色名加修飾詞 

範例 棕色(Brown) 黃棕色 淡黃綠色 

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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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 表色系為屬於上述 Kelly&Judd(1955)提出的第二階段-數值描述中最為精密之色彩描述方式，以

XYZ 值來表示色彩，又稱為 XYZ 表色系，CIE 表色系於 1931 年被國際照明委員會(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clairage，簡稱 CIE)所推廣，常用來描述人眼可見的所有顏色的完備的色彩模型，是一個

符合數學三度空間的色彩系統。如圖 1，L*表示明度(lightness)，分別由白至黑範圍介於 0~100；a*表示

紅綠軸線，正 a*為紅色，負 a*為綠色；b*表示藍黃軸線，正 b*為黃色，負*為藍色。C*ab(Chroma)代表

彩度，以座標中心為原點，數字越大即代表彩度越高。Hab(hue)可描述為色相角度，紅色(正 a*)為坐標軸

的 0°，依序為黃色、綠色及藍色對應角度為 90°、180°及 270°。 

 (a)  (b) 

2-2 食物設計

食物設計(Food Design)自 1997 年就逐漸在歐洲逐漸崛起，食物不再只是作為食用的產品，各界設計

師紛紛以食物作為訊息媒介，並結合專業領域技能，應用於藝術、建築、平面等範疇中，將食品製造的

過程以「再設計」之角度，探討食物與食物、食物與人、食物與社會文化之間連結。

對於食物設計的範疇，Francesca Zampollo(2016)歸納出六大領域，分別為為食物而設計(Design For 

Food)、用食物來設計(Design With Food)、關於食物的設計(Design About Food)、食品設計(Food Product 

Deisgn)、食的空間設計(Food Space Design)、吃的設計( Eating Design)，以下逐點略述:1.為食物而設計

(Design For Food): 目的在於製作食物時所需的輔助工具，或是在用餐的過程或是烹飪過程中，為了讓整

體過程更簡便順暢之工具。2.用食物來設計(Design With Food):以食物作為設計為創作關鍵，傳達設計師

的想傳達的理念與想法。例如: Ferran Adrià 的分子料理 3.關於食物的設計(Design About Food): 設計的方

式來自於對食物的聯想與啟發，或是有關食物議題的啟發所設計出的產品，是不可食的。4.食品設計(Food 

Product Deisgn):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所碰觸到具有包裝的食品，以各種造型、各種形式出現在我們眼前，

透過實驗了解食品的顏色、脆度、香氣、口感等，最能吸引消費者購買再購買。例如:波浪般的洋芋片等。

5.食的空間設計(Food Space Design): 即是在用餐的空間與情境，吃飯的場域不只是在飯桌上、客廳，也

可能是在草原上，塑造全新的用餐氛圍。6.吃的設計(Eating Design):探討吃的行為與動作，荷蘭設計師

Marije Vogelzang 認為食物本身是最自然最美的呈現，對於設計師而言，因著重在「人與食物的互動」，

例如:人類在吃的過程、食材的準備過程、人與人之間用餐氛圍，並從從「感官、文化、社會、大自然、

科學、心理學、科技、行動」八個面向來發展食的互動設計。在近幾年，食物設計師 Zampollo(2016)蒐集

許多設計師對於食物設計一詞，提出不同的見解，如表 2 以下列述:

表 2食物設計定義 

學者 食物設計之定義 

Marije Vogelzang 

(2008) 

食物本身是可食用的信息載體，傳遞著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

思考與行為模式更包含了文化議題；食物本身代表著文化，

圖 1CIELAB (1987、1931) (a)色彩空間示意圖、(b)CIE 色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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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是各種風俗習慣、制度、思維、儀式以及人類活動的

總和。 

Martí Guixé(2016) 
食品設計是食物的設計，目的在於整合人類的思想、感知、

情境、儀式、執行與消費的設計。 

Francesca Zampollo 

(2016) 

食物設計簡單來說，是食物與設計之間的連結，設計是創新

產品的過程、服務系統，而在食物設計的設計過程中包括:生

產、獲得、保存、運輸到製作、展示、消費與處理。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瞭果昔色彩變化對於消費者視覺評價之影響，如表 3，首先以田野調查法蒐集果昔色彩樣

本，再進行果昔色彩視覺感受評價問卷，藉此找出不同果昔色彩的視覺感受差異。  

表 3本研究之實驗方法概述 

目的 方法 受測者 

果昔色彩視覺感受評

價問卷 

以6杯雙色果昔為樣本，讓受測者進

行果昔色彩視覺感受評價 
39位 

3-2 實驗設計 

1. 實驗方法與樣本蒐集 

實驗依據田野調查法，紀錄台北地區與美國-洛杉磯、紐約及舊金山等地於 Google 地圖中出現評價

4 分以上較為知名之果昔專賣店以及詢問該店銷售第一之果昔，台北地區總計調查 7 家果昔店，美國地

區總計調查 11家，並記錄於附錄一。實驗中果昔色彩樣本之選擇:將田野調查出現的果昔色彩以 Rich(1977)

對於色名結構中之基礎-基本色名中的有彩色進行挑色。並利用 Photoshop 工具選取”平均”製作單色果

昔色彩樣本，及 CIElab 色彩系統進行色彩紀錄。依據上述的挑色原則，挑選出最能代表其基本色名之果

昔色彩，最後挑選出 6 色作為單色果昔樣本，為綠色、棕色、橘色、粉紅色、紫色(Purple)及紫色(violet)，

而其各色色彩樣本之 CIELab 數據，如表 4。 

表 4 色彩樣本數值紀錄 

色名(簡稱) 綠(GR) 棕(BR) 橘(OR) 粉紅(PK) 紫(PR) 薰衣草(VL) 

圖示 

      

(L*,a*,b*) 

數值 
(50,-12,44) (51,11,7) (68,25,14) (67,35,-4) (46,22,-16) (54,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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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果昔樣本匯入 iPad Mini 螢幕顯示中央，螢幕解析度為 2048x1536 pixels，每一個果昔樣本實際於

螢幕畫面大小為 8x5.5 cm，螢幕圖像為白底其 RGB 數值為(255,255,255)。實驗問項依據田野調查之果昔

店家，蒐集其描述果昔之語句並萃取林旻樺(2017)對於果昔色彩情感感受之語彙進行實驗問項製作，如表

5。 

表 5 實驗問項 

問項 

A1.這個果昔顏色繽紛，具瞬間視覺吸引力 

A2.此果昔色彩的喜好度 

A3.覺得聞起來有水果的香氣 

A4.在社群網路看到這杯果昔，會想喝喝看 

B5.具有健康價值，能補充營養並提升免疫力 

B6.具天然與新鮮度，飲用能感到清爽無負擔 

B7.具有排便順暢效用 

B8.具瘦身效用 

B9.內容物具真實性，感受到果肉綿密濃稠感 

B10.是甜而美味的口感 

B11.是酸甜的滋味 

B12.降低攝取不健康食物的渴望 

B13.能使身心愉悅感增加 

B14.具有飽足感可以取代正餐 

C15.個人獨特形象提升 

C16.具期待感與驚喜感 

C17.滿足個人生理及心理需求 

C18.懷念跟朋友一起買果昔、拍照留作紀念的時候 

C19.街上拿著這杯會受人關注是新潮、時尚的 

2. 實驗受測者與環境 

實驗以紙本問卷搭配單一一台 iPad Mini 平板以 120 度角呈現色彩樣本，iPad Mini 白點的光照度為

289 cd/m2，色溫為 6811K。進行問卷調查環境設定為不受太陽光直射之開放空間，採用自然光源下進行

實驗，受訪時間設定為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30 日之間，介於早上 10 點至下午 2 點之間。受測者與

實驗環境相關位置如圖，每位受測者在進行實驗問卷前先使用 X-rite i1 Display Pro 進行環境照度及色溫

量測。受訪環境照度介於 3276~5743lux 之間，平均照度 4430lux，環境色溫介於 4755~5327K 之間，平均

色溫為 5065K。實驗過程約耗時 10-15 分鐘。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果昔色彩視覺評價 

實驗時間為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24 日，總計蒐集 39 份有效問卷，男生為 18 位，女性為 21 位。

受測者年齡皆為 21-30 歲，符合在田野調查受訪 Boost Juice 公司中，提及飲用果昔主要族群之年齡為

18~40 歲，Jamba Juice 果昔店則是年齡層主要以 25~45 歲為主要消費族群。針對受測者對於果昔色彩視

覺評價之感受，如圖 3，以果昔色彩為選取基準，以各問項中選取平均值達 1.2 以上與最低平均數做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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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而問項間之標準差介於 0.3~0.6 間。 

各果昔色彩之視覺感受，如圖 2，以下列點分數: 1.綠色果昔:在問項中「具有排便順暢效用」平均值

達 1.5、「具有健康價值，能補充營養並提升免疫力」平均值達 1.4 及「具天然與新鮮度，飲用能感到清

爽無負擔」平均值達 1.2，而「是甜而美味的口感」為平均值最低之問項為-0.6，顯示消費者對於綠色果

昔視覺感受以具健康價值、排便順暢及飲用時能感到清爽無負擔為主要感受。2.棕色果昔:在問項中「具

有排便順暢效用」為最高平均值達 0.7。而「覺得聞起來有水果之香氣」為平均值最低之問項為-1.7，顯

示棕色果昔在消費者視覺感受中具有排便功效但無法自視覺上聯想到水果香氣。3.橘色果昔:在問項中「這

個果昔顏色繽紛，具瞬間視覺吸引力」平均值為 1.7、「覺得聞起來有水果的香氣」平均值為 1.6、「此

果昔色彩的喜好度」平均值為 1.5、「在社群網路看到這杯果昔、會想喝喝看」平均值為 1.3、「是甜而

美味的口感」平均值為 1.3、「能使身心愉悅感增加」平均值為 1.3、「懷念跟朋友一起買果昔、拍照留

作紀念的拍照留作紀念的時候」平均值為 1.2、「街上拿著這杯會受人關注是新潮、時尚的」平均值為 1.2，

而「具瘦身效果」及「具有飽足感可以取代正餐」平均值為-0.2。4.粉紅色果昔:在問項中「這個果昔顏色

繽紛，具瞬間視覺吸引力」平均值為 1.6、「覺得聞起來有水果之香氣」平均值為 1.4、「是甜而美味的

口感」平均值為 1.3 及「能使身心愉悅感增加」平均值為 1.2，而「降低攝取不健康食物的渴望」之問項

中平均值為-0.2 為最低。5.紫色果昔: 問項中「內容物具真實性，感受到果肉綿密濃稠感」平均值為 1.2，

而「此果昔色彩的喜好度」及「懷念跟朋友一起買果昔、拍照留作紀念的拍照留作紀念的時候」平均值

0.1 皆為最低。6.薰衣草色果昔: 在問項中「這個果昔顏色繽紛，具瞬間視覺吸引力」及「具期待感與驚

喜感」平均值皆為 1.2，而「具有飽足感可以取代正餐」平均值為-0.5 最低。 

圖 2 果昔色彩視覺評價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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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覺感受問卷之問項為分析基準，探究各選項間其平均數最高者，如圖 6。總體而言，橘色果昔為

消費者接受度最高之果昔色彩，其具顏色瞬間吸引力、能藉由圖片聯想至水果之香氣、最能促使消費者

想購買嘗試及身心愉悅感增加等。綠色果昔帶給消費者具有健康價值具提升免疫力之效用、天然具清爽

新鮮度之特質、排便順暢及瘦身果效。紫色果昔能使消費者感受果內容物之真實性、果肉之綿密濃稠感

及降低攝取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而粉紅色在口感上給予消費者之體驗可以是甜而美味之口感亦能是酸甜

滋味。 

表 6果昔色彩之平均值 

問項 果昔色彩 平均數 

A1.這個果昔顏色繽紛，具瞬間視覺吸引力 橘色 1.7 

A2.此果昔色彩的喜好度 橘色 1.5 

A3.覺得聞起來有水果的香氣 橘色 1.6 

A4.在社群網路看到這杯果昔，會想喝喝看 橘色 1.3 

B5.具有健康價值，能補充營養並提升免疫力 綠色 1.4 

B6.具天然與新鮮度，飲用能感到清爽無負擔 綠色 1.2 

B7.具有排便順暢效用 綠色 1.5 

B8.具瘦身效用 綠色 0.9 

B9.內容物具真實性，感受到果肉綿密濃稠感 紫色 1.2 

B10.是甜而美味的口感 橘色、粉紅色 1.3 

B11.是酸甜的滋味 橘色、粉紅色 1.1 

B12.降低攝取不健康食物的渴望 紫色 0.4 

B13.能使身心愉悅感增加 橘色 1.3 

B14.具有飽足感可以取代正餐 紫色 0.5 

C15.個人獨特形象提升 橘色 0.9 

C16.具期待感與驚喜感 薰衣草色 1.2 

C17.滿足個人生理及心理需求 橘色、粉紅色 1.0 

C18.懷念跟朋友一起買果昔、拍照留作紀念的時候 橘色 1.2 

C19.街上拿著這杯會受人關注是新潮、時尚的 橘色 1.2 

 

本研究亦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探討性別差異對於果昔色彩是否具影響，如表 7，綠色

果昔 F 值為 0.404(p=.534>.05)，棕色果昔 F 值為 0.405(p=.533>.05)，橘色果昔 F 值為 0.344(p=.565>.05)，

粉紅色果昔 F 值為 0.060(p=0.809>.05)，紫色果昔 F 值為 3.339(p=.085>.05)及薰衣草色果昔 F 值為

1.077(p=.314>.05)，皆沒有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性別對於果昔色彩變化是無差異的。 

表 7性別於果昔色彩變化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綠色 

果昔 

組間 .166 1 .166 .404 .534 

組內 7.005 17 .412   

總和 7.172 18    

棕色 

果昔 

組間 .148 1 .148 .405 .533 

組內 6.196 17 .364   
總和 6.344 18    

橘色 

果昔 

組間 .136 1 .136 .344 .565 

組內 6.730 17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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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6.866 18 

粉色 

果昔 

組間 .020 1 .020 .060 .809 

組內 5.781 17 .340 

總和 5.801 18 

紫色 

果昔 

組間 .303 1 .303 3.339 .085 

組內 1.544 17 .091 

總和 1.847 18 

薰衣草 

色果昔 

組間 .267 1 .267 1.077 .314 

組內 4.219 17 .248 

總和 4.486 18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將以各果昔色彩之視覺感受結果做分點敘述:1. 綠色果昔帶給消費者具有健康價值；棕色果

昔視覺接受度最低，但據排便順暢之感受；橘色果昔在消費者眼中是最具視覺吸引力及色彩喜好度為最

高；粉紅色果昔同樣具視覺吸引力、聞起來有水果之香及能使身心愉悅感增加；紫色果昔能使消費者感

受到果肉綿密濃稠感；薰衣草色果昔具瞬間視覺吸引力及具期待感、驚喜感。2.果昔色彩之變化，能反應

出消費者對於果昔之視覺感受差異。3.以性別之角度來說，男女性消費者對於果昔色彩之變化的視覺感

受是沒有顯著差異。4.在各食物之色彩造型表現上，視覺感受會給予消費者不同情受體驗。 

5-2 未來發展與建議

在果昔產品之呈現上，視覺形式發展多元，多彩繽紛的色彩搭配吸引消費者目光，進而購買。以下

以果昔之未來研究發展作列點分述:1.在購買情境的變化下，是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果昔種類之挑選；2. 

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店家除了以單純果昔為基底，亦會在果昔飲品側邊或上層加入搭配之甜點，

例如:小塊布朗尼、條狀餅乾或堅果等，以此果昔之視覺呈現增加多樣性。未來相關研究亦可增加搭配之

甜點形式，進行視覺感受之探琛。3.果昔色彩之研究形式，可以以多色漸層、相同色相、對比色相做視覺

感受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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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表 8台灣果昔市場銷售第一之果昔 

店家 Jamba Juice Boost Juice 花甜果室 乳菓在一起 

果昔 

名稱 
狂野草莓 莓果全壘打 日安燕麥蕉莓泥 不能莓有你 

評價 

分數 
4.0 4.1 4.2 4.2 

圖片 

 
(圖片來源:jamba 

juice 官網) 

 
(圖片來源:boost 

juice官網)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

攝) 

 

(圖片來源:本研究

拍攝) 

店家 菓豬 金魚健康果昔 如果說  

果昔 

名稱 
繽紛糖果屋 黑貓藍莓 戀愛的自由  

評價 

分數 
4.3 4.9 4.1  

圖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

拍攝)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

攝) 

 
(圖片來源 :本研究拍

攝) 

 

 
表 9美國果昔市場銷售第一之果昔 

店家 Joe & the Juice 
Liquiteria 

Smoothies shop 
Jamba Juice Juice Press 

果昔

名稱 
Price of Green Big  Green Amazing Greens 

Vanilla 

Protein 

評價 

分數 
4.3 4.0 4.5 4.2 

圖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

拍攝)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

攝) 

 
(圖片來源:Jamba 

Juice 官網) 

 
(圖片來源:本研

究拍攝) 

店家 Project Juice Native Co. Sidewalk Juice Nature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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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昔

名稱 
Acai Chia You've Got Kale 

Blueberry Almond 

Smoothie 

Tony’s 

special 

評價 

分數 
4.3 4.4 4.4 4.6 

圖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

拍攝)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

攝)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

攝) 

 
(圖片來源:本研

究拍攝) 

店家 Body Energy Club 
Robeks Fresh Juices 

& Smoothies 

Press Brothers 

Juicery 
 

果昔

名稱 

BEC Almond butter 

dream 

Big Wednesday 

Hummingbird 
Vitality Smoothies  

評價 

分數 
4.9 4.3 4.2  

圖片 

 
(圖片來源:本研究

拍攝)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

攝) 

 
(圖片來源:本研究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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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銀髮族植物染服飾體驗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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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 專任教授 

+通訊作者:marcwang0709@gmail.com 

摘  要

近年來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健康的新銀髮族常積極參與樂活、環保相關議題和活動，其中主要

的特色是身體力行並關心環境生態，除了自己消費對健康有益且不會汙染環境的商品，也鼓勵大家改變

消費態度，在做消費決策時，會考慮到自己與家人的健康以及環境責任等(木村麻紀，2011)。因此強調天

然環保的植物染色服飾商品，對於關注生活環境保護的樂活銀髮族來說，也具有極大的吸引力，但目前

市場上的植物染服飾多保守傳統且不能符合新銀髮族心理與社會性的需求。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與

相關研究數據統計分析，萃取出三個構念(外觀質感、機能效果、價值觀與理念)並透過策略體驗模組(感

官、情感、思考、行動、關聯)把植物染色服飾歸納出 30 個主要設計條件並加以說明。  

關鍵詞：新銀髮族、天然染色服飾、策略體驗模組。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目的

相較於傳統對於「銀髮族」的定義，泛指年齡 65 歲以上的年長者，但現今社會除了退休得早、健康

長壽，再加上兒女普遍都已成年，大多可卸下養兒育女重擔，因而有一群有財富、有時間的 50 歲以上的

「新銀髮族」搭上這班列車。

屬於生活必需的服飾產品也常常根據穿衣者不同的年齡與身體狀況需求，而提出不同的調整與設

計，由此可知新銀髮族服裝設計的開發與研究，不能只強調生理機能更要考量心理與社會性的需要。此

外，在眾多服飾設計方向中又以天然染色服飾具有更多的文化意涵與故事性，更適合在具有長久生活體

驗與人生觀察的銀髮族群中被推廣與應用，因此如何以天然染色的溫潤、療癒性與親近自然的天然質感，

達到真正滿足新銀髮族群心靈與生理與社會上的需求。

近幾年來，由於環保意識不斷被提倡與探討，形成一波回歸天然的潮流，因此傳統的天然染色藝術

再度被大眾關注(陳冠妃，2011)，許多國內外設計師利用天然染織進行服飾之創作，同時以圖像色彩為

主的藝術創作方式，也最能帶給消費者最直覺的美感體驗，成為穿著類文化商品創作最有利的選擇，且

相較於充斥機械冰冷質感的工業大量複製產品，植物染色產品具有高度的市場區隔性，對於喜愛傳統藝

術的長者而言更具有吸引力。相關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 探討以天然染色工藝為基礎的新銀髮族服飾設計條件，如何滿足新銀髮族群的生理、心理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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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2. 透過策略體驗模組與市售商品設計條件分析，提出對於高齡消費者具有良好體驗價值的植物染色

服飾設計條件。 

二、文獻探討 

2-1 天然染色文化產品與服飾產業 

天然染色發明極早，自有織物始即發展出印染之法(莊美月，1984)。從實用意義上講，是物質產品；

從裝飾紋樣來看，又是精神產品，它不但具有實用價值，也同樣具有審美價值。 

天然染色多從植物萃取而來，以不同種植物為原料，即有不同的顏色，也稱為天然染或植物染等。

通常是採用植物的根、莖、花、葉、果實、果皮、幹材等做為染材，取它的汁液來染麻、絲、棉等天然

纖維。利用不同溫度的水，將天然植物色素充分的溶解出來做成染液，再將布染成需要的圖樣和顏色，

過程相當繁複，也使得植物手染服飾具有更高的價值。目前天然染色產品所使用的技法可以概分為下表

六種工藝:               

                                  表 1 天然染色工藝技法 

   

素染 縫紮染 夾纈 

   

蠟染 型染 手繪 

 

現代植物染色產品無論是在功能、材料、結構、技術以及文化的型式美學上，去挑戰可能的極致，

這些在設計上的努力，也說明了現代設計思維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不只為文化設計，也為人而

設計一個新的體驗。本研究將文化產品設計相關之研究整理如下: 

(1) Leong 和 Clark(2003)曾提出，研究具有文化與藝術特色產品的架構可以區分為:形體的、行為的

和心理的三個文化空間。經林榮泰與徐啟賢(2005)進一步整理，提供產品發展時，無論是實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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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或意識形態層次的文化產品發展應用(見表 2)。 

(2)文化產業創意設計有重要的三大要素，分別為：美感、價值與故事(文化部， 2011)。形式與外型

的「美感」是必要的條件，其次是「價值」，此要素是贏得消費者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透過外

顯形式間接表達。「故事」在文化產業中扮演主要的關鍵角色，在於提升地方的價值感，發掘故

鄉的記憶與印象、以及人文脈絡(見表 2)。

(3) 本能的、行為的、反思的這三個截然不同的層面，在任何設計中都是相互交織的(Norman，

2004)，任何產品設計不可能完全不含這三個層面中的任何一個。本能的設計關注在產品本身的

外觀，行為的設計和使用的愉悅感與效率有關，反思的設計考慮產品的合理化和智能，更重要的

是這個產品能藉由這些層面帶給顧客哪種情緒上的深刻體驗。

(4)服裝設計的相關要素和條件可以從服飾文化與生活習慣進行分析，並歸納為三個主要影響因素

(杜淑芬，2007)如下

(一)消費者使用的因素：形態、運動、生理。

(二)服裝構成要素：材料、款式、加工等。

(三)環境因素:

(四)自然環境：季節、地域、氣候等。

(五)文化社會環境：經濟性、科學性、道德性。

(六)近身環境：近身空間(衣服寬鬆份)、裝飾品。

表 1 產品設計要素相關整理 

形式概念 形而下 中庸 形而上 

文化特色轉換產品設計的
屬性層次 

(徐啟賢，2004;林榮泰，
2005) 

文化
空間 外在層次 中間層次 內在層次 

文化
層次 實體的物質的 使用行為的及儀式習俗

的 意識形態的及無形精神的 

文化
產品
屬性 

色彩 質感 造型 
表面紋飾 細節處理 

構件組成 

功能性 操作性 
便利性 安全性 
結構性 結合關係 

產品有特殊意涵、有故事性
的、產品是有感情、具有文化
特質的。 

文創產業發展計畫 
文建會 2011 

文創
產業
重點 

美感 價值 故事 

現代產品設計屬性 
Norman 2004 

情感
設計 本能的 行為的 反思的 

服飾設計相關要素 
杜淑芬 2007 

服飾 
概論 服裝構成因素 消費者使用因素 環境影響因素 

本研究歸納 
植物染服飾產品要素 外觀質感 機能效果 價值觀及理念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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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論點加以整理分析，可以將服飾類文化產品的設計屬性歸納為三個層次: 

 (1) 外觀質感: 美是最直覺本能的感受，產品的外在感官條件從色彩、材質、款式造形及細節所提

供的特殊體驗。 

 (2) 機能效果: 產品使用上的特性，或操作時能夠產生的特殊效果等，此外產品的物理特性以至人

體的感受等都屬於此一層面。 

(3) 價值觀與理念: 產品內蘊的文化意涵與生活理念，提供消費者一個新的生活提案，透過反思體驗

生活價值的歸屬感。 

2-2 策略體驗模組 

體驗是個體對某些刺激回應的個別事件，包含整體的生活本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參與

所造成，不論事件是真實的、如夢的、或是虛擬的，如同觸動人們心靈的活動，經由消費者親身經歷接

觸後獲得的感動，會隨著消費者的特性不同，使得體驗也會有所差異，即使是消費者特性極為相似的個

體，也很難產生完全相同的經驗(蘇宗雄，2000)。體驗行銷是透過感官行銷訴求，創造新鮮獨特的情感

或知覺體驗，乃是經由視覺、聽覺、味覺及嗅覺的刺激，引發顧客動機、慾求，進而促使消費者產生購

買的行為，綜合來說體驗行銷不是忽視理性的品質與機能訴求，而是站在品質基礎上加強感性及官能上

的訴求。 

體驗的模組分為感官、情感、思考、聯想、行動五種，以這五種作為體驗價值的基礎，主要是為顧

客創造不同的體驗形式。顧客可以藉由這五種不同的方式，得到他們心理所想要的體驗，對於產品來說，

也可藉此吸引顧客。 

(1).感官（sense） 

所謂的感官就是根據人類的五種感覺，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來吸引人們購買的欲

望，創造感官的衝擊，添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例如在纖維產品的素材上加入具有特殊的織紋、觸感、鮮

艷的顏色甚至具有香味等特色。 

(2).情感（feel） 

所謂的情感是指觸動顧客內在的感覺，目標是在創造情感體驗。舉例來說，復古的特質讓產品與消

費者之間產生了特殊的情感聯繫，與兒時的記憶產生連結。 

(3).思考（think） 

思考的定義是指以驚奇、引起興趣或挑起顧客做集中與分散的思考。特殊的處理方式或素材讓消費

者進一步對於產品或媒材有更深程度的認知，在思考的過程中增加深體驗的價值。 

(4).行動（act） 

藉由增加身體的親身體驗，指出做事的替代方案、替代的生活型態與互動，並豐富顧客的生活。藉

由客製化的產品模組，讓消費者自行搭配組合與纖維產品進行互動，透過這層關係讓使用者能夠提高參

與過程的樂趣。與 

(5).關聯（re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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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改進的個人渴望，使人產生好感，也和一個廣泛的社會產生關聯，因而建立強而有力的品牌關

係和品牌族群。例如選用環保素材製作產品，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同時也響應了環保的概念，為生態環境

盡一己之力。 

    以策略體驗模組為依據的產品設計開發種類繁多，但在強調個人化體驗價值的服飾產品設計的應用

上則較為少見，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服飾產品相關研究多以趨勢風格為主，較強調形式上的美感，因此服

裝的本身成為主角。但對於具有長久生活體驗的銀髮族群而言，服飾能夠帶來的良好體驗過程，與形式

上的美感一樣重要，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策略體驗模組進一步分析，能夠帶給新銀髮族群良好體驗的

設計模式。 

三、植物染色服飾設計條件歸納 

目前台灣受到樂活主義的影響，以文化與文創為導向的才藝課程及生活用品品牌相應而生，其中又

以植物手染深受新銀髮族群的熟年世代所喜愛。筆者在植物染課程教學活動觀察中，發現大多數的年長

學員多喜愛將自己創作染製的作品如襯衫、圍巾、提包等穿搭在身上，更甚者樂於與親朋好友分享創作

並贈送作品，也深愛植物染多變且具有濃厚文化意象的產品特質，因此對於植物染商品的購買欲望也更

為強烈。但受限於目前市場上的植物染色商品多過度強調傳統款式，較難符合都會生活的穿著需求，再

者也缺乏考量熟年世代消費族群的喜好，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文化產品設計構面與策略體驗模組交叉

分析，並導入市售植物染商品的設計優點。分析獲得具有良好體驗的植物染服飾設計條件如表 2。 

 

表 2 植物染服飾體驗設計條件歸納 

 文     化    產    品    構    面 
 外觀質感 機能效果 價值觀與理念 

策

略

體

驗

模

組 

感官 
要素 

￭ 具有立體感的織紋 
￭ 鮮明活潑的色調 

￭提供舒適的手感與觸感  
￭ 有特殊的香味 

￭商品包裝具有特色  
￭具有藝術美感  

情感 
要素 

￭ 具有現代感 
￭低調、內斂的設計  

￭ 使用方式具有創意 
￭保養清理容易  

￭具有文化 特色 (民俗風、中國

風) 
￭強調純手工製作  

思考 
要素 

￭ 具有設計意象 
￭ 獨特的染色技法 

￭裝飾細節 與功能結合 
￭ 機能素材(發熱涼感) 

￭ 修飾體型 
￭ 具有故事性 

行動 
要素 

￭提供 個人化的客製設計 
￭多種 布底、色彩 

￭ 可選擇性的配件 
￭容易活動  

￭ 染製過程說明 
￭具有多種穿著變化  

關聯 
要素 

￭時尚流行款式與色彩  
￭與知名品牌或活動  
聯名LOGO 

￭染材具有的抗菌 、保健功效 
￭ 手工精細 

￭使用 環保的材料 
￭使用在地 原料 

                                                                          (本研究整理) 

3-1 植物染服飾產品外觀質感分析 

根據相關研究(陳禹均，2011)結果顯示，大多數消費者認為具有文化特質的服飾設計，在外觀視覺

719



上吸引注意力的要素以「圖紋設計」、「款式」、「色彩」三項為主。50 歲以上之年長消費者則可能更

偏愛「低調內斂」、「精緻簡約」、「具有現代感」等服裝款式及視覺感受。若從植物染工藝的創作表

現形式上進一步分析，過於傳統繁複的裝飾，可能會讓生活在都會的消費者難以親近。

隨著時代與流行的變化，也有不少的銀髮族認為人老心不老，一些鮮豔的顏色不再是年輕人的專屬，

而開始穿戴一些較為明亮的顏色，使自己顯得更加有活力，因此銀髮族對於顏色選擇也會造成的心理影

響，比如清亮的顏色讓心情愉快，沉穩的色彩也會讓高齡消費者感到安心等。

從事現代紮染研發設計的學者(顧鳴，2004) 分析指出，具有現代感、設計感的植物染服飾產品，具

有三項主要特質：「少量多樣的圖案與設計感的渲染」、「立體織紋與壓摺之美」、「高自由度、色彩

豐富」。由於植物染服飾可採用後染加工(服飾完成後再進行布底染色)，適合少量生產與多層次染色等

客製化設計，對於年長消費者而言，更多的選擇性也具有更高的吸引力。此外，立體織紋與壓摺設計也

是植物染服飾常見的設計，相較於平紋的時裝布料，具有提花圖案或立體抓摺的布料更有文藝氣氛，同

時也具有故事性，更有別於樸實無奇的傳統日常衣飾。

相較以往年長者的手染服飾產品選擇性較少，未來應著重於多樣性的材質選擇與染色設計，並避免

過於傳統老氣的款式，考慮與時下流行飾品結合，讓高齡消費者也能感受時尚的魅力。

3-2 植物染服飾產品之機能效果層次分析

關於中高齡消費研究目前多焦點於食、住、行、育、樂等相關產業，對衣著的研究極少。衣服產品

除遮蔽與美觀，已開發許多健康取向的機能性服飾，因為中高齡者身體機能逐漸衰退，機能性服飾能滿

足其對身心舒適的需求。如發熱、涼感、吸溼、排汗等效果，讓高齡使用者生理上更舒適，連帶讓心靈

上感到愉悅。

服飾身體和環境之間的互動，可以衍生出一種多重感官知覺的美感經驗。穿戴者會去期待當服飾穿

戴在身上時，在視覺上與觸感上的一種協調關係以及香味與身體之間的關係。芳香氛圍(Environmental 

Fragrancing)，指的就是讓環境中充滿悅人的芳香，已改變人們的思維、情緒或行為的方法。提起服飾時，

人們一般很難會聯想到味道，然而愉快的味道也會對服飾的美感經驗具有衝擊力。因此在植物染服裝所

提供的美感經驗中，味道也是一種主要的因素。此外，植物染材的香氣也具有療癒性與精神舒緩的效果，

如茶香能安神醒腦，薑黃略帶刺激的氣味則可以活化感官神經。此外，部分植物染材不只色調典雅，更

具備了輔療的效果，如藍染能夠抗菌防蟲，防止黴菌滋生。

特殊的服裝穿著方式，在年輕族群中相當常見，如露肩、超大尺寸、衣角綁結等，不但增加了穿著

的樂趣，也產生個人化的服裝特質。因此，年長者也可以透過一些有趣的服裝使用方式，改變原有制式

的穿衣風格，進而塑造個人特質，這也可以算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生活藝術。

3-3 植物染服飾產品之價值觀與理念分析

人類在服飾文化發展的演進過程中，由初期的功能舒適性、保暖，進而要求美觀、時尚，接著服飾

成為展現個人品味與社會認同與個人價值取向的表徵。根據研究分析休閒服飾產品構成條件(王凱森，

2008)，如：「健康概念」、「環保訴求」、「美學感受」、「社會責任」等價值觀理念的表現，對熟齡

世代的消費者而言具有較高的心理價值，因此強調樂活環保的產品概念，以及崇尚手作工藝價值的感性

訴求，也更能讓追求健康生活的新銀髮族消費者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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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衣著比起年輕人、中年人的更需要我們給予關注，在外觀上因為體態的老化，容易感到沒

有精神，進而影響了他的心境變化。因此，年長者一樣需要我們給予較多的關愛，不但可使其生活得舒

適安寧，同時更要幫助他們的身型修飾與美化(李尤，1980)。 

新銀髮族群因為社會比較的心理因素，他們希望透過穿著打扮來提升自我地位或個人特色，以爭取

面子、融入團體或滿足個人心裡層面的需求，較能勇於嘗試新潮或多樣化的風格，且認為服裝需具有獨

特性，才能顯示自己與他人的不同，以順利透過外觀的溝通傳達自我特色。因此，採用環保素材或是具

有在地文化特色的設計，只要拿捏得當並傳遞適當的社會價值，都能夠成為熟齡族群具有話題性的衣著

故事，不但能與朋友分享知識美學，也能夠對社會環境的重大議題產生實質貢獻與建立聯繫。  

四、結論與建議 

在現今多元文化的發展下，植物染產品在設計中融入現代設計創作的理念，寓藝術於生活之中，透

過體驗設計研究將文化藝術與新銀髮族群消費需求結合，進而為喜愛天然素材植物染色的消費者規畫出

適合年長者生理、心理與社會需求的染織服飾設計，並為產業加值，塑造品牌的新意象與時代價值。本

研究透過策略體驗模組與服飾文化產品構面交叉分析，將市售植物染織服飾產品的設計條件加以歸納分

析萃取出，三個構念共計 30 項之新銀髮族植物染服飾設計條件。 

在「外觀質感」構念的分析：熟年消費者偏好低調內斂的設計特色，豐富的印染技術變化應用，將

傳統圖紋轉化為具現代感的精緻細節等。此外，現代時尚整體造型的觀念下，少量多樣的植物染服飾更

成為個人化風格中，不可或缺的重要主角。 

在「機能效果」構念的分析：在熟年消費者的觀點中，服飾的實穿性極為重要，但並非唯一的關注

焦點，因為感官消費的帶動下，具有療癒性的香氣與衛生保健功效都是極具有價值的設計條件。休閒的

款式中也具有許多穿搭的可能性，藉著科技性布料的選用，也讓穿著感受更加舒適。 

    在「價值觀與理念」構念的分析：對新銀髮族群而言，知識美學與表象的美依樣重要，透過具

有特色或故事性的染織過程，為平淡生活添加了許多感性價值。回歸人性的美好建立在關心社會環境，

既使只是簡單的節能環保，也讓年長者感覺為著個世界盡了一點心力，進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具體未

來研究的建議方向如下: 

1. 目前以初探的研究形式進行設計條件的歸納分析，未來應要透過問卷與人物誌研究進行更深入

的分析。 

2. 喜好植物染織的新銀髮族群因為生活型態的不同也會產生多種區隔，未來也應透過量化研究逐

一歸納，以求獲得更具有參考價值的分析資料。 

3. 未來可透過訪談與情境故事法進行產品創作，並將設計條件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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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受損者適用之APP導覽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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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討論的主題，是設計一種 APP 系統讓視力受損的族群，可以安心在寬闊的園區進行戶外導覽的

活動。本研究是以使用者參與設計的方式來進行，先與專家及學者討論此類活動的過程與可能遇到的問

題，設計者再提出思考方案，藉由與使用者及專家的互動，設計出解決方案的架構。目前的解決方案設

計，其功能方面，包含著利用 GPS、ibeaconr 進行定位、語音互動、路線提醒、定點導航等幾項功能。操

作模式為：(1)使用者下載 APP：在自己的 iPHONE 手機內下載 APP 軟體，以方便熟悉的模式來操作導覽

介面。(2)結合手機外殼：防止手指誤觸他種便捷圖像鍵，先將防誤觸的外殼結合。(3)設定起點及終點：

以口語告知 APP，導航的起點及終點，再以手指觸動出發圖像，開始導航。(4)語音互動與提醒：導航過

程中，APP 會依據目前的行走進度及動態位置，提醒使用者，後續行走的方位及與目的地的距離。未來

研究方向，將會加入各項擴增的服務，例如：介紹特定景觀、告知便利設施。

關鍵詞：設計研究、論文寫作

一、前言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 2017 年 10 月的報告顯示，全球估計有 2.53 億人有視力障礙，其中 3600 萬人全

盲以及 2.17 億人有中度以上的視力障礙(世界衛生組織，2017)。在台灣，依內政部 2017 年統計，視覺障

礙者共有 56380 人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 

視力受損者面對陌生的環境時，無法像明眼人一樣，利用視覺來觀察周遭環境，必須藉著他人的幫

助才能行動，幫助他們自主的了解基本的空間概念，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現今的智慧型手機幾乎都擁

有網路通訊、GPS 定位、輔助語音以及廣泛 APP 軟體的擴充功能，我們希望能藉此機會，發展出一套能

讓視力受損者方便使用的軟體。

研究者團隊在視力受損者的領域研究已經有將近 4 年的時間，在這之前研究過許多浮凸觸覺辨識的

議題，包括有：浮凸式觸覺符號之質感與形狀對於辨識率的影響研究(Tu, et al.,2012)；尺寸和形狀對觸覺

符號識別的影響(Tu, et al.,2012)；浮凸形式對於符號辨識績效的影響研究(Tu, et al.,2011)；溝槽深度與形

狀對於觸覺符號辨識的影響(Tu, et al.,2007)，因此，我們對於觸覺辨識的體驗有很扎實的基礎。 

目前我們致力於將實體的觸覺導航電子化，這一兩年嘗試使用靜電式觸覺系統，加上提示音做為輔

助，觀察視力受損者在辨識上的績效，並在國際研討會會上發表了相關的成果(Tu, et al.,2017)。了解電子

觸覺的效應及其趨勢，再配合著與語音的回饋，作者相信，未來在視力受損者的導覽領域，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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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本次研究，將使用語音來做為訊息傳遞的主要方式，希望能用更直接快速的方式，來將地圖訊息

傳遞給使用者。 

二、文獻探討 

目前國內外有許多的學者，針對視力受損者的導航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 

Tekli 等人在 2017 年，評估了視力受損者使用觸控螢幕，搭配震動觸覺來辨識圖案及線段，利用 10.1

吋的平板電腦，搭配 8.9 毫米寬的輪廓線，來呈現幾何圖案及不同的線型，因設備的特性限制，受測者

只用一支手指頭去接觸螢幕，當手指碰觸到輪廓線時，平板便會開始震動；當手指離開螢幕或是輪廓線

時，震動便會停止。結果顯示，視力受損者幾乎能夠成功的辨識圖案及線段，但作者也表明這種辨識方

式較費時。 

Varpe, 和 Wankhade 在 2013 年，提出了「視覺障礙輔助系統」，該系統是利用 RFID 標籤技術定位，

搭配用於無線通話的 ZigBee 收發器、以及 text-to-speech (文字轉語音技術)。運作方式是將 RFID 接收器、

以及 ZigBee 收發器，結合至白手杖上，並在目標物上置入 RFID 標籤，當使用者接近時，白手杖便能辨

識 RFID 標籤內的資訊，並用文字轉語音技術，將資訊唸給使用者聽。但是結果發現，RFID 接收器，只

有在接收到一個 RFID 標籤時才會運作，並且，只能在 30 公分的距離內簡單地掃描。 

Lin, Lee, 及 Chiang 等人在 2017 年，設計了一套校園內的辨識系統，讓視力受損者手持五吋智慧型

手機，將手機鏡頭對準使用者前方，藉由相機錄下場景畫面後經由無線網路或行動網路將數據傳給遠端

電腦做辨識，再將辨識結果傳回手機並用聲音告知使用者，其軟體辨識物體的精確度為 60%。 

國內淡江大學盲人資源中心，與中華電信研究院，於 2017 年研發相容於安卓系統與蘋果 IOS 系統

的 APP「智慧導引」，採用 Beacon 技術的感應信標，及遠端視訊引導協助，免費提供視障者線路導引

服務，視訊引導功能是利用手機視訊功能，即時的將畫面傳送給另一人協助辨識，此功能必需事先向淡

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申請帳號，而 Beacon 技術的感應信標功能，只限於裝有 Beacon 信標範圍的地方來

做導航，離開範圍後即失去導航功能 (吳京諭，2017)。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中的研究方法，將分為前期訪談及系統概念設計兩階段敘述。第一階段：前期訪談，研究團隊

特別地以使用者參與設計的方式來做為設計端的啟動。 

3-1 前期訪談 

在前期訪談裡，研究團隊先透過實地了解及系統性的調查研究，對於目前國內使用的導覽系統有初

步的認識與了解，並且特別針對視力受損者是否能夠運用這樣的導覽系統，做了電話詢問。之後，安排

專家與使用者的訪談會議，地點在台北的新莊地區，受訪者分別是台灣盲人重建院的老師及主管(總共有

五位)，其中，有教學現場第一線的行動教導老師、點字教學專家、資訊教學專家，全部都有實際的觸覺

地圖使用經驗。訪談的內容有三個部分：了解使用地圖的經驗、導覽時遭遇的問題、期待的系統功能。 

在第一部份的意見中，全部的受訪者都認為，觸覺地圖必須要有與現地形狀匹配的功能，觸覺的圖

形高度也是需要注意設計，讓使用者能夠快速辨識不同的物象，以免在使用地圖的過程中，無法獲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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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而且可以對照的訊息。

第二部分關於導覽時遭遇的問題，常常有環境的迷失現象，在叉路時會懷疑是否走過頭，發生此種

情境時，無法自己克服，只有尋求他人協助。與目的地的距離很難預先了解，走到一半時，會想要知道

還有多久才會到的訊息。

關於第三部分期待的功能方面，部分專家提及，若是能判別自己與目的地之間的方位，可以協助減

少使用者心理的迷失與不安。有機會的話，希望提供多種感知的配件，能夠讓不同需求者的使用需求，

可以適當地獲得協助。

3-2 系統概念設計

第二階段：系統概念設計，研究團隊針對專家及使用者群的意見，開發適當的資訊系統，在文獻探

討之中，有學者提出各種不同型式的導覽系統，由早期使用觸覺地圖(感熱紙)形式(Tu, et al.,2007)，加上

語音輔助(Varpe, & Wankhade , )，後來再改成互動式的觸覺系統(Tekli, et al.,2017)，近年又有學者強調要

以隨身攜帶的工具為主(Lin, Lee, & Chiang)，讓使用者可以隨時查詢地點(吳京諭，2017)。 

本研究參考多種系統後，以手機加上 APP 的系統運作模式為主，先由決定資訊平台展開設計思考。

目前的文獻裡，為數不多的研究單位，採用觸覺平台來進行觸覺感知系統的研發(Joe, et al.,2017)，本研

究也嘗試運用靜電式平板的平台，提供使用者多一種訊息的感知機會，在需要提供警示訊息時，系統可

以立即用觸覺的方式，給予使用者訊息。在目前所採購的資訊平台，是 Nexus 7”平板主機，其觸覺體系

是使用靜電式觸覺薄膜，讓使用者可以在不同的圖形上，感知到有差別的”靜電觸動”，進而有警示的效

果。目前，靜電式觸覺系統也提供電子警示音，能夠輔助與加速不同符號的差別感知。但是，由於在本

導覽系統的研究之中，透過使用者的先期練習，我們查覺到，過重的機體、太大的主機尺寸，都不利於

戶外攜帶，所以，暫時不將此種觸覺方式導入使用。

在其他的機器平台裡，我們團隊也研究手機的適用性，此時也加入對於操作界面的評估，發現在Apple

的主機裡，可以較為順利的撰寫出介面設計內容，其語音的取用，也較為便利，所以思考在現有的機種

裡，使用 iOS 以及 6”的機種來呈現平台，一方面重量較輕、尺寸也較小，使用者單手拿取也方便。 

使用情境，也順勢而製作得出(圖 1.)，由左而右，使用者手持 Iphone 6s，下載專用的導航 APP，並

且加上一個特殊由 3d 印表機所印製的包覆外殼，讓視力受損者在使用導航功能時，不會誤觸到快捷圖像

鍵，造成導航的功能跳出，需要重呼叫軟體。使用導航功能時，操作者以麥克風說出起點，再說出終點，

系統分別回應語音、以及呼叫出 Google 地圖畫面，操作者分別按下確認鍵，確認無誤之後，再按下中間

的行走出發鍵，系統即時將使用者的位置語音報告，並隨著導航狀態，以語音回饋，導引操作者到目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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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所設計的視力受損者專用導航 APP 系統概念圖 

 

在這個系統裡，可以用語音讓使用者可以得到路徑上的資訊，也能夠透過 Google 地圖所提供的功能

服務，提示使用者的目前方位及動態，爾後，此系統更可以增加各類的服務訊息，包含如：附近的商家

位置、景點說明、路旁的風景介紹。利用語音的輸入方式，使用者可以隨時轉變旅程的定點資料，更加

符合旅者的需要，更可以增進使用者的使用舒適性。 

特別注意，系統的語音輸出，建議使用：單耳型有線式耳機，由於使用者常常反映，無線耳機常會

因為周遭的訊號影響，造成斷續聲響，遇到語音傳輸的剎那，會造成導航的斷訊，另外，設計團隊也接

受專家提供的建議，只用單耳接收語音訊息，另一耳則可以接收環境音響，使用者才會有安心的行走感。 

四、結果與討論 

目前的系統概念，主要是針對導航的功能進行設計，由於，因此，。以下，茲挑選一些須特別注意

的寫作規定，供各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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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11 年開始，以《賽德克．巴萊》為首，上下集搶下近 9 億元票房；《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

孩》衝到 4.1 億元；《雞排英雄》1.4 億元；《翻滾吧！阿信》票房也有 7800 萬元，5 部賣座電影橫掃超

過 15 億元票房，國片受矚目的程度提升，也連動著討論及票房的提升，甚至在電影中的經典話語帶動了

流行文化的趨勢，討論也較以往更為熱烈。隨著這波國片的熱潮，陸陸續續帶出台灣的本土特色的國片。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為了了解台灣黑幫電影中，幫派弟兄們的服裝穿著、出現場景以及其生活型態……

等，並進一步了解電影中代表黑幫兄弟的符碼以及特殊符號，並以此做為文創經濟產品的基礎。

研究以電影《艋舺》、《翻滾吧！阿信》、《角頭 1》、《角頭 2》、《大尾鱸鰻》、《大尾鱸鰻 2》、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大釣哥》等八部台灣黑幫電影或有大篇幅黑幫情節之電影，進一步分析探

討其中黑幫人物的生活型態、符號型式以及其中文化特定性的展現，這些幫派情節和故事，常使用固定

的場景，例如夜市與廟口；就連幫派人物的衣著打扮、道具、講話用詞也有相似的模式；在電影台詞中，

也常使用台灣本地的台語(閩南話)並與幫派情節環環相扣，因為這樣的文化與元素結合，突顯台灣幫派的

電影異於其他國家黑幫電影的特殊性，也成為台灣電影的獨特面貌。

在最後的研究觀察發現，台灣國片中的黑幫兄弟們，因為承襲了日本黑社會的穿著，流行穿著寬大

的花襯衫或圖案鮮艷的夏威夷衫，也因為花襯衫的寬鬆可以巧妙的遮掩插在腰際的手槍，因此花襯衫為

常出現的元素之一，而在另一方面，弟兄們聚集時總會一起喝酒抽菸，那麼在抽菸時必備的產品便是打

火機，由此聯想到打火機與花襯衫元素結合，產生新的文創經濟商品。

關鍵詞：黑幫文化、類型電影、符碼、文創設計

一、前言

1-1 背景與動機

在 2011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視及電影產業中的研究顯示，國內電影核准上映片數成長，

在國內票房收入整體成長的情況下，國產電影也有越來越好的發展趨勢，從 2011 年《雞排英雄》、《命

運化妝師》、《殺手歐陽盆栽》、《翻滾吧!阿信》、《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以及《賽德克•巴

萊》、2015 的《角頭》、2016 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2018《角頭 2:王者再起》、《花甲大人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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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等，票房都相當亮眼。由此可見台灣人對本土的電影有了認同感，讓台灣電影漸漸地復甦。  

1-2 研究目的 

對各種不同的文化而言，因為有其主體象徵的意涵，其符號的識別相對於不同族群或國度而言，存

在著是否被認同的現實。如何把文化的重要內涵，經由元素的萃取與轉化，形成一種內化於既有文化本

質，而在黑幫電影中出現的黑幫都有著特定的代表符號，或是相對喜愛的裝扮等，因此本研究以電影中

黑幫族群的文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探討該族群的生活特質與代表的符號形式及符號之意涵，期望以此

做為該文化延伸創意設計的基礎。 

1-3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黑幫電影為《艋舺》、《翻滾吧！阿信》、《角頭 1》、《角頭 2》、《大尾鱸鰻》、《大

尾鱸鰻 2》、《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大釣哥》等八部台灣黑幫電影。選擇此八部台灣電影原因為

此八部皆為台灣票房電影，故此選擇之。 

二、文獻探討 

2-1 台灣黑幫電影  

黑幫電影在台灣的發展，最早可推回 1978 年 12 月，歐陽俊和朱延平宣布開拍電影《錯誤的第一步》。

此部電影首開紀錄，取景監獄和妓女戶(盧非易。1998)。 

所謂的黑幫電影類型，概括的來說，必須包括以下特點。首先，電影中需具有黑幫／幫派的元素，

例如黑幫團體組織、組織中領導者與其跟隨者的互動、團體的信念、不符合社會規範的犯罪手法、組織

內與組織外的對立和鬥爭。而這樣的幫派元素在電影中常會伴隨著如幫派械鬥、暴力、情色和危害秩序

的形象(謝靜雯，2012)。 

2-1.1 黑幫文化的定義 

黑道幫派，是指一群低自我控制者,透過地緣關係，結合而成的非正式次級團體，通常具有「暴力性」

與「暴利性」，也就是以暴力作為維持內部紀律以及和其他幫會相傾軋的手段，並插手高利潤的地下經

濟活動(如賭場、販毒、色情等)確保經濟基礎。(許春金、黃玄銘，1996)  

黑道有其組織結構，經營管理的系統，財富分配的原則，也有它們彼此相互認可的「正義」原則。

同時，最重要的是，黑道有「我群」（we-group）的觀 念，而與他群（the group）有所不同。（朱高正，

1997：93-102） 

2-1.2 黑幫的起源 

黑幫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朔回兩部中國經典小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以及施耐庵的《水滸傳》。

《三國演義》書中描述劉備、關羽、張飛結義的過程，經過歃血為盟等儀式後，結為兄弟。而在《水滸

傳》中，故事描述一群草莽之徒，卻因權貴高官迫害，或因社會奸邪所逼等因素，從各地聚集自梁山伯，

他們彼此結為兄弟忠誠相待、一致對外。(謝靜雯，2012，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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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台灣的黑幫

在台北縣市部分有竹聯幫、天道盟、四海幫、松聯幫、三環幫、宮口幫、港仔尾幫、牛埔幫、北聯

幫、飛鷹幫、天道盟孔雀會、天道盟雲霄會，以上共 12 個黑道幫會。 在基隆市部分有天道盟太陽會、

車頭幫、十二生肖幫、公園幫，以上共計四個幫會；在桃園縣部分有血鷹幫、十三鐵會幫、自立幫、十

三Ｋ幫，以上共四個幫 會，不過此四個幫會已被竹聯幫合併；在新竹縣市部分有風飛砂幫、三光派、院

口派、十三神鷹幫、南門幫等共五個幫會組織；在台中縣市部分有四海幫海德堂、大湖幫、十五神虎幫

等三個幫會。 在雲林縣有「縱貫線」的黑幫組織，這個幫會組織在台西一帶的角頭，每次 選舉都積極

介入；在嘉南縣市有大廟派、新營幫兩個幫會；在高雄縣市有七賢幫、西北幫、沙地幫、夜市場幫及聯

宏幫等五個幫會組織；在宜蘭地區有礁溪幫。(高永光，2004) 

2-1.4 類型電影

「類型」(genre)一詞，來自於文學研究，用來指不同的敘事慣例，區別如喜劇、悲劇等文類，近三

十年來成為電影研究的一主要方法。以西方電影為例，常 見的分類有黑幫電影(gangster film)，恐怖電影

(horror film)和喜劇(comedy)等。(Neale, 2000:9) 

所謂的「類型電影」的特色，主要有三點：（1） 是一段具目的性、歷時性累積規則的過程（2） 與

商業考量相互影響（3） 隱含著一種特殊文化與社會歷史的脈絡，可以移植，但無法越界。最後，建立

在製作的規則性和文化的獨特性上，還展現出電影閱聽超越時空的普遍性，扣回商業上的考量。(謝靜雯，

2012) 

2-2 文化元素的萃取

文化正因為有其主體象徵的意涵，其符號的識別相對於不同族群或國度而言，存在著是否被認 同的

現實。如何把文化的重要內涵，經由元素的萃取與轉化，形成一種內化於既有文化本質，而形塑 於創意

加值的新造形設計，成為創作設計的主旨。文化創意設計的關鍵技術，在於文化內容的元素萃取與轉化

應用，並以保有文化的核心價值， 轉化為符合時尚市場需求的創意加值設計為目的。文化內容的核心本

質和特色，涵蓋形而上的語意元 素和現象的風格要素；為實現蛻變轉化的創新設計，必須去除舊有符號

的再現和複製，以達到創新造形的表現為目的。(翁英惠，2012，專題報導，文化元素的萃取與轉化元素) 

三、研究方法

3-1 參與觀察法

觀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綱或觀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去直接觀察

被研究對象，從而獲得資料的一種方法。科學的觀察具有目的性和計劃性、系統性和可重復性。在科學

實驗和調查研究中，觀察法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作用：1.擴大人們的感性認識。2.啟發人們的思維。3.

導致新的發現。

3-2 文獻觀察法

文獻研究法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了解掌

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文獻研究法被子廣泛用於各種學科研究中。其作用有：1.能了解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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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和現狀，幫助確定研究課題。2.能形成關於研究對象的一般印象，有助於觀察和訪問。3.能得到現

實資料的比較資料。4.有助於了解事物的全貌。 

本研究以台灣黑幫電影探討的文獻為參考，觀看多部台灣黑幫代表電影，或有大篇幅黑幫情節電影

之電影，進行電影中場景、地點、服裝、符號、武器交叉分析比對，並以電影畫面附註文字記錄，進行

與行為象徵符號的資料收集，來做為研究論述的參考。   

3-2 研究架構 

 

 

四、研究成果與分析 

4-1 研究成果 

根據前三章的論述及資料收集，黑幫電影文化這研究從觀看相關電影著手，並觀察其電影中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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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形態與物件，而歸納分析出黑幫文化的生活型態模式與裝飾符號的意義。研究發現黑幫的生活文化

特質，就服裝風格而言，大量的添加了一些黑色的色彩，因為黑色代表了穩重、堅強、高級、權威的，

呈現了一種神祕的情境。而就其符號形式而言刺青以龍、虎、鳳凰、蛇、波浪、鯉魚、骷髏、水等符號

居多，服飾而言已花襯衫、花花 t 恤 、牛仔背心、背心、唐裝、黑西裝為主。就生活型態而言，黑幫兄

弟們經常喜歡聚集在廟口、撞球間、碼頭、小吃攤、釣蝦場、舞廳、溫泉、賭場、市場等(如表一)。而

黑幫的生活習慣常常圍繞著一些非法行動或是不良習慣，例如抽菸、賭博、性交易、非法討債等等。 

表 1. 黑幫生活型態以及其代表的符號  (本研究整理) 

黑幫生活型態分析 各型態符號代表 
代表顏色 黑色 
符號形式 龍、虎、鳳凰、蛇、波浪、鯉魚、骷髏、水 
穿著服飾 花襯衫、花花t恤 、牛仔背心、背心、唐裝、黑西裝 
出現地區 廟口、撞球間、碼頭、小吃攤、釣蝦場、舞廳、溫泉、

賭場、市場 
生活習慣 抽菸、賭博、性交易、非法討債 

4-2 元素的應用與產品發想 

 由於在黑幫電影中，時常有黑幫兄弟聚再一起抽菸的畫面，進而聯想到，抽菸時打火機就成了必要

的配件，進而聯想到打火機。而在現在社會中，打火機顯然已成為代表著男性魅力的時尚單品之一，更

是品味的象徵，因此有些人會以打火機做為禮品來送人，而打火機做為禮品也有另一層涵義，代表著你

是我的初戀，你和他的感情一觸及燃之意。而在各部台灣黑幫電影中的花襯衫屢屢出現，結合了各種元

素的花襯衫，從花草、文字、變形蟲……到動物紋路等，也因為花襯衫元素的多元性，於是興起了花襯

衫與打火機的結合的想法。 

4-3 電影中花襯衫出現畫面擷取 

表 2.電影中花襯衫畫面擷取 

電影名稱 花襯衫的出現擷取畫面 

艋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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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滾吧！阿信

大尾鱸鰻

大尾鱸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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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頭  

 

角頭 2 
 

 

大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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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襯衫元素整理

4-4 研究成果及產品提案

根據自由時報(2006)警界人士指出，早年本省掛的兄弟大都沿襲日本黑社會的穿著，以白色汗衫、

黑長褲、白布鞋甚至木屐裝扮。在後來又流行穿著寬大的花襯衫或圖案鮮艷的夏威夷衫，頸上戴著俗稱

「牛索」的粗金條項鍊，寬大的花襯衫則是用來掩飾插在腰際的手槍。在打火機的外型設計上，因為劇

中的兄弟們時常會相聚喝酒，所以以酒瓶為打火機外型發想，並在最後以花襯衫的元素結合打火機，最

為一個文創經濟產品。(如圖四、如圖五) 

圖四.打火機產品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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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最後產品圖 

五、結論 

台灣占地雖不像其他國家大，但是人口眾多，族群間的文化差異也相對巨大。在不同的文化之間，

符號不但可以做為一種文化認同的標誌，也是文化之間交流的一大利器。而本文分析黑幫文化現象的分

析以及其文化概念的變化，在這些文化現象中提取出作為設計創意商品的創意，並藉由研究台灣黑幫電

影中的元素，來建構此文化現象常見並具代表性的符號體系，進一步成為文化經濟商品的發想原點。此

舉是將文化現象分析解讀後並進行再建構的設計研究模式，或許日後對於文創設計能夠做為一種創意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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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行動化介面與使用現況之前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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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是全球第九大的電商市場，2015 年台灣電子商務市場產值約 1 兆零 69 億元，民眾在網購的頻率

已達 45％，整體已逼近實體購物，反映消費者已將行動購物視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此高度成熟的市場，

境外電商的進駐對於產業生態也造成不小影響，尤其本土業者未完全行動化的介面，將是較弱的一環。消

費者逐漸重視使用者體驗，尤其對於行動消費者更是直接影響。因此，本研究以台灣市場前二十大行動電

商產品為對象，從商業類型、商品類別、以及 App 介面及功能作出分類整理，試圖分析出產品的特色及

樣貌，未來，將依此次前導研究結果發展為後續研究方向。 

關鍵詞：轉換率、便利性理論、行動電子商務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智慧型手機的問世，隨著科技進步，突破了以往技術受限的瓶頸，手機的功能與效能不斷提升，人

們已從最基本的通訊需求擴展到應用層面需求，根據美國 Accenture顧問公司 2016進行的一項研究統計，

所有的美國消費者中，48％使用他們的智慧型手機進行網路購物，比起 2015 年增長 6％，40％的人使用

智慧型手機瀏覽和比較產品及價格，由此可瞭解，智慧型手機對於消費者的重要性逐年增加，其依賴性

已經與生活無法切割，同時伴隨著近幾年的 LTE 技術普及與行動支付技術的大幅突破，行動應用趨勢已

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主流，在這股浪潮中，行動電子商務更扮演著主要的推手，其背後帶來的龐大商機，

更加速了市場上購物類 App 產品紛紛出籠。 

根據 StatCounter 2016 報告顯示，全球行動裝置上網用量首度超越桌機，打破了長期以來桌機瀏覽網

站為主的模式，行動裝置成為主要上網工具，這也說明了行動世代改變了消費者的行為模式，也改變了

思考決策的方式，因此，行動裝置呈現的資訊樣式就相對來得更重要，瀏覽器龍頭 Google 也表示，非手

機易用的網站介面被行動上網用戶關閉的機會，比行動網站高出五倍；近半數使用者會關閉三秒內無法

讀取的行動網頁，也因此 Google 因應行動上網的趨勢，建立了行動版網頁搜尋引擎，並當做主要搜尋索

引，意即未來搜尋排序將以行動網頁優先。 

另一項統計顯示，消費者開啟行動網頁的時間越來越少；僅有 20%時間花費在行動網頁上，其餘 80%

時間來自於 App 使用，華爾街日報在 2014 年的一篇報導以「網頁正在消逝；App 正在殺死它」來下標

題，App 帶來了行動網頁無法比擬的便利性，如 Brown（1989）提出，產品或是服務提供者能夠加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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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便利性，就愈可以增加消費者對於其產品與服務之注意力並提高其購買與使用意願，App 已經逐漸

取代成為消費者行動型網路的入口。

同樣的情況，我們回到行動電子商務這產業來看，法國分析公司 Criteo 在台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

辦的 2015 亞太電子商務趨勢論壇上也提出，App 的轉換率比行動網頁高出 3.7 倍，商品被加入購物車

與完成結帳的比率較桌機高出 2 倍。對於行動浪潮來襲與行動電子商務市場 App 化趨勢之下，台灣的

電商市場會是如何因應呢？本前導研究以台灣市場上架 App 為對象，將從「使用介面」及「商業類型」

做出分類，試圖分析出產品的特色及樣貌。

1-2 研究範圍

由於購物 App 市場上的產品種類與樣式非常廣泛，且系統平台的不同也會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

將選取範圍縮小，以便探討產品差異及實際現況。

本研究擬設定三點研究範圍，以達研究目的：

(1) 本研究目標設定在以 iOS 為平台的 Apple Store 上架之購物 App。

(2)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下載量統計前二十名之產品為對象。

(3) 本研究設定範圍聚焦於「產品首頁介面」以及「商業類型」。

二、文獻探討

2-1 iOS 介面設計準則

Apple 對於 iOS 作業系統有明確的設計規範(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s)，也是原生 App 開發人員依

據的準則，其六項設計原則：整體美感 (Aesthetic Integrity)、一致性 (Consistency)、直覺操作 (Direct 

Manipulation)、反饋 (Feedback)、隱喻 (Metaphors)、使用者掌控(User Control)。同時在 UI Design Basics

裡有明確規範出 UI 各元件名稱及定義 圖 1： 

1. 狀態欄(Status Bars) ：狀態欄出現在屏幕的上緣，並顯示有關設備當前狀態的有用信息，如時間、

電信系統商、網絡狀態以及電池電量。使用系統提供的狀態欄，勿自行定義狀態欄變更它。

2. 導航欄(Navigation Bars)：導航欄位於狀態欄下方，放置上一頁、編輯、新增、完成按鈕以及 LOGO

的位置。

3. 標籤欄(Tab Bars)：標籤欄出現在應用程序屏幕的底部，並提供在應用程式之間快速切換的功能。

標籤欄可包含任意數量的選項項目，但可見最大數量為五個，會因裝置大小和方向而異。

4. 工具欄(Toolbars)：工具欄位於應用程序屏幕的底部，內容包含執行內容相關的操作按鈕。工具欄

可為半透明且有背景色，在不需要它時可設定為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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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iOS UI 各元件名稱(依據 Apple 重新繪製) 

2-2 轉換率（CVR） 

如 Google AdWords 轉換率定義所述：Conversion Rate「CVR」為完成目標轉換的訪客百分比，轉換

率的計算方式為轉換次數除以同個時間範圍內帶來轉換的廣告點擊總數。意即為網路商店所有的流量所

帶來的訂單數，舉例來說，假設每天有 1000 個訪客，最後有 50 個訪客完成訂單付費，那麼該商店轉換

率就是 5%，(50 ÷ 1,000 = 5%)。 

2-3 購物 App 市場發展趨勢 

根據全球行動數據分析平台 Flurry 在 「2017 App 年度關鍵報告」圖 2 觀察，與 Flurry 在「2016 App 

年度關鍵報告」公布的 2016 年全球成長幅度相比，2017 年整體 App 使用量僅增 6%，已趨近飽和，相

較於購物類 App 仍有成長 54%，由以上數據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行動購物的接受度持續提升，其便利

性帶動購物行為移轉到購物 App 上，可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盡情的消費。 

 
圖 2. 2017 年整體 App 使用量增 6%，購物類 App 成長 54%(依據 Flurry 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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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電子商務模式 

目前電商平台的經營模式除了以往的 B2C 與 C2C 之外，還衍伸出比較特別的 C2B 以及 B2B2C 商

業商模式，C2B (Consumer to Business)：有別於以往的商業模式，C2B 電商以消費者為核心，消費者有

比較多的主導權，消費者定出價位再由企業來滿足需求，團購（Groupon）即為運用此概念所設計。B2B2C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 : 是一種新的電商銷售模式，第一個 B 為廣義的賣方，第二個 B 指交

易平臺，C 則是消費者，類似線上百貨商城模式，電商提供平台出租給品牌供應商。(電子商務的經營模

式，股感知識庫. 2015)。 

2-5 便利性理論 

Brown （1989）認為產品或是服務提供者能夠加入愈多的便利性，就愈可以增加消費者對於其產品

與服務之注意力並提高其購買與使用意願，而且他認為便利性不應僅是節省時間而已，應將便利性視為

具有多重構面之構念：（一）時間構面（Time Dimension）：提供服務的時間對於消費者而言是便利的；

（二）地點構面（Place Dimension）：提供服務的地點對於消費者而言是便利的；（三）獲取構面（Acquisition 

Dimension）：廠商提供財務或是其他管道以便利於消費者購買他們的服務，如刷卡訂購或傳真訂購；（四）

使用構面（Use Dimension）：服務能讓消費者使用起來感到便利；（五）執行構面（Execution Dimension）：

可選擇由自己或他人執行、代勞的便利。（引自歐勁麟，2012）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SimilarWeb 分析網站依下載流量取出排名前 20 大購物 App 為研究對象 圖 3，再依照產

品商業屬性及首頁介面設計 表 1 做分類。 

 
圖 3.台灣市場 iOS 平台下載量前 20 大排行(依據 SimilarWeb 資料重新編排) 

以上資料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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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LO TW 蝦皮購物 SHEIN 淘寶 Lativ 

小紅書 生活市集 momo購物網 個人賣場 Pinkoi 

GOMAJI 露天拍賣 淘寶Lite 
Tax Free Japanese 

Mall DOKODEM Pchome 24h購物 

松果購物 屈臣氏台灣 神腦線上 Yahoo 奇摩拍賣 Pchome 商店街 

表 1.台灣市場 iOS 平台下載量前 20 大排行首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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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研究結果 

由台灣區前二十大購物 App 分析表發現到 表 2，在商業模式上，台灣市場仍以 B2C 為主流 55%，

C2C 次之；佔比 32%，B2B2C 僅有三家入榜，佔比 9%，而 C2B 僅有 4.5%。在電商類型上，本土電商

佔比 60%，五成下載量衰退中，尤其前五名中，境外電商包辦前四個名額，且名次變動幅度不大。 

介面分析部分 表 3，在顏色使用上，有 60%電商產品選擇用暖色調作為主色，寒色調與低彩度各為

20%。功能位置上，95% 將購物車放置於首頁，65% 將追蹤收藏放置於首頁；除了 Uniqlo TW 未放置功

能 bar 之外，各家皆將搜尋功能放置於 Navigation Bars，其中蝦皮購物、露天拍賣、神腦線上同時將購物

車放置於 Navigation Bars。33% 將追蹤、收藏功能放置於首頁 Toolbars。 

 
表 2. 台灣區行動購物 App 前二十大商業類型分析表 (本研究繪製) 

 
表 3. 台灣區行動購物 App 前二十大首頁介面分析表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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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結論

本研究針對台灣市場行動購物 App 商業類型以及設計介面進行探討，透過資料收集與分析發現，以

下載量來看，消費者使用偏好在於電商的類型以及介面操作的方便性，為求能更深入探討其因素，將參

考本次前導研究之整理結果，來對未來研究方向做修正：

1. 將介面操作方便性做更具體的研究，並以轉換率與購物車放棄等因素作為研究目的，以期能更明

確分析出其中關聯性。

2. 讓使用者覺得方便好用的 App 介面，是否需須符合哪些因素？

3. 未來將採用實驗與訪談方式來進行研究分析，以期能更詳細了解相關的影響性。

對於未來高度發展的行動商務產業，以及隨著科技不斷突破而快速演變的行動裝置，其攜帶樣式與

介面呈現的方式是本研究無法預期的，同時也是行動科技值得不斷研究探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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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都市環境中，利用大眾運輸達成移動需求是不分性別、族群、年齡、職業等各種屬性的民眾皆

普遍擁有的經驗，為因應使用者於交通轉運站空間內伴隨不同移動目的所衍生的環境行為，交通轉運站

會規劃相關設施提供旅客服務，而公共廁所就是最重要的服務設施之一。人們對公共廁所需求的性別差

異除了生理因素之外，亦存在文化與社會等層面的因素。本研究基於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 

GI）觀點，試圖透過使用者行為觀察與性別分析，探討人們使用交通轉運站公共廁所的需求，進而提出

相關設計建議。本研究以台北捷運台北車站、台鐵台中站、高鐵台中站及統聯中港轉運站四地作為田野

調查對象，採用非參與式觀察法搜集研究樣本，再透過事件取樣法進行樣本分析，從公共廁所外部空間

考察使用者屬性、所攜物品、行為樣態等，探討公共廁所的服務條件如何能更符合使用者需求。根據考

察結果得知，交通轉運站公共廁所常見的使用需求為：（1）應加強維護廁所環境整潔、（2）民眾普遍

對公共區域的私人物品安全有所顧慮、（3）公共廁所內有私人置物空間區域的需求、（4）置物空間應

因應小件隨身物品及大件行李袋／行李箱的需求、（5）同伴的有無影響人們的行為、（6）廁所外部有

配置等待用座椅的需求、（7）是否攜帶行李可能影響如廁前（置放物品）、中（防止物品掉落）、後

（洗手時需空出雙手）的行為。 

關鍵詞：公共廁所、交通轉運站、環境行為研究、性別分析 

 

一、前言 

交通轉運站是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環，透過交通運輸系統人們可移動到特定地點，達成通學、

通勤、旅遊、滿足其他生活機能等目的。在交通移動的過程中，人們需在車廂中停留一段時間，由於交

通工具為移動狀態，許多人不方便或不習慣在車箱內上廁所，因此，人們多會在上車前、下車後時段使

用交通轉運站的公共廁所，此空間服務的機能是否完備會大大影響人們的使用滿意度。 

依台灣現有的大眾運輸系統，民眾可搭乘公車、客運等公路運輸，或台鐵、高鐵、捷運等鐵道運輸。

搭乘台灣高鐵族群主要以省時快速的消費者居多，搭乘目的主要以返鄉、探親、觀光旅遊及公（商）務

為主（吳曉沛，徐宇萱，邱亞賢，劉俞君，陳春志，2009）。依據臺鐵 104 年辦理之「104 年臺鐵旅客

意向調查」統計，搭乘臺鐵族群男性 15.6%為「出差洽公」，女性 47.2%為「返鄉、探親及訪友」（臺

鐵旅客性別結構分析，2015）。台中統聯轉運站由於長途客運及部分市公車亦由此地轉運，故搭乘年齡

層較為廣泛。交通轉運站屬性及旅客行為目的不同，可能會影響人們的服裝、隨身行李及是否有同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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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差異，而這些外部因素亦可能對使用廁所的需求造成影響。

人們的如廁需求會因生理條件因素而產生性別差異，此外，不同屬性的使用者亦可能因服裝及使用

習慣不同，而影響其對公共廁所的場域及設備等功能需求產生差異。為了讓公共廁所更符合不同屬性使

用者條件，以達成完善的公共設計規劃，本研究基於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 GI）的觀點，

試圖透過使用者行為觀察與性別分析，探討人們使用交通轉運站公共廁所的需求。然而考量如廁行為具

有高度的隱私性，基於研究倫理，無法在公共廁所個人使用空間進行相關行為調查，因此，本研究企圖

透過使用者在公共廁所外部空間呈現的可觀察行為內容，進而探討並推論使用者在公共廁所內部個人空

間所可能遭遇的問題或障礙。

本研究以台北捷運台北車站、台鐵台中站、高鐵台中站及統聯中港轉運站四地作為田野調查對象，

觀察多元條件使用者在廁所外的行為樣態，並記錄他們的性別／年齡等屬性、服裝、攜帶物品、同伴人

數等，除了釐清各種交通轉運站的使用者屬性與需求之外，亦考察現有公共廁所中因隱含的性別因素而

造成使用者不便或需求未受關注的現象。本研究將作為未來對公共廁所使用者進行心理意識調查的基礎，

且本研究的行為考察分析結果，亦可作為其他公共廁所相關研究與設計規劃的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公共廁所空間規劃

公共廁所屬人造環境，由各種材質表面構組的敷地形成，而敷地自支應需求的單一表面（如：地磚、

牆面、天花板等）至完全包圍一個人的表面（如：門板、隔間等）而有不同，此外，亦包含許多提供功

能作用的設施設備（如：馬桶、洗手台、鏡面、垃圾桶等）。這些材質、物件的配置通常多是為了支應

某種行為或活動而被規劃設計，然而有時亦會被設計來作為審美用途。針對人性化公廁設計準則，吳明

修（2012）認為是將人的「意識」、「行為」與「環境」分別對置作為考察之流程。謝園（2001）指出

人類所追求生活環境的基本需求為安全、方便、舒適、私密、歸屬等五個項目。而黃寬助（2007）提出

「配色」是影響民眾對於公廁是否整潔的認知因素，故在地板的色調上應講求素雅樸實，清潔方便且美

觀，以增加建築色調的明快感覺。此外，整體設計以盡量減少使用者與廁所設施接觸為原則，便器設計

必須符合人性化原則，例如：廁間內坐式、蹲式馬桶均有。公共廁所之設計，人性化是首要考量，考慮

周到才能讓使用者得方便稱心，當然也必須從維護清潔的角度考慮空間尺寸及選用建材。

2-2 性別化創新的觀點

畢恆達（1996）主張，每一個日常生活的實踐，都倚賴一個支持活動的空間；而每一個空間都是社

會價值觀積極的展現。因此，空間絕非只是形式表現與功能滿足的硬體設施，故若政策制定者與空間規

劃設計者對性別意識的敏感度不足，那麼設計出來的空間便會缺乏性別觀點，無法平權地位所有使用者

服務。畢恆達（2005）進一步指出，空間亦是一種社會的建構，空間裡具有性別意涵，而性別與空間的

研究，就是在研究「空間」它如何反應了、又如何同時形塑參與了一個男性特質或女性特質的建構過程。

此外，林芳玫、蔡佩

珍（2003）指出，「性別主流化」是要將性別觀點帶到各種公共事務中，成為從規劃到執行都必須

具備的主要元素。蔡麗玲、許純蓓、呂依婷（2016）進一步闡述，「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 GI）的核心意涵是「利用性別分析達到科技的創新發展」，也就是在科技的研發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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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分析視角，促成科學技術與知識的革新。因此，性別化

創新並不是為了鞏固現有性別關係與性別秩序的創新或研發，而是「為了移除科技工程領域人員、文化、

內容性別偏差而有的轉化作為」（Schiebinger, 2008:4）。因公共廁所的設計規劃涉及健康安全等相關服

務的公共性，也必然無法排除性別特質帶來的需求差異，故需要透過性別化創新觀點的介入，讓現有公

共廁所的設計規劃能減少性別偏差情形。 

2-3 性別化差異行為 

2-3.1 男女性公共廁所需求及生理差異 

公共廁所的設置主要是為了因應人們如廁排泄的生理需求，而隨著公共廁所設置的普及，人們對公

共廁所的仰賴與需求層面則越來越多元化。根據小林純子（2008）研究，女性於廁所中除了如廁行為之

外，異常見其他附隨的行為發生，其中常見行為內容包括：A. 利用水的行為，例如：洗手、刷牙、隱

形眼鏡調整等。B. 利用隱密空間，例如：更換衣褲及絲襪、補妝／修整儀容、整理物品或錢包、擤鼻

涕等。C. 利用安靜的空間，例如：放鬆心情或是聽音樂。另外，除了一般正常頻率的如廁排泄之外，

常見許多突發狀況或身體異狀，人們也必須利用廁所處理切身問題（例如：突發性腹瀉、喝太多水或情

緒緊張而頻尿、因飲食弄髒身體或衣物、食物塞在牙縫、踩到狗屎等），或是因年長、懷孕、慢性生理

疾病、肢體障礙等因素而衍生的生理需求（例如：懷孕或女性年長者常見的頻尿、男性的攝護腺腫大導

致不易排尿和收尿、腎功能障礙而需使用導尿管和尿袋、特殊身體處境造成的排泄困難等），這些使用

屬性都必須被納入公共廁所的設計規劃考量中。吳鄭重、莊景智（2011）提出這些突然發生或是持續累

積的身心「異狀」讓象徵主體的身心潔淨與得體受到威脅，必須藉由適當的劃界／排除動作加以恢復。

公共廁所正是提供人們「適當的劃界」，讓人們可以運用適當的設施與空間，使以「排除動作」，讓身

心潔淨得到恢復的公共設計，故在使用需求上納入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差異考量是必要的。 

2-3.2 性別心理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1995）的研究發現，一般女廁的設計讓婦女最感到不方便的地方依序是：無

置物空間、無法選擇坐式或蹲式的廁所、等候空間不足、廁間內空間太小、廁所不好找等；而女性害怕

上廁所的原因則包含髒、臭、排隊的人太多、害怕被偷窺等。孔維國（2010）提出根據使用者性傾向的

不同，使用公廁的焦慮程度不同，對公廁空間也會有不同的利用方式；使用者軍旅經驗之有無，亦會影

響其往後的如廁感受。以現存的便斗形式而言，「小便牆」是多數男性受訪者最不想上的類型，這類型

廁所直至今日還時常可見。造成壓力與緊張的原因，是小便牆很可能洩漏使用者至少三種隱私；其一是

因為沒有裝設隔板，容易被看見性器官等身體私密部位，須靠自己的雙手遮掩；其二是小便牆形式的廁

所沒有小便斗承接，尿液會直接沿著牆面流下，他人可一眼看出排泄尿液的顏色、尿量而使生理狀況隱

私曝光；第三，站在台上等多久才尿出來，也可能透露在公共廁所如廁的心理壓力。因此，從上述文獻

可知，無論性別為何，都有其個別考量的心理因素影響公共廁所使用需求，從性別心理的角度思考相關

設計規劃，將有助於減緩人們使用公共廁所的心理壓力。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樣本蒐集 

    針對交通轉運站公共廁所，本研究考察了以下四個地點：台北捷運台北車站、台鐵台中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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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台中站及統聯中港轉運站。本研究運用動態攝影記錄使用者在廁所外的行為樣態，並另以紙本表單記

錄被觀察者的性別／年齡等屬性、服裝、攜帶物品、同伴人數等，透過使用者在公共廁所外部空間表現

的外顯行為，探討並推論使用者在公共廁所內部個人空間可能遭遇的問題或障礙。

3-1.1 調查對象地點簡介及公廁設施規劃

1. 台北捷運台北車站：台北捷運是服務台北大都會區的大眾捷運系統，路網範圍涵蓋台北市、

新北市與桃園市，目前共有 5 條主要路線與 2 條單站支線。本研究調查的臺北車站 B3 捷運出口

公共廁所，位於高鐵、臺鐵及捷運出口，人口移動量較大，男女廁外皆有廁所內個人廁間使用狀

態顯示板。

2. 高鐵台中站：台灣高速鐵路中台灣第一個設置的高鐵站，亦是全線旅次第二大站。本站與

台灣鐵路管理局台中新烏日車站共站，目前兩者間有室內人行通道相連接。本研究調查高鐵台中

站 2F 所設公共廁所，有一間多元使用廁所可供殘障人士使用。 

3. 台鐵台中站：新站體座落於台中市東區，附近有多家公路客運、國道客運業者設站，多數

市區公車路線亦於此處停靠，是台中都會區極為重要的交通轉運樞紐。本研究調查台中火車站 2F

公共廁所，位於車站出入口另一側，備有一間多元使用廁所可供殘障人士與親子使用及一間哺集

乳室。

4. 統聯中港轉運站：位於台灣大道上，為統聯客運於台中市主要的公路長途客運轉運點，亦

是統聯台中市公車車站，有多條路線通往台灣各縣市，為統聯客運重要的轉運樞紐。本研究調查

的公共廁所位於轉運站內一側。

表 1.  各對象地調查公共廁所內部設施數量列表 

地點＼項目 性別 洗手台 小便斗 坐式馬桶 蹲式馬桶
多功能 
廁所

台北捷運 
台北車站

男廁 3 7 1 1 1

女廁 5 0 5 6 1

高鐵台中站
男廁 6 8 6 6 0

女廁 6 0 8 8 1

台鐵台中站
男廁 2 6 2 2 0

女廁 3 0 1 5 1

統聯 
中港轉運站

男廁 6 14 0 7 1

女廁 5 0 0 11 1

3-1.2 調查原則與時間

本研究調查地點包括了台灣現有四大交通運輸方式：捷運、客運（公車）、火車及高鐵。交通轉運

站因客流量大、通勤人數多及車班較為穩定，故考察時間以平日為主。透過錄影方式紀錄完整行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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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影片中擷取各對象地的個別樣本，針對使用者性別、屬性、特性、行為現象，進一步進行事件取樣

分析，考察使用者使用交通轉運站公共廁所所遭遇的問題，詳細調查時間請參考表二所示。 

表 2.各對象地調查時間表 

地點         項目 日期 時間 

台北捷運 
台北車站 

2018/02/22 11:15 ~ 12:08 

2017/11/06 15:00 ~ 15:30 

高鐵台中站 

2017/11/20 15:16 ~ 15:48 

2017/11/27 15:18 ~ 15:51 

台鐵台中站 

2017/12/28 16:26 ~ 16:59 

2018/01/01 14:49 ~15:32 

統聯 
中港轉運站 

2017/12/04 16:06 ~16:36 

2017/12/11 16:15 ~ 16:49 

3-2 調查與分析說明 

本研究採用非參與式觀察法蒐集研究樣本，再透過事件取樣法進行樣本分析。第一階段因考量如廁

行為的隱私性，故選擇觀察者不介入、不干擾觀察對象的行為活動，僅透過旁觀獲得觀察研究資料的研

究方式。在前述四個調查對象地，觀察使用者外部行為樣態，包括：隨行同伴、行為目的、移動型態、

穿著服裝、行李件數、行李型式、手上物品、廁所使用狀態及等待狀態等，並以攝影與紙本紀錄要點。

第二階段採用的「事件取樣法」，是以「特殊事件」作為觀察目標，針對事件進行觀察，這種觀察法不

受時間的限制，可對於特別的行為或事件發生時的每一個情境加以記錄，著重在事件本身的行為特徵分

析。本研究從第一階段調查四個地點的攝錄影片中，共擷取了 83 個行為樣本，進行行為考察與質性資

料分析，從中探索各交通轉運站旅客使用公共廁所的行為樣態，以探討及推論使用者在公共廁所的空間

所遭遇的問題及需求。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各地點的考察 

根據四個交通轉運站點當日的乘車情形，每個地點約記錄 30~40 分鐘，所擷取樣本數分別為：台北

捷運台北車站（TMRT）29 個、高鐵台中站（THSR）20 個、臺鐵台中站（TRA）14 個、統聯中港轉運

站（TLT）20 個。針對擷取樣本呈現的情景樣態，先進行狀態描述，再進行兩階段的行為考察，研究發

現許多行為模式在各個交通轉運站皆會重複出現，但也有因公共廁所空間形式差異，單獨出現特有的行

749



  

為樣本。因受限於篇幅，故本文僅擷取部分樣本示意說明，樣本數分別是：TMRT＝4、THSR＝3、

TRA＝4、TLT＝3。 

四個交通轉運站中，高鐵主要以長途交通便利快速為主，使用者多以出差通勤及旅遊為目的；臺鐵

台中站由於位置點為市公車、客運交通要點，使用者多以學生通學、短距離旅遊及日常生活機能為目的；

統聯中港轉運站由於為長程客運及台中市公車發車地，使用客群皆以日常生活機能及長途旅遊為目的；

台北捷運台北車站因是高鐵、臺鐵及捷運三種交通系統的匯聚地，是台北市最大的站點，使用者行為目

的較為多元，故使用者的行為狀態及攜帶物品較為複雜。從考察一的結果可看出使用者的三類穿著，而

透過攜帶物品及使否有同伴，可推估高鐵及捷運使用者大部份皆以通勤及日常生活機能為主，上班通勤

攜帶的大多為後揹包或是手提公事包；通學者為後揹包及手提袋居多；日常生活機能目的則以手提包、

側揹包、行李袋居多。而從性別化觀點考察發現，臺鐵台中站及台北捷運站經常會因同時間湧入大量人

潮造成女廁廁間數量不足而衍生長時間等候及排隊的狀況。其他考察內容細節，請詳見表 3。 

表 3.各對象地之事件取樣考察範例 

編號 樣本 樣本所示狀況說明 考察一 考察二 

TRA-01 

 

青壯年男性與女性 
皆穿著褲裝，各拉一件
行李箱，女性先進入廁
所，男性在外等待，並
看顧行李箱。 

• 因行李箱大，單間廁
所內沒有足夠置物空
間 

• 行李箱置於公共區有
遺失的疑慮 

• 委託同伴看顧行李箱
較安心 

• 應加強維護廁
所內外地板潔
淨清爽 

• 民眾普遍對公
共區域的私人
物品安全有所
顧慮 

• 公共廁所內有
私人置物空間
區域的需求 

• 置物空間應因
應小件隨身物
品及大件行李
袋／行李箱的
需求 

• 隨身物品的類
型多樣，應提
供吊掛、平放
等不同形式的
置物功能 

• 同伴的有無影
響人們的行為 

TRA-02 

 

女性 
女廁門口大排長龍，排
隊民眾的行李皆自提不
落地。 

• 對廁所的地板清潔有
疑慮，故刻意讓行李
不著地 

• 女廁數量不足以因應
同時間湧入的大量人
潮 

TRA-05 

 

三名青年男性 
皆穿著褲裝，其中一人
負責看顧大家的行李
（後背包），並置放於
地上。 

• 同伴可協助看顧隨身
物品 

• 單間個人廁所內置物
區域不足 

• 對廁所的地板清潔有
疑慮，但對廁所外部
空間的地板清潔較信
任 

• 廁所外提供等待的公
共座椅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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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樣本 樣本所示狀況說明 考察一 考察二 

TRA-12 兩位中年女性 
穿著外套及褲裝，輪流
進入廁所，隨身物（手
提包 x1+飲料杯 x1）
由在外等待的一人負責
拿取。 

• 單間個人廁所內置物
空間區域不足

• 有同伴可協助拿取隨
身物

• 對攜帶食物／飲料進
入廁所有疑慮

• 廁所外部有配
置等待用座椅
的需求

• 是否攜帶行李
可能影響如廁
前 （ 置 放 物
品）、中（防
止 物 品 掉
落）、後（洗
手時需空出雙
手）的行為

TMRT-01 中年女性與老年女性 
穿著大衣與褲裝，老年
婦人使用多功能廁所，
中年女性站在女廁外，
左側背肩包，右側背手
提袋，腳邊放著兩個手
提袋，等待多功能廁所
女性使用者使用完畢。 

• 同伴可協助看顧隨身
物品

• 對廁所的地板清潔有
疑慮，但對廁所外部
空間的地板清潔較信
任

• 廁所外提供等待的公
共座椅不足

• 應加強維護廁
所內外地板潔
淨清爽

• 民眾普遍對公
共區域的私人
物品安全有所
顧慮

• 公共廁所內有
私人置物空間
區域的需求

• 置物空間應因
應小件隨身物
品及大件行李
袋／行李箱的
需求

• 隨身物品的類
型多樣，應提
供吊掛、平放
等不同形式的
置物功能

• 同伴的有無影
響人們的行為

• 廁所外部有配
置等待用座椅
的需求是否攜
帶行李可能影
響如廁前（置
放物品）、中
（防止物品掉
落）、後（洗

TMRT-07 一對青壯年男性、女性
及三位女性幼童 
女性青壯年穿著大衣及
褲裝，背側背包，手上
抱幼童；男性青壯年身
穿外套及褲裝，手牽幼
童，第三位幼童自行行
走，幼童先進入，大人
跟隨其後進入多功能廁
所。 

• 後揹型及斜揹型行
李不影響如廁的方
便性

• 同伴可協助看顧隨
身物品 協助孩童如
廁

• 進入廁所內後需要
臨時置物設施裝置

• 多功能廁所方便親
子使用

TMRT-14 歐美青壯年男性 
穿著外套及褲裝，攜帶
一行李箱、兩套床具
組，並揹著後背包步入
男廁，如廁完畢步出男
廁。 

• 行李箱置放於公共
區有遺失的疑慮，
故出入廁所皆攜帶
大件行李

• 無同伴可看顧行李
• 後揹型行李不影響

如廁的方便性
• 因行李箱大，單間

廁所內沒有足夠置
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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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樣本 樣本所示狀況說明 考察一 考察二 

TMRT-15 

 

中年男性及兩位女性 
穿著外套及褲裝，攜帶
行李箱，並於使用廁所
時彼此交替看顧行李，
行李並排放至於女廁門
口外的牆邊。 

• 因行李箱大，單間
廁所內沒有足夠置
物空間 

• 委託同伴看顧行李
箱較安心  

• 攜帶隨身行李不方
便如廁 

• 廁所外提供等待的
公共座椅不足 

手時需空出雙
手）的行為 

 

THSR-01 

 

青壯年女性 
穿著褲裝，身背後揹
包，手拿咖啡紙杯，與
朋友交替進入廁所。 

• 同伴可協助看顧隨
身物品  

• 對攜帶食物／飲料
進入廁所有疑慮 

• 後揹型行李不影響
如廁的方便性 

• 應加強維護廁所內
外地板潔淨清爽 

• 民眾普遍對公共區
域的私人物品安全
有所顧慮 

• 公共廁所內有私人
置物空間區域的需
求 

• 置物空間應因應小
件隨身物品及大件
行李袋／行李箱的
需求 

• 隨身物品的類型多
樣，應提供吊掛、
平放等不同形式的
置物功能 

• 同伴的有無影響人
們的行為 

• 廁所外部有配置等
待用座椅的需求是
否攜帶行李可能影
響如廁前（置放物
品）、中（防止物
品掉落）、後（洗
手時需空出雙手）
的行為 

THSR-10 

 

中年女性 

穿著褲裝，手提大型提

籃及外套，身背後揹

包，步出女廁。 

• 無同伴可看顧行李 
• 行李置於公共區有

遺失的疑慮 
• 進入廁所內後需要

臨時置物設施裝置 
• 手拿大型提籃及外

套可能造成如廁不
便 

• 後揹型行李不影響
如廁的方便性 

TLT-14 

 

青壯年男性及中年男性 
皆穿著外套及褲裝，青
壯年男性身背斜揹包，
與中年男性身背側揹
包，看似上班通勤狀
態，兩人皆手拿瓶裝水
與外套，青壯年男性步
入男廁。 

• 對攜帶食物（飲
料）出入廁所不在
意  

• 對攜帶食物（飲
料）出入廁所不在
意  

• 手拿外套可能造成
如廁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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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樣本 樣本所示狀況說明 考察一 考察二 

TLT-02 中年女性及青壯年女性 
皆穿著外套及裙裝，青
壯年女性身背後揹包，
中年女性身背肩揹包，
手拿飲料杯及外套，女
兒步出女廁。 

• 對攜帶食物／飲料
進入廁所有疑慮

• 有同伴可以暫代拿
取食物

• 後揹型行李不影響
如廁的方便性

• 手拿外套可能造成
如廁不便

• 對廁所的地板清潔
有疑慮，但對廁所
外部空間較信任

• 應加強維護廁所
內外地板潔淨清
爽

• 民眾普遍對公共
區域的私人物品
安全有所顧慮

• 公共廁所內有私
人置物空間區域
的需求

• 置物空間應因應
小件隨身物品及
大件行李袋／行
李箱的需求

• 隨身物品的類型
多樣，應提供吊
掛、平放等不同
形式的置物功能

• 同伴的有無影響
人們的行為

• 廁所外部有配置
等待用座椅的需
求是否攜帶行李
可能影響如廁前
（置放物品）、
中（防止物品掉
落）、後（洗手
時需空出雙手）
的行為

TLT-11 青壯年男性 
穿著外套及褲裝，身背
側揹包，將一提袋及飲
料放置於廁所外的置物
台後，步入男廁。 

• 側揹型行李不影響
如廁的方便性

• 無同伴可以暫代拿
取食物

• 對攜帶食物／飲料
進入廁所有疑慮

• 攜帶隨身行李不方
便如廁

• 對廁所的地板清潔
有疑慮，但對廁所
外部空間較信任

TLT-13 一群青壯年男性 
皆無攜帶任何行李，步
入男廁。 

• 從無攜帶隨身物品
可以推估是否有隨
行同伴看顧行李

4-2 綜合考察

根據本研究行為觀察，從考察一內容結果分析歸納出考察二公共廁所常見需求因素如下：（1）應

加強維護廁所環境整潔、（2）民眾普遍對公共區域的私人物品安全有所顧慮、（3）公共廁所內有私人

置物空間區域的需求、（4）置物空間應因應小件隨身物品及大件行李袋／行李箱的需求、（5）同伴的

有無影響人們的行為、（6）廁所外部有配置等待用座椅的需求、（7）是否攜帶行李可能影響如廁前

（置放物品）、中（防止物品掉落）、後（洗手時需空出雙手）的行為。此外，高鐵及捷運交通轉運站

的公共廁所會因人來人往較不容易辨識方向，應加強「廁所指引標誌」需求，提高辨識度。

透過公共廁所外部使用者行為考察結果進行性別化探討，發現青壯年及中年男性大多運用交通轉運

站上班通勤及通學，攜帶物品大多為側揹包、手提包等容易攜帶小型行李物件；相對於男性，同年齡階

層的女性出入交通轉運站則常見以旅遊、通勤為目的，攜帶多件行李或大件行李的使用者。此外，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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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時段為冬季，從氣候因素的考量上可以考察出，男性服裝多為大衣外套／夾克與褲裝，較無

太多如廁上的疑慮或困難，而女性的冬季衣著款式則相對顯得多樣與繁複，故可能在原本即具備的生理

差異之外，更較男性使用者容易面對到各種如廁的障礙。為進一步檢證，後續研究將再針對夏季等其他

季節進行研究調查，以確認衣著服飾對如廁的性別差異。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針對台灣常見四種交通系統轉運站的公共廁所進行初步考察研究，透過性別化創新觀點所揭示

的性別分析，探討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因素對人們使用交通轉運站公共廁所外部空間的行為特徵與差

異，並提出了上述七點考察結果。由於如廁是隱私的行為，即使是公共廁所的設計規劃也必須確保使用

者在廁所個人使用空間的隱私安全，故本研究議題在觀察研究上具有顯著的研究限制，必須另採其他研

究工具，繼續調查與探討使用者如何使用公共廁所內部個人空間及如廁過程經常遭遇的問題或困難。本

研究以大量觀察使用者在公共廁所外部空間表現的外顯行為，並推導出不同性別使用者在廁所內部空間

使用設施時可能遭遇的情境與問題，建議後續研究除了可補充不同季節的觀察研究樣本，應再根據前述

考察現象及問題點，擬定使用者 

心理意識調查綱要，分別針對不同型別使用者進行深度訪談與專家訪談，進一步深入暸解使用者在

公共廁所內部空間及個人空間的細部需求，也從專家觀點對後續設計建議提出參考建議，讓公共廁所更

符合不同屬性使用者條件及完善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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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價值創新設計之研究—以剪刀設計為例 
薛皓文*+   何明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教授  

+通訊作者: tony11900@outlook.com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價值創新方式，以傳統價值的產品類別躍昇至其他層面為目的架構出設計模式。傳統

產業在過去的代工思維下，生產的製品以量產量銷方式訴求經濟實惠的導入市場之中，然而現代消費者的

消費動機由過去重視實用轉變成其他訴求，愉悅與否的情感意識形態是影響消費者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

不論從市場或是情感需求上，價值創新是產業生存於現代環境中必須具備的觀念。本研究以消費者的情感

需求、產品價值與生命週期作為依據，用樣本的形容詞彙歸納架構內容，提出價值創新模式。 

關鍵詞：價值創新、剪刀、情感感受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工業量產量銷的思維之下，使得傳統產業受限於經濟實惠的製造方式。然而隨著時代演進以及美感

的重視，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除了功能性能外，尚追求愉悅感受及心理層面的價值。傳統產物的價值轉化

是現今必要的趨勢，以因應消費行為變化。需求層次理論區分需求動機層次，現今社會已滿足了生理及安

全需求，因此向上提升轉而對心理上的需求跟滿足更是現代人的消費動機。然而對心理滿足因素有非常

多面向的表現方式外，將其做為價值創新的著手方式更是具多樣性。且消費者對產物的價值觀感過於片

面單一，往往因傳統的低成本製造所形成的低價格而造成”用壞即丟”的浪費。產物應該可以在損壞後還具

有其他面向的價值，因此本研究由以上所述做為探討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工業環境之下如何透過創新思維增加產品新的用途而在價值上有所提升，並以此

思維發展產業轉型之依據架構。欲透過價值創新方式提升消費者對物品的重視藉此減少浪費，並以傳統

產業生產之剪刀作為產品設計的驗證對象，作為轉型初步依據。主要的研究目的是透過設計提升產品的

價值。 

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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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感受的形容語彙 

人用不同的語彙來表達對事物的主觀認知感受，而其中雖直觀卻具個別差異的模糊性用詞形式為形

容詞。形容詞彙表達個體情感上的認知，因此能區別出消費者對產物的喜好、厭惡類型。在感性工學中便

有相關的用法，藉此作為產品發展方向。 

感性工學是一種以消費者感受為導向的產品開發方法，由字面上作說明，感性工學便是將消費者對

產品的直觀感覺感受轉化並具體實現在產品上的技術。Nagamachi(1995)將感性工學定義為：「將消費者

對於產品所產生的感覺或意象予以轉化成設計要素之技術」，其又提出四個感性工學主要探討產品的方

向:以分析人因及心理因素來探討顧客對產品的感覺需求、經由消費者的感性詞彙找出設計產品的代表特

徵、建構包含人因技術的感性工學架構體系、隨著社會的變遷及消費者的偏好趨勢以修正產品設計的方

向。 

馬永川(1998)在”產品意象語彙與造形呈現對應關係之研究”中也運用了相關的方式，以當時產品作為

研究目標，收集特定樣本圖片供受測者對產品意象感覺挑選後，進一步探討感受語彙跟認知的關係，並歸

納出使用者對該類產品的需求以意象語彙表達。而後針對所挑選出的樣本圖象分析造型，再經由運算而

得出能說明意象與造形間對應關係之方程式。 

本研究採用感性工學之形容詞彙為探討方向作蒐集樣本方式，分析並歸納對產物的感受形容詞彙與

代表特徵，列出特定的感受類別後訂定外觀的形色質材、表現特質與方式、代表特徵形容詞彙等項目，作

為後續針對感受類別而設計產品的參考方向。 

2-2 產品價值 

近年來市場上具有多樣的產品樣式，同一類型有經過外型設計跟包裝的產品相較於與未經包裝與設

計的，往往能促使消費者傾向購買，而其中的差異取決於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與價值觀，此二者很大程度

的影響消費購買傾向。 

2-2.1 消費者需求與愉悅 

馬斯洛(Maslow, 1943)的需求層次理論對人類不同層次的需求而產生的動機分類為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社交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說明了人類及生物由最原始生理安全上的生存需求經由時代與社會的環

境演變為精神上、情感上、社會互動上的滿足。諾曼(2005/王鴻祥等人譯，2011)在其著作情感設計中說明

人對事物的認知情感感受來源分類為本能層次、行為層次、反思層次，並提出一個好的設計必須讓使用者

在三個層次上都有愉悅感受。Woods(1960)將產品分為三類的滿足需求，分別是：實用的產品（Utilitarian 

Product）、享樂的產品（Hedonic Product）、象徵的產品（Symbolic Product）。 

由此可知，現代人對需求產物的動機，從滿足生理的、物理的具體現況後轉變為滿足精神上、愉悅上

的抽象渴求，對產物的功能觀感不只是單純的使用功能，還有如觀賞、自我滿足等等的觀賞性功能，功能

已被廣泛的定義，感性層面的需求是現代的消費趨勢。不論是諾曼或 Woods，他們的分類都包含愉悅跟

情感，情感帶來的動機是強而有力的，因此產品也必須滿足情感、讓人愉悅。本研究對剪刀的價值創新把

滿足類型初步分為四大類:專業化(Professional)、藝術化(Artistic)、機能化(Functional)、象徵化(Symb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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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價值的類別與創新

何明泉(無日期)於”工藝設計的傳統與創新”中對產品做四種分類:工具（Tool）、器具（Utensil）、道

具（Property）、玩具（Toy），是物質層面往心理層面的提升，也是產品價值的轉變。工具是指重視特定

目的使用性產品，器具指重視多樣方式呈現的多樣性，道具重視個別差異的個別性，玩具重視玩樂性質的

趣味性，甚至還有神具(Symbolic/Meaning)，神具是指產品具有象徵、文化或特殊涵義。我們對待產品的

態度不同，產品的價值也有所不同。以製造者來看是製品，目的為銷售的是商品，還有贈送他人的贈品禮

品及紀念價值的紀念品。產品以這樣做轉變，價值自然就不同，不論是從轉變產品本身的性質還是轉變消

費者對產品的態度，都可稱作為價值的躍昇(何明泉，無日期)。 

本研究的驗證對象為剪刀，以上述對產品性質的分類來歸類剪刀並做價值的躍昇藉此提升價值。普

遍的剪刀屬於工具跟製品商品範疇，因此假設對該工具類型轉變為道具、玩具、神具或是贈品禮品、紀念

品並賦予故事性，能改變消費者對剪刀既有態度而增加產品價值。如給予剪刀”剪掉不好的事物或斷掉惡

緣孽緣”這種象徵意涵，剪刀便躍昇成具有合理性特殊意涵的神具，消費者對待此種剪刀的態度也變成富

有送禮價值而形成禮品或紀念品，不再是單純的商品及工具。

2-3 剪刀的演變與意義

在歷史記載中最早出現於西元前 1500 年由古埃及人發明，當時的剪刀是一體成形、外型似螯的交股

式，迴異於現今普遍的交叉式雙手柄，在現今此種形制的剪刀多用於紡織。現代的剪刀約西元 100 年由

古羅馬人發明，當時用於紡織及理髮。而在中國經由考古發現在西漢時就有此種剪刀。古時剪刀以按壓方

式交錯刀片，放鬆時經由金屬彈性恢復原狀，如同鑷子(呂翊華，2013)。 

剪刀在社會上依不同用途而有不同的類型與樣式，然而對剪刀的使用情形除了長時間的職業需要外，

普遍消費者只有在特定需求時才使用剪刀，剪刀大部分的時間是被收納的，它存在的意義可以不只是必

要時使用，還可以有其他的用途。比如可具有裝飾擺飾、送禮、紀念等價值。

生活中可以看見許多事物有做延伸解釋而具有象徵意涵。在台灣名俗文物辭典中，以宗教的觀點對

剪刀其本身功能來象徵為”剪除晦氣及剪破天羅地網”的驅邪物品，有祈福治邪之意涵。甚至可以解釋為一

刀兩斷、斷絕往來切割關係、當斷則斷、切斷孽緣惡緣等意義。這些趨吉避凶、當機立斷、勸人別藕斷絲

連等的人為解釋，本研究者以為可以運用在假設的四大分類之中，賦予剪刀故事性，作為剪刀工具的價值

躍昇成道具、玩具、禮品、紀念品。

2-4 產品生命週期

Raymond Vernon(1966)提出”產品生命週期理論(Theory of Product Life Cycle)”，是指產品的導入及退

出市場的歷程。有四個階段:導入期(Development Stage)、成長期(Growth Stage)、成熟期(Maturity Stage)、

衰退期(Decline Stage)。由此得知，一項產品在市場上的壽命並非一陳不變，而是會面臨衰退的命運。因

此必須不斷的推陳出新，維持產業在市場上的活力，以創新取代傳統在市場上是必然的生存條件。當市場

環境之製造技術成熟時，更需以創新來區別與競爭者的差異從而產生新的價值。而創新要有所依據，並非

單指外觀上的改變，因此建構價值創新架構作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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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結

經由以上之相關研究，得知產品本身的類別分為工具、器具、道具、玩具、神具，人對產品的態度可

分為製品、商品、贈品禮品、紀念品，因此價值創新可由對象物本質的類別做價值躍昇而形成創新來著

手。由生命週期理論得知產業必須做價值創新才能在市場上保持活力，此又導致產業又有新的價值，因此

價值創新除了是對產品外，也是會回歸到產業本身。而本研究劃分了初步四種具體到抽象的概念方向，以

此對產品的本質做價值的躍昇，使驗證對象由原本的工具、製品，經由四種方向的轉化而價值躍昇到道具

玩具、贈品紀念品。

三、產品價值創新設計

本研究以剪刀設計，探討傳統產品價值創新的架構模式，先訂定了四大價值創新方向做為剪刀價值

的躍昇方向。四大方向都包含人對物的情感感受，因此蒐集並分析對相關樣本的意象感受及對應的特質

關係，做系統架構的建立，分三階段做研究。

3-1 架構的分類及定義

明確定義先前假設之價值創新四種大方向模式:專業化、藝術化、機能化、象徵化，是考慮使用性、

觀賞性、精神意涵三層面，也是具體到抽象的四種劃分。訂定四方向之定義概念後，再基於四種方向做衍

申細分並建立具有區別性的感受類別，並選擇其中一項大方向作為後續階段之樣本蒐集依據。

3-2 感受形容詞彙蒐集與歸納

蒐集各式類型樣本後對個別樣本的特徵意象以形容詞彙方式表達感受與分類。分析分類後的樣本將

其各項屬性歸於感受類別，並明確的區別及定義類別後製作表格，再從其共十二項感受類別中選出六項，

作為第三階段驗證量標方向。

3-3 以量標驗證感受

由選定之六向類別以量標評量方式驗證感受與屬性的對應關係，及以其中一類之屬性為構成要素設

計剪刀，測定是否合理及讓人感同身受。主要驗證目的有二，第一是驗證某特定感受是由型態、色彩、質

地之三項外觀屬性中，何者為影響該特定感受的最大因素，及相同感受的樣本群集中，是否具有相同或類

似的屬性構成。第二為驗證以某一類別的構成要素來設計之剪刀是否能讓受測者感到相同的感受。簡言

之便是驗證本研究提出的感受類別表格是否明確且具有可參考性。

四、結果與討論

第一階段中依整理之四大方向做解釋，專業化是針對滿足專職使用者的需求及彰顯其身分地位與自

我認同的高階器具、道具分類，考慮重度使用者長時間使用導致的壓迫及傷害、重心配置，為使用者做部

位客製化及系列的血脈以符合個別性。藝術化是強調產品外型感受，由本研究訂定的感受類別做為發展

方向，運用複合媒材、技法、視覺效果、隱喻等要素建構產品，是精品、工藝品、擺設品的分類，注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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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把玩價值。機能化是功能為取向，用不同的方式實現產品原本的功能，是注重實用及好用的分類，從攜

帶、使用、零件替換、一物多用等面向探討產品的可能性。最後的象徵化是將精神或文化意涵體現於產

品，強調經由外觀型態符碼與故事傳達象徵意涵，具有強烈的族群差異，是重視意義的類別。

剪刀本屬工具類別，經以上對四大方向之定義，本研究者決定以其中藝術化作為後續階段研究及驗

證方向，並定位剪刀往擺設功能發展，做價值的躍昇。藝術化是重視情感感受的類別，然而情感感受需要

用對象物來引發，因此而蒐集 490 個各式樣本並對樣本分析歸納感受，統整出表 1.相關的形容詞彙列表。 

表 1. 形容詞彙列表 (本研究整理)

表 1.是研究者對 490 個樣本感受的分類及統整，以此為基礎初步訂定共十二種感受類別做為表格呈

列，為本研究整理之表 2.及表 3.。 

表 2.及表 3.是得自樣本的規類及統整，選出樣本類別群集中總共十二種分類，分別是:高尚感、強硬

感、低沉感、性感、舒適感、趣味感、平穩感、憤怒感、華麗感、詭異感、單調感、動感。本研究僅以其

中之前六項(即表 2.)作為量標評量之項目及剪刀設計之依據。 

形容詞彙

高尚感 典雅的、高雅的、曲線的(平順線條)、 

簡潔的、明亮不飽和色、黑白分明的、

流線的、微光的、與眾不同的、氛圍的、

恢宏的、小面積的、缺溫暖的、前衛的、

細緻的、

低沉感 深沉的、憂鬱的、黯沉的、內斂的、

低潮、惘然的、憂慮的、低調的、

掙扎的、幽黑暗色、消極的、霧面黑\灰

色、斑駁的、古舊的、灰暗的顏色、

華麗感 絢麗的、重複的元素、色彩繽紛、組合、

多種明亮飽和色、複雜的圖案、發光的、

驚豔的、精彩的、壯麗的、張力的

性感 慾望的、衝動的、激發的、原始的、

親密的、立體的、遐想的、魅力的、

性特徵、身體部位、飽滿的線條、

勻稱的、裸露的、

趣味感 有趣的、圓潤飽滿的、隱喻的、新鮮的、

具象的、特殊的、仿生的新奇的、

與現實經驗反差的、

舒適感 舒服的、柔軟的、綿密的、柔和的、

圓滑的、飽滿線條、自然色大地色、

低光、溫暖的、放松自在的、方便的、

憤怒感 激進的、撕裂的、尖銳尖角的、紅色、

力量的、不規則的聚合尖銳圖形、

崩裂的、畏懼的、銳利的、

強硬感 強勢的、菱角分明的、黑色、灰色、

方正的、大面積的、灰色、塊狀的、

力量的、粗曠的

平穩感 中和的、硬的、平緩的、線條平緩、

穩定的、方正的、厚實的、有重量的、

大地色、灰色、面的

激烈感 變化的、強烈的、起伏的、不安的、

急促的、多尖銳線條的、

詭異感 不和諧的、突兀的、不合理的 動感 有意圖的、律動的、軌跡的、起伏的、

活力的、

單調感 生硬的、乏味枯燥的、劣質的、無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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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十二種感受類別中前六種 (本研究整理) 

量標的評量方式由非常無感到非常有感之五個橫向線性程度劃分，供受測者對問卷中樣本圖像做感

受程度上的評量。每個類別均以樣本組成之意象圖引導受測者建立該類別之意象概念後，再分別對同一

類別之三張樣本圖像做感受程度上的評量(表 4.)，而設計之剪刀以仿生為發想，因此納入趣味感評量中。

所得之結果作為驗證感受類別表格之依據。 

 

 

 

藝術化-1 

 高尚感 強硬感 低沉感 性感 舒適感 趣味感 

代表 

特徵 

簡潔的 

流線的 

小面積的 

前衛的 

雅緻的 

黑白分明的 

細緻的 

氛圍的 

強勢的 

力量的 

粗曠的 

不細部修飾的 

重量的 

 

深沉的 

憂鬱的 

低潮的 

惘然的 

憂慮的 

掙扎的 

消極的 

低調的 

原始的 

裸露的 

遐想的 

衝動的 

激發的 

飽滿線條 

勻稱的 

誘人的 

性特徵 

舒服的 

柔軟的 

綿密的 

柔和的 

飽滿線條 

放松的 

溫暖的 

自在的 

有趣的 

圓潤飽滿的 

人臉、具象的 

與現實經驗有

反差的、 

隱喻的 

愉悅可愛的 

新鮮的 

仿生的 

形 簡潔順暢線條 

變化的線條 

非典型型態 

連線型 

菱角分明的 

方正的 

大面積的 

塊狀的 

直線的 

不強烈的 

普遍的 

性特徵 

柔和的 

人體儀態線條 

明確稜線與柔

和曲線 

圓滑的 

飽滿線條 

仿生 

動植物圖形 

人形 

部分形體 

具象的 

色 黑色、白色 

淡金深金色 

亮銅色、紫色 

深藍、金配黑 

灰色 

銀色 

灰 

暗灰色 

黑色 

淡,暗紅色 

淡金色、黑色

白色、深藍色 

黑配酒紅色 

自然色大地

色配其他色 

不飽和亮色 

依型態的具象

表現而定 

 

質 高光 

消光 

亮霧相間 

粗糙 

消光 

光滑 

消光、霧面 

有紋理 

不光滑 

光滑 

高光 

綿密 

低光澤 

綿密細緻 

柔軟 

平光 

消光 

高光 

材 金屬 

木材 

透光材 

金屬 

水泥 

岩石 

金屬 

水泥 

布帛 

金屬 

塑膠 

金屬、布帛 

木、竹 

水泥、纖維 

金屬 

木材 

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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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十二種感受類別中後六種 (本研究整理)

量標問卷共回收 27 份，其中男性 10 人女性 17 人。以取得之數據做交叉比對及對照原始樣本和表格

的分析後得知，六種分類的意象圖之形容詞彙中，低沉感詞彙具有爭議性，性感則是各半，其餘皆表示認

同。而其中的高尚感，大部分對形態上多以流線、變化的線條，色彩上以亮金色、白色、黑色及以上色彩

混搭，質地及光澤以高反光、高反差，有較深的感受，三者互相影響。強硬感中，形態上是稜角、方正的，

色彩上是灰色、黑色，質地及光澤上是平光、霧面，受形態的影響較大。低沉感中，表格的形容詞彙會誤

導受測者認為是負面的感受，而形態上是平緩、不強烈的線條，色彩上是黑色，質地及光澤為霧面、不光

滑，較取決於色彩跟質地及光澤。性感中，形態上是飽滿的線條、人體特徵，色彩上是紅色，質地及光澤

上是高光，較取決於形態跟色彩。舒適感中，形態上是圓潤曲線、飽滿的線條，色彩上大地色、黃色、鵝

白色、墨綠色，質地及光澤上是綿密、柔軟、低光澤，形色質三者互相搭配。趣味感中，形態是仿生、與

現實經驗相符或反差，色彩上是紅色、鮮艷顏色，質地及光澤是高光、平光，本感受類別較取決於形態及

色彩。

藝術化-2 

平穩感 憤怒感 華麗感 詭異感 單調感 動感

代表

特徵

中和的

堅硬的

平緩的

穩定的

厚實的

有重量的

不強烈的

中庸的

激進的

撕裂的

力量的

崩裂的

畏懼的

銳利的

強烈的

不可控的

絢麗的

有規則的聚合

驚豔的

精彩的

壯麗的

張力的

層次的

立體的

發光的

宏大的

不和諧的

突兀的

不合理的

恐怖的

不舒適的

無法理解的

血腥的

恐懼的

不美的

生硬的

枯燥的

劣質的

無感的

乏味的

不美的

無層次的

無趣的

有意圖的

律動的

軌跡的

起伏的

活力的

引導的

有規則的

形 大面積、方正

底部厚實塊狀

形體平衡對稱

線條平緩

尖銳尖角的

不規則的聚合

尖銳圖形

複合多重線條

重複的元素

複雜的圖案

細碎的組合

簍空的

幾何拼湊

元素組合的方

式不合理

恐怖型態

肥圓

拼湊的

連貫的流線

連貫組合元素

變化合理線條

隨意圖而變

色 木色、大地色

灰色

不飽和色

紅色

強烈顏色

色彩繽紛

明亮飽和色

相異色調搭配

色彩迴異

單一色

色調不合理

黑色、白色

紅色

質 霧面

平光

平光

高光

高光

高亮

平光 高光

平光

霧面

亮面

材 水泥

金屬

木材

塑膠

玻璃

金屬

玻璃、金屬

塑膠

發光材

木材

金屬

水泥

不多加處理

塑膠

金屬

金屬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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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量標評量構面 (本研究整理) 

圖 1.設計之剪刀圖像 (由本研究設計) 

圖 1.是以趣味感之下的仿生型態而設計的花朵外型的

擺飾剪刀，以兩種顏色搭配做評量。評量結果大部分都認同

為仿生型態，形態上大多感到有趣，而色彩上相較於黑色、

粉金色等金屬色，鮮豔色彩較趣味，質地及光澤上高光比平

光較能感到有趣。由問卷可以得知，有些情感感受較取決於

某些特定的形態、色彩、質地，而有些則是較為偏重某兩個

組合。對六種感受類別及剪刀的驗證結果大多符合表格內

的各別敘述，然而有受測者表示對相關的敘述感到疑惑與

誤會，因此還需更明確的界定感受類別內的屬性後再做評

量。

五、結論

研究者構想剪刀時是依據感受類別繪製，然而經繪圖後發現，表格雖然可以作為參考依據，但具有相

當程度的模糊性，文字表達的精確程度不如圖片來的具體，會造成設計上的疑慮。因此在設計實務上仍需

以圖像作為主要發想來源，並以表格作為輔助工具，藉此分析所繪製之產品可以在何種屬性上加以調整

與完善。在以樣本分類感受的過程中，發現多數產品樣本具有複合感受且有不同的側重，因此推論本感受

類別可再組合分類，依序為:藝術化、複合感受類別、單一感受類別、代表特徵形容詞彙、形色質材屬性。

而在價值創新架構部份，是先區分對象物屬於工具、器具、道具、玩具、神具之類別後，以類別的價值躍

昇為出發點選擇先前提及之四大方向:專業化、藝術化、機能化、象徵化，再以選擇之四大方向對該對象

物加以詮釋而達到價值的躍昇。向由以上可之，本研究假設之架構尚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還需更明確的分

類外，對應關係的定義也是需要探討的部份。期望能作為後續設計相關研究之依據，以此為基礎發展出更

為完善周全的設計工具。

高尚感樣本圖

非常無感 無感 普通 有感 非常有感

第一印象感到高尚程度 ○ ○ ○ ○ ○

形態上感到高尚程度 ○ ○ ○ ○ ○

色彩上感到高尚程度 ○ ○ ○ ○ ○

質地光澤感到高尚程度 ○ ○ ○ ○ ○

763



誌謝

感謝指導老師在此期間無私的傾囊相授，不論是對設計相關的思維議題還是社會現況的種種疑惑，

對學生皆是有問必答，除了在研究上的教學外，更是注重培育看待事物的思維邏輯，彷彿開了一扇對事物

認知的新大門。感謝父母無條件的支持做學術研究，在最迷惘的時候給予極大的鼓勵，這將受用終生影響

深遠。最後感謝朋友及同學的幫助，不論大小事都兩肋插刀樂於協助，沒有你們我難以完成此論文。要感

謝得太多了，雖然謝天聽著老套牙酸，卻無比貼切。

參考文獻

1. Nagamachi, Mitsuo. (1995). Kansei Engineering: A new ergonomic consumer-oriented technology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Ergonomics 15 (1995) pp.3-11.

2. Raymond Vernon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 Pages 190–207

3. Woods, W. A. (1960).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nsumer decision.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p15-19.

4.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50(4), 370. 

5. 唐納。諾曼(Donald A. Norman) (2011)。情感設計 (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 (王鴻祥等人譯 )，遠流，台北市。(原作 2005 年出版)

6. 馬永川 (1998)。產品意象語彙與造形呈現對應關係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碩士論文，新竹。

7. 沈旻瑋 (2003)。多重感性語彙間之複合性探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雲林。

8. 呂翊華 (2013)。組合式兒童安全剪刀設計之研究。私立華梵大學碩士論文，新北。

9. 吳昌儒 (2016)。工藝傳承與創新 -以臺灣傳統鉋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台北。

10. 何明泉 (無日期)。工藝設計的傳統與創新。台灣工藝文化學院線上刊物。

11. 上網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網址：http://learning.moc.gov.tw/course/678cc8cc-ec04-4d94-9d95-

ae4e4b19daf1/content/NT0102_04_05_files/Botto_files/NT0102_04_05.pdf

12. (單篇文章，無作者) :

13. 剪刀尺鏡符(無日期)。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上網日期：2018 年 5 月 3 日。網址：

http://dict.th.gov.tw/term/view/1632

764

http://dict.th.gov.tw/term/view/1632


  

 

再製產品之分類與價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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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循環再生一直是全球必須面對與重視的議題，更是我們對地球的責任；環保

議題不再只是有環保知識與做資源回收的簡單，更是每個領域與產業必須一起去探討並實施的。而現今

國內設計領域對於環保的研究多半為綠色設計與設計出延長產品之生命週期、運用環保再生材質等；鮮

少在資源回收、廢物再利用或是再製產品去做研究與瞭解其再製的過程與其價值。故本研究透過國內外

的文獻進行探討，更深層的了解再製產品，並以再製產品的製成與定義作為歸納依據，將再製產品分類；

討論對於影響再製產品的因素為何，以多位學者提出的「功能意象轉化」與再製產品著重的環保程度加

以探討，以便未來研究與相關產業做參考。 

關鍵詞：再製產品、環保意識、價值提升 

 

一、研究背景 

近年社會對環保與永續環境的議題不斷，除了思考對於產品本身價值外有更多研究關注了產品的環

保過程、社會責任與生產美學。設計領域中探討環境環保相關議題的，國內多著重於產品前端的綠色設

計與產品生命週期後端的廢棄產品回收，卻較少有延長再製產品的研究與推廣。而國外已經開始重視且

視再製產品為未來重要的趨向，如荷蘭著名 Droog Design 以現成物作為設計，將產品融合創意與環保；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不定期舉辦的回收垃圾升級再造工作營，皆希望能透過多樣貌讓大眾了解再製產品的

價值與優點。再製產品將資源回收再利用並減少廢棄物增加，同時也能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達到環保與

環境永續的目的。而以往對於再製產品的研究多偏向不同設計理論分析與探討，創作方面也偏向創意與

造型，鮮少提到關於再製後的產品質量與價值提升，故本研究探討了再製產品再造的價值提升與相關影

響因素，希望能透過研究對再製產品設計上有研究，同時也讓更再製產品更為推廣與被重視。 

 

二、文獻探討 

2-1 再製產品與現有相似設計理論探討 

因為環保意識的抬頭,以及現行越來越趨向嚴格的法令規定,促使產品設計朝向綠色設計發展,而在全

球同步化進行綠設計的倡導下,面對產品的廢棄回收與資源化的利用就越顯重要。（林秋月，200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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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國內外文獻來探討再製產品的意義與相關知識，了解再製產品的環保過程、循環再生與其設計過程

中想要傳達的意涵。

2-1.1 再製產品

再製是以原來已經舊有的物件，不符合時代或現況需求，因此重新再加以改造。（陳麗娟，2016）

而再製產品廣泛利用於社會上與生活中；再製產品主要是利用「回收物件再使用（Reuse）」與「回收再

製成的原料之再利用（Recycle）」，以其作為設計的媒介，達到延續產品的第二生命，資源的永續循環

及減少廢棄物的產生，而其意義是對人、是、物與環境資源的整合與運用。（林秋月，2007）再製產品

廣泛的存在社會與生活裡，從簡單的廢紙所折成的垃圾袋，到工業中經化學高壓溶解寶特瓶再製成的塑

膠粒都是再製產品的範疇，而如何有效運用，並在再製的過程中有效運用、不過度浪費資源，同時將產

品或再生材料更具有價值便是值得探討與研究的。

2-1.2 現成物與現成物設計

現成物一詞最早為杜象以現成物來進行藝術創作，以因工業化而產出的大量現成物與廢棄物來做為

藝術創作的基礎材料，將多樣不同的素材與不相干的物件來拼湊製作，創造出與當時主張從頭到尾都為

藝術家自己完成的藝術品大相逕庭，而現成物多以突兀、荒謬、幽默趣味的藝術創作帶給現代人反思，

透過現成物傳達因工業化大量生產所產生的理所當然、資源浪費，並以不同角度讓大眾了解產品與觀賞

的方式。「現成物」的創作概念主要是打破既往的傳統美學、顛覆既定常規的認知、對大量物資產品的

反思、透過有別以往的觀點來決定物品的意義。（葉佳潾，2005）義大利的 Castiglioni 兄弟也以現成物

的概念進行了設計，製作出具有實用性的產品，開啟了「現成物設計」的開端，傳達的觀念也從一開始

的反傳統美學變成反設計。現成物設計以過量、多餘的物資或零件、以其剩餘價值透過再利用、再設計

為主要的設計宗旨。（葉佳潾，2005）「現成物」與「現成物設計」透過質疑與反思，融入環保、永續

環境與創新，其中最大相異處為功能性，「現成物」為藝術品，較多為展示與概念傳達；「現成物設計」

將不同的現成物製作成可實用性的產品。

2-1.3 再製造產業

再製造產業最早出現為 1930 年代的美國汽車維修業，目的為走出當時美國經濟蕭條的困境，故發展

出廢棄物回收、不良品的再製造；而此舉不僅讓美國經濟復甦，也減少許多廢置的報修品，讓產品能不

斷再生循環。目前再製造多運用在機械類、電子電器、汽車等產業上。再製造是一個工業過程，在這個

過程中，破舊的產品會恢復到新的狀態。通過工廠的工業流程，廢棄的產品與不良品被完全拆解，將可

用的零件清潔、翻新並放入庫存，再將新產品與被清潔可在使用的零件重新組裝，產生與原始新產品性

能和預期壽命完全相等甚至更高性能之產品。（Lund，1983）。再製造不只是提供了多種材料的再利用,

同時也提供了產品品質穩定與功能提升。（楊博文，2009）為了增加產品生命週期以及降低生產成本,

將產品重新製造、修理、回收再 利用已經成為許多製造商所考慮的策略之一。（褚修瑋，2011） 

2-1.4 小結

以國內外文獻探討上述幾種與再製產品意義上類似的設計理論與概念，並以再製產品的製程與傳達

之象徵意義統整與歸納出以下再製產品的類別（圖 1）。再製產品為一個廣泛的領域，以廢棄或回收產

品進行再利用或是分解製成新的材料均算在再製產品的範圍，並以產品永續與友善環境為目的。從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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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中以是否功能取向與再製過程區分成「創作藝術品」、「手工藝產品」與「工業產品」，其類別定

義與不同之處為（圖 2）：創作藝術品主要為展示與傳達理念為目的，較無實際功能；手工藝產品為以

功能取向為主，將回收產品加以設計再製出可使用之新產品，製程以手工具與較簡易製成為主；工業產

品也以功能取向為主，與手工藝產品不同點為製成繁瑣，以工業製程為主，產量相較於手工藝產品多。 

將以上探討的設計理論與產業依照類別統整與歸納，以便之後研究瞭解其中的差別與影響。「現成

物」為藝術創作部分故歸納為創作藝術品類別；現成物設計與一般再製的手工製產品為透過簡易的手工

具製成，歸納為能以簡易的製程、簡單手工具製成的手工藝產品類別；再製造產業為經過較繁複的工業

流程，其產量也較其他類別多，故歸納為工業產品類別下。 

 

 

 

 

 

 

 

 

 定義 製作過程 實際功能 製作產量 

創作藝術品 

藝術家以回收產品為基礎

材料進行創作，將回收廢

物再利用，轉化為具有意

義的藝術品。 

以繪畫、雕塑、堆疊

等創作方法來製作 
無實際功能，以傳

達概念與意義為主 少，單一居多 

手工藝產品 

設計師將資源回收物做為

材料，並以手工具進行簡

易的再製過程，製作出具

有功能的再製產品。 

以手工具、簡易的製

作過程製作 有實際功能 少，單一居多 

圖 1 再製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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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製品 

以回收廢棄物或是不良品

為材料，經過修整與挑

選，進行過程繁鎖且牽涉

到工業、化學再製流程的

產品。 

以繁鎖且較複雜的工

業流程製作 有實際功能 大量 

 

2-2 功能意象轉化 
再製產品為回收再利用而加以製成的產品，可能因產品壞掉、需求不復存在等原因被扔棄，而再製

產品也常以各種不同的造型與樣貌出現，展現多種創意與意涵。李佩玲（2005）把現成物設計產品依處

理方式分成五類：包裝材料的再利用、天然資源的使用、材料的表面處理、功能的轉換、使用歷程的考

量。葉佳潾（2007）則依照造型將現成物分成四種：物件功能意象轉化、集積造型、不同類型物件組合

及天然素材類；其中兩人各自所提出的「功能的轉換」與「物件功能意象轉化」具有相似之意義，故決

定把此類別提出做為可能影響再製產品提升價值的因子。功能意象轉化為轉化物件原始的功能以及改變

人們原本認知意象，為「現成物設計」最基本的呈現方式，並透過直接改變物件功能或是以外觀變形、

切割、重組、拼湊或結合其他現成物。（葉佳潾，2007）而透過學者對於功能意像轉化的定義，得出功

能的改變與外觀的改變是物件意象轉化的兩個影響因子，故於此再細分為「功能轉化」與「形狀轉化」，

希望之後研究能藉由兩個影響因子來進行再製產品的深入研究。 

2-3 環保意識與價值提升 

人類因過度開發和不斷的浪費地球資源，加上破壞環境使資源再生困難與大量銳減，導致近幾十年

的氣候異常、海面不斷上升等自然界警訊產生。許多環境學家與各個國家開始進行合作研究，開始推廣

友善環境與減少資源浪費，因此環保與永續的概念漸漸深入生活中，以個人為單位對地球負上一份責任。

而有正確的價值觀與環保意識才能瞭解與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浪費。環保意識的抬頭，以實際的消費行動

表達對綠色設計與環保的支持,就能影響市場銷售的走向,改變製造商對產品的定位，提高設計者對品質的

要求。（林秋月，2007）傳達正確的環保永續觀念並付諸行動，不僅改變以往的浪費行為，瞭解環保相

關產品實質上的內容與製程，也能讓社會存在更多具有環保價值與經濟效益高的再製產品。 

2-3.1 環保意識與環境永續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大量生產、科技進步以及經濟發展快速，導致環境污染與環境資源減少的問題

逐漸嚴重，讓人類開始關注環境的永續與綠色環保的議題。Dunlap & Jones(2002)將環保意識定義為認知

層面上個人對於環保的關注程度，對環保意識越高的消費著對環保的關注越高（邱靜怡，2014）。而業

界與學術上也不斷的鑽研著有關如何環保才是有效的讓環境永續，德國化學家 Michael Braungart 與美國

建築師 William McDonough 便在其 2002 年發行的書：搖籃到搖籃中提出搖籃到搖籃概念（Cradle to 

Cradle），利用「養分管理」的觀念出發，從產品設計階段就仔細構想到產品的結局，讓物質能不斷循

環且再生。荷蘭的楚格設計(Droog Design)也提出不同於一般現成物設計的設計考量，不同於包裝物件

(object)的再利用,而是在原生設計時,即考量到此物件的使用歷程,並且賦予物件延伸性的使用。（李佩玲，

2005）對於產品設計的流程不再是單純的材質與環保 3R（Reduce 、Reuse 、Recycle）的概念，而是重

視整體不斷的永續利用、物質循環並達到友善環境。 

圖 2 再製產品類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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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升級再造與降級再造

人們對環保與環境永續的重視已成為價值觀的一環，但許多的環保卻存在著矛盾，對於環保的價值

與本質是遭到質疑，很多舊有的環保觀念如今被推翻，如再生紙張，在一般人眼中，再生紙由廢紙回收

再製而成且具有環保價值，但其製成卻因特殊的藥水與繁複製程而耗費過多資源，而再生紙張本身也因

為結構與成分裂化導致產品價值降低，但事實卻不被大眾了解，邱靜怡（2014）提出消費者購買綠色產

品或積極實踐環保行動會受到環保意識的影響，主要是因為消費者對綠色產品持有矛盾的態度，即認知

其效能較差。而 Michael Braungart、William McDonough 於 2002 年提出升級再造（Upcycling）與降級再

造（Downcycling）的概念，對於再製產品的再製過程與產品的價值分類。降級再造指材料在設計生產時

並未考慮後續回收的問題，導致複雜混亂的轉換過程，造成材料品質的降級、價值的損失、未來淺在使

用性的減少。（台灣搖藍到搖藍平台，2018）升級再造也稱為創意重用，將回收廢物、廢料或不需要的

產品經由再造轉化為質量更好或是更具有環境價值的材料與產品之過程。（Kyungeun Sung，2015）升級

再造過程中不僅提升了再製產品的環保價值，往往也會透過設計的創意與製程，讓質量與價值提升，而

這也就是近年來升級再造不斷被提出需被重視的原因，比起回收循環更有環保的價值，也相對減少再製

過程中的資源。

2-3.3 小結

總結以上的文獻探討發現環保意識與概念逐漸被重要化，而環保意識不再只是法規中環保材質與資

源回收的限制，更是擴展到從設計端的思考與產品後段的回收流程，希望能讓資源不斷的循環再生。升

級再造與降級再造的概念被提出，不僅是對再製產品的環保程度與所產生的價值產生質疑，也讓再製產

品的再製過程、生產美學更加被放大與討論，對於再製產品的再製過程中盡可能減少降級再造的資源浪

費，設計與創造出更具有價值與友善環境的再製產品為更需要思考與研究的。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研究方法預計分為兩階段來進行研究，第一階段的前測運用 KJ 法結合焦點團體法，透過分類與討

論得知類別的代表產品與其環保與功能轉化程度；第二階段運用問卷調查法，並經過資料的交叉分析得

知研究結論。流程步驟如圖 3。 

3-2 第一階段（前測）

以 KJ 法結合焦點團體法，了解再製產品的環保程度與功能意象轉化程度。受測者設定為對環保概

念具有高度涉入為研究對象，性別則為男女各 4 位共 8 位。受測者依照現有再製產品中的類別中各自進

行分組，並選出各組代表產品，填寫環保程度與功能意象轉化程度問卷。

1. KJ 法

KJ 法為創始者川喜田二郎（Jiro Kawakita）的名字縮寫，是著名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方法，可以將混

沌不明的質性資料藉由資料拆解、分割，使每個資料單元化，再利用團體合作的力量來逐步統合，以達

到問題解決的目的。（楊俊明等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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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焦點團體法 

焦點團體是指以研究為目的，選取某些符合特定條件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來進行訪談。主持人以營

造出自在的團體互動的氣氛，使參與團體的成員就主持人所欲討論的議題，表達他們的經驗、看法或觀

點。隨著研究性質的不同，每一個焦點團體人數可彈性調整。比較常見的是由 6~10 人組成一個團體。每

一次團體訪談大約進行一個半小時至兩小時之間，並使用錄音機來收集團體的對話資料。訪談結束後將

訪談錄音轉錄成紙本書面資料，以便進行資料分析的工作。（周雅容，1997） 

3. 前測步驟如下： 

(1). 事前準備：決定研究目的與主題，開始資料收集與彙整，製作基礎卡片（本研究為產品圖卡） 

(2). 介紹主題：主持人先講解本次實驗的研究目的，講解基礎卡片的內容。 

(3). 分成小組：受測者們表達各自的觀點與看法後進行討論，將基礎卡片依照某些相同因子的卡      

片分成同類組，為小組命名，如不能分組則自成一組。 

(4). 分成大組：同前一步驟，嘗試再將小組進行相同因子的編組。 

(5). 定義與排序：將每個組的名稱更明確的定義，並歸納基礎卡片之間的關聯性，最後進行每組對

於名稱定義相符的排序。 

(6). 事後分析：將訪談過程轉化為書面資料，依照討論的內容結果與訪談資料再進行更深層的分析。 

3-3 第二階段：問卷調查 

以問卷調查法研究消費者對再製產品中功能意象轉化因素與環保程度因素的滿意度與感知價值。而

問卷主要調查目的為了解再製產品的再製過程是否會因因素的程度造成消費者對價值提升有影響。而瑞

典顧客滿意指數模式中提出顧客滿意度與感知價值與期望值的關聯有正向的影響，故問卷中結合感知量

圖 3  研究流程圖 

 

 

770



表與期望量表了解消費者的滿意度。

1. 問卷調查步驟如下：

(1). 發行正式問卷：再製產品中各組代表產品對於兩個因素（功能意象轉化與環保程度）的感知價

值評估

(2). 將問卷調查的數據統整 

(3). 將統整數據資料結合 SPSS 系統進行資料分析 

(4). 由分析資料中得知研究結論 

四、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根據國內外文獻中可發現再製產品已廣泛存在於社會中，且再製產品的種類可簡易分成三

類，由於各個產品之設計概念與製程差異，因而產生不同的名稱與定義。綜觀各類的再製產品，其出發

點皆希望能朝友善環境、減少廢棄物，同時亦能增加其產品意涵。故以再製產品的製造流程、產量與功

能為構面進行分類，經過統整與歸納後分類得出再製產品的類別，總共分出三類：以傳達意義為主且具

有藝術價值的「創作藝術品類」、因製程簡易且具有實用功能性的「手工藝產品類」與須經由工業製成

且產出大量相同具功能性產品的「工業產品類」。有鑒於因工業化大量生產作為反思基礎的「現成物」

與「現成物設計」，以及透過電子廢棄物與不良品逆循環而興起的「再製造產業」下的產品等，故體認

到再製產品的範疇廣泛，但尚未能有完善的統整與分類。

而也從文獻中得出再製產品中具大多有「功能意象轉化」特性產生，讓再製產品因再製過程不同而

產生產品升級再造或是降級再造的可能性，進而影響再製產品的環保價值、產品質量。希望之後能以更

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再製產品價值，了解影響再製產價值的因素為何，以供未來學者對再製產品設計的

研究與相關業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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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對於治療 OSA(呼吸中止症)，鼻罩配戴舒適性及穩定度是非常必要的，鼻罩可以供給氧氣、正壓並同時進

行濕化及霧化，操作簡單便利，易於臨床使用與推廣，但鼻罩配戴時易造成鼻樑及鼻部周圍組織皮膚潰爛

與壓瘡之發生，設計完善的鼻罩才能增加患者配戴時之順應性，提升患者治療效果。本研究為:歸納現有

市售鼻罩形式及尺寸，運用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研究所人體計測資料庫，找尋受測者鼻長範圍在 50% 

ile，透過測試者配戴鼻罩，進行鼻罩之壓力點測試，測試鼻罩接觸臉部位，在什麼情況下會造成患者不舒

適感，再進行問題探討。故本研究藉由測得各款鼻罩，了解不同鼻罩對於皮膚壓力測試之結果，測試壓力

點位置是希望設計從業人員了解如何測得鼻罩壓力之分佈，了解哪些位置必須把面罩壓力分散，來減輕患

者配戴鼻罩不舒適感，並進行研發與設計。  

關鍵詞: 鼻罩、皮膚紋理、力學、壓瘡 

 
一、前言 

1-1 動機 

配戴鼻罩順應性是非常必要，鼻罩之運用性變成十分重要，藉此提供鼻罩人因設計，來改善患者舒

適度及穩定度並增加患者配戴率，讓鼻罩減少接觸臉部面積、部件數量減少、整體輕量化、易於組裝與

清洗。這些設計能利於減少病患壓瘡發生率(Tissot, Boulter, Estrach, & Féral, 2016)，而增加患者配戴時間

及療效。因此鼻罩舒適性對病患是非常重要，對於鼻罩長時間配戴下有壓迫感，易造成壓瘡產生(林文綾，

2014)，但由於每個人頭型與臉型不同，矽膠軟墊不符合患者臉部曲度，極容易造成貼近鼻樑部位不夠服

貼，導致漏氣情況發生。由於配戴不適導致漏氣(廖秀珍，2005)，患者就會將固定頭帶越綁越緊，導致面

罩矽膠軟墊持續加壓在皮膚上，以至於面罩周圍產生紅印，最後造成壓瘡產生。 

1-2 目的 

陽壓呼吸器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PAP)治療過程中，影響 CPAP 治療最大因素是

病患順應性，其中又以鼻罩影響治療順應性為最主要來源，因此各家廠商對於鼻罩未來發展將著重於鼻

罩框架縮小、最少臉部接觸、整體輕量化、部件數量減少及易於組裝與清洗讓病人配戴更加舒適，減少

呼吸病患產生不適感，減少造成壓瘡產生。綜合以上，本研究目的訂定為不同鼻罩類型壓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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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論述「皮膚解剖學」、「壓瘡定義與主要發生因素」、「面罩相關臉部生理特徵及密合度試驗 (Fit 

Testing) 」、「力學的探討」、「歸納現有鼻罩形式及尺寸」以了解鼻罩對於皮膚壓力之影響，確立鼻罩

測試之構面。

2-1 皮膚解剖學

欲了解人體臉部相關位置及尺寸關係，皮膚是具有生物力學性質，Karl Langer 研究了皮膚力學和物

理性質方向變化，顯示了固體彈性和流體黏度性，質變形力的黏彈性，這意味著其彈性變化取決於施加

力的方向，臉部皮膚紋理走向稱之為 Langer's line(蘭格線) 沿著這些線，受傷時所產生傷口不是圓形，

且在接合皮膚中形成裂縫線時，落入橢圓形皮膚切口可以留下最好的疤痕(Venus, Waterman, & McNab, 

2011)，隨著年齡增長，皮膚老化受固有和外在因素影響，對於剪切力抵抗力較小，臉部皮膚紋理就會引

起皮膚粗糙皺紋、乾燥症、色素沉著、皮膚鬆弛等現象(Tobin, 2017)。依照皮膚紋理及走向設計鼻罩，讓

皮膚減少剪切力的抵抗，減少鼻罩對於皮膚摩擦，減少紅印及壓瘡之發生率。

2-2 壓瘡定義與主要發生因素

壓瘡（Pressure Ulcer）又稱為褥瘡（Bed Sore），依據歐洲壓瘡諮詢委員會 (EPUAP)的定義，壓瘡

是指因壓力、剪力、摩擦力這些外力共同導致的局部皮膚及其下方皮膚組織受損。壓瘡最容易發生在骨

突部位，與外在物體表面接觸面積小，部位所承受的壓力較大。在兩者相互摩擦、壓迫之後，導致該區

域的皮膚受到任何漸進性傷害後形成的組織受損 (林文綾，2014)，而產生壓瘡(李佳諭、張瑩如、陳貞如，

2008)。導致壓瘡外在危險因素主要有四大項，界面壓力、剪力、摩擦力及潮溼環境。 

2-3 面罩相關臉部生理特徵

對呼吸面罩相關臉部生理特徵、點與尺寸做為面罩試驗之探討，藉由瞭解呼吸面罩密合度與臉部尺

寸之相關性，如何選取分類及參數，利用型態差異分析找到各群體中的樣本 (許家榮，2002)。因此，本

研究必先瞭解臉部相關構造與特性，了解臉部軟性組織、鼻樑、下頦及顴骨這些較為堅硬的部分。此堅

硬部分更容易使鼻罩壓力集中，須讓皮膚減少剪切力的抵抗，減少鼻罩對於皮膚壓力，減少紅印及壓瘡

之發生率。

2-4 呼吸面罩密合度試驗 (Fit Testing)

密合度試驗是用來檢測呼吸鼻罩密合度時所做的量測。透過密合度試驗，我們可以得知那些臉部尺

寸對面罩密合度有無影響 (Chen CW, 1999)。在探討臉部尺寸與密合度之關係，先選定兩個特定臉部尺寸 

(如不同的臉長、臉寬)受測者，讓這些受測者配戴呼吸面罩，透過密合度試驗來取得面罩體的密合度(Fit 

Test, FT)，經由實驗結果去比較臉部尺寸對密合係數是否有顯著影響 (勞動部，2015)。從上述文獻得知

經過這些學者量測方式，依照勞動部及職業安全研究所人體計測資料庫及鼻部的長寬尺寸群分數據設計

一款適合國人的鼻罩。

2-5 生物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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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物理和力學角度來看，皮膚是一種具有粘彈性的複合材料。粘彈性材料是一種顯示彈性和黏性行

為兩種極端的材料 (Tissot, Boulter, Estrach, & Féral, 2016)。可以通過施加外力而變形，釋放後會恢復其

原始形狀，各種力量也應用於皮膚生物力學上。這些力可以是諸如壓縮、拉伸或剪切力等這些外部原因，

對皮膚過度摩擦或壓力會導致嚴重後果，如壓力性潰瘍 (Tissot, Boulter, Estrach, & Féral, 2016)。 

2-6 壓力 

壓力是力的效應和受力面積之關係：相等的力，作用在不同面積上，受力面積較小，則其單位面積

所承受的力就比較大。壓力 (Pressure, P)是指物體表面每單位面積所受的正向力，是力量(Force, F) 與面

積(Area, A)比值，其公式為 P ＝ F/A 。物體受壓力與面積呈反比，面積越大所受到之壓力越小，面積越

小則所受之壓力越大 (王建忍，2006)。 

2-7 歸納現有鼻罩形式及尺寸 

取樣範圍為全球市占率知名的兩大製造商，這三款鼻罩在美國 CPAP.COM 網路銷售平台，以顧客滿

意度及銷售狀況為代表性，這三款鼻罩以鼻枕形狀來做為測試樣品 A 款為(蛋形)、 B 款鼻罩(梯形)、C

款面罩(豌豆形)。在三款鼻罩中分別為 A、B、C 三款鼻罩，分析現有針對鼻罩形狀、大小、尺寸、重

量、選用材質等，皆不難發現鼻罩發展趨勢愈來愈趨向於簡潔、結構簡單設計；此三款鼻罩特色分析如

下： 

表 1.對於三種不同廠牌鼻罩的材質與功能(本研究整理) 

 

 

 

 

   

鼻墊 雙層/矽膠 雙層/矽膠 雙層/矽膠 
頭帶快拆 可分離的簡單頭飾扣夾 磁性頭飾扣夾 n/a 

頭帶 頭帶環+頭帶部件+織帶 
三種尺寸 

頭帶環+頭帶部件+織帶 
二種尺寸 

頭帶環+織帶 
二種尺寸 

頭帶材質 布 軟邊織物 軟邊織物&矽膠頭飾 
Headgear 
Adjustment Points 4 4 3 

Parts 4 件 3 件 4 件 

氣孔設計 單向位於彎管(26.4dB) 環狀式-排列於鼻罩與彎管 
交接處(29.4 dB) 

單向位於 Elbow (26.9 dB) 
擴散通風 

彎管 平面 360 n/a 球狀 360 
軟管 Yes Yes Yes 
重量 101.63g 78.6g 95.44g 

尺寸提供 小，中，大 
一個包三種尺寸的包裝 

男性/標準 
女性/標準 

男性/標準 
女性/標準 

特徵 彎頭與快速拆卸 磁扣 軟性管接頭 
以上資料來源: 
美國陽壓呼吸器材網站 
https://www.cp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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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不同鼻罩對於皮膚壓力測試探討」，透過測試以使用者鼻部四周黏貼傳感器於配戴鼻

罩後，頭帶綁緊不造成患者的不舒適感，再進行鼻罩壓力點測試，鼻罩接觸臉部位置是否導致紅印發生，

有什麼情況會造成患者不舒適感，實驗配戴各式鼻罩的配戴問題及不舒適感，再進行問題探討，並研究

設計與方法。 

3-1 實驗階段 

進行測試與驗證，實驗受測者為，運用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研究所人體計測資料庫，找尋受測

者鼻長為 50% ile 平均數為 44.35±4.4cm 的 10 位男女鼻長長度距離，進行實驗。 

3-1.1 實驗內容 

對於使用者配戴面罩後，頭帶綁緊卻不會造成患者不舒適感，再進行鼻罩的壓力點測試，看患者對

於配戴鼻罩壓力點與接觸位置及壓力的影響，接觸位置會不會導致紅印發生，有什麼情況會造成患者的

不舒適感。 

3-1.1.1 實驗變項 

A. 自變項: 

不同形式鼻罩(現有鼻罩 3 組) 形式為: A 款為(蛋形)、 B 款鼻罩(梯形)、C 款面罩(豌豆形)。 

B. 依變項: 

鼻罩矽膠墊接觸臉部壓力值。 

3-1.1.2 實驗步驟 

1. 彙整及歸納現有市售面罩尺寸，了解各鼻罩設計方式。 

2. 測試點為 4 個傳感器分別為傳感器 P1〜P4，P1 點為鼻樑、P2 點左為上頜骨、P3 點左為上口

輪匝肌、P4 點為右上頜骨，以這四點為鼻罩整圈測試壓力範圍，這些點位也是配戴鼻罩中所接觸

臉部皮膚較突出處，藉由這 4 個傳感器，來偵測鼻罩對於臉部壓力之影響。 

 

 

 

 

 

 

    

圖 1. 四點為鼻罩整圈測試壓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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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實測人員並非長期鼻罩使用者，因此在測試後讓受測者直覺配戴鼻罩後，連續陽壓呼吸

器使用風壓 6 cmH2O，運用電子式壓力感測器(壓力感測器面積為 0.07065 kg/cm²)量測鼻罩壓力值，

每款鼻罩配戴 15 分鐘，A、B、C 三款鼻罩對於壓力在臉部造成紅印區域是否有一致性或各不相

同，因此可觀測結果做為鼻罩研究設計之參考。運用鼻罩形式所測試實驗結果，看市售鼻罩所設

計差異性及紅印位置，再針對這些問題點加以改良及設計。

3-2 研究工具

1. 電子式壓力感測器: 客製化多點式電子式壓力感測器。

2. 人體測量器: 量尺、捲尺、消毒棉設備。

3.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研究所人體計測資料庫。

四、研究結果

4-1 受測者基本資料及鼻部尺寸比較

受測者人數為 10 人男生 5 人女生 5 人年齡位在 20〜40 歲之間，鼻長尺寸 39.95~44.35cm 4 位，

44.35~48.75cm 6 位。 

表 2. 受測者基本資料及鼻部尺寸比較 

受訪者基本資料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5 50％ 

女 5 50％ 

年齡 20〜30歲 1 10％ 

30〜40歲 9 90％ 

鼻長尺寸 39.95〜44.35 cm 4 40％ 

44.35〜48.75 cm 6 60％ 

4-2 對於三種不同鼻罩的壓力比較結果

經 Excel 軟體統計 10 個男女配戴鼻罩在鼻部周圍 P1~P4 所得到的壓力值，藉由這些壓力值來分析

這三款鼻罩對於臉部壓力之影響。

表 3.對於三種不同鼻罩壓力比較結果 

註 P 為 Position 

P1 (鼻樑位置) P2(左上頜骨) P3(上口輪匝肌) P4(右上頜骨) 

A款形式 0.1646kg/cm² 0.0646 kg/cm² 0.1414 kg/cm² 0.0637 kg/cm² 

B款形式 0.2606 kg/cm² 0.1039 kg/cm² 0.1603 kg/cm² 0.1100 kg/cm² 

C款形式 0.2632 kg/cm² 0.1064 kg/cm² 0.1495 kg/cm² 0.1240 kg/c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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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對於三種不同廠牌鼻罩的壓力比較結果:(a)A 款形式鼻罩 (b) B 款形式鼻罩 (c) C 款形式鼻罩 

註 S 為 Subject 
            

 

 

 

 

 

 

 

圖 3.對於三種不同鼻罩壓力比較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A、B、C 3 款鼻罩， P1、P2、P3、P4 這 4 個感測點，A 鼻罩感測點數值總合為 0.1086 

kg/cm²，B 鼻罩感測點數值總合為 0.1591 kg/cm²，C 鼻罩感測點數值總合為 0.1607 kg/cm²，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測得三款鼻罩，測試出壓力點位置，是希望未來設計從業人員能夠了解如何測得鼻罩壓

力之分佈，在進行設計了解哪個位置要將面罩正向力分散，來減輕患者配戴鼻罩的不舒適感，也能夠減

低壓力之發生，讓患者減少鼻樑或鼻部周圍組織皮膚潰爛及壓瘡的產生，設計完善的鼻罩能增加患者配

戴順應性，因而改善患者治療效果提高患者的配帶意願。所以在 A 鼻罩(蛋形)，上方及下方有設計類似

潰縮結構，另外兩款卻無此設計，這樣的結構能把 P1 及 P3 位置壓力分散，B 款鼻罩(梯形)，鼻枕接觸

臉部薄膜有設計不同肉厚，但這樣的設計對於壓力減輕是有幫助，至於 C 款鼻罩(碗豆型)，鼻枕接觸臉

部薄膜內層裡多一層薄膜，製作雙層結構，這樣設計只能減少洩氣發生，對於減壓，無任何效果。至於

P1〜P4 這 4 個壓力點，在 P1 鼻樑位置所承受壓力為四點壓力最大值，原因在鼻樑對於鼻罩接觸面積是

這 4 個點接觸面積最小值，所接受的壓力最大所以物體受壓力與面積呈反比，面積越大所受到之壓力越

小，面積越小則所受之壓力越大，P3 上口輪匝肌位置較突出，所以對於鼻罩接觸面積也較小接觸壓力也

會變大，P2 及 P4 在上頜骨位置，因為接觸面積較大則所受之壓力越小，以 A 面罩型式是三款鼻罩中，

壓力總合最低，B 面罩形式次之，壓力最高為 C 面罩形式。 

 

 

(a) (b) (c) 

0
0.05
0.1

0.15
0.2

0.25
0.3

P1 P2 P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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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物化應用於台灣社會現象之插畫創作研究 
 

摘  要 

擬物化是利利用暗喻或詞彙的轉換來來㈹代替原先指涉的㆟人物轉移㉃至事物㆖㊤上，是文㈻㊫學表現的重要手法之㆒㈠㊀一

，在藝術與設計的領領域㆗㊥中較少運用擬物化的詞彙。擬物化的表現形式在於「物」，要表達的內容是「㆟人」

，㆟人的習性與思維皆是基於歷歷史的推演以及㈳㊓社會的形塑產生，而台灣的㈳㊓社會呈現出許多㈵㊕特殊的㆟人文面貌

，深深㆞地影響著台灣㆟人民的生活。㈲㊒有鑒於此，本研究藉由「擬物化」的手法結合插畫的形式來來詮釋台灣諸諸

多負面的㈳㊓社會現象，目的在於探討當今台灣較為廣而深的㈳㊓社會議題，以視覺創作的型態，達到警世的作

用。 最後獲致結論論如㆘㊦下：㆒㈠㊀一、擬物化的創作表現，可避免陳腔濫濫調，吸引觀者㊟注目；㆓㈡㊁二、擬物化的角色

創造，可吸引㆟人對議題產生情感的映照與投射；㆔㈢㊂三、以擬物法視覺表現手法凸顯台灣㈳㊓社會現象的問題，

具㈲㊒有反思效果。 

 
關鍵字：㈳㊓社會現象、台灣㈳㊓社會現象、擬物化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年來來，隨著科技發達、經濟、文化與價值觀的轉變，台灣㈳㊓社會也衍生出㆒㈠㊀一些㈲㊒有別其他國家㈵㊕特㈲㊒有

的㈳㊓社會現象，這些現象逐漸造成台灣㆟人民的影響。依據目前㈻㊫學理理、書籍㈾㊮資料料其㆗㊥中以職場方面較為廣㆟人探

討。 

職場方面，㉂自 2008 年年㈮㊎金金融海嘯後，台灣薪㈾㊮資過低、工時過長之現象㆒㈠㊀一直是爭議不不斷的議題。依據

102 年年行行政院㈸㊘勞勞工委員會統計我國工時狀狀況，平均每㆟人㆒㈠㊀一年年工時為 2,141 小時，全國排㈴㊔名僅次於新加坡

和墨西哥。2010 ㉃至 2014 這㈤㊄五年年㈸㊘勞勞保局統計，核定為過㈸㊘勞勞案件高達 358 例例，其㆗㊥中 156 ㆟人死於過㈸㊘勞勞。推算

㆘㊦下來來每 12 ㆝天㈲㊒有 1 ㆟人因過㈸㊘勞勞而死亡。 

 

1-2  研究目的  

馬克思在 Storey 提到㈳㊓社會的文化、經濟與意識識型態決定了了㈳㊓社會的樣貌（Victoria D.Alexander，2006

），而藝術和設計作品蘊含了了各式各樣的㈳㊓社會反映（Reflection）。透過此創作研究來來反映台灣目前現況

、影響。詳細之創作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當今較廣為㊟注視的台灣㈳㊓社會現象之面貌。 

2.   建構擬物化設計應用手法與台灣㈳㊓社會現象的創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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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擬物法應用於台灣㈳㊓社會現象之視覺設計創作研究，作為創作研究主題，依照研究方向與目

的選用「文獻分析法」及「創作實證分析法」兩兩種研究方法，分別說說說明如㆘㊦下： 

 
1.   文獻分析法 

蒐集與台灣㈳㊓社會現象相關的書籍、期刊論論文、報章雜誌與網路路㈾㊮資料料等。透過㈾㊮資料料的統整與分析，了了

解台灣㈳㊓社會現象的狀狀況、對其當㈹代台灣㈳㊓社會㈲㊒有何影響，根據所彙整的㈾㊮資料料最為創作作品主題的依據。 

2.   創作實證分析法 

將文獻所彙整出來來的擬物化相關研究後，以聯聯想法的方式找出與台灣㈳㊓社會現象的㆟人類類行行為相對應的

動物之象徵性，最後創作表現以系列列插畫作品的形式呈現。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台灣㈳㊓社會現象」與「擬物化視覺設計」作為研究與設計創作的實證方向，其研究範圍與

限制如㆘㊦下： 

 
1.   台灣㈳㊓社會現象範圍較大，僅針對 2007-2017 這 10 年年之間的㈳㊓社會廣為㊟注視或對環境影響較大的現 

象進行行研究探討。 

2.   部分台灣㈳㊓社會現象之議題較新，相關書籍㈾㊮資料料較少，故本研究以報章雜誌或網路路㈾㊮資訊作為研究 

參參考。 

二、文獻探討 

2-1擬物化之定義  

擬物是修辭㈻㊫學㆗㊥中轉化的其㆗㊥中㆒㈠㊀一個形式。我國㈻㊫學者陳望道將修辭㈻㊫學定義為原是為了了傳達情意而將原本

的文字調整或替換語詞，使文法構句句㆖㊤上更更加豐富，同時又達到傳遞語意和感情的效果。「擬物化」為修

辭㈻㊫學㆗㊥中「轉化」的其㆗㊥中㆒㈠㊀一㊠項手法。對轉化的解釋為， 當在文㈻㊫學或繪畫㆗㊥中闡述某㆒㈠㊀一件事物時，將其原來來的

元素，轉變成另㆒㈠㊀一種與本質全然不不同的事物。轉化也可稱作「比擬」或「擬化」（黃慶萱， 2004，267

）。就是把㆟人當作物，或把物當作㆟人來來描㊢寫（黃麗麗貞，1999，117）。因此，根據㆖㊤上述文獻可推知，擬物

化具㈲㊒有象徵的意義存在。像是在文㈻㊫學㆗㊥中，徐志摩的〈翡冷冷翠山居閒話〉㆗㊥中㈲㊒有㆒㈠㊀一段提及，你不不妨搖著㆒㈠㊀一頭

的蓬草，不不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將頭髮比擬為蓬草，苔蘚來來詮釋為鬍鬚。而繪畫㆗㊥中，台灣插畫家Shae

運用擬物的形式，將《維納斯的誕生》、《吶喊》、《蒙娜麗麗莎的微笑》等歷歷史㈴㊔名畫裡裡的主角全換成兔

子，這都都是典型擬物化並具㈲㊒有象徵性的例例子。 

 

2-2擬物化之動物象徵  

依本研究者匯集的㈾㊮資料料㆗㊥中，擬物化在從㆟人的行行為模式轉換成物時，運用了了象徵的手法，而象徵符號

在不不同的國家、文化其意義也㈲㊒有所不不同。例例如：在㆗㊥中國烏鴉視為㆒㈠㊀一種厄運的意象，但在㈰㊐日本卻被視為國

鳥，是吉祥祥之鳥。榮格認為：全世界的㆟人類類都都㈲㊒有從遠古遺傳㉃至今的共同記憶，而這些記憶具㈲㊒有共同的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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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傾向，即為每㆟人或多或少會擁㈲㊒有的集體潛意識識 Collective Unconscious（蕭雲菁，2008）。換言之，

就是㆟人對某事物的原型㈲㊒有既定㊞印象或心理理㆖㊤上的感受。例例如：獅子的勇敢、羚羚羊的敏捷以及狗的忠心等等

，都都是屬於㆒㈠㊀一般㆟人對動物的共同感受。㆟人類類的生活㆗㊥中的行行為、姿勢、情緒等，保㈲㊒有動物的㈵㊕特性與本能（

何盼盼，2012）。動物界種類類繁多，為考量量本創作研究主軸為擬物化（㆟人擬物），以及㆟人類類與動物的共

通性，只列列舉常見見的哺乳類類之動物。表 1 為方彩欣教授與其他研究㈾㊮資料料所彙整相關動物之象徵意義： 

表 1. 動物之象徵意涵 

（本研究者整理）

由表 1 的表格可知不不同的國家對同㆒㈠㊀一種動物還是㈹代表不不同的意義。例例如：熊對布農族㈹代表勇氣，是

智者與英雄的共同體，反之，在㆗㊥中國則㈹代表笨重。因之，本研究的視覺創作須考量量動物的象徵意義，選

出普遍大眾所認知的動物意象，以避免價值觀差異異太甚。所選的台灣㈳㊓社會現象之㆟人類類行行為需與動物的意

象相符合，方能使插畫作品引起觀賞者的共鳴。依據㆖㊤上述㈲㊒有關擬物化的研究整合與分析，除了了了了解各個

國家所㈹代表的象徵意涵外，這些對動物的比喻也與㊪宗教㈲㊒有關聯聯，像是狼狼在羅羅馬則㈹代表母親的關懷。著㈴㊔名

的羅羅馬神神話故事最早被狼狼養大的孩子－羅羅慕路路斯（Romulus）、雷雷㈭㊍木斯（Remus）這兩兩個由㊛女女㉀祭司雷雷亞・

西維亞（Rhea Silvia）以及戰神神瑪爾斯（Mars）這兩兩位㆝天神神所生，隨即又因預言的關係被拋棄。爾後被㆒㈠㊀一

隻母狼狼所救並養大，後來來兩兩兄弟為了了建立立新城市而意見見不不合，羅羅慕路路斯殺殺了了他的兄弟，並以㉂自己的㈴㊔名字

取㈴㊔名為羅羅馬（ROMA）。 

2-3台灣社會現象相關研究與分析  

2-3.1台灣社會現象研究  

台灣㈳㊓社會現象是指，探討台灣當前發生令令㆟人廣為㊟注意的議題。而台灣歷歷史環境與㆟人文㈵㊕特質的不不同，

造就了了㈲㊒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社會現象。本研究針對台灣㈳㊓社會現象進行行插畫作品創作，因此以㉂自由時報進行行

台灣㈳㊓社會現象的主題搜索索。

表 2. 新聞各大類別數量 

類別 代表的象徵意義

狗 忠心、守護、警覺（基督教、凱爾特、中國、日本）

貓 變革、優雅、神秘、女性邪惡、厄運與招財（日本）

牛

勇敢、力量、穩定、堅忍刻苦（台灣精神）、頑固、神聖（印度教）、大地之母、兇猛殘

暴（希臘、基督教）

狼 狡猾、殘忍、好色、貪婪、邪惡、勝利（北歐）、母親的關懷（羅馬）

獅 勇敢、力量、貴族血統與權力（西方）、守護（中國、日本）

熊 勇氣、神聖、智者與英雄（布農族）、笨拙（中國）、彪悍

猴 惡習、心緒煩躁、戰士（埃及）、機敏、狡詐與吉祥（中國）、投機、調皮

豬 繁衍、好色、貪婪與懶惰（西遊記）、多產（埃及）、家族榮譽（台灣）、祭祀、醜、骯髒

象

穩定、智慧及力量（亞洲）、長壽、統治權、幸運、創生與破除障礙（印度）、聖母（基

督教）、財富（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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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類別 職場 交通 政治 媒體 健康 ㊪宗教 

數數量量(筆) 3327 1388 1292 694 374 138 

（本研究者整理理㉂自㉂自由時報） 

由表 2 所顯示，在各大新聞類類別㆗㊥中以職場方面所佔最高，其次是交通、政治、媒體、健康，㊪宗教則

位居最後 本研究選用職場個主題去做視覺設計的創作。而這主題範圍涵蓋過廣，以㆘㊦下本研究僅選出各

㆒㈠㊀一㊠項作研究。 

 
1.   職場 

隨著媒體對過㈸㊘勞勞致死報導案例例增加，職場過㈸㊘勞勞問題逐漸受到㈳㊓社會重視。㈸㊘勞勞動市場的轉便便以及㈽㊭企業㈰㊐日

益益競爭的環境㆘㊦下，因工作壓力力引起身心健康㈰㊐日益益嚴重，近幾年年職場憂鬱、㉂自殺殺、過㈸㊘勞勞促發疾病等事件頻

傳，職場㆗㊥中的㈳㊓社會心理理危害越來來越受到重視（鄭雅文，2010）。㆒㈠㊀一般常用的定義，「職場過㈸㊘勞勞」意指㈸㊘勞勞

工執行行職務，長期處於慢性疲㈸㊘勞勞或高度度壓力力㆘㊦下誘發腦心血管疾病致死或傷病之俗稱，而其可能成因包含

超時工作、輪輪班工作、工作疲㈸㊘勞勞、工作壓力力等（辛炳隆隆、葉葉婉榆，2013）。台灣工時標準依㈸㊘勞勞動基準法

第 30 條㉃至 32 條規定，㈸㊘勞勞工正常工作每㈰㊐日不不得超過㈧㊇八小時，每週不不得超過㆕㈣㊃四㈩㊉十小時。其㆗㊥中高工時行行業分

別是「不不動產業」46.9 小時 、「支援服務業」45.9 小時及「藝術娛樂樂樂樂及㉁㊡休閒服務業」45.3 小時。支援服

務業泛指㆒㈠㊀一般㆟人力力派遣、保全、旅旅遊及租貸業等。支援服務業泛指㆒㈠㊀一般㆟人力力派遣、保全、旅旅遊及租貸業

等。根據㈸㊘勞勞保局核定職業病過㈸㊘勞勞（腦心血管疾病）死亡給付㈾㊮資料料顯示，99 年年㉃至 102 年年 6 ㈪㊊月底止，職業病

過㈸㊘勞勞死亡㆟人數數合計 111 ㆟人，統計前㈤㊄五大行行業依序為製造業 33 ㆟人（占 29%）、運輸及倉儲業 20 ㆟人（占

17%）、支援服務業 18 ㆟人（包括保全服務業等，占 16%）、批發及零零售業 12 ㆟人（占 11%）及營造業 11

㆟人（佔 10%）。這些過㈸㊘勞勞死發生率率率最高的職業㆗㊥中㈲㊒有其共通點，他們除工時長之外，工作時間也經常因輪輪

班或排班而㈰㊐日㊰夜顛倒。 

 

三、創作主題與實驗 

本章節欲統整第㆒㈠㊀一、㆓㈡㊁二章的所㈲㊒有文獻分析㈾㊮資料料及案例例作為創作的參參考依據，以單幅插畫作品來來展現

台灣㈳㊓社會的現象，讓觀看者或其他研究者了了解、感受台灣㈳㊓社會並貢獻於㈻㊫學術研究的參參考依據。本研究者

整理理出與主題相對應的創作角色。首先是媒體現象，是由昆蟲類類作為㈹代表。㈳㊓社會㆖㊤上各大平台之媒體像極

了了龐大無數數的發光體，舉凡電視、電腦、手機、平板等，都都是透過錄錄影相機設備藉由網路路傳播發送訊息

。趨光性昆蟲對光源產生的生理理反應，就像是接收訊息的㆟人們被這些媒體吸引。職場現象則以陸陸㆞地哺乳

類類動物，為考量量創作方向選用食物鏈㆗㊥中初級消費者或次級消費者，換言之，即是生物界㆗㊥中較弱勢的動物

，例例如：老老鼠、兔子、綿羊等等，來來表現現今媒體種種壓抑的環境。 

 

3-1  創作作品色彩與材質  

構成視覺圖像最重要的元素除了了點線面之外，色彩也是不不可或缺的要素。（工業設計全集編集委員

會，1982，215）色彩在傳遞訊息的功能具㈲㊒有強烈烈的識識別性（Identity）、視認性（Visibility）、易易讀讀性（

Legibility）、㊟注目性（Attention）以及記憶性（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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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者針對色彩的搭配，依照現象主題對色彩的關聯聯性為目標。加㆖㊤上為了了使作品的畫面風個更更加

簡潔，背景色加主體色不不超過㆔㈢㊂三種色相，因此選出以㆘㊦下色相組合：

1. 職場：

藍藍，是憂鬱、冷冷漠、消極的意象。青色經常伴隨著幾份的黑暗，給㆟人寒冷冷的感情並聯聯想到陰影（千

千岩英彰，1984，99）。Monday Blues 是藍藍色星期㆒㈠㊀一的意思，在放假後的㆖㊤上班的第㆒㈠㊀一㆝天心情格外感到

無力力、鬱卒，才會㈲㊒有這個俗語出現。

為了了㈲㊒有所區別加㆖㊤上使觀者更更能充分的了了解，故設計㆔㈢㊂三款㈹代表㆔㈢㊂三種台灣㈳㊓社會現象的符號。以台灣的「

台」這個字作發想， 主題符號是以電繪的方式呈現，帶㈲㊒有粗糙的紋路路與質感來來仿粉蠟蠟筆筆觸的感覺，標

題的字體㆖㊤上則選用㈰㊐日本字型－衡山毛筆フォント OTF，來來配合創作整體風格。為創作編排需要的可能

，另作造型相同、顏色反白效果的符號，以便便搭配使用。

創作之符號圖 1 主題系列列

3-2  創作成果與 展現  

3-2.1  職場現象之創作  

1、作品：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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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作品：壓榨 

 

表3. 職場創作分析  

創作理理念念 
鵝肝醬美味的背後，是㆟人類類強行行大量量灌食而來來的。職場存在的責任制，強迫㈸㊘勞勞工長期工作

且不不給予加班費。面對這種龐大的工作量量，㈲㊒有如鵝般被填壓式的吸收過多的食物，難以㈺呼吸。 

象徵元素 
辦公室用具（工作量量），手（㆖㊤上司），鵝（㆟人） 

文字內容 ㆝天㆝天得榨乾員工，這才叫作物盡其用啊！ 

 
 

四、創作主題與實驗 

本研究者主題為擬物化應用於台灣㈳㊓社會現象之插畫創作與研究，透過不不同文獻㈾㊮資料料的蒐集以及各插

畫家的案例例分析，經過彙整、分析、歸納整理理後，使得相關擬物化之定義㈲㊒有了了更更完整的詮釋。同時，更更

能了了解當今目前影響較大的台灣㈳㊓社會現象的重要性，並運用於創作之㆗㊥中。在創作的過程㆗㊥中，融合擬物化

的㈵㊕特點與台灣㈳㊓社會現象並搭配文字、符號以及色彩，提升作品的豐富性、意義的深度度。同時也能藉此使

觀者進行行反思與傳達提升㈳㊓社會是舉足輕重的事。每㊠項研究都都是由許多的疑問、疑慮為動機，進而找尋答

案。因此，期盼這份研究可貢獻後續未來來研究者或創作者作為詳盡參參考，並且為這㈳㊓社會帶來來㆒㈠㊀一些反思與

蛻變。 

 

4-1  研究結論  

經過文獻的整理理，將原先相關㈻㊫學理理的擬物化定義重新彙整分析，與台灣㆔㈢㊂三個㈳㊓社會現象做創作的結

合，依據本創作研究之成果，歸納以㆘㊦下結論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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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擬物化大多表現在文㈻㊫學擬物化的創作表現，可避免陳腔濫濫調，吸引觀者㊟注目。 

2. 擬物化的角色創造，可吸引㆟人對議題產生情感的映照與投射。 

3. 以視覺圖像凸顯台灣㈳㊓社會現象的問題，具㈲㊒有反思效果。 

 

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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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曾幾次很想直接放棄換新的主題。這箇㆗㊥中滋味只㈲㊒有也身在㈬㊌水生㈫㊋火熱的研究生們才能體會，也因為㈲㊒有

他們互相扶持，才㈲㊒有今㈰㊐日的成果。完成論論文並非只是心靈靈㆖㊤上的解脫，而是在選㊢寫的過程㆗㊥中，成就更更好的

㉂自己，㈻㊫學會耐心、專心以及不不放棄的精精神神。最後，再次獻㆖㊤上無限的敬意與感恩給㈿㊯協助我完成論論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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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不同企業經營型態下的產品開發流程

郭重佑*+ 葉恒志**++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與設計工程系 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40123234@gm.nfu.edu.tw

++通訊作者：henryeh@nkfust.edu.tw

摘  要
在眾多的企業經營型態當中，存在著不同的產品開發流程，流程中所著重的部份也會不同，就像是

設計服務業在面對不同的企業型態時，所提供的設計服務也不會只有一種，期望透過不同的企業經營型

態了解產品開發的流程，以及企業該如何面對現今這瞬息萬變的市場。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分析 OEM、

非自主性 ODM、自主性 ODM、OBM 之企業經營型態，了解在不同的經營型態中的產品開發流程，以及

了解設計流程的程序。透過文獻探討進行資料的統整與歸納，藉由統整與歸納發現新的論點，並且以客

觀的思考提出論點，讓即將轉型進入自主性 ODM 及 OBM 企業經營型態的企業，了解應該要注意哪些地

方，藉此降低轉型失敗的風險。 

關鍵字： 企業經營型態、產品開發流程、企業轉型、文獻分析法

一、前言

1-1 背景

台灣過去以原廠委託製造(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代工產業為發展重心，企業長期靠

著良好的客製化服務及低成本的生產力滿足國外客戶的需求，藉此奠定台灣基礎的經濟能力。台灣傳統

代工產業中擁有成熟的生產技術後，部份的企業開始轉型為原廠委託設計(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同時具備成熟的生產技術及設計能力，能依照客戶的需求進行設計服務，讓客戶能更專注

於經營產品品牌、通路、行銷等活動。在產業趨勢改變的情況之下，台灣提供技術給大陸、東南亞國家

等人力成本相對低的國家代工，也因為這樣的趨勢，讓台灣企業型態進而擁有轉型的機會，許多的傳統

產業轉型為自有品牌(OBM：Original Brand Marketing)，希望擁有獨立的品牌，以開發具有新穎性的產品

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企業型態改變的同時，工業設計定義的範圍也持續擴大。從 1970 年工業設計被視為：「根據目前

產業狀況決定製作物品的創造活動。」到近期 2015 年最新的工業設計定義：「工業設計是一個策略性解

決問題的過程，推動創新，建立企業的成功。藉由創新的產品、系統、服務和體驗，進而增加更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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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品質。」(WDO，2015)。在工業設計定義出現後，工業設計師需要做的事情更為廣泛，必須具備更敏

銳的觀察力及以人為本的觀念，在產品開發流程中，將不再只專注於造形的美醜又或是表現技法的技巧、

外形設計…等技術層面的專業技能，又或是專注在產品本身的設計。

1-2 研究目的

在眾多的企業經營型態當中，一定存在不同的產品開發流程，流程中所著重的部份也會不同，就像

是設計服務業在面對不同的企業型態時，所提供的設計服務也不會只有一種。本研究期望透過不同的企

業經營型態了解產品開發的流程，以及企業該如何面對現今這瞬息萬變的市場。

二、文獻探討

2-1 淺談工業設計

近期 2015 年國際設計組織公布的工業設計新定義如下：「工業設計是一個策略性解決問題的過程，

是推動創新建立企業的成功，透過創新的產品、系統、體驗和服務，進而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將此

定義擴大解釋，工業設計是一個跨科學的專業橋樑，透過重新定義問題找出機會，工業設計師以人為中

心的設計過程，了解使用者心中問題並解決的過程進而設計產品、系統、服務和體驗。在創新過程中運

用相關策略並具有獨特的優勢彌補不同的專業學科和商業利益。設計師亦創造出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價

值以及對一個更好的生活品質做出貢獻。」(WDO，2015) 

2-2 探討企業經營型態與產品開發模式

2-2.1 淺談台灣產業背景

依照台灣的經濟發展階段劃分，在 1945-1961 的輕工業時期，這個階段台灣工業發展因考慮到當時

經濟基礎及技術水準，但勞力充裕且工資低廉，所以採取「發展勞動密集型的進口替代民生必需工業」

之策略。這一階段的工業發展重於勞動密集型並能取代進口的輕工業建立為主，像是紡織、食品加工、

皮革、橡膠等。台灣於 1960 年制訂「獎勵投資條例」鼓勵外國人及華僑來台投資，鼓勵將其產品出輸國

外。當時的台灣主要以大量生產製造外銷產品，工廠如雨後春筍般的建立起來。下一階段 1962-1973 年

的快速成長期「獎勵出口，拓展國外市場」，在此政策之下，台灣利用低廉工資的國際比較利益，發展

加工出口工業。到了 1974-1982 年的動盪成長期，台灣國民的所得提高，國民儲蓄率增加，使得當時台

灣的經濟基礎迅速累積，但同時也出現勞力供不應求、工資率上漲的現象，因此政府為了實行第二次進

口替代政策，開始推動往生產工業原料、零組件和半成品的資本產業發展。此時，國內的中小型企業正

面臨 24 產業結構轉型之際，開始調整企業的營運方向與規模，成為跨國廠商的原委託製造(OEM)，並在

生產品質與外銷拓展上努力。從 1983 年迄今，在國際保護主義盛行、區域經濟的發展與開發中的國家(如

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興起，國內面臨勞力短缺、工資上漲等因素，使得台灣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降低，

為了維持經濟持續發展，企業結構必須加以調整，同時企業經營模式也需有所調整。(邱士哲，1999) 

分析上述台灣產業的發展概況，可看出我國產業發展初期是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力，進行以輕工業為

主的進口替代活動，在累積生產經驗與技術後，OEM 的訂單則成為出口的主要來源。隨著台灣的教育水

準與知識發展的提升及客戶品牌的要求，台灣產業逐步由 OEM 再升級為 ODM。但在國內生產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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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面臨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激烈競爭下，使得國內企業必須致力突破環境的束縛，跨入國際市場。除了

積極進行海外投資，業者也積極投入研發與自創品牌行銷國際市場的作法，來獲得更高的毛利。 

2-2.2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企業經營型態與產品開發流程 

根據台灣國外貿協會定義原廠委託製造(OEM)，是受托廠商按原廠之需求與授權，依特定的規格、

材質、加工程序、檢驗標準及標示或品牌而生產零配件、半成品或成品。OEM 業務型態是指 OEM 廠商

需依據 OEM 買主所提供的產品規格與完整之細部設計，由 OEM 廠商進行產品代工、組裝(陳振祥，1996)。 

 

 
 

圖 1. OEM 產品開發流程。資料來源：吳柏賢 (2004) 雲科企業管理系 

2-2.3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企業經營型態與產品開發流程 

原廠委託設計(ODM)是指企業進行產品開發，或是依照客戶的需求設計產品，爭取客戶訂單並以客

戶品牌出貨為交易方式，由高效率的產品開發速度與具備競爭力的生產能力，進而滿足客戶面對市場競

爭的外包需求。 

1、非自主性 ODM：企業在客戶提出設計理念後，與企業檢視設計之可行性，進行資料彙整及設計

圖產出，依照雙方認可之設計圖產出樣品，再由客戶進行市場評估，後續企業進行生產…等動作。(圖

2-a) 

2、自主性 ODM：相較非自主性 ODM，此類企業可自行提供概念設計給客戶進行市場評估。(圖 2-b) 

 

(a) (b) 

 
圖 2. 產品開發流程：(a)非自主性 ODM；(b)自主性 ODM。資料來源：吳柏賢 (2004) 雲科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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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OB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企業經營型態與產品開發流程 

自有品牌生產(OBM)是從研發、市場評估、產品開發、預估銷售量、售後服務，皆由企業負責，同

時也必須承擔產品開發的成敗，以及背負品牌行銷的壓力。李吉仁(1996)認為企業不僅是設計，同時也

要自行建立專屬之品牌，再將產品行銷至市場上才能稱為自創品牌。OBM 企業依照品牌精神、市場評估

提出設計理念後，進行設計開發及樣品評估，待確產品訂單與數量後，正式進行產品生產。 

 

 
 

圖 3. 自主性 ODM 產品開發流程。資料來源：吳柏賢 (2004) 雲科企業管理系 

2-3 產品開發流程 

John Morrison & John Twyford (1993)認為設計活動可能是構想導向、技術導向、市場導向、需求導

向，或是「設計導向」。石川弘(1980)則認為設計是一種程序導向(Process-oriented)的創造活動，過程中

一系列的活動稱之設計流程。本研究透過此章節了解，不同產品設計開發流程之間的差異。 

2-3.1 設計步驟的元素 

Bill Moggridge (2008)將設計的步驟分為 10 個元素 (表 1.) 。 

表 1. 設計步驟的元素之定義。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步驟元素 定義 
限制條件 了解設計發展可能侷限的地方。這些限制條件可能由不同的面向產生。 
彙整 對於設計者而言，彙整是設計的必備技能，它涵蓋的層面包括設計發展、步驟中的

其他元素等等。 
設定框架 將彙整後的資訊再濃縮、簡化，藉此訂出後續的發展路線。 
觀念構成 當創意浮現時，對於設計團隊而言，有新的構想就是有新的發展。 
視覺化模擬 創意讓它有具體的呈現，無論是視覺化、行為化，總之得有更清晰的呈現。 
不確定因素 在具體化、視覺化或是原型化之後，會出現一些不確定因素，此步驟有利於產出不

同的方案，並且讓它可以實質化。 

選擇 必須從相當數量的提案中選出下一步要進行的重點。 
視覺化 透過產品視覺化，看見近似於真實地呈現，成為與其他人溝通的橋樑。 
原型 針對設計方案的任何一個環節執行測試，可將想法做成原型，或是以最簡單快速的

方式呈現，測試不確定因素，藉此排除無法執行的構想。 
評估 在研發的過程當中，初期評估需要團隊或是特定對象一同進行，但隨著設計逐漸成

形，則需要經驗原型或是真實原型，可將使用者的評估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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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設計步驟的元素

Ullman(1992)將設計程序比喻為包含許多路徑的地圖，沿著不同路徑所進行的設計工作會產生不同

的設計解答，且必須能滿足設計之初的需求。Roozenburg & Eekels(1995)指出產品設計活動的基本程序(圖

4)。

圖 4. 設計經驗的基本過程。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在 IDEO，考量使用者的需求、技術上的可行性以及商業獲利能力，Tom Kelley(2001)提出五個基本

步驟，將設計和開發的機會視覺化、具象化，以利於評估和修正。(表 2.) 

表 2. Tom Kelley(2001)的五個基本設計步驟。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步驟 方法

觀察 觀察使用者是每一項設計方案的起點，由 IDEO 的認知心理學

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等專家所主導，與企業客戶合作，以

了解消費者體驗。

腦力激盪 這是一個緊湊密集、蒐集靈感和創意的過程，將觀察人們所得

的資料進行分析。

快速製作原型 製作原型是溝通與說服的工具。原型是一次次趨近於成品的

「不良品」，越早失敗，越早找出問題所在。

重複評估和改良原型 此階段 IDEO 會將多個選項過濾到只剩幾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執行 完成了構想的過程之後，進入了概念打造出成品的最後階段。 

2-3.3 產品開發流程

Design Management Institute(1989)提出的產品發展流程將其分成三個階段:概念階段、設計階段、實

現階段，其中包含確認、分析、定義、探索、選擇、修正、規範、完成、導入九個流程(陳印文，1997)。 

表 3. 產品發展流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階段 內容

概念階段 確認：確認了解問題、機會與現況。

分析：問題分析，發展策略。

定義：定義產品必須解決的問題。

設計階段 探索：發現更多解決方案。

選擇：評估可能性，選擇方案。

修正：精鍊、美化。

實現階段 規範：制定與細節、製程有關的規範。

完成：製作生產。

導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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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是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提取所需資料，並對文獻作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

文獻分析在方法上是注重客觀、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法； (Ranjit Kumar，2000) 

「文獻定性分析」是一種較常用的文獻分析，常需要檢視大量的歷史紀錄和資料，再以客觀性的態

度對文獻進行研究整理與分析，步驟包括有：蒐集文獻、摘錄資訊及文獻分析這三個環節。(姚雪芬，2007)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分析 OEM、非自主性 ODM、自主性 ODM、OBM 之企業經營型態為主，了解

在不同的企業經營型態中的產品開發流程，以及了解設計流程的程序。透過文獻探討進行資料的統整與

歸納，藉由文獻的統整與歸納，發現新的論點並且以客觀的思考及評論。 

3-1.1 文獻資料論述 

由淺談工業設計推演(2-1)章節得知，工業設計一開始設定為企業支配的角色，必須根據產業的狀況

進行配合。在數十年後的工業設計已經被設定為推動創新、引領企業走向成功的關鍵角色，從針對產品

外觀的美醜轉變成以人為本的設計觀點。 

OEM 企業必須遵從客戶的需求而進行生產。由此可知，在企業的設計部門並沒有發揮到實質的效

益，主要的產品設計、產品開發，到後續的市場測試、修正，皆由客戶主導，企業只能依照客戶的要求

進行生產。因此在 OEM 中，是看不見產品設計的行為。 

ODM 中可分為自主性 ODM 及非自主性 ODM。自主性 ODM 可以自行提供設計理念且執行產品開

發，再交由客戶進行市場調查…等後續動作。自主性 ODM 的產品開發部，需要為客戶評估消費者與市

場端的需求，必須同時考量產品外觀、功能及製造成本。台灣越來越重視產品開發部是因為，自主性 ODM

的產品開發部可以整合行銷市場上的資訊同時兼具生產端的知識與工藝，創造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OBM 的產品開發部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上述 ODM 比較，需要付出的時間及心力較多，從一開

始的市場評估、消費者需求必須與企業內行銷企劃部門共同討論合作。以產品開發部而言，必須了解企

業規劃的品牌形象與品牌精神，同時考量目標族群及銷售市場環境，並且承擔產品銷售情況的壓力。即

使台灣有許多自我品牌是與外部的設計公司合作，在企業內部的產品開發部門也應負監督、審查的工作。  

目前工業設計的定義，是由工業設計推動創新，引領企業走向成功的關鍵角色。自主性 ODM 及 OBM

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自主性 ODM 市場評估、產品評估、產品銷售由客戶主導。自主性 ODM 及 OBM

在產品開發流程中，設計的比例高於 OEM、非自主性 ODM，是更符合被討論的對象。OEM、非自主性

ODM 型態是偏向生產、製造層面的經營模式，在產品開發程流中設計的比例偏低，不符合本研究宗旨

的對象，故不討論。 

3-1.2 企業經營型態之產品開發流程差異比較 

此小節將彙整 2-2.2 至 2.2-4 章節，關於企業型態在產品開發流程中的差異分析。(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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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企業型態在產品開發流程中的差異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企業型態 OEM 非自主性 ODM 自主性 ODM OBM 

(1) 產品雛型概念設計 客戶 客戶 企業 企業

(2) 市場評估 客戶 企業

(3) 產品設計 客戶/企業 企業 企業

(4) 產品評估 客戶 客戶 企業

(5) 原物料採購 客戶/企業 企業 企業 企業

(6) 產品生產 企業

(7) 產品銷售 客戶 客戶 客戶 企業

由上述資料可得知，OBM 與自主性 ODM 的產品開發部皆扮演重要的角色；OBM 與自主性 ODM

相較之下，需承擔更多產品開發成敗的責任，相對在企業對於產品開發部門也越來越重視。企業將會依

照不同的市場需求擬訂產品開發策略及設計策略。此時產品開發部將成為企業內各部門溝通的重要橋樑。 

3-1.3 產品設計開發流程整理

    此小節將彙整 2-3 章節，關於產品設計開發流程資料彙整。 

表 5. 產品設計開發流程資料彙整。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Bill Moggride-產品設

計開發流程 (2008) 
Roozenburg & Eekels-產
品設計基本程序(1995) 

Tom Kelley-設計程序

(2001) 
Design Management 
Institute-產品發展流

程(1989) 
限制條件 設計問題 觀察 確認

彙整 問題分析 分析

設定框架 設計評估指標 腦力激盪 定義

觀念構成 問題綜合 探索

視覺化模擬 暫時設計提案 快速製作原型 選擇

不確定因素 模擬 修正

選擇 預定之產品屬性 重複評估和改良原型 規範

視覺化 產品價值評估 完成

原型 設計評估 執行 導入

評估 決策訂定 市場反應

設計提案通過

由上述資料統整可得知，前期的資料蒐集、問題分析及設計評估在產品開發流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過程；進行產品設計時，必須藉由產品的測試，發現問題進行修正。由此可知，在產品設計開發流程中，

前端的資料蒐集極為重要；在設計的過程中，必須不斷藉由反覆檢視設計的可行性與評估，進行問題的

修正。

3-2 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探討在不同企業經營型態下的產品開發流程，故研究對象設定為兩個(含)以上的族群進行

探討。在 3-1 章節的文獻資料論述章節中，提及 OEM 是偏向生產、製造層面的經營模式，在產品開發程

流中設計的比例相較偏低，是不符合本研究宗旨的對象，故不討論。本研究則選擇自主性 ODM 及 OBM

企業經營型態兩者作為本研究探討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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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探討 2-2.3 小節中提到非自主 ODM，企業本身雖然已擁有產品開發部門，但主要的設計概念

仍掌握在客戶，企業的產品開發部門擔任協助的角色。因 OEM 與非自主性 ODM 的產品開發流程，兩者

之間差異不大，本研究故不探討。 

四、研究成果與分析 

藉由表 5.了解產品的設計開發流程，但表 5.列舉的流程略為發散。本研究將以文獻探討所建立的學

理基礎，及文獻資料論述為發展核心，彙整以下產品設計開發流程。(如表 6.) 

表 6. 產品設計開發流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產品設計開發流程 內容 階段 
1.建立限制架構 針對品牌形象、商業模式及開發限制建立限制架構。  

準備階段 2.資料蒐集 進行限制架構的資料蒐集及市場現況相關資料。 
3.設計觀念構成 透過資料蒐集的步驟，建立預設的架構及觀念。 
4.設計構想提案 依照準備階段的資訊蒐集，提出設計構想。  

 
 
 
設計階段 

5.提案評估 進行設計評估、產品價值評估、預測產品生命週期，以及後續

產品製程進行評估。 
6.提案修正  透過提案評估進行修正，降低不確定因素。 
7.提案設計 將設計構想轉化為圖像，以擬真的方式呈現。 
8.快速製作原型 了解設計是否符合製造程序，同時迅速了解設計的實際問題。 
9.原型評估 透過使用者評估可以更了解產品是否符合消費者的期望。藉由

製程評估，更加確認產品量產的問題。 
 
 
 
 
實現階段 

10.量產、發售 量產及銷售。 
11.產品追蹤 透過產品追蹤更清楚掌握產品的生命週期，以利後續新商品的

推出；透過消費者實際的體驗後，以利後續產品的修正。 

由上述表格所彙整的產品開發流程，在準備階段的作業最為複雜，由此可見此階段的作業最為重要，

也需要非常謹慎，在設計階段與實現階段的流程改變較小，其原因可追溯於文獻探討 2-2.1 章節淺談台

灣產業背景，內容提到台灣過去以傳統代工產業為主，擁有生產基礎後，隨趨勢的改變由 OEM 轉變成

ODM 的關係，增加設計委託的服務。但在 OEM、ODM 企業經營型態中，都需依照客戶的需求進行生

產，因此在整體產品開發設計流程中，最為缺乏蒐集資料的經驗。也因為缺乏蒐集階段的經驗，相對也

顯得此階段最為重要。 

自主性 ODM 在產品開發流程為：產品雛型概念設計→市場評估→產品設計→產品評估→原物料採

購→產品生產→產品銷售；市場評估及產品銷售是由客戶負責。自主性 ODM 提供設計概念讓客戶進行

市場評估，僅以「產品雛形的概念設計」一詞代表，此詞彙略為籠統，無法讓讀者清楚地了解該階段應

該做什麼事情。比對表 6. 可清楚知道，在提供設計概念給客戶前，企業應該建立限制架構、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設計觀念構成、設計構想提案；五個程序。了解客戶的品牌形象、商品範疇…等建立限制架

構，透過資料蒐集了解更多同性質的產品以及目前的現況，透過資料分析可以更清楚設計觀點為何，設

計觀念構成能更準確了解客戶、產品、使用者三者之間的需求及關係，進而產出有效的設計提案，提供

給客戶進行提案評估。自主性 ODM 企業經營型態的產品開發流程應(如圖 7.)(紅色框為客戶負責)。 

 
 
 
 
 
 
 

圖 7. 自主性 ODM 產品開發流程。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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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M 企業經營型態在產品開發流程中，是由企業全權負責產品開發流程的七個階段：產品雛型概念

設計→市場評估→產品設計→產品評估→原物料採購→產品生產→產品銷售。其中在 2.2-4 章節中提到

「OBM 必須承擔產品開發失敗的風險，其中以產品開發部而言，必須非常清楚企業所規劃的自有品牌所

針對的族群及銷售市場環境」，所以在 2.2-4 文獻資料提到的產品開發流程架構，是略為簡單粗糙的。

OBM 企業經營型態的產品開發流程應(如圖 8.)。此流程應更佳符合 OBM 的產品開發流程，在品牌策略

及商業模式的限制下，進行準備階段的資料分析及設計觀念構成，獲得更完善、縝密的資料；在產品設

計後應該進行使用者的產品測試，以使用者為意見進行修正，藉此降低產品銷售的風險。 

 
 
 
 
 
 
 

圖 8. OBM 產品開發流程。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自主性 ODM 的產品開發流程，雖然無須承擔產品開發失敗及產品銷售不如預期的風險，但必須更

謹慎在準備階段的作業，同時需觀察客戶的需求及市場現況。就如同賈伯斯在美國商業周刊專訪曾說過：

「我們有很多客戶，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很難靠焦點團體來設計產品。很多時候人們不知道自己想要

什麼，除非你秀給他看。你必須觀察他們，找出他們想要的東西。」當企業提供設計構想給客戶時，很

多時候客戶是不知道、不清楚自己的品牌應該適合開發哪些產品，唯有踏實的完成準備階段的作業，告

訴客戶你可以這麼做。 

OBM 企業除了承擔產品開發失敗的風險及產品銷售壓力，更重要是品牌策略，品牌是代表企業的精

神與形象，透過品牌策略來決定企業應該開發哪些產品。因此，企業需要有非常完善的行銷部、產品開

發部，這兩個部門都必須非常清楚企業的經營方向及品牌的策略。 

透過本研究，期盼能讓即將轉型進入自主性 ODM 及 OBM 企業經營型態的企業，了解應該要注意

哪些地方，藉此降低轉型失敗的風險；針對設計服務業的企業而言，期盼能透過本研究了解在面對客戶

時，可以透過客戶的經營型態，更清楚掌握客戶更需要哪些幫助。 

5-2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討在不同的企業經營型態下的產品開發流程，以台灣產業的推演及工業設計的推演帶入企

業經營型態的轉變以及產品開發流程的不同。在不同的企業經營型態中，必定存在不同的產品開發流程，

以工業設計師的角度，可以怎麼協助企業，又或是怎麼協助企業轉型，在此對於後續研究者提供一個思

考的空間。 
    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採用質性研究為核心，使用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的蒐集，此研究題目仍是

屬於探討一種現況，並非適合量化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客觀的研究方式進行闡述現況及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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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手作咖啡魅力因素應用於咖啡機設計之研究

蔡怡玲*+ 馬敏元**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研究生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指導教授 

+通訊作者: tammy10132@gmail.com 

摘  要

全球精品咖啡的崛起，手作咖啡形式也越來越受人們重視，從咖啡豆如何精製、在意烘焙程度所產

生的不同味道，進一步的記錄及各式組合與使用手作咖啡器具等，因此也逐漸影響到咖啡機的市場。如

何將手作咖啡之魅力特質融入咖啡機設計中, 即是本研究的目的。透過瞭解使用端的期望及需求，從咖啡

專家中探討出吸引因素，讓產品具有吸引力。本研究係運用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對逹人手作咖啡進行

調查，再萃取與整理魅力構造圖後，進行提升咖啡機設計之運用。本研究結果，整理出 22 個上位抽象感

受、43 個中位原始評價項目，與 83 個具體描述的下位。其中，重要的抽象感受分別為：「專業技術性」、

「經典有品味」、「實用有效率」、「新奇獨特的」、「豐富多元性」五大抽象感受。「專業技術性」

之魅力因素轉化運用，提出「專業迷你義式機」之創新概念。

關鍵詞：咖啡、咖啡器具、魅力工學、EGM 評價構造法 

一、 前言

本章節說明研究背景動機、以咖啡風潮為話題背景延伸至家電設計困境，論述為何選擇探討手作咖

啡為研究對象，及選擇專家作為受測目標。藉由業界專家的專業知識及本身咖啡經驗喜好特徵，為產業

界提供相對應參考，界定出研究範圍為此作探討。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咖啡」一種沖泡的飲品，是世界三大飲料之一，富有濃厚天然的香氣和味道。咖啡生豆並沒有任

何味道，需靠烘焙後才產生的，(田口 護，2004) 。咖啡大全書籍記載著咖啡經由烘焙後，咖啡風味會

依據不同的烘焙程度(淺 、中、重)而不同，會出現上百種的香氣。由於近年來精品咖啡的興起，精品咖

啡協會（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建立與界定精品咖啡標準後，全球的咖啡愛好者也追隨著這股風

潮，對自己喝咖啡的品質慢慢提升，重視咖啡物質學習分辨何為好咖啡。而什麼是好咖啡？ 無瑕疵豆的

優質生豆／剛烘焙好的咖啡豆／經過適當烘焙好的咖啡／剛好的研磨、剛好沖煮好的咖啡（田口 護，

2012）。早期咖啡只能從手作方式取得，進而轉變由咖啡機取代，讓任何人都可在家中取得美味的咖啡。

使得小家電業者看好這塊商機，紛紛投入開發咖啡機設計並大量生產，如同市面上都看到的美式咖啡機、

義式咖啡機或是全自動咖啡機等。早期歐美市場上的咖啡機，多數都是由台灣進行代工，進 21 世紀後市

場競爭激烈，咖啡機被大量的產生又過渡的開發，市場長期在飽和及沒特色，加上全球經濟蕭條，咖啡

機在家電市場呈現低成長，而咖啡機開發產品設計階段，常因被要求而不斷的重複的生產產品 (林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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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台灣家電產業在這種情況下，自行壓低成本，給予錯誤的設計指令，錯誤溝通的設計，並沒有縮

短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反而是將消費者愈推愈遠 (蔣友柏，2011) 。產品好無吸引力市場不熱賣，

如何在競爭的市場及取得一競爭優勢，並吸引廣大消費者購買產品。Ujigawa 在 2000 年提出：消費者對

產品感到興趣，主要是因個人主觀的喜好現象，其現象來個人的價值判斷系統，也就是一種很自我直覺

式需求，林益帆（2007）也就是說產品開發時，唯有明確掌握消費者的需求及心理感受，才能精確附於

產品色與情感意象。在設計中融入顧客需求才能提升其設計價值，也才能在競爭激烈的 產品中脫穎而出

（蘇于倫，2008）。消費者基於個人的需求、興趣喜好、重要性或 欲逹成之目標會對自己的需求總滙相

關產品魅力之價值，馬敏元(2010)認為產品運用感性設計的產品愈來愈受到重視，開發新產品時，深入

了解消費者的感性需求是第一步。要吸引消費者注意，更是要進一步的研究了解產品魅力價值，而演變

成產品獨特魅力風格，有效掌握使用者情感上的需求，才能轉為設計特性與概念實體化是一項關鍵步驟 

(倪于珺，2012)。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與喜愛，附於產品魅力，這也是很多企業開發設計時所面臨的最大

問題。因此企業如何去瞭解消費者的需求，並能夠提出具有吸引消費需求的新產品概念，將是新產品設

計的重要議題。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由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來探討專家之喜好手作咖啡之因素為何？ 研究將依專家本身咖

啡知識、咖啡經驗，從中挑選出受訪者，再進而使用評價構造法訪談，分析整理重要的魅力因素後，參

考應用於咖啡機設計之嘗試。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手作咖啡型式為主，而手作咖啡方式需由各式器具互相搭配，咖啡器具類型各有不

同，各有吸引人之特色，剛進入咖啡領域的人，並無法詳細的了解咖啡器具的使用及基本咖啡知識。則

本研究直接擬定條件挑選出適合之專家。  

本研究限定專家條件有四點：   

1.從事過咖啡機製造或咖啡廰等相關產業  

2.了解咖啡煮法並有三年以上之經驗(咖啡控)  

3.使用過三種以上的咖啡器具  

4.了解咖啡基本沖泡原理  

訪談專家人數：因本研究在於精要萃取專家手作咖啡魅力因素，則訪談人數限定 5 位專家。 

研究樣品：經由訪談之使用經驗，並持樣品來界定樣品數量。例如：依得知 A 專家受訪時使用器具

有三款，則本身應有相對沖泡之咖啡器具，由專家挑選出最喜歡之樣品進行 EGM 訪談。  

訪談地點：咖啡廳／受訪專家指定位置（給與情境圖或咖啡器具之產品圖）不足的由網路找尋相對

產品。  

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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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先針對咖啡來源及被製作的過程進行探討，簡述咖啡協會出現意義為何，最後為探討魅力工

學之理論。

2-1 咖啡來源與咖啡種類

咖啡這個詞，就是來源於阿拉伯語 Qahwa，意思是「植物飲料」也是全世界流行的飲料之一。對於

種植咖啡豆的國家更是重要經濟作物，其為全球期貨貿易額度第二高（最高為石油）。 咖啡的來源有諸

多傳說但已無從稽考，傳說在 9 世紀的衣索比亞西南部的高原地區，一位牧羊人發現他的羊吃了一種植

物的種子(咖啡豆)後，變得非常興奮活潑繼而發現咖啡，但並未得到証實。到 11 世紀左右人們開始用水

煮咖啡做為飲料，直到阿拉伯人將咖啡豆（種子）生煮後，咖啡飲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區流行開來。

咖啡樹原產於非洲亞熱帶地區及亞洲南部的一些島嶼，咖啡樹種植遍布超過 70 個國家，主要在美

洲、東南亞、印度等赤道地區。多數種植在中南美、亞洲、非洲等，對於貧困的國家是重要經濟作物。

消費則主要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先進國家，而大部份的消費國都無法栽種咖啡。咖啡大全一書

中記載著，咖啡約有 40 種不同種類，但並不是每一種都適合食用，能夠生產出具有商品價值的咖啡豆僅

有主要三種原生品種為阿拉比（Arabica）、羅巴斯塔（Robusta）、賴比瑞亞 （Liberica），依全球產量

還是阿拉比卡及羅巴斯塔最多。

表 1. 三大原生種的特徵—咖啡大全及網路資料 

品種 阿拉比卡 羅巴斯 賴比瑞亞

原果實圖

口味、香氣 優質的香味與酸味 酸位不明顯 重苦味

豆子的形狀

扁平、橢圓形 像阿拉比卡圓形 湯匙狀

耐腐性 弱 強 強

適合溫度 不耐低溫、高溫 耐高溫 耐低溫、高溫

產量比例 70~80% 20~30% 稀少

咖啡一旦成熟，就會經過採摘，加工，烘焙等程序。咖啡是微酸性的，其咖啡因的含量對人體有刺

激的作用，因風味各所不同，所以它能夠以多種方式製作，如：濃縮咖啡、卡布奇諾、拿鐵咖啡...等 

2-2 咖啡豆的處理過程與處理法

咖啡樹是屬茜草科常綠灌木，根據相關咖啡書籍記載咖啡生長於熱帶地區海拔 2000 至 2500 公尺之

間的高地，通常約 7~8 個月等咖啡果成熟呈鮮紅色，稱為「咖啡櫻桃」(coffee cherries)才進行採摘。採

摘的方式透過機械、人手或動物採食並消化的方式。生豆處理的定義是指脫去咖啡果實中的 4 層物質。

厚硬外層表(果皮)、除果肉、咖啡殼(內果皮)、銀皮四個部份，去果肉及乾燥稱為處理過程 (卓偉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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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咖啡果實內部、取於網路圖。  

好的咖啡處理方式，咖啡豐富的風味很容易被引導出來，而不同的處理法會產生不同的特色風味。

咖啡的加工是從漿果到最後咖啡豆完全乾燥，故各產區都擁有最合適的後處理方式，概略可分為水洗處

理法、日曬處理法、半日曬處理法、半水洗處理法、蜜處理法。 

2-3 咖啡烘培 

烘焙決定咖啡的味道，生咖啡豆透過烘焙，散發在空氣中的味道，釋放出咖啡特殊的香味。只有烘

焙過的咖啡才能釋放出咖啡的特質，呈現獨特的風味，(伊萊莎貝塔．意利，譯方淑惠，2013)。除了處

理方法會影響到咖啡味道外，烘焙咖啡豆是加工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在表２中，說明烘培程度的特徵。 

表 2. 烘培度特徵 資料來源：咖啡協會（2017） 

烘培度 香味及特徵 
Light Roast 極淺烘焙 呈小麥色。有著淡淡的香味及濃郁口感。 
Cinnamon Roast淺炒烘焙 呈肉桂色。香味稍好，屬美式風味。 
Medium Roast 中烘焙 呈深栗子色。屬美式風味。 
High Roast 中深烘焙 比中炒稍深的炒法。香味及色澤都很好。 
City Roast 深烘焙 深炒是從紐約市傳來的咖啡炒法。為最標準的炒法  
Full City Roast 極深烘焙 比深炒稍強的炒法。適用於冰咖啡。 

   

每一顆咖啡豆蘊藏著香味、酸味、甘甜、苦味。從生豆、淺焙、中焙到深焙，水分一次次的從烘烤

中蒸發掉，咖啡生豆的重量有減輕，但體積卻慢慢膨脹鼓起，咖啡豆的顏色加深，油質逐漸釋放出來芬

芳的氣味，質地也變得爽脆。(田口 護，2012) 。在生豆中，蘊涵大量的綠原酸，隨著烘焙的過程，綠

原酸會逐漸消失，釋放出水果酸，如醋酸、檸檬酸和葡萄酒中所含的蘋果酸。蘇彥彰(2010)，烘培咖啡

豆需克服的三大過程，咖啡豆本身不是很好的導熱體，很難將熱源均勻傳廰到內部程、咖啡在吸熱與放

熱之間很容易產生一些化學反應、咖啡本質不是很穩定，都會不同的烘焙策略，所以烘焙難點就在停止

烘培的時間最會影響咖啡豆的風味。 

2-4 咖啡器具 

在烹煮咖啡時，會因烹煮手法不同而需選擇相對應之咖啡器具。咖啡迷的風格器物學一書有提到，

咖啡的本質，不僅限於口中的感受，器具的選用就是影響咖啡風味的開始。煮咖啡的意義就是 「藉由水

分萃取出咖啡豆中的芳香物質，蘇彥彰(2010)。何為手作，是指不靠電力進行任何動作，在小家電設計

通稱為手作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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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咖啡器具，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5 精品咖啡協會 (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美國精品咖啡協會創立於 1982 年，屬於民間咖啡貿易組織，著重於咖啡種植、烘培、烹煮，並在咖

啡文化上建立制度標準，從 1991 年 SCAA 建立了學術研究單位，會在每年的 SCAA 會員大會上發表學

術研究報告，透過這些學術上的研究資料及教材慢慢建構起精品咖啡的知識體系，在 SCAA 界定了精品

咖啡的定義與標準後，世界各國的咖啡愛好者也追隨精品咖啡的風潮，因而陸續成立 SCAE、SCAJ、

AASCA 等精品咖啡國際組織，在 2017 年 1 月統一組織，並更名為精品咖啡協會（SCA）。 

表 3. 精品咖啡定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精品咖啡協會對「精品咖啡」的定義: 

日本精品咖啡協會（SCAJ） 

喝到的咖啡感到滿意，喝得出來咖啡特有的風味，並且評價好喝感到滿意。 
咖啡特有的風味一喝就知道這就是這支咖啡豆的味道，能夠讓喝的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有清爽特殊的酸味，後味回甘由酸苦轉為甘甜後消失。 
從咖啡還是生豆到變可以喝的咖啡的所有過程和處理方式必須有貫徹統一的制

度，工程和品質的管理。 
美國精品咖啡協會（SCAA） 咖啡的生豆品質的管理 
歐洲精品咖啡協會（SCAE） 咖啡基底的咖啡液體作為標準 

2-6 魅力工學 

「魅力工學」在 1991 年由日本學者宇治川正人(Masato Ujigawa)集合多位學者而發起的研究，是以

研究「創造具有魅力的產品、空間的技術」為目的(Ujigawa, 2000)。最先由日本以消費者喜好為主所發展

的設計觀念，使設計師與消費者之間有一溝通介面，在 1998 年日本成立感性工學會時，並將魅力工學編

入為其中的一部份。經由了解消費者選擇產品的方式和產品設計的成功經驗，便可以捕捉產品的魅力特

質，進而創造出一個具魅力的設計 (朝野熙廰, 2001)。為了能使研究者能在不限制的規範下，能更深入

了解受測者從心理真實感受，魅力工學運用不拘束自由的訪談方式，但需透過刺激物來得知喜好反應，

可透過訪談進而 A 與 B 的成對比較，討論出相似與差異，並提出對於刺激物之認知，是一種質性的研

究方法。並整理構造圖表，此方法提供相對的理論基礎學說、模型化以及設計，即是探討消費者心理感

受的一種研究方法，也是產品魅力因素解析重要方式。臺灣近年之相關研究，亦利用評價構造法萃取「魅

力因素」應用領域廣泛，從觀光產業、產品設計到媒體設計等有相關研究，整理如表４。 

表 4. 魅力工學相關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年代 者作 研究主題 
2005 馬敏元、洪嘉永 台灣地方文創意產業魅力評價研究-以觀光節產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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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蔡宜恬 古坑咖啡文化創意產業之魅力因子

2010 陳文東 地方工藝產業魅力因子研究－以南投縣竹山鎮竹藝產業為例

2010 方燕華 流行服裝魅力因子應用於服裝設計之研究

2011 陳俊智、徐德芬 社交遊戲魅力體驗因子探討

2012 倪于珺 用魅力工學於產品創值研究_以專業型LED手電筒為例 
2013 黃莉雅 口紅外殼設計之感性因子研究

2016 陳韋誠 懷舊文化探究舊建築再利用之魅力因子─以餐廳設計為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於探討出手作咖啡的魅力因素，因此借由評價構造法探索出手作咖啡吸引專家之因素之

外，更希望得到廰人過去的經驗及專業評論，分析整合出手作咖啡重要因素。

3-1 評價構造法

「評價構造法」是由日本學者讚井純一郎與乾正雄在 1985 年經由參考 Kelly 在 1995 年所提出之個

體構造法（RGM, Repertory Grid Method）並加以改良是一種有助於深入瞭解受測者對於某一事物之心理

認知層面的方法，是魅力工學中重要的研究方法，源自於心理學範疇，此方法主要是透過個人訪談，主

要是經由捕捉個人認知概念並列表整理的方法。首先，對目標物件的評估中，受訪者需回答自身對於物

件的喜好或厭惡。其次則是透過訪談中的問題，讓受訪者直覺的回應問題相關回答，具體解析出產品對

於受訪者喜好之魅力因素，與整理出其相關構造之脈絡，此研究法稱為「評價構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簡稱 EGM）。 

3-2 實驗步驟與結果

主要探討手作咖啡之魅力，在經由「評價構造法」進行訪談後，萃取出手作咖啡魅力之因素，將其

中被達人提及次數得點最多的一項魅力因素溶入現有的產品且參考設計，因此分為三個步驟來進行。

實驗步驟簡述如下:  

1. 步驟一：從限制的條件來挑選受訪者之資格，由達人自行提出沖泡法對應之器具，並且排列出

前三種喜愛的器具且加依順序排列如下圖：

圖 3. 林先生訪談圖卡 

2. 步驟二: 採用評價構造法分別針對 5 位達人深度方談，得到專家對手作咖啡的個別評價構造圖，

將相似的魅力因素進行整合，並繪製整體評價構造圖。如圖 4 整體評價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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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整體評價構造圖 

3. 步驟三: 依據萃取出的魅力要重因子，溶入進產品設計。

經由簡化後共有 22 個上位抽象感受、43 個中位原始評價項目與 84 個具體描述的下位。大致整理出

5 位受訪者重複提及最多次的抽象感受為「專業技術性／7 次」，其次依 序為「經典有品味／6 次」、

「實用有效率／6 次」、「新奇獨特的／6 次」、「豐富多元性／6 次」。抽象感受向中位串連的評價項

目「強烈的可視特別效果」在專業技術性中被提及數最多；「有整套的感覺/整體外觀設計」在經典有品

味被提 3 次最多；「沖煮快速」在實用有效率被提 3 次最多；「強烈的可視特別的效果」 在新奇獨特的

被提 3 次最多；「純厚濃郁有脂感可製多種品項」在豐富多元性被提 6 次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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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 

本研究的評價構造圖分析與整合後，得知經由達人提及次數，以最高的抽象感受「專業技術性」中

的原始評價項目「強烈的可視特別效果」概念轉化為設計要素，而具體的描述感受則為「像實驗室透明

測試管一樣一直不斷的冒泡及變咖啡色」在強烈的可視特別效果中被提及 8 次最多，如圖 5 所示。由以

上分析結果為咖啡機產品設計的要點。 

 

圖 5. 評價構造圖，專業技術性 

 以小家電廠的咖啡機設計認知中，義式咖啡機是屬於專業性質較高的產品。由下列設計圖中，透過同

時可視「透明可視的水箱進水的效果」、「咖啡水變色流進透明玻透杯」二種效果來引人注目,表現出「強

烈的可視特別的效果」與體驗。此外，不論在那一側操作水箱，都可以清楚可視水位，搭配三色的 LED
燈顯示，當水位漸漸消失燈光的從三顆減弱到無的變化，亦可廰到特殊之視覺效果，如圖 6 所示。 

下列將專業技術性魅力因素導入現有的義式咖啡機，附於咖啡機之創新設計。產品構想說明如下： 

1. 產品名稱：專業迷你義式機 

2. 設計概念：透過「調整水箱加 LED 燈的變化效果」，讓使用者同時可視水箱進水及咖啡流進杯

中的交錯之感受，達到強烈的可視特別效果與體驗。 

3. 創新修正不完善之處，將原先義式咖啡機把手難卡扣問題改善，讓使用者輕鬆放咖啡粉後，只

利用上蓋壓緊即可沖煮出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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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專業迷你義式機之產品 

五、研究結論

咖啡機在歐美地區一直是市場上的主要商品之一，經由時代不斷的進步及創新，咖啡機的基本功能

需求已不再吸引消費者，這是目前最為困窘之處。本研究針對咖啡達人為主，透過評價構造法探討咖啡

廰人對於手作咖啡之魅力因素，可以快速了解產品所需求確實條件為何。在訪談咖啡領域之 5 位廰人時，

從中發現在各式咖啡器具中，廰人對於沖泡法中不可缺少手沖咖啡，依廰人見解中得知手沖才是最能將

咖啡的特色表現的淋漓盡致，而摩卡壼及塞風壼，則是富有經典造型及搭配金屬可以廰到產品質感。這

些透過研究得知的訊息，不但能協助業者及設計師在產品設計之前端參考依據，亦能讓業者從中得知創

新之需。而本研究分析後設計之咖啡機，已提供於相關業者之企劃部門，得到正面回應，期望後續可開

發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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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從環境心理學之心靈療癒設計觀點來探討，一個令人紓解壓力的工作空間基本元素，

Evidence –Based Design 循證設計，是個很好的方式歸納出療癒空間的特性，提供未來進行工

作空間的設計師，掌握關鍵設計技巧。本研究的對象為在職工作者，利用文獻提出的紓壓基本設

計，設計一工作空間實景，光與綠作為主控制變因，以 VR 虛擬實境來模擬並進行腦波實驗，而

療癒工作空間實景則作為對照組，測試結果以腦波中 β 波(壓力腦波)下降和 α 波(放鬆腦波)上

升，來判讀控制變因能否成為適合的物理條件，能舒緩壓力達到療癒心靈之效用。 

 

在虛擬實境的實驗中發現，可視線的開窗面積越大，對紓解工作壓力產生的α波是有助於提升

的，而療癒空間實景中對照腦波測驗，也驗證大自然的療癒效果是值得被重視和廣泛運用的。霍桑

效應(Hawthorne Effect)指出，提高工作生產效率的決定因素是員工情緒。利用 Biophilia 環境設計來

穩定人們情緒，是高壓力工作單位必須採用的設計方向。  

關鍵詞：療癒空間、工作空間設計、環境心理學、園藝森林治療、腦波實驗、循證設計 

一、緒論 

     自然對人們有一種吸引力，根據美國雜誌的一項新研究預防醫學，大自然可以幫助人們

療癒。Howard Frumkin 醫學博士，「有很多跡象表明與大自然接觸，無論是在荒野中行走，園

藝，或者有寵物，會讓人感覺更好，並且可以盡量減少疾病的影響，甚至是癌症患者。」用大自

然設計可以恢復環境中的平衡與和諧。自然是我們平衡與和諧的指南。(Barbara J.2008) 

 

在工作職場中，引進大自然的元素設計，似乎是個好主意，我們每個人都來自自然，通過設

計美學的方式進入大自然，在許多文獻中都有相關顯著的放鬆療癒身心的效果。奧恩斯坦說和索

貝爾（1990年），「豐富我們的大腦的自然的視覺刺激，可以幫助我們從手術中恢復，忍受痛苦，

管理壓力，並獲得幸福。」 師法自然界中的一切，陽光，綠色植物，水，風，引入室內工作空

間，緩解職場工作壓力，創造設計的新方向。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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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設計工作經驗中，從畢業所學慢慢接觸到跨領域的整合設計，從景觀設計，外觀設

計，燈光設計，室內設計，軟裝與家具設計，設計是一個很複雜需要高度整合的工作，實踐自己

個人的理念和作品外，必須滿足顧客的需求。每個人從學校畢業後到退休年齡的黃金 40 多年期

間，都在職場打拼，很多人一天工作超過八小時，比待在家裡和床上的時間還久。

設計師是空間的主導者，一個空間的成敗，影響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公共場域，辦公空

間，與一間企業，進駐使用的每一個人在這個空間生活，工作，玩樂等等的活動，都與之息息

相關。在這個科技快速發展的社會裡，什麼是設計產業的新目標？ 

NIKE  SHOES     HEALTH      耐吉從販賣鞋子到銷售健康觀念

NESTLE FOOD      NUTRITION   雀巢從販賣食品到銷售營養觀念 

DESIGN SPACE DESIGN     MIND DESIGN   從空間設計到滿足心靈的設計

1-2 研究目的

下一個世代所需要的設計課題，不只有結合科技與美學，更需要滿足複雜的心智和提昇身心

靈的層次，結合了空間，藝術，心靈感知探索，大腦運作原理，音樂，園藝治療，甚至提昇能量

場等等複雜的面象。本研究期許，提供快樂工作的場所，緩解職場壓力， 進而能解決企業問題，

減少社會成本。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計畫從職場壓力，療癒空間，心靈舒壓，辦公空間設計，幸福感企業，環境心理學，

園藝治療 7 個領域，探討減壓的工作空間設計，可利用的背景資源與設計參考元素，作為本論文

之未來方向。 

2-1 職場壓力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勞工的工作壓力，男性由 1994 年的 7.6％提高

到 2008 的 13.8％，女性則由 6.5％上升到 13.5％；平均每百位勞工就有 13 位工作壓力大。由於

這項數字約比 1994 年多一倍，國內勞工的工作壓力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在疲勞大國日本，過勞

是造成猝死、自殺、憂鬱症的主因之一。現代社會給人們帶來了快節奏，高消耗的生活，人們總

是在有限的時間裡有許多事情要做，還要為前景擔憂，很少有時間分給家庭和娛樂，生活中處處

是壓力。設計要掌握壓力的知識，了解壓力帶來什麼影響，人們如何應對壓力，有助於設計師設

計出更貼近人心的作品。 

2-2 療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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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Dellinger 認為，所謂的療癒環境(Healing Environment)是： 

一處療癒身、心、靈的空間。 

一處所有事物充滿敬重與尊嚴的空間。 

一處生、老、病、癒的關鍵性時刻以及建築支持這些事件與狀況的空間。(Cynthia 

McCulloung,RN,MSN)  

引導環境產生的壓力轉成正向能量：德國的癌症醫生哈默認為，當人內心的壓力與衝突沒有

被解決時，便會導致疾病的發生與癌細胞的增長，心靈衝突產生壓力，壓力產生疾病。療癒的環

境避免一切可能帶來壓力的元素，如易疲勞的燈光與重複性的設計。人在療癒環境中，生活狀態

中的所有挫折或壓力承擔應有其轉化機制，而透過空間美學與環境心理學的整合，有效地幫助工

作者把負面情緒轉成正向能量。多樣化設計與多變的選擇：單一選擇與設計帶來枯燥乏味與疲勞，

心與腦是複雜的高敏感器官，接受著時空變化與外界影響甚鉅，多變化的空間設計，可以讓隨時

變換的心情得到紓解與滿足。 

2-3 心靈舒壓 

壓力到底是什麼？外界給的責任義務超越自身可以承受的程度，就會變成壓力，為何有人可

以承受？有人無法承受？關鍵在於心靈的承載度高低。自 1948 年以來，世界衛生組織(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未曾修訂健康的定義，那就是“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虛弱，而是

身體、精神與社會安康之完全健康狀態 (Who define health a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步調飛快的現代社會不

斷的追求物質文明，重視科技而輕忽精神與心靈層次的滿足。長期下來，在失衡的情況下，環境

壓力是造成很多慢性生活疾病的主因 。 如何在一個可以恢復身心靈健康的空間與環境中，讓疲

勞的身心可以獲得回復，更可以獲得進一步的滋養能量，以享受全面性與完整充實的生活是健康

樂活的主要目的，也是環境設計的終極目標。(吳燦中 2011) 

2-4 新創意工作空間 

隨著科技進步，工作的方式與團隊互動的方式也一直在變化，重度依賴手機和網路社群團體

的時代，新的辦公空間型態，已不能沿用 20 世紀的傳統辦公室。即使工作空間所需的花費（舉

凡建築設計、室內設計、空間規劃、辦公傢俱、設備等），對組織來說僅次於人事支出，換個角

度來看，如果辦公室的設計能夠符合員工的工作需求、營造愉快的氣氛，又可以提升效率與創造

力，是個很好的主意。以 google 的創意工作空間引領的新風潮為例，我們可以知道，環境對行

為模式的影響。Kwallek 研究發現，工作環境中有窗景、植物和明亮的色彩可提升正向情緒。如

果以藍色和紅色為主的辦公室相比，在藍色辦公室工作的員工憂鬱指數比較高，(Kwallek, N., 

Lewis, C. M. & Robbins, A. S. 1988)工作空間該如何設計才能達到最佳效果？心理、管理和建築

設計領域雖然沒有定論。以建築及環境心理學領域的專家建議，如果要重新設計辦公室，最好能

夠讓員工參與討論，瞭解各種使用需求之後再著手規劃，會達到最佳效果。(Blundell-Jones, P., 

Petrescu,D.,&Till, J.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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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幸福感企業 

人類的文明存在者文化、社會、心理上的各種差異，但良好的健康基礎都是相同的，幸福是

健康的關鍵；悲傷、痛苦、憤怒等情緒是導致不健康的根源，幸福與健康是彼此的泉源和補給，

幸福帶來良好的健康。健康帶來更高的幸福。(Dr.Deepak Dudhmande 2016)，Google 的非典型辦

公環境。連續四年被財富雜誌（Fortune）評選為最佳工作環境公司(Zac Lin, 2013)，它們的設計

又比一般開放式工作空間更有特色，也更人性化。Google 在世界各地的辦公空間雖然都長得不

一樣，但都會包含以下幾種元素：代表在地文化的壁畫、共用空間、電玩、撞球台和鋼琴、咖啡

廳、迷你廚房和白板(Tavia Grant, 2012)。提供無限供應的食物和飲料、各式休憩空間和便利員工

的服務，這樣的設計希望員工能夠把辦公室當作自己家一樣，感覺舒適、提高工作意願之外，是

樹立公司獨特文化的方法。 

美國 Inventionland Design Factory 就像兒童樂園，經過設計師巧手設計，辦公室裡面處處都

是驚奇，你可以輕鬆的在海盜船、機器人、城堡裡面上班，連人造瀑布跟小河都有，真正的在遊

樂園裡工作。這些特殊的工作空間的確因為設計，帶來了活力與新創意，但並非所有企業都有如

此高額經費可以把兒童樂園設在辦公空間，但是跳脫辦公室思維的工作空間設計是一個可行的

療癒新思維。 

2-6 園藝治療森林治療 

大自然是最棒的維他命，隨著現代各種文明病的激增，利用森林環境回歸大自然的力量來釋

放壓力， 讓身心靈回復健康，在國際間已漸漸受到重視。德國是最早利用森林活動治療疾病，

醫生開的處方箋，不是藥物，而是每天在森林中散步三個禮拜，費用由健保給付。 回歸自然，

提升健康，森林環境富含芬多精、負離子與 活氧，對人的身心靈健康確有助益，人在森林中活

動能抒解壓力，改善慢性病症狀，甚至增加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以提高免疫力。 羅

東林區管理處自 2010 年起與馬偕醫學院合作，於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進行人體實證研究，

評估在不同海拔的森林環境特性和民眾生理與心理反應的關聯性，提出適合我國研究森林益康

的人體生理與心理評估指標，此結果初步支持：森林步行及冥想後，參與者的身心健康都得到提

升，可以有效調節自律神經的生理效益，和減少負向情緒及身心不適感的心理效益。 (上原巖 2013) 

2-7 環境心理學 

照明研究專家沃特博士（Dr.john ott）一個知名的實驗，研究全光譜照明對人類的影響，在

佛羅里達的兩間教室中，裝了不同的照明方式，一間使用日光燈泡，一間使用全光譜 Vita-Lite 燈

泡。接受日光燈照射的學生，表現出過動，易怒，疲勞的反應，難以專心聽老師講課。接受全光

譜燈光照射的學生，在學業上表現良好，比較平靜。Ｄr. Zane Kime 在日光（Sunlight）一書中提

出，曬太陽會減緩心跳速率，血壓血糖，呼吸速率，乳酸，同時也增強體力，能量，抗壓性，血

液吸收與含氧的能力。2011 加拿大神經學家 Valorie Salimpoor 的團隊研究顯示，「聽音樂可以

釋放多巴胺，這是一種衝動、上癮的化學物質，人們聽到喜歡的音樂時產生的愉悅和他們得到獎

勵的感覺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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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仿生物擬自然設計(Biophilia )

Biophilia 仿生物學，師法大自然的一切，包含生物多樣性，生物化學，分形等貼近自然的環

境設計，或者利用自然元素來設計，廣泛的被運用在醫療的環境中，仿生學和生物科技，研究者

在大自然中尋找答案，蓮花效應 The Lotus Effect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自然教我們如何解決感

染控制，應用在醫療保健環境中解決擔憂的問題。荷花在泥寧的河流中生長。但樹葉和花保持清

潔。Drs. Barthlott and Neinhuis from the University ofBonn，他們發現蓮花的特性，兩個特別的物

理特徵，不吸水的奈米結構，為結構的頂端有蠟質，蠟不吸水。蓮花的葉面有超疏水表面，水滴

落在上面，如果表面略微倾斜，會滾落。在大雨中，表面也能保持乾燥。水滴吸收了小顆粒的灰

塵，不停的滾動，能讓荷葉自己清潔。 (Kalaugher nanotechweb.org). BASF 則利用了這個原理來

清潔有毒物質(Kalaugher 2002). 

綜合以上的文獻，多半針對醫療中的療癒環境或是職場中的紓解壓力來敘述，較少以空間設

計師的角度，全面性的整合療癒環境設計中可用之元素，在第三章試著來歸納整理幾個療癒空間

重要的因素與原則。單一一個元素的改變(如改變光源)並不會創造出療癒的環境，但也許會有吸

引力，領導者必須對療癒背後的原則，承諾把這些原則納入組織文化裡，精心設計的物理環境可

以發揮重要的作用，會患者提供好的康復服務也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地方。(Zimring et al.2008)擁

有這些療癒元素並不會自動使環境變為療癒環境，設計團隊必須把 Evidence-Based Design，循證

設計調查轉化為各自專案的解決方案，EBD 就是證據，基於決策的過程中建立可靠的研究環境，

以實現最佳的可能性。(The Center for Health Design,2009)把證據的研究轉化為一個可供研究療癒

環境，設計師有責任審查文獻與研究成果應用於開發和療癒空間的 Evidence-Based Design。 

(Zimring et al.2008) 

三、 研究方法

這些醫療環境的療癒研究，針對已經生病的患者在醫療的過程中，利用物理元素來達到加速

康復的目的。但是在工作環境中，有更多處於亞健康的人們，也許病情不嚴重或並未覺察，而不

同的工作內容有相異的工作流程與模式，必須藉由設計團隊把這些有利的證據作為基礎也就是

Evidence-Based Design，循證設計，再重新應用整合到每個專案設計上，才能實現符合需求的療

癒工作環境。心理學家做了很多細致的分類，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運動覺等；解

釋人腦如何處理感官所收到的信息；又將所有感官體驗聯系起來，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這

些實驗和研究成果將為設計提供大量的參考和依據。

3-1 心靈療癒工作空間之應用策略

心理學上著名的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表明，提高生產效率的決定因素是員工情緒，而

不是工作條件。人的感覺不常依賴個人的自身經驗和知識，知覺卻受個人知識經驗的影響。不同

的人對同一件事物的感覺是類似的，但對它的知覺就會有差別。人們的知識經驗越豐富，對物體

的知覺就越全面。感覺系統有共同的信息傳遞過程，對任何觸發意味著對環境事件或刺激的覺察。

「感覺」與「設計」關注同一個核心問題，「如何利用物理刺激來產生不同的心理體驗」。在設

計心理學的角度，人在空間內，感受良好，就是一個好的減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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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光 

光可分為太陽光與燈光兩種，在研究光的領域裡，太陽光有很多不可思議的能量，

特別是在情緒方面有著顯著的影響力。在一個空間裡，若能適度的引進自然採光，在陽

光下的室內空間，無論是工作，休閒，過廊空間等等，便可為室內帶來生命力，增加心

腦的效能，情緒的穩定與環保節能。陽光能夠使人放鬆，紫外線可以合成維生素 D，陽

光可以進入腦下垂體，松果體和下丘腦，控制內分泌系統和人體激素的合成。就像植物

需要陽光一樣，適度的陽光保持青春和活力，人體的腎上腺素受陽光影響很大，腎上腺

素不良時，人就會缺乏力量，冬天容易因為陽光不足而間接產生許多疾病。 

3-1.2 水 

親水是人的天性，大自然中泉水的聲音，山間小溪流的聲音，下雨聲，海水拍案的聲

音都能讓人放鬆，水對人有強烈的吸引力，人喜歡近距離的接近水，感受水的溫度，氣

息，水霧，濕潤，等感覺。觀水的各種形態能夠帶給人豐富的情感體驗。無論視窗外平

靜的海面，山林裡的天然溫泉，高山上的瀑布，公園裡的小噴泉，鄉村的水井，酒店的

華麗水景，餐廳裡的大魚缸，都會立刻吸引人的注意。在設計的空間內，盡可能的有水

的元素存在，大到水景設計，小到魚缸或是簡單的噴霧，都能帶來水的感受與能量。水

聲波充滿了放鬆的 α波，能讓人感受到輕鬆的狀態，自然紓解工作壓力。 

3-1.3 綠色療癒 

融入自然元素，自然要素與人有一種和諧感，設計引入自然可以緩解壓力，有助身

心健康。植物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新鮮的氧氣，也能帶來許多負離子。除

了淨化空氣外，也有舒緩眼睛不適。園藝治療在美國已經有 100 多年的歷史，植物帶來

的觸感、嗅覺、味覺、視覺綜合的感知能力，為身心靈帶來許多已知的療癒效果。 

3-1.4 五感體驗 

(1) 可視設計 

人的五感中，視覺是最重要的一種，所有的設計師通常追求的也是視覺，無論是

顏色，亮度，材質，美學構圖等都藉由視覺來表現，Donald Arthur Norman 則認為可

視性原則最為重要。在產品應用上，表現在人的操作意圖和實際操作間的方式，讓

人一看就懂得使用。而空間則應保持視覺上的通達性，一個或多個位置能看到的範

圍或可見程度。 

(2) 聲音設計 

為你的設計添加適當的聲音，獨特的音樂、聲音、語音都能夠引起人們感官上

的共振與記憶，聰明的鞋匠，會用布拍打皮鞋，產生清脆的聲音，散發鞋油的氣

味。雖然聲音和氣味不會使鞋子更亮，會使擦鞋的體驗更吸引人。品牌營銷專家

Martin Linstrom 認為，聲音在人們的淺意識中擔任重要的角色。聲音能夠喚起人們

的記憶與某種心情，噪音則剛好相反，日常生活和工作環境中，產生的噪音很多，

如空調或電腦的聲音，敲擊鍵盤的聲音，影印機工作的聲音及人們大聲交談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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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大部分的噪音會在人們適應候逐漸變成背景聲音而忽略了。但是電話鈴聲，窗

外汽車聲音，腳步聲，裝修工程的聲音則會打斷正常的工作。噪音達到一定程度

時，人們就會停止交流。 

(3) 氣味設計

人們對氣味的記憶可持續多年，遠遠長於視覺帶來的記憶。某些與人們童年的記

憶關連的嗅覺，對于嚴重的腦損傷都是極為有效的。在歐洲醫生用氣味療法喚起失憶

症患者的語言與相對應的生活記憶。舉一個商業案例。Martin Linstrom 營運專家的設

計，一家購物中心，把他們的目標客戶設定為孕婦，在購物中心的服裝區的每個角落，

噴灑了強生嬰兒爽身粉，在食品飲料區注入了櫻桃氣味。播放了孕婦兒時流行的紓緩

的音樂。這樣的作法不但提昇孕婦的購物熱情，還帶來了一個新的結果。這次感官體

驗結束後一年，購物中心收到許多媽媽的來信，他們的孩子對這家購物中心「十分著

迷」，只要一進入購物中心，嬰兒們就安靜下來，新一代購物中心的消費者因此產生

了。 

(4) 觸覺設計

觸覺是人體分布最廣最複雜的感覺系統，一種獨特功能和特性的感覺。人的觸覺

也包括視觸覺，大腦將所見的東西與先前的經驗加以對照，憑藉著經驗就可以知道物

體的特徵。我們透過觸摸物體，累積了豐富的觸覺信息，木材的原始溫暖，竹的堅韌

挺拔自然元素，金屬的冷酷光澤，玻璃的晶瑩剔透，混凝土面材的粗糙原始等。空間

的材質應用，的確容易讓人投以材質的特性來聯想。也是設計師主導空間氛圍的關鍵

材料。人的觸覺能感知室內熱環境的質量，空氣溫度和濕度，合適的溫度和濕度也能

給人舒適的體驗。18-24 度是建議的工作空間溫度。 

(5) 空氣淨化

我們很容易遺忘周遭影響我們的空氣，因為我們看不見與摸不到空氣，除非有令

人不愉快的味道，但是我們所呼吸的空氣會影響我們的感覺，也影響我們的氣場。伊

朗有個細菌實驗，將葡萄球菌，鏈球菌，和假絲酵母等細菌，暴露在負離子環境中。

「六小時內，細菌數量就減少了 50％，二十四小時之內則下降了 70％。負離子是控

制疾病的很好因子。俄羅斯也有針對負離子的研究，每天 15 分鐘暴露在負離子環境，

連續 9 天，工作能力增加了 50％，連續 25 天，整體的健康狀態，食慾，和睡眠狀態

顯著提升，工作生產力提升了 87％。這真是驚人的發現。（Denise Linn 2017，范章

庭譯） 

(6) 感動點

感動的故事或者感動的設計能讓大腦產生情緒化學物質。設計師需要一些講故

事的技巧，為設計賦予合適的主題和故事情節，會使人們更喜歡設計方案。當人們在

聽一個故事時，大腦會刺激身體釋放神經化學物質。如果故事很緊張，會使人們集中

注意力，大腦會釋放皮質醇，調節壓力。如果故事很溫馨，催產素就會分泌，感覺彼

此相連，引起同情心，當人們認同某個角色時，主角高興時你會笑，主角悲傷時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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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大腦反應置身於故事中，如果故事有一個幸福的結局，多巴胺就會釋放，使人們

心情愉悅。 

3-2 Natural healing workshop 作品參加國際競賽 

榮獲 2018 德國  IF AWARD  

榮獲 2017 英國 LONDON DESIGN         
        AWARD   商業空間類   銀獎 

榮獲 2017 美國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室內設計 最佳年度設計獎 

榮獲 2017 美國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工作空間   金獎 

榮獲 2017 義大利  A’DESIGN AWARD       
                   工作空間類  金獎 

 

 

3-3 實驗研究 

實驗方法 

實驗法是科學性的研究方法之一，為測試假設而在控制環境下，操作變數的研究。設計空間

中的物理變因有許多，未免多重影響而失真，以 360 環景 VR 實驗控制變因，輔以腦波儀器檢

測，是否有達到放鬆之真實效果，來驗證前述之許多項目，在空間實例中的影響，與對壓力等情

緒之釋放。本研究僅以光線和開窗之可視性面積大小，兩個自變數，作為實驗控制項目。 

運用腦波電力測量器測得腦波有四種類型：δ波、θ波、β波和 α波。 δ波：0.5～3.5 赫茲，

無意識狀態、深沉睡眠、昏迷與麻醉時釋放出來的腦波，屬於無意識的世界。δ波頻率最慢，也

是熟睡中的腦波。觀察是否熟睡與睡眠品質的好壞就是藉由 δ波長度來做為依據。θ波：4～7 赫

茲，屬於熟睡和覺醒之間的腦波，稱為假寐波，又稱佛陀波， 據說釋迦牟尼開悟時，就出現這

種腦波。θ波在潛意識層次運作，會大量分泌出「腦內荷爾蒙」。 β波：14～30 赫茲，是人類在

緊張的情形下從腦中釋放出來的一種腦波，又稱為壓力波。α 波： 8～ 13 赫茲，被稱為放鬆

波。α 波頻率較慢，在這種狀態下會產生快樂感、幸福感、深沉的放鬆、直覺地湧現

出創意等。  

 

 

四、 預期成果 

本研究，探討其特點及歸納設計思維，設計幾組題目，以腦波實驗法，研究一般工作空間與

特殊設計空間，壓力腦波(β波)和放鬆腦波(α波)的，來應證前述的推論並歸納出實驗結果。以光

線和可視性的面積做為兩個自變項，設計了六個場景，隨著可視性的面積增加，綠色植栽效果也

隨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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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成果 

根據實驗結果，兩個對照組，前測(原始腦波)和實景測量的差異最大。大部分的受測者對療

癒空間的實景最有感受，我們無法用虛擬實境來模擬大自然許多細微的感受與生物多樣性帶來

的刺激，人在大自然中，池塘，溪流，樹木和其他植能喚醒較高的 α波。能達到 β波下降與 α波

上升的放鬆效果。燈光的色溫變化，對性格敏感的人能起放鬆作用，黃光的放鬆效果較白光為佳，

也由於實驗中無法包含時間因素，長時間的使用下，相信色溫越接近自然光者，會有更大的放鬆

效果。所有人都喜歡開窗，也就是可視線面積越大越好，這是明顯的實驗可以驗證，面對著牆壁

工作，單調呆板的工作環境，會有煩躁感，就某種層面來說，α波上升過多會導致相對的 β波下

降，β 波低於 18 時注意力不集中或是分心是有可能的，但是對長時間過勞 β 波高於 25 的受測

者，會有重新充電再出發的刺激，適當的開窗仍有其必要性，開窗也能讓空氣對流產生自然風的

循環，增加含氧量，對健康有益。在面對綠色植物時，受測者的情緒會較穩定，腦波快波有趨近

於慢波的趨勢。而波形則需要長時間的刺激，在本實驗的受測刺激時間過短，較無法有明顯的變

化。 

4-2  研究價值 

本實驗若能長時間觀察與追蹤受測者的腦波變化，也許能提出更多的說明與解釋，礙於研究

時間與經費，無法進行，較為可惜。單一條件的選擇，對紓解工作壓力有些許幫助，但是越多複

合條件的組合設計，才能稱為療癒的工作環境。利用 Biophilia 環境設計來穩定人們情緒，是高

壓力工作單位必須採用的設計方向。當療癒工作空間產生的場所的認同(Place Identity)，也能夠

將人們帶進自我肯定或自我感同的價值之中。 

  人們會喜歡選擇有開窗的地方，也喜歡溫馨有情感的黃色燈光，但為什麼我們大部分的

工作空間，總是在密閉的商業大樓較多呢 ?建築物定向與開窗，是實現採光的關鍵組件，審慎的

選擇光進入窗的方向，大小和位置，選擇適當的遮光解決方案，建築物的外部設計合理的空間，

適度的引進自然光與綠色植栽，達到放鬆紓解工作壓力之效果。沒有自然採光時，燈具的選擇很

重要，燈具的視覺效果對空間產生的影響來設計，光的能量積極的影響我們的生物鐘，燈光的選

擇以自然光為第一優先，全光譜照明燈具次之，其次是黃光 2700-3000k，最後的選擇才是日光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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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圖形組合對視覺距離感知的影響

張乃懿*+   彭瑞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碩士班 *研究生 **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 a496329@gmail.com 

摘  要

     視覺掌握了 80%的外在訊息，其位置及視覺的構造深深影響人類活動，視覺立體感的呈現是透

過雙眼、光影及大腦互相調整的狀態。一般我們可知的幾何圖形在數學上可稱為有特定點、線做封閉的圖

形，例如圓形、三邊形、四邊形等，在許多繪畫表現中也能看見幾何圖形的存在，我們判定從二維平面圖

形表現立體三維空間的方式，可能會加入色彩、陰影、或是圖形與圖形之間重疊表示，回歸到畫作的最原

始，單純以線條表示的幾何圖形卻不一定存在具有前後方向性的視覺深度，故希望藉由本研究探討排除色

彩、陰影部分的幾何圖形，將幾何圖形還原到最原始的單純線條，並從以下兩點探討是否呈現視覺深度：

（一）幾何圖形組合之視覺深度感。（二）幾何圖形組合之視覺深度感是否具有前後方向性。本實驗樣本

圖型的關係主要分成「單純圖形」及「圖形與圖形之間的重疊組合」兩大部分，統計結果漸變組合比單純

排列組合更具視覺深度，而前後方向的數據統計結果顯示：圖形漸變的大小之間有互相接觸的部分，則會

以圖形集中的部分認為是凸出；圖形漸變的大小之間有間距，則會認為圖形逐漸變大的部分為凸出。但當

樣本圖形的組合碰到兩種以上的幾何圖形，結果也會與單純幾何漸變不同，透過本實驗的幾何圖形組合對

視覺的距離感之，希望能給予設計上更多的表現形式。

關鍵字：幾何圖形、視覺深度、距離、漸變圖形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類接收外在訊息 80%來自視覺，故眼睛也稱作靈魂之窗，其位置及視覺的構造深深影響人類活動，

其中經柱狀細胞及錐狀細胞感受到的形狀、色彩，也是我們接收外在訊息重要的因素。視覺立體感的呈

現是透過雙眼、光影及大腦互相調整的狀態。一般我們可知的幾何圖形在數學上可稱為有特定點、線做

封閉的圖形，例如圓形、三邊形、四邊形等，在許多繪畫表現中也能看見幾何圖形的存在，現代繪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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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塞尚曾說：「自然的一切，皆可由圓形、圓錐形、圓柱體表現出來。」由此可知幾何圖形於在生活中

隨處可見。一般我們判定從二維平面圖形表現立體三維空間的方式，可能會加入色彩、陰影、或是圖形

與圖形之間重疊表示，回歸到畫作的最原始，單純以線條表示的幾何圖形卻不一定存在具有前後方向性

的視覺深度，故希望藉由本研究探討排除色彩、陰影部分的幾何圖形，經大小組合排列後，是否呈現視

覺深度。

圖 1.幾何圖形的組合與深度感： 

左圖，圖形會收到色彩影響而有前後距離；右圖，移除色彩條件後探討視覺深度。

1-2 研究目的及重要性

在過往的設計學習歷程中，從最一開始的基本設計，透過美的形式原理呈現的作品等，可以明白許

多繪畫及設計的展現還原到最原始皆是從幾何圖形出發，而作品上的深度表現一般都是以色彩、陰影或

重疊的方式呈現，許多平面圖形的研究探討也會以幾何圖形為實驗元素，而回歸到最原始，幾何圖形便

僅是單純的點線面組合，如何透過最原始的元素便可表達視覺深度，本研究將希望透過透過排列組合及

前後方向性統計，探討幾何圖形組合對視覺距離的感知，希望給予未來在設計上展現作品的設計者更多

的想法，本研究從以下兩點為實驗目標：

(一)幾何圖形組合之視覺深度感。

(二)幾何圖形組合之視覺深度感是否具有前後方向性。

二、文獻整理

2-1 視覺與距離

自眼部發展健全，人類藉由雙眼探索世界，當人眼一睜開便能發現許多物像的存在，而物體與物體

之間也會因為配置的位置不同，雙眼對物產生空間、遠近關係（楊清田，1982），判斷形體及顏色同時

也必須仰賴第一線的視覺器官，故靈魂之窗如何產生空間，值得加以探索。

2-1.1 立體視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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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視覺構造於同一平面，而雙眼之間都有一小段距離，故觀察物體時，我們的左右雙眼會各自

從不同的角度去探索，物品再經由光線將形體、顏色投入視網膜，也造成雙眼所映的影像不盡相同。雙

眼投入的角度也不一樣，兩種影像形成焦點，大腦辨識形體形成遠近關係，兩眼運用也使大腦反映出遠

近感、層次感及三度空間。雖然人類的雙眼同一平面，視覺範圍可能比雙眼在兩側的動物小，例如牛或

馬等，但也因為雙眼投射的視覺角度能形成焦點，更能判斷眼前事物的距離。 

2-1.2 單眼與雙眼的視覺深度 

雙眼視覺(Binocular vision)一般我們定義成利用兩隻眼睛所探索的視覺範圍，然而因視覺角度的不同，

與單眼視覺相比，雙眼視覺的視差可形成更為立體的視覺。人類視覺範圍總和大約 200 度，其中有 120

度為雙眼視覺的範圍，左右 40 度則為單眼視覺的範圍，故有時會認為視覺太邊角的物品，人眼在判斷距

離感時並不容易。單眼所形成的立體視覺較為模糊，雙眼視覺同時能修正彼此較看不清楚的部分，若嘗

試將一隻眼睛閉合，用另外一隻眼睛探索世界，會發現單獨使用一隻眼睛所呈現的影像是不同的，但同

時將雙眼打開，依據雙眼的轉動角度與大小，兩個影像卻會同時疊合形成一個新的影像。目前研究可知，

大約在 500 公尺的範圍內，人眼可以判斷物品與物品之間的距離，若超過 500 公尺，判斷能力則未必如

此強烈，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月亮距離我們很近，實際上的距離卻是好幾萬光年。 

2-2 幾何圖形與空間關係 

人類透過雙眼形成立體視覺，當把這些空間知覺轉換到平面上，則需要透過圖形與圖形之間的遮蔽

與重疊進行調整，在繪畫上也形成各種「遠近法」，大致可分為：線遠近法、空氣遠近法、重點遠近法

等三大類。（王蘭亭，陳俊宏，李傳房，黃詩珮，2004），透過這些繪圖方式於平面也能表現空間感。 

2-2.1 幾何圖形的遮蔽與重疊 

於造型構成上，幾何圖形經過編排、大小、方向的改變，圖與圖之間形成的重疊可形成前後關係，

在我們一般認知的經驗中，經堆疊而隱蔽不見得圖形解釋為下方的圖形，其中也因重疊的程度不同而形

成不同的效果，一般可分為分離、相鄰、覆疊、透疊、聯合、剪缺、差疊、套疊。 

 

圖 2. 幾何圖形的各式重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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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幾何錯視  

錯視一般定義為透過視覺而產生的心理錯覺，將形物之大小、形狀、顏色或是明暗等關係判斷成不

同想法的現象。而一般我們將錯視分成幾何錯視與多義圖形，幾何錯視主要為角度、方向、大小、距離

等所組合而成的圖形，多義圖形主要為繪畫的表現，其中可包含常見的圖地反轉、曖昧圖形等，而主要

會造成此現象一般認為與視覺器官有關係，當光線進去眼球傳遞到視網膜及大腦，不論是顏色或是形狀

可能會因為腦部的認知不同而解讀傳遞不同的訊息，這種有生理器官造成生理上的認知錯覺，一般我們

可將其定位為錯視圖形。而其中的幾何錯視則是從簡單的點線面產生，許多設計作品都由此為出發點，

最著名的歐普藝術更是透過幾何圖形與顏色的搭配，製作出許多幻覺藝術。 

 

圖 3. 一般常見的幾何錯視圖形，主要為角度、方向、大小、距離等因素。 

2-2.3 透視形成的空間關係 

一般於平面繪畫中，若要表現空間深度感，也常會使用透視原理的方式呈現，例如常見的一點透視、

兩點透視等，目前也大多運用在室內設計、建築之間。透視原理運用點與線條的延伸，人的視覺將被引

導至畫面的消失點構成透視感，歐普藝術及錯視圖形也常透過透視原理的變化，加上色彩等視覺因素，

於平面表現立體空間感或是動態感形成有趣的作品。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幾何圖形的視覺距離，在已知的研究中，第一部分主要探討幾何圖形本身的視覺距

離，以及其經由重疊後是否改變了前後關係，並加入可能形成前後關係的位置，試討論幾何圖形造成視

覺深度的關係。 

3-1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部分將圖形分成幾何圖形的「單純重疊、單純排列、同一圖形重複漸變、組合圖形重複漸變、

透視圖形、點的漸變」這六大類，統計單純以線條造型的圖形是否本身具有視覺深度。第二部分透過第

一部分幾何圖形深度的實驗統計，加入前後關係，藉由圖形的組合探討其視覺深度的方向，預期能統計

有效的實驗結果，並運用在更廣泛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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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幾何圖形之視覺深度問卷設計

本研究經由問卷調查，總樣本數為 50 人，第一部分簡單紀錄受測者的基本資料，第二部分開始透過

「單純重疊、單純排列、同一圖形重複漸變、組合圖形重複漸變、透視圖形、點的漸變」六大類，隨機

進行統計，一開始先讓受測者看線條單純的幾何圖形，詢問是否認為其有視覺深度，深度感定義為圖形

因造型讓受測者感覺有前後距離關係，若受測者認為有深度感，並進一步詢問哪一部份較為突出。

表 1. 本研究所分類的幾何圖形組合類型及樣本 

組合類型 圖形樣式 組合類型 圖形樣式 

單純重疊 單純排列 

同一圖形 

重複漸變 

組合圖形 

重複漸變 

透視圖形 點的漸變 

表 2. 幾何圖形組合類型及前後關係樣本 

組合類型 圖形樣式 組合類型 圖形樣式 

單純重疊 單純排列 

同一圖形 

重複漸變 

組合圖形 

重複漸變 

透視圖形 點的漸變 

四、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所實驗人數樣本共 50 人，其中為 24 位男性、26 位女性，24 位男性中有設計及美術背景的為

12 人，無設計及美術背景的為 12 人；26 位女性中有設計及美術背景的為 21 人，無設計及美術背景的為

5 人。以下是從數據結果統計幾何圖形的視覺深度與前後關係。 

4-1 幾何圖形視覺深度之數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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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何圖形視覺深度第一部份的實驗結果呈現極端型，70%以上表示有視覺深度共 11 張圖片，分別

為圖形編號 11、編號 13、編號 14、編號 16、編號 17、編號 18、編號 19、編號 22、編號 23、編號 25、

編號 27，主要以「同一圖形重複漸變、組合圖形重複漸變、透視圖形、點的漸變」為主要類別，單純以

幾何圖形重疊與排列的圖形呈現較無視覺深度。 

表 3. 實驗樣本與視覺深度統計結果 

 編號1 編號2 編號3 編號4 編號5 編號6 編號7 

是否 

有深度 

否 計數 32 39 41 42 44 49 36 

圖形編號內的% 64.0% 78.0% 82.0% 84.0% 88.0% 98.0% 72.0% 
是 計數 18 11 9 8 6 1 14 

圖形編號內的% 36.0% 22.0% 18.0% 16.0% 12.0% 2.0% 28.0% 
總計 計數 50 50 50 50 50 50 50 

圖形編號內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3. 實驗樣本與視覺深度統計結果（接） 

 編號8 編號9 編號10 編號11 編號12 編號13 編號14 

是否 

有深度 

否 計數 48 46 46 14 16 3 4 
圖形編號內的
% 

96.0% 92.0% 92.0% 28.0% 32.0% 6.0% 8.0% 

是 計數 2 4 4 36 34 47 46 
圖形編號內的
% 

4.0% 8.0% 8.0% 72.0% 68.0% 94.0% 92.0% 

總計 計數 50 50 50 50 50 50 50 
圖形編號內的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編號 15 編號 16 編號 17 編號 18 編號 19 編號 20 編號 21 

是否 

有深度 

否 計數 33 5 8 12 11 16 44 
圖形編號內的% 66.0% 10.0% 16.0% 24.0% 22.0% 32.0% 88.0% 

是 計數 17 45 42 38 39 34 6 
圖形編號內的% 34.0% 90.0% 84.0% 76.0% 78.0% 68.0% 12.0% 

總計 計數 50 50 50 50 50 50 50 
圖形編號內的%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編號 22 編號 23 編號 24 編號 25 編號 26 編號 27 編號 28 

是否 

有深度 

否 計數 5 11 21 15 29 9 25 
圖形編號內的% 10.0% 22.0% 42.0% 30.0% 58.0% 18.0% 50.0% 

是 計數 45 39 29 35 21 41 25 
圖形編號內的% 90.0% 78.0% 58.0% 70.0% 42.0% 82.0% 50.0% 

總計 計數 50 50 50 50 50 50 50 
圖形編號內的%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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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9 編號 30 總計 

是否 

有深度 

否 計數 24 27 755 
圖形編號內的% 48.0% 54.0% 50.3% 

是 計數 26 23 745 
圖形編號內的% 52.0% 46.0% 49.7% 

總計 計數 50 50 1500 
圖形編號內的% 100.0% 100.0% 100.0% 

4-2 幾何圖形視覺深度之前後關係數據討論

第二部分探討呈現有視覺深度的圖形前後方向為何，拉出第一部分較有顯著性的圖形編號 11、編號

13、編號 14、編號 16、編號 17、編號 18、編號 19、編號 22、編號 23、編號 25、編號 27 為樣本探討，

編號 11、編號 16 圖形之 AB 方向較無顯著性，認為 A 與 B 的方向呈現各半比例，編號 13、14 為相對應

圖形，皆往圓形集中的方向顯示為前面凸出部分，編號 17、18 往中心集中方向反而更為深入，編號 19

則反之，編號 22、23 為常見的透視圖形，編號 25、27 則為圓形較大的部分為凸出部分。 

表 4. 實驗樣本與視覺深度統計結果 

編號 11 編號 13 編號 14 編號 16 編號 17 

方向 A 
次數 15 37 39 24 11 

圖形在編號內的% 41.7% 78.7% 84.8% 53.3% 26.2% 

方向 B 
次數 21 10 7 21 31 

圖形在編號內的% 58.3% 21.3% 15.2% 46.7% 73.8% 

編號 18 編號 19 編號 22 編號 23 編號 25 編號 27 

方向 A 
次數 11 27 30 15 33 6 

圖形在編號內的% 28.9% 69.2% 66.7% 38.5% 94.3% 14.6% 

方向 B 
次數 27 12 15 24 2 35 

圖形在編號內的% 71.1% 30.8% 33.3% 61.5% 5.7% 85.4% 

4-3 結論與建議

實驗樣本圖型的關係主要分成「單純圖形」及「圖形與圖形之間的重疊組合」兩大部分，在第一階

段探討有無深度，受測者普遍認為有視覺深度的樣本為有大小漸變特徵的圖形，單純排列組合的圖形則

較無顯著性。本實驗僅為線條組合所呈現的幾何圖形，在未加入色彩等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圖形的大小、

重疊、排列組合則為受測者主要探討的部分，單純組合與漸變圖形的比較之下，漸變圖形會經由行圖形

的改變引導受測者視覺，較能顯示出有深度感。第二部分探討幾何圖形的前後關係，數據統計結果顯示：

若圖形漸變的大小之間有互相接觸的部分，則會以圖形集中的部分認為是凸出；若圖形漸變的大小之間

825



有間距，則會認為圖形逐漸變大的部分為凸出。特別的是圖形編號 13、14 與編號 16、17 都為漸變大小

之間互相有接觸者，但編號 16、17 則是以圖形集中部分認為是凹入，故可判定當樣本圖形的組合碰到兩

種以上的幾何圖形，結果可能會與單純幾何漸變不同。 

而一般在繪畫表現中，認為畫面的最中間是最為視覺注目的部分，在此次的統計中，漸變圖形往中

間集中的圖形也呈現較為凸出，另外統計的樣本有美術及設計背景的人數也高於無美術及設計背景的人，

在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會常見漸變或是透視圖形，此次的統計中，其中一部份為透視圖形，一般會於平面

上呈現立體除了漸變圖形的大小變動外，色彩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故此次的透視圖形可作為日後探討

色彩視覺深度的樣本圖形。 

本研究透過問卷統計的方式探討幾何圖形組合最視覺距離感知的影響，僅能大致分類幾何圖形組合

的方式，當圖形組合時數量越多，人類視覺將會將其視為具有前後方向關係；當圖形在未改變大小時單

純的排列與重疊，則較無明顯的前後方向關係，此次研究加入了方形、圓形、三角形的幾何圖形，探討

前後關係可能會加入許多因素，若排除此種可能，分類各種圖形做討論，先單純探討一個圖形是否本身

具有方向性，再加入本身的重疊、組合、漸變，結果或許會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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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漸變路徑速度感的因素 
 

彭瑞玟*+   游瓊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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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設計上的漸變，是指將相同的或相似的造型有計畫地加以安排，使其產生連續、規律的變化，透過強

烈且細緻的視覺表現巧妙的傳達了視覺趣味。運用此手法表現於設計上，產生的效果是否能有效的傳達，

可以使觀看者產生注目及好奇心。 

本研究探討漸變路徑在不同規則下，是否會帶給人不同程度的感受。漸變路徑以對齊方式、間隔多寡、

形狀大小差異、形狀外觀差異，進行配對，產生出 155 組漸變路徑，實驗中，受測者依照螢幕中撥放之漸

變路徑，搭配問卷，並依照所得到的感覺進行作答。 

關鍵詞：漸變、認知、錯視、視覺心理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現代視覺設計的創意表現策略，必須要能夠引起觀賞者的注意，因此「引起注意」可說是在各項創

作、設計所期望達到的首要步驟。許多標誌、廣告、平面文宣為了吸引大眾目光，加強觀看者強烈的感

受，會使用許多巧妙的設計手法。美的形式原理為最常使用的技巧。美的形式原理中又包含:反覆、漸層、

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漸層又稱為漸變，是美的形式原理常用的表現手法之一，

利用反覆形式在大小、色彩、造型、明度...上做規律性的漸次變化，使圖形產生律動感，使其具有一定程

度的順序感，和循序自然變換的樣貌，它可以造成視覺上的幻覺而進展成速度感。當觀看者在觀看作品

時，視覺產生具有動態的變化，從圖形得到的感覺更加強烈。 

1.2 研究動機 

世界上各種事物的結構千變萬化，能夠給人們帶來許多啟示與聯想，不管是在二度空間(靜態)、三度

空間(立體)或四度空間(動態)呈現，其基礎皆是在二次元的平面上表現。但人類的視覺會特別對動態產生

強烈注目性，因此能快速產生傳達性。若詳細觀察，可以發現其實各種事物之間的結構具有相似性與規

律性。因此，若掌握住各種表現手法的特性，能使圖形的形式更加多樣化，且能傳達更深的意涵。 

1.3 研究目的 

設計上的漸變，是指將相同的或相似的造型有計畫地加以安排，使其產生連續、規律的變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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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且細緻的視覺表現巧妙的傳達了視覺趣味。運用此手法表現於設計上，產生的效果是否能有效的傳

達，可以使觀看者產生注目及好奇心，本研究將探討漸變及其規則變化的可能性，讓設計跳脫單一平面

的視覺呈現，最後並以實用為目的，將此概念的設計原理應用於生活之中。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漸變路徑的方向性及速度感，探討在不同規則下的漸變路徑，是否會產生不同程

度的感受。本研究文獻探討的範圍為:美的形式原理、認知 

2.1 美的形式原理 

從古至今，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有美的存在，所呈現出美的形式非常多元，人類以其聰明的智

慧與雙手，從大自然中領悟了一些美的形式法則並用在作品的創作上，而這些法則〈原理〉是藝術家創

作的根源，也是讓我們學習欣賞藝術品及美的事物所憑藉的基本引導，所以我們對這些美的形式法則務

必有所認識與理解。這些美的形式包含：對稱、調和、對比、漸層、反覆、律動、比例、統一、均衡、

單純

2.1.1 漸變的意義 

設計上的漸變，是指將相同的或相似的造型有計畫地加以安排，使其產生連續，規律的變化。造型

的要素包括質、量、色、形等方面，｢漸變｣可就這些要素擇一或混和運用。 

(1) 質:光滑-粗糙、軟-硬、一種材質到另一種材質的漸變

(2) 量:大-小、疏-密、多-少

(3) 色:明-暗、鮮豔-混濁、濃-淡、清晰-模糊、一個色相-另一個色相

2.2 知覺 

外界刺激作用於感官時，腦對外界的整體的看法和理解，它為我們對外界的感覺信息進行組織和解

釋。在認知科學中，也可看作一組程序，包括獲取感官信息，理解信息，篩選信息，組織信息。與感覺

不同，知覺反映的是由對象的各樣屬性及關係構成的整體

2.2.1 知覺恆常性 

知覺恆常性（感知恆定性，主觀穩定性）是指在一定範圍內改變知覺條件的情況下，人們對物體或

品質的知覺卻保持恆定的一種心理傾向。雖然物體的大小、形狀、明度及顏色等物理特徵，會受環境情

況的影響而有所改變，但人們對該物體的知覺經驗，卻有保持其固有特徵而不隨之改變的心理傾向；此

種傾向即稱為知覺恆常性。

2.2.2 視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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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的工作不是去看視網膜上的影像，而是將眼睛傳來的訊號與外界的物體連結起來。在一暗室中，

請一人手持微亮的小手電筒來回慢慢移動，你的眼睛隨著燈光移動。此時雖然沒有任何影響橫越過你的

視網膜，但你仍知道你在看一個移動的燈光。很顯然地，在頭顱中轉動的眼球，它可以在視網膜尚未發

送移動物訊息的情況下，卻讓人產生一個知覺:有一個物體在移動。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實驗法 

3.2 實驗概要 

3.2.1 實驗設定 

(1) 空間與時間設定 

實驗空間為大學教室，空間大小為 950cm*350cm 中間有櫥櫃個間以避免互相干擾，實驗空間分

為準備區，實驗區、問卷區。 

準備區為工作人員對受測者說明實驗流程及注意事項之空間，問卷填寫區為實驗期間是測者填寫

問卷區域，實驗區架設螢幕之區域，實驗區跟填寫問卷區有一張長桌 

 

圖1. 實驗空間配置圖 
(2) 實驗對象 

本實驗共計 30 位受測者，男性女性各 15 位，皆具有設計藝術相關背景 

(3) 實驗流程 

本實驗受測者 30 位，分為 30 梯次，一天 5 梯，共 6 天，每個梯次一位受測者進行實驗，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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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依報到順序先後編號，每一個受測者須進行 12 大組不同組合的測驗。 

受測者在準備區由工作人員禁行實驗說明，進入實驗區後，依指定位置就座，待工作人員撥放題

目，開始作答，實驗結束後由工作人員收回實驗問卷，並退出實驗室。 

3.2.2 實驗變數設定 

(1) 本研究以 100%無變化之正方形原型基礎，在整體邊長、寬度及高度上做縮小 75%、50%、25%的

變化，並進行①漸變路徑左端及右端、②漸變階數、③漸變路徑對齊方式，的排列組合。 

 

 
圖2. 正方形寬度、高度、整體變化比例 

 
(2) 漸變路徑左端及右端 

漸變路徑的左端及右端，使用不同寬度及不同整體邊長的方形做漸變，寬度分成總長的 75%、50%、

25%、寬度邊長分成 75%、50%、25%、整體邊長分成 75%、50%、25% 

 

 

 

圖3. 漸變路徑左右兩端圖形分配圖 
(3) 漸變階數 

漸變的階數分為 3 階(漸變路徑之中產生 3 階變化)、6 階(漸變路徑之中產生 6 階變化)、9 階(漸變路

徑之中產生 9 階變化)、12 階(漸變路徑之中產生 12 階變化)、15 階(漸變路徑之中產生 15 階變化) 

 

100%

100%

75 %

50 %

25 %

75% 50% 25%
寬度

高度 整體

100%
高度
75%

100% 50%

100% 25%

100%
寬度
75%

100% 50%

100% 25%

100%
整體
75%

100% 50%

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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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漸變階數圖

(4) 漸變路徑的對其方式

A. 圖形間的漸變距離為物件中心

圖5. 以中心點對齊的漸變路徑

B. 圖形間的漸變距離為物件邊緣

圖6. 以邊緣對齊的漸變路徑

C. 圖形間的漸變距離為圖形中心點及邊緣皆可

圖7. 以中心點及邊緣皆可對齊的漸變路徑 

A1 = A2 = A3 = A4 =A5 = A6 = A7 = A8 = A9 = A10 = A11 = A12 = A13 = A14= A15= A16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B1 = B2 = B3 = B4 =B5 = B6 = B7 = B8 = B9 = B10 = B11 = B12 = B13 = B14= B15= B16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 = B2 = B3 = B4 =B5 = B6 = B7 = B8 = B9 = B10 = B11 = B12 = B13 = B14= B15= B16

A1 = A2 = A3 = A4 = A5 = A6 = A7 = A8 = A9 = A10 = A11 = A12 = A13 = A14= A15= A16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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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漸變路徑列表 

 

 
 

圖 8. 漸變路徑總攬 

3.3 實驗問卷 

實驗中，受測者會拿到一份問卷，每份問卷共有三十題，受測者依照螢幕中撥放的選項，搭配問卷，

並依照所得到的感覺進行作答。 

 

 

圖 9. 實驗問卷 

 

四、研究分析結果 

4.1 名詞定義 

4.1.1 觀測行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C1

C2

C3

C4

C5

D1

D2

D3

D4

D5

E1

E2

E3

E4

E5

F1

F2

F3

F4

F5

G1

G2

G3

G4

G5

H1

H2

H3

H4

H5

I1

I2

I3

I4

I5

J 1

J 2

J 3

J 4

J 5

K1

K2

K3

K4

K5

L1

L2

L3

L4

L5

M1

M2

M3

M4

M5

N1

N2

N3

N4

N5

O1

O2

O3

O4

O5

P1

P2

P3

P4

P5

B6

B7

B8

B9

B10

C6

C7

C8

C9

C10

D6

D7

D8

D9

D10

E6

E7

E8

E9

E10

F6

F7

F8

F9

F10

G6

G7

G8

G9

G10

H6

H7

H8

H9

H10

I6

I7

I8

I9

I10

J 6

J 7

J 8

J 9

J 10

K6

K7

K8

K9

K10

L6

L7

L8

L9

L10

M6

M7

M8

M9

M10

N6

N7

N8

N9

N10

O6

O7

O8

O9

O10

P6

P7

P8

P9

P10

速度感編號 方向感

1

慢 快

2 3 4 5

有無速度感 程度 程度有無方向感

有 □   /   無 □ 有 □   /   無 □

□男        □女

實驗問卷          日期:1 0 6 年    月    日

受測者編號: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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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節中所提到的所以觀測行即為漸變路徑，所有觀測行的總長、總高、總寬皆一致

4.1.2 觀測物 

漸變路徑左右兩端矩形及路徑內所產生的變化形

4.1.2.1 變化形：扣除左右兩端矩形，在漸變路徑中所產生的變化圖形 

4.1.3 間隔 

漸變路徑內變化形與變化形之間的空格

4.1.4 對齊方式 

漸變路徑內變化形之間的排列依據

(1) 中心點對齊

(2) 以邊緣對齊

(3) 以中心點及邊緣皆可對齊

4.2 觀測行的變化因素與速度感之關聯 

4.2.1 觀測行內的觀測物的寬度大小差異會影響速度感的判斷 

H0:寬度不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H1:寬度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速度感程度 

無 很慢 慢 還好 快 

路徑右端形狀  寬度縮小 25%方形 199 74 38 8 11 

 寬度縮小 50%方形 144 57 58 53 17 

 寬度縮小 75%方形 86 32 75 76 51 

總計 429 163 171 137 79 

表 1.寬度變化與速度感程度交叉表 

值 df 

漸近顯著性（兩

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177.403a 10 .000 

概似比 191.881 10 .000 

線性對線性關聯 153.180 1 .000 

有效觀察值數目 990 

表 2.寬度變化與速度感程度卡方檢定 

由上述表格可得知，顯著性=0.000<0.05，寬度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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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觀測行兩端的觀測物的(寬度、高度、整體)大小差異會影響速度感的判斷 

4.2.2.2 當觀測行左端相同時，觀測行的變化方式(高度、寬度、整體變化)對速度感的影響 

H0:觀測行的變化方式不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H1: 觀測行的變化方式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速度感程度 

無 很慢 慢 還好 快 

路徑右端形狀    寬度縮小 75%方形 86 32 75 76 51 

   高度縮小 75%方形 31 11 32 44 39 

   等比縮小 75%方形 41 23 63 67 93 

總計 158 66 170 187 183 

表 3.變化方式與速度感程度交叉表 

 

 值 df 

漸近顯著性（兩

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57.599a 10 .000 

概似比 58.188 10 .000 

線性對線性關聯 46.198 1 .000 

有效觀察值數目 825   

表 4.變化方式與速度感程度交叉表 

由上述表格可得知，顯著性=0.000<0.05，觀測行的變化方式會影響速度感有無的認知 

 

4.2.3 觀測行的間隔數量(4 個、7 個、10 個、13 個、16 個)差異會影響速度感的判斷 

4.2.3.3 當觀測行以中心點對齊，左右兩端觀測物不變，間隔數量的變化(4 個、7 個、10 個、13 個、16 個)

對速度感的影響 

H0:間隔數量不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H1:間隔數量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速度感程度 

總計 無 很慢 慢 還好 快 很快 

間隔 4 42 16 4 2 2 0 66 

7 16 4 15 21 9 1 66 

10 10 3 19 19 15 0 66 

13 11 8 18 17 10 2 66 

16 7 1 19 17 15 7 66 

總計 86 32 75 76 51 10 330 

表 5.間隔數量與速度感程度交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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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df 

漸近顯著性（兩

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123.310a 20 .000 

概似比 125.918 20 .000 

線性對線性關聯 60.544 1 .000 

有效觀察值數目 330   

表 6.間隔數量與速度感程度交叉表 

由上述表格可得知，顯著性=0.000<0.05，因此間隔數量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4.2.4 觀測行的對齊方式(中心點、邊緣、皆可)差異會影響速度感的判斷 

4.2.4.3 當觀測行其中一端觀測物相同，觀測行對齊方式的改變(以中心點對齊、以邊緣對齊、以中心點或

邊緣皆可對齊)對速感的影響 

H0:對齊方式不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H1:對齊方式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速度感程度 

總計 無 很慢 慢 還好 快 很快 

對齊方式 中心點 644 278 357 348 271 82 1980 

邊緣 653 297 343 338 282 67 1980 

總計 1297 575 700 686 553 149 3960 

表 7.對齊方式與速度感程度交叉表 

 

 值 df 

漸近顯著性（兩

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2.845a 5 .724 

概似比 2.848 5 .723 

線性對線性關聯 .501 1 .479 

有效觀察值數目 3960   

表 8.對齊方式與速度感程度交叉表 

由上述表格可得知，顯著性=0.724>0.05，因此對齊方式並不會會影響速度感程度的認知 

4.2 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章節的實驗分析結果，可以得知，觀測行在觀測物大小變化、觀測行變化方式、間隔數量變

化上，較有明顯的速度感程度差異，因此這些因素即為構成漸變路徑速度感的重要因素，而不同的對齊

方式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我們可以判定對齊方式對於觀測行來說，並不會影響它的速度感。 

希望藉由本實驗，日後如有設計師進行圖像設計、海報設計、排版設計，皆能參考本實驗結果，讓

成品更具有動感及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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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嘗試辨識創作詭譎易變與設計規劃謀略特性的差異，在設計為一種「創造性動作」的設定下，

觀察並研究設計的創作特性。借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差異與重複》中 quasi-概念的揭露，及克利

（Paul Klee）教學筆記對圖像造型及顏色具想像力所引出宇宙混沌與灰點創發的說法，轉進強力意志在設

計創作中所發生的作用，以介入、懶惰、折疊、忘卻自我、偏差與滑行等動態為可能之設計師創作戰術。

最終以德勒茲和瓜達理（Félix Guattari）《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中平滑與紋理間滑動

動態論述，推論設計師創作的滑動模型，依此回應德勒茲 quasi-概念所能指涉的生成及創作，並推論設計

師設計創作的 quasi-操作得以成立。 

關鍵詞：設計、創作、滑行、quasi-操作 

 

一、前言 

1-1 設計與創作的差異 

設計存含著謀畫、算計和預先籌備以掌握過去影響未來的企圖。設計方法經常體現某種推論的程序，

同時具有強烈的規劃特性。觀察設計學門所揭櫫的策略性四個 D 的雙鑽（The Double Diamond）設計過

程 1，及唐・諾曼「觀察、衍生、原型與測試」（Donald A. Norman, 1988）週期式、循環式的設計方法

可知。《康熙字典》裡查無「設計」一詞，意味著直到十八世紀為止，中國語文世界裡不曾出現過當代

設計學門的設計概念。教育部重編國語詞典修定本定義設計為「謀畫算計」，舉《三國演義》「荀彧、

程昱『設計』死守鄄城、東阿、范縣三處得全，其餘俱破。」為例，說明設計在中文世界的原意是謀畫

和算計，與策略有關。這是從《孫子兵法》「始計第一」、宋代曾鞏＜戰國策目錄序＞「其設心注意，

偷為一切之計而已。」延伸而來對「設計」具有思考、謀略特質的想法。 

創作則反之。如安．漢米頓（Ann Hamilton, 1956~）所言：「你必須相信你沒法指名的那些事，你

感覺，經由你的身體，你吸納世界，透過你的肌膚。」2創作者所操作的是媒介物質，在行為、感覺、再

                                                 
 
1 依英國設計協會 2014 圖示，雙鑽定義設計過程為發現 (Discover)、定義 (Define)、發展 (Develop)、傳遞 (Deliver)
四個部分。 
2 Ann Hamilton, "You have to trust the things you can't name, you feel through your body, you take in the world through 
your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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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再感覺之間實踐言語不及、意識閃爍或迷茫的過程。創作是多重因子相互碰觸、交合、引發，同

時衍生，創作人經常在形式發展的混亂中經歷某種心中意象的崩解，處於混亂、脫序、位移、與可能顛

簸的滑動狀態。創作會再創自身分歧的路徑，在過程中再造不易辨識與驚奇的原因和結果。有些創作者

因此經常在困惑、晦澀、不解、不確定與不易理解之間，在這種沒有規則的中介狀態，順由感覺發生作

用，以體驗難以言說之境。創作的詭譎易變，比之於設計的規劃或謀略特性，就似兩個各自發展的事件，

互相搆不著邊際。

1-2 設計創作研究

相對於其他的學術領域，設計學門的形成較晚，本世紀初才發生原有的藝術或美術科系改為藝術與

設計系所的狀況，提供視覺與藝術設計博士課程的學院也不多，不久之前，MFA 仍被認定為藝術與設計

實務的最終研究課程。32007 年關於設計較為正式的定義才在《設計未來十年願景》（Design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A Ten-Year Perspective, 2007）的研討會上出現。保羅・拉爾夫（Paul Ralph）和葉爾・旺德

（Yair Wand）在會中共同發表論文，定義設計為「一個對象的規格，由某個代理人表現出來，意圖完成

某些目標，在某個特定的環境裡，用一組原始的元件，滿足一組要求，而且它是受限制的⋯ ⋯ 。」並且

定義設計的動態意義為「在一個（設計師操作的）環境裡去創造一個設計（Paul Ralph and Yair Wand, 

2007）」。 

拉爾夫和旺德所定下的設計的概念，清晰且不含糊的幫助了設計研究的發展與積累。在這個設計的

概念模型之下，歸類和研究設計知識與設計方法相對明確化了。依此定義，設計結合了操作的人、對象、

環境、目標、基本類型、設計的要求和設計的限制這七種元素。這個模型對設計的動態定義將人、空間

和設計以「創造的動作」包含起來，「設計創作研究」成為可以試探的範疇，而關於設計創作美學的開

拓得以發生。本研究雖涉及「偷為一切之計」的設計領域，但不在謀略的面向上下功夫，也不在探索各

式各樣如視覺設計、工業設計、產品設計、晶片設計等等的設計分項。而是在設計為一種「創造性動作」

的基本上設定上，試圖探究幾經爭議與演變的設計與創作兩種概念之間的關係，基本上處理關於視覺的

操作的議題，涉及和藝術創造相關的活動、過程、結果與影響的位移與滑動。

二、負面樣態誘發創造

混亂與脫序的創作狀態，不只發生在藝術人身上，經驗老到的設計師同樣理解這個過程。喜歡利用

「勇敢」來抵制焦慮的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 1909–1994）寫過一本談論勇氣的書。在區別各種

類型的勇氣之後，羅洛・梅談到一種創造的勇氣（creative courage），認為創造的勇氣是所有勇氣中最

重要的一種類型。相較於道德勇氣是對於錯誤的矯正，創造的勇氣是發現新的形式、新的符號、新的模

式，而基於這些創新，新的社會得以建立（Rollo May, 1975）。談論創造先談到勇氣，因為創造需要面

對的可能是一種恐懼。如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設計者，普利茲建築獎

得主法蘭克・蓋瑞（Frank O. Gehry）所説：「那是個恐怖的時刻…。」 

2-1 前創作的恐懼

3 2002 年個人在紐澤西 Montclair 州立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研究面臨畢業之際，意圖尋找更進一步的設計博士學

位繼續研究而不可得，學院關於藝術更高階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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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蓋瑞在專訪中提及面對全新的設計案，或面臨在設計上創新的企圖時確實經歷著某種恐

懼。但蓋瑞明瞭一但自己知道要怎麼做了，可能就不會去做了。而面臨這種未知所導致的恐懼時，蓋瑞

會把一大堆不重要的事弄成很重要的樣子；會做一些清理桌子、與不重要的人碰面等等無謂的小事；會

杵在那裡不做什麼；或很賴皮的做這做那的，來迴避、延遲或抵賴那個無可迴避的時刻。因為是他害怕

自己會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也因為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能被客戶否決，但：「你必須找到自己的聲音，為

她創造你前行的邏輯…以延伸到另外一個地方（Frank O. Gehry, 2017）。」 

被譽為建築界畢卡索的蓋瑞，擁有強大的創作能量，設計過諸多地標式的建築，也以彌漫著懾人的

天真與深度的速寫令人著迷。蓋瑞在開啓一個全新設計案時所經歷的這種嚇人的恐懼，可能不只是說出

來的害怕不知道要做什麼，因為，創作的恐懼實在是複雜而盤根錯節於創作者心理的底層。專長於插畫

創作的克里斯多福・尼曼（Christoph Niemann, 1970-）對於創作的恐怖，有個譬喻： 

創造像是在追逐小雞，但有時卻像是被小雞追著跑─一隻巨大、憤怒、來勢洶洶的雞。不論你

是作家、設計師、藝術家或任何媒介的製造者，你知道創作的過程是能被恐懼所困擾的…。 

（Maria Popvac, 2011） 

但是，前創作期的恐懼滋發了創造力，法蘭克・蓋瑞 成功的設計作品做了佐證。 

2-2 非主動與非目的性 

設計師寶拉・雪兒（Paula Scher, 1948-）談論自己超過半個世紀的設計生涯時，引用兩度普利茲得

主專欄作家拉塞爾・貝克（Russell Wayne Baker，1925－）區分認真（serious）與嚴肅（solemn）的說法。

拉塞爾試圖分辨認真與嚴肅的差別，因為人們總認為認真的意思，當然就是嚴肅。分辨出認真是有困難

度的，因為它很稀有。人們習慣於嚴肅，在嚴肅中比較自在，忘記自己在孩提時做事總是從認真開始，

譬如總是認真地玩。而嚴肅雖然是成就事物的關鍵因素，但嚴肅對創造與起始的作用很是可疑。 

雪兒雖然沒有使用恐懼這個詞彙，但延宕、遲疑和斷裂的不連續裝態，同樣出現在她的工作過程裏。

意識到設計創作是一個認真玩或認真發揮（play）的過程，知覺自己在認真與嚴肅之間的擺盪，知道自

己設計職涯中四個導向最初孩童般認真遊戲的原點階段，是雪兒得以持久延續其設計創作的關鍵。遊戲

之間所帶來的創造力量，符合被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與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

更多美學上討論過的「非目的性的合於目的性」的藝術創發力量，經常是種非主動下所發生的情狀。 

恐懼與認真發揮常不由設計師有意識的引發，發生之際也往往不如事後述說的那麼明白與能夠指

認。這兩者都含有非主動或非主導的成分，與設計的主動特性有所差異。但兩位資深設計創作者以其敏

感的神經，明瞭正面設計操作之外，如何在負面與退卻樣態下，誘發並滑行到自身創造能量迸發的路徑

上。 

三、想像力與灰點 

設計學門的美學研究雖然晚到本世紀初才在學院裡成立，設計理論的研究卻發生在更早之前。保羅

・克利（ Paul Klee, 1879–1940）為設計課程所準備的教學筆記觀察平面視野裏線條的比例和動態，並分

析線與線交織現象。在記錄與闡述這些現象的同時，克利定義了平面的結構、維度、平衡與運動，且掌

握抽象形態的假設與推論。例如，筆記裡有一條躺臥的Ｓ形線，克利認為它是主動的線：「一條散步中

的主動線，自由移動，沒有目標。步行就只為了步行。移動的媒介是一個點，點向前移動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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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另外兩條稱為「伴隨著附加形式的被動線」，如圖 2, 3。這種對線條的描述，既是基於肉眼所見

的刺激，也基於肉眼見不到的想像。平面上的二維物件延伸到立體與四維時空上做討論，是克利個人在

想像裏的延伸。 

          

圖 1：一條步行中的主動線。自由移動，沒有目標。           圖 2, 3：伴隨著附加形式這種被動線的主動線。 

 

吉爾・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1925－1995）借用了克利這一條散步的線，引申這條曲線為論述皺摺

的圖示，認為「變化曲線或褶子（Fold）的理想遺傳因子是轉折點（inflection）」（Gilles Deleuze , 1992），

綿延不斷的折點，造就了線的型態。德勒茲以保羅・克利與巴洛克風格和萊布 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並列，來與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 ~ 1944）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相對比較，藉以轉進萊佈尼茲單子（Monades）論述。而褶子則逐漸成為各分科設計師有

意識的認知，現有的文獻顯示，作為概念的褶子在設計師的創作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徐衛國，2009）。

而設計師會意識到思考點的滑動，觀察滑動的條件，承認且肯定滑動的過程，並預期結果。 

3-1 想像力與不可測量 

教學筆記是克利教授設計理論基礎課程的教材，也是關於繪畫線條樣態的觀察與思考。在展現其想

像力的同時，筆記裡對於繪畫元素，尤其是線條的描繪和定義，也讓學生認識到繪畫元素的實際任務。

以度量、重量和質來比喻圖像造型（graphic form）的線條、色調和顏色，克利認為線條最為侷限，有著

單純的度量特質（Measure），其長度、角度、半徑和焦點的距離（focal distance），全都是測量上的數

量問題。測量是線條元素的特性，但同時「測量的可能性卻是存疑的，線條沒法用絕對純粹的方式處理」

（Paul Klee, 1966）。在克利的想像裡，線條含存著純粹線條之外的「其他」。 

色調則具有另一個非常不同的基本特質，稱為「明暗法」（chiaroscuro），是黑與白之間多層次的

陰影，克利稱之為重量（Weight），涉及一種中間的灰的規範。顏色則很清楚，具有不同的特質，不能

被測重也不能被度量，純黃和純紅同一區域和同一明亮的表面，字面上標示為黃和紅。顏色可以定義為

質（Quality），就像鹽和糖可以用鹹度和甜度來度量，但鹹和甜本質上是不同的。克利為他的圖像理論

製造了許多實驗模型，尋求圖像的配置與組合。但，在尋找準則的同時，在克利對線條、色彩的度量、

計算與重量權衡中，有一處確實存在又不可測量的區域，一個不易說明與可觸及的範圍（Corry Shores, 

2009）。 

3-2 灰點與局部決定 

灰點是無法測量的無物存在（Nothing-being），或存在著空無（being-nothing）的非概念，是連概念

都還不是的、既不停頓在某一區域，也可能同是兩者自身，也可以兩者皆非的混沌狀況（Corry Shores, 

2009）。這個「非概念」點的圖像符號事實上不是一個真正的點，它是灰的，因為它既不上也不下，或

者它既向上又向下。它是灰的，因為它既不熱也不冷; 它是一個非維度的、非象限的點，一個在維度之

間的點。克利聲稱，我們必須把它設想為灰點（gray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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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用可感知的方式來表達它（就像畫出一個混沌的平面圖），那麼我們就會在灰的概念

之處，在即將到來和離世之間的命運之點。這個點是灰的，因為它既不是白也不是黑，或者因

為它同時是白亦是黑。（Paul Klee: 1956） 

可感知（perceptible）應指身體感官可接收到的刺激。筆記名為「思考的眼睛」，而〈朝向形式製造

理論〉則提供了克利透過眼睛見到的圖像造型在其心眼裡顯現的宇宙混沌（cosmos-chaos）論。對克利

而言，這個混沌作為一個對比於宇宙安定的想法，並不完全徹底的混亂，而是有關「局部決定」的概念，

這個局部決定的概念則涉及存在與意志：

完全混沌永遠不能被評定等級，而是永遠不可估量，不可度量的。根據主導的意願或缺乏意

願，它可以是空無或休眠的某物，是死亡或出生。（Paul Klee: 1956）

克利的教學筆記對圖像造型的研究態度是務實的，以科學研究來類比，教學筆記是不參雜前置要求

的基礎物理化學之類的學門必修基礎課程。教學筆記除了展現一個畫家對設計教育工作所懷抱的遠見之

外，從某種角度言，基礎課程也含有準則的意味。一個為設計所準備的課程筆記，在克利想像力的推動

之下，涵蓋不可知與混沌的面相。如果知識世界是一團混沌裡的線索，一個時空之中的混沌線索可以切

出無限個切面，圖 4 這張混沌的線，只是一個視野切面的展現。而「當中心的重要性被給出一個點時：

這是宇宙創發的時刻。這個發生與每一種開始（例如：前創作）相符應，或更好的說法，符應蛋的概念」

（Paul Klee, 1956）。在線與色彩模型下推論混沌的局部決定可能，同時以如圖 5 灰點作為創發生成的起

始點，讓克利設計教學筆記從圖像研究，位移或滑向美學的層次。

圖 4：克利的教學筆記裏以線條表示的混沌模型。   圖 5：克利的教學筆記諸多以色彩表示灰點的模型之ㄧ。 

在《何謂哲學》裏德勒茲和瓜達理（Fé lix Guattari，1930－1992）賦予科學清楚闡明混沌的職權，

藝術則能從混沌裡帶回變樣，一個給予視覺形象或感覺的混沌組合，而構成一個混沌宇宙（chaosmos）。

每一個藝術家有其操作變樣的方法以對抗混沌，讓混沌變得可感，而設計則在混沌中尋找線索。

四、扭力與創造

克利的混沌不完全是徹底的混亂，局部決定的概念涉及存在與意向，關係著「強力意志」可以產生

的作為。「強力意志」也譯為「權力意志」，原文 der Wille zur Macht，Macht 是是某種強大的力量，因

強大而有了支配、統制與影響。介詞 zu 為「追求、趨向」之意，在這個介詞的作用之下，強力意志意味

著「求取」強大力量的主動（李建漳，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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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現實扭力場域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將「身體」與「意志」等同起來，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意志觀則含有對自身師承的反動，認為意志是「多」，且無法被即刻掌握。強力意志在

引起蘋果旋風的賈伯斯（Steven Paul Jobs, 1955-2011）身上徹底展現。蘋果電腦被喻為與夏娃打開禁忌、

牛頓開創科學的兩棵蘋果齊名，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第三顆蘋果。賈伯斯的堅實戰友鮑德・特里布爾

（Bud Tribble）杜撰了「現實扭力場域」（The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一詞來形容蘋果化不可能為可能

的工作狀態（John Hargrave, 2016）。《賈伯斯傳》作者華特．愛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在書中獨闢

〈現實扭力場域〉章節來鋪陳賈伯斯以其個人魅力及領袖特質，促使麥金塔開發團隊跨越現實邊際的能

耐。愛薩克森説他的這種能耐讓人直接聯想到尼采： 

這位哲學家關於強力意志和超人特質的觀念自然的上了他的身。如尼采在《查拉圖斯特如是說》

中所寫的：「精神（spirit）現在行使它自己的意志，曾為世界遺棄的他，現在征服世界。」（Walter 

Isaacson, 2011） 

與實踐共生是尼采強力意志的基本精神：「將認知化約為一種實踐活動，且認為實踐的本質，是強

力意志。（李建彰，2010）」《反基督》（Antichrist）中寫到：「在我看來，生命本身就是成長、延續、

累積力量和追求力量的本能：在缺乏力量意志的地方，就是沒落（尼采，志文：1981）。」強力意志實

踐了現實扭力場域，是意志在混沌中擁有局部決定概念的實質體現。 

4-1 扭力的日常 

較隱形或緩和的強力意志，體現在大江建三郎（1935~）的創作過程上。長年致力於文學創作，自認

為日本處在世界文化邊緣的大江，1994 年以其作品「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

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Kjell 

Espmark, 1994）」等評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是個充滿爭議的作家，有些日本人在大江獲獎時，甚至

表示驚訝和憤怒，認為大江獲獎是因為他對日本保持著批判的態度。不過，大江本人的解釋自己的獲獎

是「邊緣（文學）對中心的勝利」。 

起居室是他對東京最喜歡的場所之類的問題的回答：「一面和光一同聽音樂，一面進行工作的起居

室。」4居住在日本的政經核心，書寫著邊境的四國，在日常生活世界一邊照顧著光，一邊進行著他文學

上的超越動作。大江建三郎的強力意志遊走於他的日常生活與書寫意義之間，在強力意志中體現書寫的

存有，他的文字回應周遭世界，成為展現意志力量的物質體，具現為文字的存有，然後，轉譯成數十種

語言，在多樣世界中被解讀與一再演化。 

如果，生成跟語言保有奇特的關係，生成存在於語言的「流」裡，會偷偷溜過語言與意義的邊界，

滑到語言指涉意義功能的另一邊，溜到沒有意義的那裡，…（德勒茲，1969）。如果，延展符號從表達

意義「流入」無意義，是存在於延展符號動態進行中的可能性。有沒有可能，滑行，或溜，不只是語言

的必然？那麼，強力意志或線的折點是否就是在混沌中、灰點中，沿著設計與藝術的模糊邊際滑行，移

                                                 
 
4 光是大江健三郎 1963 年出生的兒子，他後腦帶著腫瘤出生的殘障，在成長途，父母發現他有出乎意料之外的音樂

才能。本處引用《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大江健三郎面對一〇六個疑問〉：六九、在東京、您最喜歡的場所？問

題的回答。p. 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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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可能的創造以達到的某種感覺團塊？或，生成的路徑會如達米恩・ 紐曼（Damien Newman）隨意畫出

的圖 6，在不確定的蠕動中位移著。 

圖 6：達米恩・紐曼談論設計方法時隨意畫出的示意圖。 

五、設計師戰術

5-1 介入求生術

從介入日常生活的角度理解設計，設計師基本上是一個以強力意志介入他人或讓他人介入的實踐

者。設計師在工作之前，需要針對即將面臨的工作進行評估與考量、知道自己在為什麼情狀進行哪種性

質的動作、明暸這情狀所設涉及的特定對象及其面臨的狀況，並且生成設計動作之後所渴望的景況，例

如：這些設計動作將在什麼時間、透過哪種管道、以哪種形式出現等等，一切的細節都應在設計師考量

範圍之內。

不論從事建築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或軟體設計，設計工作必然存在介入他人的設想，企圖讓

個人或工作結果在他人的活動或事件中引發作用。而對他人的考量，也是一種有意識的允許他人介入的

動作。某些軟體的設計在初始階段就將演化放入考慮。設計者設想出像生物一樣的程式，在系統持續被

執行、被使用、被測試的過程中，逐步擴張，長成一種在設計者和使用者之間活著的人造物（Frederick P. 

Brooks, Jr., 1995）。建築物則是另一種活在設計者和使用者之間的設計物。商業設計是一種活在設計師

和消費者之間設計物。一個儘可能調度所有資源，調查、分析、假設和推論的設計師，強力意志貫穿著

整個設計的過程。

介入是設計師的求生動作，一種微妙的、在設計師和使用者夾縫之間存在的求生戰術。設計師以使

用者或消費者為設想對象，即是使用者介入創作過程的第一步。在概念視覺化或物件化的過程中，這個

設想對象如影隨形。設計師明白直覺的價值，懂得讓這種設想對象介入的分寸，知道什麼時機將它束之

高閣或擺在面前提點。從不介意市場調查的賈柏斯，就認為人們不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除非做出來

讓他們看到，但他對設計師幾近苛求的吹毛求疵，卻造就了蘋果傳奇。他的設計師戰術就是讓自己成為

那個最嚴厲的和最挑剔的使用者。

設計師成為使用者，從設計師角度言，是一種出擊式的戰術，為了搜羅軍情而深入敵陣，這種一手

資料可應用在虛設或實際存在的設想對象上，也可以純粹是設計師個人的一種想望。建築設計上的「國

際風格」（the modernist International Style）就是現代主義風行下一群設計師的想望，一種為世界公民設

想的設計理念，認為人類的生命可以約化為最簡單的基本需求。如我們所見，這種期待以材料及功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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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基本設計，也能意味深長且表情豐富。包浩斯在上個世紀只初存在了 14 年，卻是二十世紀建築、

設計與藝術最具影響力的學堂，人們現在雙目所見，雙手所及，行起坐臥所碰觸的範圍，無一不受到包

浩斯簡單設計原則的影響。 

5-2 懶惰與忘我 

強力提出一種概念，在設計中實踐並摸索這個概念的藏身之處，把它具體實現在材料或媒介之上，

讓這個概念貫穿所有製成物，而形塑眾人的行為與思維模式，是包浩斯的設計求生術。這種強力意志介

入的戰略非常不同於「他在所在的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的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

布希亞是帶著「無法歸類」意味的思想家，帶著與「強力意志」迥異的思維，提出工作和土地對等的慎

重與尊重的想法，是一個致命的、命定性的、農民式的懶惰的策略： 

不論事情如何演變，我也不會去更改它。我憎惡我身邊市民們的擾攘活動、他們的主動積極、

社會責任、野心、競爭。這些是外原的、城市的、有競爭力有表現的、自命不凡的價值。這些

是工業文明的品質。懶惰呢，則是一個自然的能量。（Jean Baudrillard, 1968） 

懶惰策略的致命性有如散步、遊玩或恐懼一般，是非主動、非自發性、既極端又看似鬆散的策略。

懶惰策略讓人聯想到泰瑞・伊格頓《 文學理論》 （Terry Eagleton, 1983）所透露某種開放、意味著忘卻自

我、涉及客觀性與倫理學之間的某種深刻的關係。那是一種以不在場的方式出現在他人面前，一種忘我

的關注，一種冒險的行為。 

5-3 折疊與自我放棄 

為了以絕對的方式達致這種客觀性，讓自己徹底抽身，需要耐心、誠實、勇氣與堅持的行動。這有

別於權力常會帶來的幻想，認為整個世界都屈服於它自身。沒有權力的人，會明白世界的存在並非在於

迎合個人的需求，這世界其實是連瞧都瞧不起一眼的，只依其自身的方式運作著。在這種狀況下與人進

行對話、傾聽、誠懇地辯論，並承認自己的錯誤得以發生，始得真正地探究我們所存活的世界如何得以

可能。真正瞭解他人處境的對反面是多愁善感，無害地將世界染上自身的色彩。自私則是惡意地以自身

來渲染整個世界。現代理論用「去中心化」來稱呼與之對立的觀點，無私是一種同情或相互瞭解的情感，

以具有想像力的方式去感受他人的經驗，分享，而不是只想著自己。 

這是種自我抽離中夾帶著兩邊穿梭往返的能量，開展為他人設想的行動或操作，並費力的做出冷靜、

不動情感的評判。客觀性的更近一步，猶如從內部往外翻折一般，要求願意修正個人最根深抵固的偏見，

是一種自我內凹或外翻的動作，要能從特定情形的內部做出判斷，而不能徘徊在某種中間地帶，因為，

必得採取立場才得以產生動力。一種看似矛盾的客觀性，像是在目的與手段之間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悲劇

性衝突。就像必須採取工具性的行動，才能創造出比較不執迷於目的與手段的生活形式，那麼，人們必

須允許自己過著一種比較不可欲的生活。對某些人而言，自我放棄可能會是創造出可欲生活形式的歷史

必要，因此出現了一種矛盾的只有透過自我放棄以獲致自我實現的悲劇性狀況（Terry Eagleton, 

2005[1983]）。 

5-4 微型偏差 

在好奇心的動機下，這種悲劇狀態與知識思索互為互動，從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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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看，不是為了找出任何適合知道的東西來加以玩味，而是「…要讓人們擺脫他們自己。求知的頑

強決心如果只保證了認識的獲得，而保證不了認識者以某種方式和在可能的程度上發生偏差，又有何益？

（Michel Foucault: 1984）」這種在可能的程度上發生偏差，意味著一個動態的位移，也意味著一種滑行。 

藉用《人月神話》的說法，程式設計裏所謂的原創設計（original design）不同於逐一變更各種物件

參數的例行設計（routine design），也不同於未滿足新目的而做修改的調整設計（adaptive design）（Frederick 

P. Brooks, Jr., 1995）。開放的概念是一種對差異的認知，來自對設計終極目標公眾性的民主式解讀，微

型是設計師在這裡的運作模式，實踐著共生、共榮、共有的一種理想。維基百科的設計概念即在於此，

那是一種資本主義概念中不存在的無私狀態，一種適於義而已的獨領風騷的特異體質。人機界面專家比

爾・巴克斯頓  (Bill Buxton，1949- )的著作透露著設計不只是把東西做好，還涉及到做對的事：把東西做

好是一個專家或技師的專業，做對的事，卻是一個設計師的工作。設計行動的範疇，涵蓋著功能上與美

學上的演練，展示設計者所擁有的特殊技術的價值：在時間與資本等諸多條件到位之前，帶著某種開放

的意識，想像，並體現出作品及其價值的能力。 

六、結論 

quasi-操作與滑行 

德勒茲和瓜達理在《千高台》（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演繹著平滑與紋

理之間的動態滑行，在遊牧與定居或在戰爭機器與國家裝置之間的滑動。其間不存在簡單的對立，因為

複雜的差異關係，使對立難以完全形成，而是一端不斷地向另一端被轉譯、轉換；另一端也不斷地被逆

轉、回復，且同時發生以動態混合體的方式存在。此動態混合體的形式或方向，可以是一方被捕獲、包

含，或一方瓦解而容許對方得以開展。使用者與設計者兩方的動態滑行，是懷抱信心與謙和的設想，讓

某種雙向介入得以發生的契機。此種混合體可以通過截然不同的姿態運動，如《千高台》所列舉，呈顯

兩種空間之間有著極其多變樣態與模型：技術模型、音樂的模型、海洋的模型、數學模型、物理學的模

型、美學的模型等無限的滑動模型（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 1987[1980]）。 

德勒茲哲學被視為一種「差異哲學」，滑行是差異間的可能動態模式之一。如德勒茲和瓜達理所言，

還有更多的滑動模型。在動態混合的概念下，當然，也可以出現一種設計師創作模型。設計師開放自己

的領地，讓使用者侵入，對峙的情勢並不這麼明顯，或者可以說，他們是以速度及幅度上極其微型的滑

動狀態操作著，扭轉使用者為設計的拓荒協力，以自身為驗證對象，開放自身使作品呈現多重變異而走

向未知之境。 

關於安東尼‧亞陶(Antonin Artaud, 1896-1948)對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 1832-1898）詩作的翻

譯，德勒茲談那是一種滑動（sliding），一種創造性的、中心的崩解，會導致我們處在另一個世界之中，

而且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言裡。德勒茲提到的這種翻譯，美國比較文學學者雷諾・伯格（ Ronald 

Bogue2006 [2003]）在〈疾病、符號與意義〉一文稱之為「類－翻譯 」（quasi-translation）。「類－翻

譯」是一種不完全符合原文意思的、涉及翻譯者對語言發音聯想的一種類似音譯，但卻又不是音譯的翻

譯。 

在此引申生成與事件的 quasi-概念：它有特異性，所以概念是事件；它有創新性，所以概念是生成，

同時，它需要是重要的，其結果需要具有的生命力（Brian Massumi, 1987[1980]）。創造的概念、動作、

過程與模態討論，涉及對想像、意志、戰術、疆域、指認與流變。本研究總體設想一個超越的設計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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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設計創作的超越限度，其中存含著自我裂解的路徑。「類(quasi-)操作」是一種模糊區域的擴張，隨

帶著知識或技能的斷裂，意味著製造新模態、建立新關係和尋求一種突破的純粹設計創作的可能。本文

是一個「類(quasi-)操作」的梗概，由介入、懶惰、忘我、折疊、自我放棄、偏差與滑行概括設計師創意

的求生戰術。在理論上這些戰術有其淵源，實務上則戰術可以無限擴張，目的只是要達其創生的功效，

並可能為設計創造帶來新的樣態與詮釋，設計師設計創作戰術的滑動模型可以成立為某種似操作又非操

作的「類(quasi-)操作」，可以是生成（作者，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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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便當盒廠商對市場的認知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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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盛裝食物的便當盒是人們生活中很常見、也是很常使用的日常用品，便當盒可以說是

食物的包裝容器，尤其紙質的公版便當盒為最常見的便當盒型式，在製作以及販售便當盒的過程

中，廠商需要了解目前市場區隔的需求以及消費者的喜好，故本研究想要藉由面對面的訪談，來

瞭解紙便當盒廠商對於消費者以及紙便當盒市場的認知，透過扎根理論的分析，可以將訪談資料

分為「對不同形式的便當盒的認知」、「紙便當盒的設計元素來源」、「紙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

有極大的關係」、「政策與紙便當盒之關係」、「紙便當盒的特點」這五個範疇，其中又以市場

以及成本為廠商在製造紙便當盒最大的考量點。

關鍵詞：便當盒、包裝、扎根理論、認知

一、 前言

1-1 背景動機

  「食、衣、住、行」是人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條件，而在飲食的部分，對於人們的

生活更是息息相關。而在生活節奏快速的社會，使用快速、方便的攜帶食物則是民眾所重視的部

分，也因此「外食族」的人佔了台灣很大的比例。李健光、劉家瑄（李健光、劉家瑄, 2009）在

大紀元所作的報導：「根據調查，台灣 20 到 39 歲的人口中，每週至少有 5 天以上購買外食的外

食族佔約 8 成，而楊淑閔（楊淑閔, 2007）也表示，「7-11 於 2006 年賣出 6000 萬個便當」、「約

有 2000 多的門市有販售商務便當，且每天可售出 5000 個」以上數量僅表示超商便當的數量，還

未加入非超商便當之銷售量，可見便當在台灣具有相當大的商機。

  裝盛便當所用的就是便當盒，市售最常見、也最常使用的便當盒容器為公版用的紙質便

當盒。公版的紙質便當盒在台灣因為飲食習慣，因此有廣大的市場，而在台設置工廠的紙便當盒

廠商也很多，除了對消費者的了解，廠商對於市場的判別也很重要，因此想要了解廠商對於紙便

當盒市場的認知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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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在選擇便當合作使用時，除了包裝內容物以外，對於消費者的視覺衝擊也很重要，也因

此廠商在便當盒的開發上，除了需要了解目前市面上消費者的需求、滿足客戶的需要，更要能即

時掌握對現在市場趨勢的判斷，以確保下一步的進行是準確的，因此以下為幾點目的來探討：

1. 了解便當盒廠商對客戶開發便當盒的需求與欲達成之目的。

2. 透過便當盒廠商的角度來探討他們對於市場的認知，以及未來對便當盒市場的

看法。

3. 分析訪談結果，探討紙便當盒在視覺上的呈現與目前市場的關係。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是針對紙便當盒作為研究的主體，因此在便當盒的探討範圍，主要以紙質的便當

盒作為探討的核心，在訪談時有得到關於其他像是塑膠材質等資訊，但最後仍會以紙質便當盒作

為探討主體。而因時間限制的關係，本研究所採取的是一次性訪談，訪談對象則是在台灣有設置

一定規模的兩家便當盒公司，因兩家都有設置便當盒的製造機器，因此公司的服務內容有含製作

公版便當盒以及與下游店家接洽和進行販售等相關工作內容，除此之外公司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

對於需要不同需求的客戶，兩家公司在服務上會依據客戶的需求做開模製作不同於公版的便當盒，

也較符合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目的。

二、 文獻探討

2-1 便當起源

  便當，在早期中國就已有出現。在《培梅飯盒菜》一書中曾提到當時的農夫下田時會攜

帶食物、書生出遠門時也有攜帶食物的習慣，在那時他們將其稱之為「食盒」（傅培梅．林慧懿, 

1997）。如今漸漸演變成現今中國大陸的「盒飯」；香港的「飯盒」；台灣的「便當」。 

  「便當」一詞最早起源於南宋，意思為「方便、順利、便利的東西」之意，之後轉傳到

了日本，變成日語的「弁当（べんとう）」，也就是盒裝餐盒，有「方便攜帶之意」，而後因為

日本統治台灣，閩南語也受到日語影響，在用字上將日語的讀音轉為中文使用，因此則成了現在

常用的「便當」二字。（張玉欣, 2006） 

2-2 台灣常見的便當種類

  台灣目前常見的便當種類，除了一般小吃店所販售的便當，還有台鐵便當、阿里山鐵路

便當以及超商便當等等，以下就針對這幾項進行簡單的敘述：

2-2.1 台鐵鐵路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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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9 年前，台鐵鐵路便當因為缺乏完善的管理系統，導致未取得營業許可的小販資

意兜售品質參差不齊的商品，讓民眾怨聲載道。在 1949 年後，台鐵開始進營系統的規劃，在車

站內設置服務台，除了販售鐵路便當外，也有販售報紙、糖果等旅遊用品，且有規劃設置「餐旅

服務總所」。

  鐵路便當一開始所販售的是以木片作為盛載食物的便當盒，主菜是以排骨為主，並且附

有酸菜、滷蛋、醬瓜等配菜，在當時鐵路便當的售價讓其被定位為較高價位的便當（劉淑芬, 

2008）。 

2-2.2 阿里山鐵路便當

  阿里山鐵路必當又名「奮起湖鐵路便當」，是在台鐵奮起湖車站附近一代所販售鐵路便

當的業者的總稱。在 1914 年阿里山森林鐵路通車以後，火車就成為當地居民出入以及運輸貨物

的主要交通工具，因來往山區所需耗費的時間很長，故到達奮起湖車站時通常是在中午，乘客會

利用蒸氣火車補給燃料的時間去購買午餐，因此在當地的便當銷售量佳，到了 1967 年，奮起湖

鐵路便當甚至創下了日受一千餘個的紀錄。2002 年時，奮起湖鐵路便當與超商合作，讓因為阿

里山公路公車後造成販售量下滑的奮起湖鐵路便當，重新受到了大眾的喜愛（郭美懿, 2006）。 

2-2.3 超商便當

超商的便當在此以超商龍頭 7- ELEVEn 統一超商所販售的便當簡單的說明。7- ELEVEn 

的便當起源可以從御便當開始說起，7- ELEVEn 的御便當系列是引進日本，在日本已有有二十餘

年發展歷史的 18℃便當生產技術。日本人單身或小家庭居多，因此常會藉由日本超商來解決每

日三餐（潘玫均, 2003）。而在 1994 年 7-ELEVENn 統一超商與日本株式會社 DUSKIN 合資，讓

超商開始販售微波便當，並逐漸扭轉台灣人對於便當的印象。

而在御便當的銷售量來看，2000 年的御便當一年的銷售量已達 800 萬個，2006 年賣出

了 6000 萬個，可見台灣人對於超商所販售的御便當系列是接受並且喜愛的（楊淑閔, 2007）。 

2-2.4 外食店家便當

  路邊常見的小吃店，像是自助餐、快餐或簡餐等店家所使用的便當盒，在本研究將其歸

類為「公版便當盒」，其主要透過公版的版型進行製作，流通性會比上述的便當盒來的更為廣泛，

本研究在此對市面上的便當盒進行 46 個樣本的資料蒐集，因紙便當盒為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

故將其中 9 個樣本依照包裝的元素：「型、色」做簡單的歸類： 

1. 便當紙盒的形狀以幾何形為主，且以長方形最多（14 個），其中以「上下四格、

左右四格」還有「一格」為主要的隔層方式；其次是圓形的紙盒（6 個），且收集到的圓

形紙便當盒其上蓋皆是透明塑膠盒蓋；最後將剩餘的樣本歸類為除了矩形以及圓形的多邊

形之外的多邊形（6 個），最少的則是正方形（3 個），以上可以看出在市面是最多使用的

是長方形，其次是圓形和多邊形，最少則是正方形。

2. 在顏色的整體呈現上，可以透過表 2 看到，便當盒整體呈現的顏色皆以紅色、

橙色等暖色系居多，抑或呈現便當紙盒的紙材質原本的白色，藍色、紫色的冷色系在所蒐

集到的樣本中相對是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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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紙便當盒之形狀分類，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造型 分類

長
方
形

正

方

形

圓

形

多

邊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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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紙便當盒之色彩呈現分類，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樣本照片 色彩呈現 樣本照片 色彩呈現 

 

上層：淡黃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紅色、黃色、綠

色（暖色系為主） 

下層：白色 

 

上層：紅色、黃色、綠

色（暖色系為主） 

下層：白色 
 

上層：紅色、黃色、綠

色（暖色系為主） 

下層：白色 

 

上層：白色 

下層：白色  

上層：黃褐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淡藍色（冷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淡黃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淡橙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桃紅、藍紫、黃

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白色 

下層：白色  

上層：淡黃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淡黃色、淡綠色、

淡褐色（暖色系為主） 

下層：白色 
 

上層：橙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內部為白色，外

部黃色（暖色系） 
 

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內部白色，外部

橙色、白色（暖色系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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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白色，外部橙色、

藍色、綠色、黃色（暖

色系為主） 

 

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內部白色，外部

木褐色（暖色系） 

 

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白色  

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內部白色，外部

木褐色（暖色系） 

 

上層：紅色、黃色（暖

色系） 

下盒：白色 
 

上層：深褐色、澄色（暖

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橙色、黃色（暖

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白色、紅色（暖

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黃褐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白色 

下層：白色 

 

上層：紅色（暖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白色 

 

上層：淡藍色、紫色（冷

色系） 

下層：白色 
 

上層：透明無色 

下層：內部白色，外部

木褐色（緩色系） 

 

上層：淡藍色（冷色系） 

下層：白色 

 

 

2-3 包裝 

  包裝是為了「保護商品」、「提高價值」、「促進銷售」為最終目的（楊清田, 2003）。

包裝的好壞也會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慾，因為視覺在五感中，對人的影響最重，因此包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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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拉近消費者與產品之間的橋樑（張寧, 2015）。為了讓包裝可以加強消費者的印象或是

吸引注意商品的包裝變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一開始保護商品的機能外，現在更有促進銷售

量、以及滿足人們精神所需之目的（宣漢文, 2007） 。  

2-3.1 包裝的定義

表 3. 台灣、美國、日本對包裝的定義，資料來源：（陳淑慧、蘇子炘, 2004） 

國家 對「包裝」的定義 

台灣（CNS） 「物品在運輸、倉儲、交易或使用時為保持其價值及原狀而施以適當的材

料、容器等技術，或經實施完成之狀態，可分為個裝、內裝、外裝三大類」。 

美國包裝學會 「為便於貨物之輸送、流通、儲存與販賣而實施之準備工作」。 

日本工業標準（JIS） 「包裝係為便於物品之輸送及保管，並維護商品之價值，保持其狀態而以

適當之材料或容器對物品所施之技術及其實施之狀態」。 

  綜合以上所述，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將「包裝」一詞解釋為為了便於倉儲、運輸、販

售、使用之目的，因此對物品或是貨物所施以技術與實施後的完成型態。

2-3.2 包裝設計

  包裝設計是希望透過視覺的刺激來吸引消費者，因此會將設計者認為合適的文字、符號、

圖案、色彩，透過設計來呈現在包裝產品的材質或是容器上，美化產品來達到吸引消費、促進銷

售等目的，但仍不失保護產品以及安全運輸、交易等基本功能（楊宙航, 2002）。 

設計是一種有目的性的活動，林東海、張麗琦（1994）認為在設計前須掌握最基本的設

計理念，才能設計出最合適的包裝設計呈現出來

2-3.3 包裝視覺設計之要素

  康敏嵐（2000）將包裝視覺設計（visual design），廣義的定義為結構設計（structure design）

和圖文設計（graphic design）透過視覺所傳達出來的包裝設計。而視覺設計主要是透過圖片、色

彩、文字甚至結構造型的編排，吸引消費者，增加其購買慾。龍冬陽（1983）表示，包裝可以藉

由視覺設計，提升其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感。

  綜合以上所說，設計者需要先了解包裝外觀的視覺元素特質、消費者對視覺元素特質的認知，

接著透過視覺元素的編排，吸引消費者，增加消費者進行購買的可能性。

三、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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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是採取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也就是研究者會在訪談進行

前，依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擬定綱要與題目作為訪談問題的引導，並且也會在訪談前了解受訪

者的背景以及相關資料。在訪談過程中，與受訪者進行雙向是的口語交談，並且適時的掌握訪談

流程以及觀察受訪者透過非語言所傳達的訊息。 

  本研究之所以選擇訪談來獲得研究資料，主要是因為便當盒相關之企業廠商，並且是具

有製造設備可以依照需求來製造便當盒的廠商，期望可以藉由訪談，深入瞭解便當盒在製作過程

中，廠商所接觸到或感受到的特別資訊，以及在交付便當盒過程中，觀察到的市場趨向或發展。 

  最後，會依據所蒐集到的訪談內容，以扎根理論的方式作為整理、組織、歸納以及分析，

來瞭解欲探討的訊息，得到研究所需要的內容。 

3-1 訪談主題 

  本次訪談以「了解便當盒製造商對於現在便當銷售市場的了解」以及「紙質便當盒未來

想要發展的趨勢」為主要核心議題，所提出的問題為以下幾項，分別敘述如下： 

問題一：請問貴公司在紙質便當盒公版的規格制定與起源？是否有其意義？ 

問題二：請問貴公司在製作紙質便當盒的樣式或是主題的發想，其起源？ 

問題三：請問貴公司目前販售紙質便當盒的範圍為？ 

問題四：請問貴公司在對於不同形式之便當盒特色或是表現形式的專業看法？ 

問題五：不同主題紙質便當盒的銷售量是否會依照地區有所不同？ 

問題六：請問紙質便當盒佔貴公司整體銷售量約百分之幾？ 

問題七：請問貴公司在不同主題便當盒的製作，其選擇的紙材樣式是否有所區隔？ 

問題八：請問您對於紙質便當盒在市場的走向與未來趨勢的看法？ 

3-2 訪談對象背景 

  本研究所訪談的對象有兩位，一位是志龍免洗餐具行台灣亞茂有限公司的卓先生，職位

是經理；另一位是 VIGOUR 集團的 CEO 謝先生。 

3-2.1 志龍免洗餐具行台灣亞茂有限公司 1 

  志龍免洗餐具行，是製造銷售餐飲業免洗餐具的專業廠商，可以提供客戶所需的選擇，

除此之外也包括專業的圖稿設計、印刷、成型、物流配送，而販售服務對象除了一般的消費大眾

外，還有供應給全省餐廳、連鎖企業、超商、早餐店、咖啡店及公司行號等。 

3-2.2 VIGOUR 集團 2 

                                                 
1資料引自志龍免洗餐具行台灣亞茂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ya-mao.com.tw/about-us.html  
2資料引自 VIGOUR 集團網址：http://www.vigourpack.com/zh-TW/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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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UR 集團自 2002 年成立已有 10 餘年以上的經驗，為台灣一次性紙類以及塑料包

裝容器的領先製造商，為客戶提供了相關的包裝，例如食品容器、餐盒、紙袋等。為了滿足客戶

的需求，公司有配備最新技術以及先進的生產設備，被確保能產出最高品質之商品。而在販售之

地點，VIGOUR 集團提供方便以及高效之空運、陸運以及海運，讓公司在對美國、德國、法國、

英國等地的對外銷售可以更便捷、更有效率。

3-3 採訪時間及地點

分別針對兩位的採訪日期、採訪工具以及採訪地點用以下表格 3-1 整理之： 

表 4. 訪談對象、時間、工具之整理，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 卓先生（經理） 謝先生（CEO）

任職公司 志龍免洗餐具行台灣亞茂有限公司 VIGOUR集團

訪談日期 2017/10/26 2017/10/31 

訪談時間 14:00 14:30 

訪談工具 錄音筆、紙、筆 錄音筆、紙、筆 

四、 研究分析

  根據訪談所得到的資料，將其寫成逐字稿，並且以扎根理論的方式加以歸納分析後，可

以將「便當盒廠商對市場的認知」分為以下五個範疇，分別是「對不同形式的便當盒的認知」、

「紙便當盒的設計元素來源」、「紙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有極大的關係」、「政策與紙便當盒之

關係」、「紙便當盒的特點」，以下針對這幾點範疇進行敘述：

4-1 範疇

  以下針對訪談內容，進行扎根理論的編碼與譯碼，進行範疇的整理與歸納：

4-1.1 範疇一：「對不同形式的便當盒的認知。」

  「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的認知」範疇是由「對紙便當盒外觀的認知」和「紙便當盒形

式的差異與單價之間的關係」組成。範疇關係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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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的認知」範疇關係表 

範疇 次範疇 性質 面向 

對不同形式的

紙便當盒的認

知 

對紙便當盒外觀的認

知 

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格數認知有

所差異 

是／否 

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所用的材質 高／低 

因文化的認知影響民

眾對於紙便當盒的觀

點不同 

 

認為民眾對於同文化有既定的認

知，進而影響到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

盒的觀念 

是／否 

從觀念上去訂製不同形式紙便當盒

的價格 

是／否 

 

  現在消費者對於不同形式的便當盒有不同的認知，分析後得出廠商是認為因為現在便當

盒外觀的差異，以及每個人對文化的觀點不同，進而影響到對便當盒呈現方式的不同理解。 

 

  以下是受訪廠商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的認知的論述： 

傳統來說，四格五格差不多都是中式的，日式

的比較精緻都五格六格七格，所以是格數還有外包

裝【ac-1】 

一樣，不同形式的都是紙的。【ac-11】 

  

對紙便當盒外觀的認知 

 

單價，日式他們單價他們賣的便當差不多都兩

百五到五百中間，日式的單價比較貴，日式單價比

較高。【ac-2】 

我覺得這還是一種既定俗成的，你說中式、日

式，就紙材都是一樣啦，然後，就可能有的人因為

我覺得這就是文化上面，既定俗成的觀念【bc-30】 

日式在台灣，你可能一般的便當盒就是中間做

一個塑膠的，外面就是一個紙脆，然後再套一個大

的紙脆進去，為什麼，因為這個就很多層的包裝，

所以這個對我們文化來講，就覺得他特別精緻

【bc-31】 

  

 

 

 

因文化的認知影響民眾對

於紙便當盒的觀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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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範疇編號：ac-1、ac-2、ac-11、bc-30、bc-31） 

4-1.2 範疇二：「紙便當盒的設計元素來源。」

  「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的認知」範疇是由「外包裝的圖樣」、「材質的選擇」和「便

當盒的特殊外型」組成。範疇關係如表 6 所示： 

表 6. 「紙便當盒的設計元素來源」範疇關係表 

範疇 次範疇 性質 面向 

紙便當盒的設

計元素來源 

外包裝的圖樣 便當盒廠商所附的公版圖案 有／無 

廠商裡的專業設計團隊所提供的特

殊圖片 

有／無 

材質的選擇 根據民眾的飲食習慣所製作的設計 有／無 

民眾的既定觀念影響到所採用的紙

便當盒材質 

有／無 

便當盒的特殊外型 依照所包裝的食物特性進行調整 有／無 

為了與市場區隔 有／無 

 此範疇是探討目前市售紙便當盒的外觀設計來源，可以透過分析後得知部分是屬於客戶

特殊設計的圖案，以及工廠本身就有的公版圖案，在外觀的設計部分會因為飲食需求或是為了與

市場區隔而有較為特殊的設計。

  以下是受訪廠商對紙便當盒的設計元素來源的論述：

外包裝的圖樣喔，有時候是公版，有時候是本身他們設計

的，有些廠家自己設計的LOGO。【ac-3】 

就看客戶的，就是說不一樣的需求她會有不一樣的做法。

【bc-1】 

看客人他主要的需求還有厚度嘛【bc-14】 

我們公司原則上不幫客人做行銷的開發，因為大的客人，

因為我們供應星巴克、麥當勞、或是全家這些比較大的客人，

自己都有行銷部門，所以他們都會找像是奧美行銷這些人，讓

外包裝的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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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提案，看他們怎麼去印這些東西，那我們製作，他們設

計完之後我們幫他去印，那我的工作只會跟他們講說變成你設

計的這些東西在我印刷上面是不可行的，你這樣設計我們做不

到，我們會去跟他溝通，或者是說他的設計，因為設計師也要

看著電腦螢幕嘛，但你把它放到實體的印刷上面，可能會跟你

的電腦螢幕上面落差很高【bc-16】 

紙張本身他分很多種不一樣的等級【bc-9】 

有的客人他想要比較高級，那其實對台灣人來講高級就是

白度，就是紙看起來很白【bc-10】 

功能性，就有的紙張是它抗濕的能力比較好，就變成只要

我有油阿或這些東西，他們比較不容易侵入它【bc-12】 

越低階的就是越差，越低階可能就是我印刷表面比較差

【bc-13】 

材質的選擇

因為我們想市場區隔。【ac-8】 

因為那個透氣孔的話，有些那個排毒啦，雞腿剛炸完的時

候，一放下去那個熱氣，就產生嘛，所以留一點氣孔。【ac-12】 

便當盒的特殊

外型

（相關範疇編號：ac-3、ac-8、ac-12、bc-1、bc-9、bc-10、bc-12、bc-13、bc-14、bc-16） 

4-1.3 範疇三：「紙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有極大的關係。」

  「紙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有極大的關係」範疇是由「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以及觀念」、「銷售

範圍的區分」、「成本與投資」以及「市場考量」組成。範疇關係如表 7 所示： 

表 7. 「紙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有極大的關係」範疇關係表 

範疇 次範疇 性質 面向 

紙便當盒的銷

售與市場有極

大的關係 

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以

及觀念 

民眾較常使用上下四格或左右四格

的紙便當盒 

有／無 

習慣造成的既定觀念 是／否 

銷售範圍的區分 販售範圍無特別的區分 有／無 

859



成本與投資 不同形式的便當盒在單價上有所分

別 

有／無 

投入成本的考量 有／無 

市場考量 創造出新的市場 有／無 

目前無市場需求 有／無 

 在紙便當盒與市場的關係中，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觀念，以及對便當盒市場的了解，進而投

入的成本考量，都是廠商較為關注的問題點，也因此要詢問到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時，廠商所做的

回答較其他部分都來的要多。

  以下是受訪廠商對紙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有極大的關係的論述：

一般的話是紙便當，四格的比較多，上下四格左右四格比較

多。【ac-4】 

消費者還是覺得說紙的東西看起來比較環保、比較健康，很

多人還是選擇用紙【bc-4】 

印刷表面要印的比較精美，對，就像這種做禮盒的，印刷表

面印的比較漂亮【bc-11】 

傳統街頭上面的便當店，那他就是因為他的資本也小嘛，你

不管說我工廠說我現在想要換個菜色你要幫我創造新的版

型，所以這就費用很高不太可能，所以大概原則上就跟循舊

的觀念 ，那舊的可能就是一個大的，不然就是有分三格的

四格的，一般四格的大概就是四個小菜，中間肉，那中間飯

然後上面再加一個雞腿，或一些肉放在飯上面，所以就變成

台灣便當店的既定的一個習俗啦【bc-20】 

台灣大家都用這種東西，所以大家就長久以來大家都供應差

不多的產品。【bc-21】 

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以及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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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什麼地區【ac-5】 

這個版面有在銷日本。【ac-14】  

我覺得都差不多，北中南台灣很小，覺得使用上面沒有太大

的差別。【bc-28】 

 

銷售範圍的區分 

 

有時候他裝的便當比較貴，比較高單價。【ac-6】 

高的，成本一定是高的。【ac-7】 

走向跟趨勢很難說，就是說好的產品不一定賣得好，有時候

你叫好不一定叫座，你投資的成本一直在虧也不是辦法，就

很難說，有時候你看也沒有什麼但是賣的就是很好，就很奇

怪，所以廠商也沒有辦法一直在投資，不一定賣得好，一個

模具開發就好幾百萬了，最少也幾十萬。【ac-16】 

主要是看你的產品性啦，假如你今天是要賣個35元的產品，

哪可能就是用個6塊錢的包材，對那假如你的產品是要賣200

塊，你可能就會去用個兩角五的包材？對阿因為消費者看了

就不會買【bc-15】 

這個工廠、這個公司會做所謂的marketing，就是說他會去換

菜單、換菜色，那他原則上就不會用我們外面那種公板的便

當盒，大部分就會用塑膠，因為變成就是它的變化性會比較

高【bc-19】 

  

 

成本與投資 

 

 

 

 

 

 

成本與投資 

 

 

 

 

 

   

就只有那個形狀，沒有什麼可以改的啦，到底了啦。我們台

灣開發這個東西很厲害。【ac-13】 

因為每個人都在找出路，希望他自己的產品賣得好，自助餐

跟外帶都是一樣，希望自己的產品是跟別人不一樣，所以我

們在求新求變，自己去想辦法克服。【a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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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工廠的規格不一定一樣啦，但原則上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bc-18】 

台灣低薪低消費水平，對阿因為這個是關係到今天你的你願

意花多少錢在你的包裝上面，當然國外可以把便當盒做得很

漂亮，用的很厚的紙板阿，去把它用印壓機器，然後旁邊也

可以再有圖案有很多的設計，感覺很應景，質感很好成本，

問題是在台灣可能不可能，因為就沒有這個市場。【bc-24】 

格型的變化原則上還是脫離不了舊的工藝，因為很多人在講

創新嘛，那我講說這個叫做漸進式創新，就我講說原本是五

格，我變六格，三格變兩格，兩大一小變三大兩小，對，這

你還在就得生產範圍裏面，只是做一些調整而已【bc-25】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很不一樣的創新，目前是沒有，對因為我

們覺得台灣的市場最重要的是說你創新出來後，可能要更好

但價格要更低，因為這樣才有辦法符合到普羅大眾的消費

【bc-26】 

我們沒有辦法去發明這個東西，說我今天只賣五百個一千個

可以生存，就很難，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設計的一個主要的

問題啦。對阿，你設計以後你是要能讓市場上面百分之九十

的人接受，如果設計只有5%的市場，這就很難生存了

【bc-27】。 

市場考量

（相關範疇編號：ac-4、ac-5、ac-6、ac-7、ac-13、ac-14、ac-15、ac-16、bc-4、bc-11、bc-15、

bc-18、bc-19、bc-20、bc-21、bc-24、bc-25、bc-26、bc-27、bc-28） 

4-1.4 範疇四：「政策與紙便當盒之關係。」

  「政策與紙便當盒之關係」範疇是由「塑膠食器之限制」和「專利有一定的時限」組成。範

疇關係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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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政策與紙便當盒之關係」範疇關係表 

範疇 次範疇 性質 面向 

政策與紙

便當盒之關係 

塑膠食器之限制 限塑政策的執行 有／無 

餐廳使用便當盒材質的規定 有／無 

專利有一定的時

限 

專利的時間已過，民眾可自由地

使用公版版型 

有／無 

   

在政府實行的政策中，也有與現在紙便當盒普遍使用於市面上，有很大的關係，在這部分受訪者

的回饋有「政府限塑政策的執行」、「餐廳對於便當盒材質的規定」以及因「專利時間已過期，

廠商可以自由使用公版版型」之因素。 

 

  以下是受訪廠商對政策與紙便當盒之關係的論述： 

這個喔，這個有專利阿，因為早期剛好在民國92、93年開

始，改成限塑，限塑以後就開始那個業者，原本是做保麗龍

跟那個PT嘛，政府說不能用，然後我們就改成紙的嘛。【ac-9】 

因為台灣限塑，所以台灣不准使用塑膠的便當盒【bc-22】。 

現在只要有座位式的，然後我在裡面煮了，供應給你，這樣

子的狀況底下，你就一定要用紙的，就是你一定要用可以生

物分解啦不要講紙張，一定要可以生物分解，那因為紙是被

視為可以被生物分解的包裝紙【bc-23】 

 

塑膠食器之限制 

 

之前這個都有專利阿，專利時間都過期了。所以過期就都可

以用。【ac-10】 

 
專利有一定的時限 

（相關範疇編號：c-9、ac-10、bc-22、bc-23） 

 

4-1.5 範疇五：「紙便當盒的特點」 

  「紙便當盒的特點」範疇是由「紙便當盒與塑膠便當盒相互比較的特點」和「民眾對紙便當

盒優點的既定觀念」組成。範疇關係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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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紙便當盒的特點」範疇關係表 

範疇 次範疇 性質 面向 

紙便當盒

的特點 

紙便當盒與塑膠

便當盒相互比較的特

點 

可塑性較低 有／無 

防漏效果不佳 有／無 

民眾對紙便當盒

優點的既定觀念 

紙便當盒再乘載食物上比使用

塑膠便當盒放心 

有／無 

 

  第五個範疇是廠商對於紙便當盒的特點以及與其他材質的便當盒做一個比較，在使用上雖然

可塑性比較低，且在防漏效果上面，相對於塑膠材質的便當盒較為不佳，但在民眾的既定觀念上

則認為紙便當盒相對其他材質來說，安全性的考量印象較佳。 

 

  以下是受訪廠商對紙便當盒的特點的論述： 

塑膠的好處是塑膠的可塑性比較高【bc-3】 

超商，或像便利商店，他們大部分都用塑膠，因為他

需要有防漏的功能【bc-4】 

做紙的一般來講沒有襯邊，所以當我盒子蓋起來的時

候，我還是有可能從旁邊漏掉有的沒有的，他沒有辦

法做到我的食物在裡面，我四面八方都不會漏【bc-5】 

我的紙要分隔，他還是有一些邊邊，他是沒有被塑膠

膜保護，所以她還是會滲出去【bc-6】 

塑膠就是可塑性比較高，然後你可以做到防漏比較好

【bc-7】 

 

紙便當盒與塑膠便當盒相互比

較的特點 

 

因為媒體的炒作，他就回覺得說好像對人體比較不安

全【bc-8】。 

 民眾對紙便當盒優點的既定觀

念 

 

（相關範疇編號：bc-3、bc-4、bc-5、bc-6、bc-7、b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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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將所得的訪談資料整理出的典範模型：

 

 

 

 

 

 

 

 

 

圖 1. 典範模型 

脈絡（contex）

1. 銷售範圍的區分

(1) 販售範圍無特別的區分。

2. 紙便當盒與塑膠便當盒相互比較

的特點

（1） 可塑性較低。

（2） 防漏效果不佳。

現象（phenomenon） 

紙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有極大的關係 

1.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以及觀念

（1）民眾較常使用上下四格或左右四格的

紙便當盒。

（2）習慣造成的既定觀念。

（3）從觀念上去訂製不同形式紙便當盒的

價格。

中介條件（intervening） 

政策與紙便當盒之關係 

1. 塑膠食器之限制

（1） 限塑政策的執行。

（2） 餐廳使用便當盒材質的規定。

2. 專利有一定的時限

（1） 專利的時間已過，民眾可自由地使用公版版型。

因果條件（causal）

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的認知 

1. 對紙便當盒外觀的認知

（1）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格數認知

有所差異。 

行動／互動條件（action／interaction） 

紙便當盒的設計元素來源 

1. 外包裝的圖樣

(1) 便當盒廠商所附的公版圖案。

(2) 廠商裡的專業設計團隊所提供的特殊圖片。

2. 材質的選擇

(1) 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所用的材質。

(2) 民眾的既定觀念影響到所採用的紙便當盒材

質。

3. 便當盒的特殊外型

(1) 依照所包裝的食物特性進行調整。

(2) 為了與市場區隔。

結果（consequences）

1. 因文化的認知影響民眾對於紙便當盒的觀點不同

(1) 認為民眾對於同文化有既定的認知，進而影響到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盒的觀念。

2. 成本與投資

(1) 不同形式的便當盒在單價上有所分別。

(2) 投入成本的考量。

3. 市場考量

(1) 創造出新的市場。

(2) 目前無市場需求。

4. 民眾對紙便當盒優點的既定觀

（1） 紙便當盒再乘載食物上比使用塑膠便當盒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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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便當盒廠商對於現在紙便當盒的市場狀況、消費者對於紙便當

盒的觀念以及在開發便當盒上的認知以及了解，而因為想更清楚瞭解現在便當盒廠商的想法與意

見，因此採用了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而後以扎根理論的分析方式分析，得出了以下幾點結論： 

對不同形式的紙便當會有不同的認知，是因為消費者對於紙便當盒外觀的感覺會有所差異，

而其中有很大的部分是因為在文化上有既定的認知，因此在看到紙便當盒在外觀上的呈現，會因

為既定認知的不同，進而影響到對紙便當盒認知的不同。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紙便當盒，其外觀設計的來源可以從外包裝的圖樣、材質以及外型做個整

理：在外包裝的圖樣取得部分是從工廠本身所提供的公版圖案，另一種則是客戶所提供為企業所

設計過的特殊圖樣，而在上述文獻的資料調查中，29 個紙便當盒中只有 8 個是針對客戶所做的

外觀圖案的呈現，其他的圖案則是套用公版圖，甚至還有部分重複，此訪談的分析結果與筆者在

文獻中所蒐集的樣本分析結果相同：表示有至少三分之二的紙便當盒，其在視覺上呈現的圖案是

較不具特殊性。 

廠商認為便當盒的銷售與市場有很大的關係，也是研究者認為這部分是廠商最關注的，會影

響便當盒的開發是因為消費者的使用習慣以及習慣造成的既定觀念、每種形式紙便當盒的單價與

投入成本的考量、業者評估目前市場是否有所需求以及想要創造新的市場。 

 

5-2 建議 

  本研究在上述結論中有提到，在視覺上紙便當盒所呈現的圖案以公版為主，其公版的圖大多

都只是為了美化，並無實質想要傳達之訊息，且重複性高不具區隔性，這樣的外觀呈現所對消費

者的影響與消費者對其的感官，因人力與經費的不足，無法在本研究中進行研究與探討，期望日

後可以針對此部分進行深度的探討，作為紙便當盒在設計上的一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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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臉部辨識特效相機進行擴增實境操控之研究 

-以無效醫療為例 

邱郁庭** 葛如鈞* 

 

*台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 碩士班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 碩士班學生 

通訊作者：s982535@gmail.com 

摘  要 

傳統網頁傳遞知識多以文字、圖片為主，隨著科技進步與資訊量增加，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混合實

境所帶來的沈浸感提供了網頁新的互動方式。 

本研究實作一個以無效醫療資訊傳遞為例、透過網頁為媒介、輔以臉部辨識擴增實境特效相機之系

統，模擬無效醫療處置下的容貌情形，無效醫療處置以鼻餵管、插氣管為例，容貌呈現以水腫、暗沈、管

線遍佈為例。融合網路、擴增實境，並結合臉部辨識特效相機技術，以 3 位安寧緩和醫療志工為對象，採

用深度訪談法，探討安寧病房志工評估一般民眾進行無效醫療知識學習之成效與介面設計建議。研究結果

歸納出臉部辨識擴增實境特效相機系統作為傳遞資訊之理想的互動方式。 

關鍵詞：無效醫療、擴增實境、臉部辨識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 醫療體系與家屬面對施予疾病末期病人無效醫療之困境 

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醫療資源耗用分析指出臨終病人死亡前三個月，竟負荷較多侵襲性之治療，以

加護病房、急性病床、呼吸治療為醫療資源支出較高的原因，健保財務負擔、醫療資源有限（劉嘉年、

楊銘欽、楊志良，2001）。 

1-1.2 一般大眾得以避免未來落入無效延命醫療無效之處境 

將近半數加護病房患者的家屬於討論到限制無效治療議題時，曾發生與醫療人員有意見上之衝突，

其主要原因之一為認識不全，心態導致資訊不對等，不曉得一般大眾得以事先簽署「預立選擇安寧緩和

醫療意願書」，避免未來落入無效延命醫療無效之處境 (KH, JG, CM, AP, & J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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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擴增實境能使體驗者有身處其境的感覺 

在操作網頁的動作中，可以讓網頁使用者自己感到身處其境的感覺，便可完成從實體經過虛擬介面，

再感受實際環境的虛實整合體驗，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是繼之崛起更成熟的數位科技，

著重在與真實世界的結合，增強真實世界裡的資訊顯示與互動經驗（朱乙仲，2010）。 

1-1.4 擴增實境結合臉部表情辨識對於學習有正面的幫助 

大學生普遍滿意擴增實境結合臉部表情辨識學習系統帶來的幫助（鄭竣中，2017）。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如何使不了解無效醫療之民眾透過網頁提供之資訊切身的了解「無效醫療」？在資

訊充斥的年代，身體健康、且無親密之親友正在接受無效醫療之民眾進入圖文為主的醫療資訊相關網頁

後，如何在短時間內使其深入吸收資訊。本研究實驗對象為安寧療護志工，觀看系統蒐集評估一般社會

大眾對系統之接受度。 

二、文獻探討 

2-1 無效醫療與醫療下之外觀分析 

隨著醫療的進步，臨床上常使用各種急救措施及醫療儀器來治療重症病患（安寧照顧基金會, 2016），

病人本身常有疼痛、水腫、呼吸困難等不適症狀，更遑論加護病房中常引起病患不適之侵入性醫療操作，

包括抽痰、翻身、置放侵入性管路(氣管內管、胸管、鼻胃管、導尿管)、傷口換藥等，使疼痛問題更加嚴

重（李佳欣、鄭婉如、馬瑞菊，2016）且延長死亡的過程。當治療沒有辦法改善病情或預後，是否要繼

續使用無效醫療常使醫療團隊及家屬面臨困難的抉擇（安寧照顧基金會，2016）。 

2-2 安寧緩和醫療與醫療下之外觀分析 

安寧緩和醫療為以紓緩疼痛為主的治療。文獻指出止痛藥物合併非藥物處置，可緩解病人 95%的疼

痛，而非藥物處置包含肌肉按摩、冷熱敷、冥想、分散注意力、肌肉及呼吸放鬆訓練、靈性照顧、芳香

治療等。其中芳香療法又以精油為普遍使用，精油成分內大多具有抗菌、安撫情緒的功能，再透過按摩、

泡澡、吸聞等方式來影響自律神經及內分泌系統的作用，進而增進舒適，藉以緩解疼痛（李佳欣、鄭婉

如、馬瑞菊，2016）。歐美等國安寧療護已推行多年 (GD, 2004)，台灣因過去之文化及風俗民情，較少

病人清楚並選擇安寧緩和照護，近年來因安寧緩和醫療條例之立法及歷次修訂，政府機關及醫療體系也

積極推動安寧療護及 DNR 的預立與註記（安寧照顧基金會，2016）。相較於國外，仍有較高比例重症末

期的癌症病人被施予無效醫療，但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將來仍需持續推動預立 DNR 以減少重症末期病

人之無效醫療（杜明勳，2016）。 

2-3 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是一種整合真實世界與虛擬資訊的擴增環境技術，透過感測器裝置將虛

擬資訊呈現在現實場景中，讓使用者能夠透過真實環境物品的操作與虛擬資訊即時互動，並在實際操作

869



3 

的過程中建構抽象概念知識。因此，擴增實境具備了結合虛擬與真實世界、即時性互動與 3D 定位環境

的特性，讓使用者可在現實世界中透過人體的感官來接收虛擬資訊 (Feiner, 2002)。 

2-4 擴增實境應用於網頁資訊傳遞與吸收

使用擴增實境做為教具可獲致以下獨特的優點：一是可以讓學習者流暢地在虛擬和真實環境下，利

用虛擬物件進行互動學習。二則將衍生出一種新的教學和學習策略，這種學習模式，即使學習者沒有任

何電腦使用經驗也可以進行，此一互動學習稱為有形介面(tangible interface)。其三，它可以讓學習者沈浸

在學習內容中，讓學習不再只是面對靜態的圖片或文字訊息 (Billinghurst, Belcher, Gupta, & Kiyokawa, 

2003)。 

2-5 人臉辨識

人臉辨識系統的發展始於 60 年代。然而 80 年代後隨著計算機技術和光學成像技術的發展成熟，

而真正進入初級的應用階段是在 90 年代後期，並且以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技術實現為主：人臉辨識系

統集成了人工智慧、機器識別、機器學習、模型理論、專家系統、影片圖像處理等多種專業技術，同時

須結合中間值處理的理論與實現。臉部辨識技術原理在於利用攝影機擷取臉部的外型與五官的輪廓、間

距、位置、大小等特徵，並將這些特徵轉換成數位化資料儲存，將欲比對的臉部特徵與這些資料進行比

對（李來春、曹筱萌、陳圳卿，2018）。 

2-6 人臉辨識擴增實境特效相機

作者蒐集人臉辨識擴增實境特效相機工具如下： 

• FB AR studio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products/ar-studio): 為由 Facebook所開發維

護之 GUI 介面，優點為好上手，缺點為目前僅限 Facebook Messenger platform 使用。模擬示

意圖以及編輯器畫面如圖 1。

(a) (b)

圖 1. FB AR studio：(a) 模擬圖； (b) 編輯器。

• tracking.js (https://trackingjs.com/)：javascript 語言開發，優點為方便嵌入網頁，缺點為參

數需調整研究，上手不易。模擬示意圖如圖 2。

• Vuforia & openCV (https://www.vuforia.com/、https://opencv.org/)：支援 unity與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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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言開發，優點為較 FB AR studio 方便嵌入網頁，缺點為參數需調整研究，上手不易。模

擬示意圖如圖 2。 

經過比較之後，本研究採用 tracking.js 開發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相機，嵌入網頁中。 

(a) (b) 

圖 2. framework：(a) tracking.js； (b) Vuforia & openCV。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邀請了 3 位受測者進行場景的互動體驗測試，受測者取樣樣本為兩位資深手機版網頁介面設

計師，一位資深安寧病房志工，以下為三位受訪對象的基本資料： 

表 1. 受測者基本資料 (作者自行整理) 

代號 性別 職業 經歷 

Ａ 女 安寧緩和醫療推廣

人員 

十五年的推廣經驗 

Ｂ 女 資深安寧病房志工 十年的志工經驗 

Ｃ 女 安寧療護諮詢志工 五年的志工經驗 

3-2 研究流程 

本研究設計一個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網站 prototype，融合網路、擴增實境，並結合臉部辨識

特效相機技術，以安寧緩和醫療志工為對象，採用深度訪談法，探討安寧病房志工評估一般民眾進行無

效醫療知識學習之成效。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自製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相機網頁、受測者問卷。自製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相機

網頁小節介紹網頁環境與架構與介面設計。受測者問卷小節則包含前、後測使用之無效醫療知識量測問

卷，以及 SUS 系統易用性問卷。 

871



5 

3-4.1 自製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輔助網頁

(a) (b)

圖 3. 自製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輔助網頁：(a) 模擬圖； (b) 架構示意圖。 

1. 實驗網頁環境與架構：軟體的部分，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在模擬圖中使用 photoshop，

在網站中使用 tracking.js。 

2. 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特效設計：無效醫療樣貌以侵襲式治療為主之呼吸器治療與插管，

因插管而導致之臉部水腫、暗沈為特效表現（李佳欣、鄭婉如、馬瑞菊，2016）。 

3. 網頁資訊內容：無效醫療知識呈現如下。

（1） 臨終無效醫療主要發生之場所是加護病房（天下雜誌、參玖參公民平台，2014）。

（2）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推動之生命倫理與醫療人權項目，與無效醫療相關的包括：規範違反

病人意願的措施、保障法定失能的病人、保障獲得尊嚴的權利（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2015）。

（3） 面對無法救治、心跳停止的病人，不實施 CPR（心肺復甦術，包含壓胸和電擊），並非

放棄治療，實屬讓病人自然的去世（安寧照顧會訊編輯部，2016）（立法院，2014）。

（4） 台灣於 2015 年底三讀通過的《病人自主權利法》，能確保民眾「發生某種狀況時，我

想要善終、不想接受無效治療」的拒絕無效醫療的權利，貫徹民眾的預立醫療決定（安

寧照顧會訊編輯部，2016）（立法院，2014）。

（5） 台灣於 2015 年底三讀通過的《病人自主權利法》，能確保醫師在不違反刑法第 275 條

醫師在該救、能救而不救之規定下，合法執行民眾之「發生某種狀況時，我想要善終、

不想接受無效治療」的拒絕無效醫療的權利，貫徹民眾的預立醫療決定（鄒琪、楊士範、

圖文不符，2015）（立法院，2014）。

（6） 台灣《病人自主權利法》民眾只需年滿 20 歲、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即可預立醫療決

定（安寧照顧會訊編輯部，2016）（立法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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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灣《病人自主權利法》探討無效醫療時，對象包括末期病人、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態者、

永久植物人狀態者、極重度失智者等（安寧照顧會訊編輯部，2016）（立法院，2014）。

（8） 台灣《病人自主權利法》明定末期、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態、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

智等類別病人，有權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全部或

一部。但，仍須經由兩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

照會，確定病人已經符合執行預立醫療決定之臨床條件，才能賦予病人拒絕權利以及賦

予醫師合法執行民眾意願權利（安寧照顧會訊編輯部，2016）（立法院，2014）。

3-4.2 深度訪談

1. 訪談流程：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搭配半結構訪談方式進行。事前搜集資料並擬

好題目，約訪幾位受訪者，個別進行 45 分鐘現場及詳盡的訪談，訪談時目的是發掘受訪者對於

特定想法的深入觀點，訪問者保持客觀及隨機應變，根據受訪者不同的專業與背景調整訪談的

內容，避免題意不清、引導式的追問，並採用錄音的方式做紀錄。深度訪談完後整理逐字稿，接

著循著紮根理論建立初步設計理論（萬文隆，2004）。

  表 2. 訪問流程 (作者自行整理) 

訪談階段 a 時間 a 內容 目的 

第一階段 10 分鐘 
訪問者與受訪者自我介紹，說明本研究訪

談之目的、交代訪談之流程、認識實驗環

境以及教學操作實驗系統。 

確保受訪者了解訪談流目的

與流程。了解受訪者的背景，

以在第二階段能彈性調整訪

談內容。並取得受訪者信任。 

第二階段 20 分鐘 
對受訪者進行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相機的

操作心得訪談，了解使用者的感受，以及

不同的操作變項會產生何種影響。 

了解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相機

的介面設計，物件位置的擺設

等變項，對於操作及知識吸收

會產生何種影響，並期望從使

用者的反應中找出最適合擴

增實境臉部辨識相機的操作

設計。 

第三階段 15 分鐘 
訪問受訪者在操作過擴增實境臉部辨識

特效相機後的感想與建議，並討論該如何

設計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相機界面以提升

資訊傳遞。 

藉由受訪者的操作回饋，來協

助思考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相

機介面在操作虛擬物件時該

如何設計，以及混合實境未來

的運用方向。 

a （施瑞霖、龍祈澔，2017）。 

2. 訪談題目：

（1） 請問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介面是否會對閱讀網頁帶來負擔抑

或是輔助理解網頁文字資訊？

（2） 請問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介面嵌入閱讀網頁和網頁文字資訊

之相對位置與大小有無調整之建議？

（3） 請問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介面嵌入閱讀網頁和網頁文字資訊

之網頁路線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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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受訪者為安寧緩和醫療推廣相關從業人員，以下訪談結果將分別陳述每位受訪者的操作心

得，再統一彙整各受訪者的操作偏好。 

4-1 受訪對象 A 

受訪對象 A，為安寧緩和醫療推廣人員，有將近十五年的推廣經驗，推廣方式為演講與舉辦工作坊。

在受訪的過程中，受訪者表示在推廣安寧緩和醫療的時候，通常會以無效醫療的知識切入，藉由投影片

圖文並茂的介紹、別人的影片、別人經歷無效醫療的故事，讓無效醫療帶給的別人的痛苦與閱讀者建立

連結。 

網頁嵌入相機介面的部分，受訪者 A 認為，一般閱讀無效醫療網頁資訊時，通常都是圖文並茂地陳

述現象、別人的故事或是法規，如何和讀者建立連結是一課題，所以若能搭配無效醫療特效相機畫面，

或許能更快讓讀者進入狀況，理解網頁想傳達的無效醫療資訊。 

據受訪者 A 表示，特效相機在年輕民眾間甚為流行，推廣無效醫療資訊時，接觸的年齡層應該能下

降。 

4-2 受訪對象 B 

受訪對象 B，為資深安寧病房志工，在安寧病房服務的時間持續十年，值班時間，固定會做的是播

放音樂，環境、資料整理、清潔洗澡機和沐浴間、洗晾浴巾手套、探視病人、家屬、幫病人搓身體污垢、

吹頭髮、穿尿布，回應、撫慰、擁抱、支持，為病人擦汗、擦痰、推輪椅帶他們到花園曬太陽、買水果、

準備餐點、聽病人回憶悲喜往事、聽家屬訴說無助或悲傷、幫病人翻身、墊腳、擺好舒服的姿勢、寫訪

視報告等等。一般末期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數約兩星期。該員雖然沒有直接與無效治療之病人互動，但之

前接受安寧志工訓練時也對無效醫療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此受訪者之前在了解無效醫療時，透過別人的故事去了解，雖然沒有親身推廣過無效醫療與安寧醫

療的知識，所以此受訪者的體驗心得比較偏向網頁讀者的角度來看整套系統，例如特效相機框不應該擋

到文字資訊、特效相機匡可固定在網頁同一個位置，讓讀者一直是以接受無效醫療之患者視角來閱讀文

章等，由這次訪談，可以站在更偏向讀者角度的立場，來評論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的應用。 

4-3 受訪對象 C 

受訪對象 C，為安寧療護諮詢志工，擔任志工的時間持續 5 年，值班時間的任務為接電話回答諮詢

者的問題。回答問題的過程中若需要資料，資料從網站上找。常在網站上查找資料的他對於安寧資訊網

站上沒有見過的無效醫療特效相機體驗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受訪者 C 提出此系統的缺點，由於涉及相機時隱私的問題、以及對於完全沒接觸過的人來說會太刺

激，因此建議特效相機匡在網頁上不宜太大，還是以文字為主、相機匡為輔。大約為網站邊框寬度比例

的 1/5。最好能在網頁載入前提供警示。並且因為此設計不常見，可以規劃網站動線，讓使用者連進來以

前，就知道有相機這一亮點。另外因為體驗目的不明，在連進來以後，可以在網站內容中穿插與安寧療

護相關的知識，其後才能讓民眾順利意識到安寧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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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在歸納三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之後，得到網頁中嵌入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匡之體驗意見，其

中包括目標族群、介面設計、動線規劃等不同層面對於閱讀網頁接收資訊的建議，內容分述如下：  

1. 對於年輕民眾能透過常見之特效相機框幫助理解網頁中想傳遞之無效醫療知識文字。特效相機

框不宜過大，以不干擾網頁文字閱讀為主。

2. 以手機來說，放置於視窗右下角，寬度為網站比例之 1/3。主要是不遮擋到網頁主要文字區，又

能看得清楚相機想呈現之物。

3. 相機涉及隱私與刺激性，最好能在網頁載入前提供警示。並且因為此設計不常見，可以規劃網

站動線，讓使用者連進來以前，就知道有相機這一亮點。另外因為體驗目的不明，在連進來以

後，可以在網站內容中穿插與安寧療護相關的知識，其後才能讓民眾順利意識到安寧療護。

五、結論與建議 

在本篇研究中，我們使用擴增實境臉部辨識特效相機匡嵌入網頁當作媒介，為了傳遞網頁文字資訊，

提出幾項特效相機框之通用設計原則： 

1. 特效相機框大小為手機寬度 1/3 之長寬比 2:1 之大小。

2. 放置網頁右下角為主。

3. 載入前提供隱私權與不舒服之警示。

擴增實境被廣泛應用在各個領域，特效相機框也越來越常見，如何將特效相機框更加幫入網頁文字

傳遞是一項可以持續探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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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走道空間規劃問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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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夜市為台灣極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色，帶來了巨大的觀光效益，然而本身仍具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去

探討並改進。本研究將著重於利用擁擠理論來探討夜市走道空間，並將透過文獻探討來訂定研究限制與

研究方法，將研究目標鎖定在中部三個規模相當的流動夜市，利用田野訪查來繪製夜市的攤販空間圖，

進一步來將夜市空間分作四區：小吃類、主食類、服飾雜貨類及遊戲類，再來於夜市的各區量測走道寬

度並於其出入口處統計人潮以及發放問卷，來探索人們於遊逛時夜市中的擁擠感知。 

研究結果發現，而整體而言人潮介於 10-15(每分鐘經過人數/路寬)時，遊客感知熱鬧的程度大於感知

擁擠的程度，同時有著正向的情緒。再來人口密度由高至低依序為小吃區、主食區、服飾雜貨區及遊戲

區。期許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更多人潮時的情況進行研究，以建構出夜市空間走道寬度的合適模型。 

關鍵詞：夜市、走道規劃、擁擠感知、密度強化理論 

一、前言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夜市意指在夜間進行買賣的市集，常於亞洲國家所見，其中於台灣更為普遍。在夜市，人們不僅僅

能快速填飽肚子、買齊生活所的各類日用品，同時還能遊玩各類遊樂設施來抒發生活壓力，我們可以透

過夜市來觀察台灣人民的民俗文化與消費習慣等種種面貌。 

夜市除了能滿足人民需求之外，同時也是臺灣最有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之一，讓國外旅客可以迅速瞭

解並感受台灣的風土民情。根據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的資料所示，來台的旅客前往夜市的人次從 2003

年的 49 人(每百人)至 2016 年的 84 人(每百人)，有著明顯的成長，此數據也證明夜市確實是對國外旅客

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如何增強消費者逛夜市的正面情緒並降低其負面情緒，藉此吸引更多遊客並提升

其遊逛體驗，為值得嘗試的研究方向。 

1-2 研究目的

過去對於夜市的研究多關於滿意度、經營模式、購買意願、知覺價值與擁擠感知等面向，然而鮮少

研究者針對夜市人潮擁擠情形去進行擁擠感知之研究，去探討消費者在面對不同量的人潮時的情緒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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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擁擠感往往對人產生壓力，然而根據 Freedman 密度強度理論，在特定的情境中，其他人的存在

是一種刺激，而高強度則強化了這種刺激，倘若人潮較少反而顯得冷清。而本研究將研究走道寬度與人

潮密度，對於消費者是否產生擁擠感知，以及冷清與熱鬧的感知差異。 

二、文獻探討 

2-1夜市分類

夜市是由無數的攤販群聚而成，其主要成因包括人文、市場、交通、政策及集體意識等種種因素。

Bahrami & Evans(1995)認為群聚是因為是一種以地理接近性所產生的地區性合作，透過群聚效應能使群

聚內成員可以共享所需之生存資源，進而共同分擔基礎設施之成本。賴鈺晶(1998)的研究發現，夜市群

聚的成因與群聚區位及消長有關。 

陳華如(2006)指出，夜市按照起源的不同，目前台灣夜市分類的主要可分作四種：(1) 歷史文化型：

此類型的夜市多以歷史悠久的廟宇為核心向外延伸，往往由於腹地大，因此攤位數眾多，多為大型夜市、

(2) 市政建設型：此類型的夜市源於政府的都市計劃或市政建設，而為了因應居民的民生需求而自然繁

衍成夜市、(3) 學校商圈型：此類型的夜市源起於附近著名之大學院校或著名之商圈，主要位於交通轉

運要道、商品集散地、或是大量學生聚集之處，因為人潮眾多而吸引攤販漸漸聚集，以及(4) 流動夜市：

此類型夜市多為在市區空地或市郊營業，僅於特定日期營業，商家全為攤販形態，傍晚時到達場地，午

夜過即後全部撤除。而本研究選擇台灣為數最多的流動夜市做為研究場域。 

2-2夜市攤販分類

根據公共電視《Yes！台灣夜市 創意新世界》節目採訪夜市管理員之結果，目前流動夜市，多以小

吃區、服飾雜貨區、遊戲區及主食區，去進行各區塊的規劃。本研究依據攤販的性質，將攤販分作六類：

(1) 小吃類：提供各類方便帶著食用的小吃，但並不提供內用服務之攤販、(2) 主食類：除了提供可外帶

的主食之外，並提供座位讓消費者內用之攤販、(3) 服飾類：販賣各類衣物與飾品，如：童裝、時裝、

髮飾、鞋子與棉被等攤販、(4) 雜貨類：販賣五金、雜貨、日常用品，甚至是科技產品等物品之攤販、(5) 

遊戲類：經營一些簡單遊戲，如：打彈珠、射飛鏢、撈金魚、夾娃娃機或投籃機等攤販，以及(6) 其他

類：如砂畫、按摩或占卜等服務。而空間規劃有其規則，如：服飾區多遠離小吃主食區，以避免衣物染

上油煙；遊戲區多緊鄰主食區，以供等待外帶主食者排遣，與入口處多擺設小吃攤販，方便遊客於進入

時或外帶時購買，等區塊擺設規則。本研究將評估遊客於不同類區域時是否具有不同的情緒感受。 

2-3動線研究

夜市本身的環境因子、區域規劃與動線安排，往往對遊客造成遊逛體驗的影響，許雄傑(2006)探討

物理環境因子對於運動用品零售店的影響，其研究指出溫度、燈光及聲音大小對於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

間之關係有顯著干擾效果存在。而本研究著重於夜市走道的寬度對消費者之影響，金毓傑(2011)的研究

指出，雙排攤販型式走道至少 240cm，以供消費者有舒適的遊逛體驗。本研究將探討走道寬度與遊客情

緒感受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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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擁擠感知 

出口敦、南博文(2000)研究指出，於不同的空間環境中，人口密度的不同會造成人們心理有不同的

感受，另外在不同的空間中，人們對擁擠感受的接受程度不同，如於住宅中人們比較偏好低密度的空間，

但於購物空間上則是偏愛較高密度的情形。然而假若人們處在高密度空間環境中的時間過長，會逐漸產

生負面的情緒。 

即使擁擠感往往會令人產生負面情緒，然而根據 Freedman(1975)密度強度理論，指出密度為一中性

的概念，而密度的不同會改變人們心中既存的正面與負面情緒，在特定的情境中，其他人的存在是一種

刺激，而高強度則強化了這種刺激，倘若人潮較少反而顯得冷清。而本研究將研究走道寬度與人潮密度，

是否會造成遊客對於擁擠與否及熱鬧冷清的感知差異。 

 

圖 1.  密度對於人類情緒的影響圖(出口 敦、南 博文，2000) 

陳維茹(2017)指出廣場型夜市擁擠知覺對情緒體驗有達負向顯著影響；擁擠知覺對重遊意願無顯著

影響；情緒體驗對滿意度有達正向顯著影響。萬凱寧(2014)指出其擁擠知覺會負向影響滿意度的假說不

成立。本研究推測於夜市場域宜使用 Freedman(1975)的密度強度理論，進一步分析人口密度對於遊客正

面與負面情緒感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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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選擇台灣最為普遍的流動夜市進行研究，並且鎖定占地大小、攤販區塊與動線規則皆相近之

夜市，最後經過實地調查後，選擇大雅雅潭夜市、靜宜夜市與龍井自強夜市三者屬性相近之夜市做為研

究目標，最後將探討人潮密度對於遊客情緒的影響。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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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攤販空間圖繪製 

本研究個別於十二月十八號、十二月二十二號及一月七號之晚間七點半至九點半，進行大雅雅潭夜

市、靜宜夜市與龍井自強夜市的攤販空間圖繪製，並個別依照攤販屬性去分類走道類型，而此攤販空間

圖將做為發放問卷地點之依據。 

3-3資料收集與發放問卷 

本研究個別於一月八號、一月五號及一月七號之晚間七點半至九點半，於大雅雅潭夜市、靜宜夜市

與龍井自強夜市量測小吃區、服飾雜貨區、遊戲區及主食區走道之寬度；於各區入口處紀錄各走道每分

鐘人潮流量；隨後於各區發放問卷 4 份，3個夜市總共 48 份。問卷內容包含訪問遊客基本資料，以及利

用李克特七級量表評估其逛夜市過程中的心理感受。 

3-4 結果分析 

本研究將根據 Freedman 密度強度理論的概念進行結果分析。將所收集到之夜市基本資料及問卷結果

進行密度對於人類情緒的影響圖之計算與繪製，分作：(1)同一夜市中各區的比較、(2)總體的比較。 

 

四、實驗結果 

4-1 夜市攤販分佈圖 

圖中黃色色塊代表小吃類攤販、橘色為主食類攤販、藍色為服飾類攤販、深灰色為雜貨類攤販、綠

色為遊戲類攤販、紫色為其他類攤販，而黑色小方格代表座位。 

 

圖 3. 大雅雅潭夜市攤販空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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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靜宜夜市攤販空間圖 

 

圖 5. 龍井自強夜市攤販空間圖 

依照攤販空間圖的結果，可大致將夜市分作四個區塊，分別為：小吃區、服飾雜貨區、遊戲區與主

食區，而本研究於此四區出入口處統計人潮並發放問卷。 

4-2 夜市基本資料 

大雅雅潭夜市、靜宜夜市及龍井自強夜市的各區走道寬度與人數統計如下表： 

表 1. 各夜市走道寬度與人數統計表 

夜市別 區域別 
走道寬度 

(m) 

人數統計 

(人數/每分鐘) 

人潮 

(每分鐘經過人數/路寬) 

   
時間 T1 T2 T3 平均 

 

大雅雅潭夜市 

小吃區走道 2.54 20:09 35 33 31 33 13.0 

服飾雜貨區走道 3.00 20:19 28 15 38 27 9.0 

遊戲區走道 3.97 20:24 14 19 15 16 4.0 

主食區走道 2.28 20:33 29 28 28 28.3 12.43 

靜宜夜市 

小吃區走道 2.85 19:30 40 40 57 45.7 16.0 

服飾雜貨區走道 2.77 19:35 20 27 26 24.3 8.8 

遊戲區走道 2.87 19:39 14 20 25 19.7 6.8 

主食區走道 2.97 19:42 20 33 38 30.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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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井自強夜市 

小吃區走道 3.24 19:53 23 47 48 39.3 12.1 

服飾雜貨區走道 3.32 19:59 33 43 23 33 9.9 

遊戲區走道 2.70 20:07 33 52 37 40.7 15.0 

主食區走道 2.70 20:07 33 52 37 40.7 15.0 

4-3 問卷結果

整體受試者相關資料與其心理感受如下表所示： 

表 2. 受試者相關資料 

性別 
男：35%(17人) 

女：65%(31人) 
逛夜市頻率 

1周1次以上：16%(8人) 

1周1次：44%(21人) 

1個月1-2次：27%(13人) 

1個月1次以下：13%(6人) 

年齡 

18歲以下：10%(5人) 

18~25歲：44%(21人) 

26~30歲：17%(8人) 

31~40歲：21%(10人) 

41~50歲：8%(4人) 

51~60歲：0%(0人) 

60歲以上：0%(0人) 

同伴 

自己前往：6%(3人) 

家人：44%(21人) 

伴侶：4%(2人) 

朋友：46%(22人) 

共計48份，回收率100% 

表 3. 受試者心理感受資料 

夜市別 區域別 擁擠程度 熱鬧程度 

大雅雅潭夜市 

小吃區走道 4.25 5.25 

服飾雜貨區走道 2.75 2.75 

遊戲區走道 4.25 3.75 

主食區走道 3.5 4 

靜宜夜市 小吃區走道 3.75 3.75 

服飾雜貨區走道 2.75 3.5 

遊戲區走道 2.25 3.5 

主食區走道 3.25 3.68 

龍井自強夜市 

小吃區走道 4 5 

服飾雜貨區走道 4.5 4.5 

遊戲區走道 4.5 5.5 

主食區走道 4.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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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結果分析

由於出口敦、南博文(2000)研究中並未詳細描述環境中人口密度對於心理感受之影響，因此本實驗

依據其理論圖去計算並繪製表格。各夜市的密度對於心理感受之影響結果如下圖 6，可以發現於各夜市

中，遊客感知熱鬧的程度皆較擁擠為高， 

圖 6. 各夜市密度對於心理感受影響圖 

而將總體進行比較，可發現於人潮小於 15(每分鐘經過人數/路寬)時，熱鬧的正面感知皆高於擁擠的

負面感知。 

圖 7. 整體夜市密度對於心理感受影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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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繪製大雅雅潭夜市、靜宜夜市及龍井自強夜市的攤販空間圖，證實了公共電視《Yes！台

灣夜市 創意新世界》節目之描述，服飾區多遠離小吃主食區，以避免衣物染上油煙；遊戲區多緊鄰主食

區，以供等待外帶主食者排遣，與入口處多擺設小吃攤販，方便消費者於進入時或外帶時購買。 

研究結果發現大雅雅潭夜市及靜宜夜市各區域的人口密度由高至低依序為小吃區、主食區、服飾雜

貨區，最後才是遊戲區，而龍井自強夜市因為空間規劃的關係，才有所不同；而整體而言人潮介於 10-15(每

分鐘經過人數/路寬)時，遊客感知熱鬧的程度大於感知擁擠的程度，同時有著正向的情緒。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增加樣本數，以增加實驗的準確性；針對單一夜市的不同區域發放更多問卷，

以便找出不同區域是否對於消費者的擁擠感知產生影響；同時針對更多人潮時的情況進行研究，以建構

出夜市空間走道寬度的合適模型。而預期此實驗結果亦可運用於一般市集、博覽會等活動。 

參考文獻 

1. Bahrami,H.& Evans,S.(1995).Flexible Recycling and High-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7(1): 62-89.

2. 出口 敦、南 博文(2000)。亞洲的高密度環境研究，亞洲都市研究報告。

3. Freedman,J.L. (1975).Crowding and behavior. New York:Viking Press.

4. 賴鈺晶(1998)。台灣夜間市集研究-群聚管理觀點，親民學報，2，p11-24。

5. 陳華如(2005)。夜市屬性對環境知覺之影響-以士林、臨江街、師大夜市為例。私立世新大學。

6. 許雄傑(2006)。運動用品零售店之氛圍因素對服務品質、顧客滿意與行為意圖間影響之探討。行銷

評論冬季號，第 3卷，第 4期，P473-496。

7. 金毓傑(2011)。商場走道空間使用者滿意度分析。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8. 陳維茹(2017)。夜市目的地意象、擁擠知覺、情緒體驗、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探討-不同空間類型夜

市之比較。國立中興大學。

9. 萬凱寧(2014)。以環境因素與遊客因素探討 士林夜市遊客的擁擠知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885



  

 

採礦產業聚落規劃設計策略探討─ 

以新北市歷史建築猴硐瑞三礦業遺址發展為例 
柯一青*+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博士學程研究生 

+通訊作者: kegreen@seed.net.tw 

 

摘  要 

臺灣過去有許多地區以採礦作為主要經濟活動，並產生採礦聚落，採礦活動停止後許多聚落並未消

失，仍以當時採礦聚落生活型態為主繼續存在著。猴硐的瑞三礦業公司礦區位於基隆河上游西岸的南北

狹窄溪谷中，全盛時期為臺灣最大的產煤場所，品質更為全國之冠，具備採礦產業聚落之代表性。猴硐

地區目前所擁有的官方文化資產有神社鳥居、舊宜蘭線隧道群、介壽橋紀念碑及選煤場等歷史建築。但

猴硐本身產業空間、政治空間、宗教空間、公眾空間及住宅空間等，其實都具有其時代的意義。本文以

採礦地域聚落發展為主要探討目標，調查相關史料與現場探勘及訪談確認，以猴硐礦區發展歷史形成的

相關空間與環境變化，以生活空間角度重新確認在地性特色。繼而針對採礦產業聚落之發展給予建議。 

關鍵詞：文化資產、歷史建物、政治空間、宗教空間、公眾空間 

 

一、前言 

1-1 背景 

在 1960 年初期，猴硐從一個平凡的山區聚落，成為臺灣最大產量的採煤礦場。礦工的豐沃薪資吸引

了許多外地人來工作，採礦者有相同職業及生命共同體信念，加上承攬礦業開採者特殊的政商關係，成

為一種新的聚落型態，此時猴硐地區人口遽增。但在經歷幾次嚴重的礦場災變、礦脈漸漸短缺及環保意

識抬頭等因素，礦業終於停止開採，原本屬於這裡的各種產業也逐漸外移，剩下的只有猴硐原有的寧靜。 

近年來由於觀光旅遊的盛行的興起，吸引許多民眾前往猴硐觀光，雖帶給猴硐地區帶來頗大的商機，

但亦對整體生活品質與過去礦業生活環境帶衝擊。九份即為一個令人省思的例子，電影帶來的效應使地

方過度繁榮化及都市化，使這個地區漸漸失去了環境的原貌。 

然而如何維護聚落原有的自然與礦業文化資產，規劃使礦區生活文化特質再現，達到維護環境並使

礦區聚落生活重現的目的，實為一大課題，值得檢討與研究。故本文將 2000 年以來陸續蒐集文獻及訪談

之相關資料彙集，提供後續讀者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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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脈絡 

2-1 日治時期 

猴硐古稱猴洞，為有猴子居住的洞穴，日治時期日人開始採礦，礦場忌水，故變成出產礦石的硐字(安

倍明義，1987)，另有一說猴硐就是 hoton(噶瑪蘭語)，就是猴子的意思 。1962 年因政府認為猴字不雅，

將猴硐的猴字改為侯爵的侯。在歷經西班牙、荷蘭及清領等時期，均為近海口、海底港或溪河水口煤層

露頭的小規模土法開採，直到日治時期才深入山區，進行機械化規模較大的開採(李玉芬，1989)。猴硐

在清朝就存在粗坑口及九芎橋等地名，戰後向內發展延伸到內坑的美援厝及五座寮等地方，本文將由日

治時期開始探討此區域之發展。日治初期是以扶植臺灣自給自足為目標，故 1896 年頒布的臺灣礦業規

則，第二條即明訂經由礦業只限於日本國民為之，後期才漸漸有臺灣人民加入礦業的經營(盛清沂，

1983)。最先經營礦業則是 1912 年資本家顏雲年與日人木村久太郎合資成立「久年二坑」，並在九芎橋、

猴硐地區進行煤礦的挖掘工作。日治時期的金礦鉅子顏雲年的「瑞芳炭山」及與日本人木村久太郎合資

的「久年二坑」， 最後合併為「基隆炭礦株式會社瑞芳三坑」，這也是瑞三這個名稱的由來。而瑞芳李

家則被認為是依附國民黨政權，後續將探討瑞三礦業興起的原由。 

1911 年時猴硐坑開始開採，而橫跨於基隆河的鐵橋，為 1920 年春季日人為配合火車通車，方便運

煤而興建，由三分仔機車頭牽引運煤臺車，將煤送到選煤廠進行選煤及整煤，也是提供民眾做進出猴硐

火車站的通路。而現在的運煤大橋，是 1965 年瑞三礦業以鋼筋混凝土重新興建，命名為「瑞三大橋」。

瑞三礦業的創辦人李建興 1916 年進入王寶勝經營的福興碳礦擔任書記。1918 年日商三井公司成立基隆

炭礦株式會社，收購小礦予以大加建設成臺灣全島之首礦。李氏充當包商承包工作，一面擴展包商業務。

1930 年李建興在瑞芳街成立義芳商行，1934 年創立瑞三礦業公司，承包三井在猴硐的礦場。臺灣的煤產

蘊藏量深而煤層薄，猴硐的礦區煤層在 0.25 到 0.7 公尺左右，分為上下兩層，下層煤厚度則在 0.3 到 0.5

公尺左右。其實李氏承包時本層早已採盡，只好在開採下層(猴硐坑)，但煤的品質不佳，直到聘請千千

和壽設計新的千千和式選煤機，成功改善品質的問題(新坑)(周章淋，2009)。日治時期猴硐礦區約佔全國

七分之一產量，全盛時期從礦職工達到二千餘人。 

2-2 戰後的改變 

1944 年日本以謀反罪名將李氏及其家族約 500 多人逮捕，最後 300 多人死於監獄，也就是瑞芳五二

七思想事件。但正因遭逢如此之變故，使李氏發覺與執政者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戰後，日人退出「臺

灣炭業組合」，臺灣本土礦業鉅子顏雲年的長子顏欽賢被推舉為組合長，改名為「臺灣省煤礦公會」。

之後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工礦處煤業監理委員會」，對於日營或日臺合營的煤礦，進行監理及輔導工作。

除了派員監理臺陽礦業，更接收「臺灣石炭統制會社」，將之改組為「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而關

於日治時期即存在的瑞三礦業部分，1945 年李氏重獲自由，也因此了解礦業經營管理與當權者的微妙關

係。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前往大陸覲見蔣介石(李建興，1983)，1945 年李氏任官派瑞芳街長，同時買

下猴硐所有礦權和設備，開啟政商合一猴硐瑞三王國。1960 年煤仍佔臺灣能源總需求之百分之六十，，

但政府隨後開放石油進口後，煤業則受到影響，政府則不再鼓勵採礦。但 1973 年全球爆發能源危機。此

時政府只能再開辦礦主低利貸款，鼓勵礦業繼續開採。但因此時臺灣礦業資源已竭，開採量早已不敷使

用，最後政府只能開放外煤進口，政府開始鼓勵礦主儘早結束開採，政府將給予 80%的補助， 1976 年

之前，礦業的就業人口比率大於製造業，但在 1976 到 1981 年之間，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比率便超過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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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增加。猴硐瑞三礦業則於 1980 年爆發勞資糾紛，瑞三宣布結束所有礦場，並資遣礦區的 1600 名

左右之員工，此時瑞三礦業對猴硐投資與開發也正式畫下句點 。

三、地方與環境

猴硐受地形地勢所阻礙，三面環山基隆河從中而過，礦業活動使其在山谷中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聚

落，今日的猴硐在形式上是將猴硐與三貂嶺兩聚落合併，所轄的四個里為弓橋里、猴硐里、光復里與碩

仁里，但對當地居民來說，只有弓橋里、猴硐里及光復里才是真正「猴硐」的範圍，也是礦業所影響到

的範圍，而弓橋里則為大小粗坑金礦開採及煤礦開採所形成的聚落，故本文研究的範圍並不包括碩仁里

等與礦業較無關聯性的範圍。現今猴硐建築物的構築材料約為石材、木構造、磚瓦、混合建築及鋼筋水

泥等。石材並非指現今所稱之大理石或花崗石，而是在山岩中或基隆河中之石塊，猴硐地區較早的建築

物大多屬此類建物。木造則多為採礦時搭建的暫時性建築，部分屋舍呈介字形兩落水，並呈 30 度傾斜，

因當地的多雨量，建物會覆蓋多層黑油紙，與過去九份地區建物以油毛氈外加柏油的形式相同。由於礦

業會帶給礦民極大的不安定感，居民在建物興建或廟宇興建都會考量風水，大部分民宅都會選在真穴上。 

3-1 礦場主要空間配置

猴硐在煤礦上尚未開採前只有劉、呂、簡、楊、倪五姓人家居住，屬於散村的狀態，並未有完整的

聚落型態，僅有九芎橋、三爪子、蛇仔形、苧仔潭、柴寮子等地名(陳章桂、周章淋，1989)，這是猴硐

初期以小型農業所呈現出來的樣貌。直到日治時期礦業有計畫的開採，因礦業所產生了移居現象，先是

集中在大粗坑挖掘金礦，1970 年金礦採盡後就遷移到粗坑口定居，所以粗口的居民多為淘金轉為採煤的

住戶。所以猴硐因礦業最早發展區域為粗坑口及九芎橋等地，由外向內發展，現今粗坑口以內的區域則

多為瑞三礦業開始發展後所開發。瑞三礦業於 1960 至 1980 年的發展盛況與其政經關係，即使 1960 年代

發生過近百人傷亡的礦災，亦不影響猴硐礦業的發展。猴硐也因此由過去僅有十餘人的散村，轉變成人

口近 7000 人的大聚落。全盛時期除了少數的地主及供應民生的商家，其他都為與瑞三礦業有關的住屋或

建築。戰後的猴硐在政治與經濟串連後，經濟資本家轉變為瑞芳鎮長，猴硐成為採礦旅人的新故鄉聚落

型態儼然成型，石造、木造及磚造建物開始沿著基隆河及山坡大量的出現。故在九份及大粗坑金礦開採

殆盡時，猴硐這是煤礦開採的全盛期，許多九份跟金瓜石的礦工陸續遷到猴硐，這群較晚的近距離移民，

約聚集在粗坑口一帶定居，在此時猴硐礦業為主的聚集型態已經成形。在當時猴硐就像一個家，許多鄰

里間的糾紛也都由瑞三公司代表來調解，瑞三礦業公司造就了猴硐的礦業王國。

瑞三礦業其實當初在猴硐地區仍然是有其明確界線的，是由保安新邨北側的石砌柱為起點，過去是

有設柵欄，進入柵欄則表示進入瑞三礦業公司的領域當中，石柱以外則一般稱為外面，外面其實仍聚集

大量與瑞三礦業有關的聚落。故若以瑞三礦業選煤廠為中心，粗坑口及九芎橋則屬於礦業的邊陲區域。

雖然當時猴硐的礦工都具有侯鳥心態，但仍有以猴硐為中心的共同認同，而猴硐則以瑞三礦業為中心，

瑞三則透過介壽堂等空間來宣導其政治理念，有助於對地方的管理。另以員工福利社、福利餐廳等設施

作為民生日常用品及飲宴的中心。居民在此種氣氛營造下，加上艱難的環境與相似的背景，都存在著休

戚與共的共同意識。這樣的鄰里關係其實是強韌的，人都會在自家的門口聚集聊天。本文以礦業生活聚

落分析猴硐的六大聚落與其意義，這個六大聚落從外而內分別為粗坑口、學校腳、廟口、福利社、車頭

及車頭頂、內坑仔與內坑。在猴硐過去礦業發展時有幾個地方空間十分重要，例如聚落中的巷弄會聚空

間、政治上凝聚共識的公眾建築、庇祐大眾的宗廟或教堂及礦工安身立命的住宅等，本文試著從猴硐居

民所認知外面而至內部來分析探討這些重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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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猴硐全區聚落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博物園區導覽圖修改。 
 
粗坑口聚落的產生與大小粗坑有關，大小粗坑原本猴硐地區應屬猴硐大山里，根據 2001 年出版的猴

硐探源內容敘述，探金人許文治首先發現大粗坑的金礦 ，日治時代租給雲泉商會開採，一直到 1970 年

封礦，前後 80 年。1978 年大山里走入歷史，礦工舊宅紛紛崩塌，目前碩果僅存靠近 102 縣道的江宅、

賴家雜貨店及猴硐國小大山分校等 3 座殘破的建築物。此處原本聚落就在道路兩側，屬於瑞三礦業外區

域，過去車輛較少，道路即是活動集會的空間。1990 年象神颱風造成的土石流，原有的猴硐國小校園幾

乎全毀，後來在員山子分洪道附近以猴硐氣候及礦區樣貌為設計概念，新的猴硐國小則設置在此處  

小粗坑曾經發生「臺灣民主國」與日本的戰爭，在甲午戰爭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1895 年臺灣與日

本在臺灣本島的第一場戰役就是在小粗坑登場，當時「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命令吳國華率領從廣

東剛招募來的的兵勇 700 人，與剛從鹽寮登陸的日軍發生激戰的歷史戰場。這裡也是臺灣五大家族 之

一顏雲年採金發跡的地方，鼎盛時期居民有兩百餘人，還有猴硐國小「小粗坑分班」。早期採金人踏著

今天的古道，來往於九份的豎崎路，過著燈紅酒綠的夜生活(卓文倩、劉永隆、陳麗婷，2011)。 

大粗坑 1893 年此地發現礦脈，1990 年全部住戶遷離本地，擁有比小粗坑更久的近百年的採金史。

此區域採金盛時，曾經吸引 3,000 人口淘金，與金瓜石、九份號稱臺灣消費能力最高的三大地區，聚落

裡賭場、酒店、撞球場等娛樂場所林立，被稱為「小美國」。電影《戀戀風塵》、《悲情城市》曾經在

這裡拍攝，而《多桑》影片中描述的便是大粗坑聚落。 

學校腳聚落，指的是舊猴硐國小山腳下之區域，聚落配置於道路東側，聚落巷道彎曲，在當時當地

的宗教建築為同安宮及侯光教會，廟朝向基隆河，弓橋里活動中心位於地下層，廟埕較少使用多用停車

場。昔日九芎橋已拆除，現已為鋼筋混凝土橋。「九芎橋」現位於「員山子分洪口」南面，而「九芎」

其質地十分的堅韌不易腐爛，相傳在大小粗坑溪上搭建兩座簡易便橋就是用「九芎」搭建的，俗稱「九

芎橋仔」沿襲成為地名。另 1867 年冬，清朝軍督劉明燈路過大粗坑山。有感於先民開疆拓土之艱辛，與

山道雄偉磅礡之風景，乃題下金字碑 ，現為新北市市定古蹟。而學校腳所指的學校為 1930 年將大粗坑、

小粗坑及三貂嶺三所公立國語講習所與瑞三國語講習所合併而來，1990 年象神颱風受到損壞，2005 年遷

移到粗坑口區域，舊校區現已改為猴硐生態教學園區。 

福利社與廟口聚落，此聚落有一個一百階梯，據說為 1910 年呂姓墾戶所砌，約在七十階處有一平臺，

一般稱為路階仔，階頂則稱為階仔頂，階腳則稱為階仔腳，在遊客眼中，此階梯為一般較多梯階的樓梯，

而在此則與該聚落日常生活有重要關聯。階仔頂位於猴硐通往雙溪、牡丹的公路兩側，循著一百階亦可

到達猴硐神社，神社現僅剩基座，當時主要祭拜的為日本的天照大神 。現僅剩的鳥居是 1934 年所建的

神社遺跡，現為新北市之歷史建築，為瑞三鑛業所敬獻。此區域其實才是真正進入猴硐瑞三礦業的實際

管理領域中，內有數座早期的工寮及職員宿舍，此處為猴硐最大的聚落，介壽堂、福利社、福利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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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新村、建興會館(康樂中心及圖書室)、保安新邨、保安宮、網球場、幼稚園及圖書舘及礦場安全訓

練教室等。瑞三礦業當時所興建的員工宿舍(保安新邨及敬業新邨)，所謂員工並非礦工，而是職員。也

表示此區域是瑞三礦業的行政中心。此區域有著興建介壽橋的紀念碑。1920 年猴硐火車站設站及通車

後，為方便九芎橋及猴硐兩庄居民進出火車站，於基隆河上架設簡易吊橋，其後由政府及瑞三合資改建

鋼筋水泥橋，於 1960 年完工通車，取名為介壽橋。猴硐介壽橋紀念碑與猴硐神社鳥居同在猴硐段 106

地號，紀念碑附近有懷德亭與李建興紀念銅像。石碑上段為柱狀花崗岩、下段為觀音石基座，均採猴硐

當地的石材。兩側有孔德成所寫介壽橋記、李建興所寫之介壽橋重建感賦兩位詩壇巨儒題詩賦文，分別

由晚清光緒舉人張昭芹、李鴻文書丹，具戰後省府造橋的珍貴歷史文化意義。 

車站和車頭頂聚落，此聚落是火車站所形成的較繁華地區，猴硐車站對面當初有著形形色色的商家，

主要提供上千名礦工的消費，由於礦工出坑時間並不固定，當時也有營業到深夜的狀況。現有猴硐火車

站是在 1969 年新建，是東部幹線的重要車站及平溪支線的起點。1967 年開始擴建時，將原居住在現第

二月臺居民向西側山坡遷移(原有店子口聚落)，故成為現今車頭頂的聚落，也就是現在的貓村，除此之

外多為臺鐵員工或眷屬所居住。車頭頂聚落出入僅靠一座天橋進出。瑞三選煤廠及運煤橋與右岸的猴硐

坑、瑞三礦業大樓都位於此區域，瑞三選煤廠、運煤橋及其附屬設備與廠房等都已被認定為歷史建築。

瑞三大橋與整煤大樓從日治時代至今一直都是猴硐的地標建築。另外此區域仍有舊宜蘭縣猴硐隧道群，

乃指猴硐隧道加上員山第一、二、三隧道四個鐵道歷史建築，蓋宜蘭縣鐵路過基隆河鐵路橋樑後，往南

有三個連續隧道，通稱為員山隧道群，當地人稱為三也磅洞為 1920 年完成，1984 年宜蘭線雙向通車，

現已規劃為腳踏車道，屬於火車遺跡與礦業關聯性較小。  

內店仔聚落，其實就是採礦時期的店鋪街。1920 年宜蘭線鐵路開通至猴硐，加上當時裕興炭坑的開

採，猴硐市街由車頭及車頭頂往南延伸至內店仔。早先由外地礦工移入定居而漸形成店街，位於鐵道與

基隆河之間的狹長聚落，兩排房舍中間留設通道供臺車經過，目前還看得到寫有編號的老店鋪門扇。內

店仔被宜蘭線及瑞三本礦輕便車鐵軌包在內側，有橫越基隆河的復興橋、木工廠、機車庫房、番仔寮、

三層礦工宿舍、礦工浴室及本山吊橋遺址等。本山吊橋現已看不出吊橋的模樣，原吊橋 1940 年興建，目

前尚無復原之打算，但其為臺灣少見吊橋橋樑落墩於大石的吊橋，但現其功能已被復興橋索取代。採礦

時期兩旁都有店家有布店、金仔店、藥房、道士壇、雜貨店、麵店及理髮廳，完全就是商店街的型態。 

內坑，礦工宿舍被稱為「寮仔」，在猴硐有內寮仔、三座寮、五座寮、番仔寮、美援厝，都是工寮，

此區域工寮居多但較為簡陋。早期多數以木板隔間，木牆上開一小洞裝電燈提供兩戶使用，廚房、浴室、

廁所也是共用。內坑的前期為五座寮，為與復興坑平行的五座工寮，後因礦工增多則興建了美援厝與三

層樓高的集體式工寮，為採礦工人所居住的聚落，此處有猴硐里活動中心、員工診所、復興坑事務所、

木工廠、員工浴室等建築。 

3-2 區域規劃探討 

2010 年「猴硐煤礦博物園區」開幕，期望以「礦業觀光」概念作為轉型契機。而猴硐煤礦產業樣貌

之所以有保留意義是在於煤礦產業生態聚落的特色風貌。猴硐因為政經合一的型態，創造出特殊的礦業

聚落風貌，猴硐煤礦生活園區之規劃，原就應朝聚落生活圈特色來規劃，而非著重於過去礦產的機具運

作模式或坑道的介紹。整體分析猴硐地區的發展，1990 年以前屬於礦業的開採期，採礦聚落的凝聚與成

形。1990 年隨著政府政策及礦工與礦主的關係破裂，聚落也隨之漸漸瓦解，1990 至 2005 年屬於停礦後

約 15 年的空窗期，此時相關機具已被拆除大半，未拆的部分以都已損壞。礦業的開發後的遺址保留並非

只是要保留開發時的機具，或者恢復採礦時的礦業運作。地方的各種現象是經由人與人不斷的接觸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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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產生一些新的東西、不斷變動的東西(吉田謙吉，1986)。「地」表現的不僅是空間中的實體，尚包

含空間中的特性、情境和氛圍，是「人」存在的立足點、熟悉的生活世界，有強烈的「在此」意味(Martin 

Heidegger ，1927)。故礦業的保存應是要呈現的聚落文化與精神，本文以採礦時的聚落生活作為主要探

討的目標。以下分析各聚落應表現的空間狀況給予空間規劃建議。從海德格築思居的概念來看侯硐聚落，

所謂棲居的意義應該是指「心居」，就是一種歸宿感。像火車站建築、公園或廟宇乍看之下是沒有歸宿

感的空間。但是對於遊民或乞丐來說，火車站、商場或至於走廊等非居所的建築物，只要能提供簡單的

避風避雨場所，也是心居之所在。但在精神上處於無家可歸狀態的棲居。而礦業匯集臺灣各地的人聚集，

當時生活、工作與居住是在一起的，僅是在工作區域找個安身立命的空間，於礦業發展時猴硐地區即有

強烈的歸屬感，礦業、政治、宗教及生活所展現的分區聚落型態，才是保存礦業聚落所要展現的精神。

猴硐除粗坑口聚落外，其餘都有橋的存在，橋的出現創造河岸的新關係，橋造成一岸依賴相對的另一岸

也連接河流周圍的地景。在築居思的末尾，海德格分析橋的意象。海德格曾經說過橋是匯集場所精神的

重要物體，橋以自己的方式使天、地、人、神聚集在一起。在猴硐聚落中，姑且不論後來興建的新介壽

橋(甕仔潭橋)。九芎橋原本就是學校腳聚落之重要精神。福利社聚落則有介壽橋，介壽橋與其聚落相關

空間即代表此區域政治精神與意義。車頭及車頭頂則有本區域煤礦產業運輸之選煤橋。復興橋則聯繫內

店仔及內坑兩聚落，同樣具有重要之意義所在。故橋樑也是猴硐地區之生活特色之一，也是許多畫家繪

畫焦點，從地景來看已具備海德格所敘述的意象，以下將給予猴硐區域六大聚落規劃方向提出建議。

粗坑口聚落，主要是由大小粗坑採礦者所形成的聚落，從前有宜欣礦石廠的四支大煙囪，現已不存

在。現此區域部分屬於瑞柑新村，主要景觀為員山子分洪工程，全部工程於 94 年 7 月竣工。瑞柑新村即

為舊名苧仔潭，清朝時期設有官渡，並設有旅館方便與宜蘭往來之中繼站，為基隆河最重要的上游轉運

地之一，苧仔潭也是重要的淡蘭古道河運轉陸運重要轉運站，清朝時期河運至苧仔潭渡頭後，就走陸路

至現今弓橋社區一帶由金字碑古道越嶺往宜蘭，為淡蘭古道的基隆河運最上游的渡頭之一 。自日治時期

後，日人為開掘各式礦脈，逐漸修築陸路，以方便運輸，於後更修築輕便道、鐵道，苧仔潭的渡頭功能

漸失，現今社區聚落的形成則多與金礦開採有關，房屋的前庭或低於道路房舍的前庭成為小孩遊憩的安

全場所。而瑞柑新村的福安宮，原本位於分洪道上方，1987 年遷建下來於往猴硐的路旁，形成類似分洪

道守護神的狀況。此區域除有大粗坑及小粗坑採礦遺跡與聚落如小粗坑沙金分局及大粗坑山神廟與電影

拍攝景點等，並可與金九地區銜接，結合員山子分洪道與猴硐國小新校區造就粗坑口地方特殊聚落生活

狀況與精神，故此處應規劃為金礦開採為主的生活聚落。

學校腳聚落，學校腳主要指的是以「舊猴硐國小」下方的聚落，象神颱風引發土石流災害，造成猴

硐國小舊校區破壞與荒廢，直至 2011 年 8 月成立「猴硐生態教育園區」，希望結合在地社區實踐友善環

境的栽種方式與生活體驗。然而此地應結合以金字碑古道、九芎橋及地方信仰，這裡聚落居民有以河劃

分範圍的概念，九芎橋則是劃分弓橋里及猴硐里。此區域雖屬於瑞三礦業的範圍外，但在礦業興起後亦

多進入瑞三礦業從事礦業工作。另此聚落有著共同信仰的廟宇同安宮，並曾經有猴硐地需較稀少族群的

信仰侯光教會，原教會位於芎橋路 18 號，為一般的石砌房屋，現已殘破無人使用。早期此區域亦為先前

採金礦所衍生的聚落，九芎橋地區握有淡蘭古道軍事關隘及採金礦與煤礦的入口，1918 年設有九芎橋警

察官吏派出所。當時此聚落以福建泉州同安縣的蔡姓居民為主，而同安宮為 1972 年所興建的廟宇供奉主

神為西秦王爺 ，相傳指的是唐玄宗，西秦王爺是臺灣特有的戲曲神明，也是絕大多數北管音樂戲曲界的

祖師爺。據仇德哉 1995 年出版的《臺灣廟神傳》載：以西秦王爺為主神的有臺北縣金山鄉的武英殿廟、

瑞芳鎮的瑞龍宮、瑞芳鎮的同安宮、臺中縣大肚鄉的天和宮、彰化市的梨芳園（也稱西勢仔聖安宮）、

高雄市的清音宮，為具有相當特殊性的廟宇(仇德哉，1979)。但原址於九芎橋路 23 之一號的同安宮，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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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 日象神颱風時傾倒 ，才搬至猴硐派出所旁現址。所以由目前同安宮所組織的祭祀圈與過去重

要步道串聯的生活型態，為本區聚落之重點。故此區域應可建構地方戲曲及礦業學校綠色生態園區。 

 福利社與廟口聚落，進入此聚落則進入了瑞三礦業公司的範圍內，道路上尺度僅能通過一臺大型公

車，猴硐一百階之所以重要，是串起了階仔頂級階仔腳兩聚落的生活，此區域為猴硐瑞三礦業的行政中

心，也是幹部員工宿舍所在，礦工必須要到補給站補給生活所需，故此聚落為幹部宿舍，包括敬業新邨、

保安新邨、福利社、幼兒園、圖書館、網球場、員工餐廳及放電影的介壽堂，此區域屬瑞三礦業的管理

中心。此聚落所稱的廟口指的是保安宮。保安宮於 1924 年興建，內部並非供奉保生大帝，而是關聖帝君、

三聖帝君、三官大帝及天上聖母，為猴硐居民共同的信仰中心，每年農曆 8 月 15 日，會配合瑞慈宮舉辦

遶境活動 。瑞三保安新邨正對著保安宮還有一座戲臺，用於節慶時表演活動酬神，現今規模為 1968 年

整修後的現況。此區域已開始有著瑞三礦業經營時的生活樣貌，包括神社等信仰，都屬瑞三礦業公司經

營時發展出的居住、宗教、育樂、政治與行政中心建築物與空間，故規劃時應呈現此聚落之礦業生活樣

貌。故此區域屬礦業管理與生活園區。 

車頭及車頭頂，此聚落則多以礦業有直接關係，包括礦業大樓及採礦的設備與設施為主，所以此區

域的礦業活動大過於生活所需之活動。車頭前店仔口之生活聚落過也有許多商店及麵店提供給礦工生活

之所需，。近年來較受矚目的靠火車站天橋聯繫的車頭頂聚落，從前只有容兩人擦肩的天橋並未有頂蓋，

最近修改為貓的造型。車頭頂貓村的出現是因為網路而來，前來的遊客多僅將重點放在動物上而非地方，

並無法真正展現歷史建物的價值並容易被替代及遺忘。面對猴硐礦區廢棄土地使用規劃下並不應倚賴部

分區域動物特色，非但未能了解聚落生活，更亦被其他地區所取代。現有的居民多為 1967 年居住在現猴

硐火車站第二月臺居民，聚落本身經過遷徙(displacement)與安置(placement)，但也有居民因此拆遷而搬

離此地。此區域之信仰中心為福德宮，供奉的是保護礦工的福德正神。無論是金或者是煤，過去都認為

是土地公的錢，有著廟宇存在的意義。近年亦因貓村的出現造成許多不屬於地方的商店出現，這就是並

未以過去礦業生活特殊聚落生活為主的規劃常會造成的破壞。故此區域為礦業活動及生活型態展示園區。 

內店仔，過去曾是中間行駛礦車的聚落，其房屋建築形式屬於商業使用的長型街屋，聚落並無巷道，

鄰里關係較為薄落，僅有在磚拱走廊下具有聚會的空間。此區域部分仍保留過去古老店鋪的形式，主要

為外地礦工移入，也使此猴硐聚落較適合作商業行為的住屋形式。距離貓村較近南段居民則是較早之前

即存在的聚落，但並非經過車站天橋，而是選擇穿越平交道，在居民認知上亦屬於內店仔。此區域仍有

礦業設備空間及大通舖式的礦工宿舍與番仔寮。故此區域應可規劃為礦業文創商店聚落園區。 

內坑聚落則是與復興坑有關的礦業，此區域是最接近礦工生活的區域，除礦業設施外仍有美援厝、

三層式木板隔間工寮、所長宿舍、員工診所及五厝寮，從前因為瑞三礦業大樓旁有碎石輸送帶阻擋，公

車並無法進入內坑區域，僅可由內店仔經過復興橋到達。此區域就有著礦工生活及樹下空間，如美援厝

前的兩棵榕樹空間及猴硐里活動中心就是此區域的鄰里空間。此區域礦坑有關廟宇為正福宮，原本為一

個小廟，也是礦工入坑膜拜的神明。此區域後來出現的慈惠堂等廟宇因與當時礦業無關，則暫不予討論。

福利社聚落為礦業管理的行政中心，故區域多屬簡易的礦工工寮則建議規劃為礦工生活體驗園區。 

 

五、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許多論述都鼓勵社區自主營造，但許多社區居民會認為有些實質的營造很難靠地方自主

的經濟能力來完成。其實所謂的自主，是指社區居民必須主導這些營造的規劃與內容。現今的問題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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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learning ) 無法跳脫書本與教室。所以離開教室的同時也失去學習，當然教室包括任何教學型

態的空間。但是所謂的「終身學習」並非指在特定空間的學習模式，學習也並非為了取得特定的文憑、

資格或專業知識。教室環境所產生的教育科目受限於各種因素，即便是通識課程也多指向工具化發展，

使學習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而通識教育的重點是能運用學習去理解生活經驗的教育，並非在本職學能

上在強加另一種新的專業技能，所以要以觀光的形態發展的猴硐聚落，應有著使來此聚落者可學習的共

識。

然而觀光(tourism)與學習是有關聯的，主要是分享社區營造後所創造出來的觀光，應該是一種以學

習為態度的旅行觀念。所以社區營造的策略若以觀光為發展目標，則必須研議社區給來訪民眾學習的目

標。社區營造要做的不只是社區內部的學習，更可能是給予其他其他參訪者各方面的知識。經由社區的

內部溝通定出學習的目標，而社區溝通的方法應視社區的人口結構或實際狀況等因素定出團體溝通的方

式。而猴硐有著特殊的地景及採礦時所遺留的產業樣貌，加上政經合一所出現的聚落型態，這是臺灣難

得出現的文化圈。但此處具有的觀光潛力，並非指參觀特定風景或風貌後進行商業活動後離開。而是遊

客只以學習的態度進入社區一同學習的社區深度文化之旅。觀光與社區作結合，來訪的旅客重點在與瞭

解社區文化，對社區留下印象，並於旅遊中學習環境與文化各層面的知識。這是以觀光為發展策略的社

區所必須注意的重點，否則觀光容易被大量的商業行為影響，為滿足觀光客的需求，提供交通、餐飲、

商品、水電、旅館及娛樂設施，這些基礎設施若無妥善規劃設計，非常可能會使觀光地區失去原有的風

貌，也就成為社區自我摧毀（self-destrucition）的狀態。當社區居民與商業行為及外來客呈現為對立狀態

時，社區將會面臨更大的問題而產生摧毀的危機。所以社區在招來觀光行為前，應先凝聚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確認社區自我文化與內部與外部學習目標，讓觀光客可以「參與」社區而非「參觀」

社區，才能保存社區的精神永續的傳承下去。

    礦業開發是人類的活動，只要是人類的活動就會造成環境的改變。李建興於 1947 成立「財團法

人瑞三公司社會福利基金會」該基金會至今仍在運作，曾對地方交通建設、年長者清寒救助、貧困者救

助、清苦子弟獎助學金、礦工醫院之捐贈、國家科學獎助及生辰壽誕節約捐獻。臺灣在過去，許多企業

與公司都有其地域性，企業有者「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對社區鄰里、地方團體、地方學

校或地方宗教，都會保持著良好互動，並建立友好關係。以過去村里祭祀圈中，許多宗教祭典地方企業

必定是負擔一定比重的共同負擔祭祀經費，這是過去企業與社區的關係。當然，在當時的選舉活動並不

會需要過多的企業捐款，所以現今的選舉活動某種程度也吸收了一部分社區的資源。失去了地方企業的

回饋與協助，社區資源漸漸流逝，與其說當初居民是侯鳥的心態，企業家某種程度也是有如此的心態，

這也是礦區衰敗的原因之一。

猴硐礦區部分設施雖被列為歷史建築，在規劃從礦業生活為重點計畫的同時，卻又因為貓村引

來許多不屬於地方或是與地方無法連結的商業行為。依據瑞芳戶政事務所 2001 年統計，猴硐地區僅剩

1569 人，到 2014 年貓村引來人潮後戶口人數為 1382 人，並未因此造成地方人回流，仍持續減少中。而

猴硐不應是以「產業遺址」的角度來發展，猴硐地區除大小粗坑山區以外，並非已無人居住，倘若忽略

原有聚落的生活型態，將會造成當地原有聚落居住者的流失，猴硐本身有滄桑的人文在其中，不應只將

礦區與國外礦業遺址的處理方式來經營。所以本文以探討猴硐聚落生活為主要目的，因為礦業生活聚落

型態才是此區域發展的重點，回歸猴硐的居民如何推動新一輪社區再造，來延續或產生具深度的人文特

色，將是猴硐今後需要面對的課題。如何維持猴硐的獨特性與跟上全球化浪潮的取捨中，以深度體驗旅

遊抵抗經濟化帶來的地方破壞，為該區域以工業遺產再活化論述引入大量經濟活動前所需做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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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有的類比設計方法多偏向於產品的功能性，或是主要應用在工程領域，然而設計的情感面可能對於

產品的成功作用更大。為將情感融入至類比設計中，本研究建立了一套情感詞引導的類比設計方法。並且，

本研究通過一個實驗來展示相應的設計過程，得到的結果中包含 28 個類比設計。實驗結果中，詞彙網路

相似性比較（WordNet::Similarity）用於分析目標、情感詞和來源之間的關聯度，從分析中可以看到情感

在該設計過程中的影響。最後，基於分析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類比設計、情感、創新設計、設計方法 

 

一、前言 

類比設計（Design-by-Analogy）是一種重要的設計方法， McAdams 與 Wood（2002）利用產品的功

能相似性尋找類比來源，Linsey（2007）介紹了工程設計的類比創新方法，Shu（2011）介紹了仿生設計

在工程領域的應用，這些類比設計的研究多偏向於產品功能性或工程設計。 

功能性或者工程設計是產品設計的重要成分，但 Norman（2004）指出，設計的情感面可能對於產品

的成功更為關鍵。Desmet（2012）指出，產品能夠喚起使用者正面或負面的情感，能激起的正面情感產

品將更能被使用者接受。功能性或工程設計並不是產品唯一考慮內容，情感面也十分重要，應當考慮將

情感融入至類比設計之中。 

尋找類比的來源是類比設計的重要過程，一些研究者通過利用詞語來尋找類比來源，以及引導創意

的產生。Linsey（2012）介紹了一種利用動詞尋找類比來源輔助工程設計的方法，Yamamoto（2009）介

紹了一種以利用名詞的「一詞多義」來激發創意產生的設計方法，Georgiev（2008）介紹了一種結構化的

設計方法，使用名詞之間的關聯度來尋找類比來源。這些方法偏向於使用動詞和名詞來引導創意，而較

少的使用形容詞，特別是情感詞作為引導。 

考慮到情感對於產品設計的重要性，以及用詞語引導創意產生的可能性，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套

情感詞引導的類比設計方法，并分析其內在目標、情感與來源之間的關聯度。 

因此在本研究中，首先解釋情感詞引導模型，用以說明如何用情感詞引導類比設計，同時說明關聯

度的計算方法。接著，本研究通過實驗，讓學生群體使用情感詞引導模型進行概念發想與設計，以此來

檢驗該方法的有效性，并對實驗結果中的類比設計的目標、情感與來源之間的關聯度進行了分析。最後

提出研究的結論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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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展示的設計方法，是通過建立情感詞引導模型找到類比來源，進而進行類比設計，並分析

「目標」、「負面情感」、「正面情感」與「來源」之間的關聯度。

2-1 情感詞引導模型

情感詞引導模型使用 4 個步驟找到類比來源并產生設計結果（圖 1），步驟如下：

1. 由目標產生負面情感（A）：使用者在使用一件產品時，如果對這件產品感到不滿意，則會產生

負面情感，以此產生負面情感詞。

2. 由負面情感聯想到正面情感（B）：在產生負面情感后，進而聯想正面情感，以便於利用正面情

感擺脫負面情感，以此產生正面情感詞。

3. 由正面情感聯想到來源（C）：通過正面情感，找到與正面情感有關聯的來源。

4. 產生設計結果（D）：根據找到的類比來源，進行類比設計。

此外，在該模型中同時存在著 4 種關係：「目標，負面情感」（R1）；「負面情感，正面情感」（R2）；

「正面情感，來源」（R3）；「目標，來源」（R4）。 

圖 1 情感詞引導模型 

以斯塔克的「石中劍馬桶刷」說明該模型（圖 2），如下： 

1. 由目標產生負面情感（A）：使用馬桶刷時會感到不滿，產生一些負面情緒，如骯髒的、陰暗

的、卑微的。

2. 由負面情感聯想到正面情感（B）：由負面情感，聯想到正面情感，如神聖的、光明的、榮耀的。

3. 由正面情感聯想到來源（C）：由正面情感聯想到石中劍。

4. 產生設計結果（D）：根據石中劍，進行類比設計，得到石中劍馬桶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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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情感詞引導類比設計範例說明 

2-2 關聯度分析 

詞彙網路（WordNet）是由 Miller（1995）建立的大型詞彙資料庫，其中包含概念清晰的名詞、動詞、

形容詞和副詞，并使用語義關係（conceptual-semantic）和詞彙關係（lexical relations）將它們聯繫在一起。 

例如，名詞之間的一種關係是「上下位詞關係」（super-subordinate relation），比如「床」（bed）和

「雙層床」（bunkbed）。再例如，不同類的詞由詞幹（word stem）聯繫在一起，例如動詞「observe 」、

形容詞「observant」和名詞「observation」。 

Pedersen（2004）在詞彙網路的基礎上，建立了詞彙網路相似性比較（WordNet::Similarity）工具

（http://wn-similarity.sourceforge.net），并用以測量詞語之間的相似性。其中包含 Banerjee 與 Pedersen

（2003）所介紹的擴展式注釋重疊方法（extended gloss overlaps measure），該方法通過比較詞語的注釋

（gloss）來計算詞語的關聯度（relatedness），計算值越高則關聯度越大。 

例如，對於概念「paper」與「decal」，其定義分別為「paper that is specially prepared for use in drafting」

與「the art of transferring designs from specially prepared paper to a wood or glass or metal surface」，可以找

到「paper」和「specially prepared」有重疊，「paper」這個單字詞（single word）分數記為「1」，「specially 

prepared」這個二字詞（two-word phrase）分數記為「2」。 

考慮到「n 字詞」（n-word phrase），即由多個單字組成的詞，比單字詞稀有，因此將分數記為 n2，

此時單字詞分數為「1」，二字詞分數為「4」，即「paper」和「specially prepared」的關聯度計算為「5」。 

區別于以往只能比較名詞的關聯度方法，該方法可以比較不同類的詞，例如比較形容詞與名詞，因

此，該方法用於分析情感詞引導模型內詞語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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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

該實驗選擇了學生群體作為參與者，以參與者熟悉的產品作為設計目標，讓參與者使用情感詞引導

模型來進行設計，并畫出設計草圖及撰寫設計說明。

3-1 參與者

實驗共有 115 人參與，這些人來自材資、電機、設計、電子、資工等多個學系，主要為大一、大二

學生，以及少量大三以上學生，所有人員同一間教室裡同時進行（圖 3(a)）。 

(a) (b) 

圖 3 實驗：(a) 參與者；(b) 參與者在畫設計草圖 

3-2 設計目標

設計目標是學校餐廳里的座椅、餐桌和餐盤（任選其一），這 3 項目標對於參與者來說非常熟悉，

這有利於參與者提出 3 項產品的不足之處以及負面情感。 

3-3 問卷

參與者需要在谷歌表單（Google Form）填寫問卷，並且上傳設計草圖。問卷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

為參與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學號、班級、性別和年齡。

第二部分則先對設計目標進行簡短描述：「在學校餐廳裡，用餐時需要的是座椅、餐桌和餐盤，但

這些並不完善，有時會影響我們的使用心情，我們應當如何改變它們呢？」，之後需要參與者回答 6 個

問題：（1）想要改變的物品（座椅、餐桌、餐盤選其一）（2）對於想要改變的物品，有哪些不足的地

方？（3）對於這些不足，你有哪些不好的心情或感受？（4）假如對物品改造，希望帶來哪些好的心情

或感受？（5）根據這些心情或感受，聯想到了什麼？（6）設計圖（該項通過表單上傳一張設計草圖）

（7）設計說明。

3-4 過程

實驗開始前，先對參與者舉出一個類比設計的範例，然後解釋情感詞引導模型，說明如何利用情感

詞尋找類比來源。在尋找到類比來源后，參與者需要在紙上或者受理里以及完成設計草圖（圖 3(b)），

并在表單里提交。參與者在實驗期間可以交流討論以及使用網路，最終要求在 1 小時內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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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分析 

實驗得到的 115 個結果里， 28 個為類比設計（見附錄 A）。 

4-1 情感詞引導過程分析 

對結果中的類比設計進行分析，以其中一個設計結果來說明（表 1）。該設計使用了情感詞作為引導

（圖 4），分析其對問題的回答，可得出其思考過程如下： 

1. 由目標產生負面情感（A）：參與者認為座椅無法放置隨身物品，得到負面情感「不方便」。 

2. 由負面情感聯想到正面情感（B）：由「不方便」聯想更好的感受，即正面情感「簡單」。 

3. 由正面情感聯想到來源（C）：通過正面情感「簡單」，參與者聯想到了「豌豆」。 

4. 產生設計結果（D）：根據找到的類比來源，即「豌豆」，進行類比設計，得到「豌豆座椅」。 

可以看到，參與者使用情感詞引導模型有效的從目標產生負面情感，進而聯想到正面情感，再聯想

到類比來源，最終得到設計結果。 

表 1. 參與者提交的範例 

問題 回答 

想要改變的物品 座椅 

對於想要改變的物品，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無法放置隨身物品 

對於這些不足，你有哪些不好的心情或感受？ 感到不方便 

假如對物品改造，希望帶來哪些好的心情或感受？ 簡單 

根據這些心情或感受，聯想到了什麼？ 豌豆 

設計圖 

 

設計說明 

想讓座椅擁有想豌豆一樣的包覆、安全即舒適感，將座椅之曲

線與整體更簡潔化、並增加其有機感。 而無法放置隨身物品

的問題，我將座椅的椅背上方之一角創造了一條像豆夾之曲

線，倒凹處可以吊掛物品，讓簡單的 C 曲線可以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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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參與者使用情感詞引導模型得到設計結果 

4-2 關聯度分析 

對結果進行相似性分析，對「目標」、「負面情感」、「正面情感」和「來源」之間進行關聯度計

算（圖 5），并使用表 1 中的範例計算關聯度（表 2）。 

例如，計算「座椅」（chair）與「不方便」（inconvenient）的關聯度，在詞彙網路相似性比較工具

中，使用擴展式注釋重疊方法得到的計算結果為「2」，即關聯度為「2」。 

 

圖 5 情感詞引導模型中的關聯度 

表 2. 關聯度計算結果範例 

代號 類別 比較的詞語 關聯度 

R1 目標，負面情感 座椅，不方便 2 

R2 負面情感，正面情感 不方便，簡單 8 

R3 正面情感，來源 簡單，豌豆 5 

R4 目標，來源 座椅，豌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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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例展示的方法，對全部 28 個類比設計進行關聯度計算（表 3）。可以看到，「負面情感」與「正

面情感」的關聯度計算結果最高，即參與者從「負面情感」容易聯想到關聯度高的「正面情感」。例如，

一個實驗結果中的「負面情感」是「太硬了」（hard），聯想的「正面情感」是「柔軟」（soft），關聯

度計算值為「142」，這代表從「太硬了」容易聯想到「柔軟」。 

表 3. 關聯度計算結果的統計描述 

代號 類別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標準差 

R1 目標，負面情感 28 0 11 3.1 3.1 

R2 負面情感，正面情感 28 0 142 18.3 43.8 

R3 正面情感，來源 28 0 16 3.7 4.2 

R4 目標，來源 28 0 41 12.7 11.6 

對這幾個類別進行相關分析（表 4），可以看到「負面情感，正面情感」和「正面情感，來源」有強

正相關性，即「負面情感」與「正面情感」關聯度越大，則「正面情感」與「來源」的關聯度越大。例

如，兩個實驗結果的「負面情感」、「正面情感」與「來源」及其關聯度如下：

1. 「太硬了」、「柔軟」與「葉子」，「太硬了，柔軟」關聯度為「142」，「柔軟，葉子」關聯度為

「16」

2. 「不方便」、「簡單」與「豌豆」，「不方便，簡單」關聯度為「8」，「簡單，豌豆」關聯度為「5」

表 4. 相關性計算結果的雙變量相關分析 

類別 負面情感，正面情感 正面情感，來源 目標，來源 

目標，負面情感 0.106 0.064 0.137 

負面情感，正面情感 0.711** 0.287 

正面情感，來源 -0.007

**p<0.01 

五、結論

本研究用情感詞引導類比設計的方法，建立了情感詞引導模型。在該模型下，參與者通過情感詞的

引導，通過聯想找到類比來源，從而進行類比設計，實驗的結果也展示了這一過程。

參與者容易通過「負面情感」聯想到關聯度高的「正面情感」，而「負面情感」與「正面情感」關

聯度越大，則「正面情感」與「來源」的關聯度越大，這也意味著情感詞的引導影響設計過程中類比來

源的產生。

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較為初步，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強情感詞的引導，并形成更為結構化的方法。此外，

還需要對比現有的類比設計產品，使用情感引導類比設計模型進行分析，發掘好的類比設計產品的設計

規律，引導好的類比設計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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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 實驗得到的 28 個類比設計 

序
號 

想要
改變
的物
品 

想改變的
物品有哪
些不足？ 

對於不
足有哪
些不好
的感
受？ 

對物品
改造希
望帶來
哪些好
感受？ 

聯想
到了
什
麼？ 

設計說明 

1 餐盤 
單手拿取
不易 

討厭 便利 袋子 
原有的餐盤上加上繩子之類的能提供提起的裝置，單手能夠順利且
平穩的提起餐盤，增加提取餐盤時另一手能夠靈活運用的空間，讓
另一隻手能夠拿取飲料、湯等其他物品。進而讓用餐過程更順利。 

2 餐盤 
不方便拿
取 質感不

佳 

樣式很
醜 

感覺到
更有品
味 

調色
盤 

原本的餐盤很難拿，不好找到施力點，如果底部又有點油的話就更
難拿了，很痛苦。這個設計是跟調色盤的外觀及托柄做連結，手拿
取的部分我想加設額外的握柄跟洞。外觀的部分也向調色盤致敬，
一格格的顏料格，設計成用來盛菜，調色的大格則可以放置主食。 

3 餐盤 
不好挾起
食物 

被耍 
輕鬆沒
壓力 

渡假
旅行 

凹槽牆面是弧面設計，好用湯匙或筷子取出食物。造型有機柔和，
生動有趣，不是方塊形狀。顏色優雅，不是不繡鋼。用餐時，餐具
不會碰撞發出聲音。有筷子湯匙可擺放的穩定位置。 

4 餐盤 
有時會拿
不穩，食
物弄倒 

十分不
開心 

拿起來
舒服 

防滑
墊 

在餐盤中加上防滑墊，防止放上去的碗盤會滑動，減少其翻倒的機
會，另外，餐盤額外加裝兩個可滑動的棍子，同樣也是防滑材質，
可自行調整棍子間距並夾住碗盤，之後將棍子固定，如此一來就更
加不會翻倒了。 

5 餐桌 

審美疲
勞，影響
食慾，不
太衛生 

嚴重影
響食慾 

輕鬆自
在 

海浪 

海浪圓桌，采用超現代設計理念，形狀似海浪翻滾，桌邊圓滑，沒
有直線，讓使用這感覺柔和親切，不易產生審美疲勞，同時海浪給
人一種清爽的感覺，大大促進使用者食慾，順帶減輕學生因學業繁
重而感覺到的壓力。 

6 座椅 手把 太硬了 柔軟 葉子 
做椅子的人對於一個椅子只是一件事，但是坐上椅子的人那個椅子
是他的全部，如果好的椅子會讓他擁有好心情。那就應該符合使用
者的手肘，好的靠手不讓手過度的僵硬，提升在椅子上坐的感受。 

7 餐盤 
托盤不能
固定碗盤 

碗盤滑
來滑去 

固定不
會滑動 

止滑
條 

因為有時候拿到的托盤不是平的，然後上面的東西會滑來滑去，所
以希望會有止滑的東西讓上面的東西不會滑。 

8 餐盤 

拿高餐點
看不到
路、不好

握 

會很緊
張 

可以輕
鬆拿 

鋼管
椅 

底部的餐盤維持原來的塑膠材質以避免傳導熱導致握把會燙，但是
兩側的塑膠握把改成用金屬材質製作，中間的空洞可以防止視線死
角，手握的位置則再外包一層厚塑膠以利拿取。 

9 餐桌 
餐盤會滑

動 
麻煩 輕鬆 

課桌
凹槽 

圖片灰色處為下凹部分，配合餐盤大小跟深度定制，圓圈是用餐人
的示意位置。 

10 餐桌 

吃完飯桌
上會留下
污漬導致
桌面很髒 

不太乾
淨 

好食欲 葉片 

桌面採用奈米技術、平衡系統，使得污漬、湯水可自動滑入前方開
關式溝槽 
。當桌面時可使用側面按鈕，開始清潔模式，前方會自動灑水進行
桌面清潔，結束時會使用平衡系統，前方溝槽回開啟將桌面髒水流
進。不用時溝槽會自動關閉、灑水系統會收起來。 

11 餐桌 
沒有獨立
使用的空

間 
吵鬧 

新穎的
感觀 

拼圖 

與他人併桌就會有尷尬、吵雜等等問題，所以如果能有獨立用餐的
空間可以選擇，也有空間利用的新穎性存在。而設計內容採用拼圖
的概念，利用個別的用餐客人，組合成整個餐廳空間的意象。桌與
桌之間有牆間隔，桌子可能是內凹或外凸的設計。 

12 餐桌 
桌子太
平，摩擦

桌有
油，碗

乾淨 
棋盤
方格 

桌子表面挖有放碗的凹洞，讓碗不會隨意移動，也可以把凹洞做成
按壓式的，一按就有凹洞，再按一次就起來，跟原子筆一樣，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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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碗都
放不穩 

跑走，
尷尬 

可以做一個放筷子的地方，一樣按小架子就出現，再按一次在放下
和桌子同平面，耶！ 

13 座椅 
乘坐的舒
適性及高

度 

腰酸背
痛 

愉悅而
無壓力
的用完
餐 

軟綿
綿的
雲朵 

一個符合人體工學以及加上柔軟的腰靠軟墊能使用餐的人更舒服的
乘坐，不僅如此能夠調整高低更是能使不同身高的同學坐的更自
在。所以不管你是巨人症、侏儒症亦或是胖子、瘦子都能輕鬆自在
的乘坐這張餐椅，有了這張餐椅一定能提升我們的用餐體驗！ 

14 座椅 舒適感 
學校桌
椅材質
都很硬 

好坐柔
軟，像
按摩椅 

沙發 

根據沙發的構造描繪出外型，在內裡能夠加上氣墊，使其柔軟度增
加。另外在頭部的部分加上枕頭墊，背部加上拱腰靠墊，這兩部分
都是能夠自行拆裝的，在椅子背面挖空做個櫃子放枕頭墊和背靠
墊。椅子下方做有個能伸縮的腳踏墊，調整不同高度放腳。 

附錄 A. （續表） 

序
號 

想要
改變
的物
品 

想改變的
物品有哪
些不足？ 

對於不
足有哪
些不好
的感
受？ 

對物品
改造希
望帶來
哪些好
感受？ 

聯想
到了
什
麼？ 

設計說明 

15 座椅 
希望座椅
可以做得
更加舒適 

椅子其
實可以
坐的地
方很小 

坐下來
時是放
鬆的 

沙發 

沙發舒適感，可以加個扶手，放包包的地方，其實做成摺疊式的會
更好，因為可以減少空間的佔用，然後好收納，需要時再搬出來使
用也不錯啊~也可以做成有趣味性的造型，讓人有會心一笑的感
覺。 

16 餐盤 
餐盤能裝
的食物不

多 

餐盤太
小 

用起來
好拿 

篩子 

餐盤的兩側挖空再加上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做成方便拿的握把。
底部做深一點可以裝更多的食物。由於中間有一個類似卡榫的設
計，可以加裝篩網，達到乾濕分離的效果。也可以把湯裝在下面或
分裝兩種不同的食物。 

17 座椅 
身障同學
不方便 

無法與
同學一
起吃飯
很難過 

方便 蓋子 
將木頭長座椅的三個位置改成兩個位置大小，其中一個位置上面多
一層木板，是可動滑開式的，就像手機滑蓋一樣，三個普通人時就
可以拉開坐著，輪椅類需要空位時可以收進去，不會浪費空間。 

18 座椅 笨重 
不方便
使用 

輕 
樹
枝、
藤 

藤椅～在過去的阿公阿嬤家常常會看到的那種椅子，但漸漸這種椅
子越來越少見，過去的椅子太過大太笨重，所以把他的樣子簡化成
單人的小椅子，這樣的話他的質量也比較輕，那天氣炎熱的時候，
靠著椅背也不會流汗。 

19 餐盤 
太平淡，
卡通很可

愛 

心情平
淡 

心情愉
悅 

兔子 

一般的餐具都很冰冷，用餐的食慾不會太好，藉由餐盤的改造，不
僅讓美觀更好，也讓用餐的人心情愉悅，食量大增。靈感來自，幼
稚園的熊熊便當餐盤，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午飯時間，看到餐盤整天
心情都很好唷！ 

20 座椅 
無法放置
隨身物品 

感到不
方便 

簡單 豌豆 

想讓座椅擁有想豌豆一樣的包覆、安全即舒適感，將座椅之曲線與
整體更簡潔化、並增加其有機感。 而無法放置隨身物品的問題，
我將座椅的椅背上方之一角創造了一條像豆夾之曲線，倒凹處可以
吊掛物品，讓簡單的 C 曲線可以被使用。 

21 餐盤 衛生不加 
感到噁
心 

安心用
餐 

衛生
紙 

以紙板作為塑膠餐盤替代品，使用完回收，重新溶成紙漿，再次製
成紙餐盤，解決衛生問題，又能回收利用，但需花費人力在紙漿製
程上，再者用餐時的油污可能會使溶成紙漿時稍有困難。 

22 餐桌 
桌子都是
平的 

湯灑出
來弄臟
地板 

心情更
美麗 

洗手
台 

有時候喝湯的時候難免會不小心灑出來，要是在平常那種平面桌子
一定會沿著邊緣流到地板上，這樣還要花時間去擦地板多不方便，
不如把桌子做一點點的弧形讓湯水可以殘留在桌面上比較方便清
理，多麼人性化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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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餐盤 

吃自助餐
時餐盤都
會盛到過
多的油水 

覺得對
身體不
健康 

吃東西
變得沒
有負擔 

洗手
台的
濾網 

講餐盤改成兩層式的設計,上層的每一個裝菜的格子會設計小孔洞,
油水會隨孔洞跑到下層。下層可以抽取,方便清洗,在餐盤與餐盤之
間還可以放置湯匙、筷子，一個食物盤除了可以吃飯還能收納,也
可以讓更多人願意自備餐具 

24 餐桌 
有點太單
調了 

有點空
虛 

能有開
心的感
覺 

笑臉 

我覺得餐桌太過於單調了 我覺得要把它變成有點擬人化而且帶有
點可愛的感覺  於是我把它設計成桌子上擺上一個有花邊的桌布然
後桌布上面設計著一張笑臉  這樣子大家在吃飯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一張永遠都在笑的臉    人的潛意識也會自然的快樂了起來 

25 餐盤 太重 
重量影
響價格 

變輕便 葉子 

將陶瓷餐具改成以前國中小的鐵餐盤就變輕很多了。價格也會變便
宜許多，也不用怕摔破了@…@。以後在六教吃自助餐就不會覺得
很不方便又很貴又讓自己不開心了，改成像葉子一樣輕便的鐵盤很
方便！ 

26 餐盤 
餐盤太厚
重，了無
新意 

餐盤太
厚重 

乾淨 雲朵 

輕薄、柔軟、潔淨、舒適是雲給人的感覺，雲是許多小水滴組成
的，用雲形狀的餐盤，裡面的凹痕用來分割菜與菜直接的凹槽設計
成水滴型。也讓人在吃飯的時候想到，自己所夾的這些菜是組成今
天一餐的成分。 

27 餐盤 不好拿 
很怕拿
不穩摔
了 

更好用 紙箱 
把餐盤的外圍加高，並在邊上各開一個洞，這樣再拿的時候就不怕
不小心一個手滑把餐點掉到地上；而把外圍提高的話，一些用盤子
裝的餐點或著小菜類就不會因為稍微傾斜而滑出去。 

28 餐盤 
食物沒分

開 

吃的菜
都混在
一起 

使用更
方便 

排隊
裝飯 

餐盤的高度厚一點比較能達到分隔的效果，而且只需要拿一樣東西
即可，可是一般拿餐盤裡面的會晃動，所以需要一個一體成型而且
什麼都有的飯盆，最大的放飯，其他的放菜，長的放餐具，這樣一
來就不用另外拿餐具跟衛生紙了，材料用木頭比較有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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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風格用於小劇場宣傳卡分析：以2014年～

2016年牯嶺街小劇場與兩廳院實驗劇場宣傳卡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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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超現實風格在現代已不是主流風格也沒有主導地位，但至今仍有不少人使用超現實風格的表

現來吸引群眾的目光。陳思安（2013）統整了前人研究出超現實的十種表現手法。本研究為了了

解近年小劇場宣傳卡實際使用超現實風格的狀態，本研究蒐集 2014 年至 2016 年在牯嶺街小劇場

與兩廳院實驗劇演出的小劇場宣傳卡，藉由陳思安（2013）的定義來輔助風格分類。有效樣本共

59 張，其中 54%為寫實風格、41%為超現實風格，5%為其他風格（含抽象）。24 張超現實風格

樣本裡最常使用的超現實手法是「時空置換」以及「別有意涵的排列方式」。以劇本要傳遞內心

的衝突以及內心思維的想像空間製造出時空置換；或者在同一個畫面裡使用不同的物件用暗喻的

方式來表達不同的內容，主要是讓觀眾能在一張圖裡解讀到演出內容的組成。「物理性質的置

換」、「無生物活化」以及「生物物質化」沒有任何樣本，推測原因是因為演出的劇目大多以寫

實文本為主，超現實視覺主要以心理層面的表現而非物質與生物性轉換的表現。在劇場文宣品的

使用上，超現實風格的使用並未減少。建議設計者也可以結合不同裁切的版型以及摺疊方式搭配

圖面內容做出巧妙的空間與結構安排，使超現實風格更具變化性。 

  

關鍵詞：超現實風格 小劇場 宣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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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17 年，超現實詞彙的出現是由 Guillaume Apollinaire 當年發表的戲劇「蒂瑞嘉的乳房」（Les 

Mamelles de Tirésias），它稱為超現實主義的戲劇而來的（曾長生，2000）。曾長生（2000）認

為戲劇表演的確是很理想的一種超現實表現形式，因為戲劇表現就是將劇作家想表達的生命以演

員的呈現傳遞到觀眾的心。「小劇場」指著是小規模、小預算以及少數觀眾的劇場表演形式（鍾

明德，1996）。因為小劇場演主要為實驗性，在美學上通常以前衛藝術的方式來呈現（鍾明德，

1996）。鍾明德（1996）指出：劇場比文學、繪畫以及音樂更容易捉摸人們的淺意識。因此，研

究者選擇近年「小劇場」戲劇演出類別的宣傳卡，作為分類對象，再從中去細分具有超現實風格

的宣傳卡。本研究小的劇場定義為：（1）座位 300（含）個以下的表演場所，表演空間整體面

積相較於傳統劇場是小的；（2）舞台位置並無特別設定，表演區與觀眾席能夠讓表演團隊自由

更動；（3）在小劇場演出方式實驗性質相較於高，能近距離接近觀眾。本研究目的的分述如下： 

1. 蒐集 2014 年至 2016 年台灣小劇場的宣傳卡，並分析其視覺風格。 

2. 進一步探討超現實風格在劇場宣傳卡平面設計運用上的使用手法與特徵。 

二、文獻探討 

2-1 超現實風格 

法國作家詩人 André Breton（1896-1966）是超現實主義的發起人。他在 1924 發表了「超現

實主義宣言」，內容定義超現實主義是個超越美學與道德而不受理性的思維，用口語及文字來表

達其思想。Breton 的宣言內文寫著「任何事物只要是奇異的就是美，令人嘆服的是，奇異怪誕的

事物不再奇異怪誕，有的只是真實的事物。這兩種表面上看來矛盾的夢幻與真實，將會變成某種

絕對的真實，也就是『超現實』（曾長生，2000，23 頁）。在 1924 年的宣言裡 Breton 說：超現

實是主張表現人的內部真實，而不接受理性的規則與邏輯性的審美關，純粹是無意識的活動（劉

振源，1998）。 

工業革命在十九世紀為了歐洲國家開發出新的世界，科技的進步以及中產階級的擴大，新的

思想讓世界對未來充滿信心（孔令建，2004）。許多國家漸漸發展了起來，也開始為彼此的利益

而因此產生衝突與戰爭（陳子煜，2004）。因為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著二十世紀的政治、

社會、以及經濟發展。戰敗的國家產生空虛與不安，環境上的因素讓人們有了新的思維邏輯，開

始思考到底什麼才是有價值的（陳子煜，2004）。戰爭中理性世界的如此脆弱，人們被迫重新思

考什麼是重要的，這樣的環境孕育了超現實主義與達達主義（陳思安，2013）。 

908



當文明的社會崩毀的時候，人們無可奈何地面對被摧毀的家園，大戰間與戰後人們擁有失

落、無奈、焦慮、徬徨與逃避的心態，使得當時的藝文氣氛，呈現「頹廢」（decadence）與「虛

無主義」（Nihilism）的狀態（曾長生，2000）。達達主義是對理性的世界感到絕望而產生的一

種心態，藉由戰爭的恐懼成立了否定所有理性與邏輯的條文（陳子煜，2004）。起初以嘲弄甚至

到破壞藝術的達達，最後卻啟發新的可能性。但是，達達主義使用的是沒有建設性的破壞，缺乏

了理論的基礎，漸漸就瓦解。超現實主義與達達主義有著很相近的關係，雖繼承了達達的核心思

維，但在觀念上，卻不是以消極、否定的破壞特質如達達；相反的，是一種積極態度的藝術革命，

從達達原本虛無與破壞的精神，加進更穩固的理論作為基礎（劉振源，1998）。Breton 以佛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做為超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劉振源，1998）。佛洛伊德嘗試用科學的角度來

研究精神病以及精神現象，而他的結果所產生了「濳在意識」的理論，Breton 藉由這個理論讓心

理學與超現實主義做連結（劉振源，1998）。 

2-2 超現實表現手法

根據陳思安（2013）整理既有研究的分析結果：超現實表現手法分成「認知性」、「物質性」、

以及「空間性」 三大類。「認知性」的表現以違反知識之邏輯的表現；「物質性」的呈現以違

反生物以及物理的存在；「空間性」則是違背時空與空間邏輯的存在。陳思安（2013）將黃國榮、

徐珮綺、張健豐、林綵玲、孔令健、王福國的碩士論文文獻以及劉其偉「現代藝術繪畫理論」所

研究的資料統整歸納，「認知性」的表現手法分別為比例大小置換、材質轉換、相異體融合；「物

質性」的表現手法分別為物理性質的置換、無生物活化、生物物質化、肢體解破重組；「空間性」

的表現手法為時空置換、別有意涵的排列方式、集錦式複合意象空間。共 10 種表現手法，解釋

三大類的表現手法如下：

1. 比例大小置換

將物體間的大小比例改變，有別於正常的尺寸，縮放物件大小在同一個空間中，打破觀眾對

其原本的認知，產生出超現實的感覺。

2. 材質轉換

此手法改變物件上固有的紋理及材質，以其他物體上的紋理及材質取代之。物件的材質與自

然狀況時不同，物質原有的獨特性被改變，顛覆觀眾對原始物質的固有認知，造成心理層面的衝

擊，產生超現實的氛圍。

3. 相異體融合

將擁有不同屬性、材質的物件，合而為一結合成一個嶄新擁有不同特徵的新物件，新的型態

是創造出來的所以不符合自然邏輯，因此手法也產出超乎現實的感受。

4. 物理性質的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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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物件都有自己的物理性質，此手法否定物體本身所擁有的物理特性，例如密度與重力，

以創造出新的物理特性，讓不合理的畫面產生，而造就了超現實的氛圍。

5. 無生物活化

此手法讓沒有生命的物體，轉換成有生命的狀態。主要以人或生物的肢體或器官與無生命體

的物體做為結合；讓無生命體的物件擁有身體化的概念而產出生命體的錯覺。

6. 生物物質化

此手法與前一手法相反，讓擁有生命的個體轉化為無生命的物件。以材質與屬性來營造無生

命物體的特徵。

7. 肢體解剖重組

將生物體的肢體與器官拆解、變形，然後重新組裝。新型態的生物以誇張、驚悚、違反邏輯

的狀態呈現；經常用在表現人類的陰暗面或者內心的矛盾。

8. 時空置換

在空間上做出矛盾的安排。在不同的環境背景置入不屬於此空間的物件做搭配；或者將原本

的時空特質改變化，讓主體與時空產出差異性與荒謬感。

9. 別有意涵的排列方式

使用物體原本的樣貌與特性，不做變形的方式，但刻意以空間與距離的搭配讓彼此產生關

聯，讓新的圖像擁有著奇特的含義而造就趣味與不同解讀的撞擊，讓畫面產生趣味。此手法也稱

「重疊交錯之複象」。

10. 集錦式複合意象空間

以創作者的主觀思維讓存在於不同時間與空間的景物以及符號與圖像組裝在一起，成一個有

趣多樣的畫面，創作者運用變形、時空、大小變換、與交疊，綜合在一起來呈現許多意象的結合。 

三、研究方法

3-1 既有宣傳卡分析

研究者蒐集既有的小劇場宣傳卡作為研究對象，樣本的範圍侷限於小劇場的

戲劇團隊演出之宣傳卡，而且只選擇台灣的團隊。樣本的蒐集來源為台北牯嶺街

小劇場與國家兩廳院的實驗劇場。樣本的取樣時間設定在 2014 年一月至 2016

年六月之間。過程中有許多團隊無法聯繫到，或宣傳卡已無庫存而受到無法取樣

910



的限制。經過半年的收集，研究者實際搜集樣本總計 59 齣演出宣傳卡，數量為

61 張，實體卡片有 35 張實體宣傳卡，26 張以電子檔搜集。研究者蒐集的 61 張

宣傳卡裡，有兩個演出各有兩張不同版型但風格一致者，選擇其中一張為代表，

故總計仍為 59 張宣傳卡作為有效樣本。 

3-2 限制

採樣過程中，研究者不會依照大小、圖樣風格、卡片版型等任何條件去做篩選，而將各戲劇

表演團隊的宣傳卡全部搜集。部分團隊可能已經解散，因此研究者無法聯繫到，而導致樣本搜集

無法全數取樣。

3-3 分類者

樣本將由三位畢業於藝術相關科系、對風格有一定的理解並具有 5 年以上藝術領域經歷人士

協同研究者分析。協同的分類者背景資料見表 1： 

表 1  協同分類者資料 

分類者編號 學歷 科系 經歷（年）

A 研究生 視覺傳達 6 

B 研究生 視覺傳達 5 

C 研究生 視覺傳達 6 

3-5 分類方法

樣本的分類將根據其視覺的風格。因為宣傳卡樣式繁多，大小也不一致。研究者首先將所收

集到的紙本宣傳卡正本，掃描成電子檔，再以 A5 尺寸彩色印出，以避免分類時破壞原始資料，

並且便利分類時的移動。研究者已複製資料攤平在一個空曠的空間，只針對宣傳卡的視覺內容與

風格去做分類。

以整體直觀的方式將樣本分類成超現實與非超現實兩大類；並以比例大小置換、材質轉換、

相異體融合、物理性質的置換、無生物活化、生物物質化、肢體解剖重組、時空置換、別有意涵

的排列方式、集錦式複合意象空間特徵來仔細研判分類是否確實。非超現實或寫實風格的樣本繼

續細分為其他風格。屬於超現實風格的樣本則以上述特徵細分成不同的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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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視覺風格分類

研究者以樣本是否具有超現實表現手法來判斷樣本的視覺風格是否為超現實。風格分類結果

顯示：超現實風格有 24 張（占 40.7％）。非超現實風格共有 35 張，其中包括寫實風格有 32 張

（占 54.2％）與其他風格 3 張（占 5.1％）。其他風格為數量太少難以成為個別類型者，其中包

含抽象風格。表 2 為樣本風格分類數量與百分比分布表。整體而言，小劇場的宣傳卡以寫實風格

為最大宗，佔據半數以上，超現實風格亦為大宗，占據四成左右，抽象或其他風格則十分零星。 

表 2 樣本風格分類百分比分布表 

卡片視覺風格 張數 % 

寫實 32 54.2 

超現實 24 40.7 

其他（含抽象） 3 5.1 

總數 59 100.0 

4-2 風格分類

經判斷後宣傳卡樣本分類結果為超現實風格的總數是 24 張。經表現手法的小項分析後，A

比例大小置換 2 張（占 8.3％）、B 材質的轉換 2 張（占 8.3％）、C 相異體融合 1 張（4.2％）、

G 肢體解破重組 1 張（4.2％）、H 時空置換 9 張（37.4％）、I 別有意涵的排列組合 7 張（29.3）

以及 J 集錦式複合意象空間 2 張（8.3％），而沒有樣本是 D 物理性質的轉換、E 無生物活化以

及 F 生物物質化的手法表現。表 3 是樣本中超現實風格表現手法的細項分類百分比分布。 

表 3  樣本中超現實風格表現手法的細項分類百分比分布 

超現實表現手法 張數 % 

A 比例大小置換 2 8.3 

B 材質的轉換 2 8.3 

C 相異體融合 1 4.2 

D 物理性質的置換 0 0.0 

E 無生物活化 0 0.0 

F 生物物質化 0 0.0 

G 肢體解剖重組 1 4.2 

H 時空置換 9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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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別有意涵的排列方式 7 29.3 

J 集錦式複合意象空間 2 8.3 

總數 24 100.0 

4-2 超現實風格細分 

將屬於超現實風格的 24 張樣本繼續細分，結果發現：H 時空置換（9 張，占超現實風格 37.4%）

與 I 別有意涵（7 張，占超現實風格 29.3%）的表現方式占最多數，兩者合計將近七成。兩者在

宣傳卡畫面上主要以演出的主題做為主視覺發展；但為了要保留戲劇效果的視覺，時空置換的表

現形式呈現了劇本內心深層想表達的衝突與想像空間。而別有意涵的視覺排列方式則試著想在同

個畫面裡表達不同的語彙；並透過個別細微的暗示方式來告訴觀眾演出內容與什麼相關。 

其他較少數的手法為比例大小置換、材質的轉換、集錦式複合意象空間皆不到一成。物理性

質的置換、無生物活化、生物物質化的手法都沒有出現。比例大小置換的手法在文宣品上主要呈

現給觀眾劇本主要環繞在什麼主題上，以比例大小的置換來呈現出主題的重要性又結合物件來呈

現有趣超現實的畫面。使用材質的轉換手法的宣傳卡樣本，主要是以主角的意象為主體，然後再

與主角的身體屬性結合關聯的物件材質做為結合，製造出超現實氛圍。相異體融合的表現手法通

常使用攝影的方式將角色以及其他生物並置放在一起，如同一體的畫面，再行拍攝。使用肢體解

破重組手法的樣本則將角色的臉蛋以正面的方式拆解，但放置於左右側畫面，以產生衝突的錯視。 

五、結論與建議 

以上分析顯示：超現實表現雖然在藝術史上是一個年代久遠的風格，但對於藝術與設計的影

響十分深遠。其在劇場文宣上的運用是一個使用度頗高的風格表現方式。在 59 張樣本裡面就佔

了四成多，僅次於最大宗的寫實風格。 

由於戲劇演出關係著演員、劇本情節、以及劇本想傳遞的深層含意，因此宣傳視覺上幾乎都

會有角色的使用。為了一目了然，使用寫實風格能夠直接了當地以攝影、角色影像，讓觀眾理解

劇本想呈現的年代風格。寫實的角色影像也較容易兼具商業宣傳的效果。使觀眾知道是誰演了這

齣戲，戲劇的內容大致是什麼方向。 

超現實風格則以較間接迂迴的方式表現，以較多視覺衝突的方式來表現劇本想表達的深層含

意。相較於寫實風格的明確與直接，超現實風格給人隱晦、突兀、與無限想像的空間。時空置換

與別有意涵兩手法是超現實手法中較常用的種類，共佔近七成。其原因可能是這兩類手法最能符

合戲劇的時間特徵，也能夠兼具傳達角色特徵及其深沉思想，並帶給觀眾省思想像的樂趣。比例

大小置換、材質的轉換、集錦式複合意象空間數量都不多，都不到一成。物理性質的置換、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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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化、生物物質化的手法都沒有出現；推論可能是與樣本戲劇內容的種類不容以這些手法表達

有關。當然，若取樣範圍擴大，或許有不同的結果。 

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在視覺上的商業性因素做為深層研究，如何能夠呈現超現實風

格以衝突隱晦的方式呈現，但又能保留商業性而非過於藝術創作的方式來呈現，可以進一步加以

討論。 

此外，在超現實風格的使用上，畫面空間層次或結構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配合空間結構的

呈現，有些宣傳卡除了單張書面之外也使用折疊式或切割版型的方法。這些宣傳卡經過巧思，能

夠展現與眾不同的效果。在宣傳卡的設計上，設計者可以考慮結合不同的版型結構，使能結合超

現實的畫面做成巧妙的層次或空間搭配，能讓宣傳卡的整體呈現面更有張力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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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都市型森林公園休憩系統之滿意度與使用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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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日常生活中為了增加休憩空間、滿足居民休閒需求，公部門因而設置都市公園，以利居民休憩活動

之用。本研究針對造訪過印象最深刻的森林公園之使用者進行問卷調查，探討該森林公園之旅遊特性、

現況感受及相關改善意見，並分析民眾對森林公園休憩系統的滿意度及差異。本研究目的為了解未來潛

在使用者對於都會森林公園休憩系統之相關意見，因此將問卷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調查，第一階段利用網

路發放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計 233 份；第二階段分別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台中市北屯大坑

九號／十號登山步道入口區兩地，針對台中市民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共回收有效問卷計 100 份，兩階

段問卷調查合計回收有效問卷共 333 份。根據調查結果顯示：(1) 一般民眾至森林公園主要以汽車最多；

(2) 同行者為家人居多；(3) 時段以下午為主，(4)停留時間為 1-2 小時居多；(5) 到訪目的以散步、運動

為最大宗，故在選擇森林公園之原因以環境舒適居多。本研究結果有助於理解居民使用都市公園的休閒

屬性，在空間功能與尺度規劃、休憩設施類型與配置安排等方面對後續相關研究提供了參考性價值。 

關鍵字：森林公園、休憩系統、使用滿意度 

一、前言 

公園於目前的都市空間中屬於基本設施，內政部於 1996 年公園綠地研討會中，將公園列入遊憩綠地

系統內。由上述可知，都市公園使用者應當能藉由在公園中活動而獲得休閒的體驗。蘇美玲(1998)研究

指出都市公園公共設施，是提供民眾休養、遊憩、觀賞、運動之綠化園地，並視環境需要設置飾景、休

憩、遊樂運動等設施。 

劉碧雯（2002）指出，遊憩活動的空間模式是由人、設施、資源與空間所組合而成，由於設施、資

源及空間，是因「人」的需求產生，綜觀大多都市公園皆以「人」為視角，在以人為本的社會思潮中，

大多忽略了環境與空間關係，有鑑於此，若在以人為本的社會思維中、顧及 「環境」與公園整體關係，

方可在都會森林公園促成「環境與人」之間的和諧；因此本研究欲先探討人對都市公園使用印象，透過

使用者問卷了解休憩類型的特性與都市公園環境關係，期許未來可透過都市公園環境設計規劃，滿足使

用者需求，賦予都市公園新寓意與樣貌。 

本研究基於減少過多的人工設施導致的破壞與砍伐，地及樹林成為被重視的資源，以規劃未來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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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園作為本研究的目的，理解人們對於都會森林公園的認知，使未來都市森林公園更符合使用者需

求。 

都市森林公園多樣性的植栽形成優美景觀，提供民眾舒適的教育場所（黃裕星，2014），都市公園

提供人們休憩的場域，也喚起大眾對於大自然保存的重要性，同時能讓大眾的身心靈被調解，它的功能

及價值的體現是，舒緩都市人的壓力、保留了環境的價值，故本研究針對使用者之休憩類型與行為特性

進行調查分析。 

 

二、文獻探討 

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演變出多種型態的都市公園，其設置目標及方式仍具備基本的功能；以都市計

畫法定程序所指定之公共設施公園用地，經由地方政府興建完成，主要目的為提供民眾運動、休閒、遊

憩、國民健康、防洪、避難、防災等多元功能公立公園（林豔汝，2003）。 

都市公園為都市中主要的戶外休憩機會提供者，胡淑雲(1988)指出並非最小距離完全符合原則，當

最小距離內的都市公園無法滿足需求時，市民就會前往較遠較能滿足需求的都市公園。Erkip (1997)也指

出都市公園分佈的公平性是不能夠滿足市民的遊憩需求，因需考慮公園的種類，包括：公園大小、設施、

服務品質等。 

因此都市公園的種類分佈情形直接影響到一地區遊憩機會的多寡，進一步影響到一地區居民戶外遊

憩的品質，而 Manning (1985) 認為由許多的實證研究證實，人們參與遊憩活動是為了滿足各種不同的旅

遊動機，戶外遊憩的品質提供多樣的遊憩機會，若將休憩場域的規劃與經營加以改善，便能直接滿足各

種不同旅遊體驗需求與行為。 

綜合上述，目前有關都市公園的文獻多以探討行為傾向、居民遊憩、或特定場域（老人公園、運動

公園、大安森林公園） 滿意度與行為意向等變項為主(謝旻諺，2011；呂慧中，2008；蘇美玲、林晏州，

1999) ，目前尚無專門探討都市森林公園及硬體設施滿意度的評估，故本研究針對遊客到曾今拜訪過的

森林公園進行問卷調查，探討環境與人對於未來森林公園的關係，希望藉此作為未來規劃都市公園的建

議與參考方針。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森林公園遊客之個人屬性、旅遊特性、現況感受、改善建議等變數間的影

響關係，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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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3-2 問卷設計  

  本研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作問卷調查，問卷設計以過去研究及專家學者的理論為基礎，問卷主要內容

包含四個部分，分別為：1.遊客個人屬性；2. 遊客旅遊特性；3. 遊客現況滿意度；4.旅客的改善建議。

在有關在滿意度方面，採用李克特五點尺度（Likert five scale）作答 ，「1」代表非常不滿意、「2」代

表不滿意、「3」代表普通、「4」代表滿意、「5」代表非常滿意區分為五個程度。在最後一題改善意見

以開放式問題作答，因考量到網路問卷有年齡之差異（考慮到高齡者識字問題，若不識字則由研究者口

頭說明），所以也實地發放問卷，在實地發放問卷中，也進行了訪談民眾對於森林公園的建議，回收問

卷後，將無效問卷先行剔除以，SPSS 作為研究工具，進行資料分析及整理。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人口變相分析 

本調查針對人口變項分析，分析結果，在性別上以女性比例較高佔 56.5%，男性佔 43.5%，以女性

入園者較多，此結果與前人研究相符。年齡層分為四個族群，其中 25-50 歲比例最高佔 42.9%，其次為

24 歲以下佔 33.6%，51-64 歲(18.3%)及 65 歲以上(5.2%)為最少，故可知平常多在森林公園休憩對象為中

年者居多；最高學歷則是大學最多佔 44.7%，其次為高中(職)佔 21.3%，研究所(含)以上 17.4%，專科

11.7%，國中 2.7%，國小(含)以下 2.1%；而受訪者居住地以中部地區為最高佔 62.8%；工作型態多為上

班族佔 35.1%，其次為學生佔 29.4%，自由業佔 10.5%，待業或退休佔 10.2%，其他佔 9%，家管則是最

少佔 5.7%；居住地以中部佔為最多 62.8%，其次為北部佔 19.5%，南部地區佔 14.7%，其他佔 2.1%，東

部地區及外島分別佔 -.6%及 -.3% 。 

4-2旅遊特性 

在旅遊特性中，大眾前往森林公園的交通方式主要以汽車為最多佔 36.6%，其次為大眾運輸工具佔 

29.1%、機車佔 22.2%;時段以下午為最多佔 39.9%，其次為上午佔 28.8%；而停留時間主要以 1-2 小時

佔 49.2%;同行同伴以家人為最多佔 43.5%，其次為朋友(34.5%)；森林公園資訊主要從親朋好友得知為

最多佔 52%；去森林公園的累計次數以 2-5 次為最多，佔比例 48%，其次為第 1 次(18.3%)和超過 10 

次(24.3%)；到訪目的以散步、運動為最大宗佔 59.2%；會選擇森林公園的原因以環境舒適為最多，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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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4.7%；而最後會讓民眾對森林公園印象不佳的原因是以難停車 (17.4%)、廁所空間(11.4%)、環境綠

化不足(11.7%)為主，而佔最多之其他(30.4%) 可看出部分民眾認為仍有其他因素導致印象不佳、惟選項

中均未提及相關之理由為何。分析結果詳如圖 2  

 

 

 

 

 

圖 2 旅遊特性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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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曾到訪過的森林公園滿意度

民眾對於森林公園的環境、廁所、遊憩設施...等各方面之滿意度均無呈現明顯的滿意或不滿意(分數

級距 1-5 分)，但從標準差數值來看，森林公園解說員的好、壞可以較明顯區分森林公園滿意度的差異性

如表 1。 

表 1 森林公園滿意度調查表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環境 3.76 .796 參觀動線 3.56 .814 

廁所 3.32 .883 解說員 3.54 .991 

遊憩設施 3.52 .873 整體滿意度 3.70 .787 

步行道路 3.74 .861 有需多改善地方 3.68 .830 

指示路標 3.55 .858 讓人感到安全 3.60 .853 

4-4改善建議

由表 4 結果說明可得知，一般民眾在森林公園認為不足的休憩設施、最希望可以增設之設施為座椅

(32.1%)，其次為教育類解說牌(25.2%)、休憩站(23.1%)、林間棧道(22.8%)、公共廁所(22.2%)、觀景台

(21.9%)。如表 2

表 2 森林公園希望增設設施 

變項名稱 百分比% 變項名稱 百分比% 

遊樂器材 13.2 林間棧道 22.8 

步道 18 教育類解說牌 25.2 

座椅 32.1 公共廁所 22.2 

觀景台 21.9 遊客服務中心 11.7 

休憩站 23.1 其他 15 

而在改善建議的部分大部分民眾未有意見，少數表示滿意現況，( 1 )較多數民眾希望公園可以自然

一點，不需有過多的其他不自然因素、或是設施；( 2 ) 對目前基本設施較不滿意，如停車場車位較少、

廁所不乾淨、垃圾桶設置不夠多、休憩設施過為老舊、 指標不清楚、某些段落的步道對於老人較難攀

爬…，( 3 )在安全性上夜間照明設備較少，（4）部分民眾對於寵物進入公園是排斥的，主因是寵物的排

泄物未處理，使得一般民眾較反感。 

4-5 造訪過的森林公園

本調查針對曾造訪過的森林公園與其居住地區之關係進行次數交叉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3，其中在

森林公園的結果顯示居住在北部民眾多數曾造訪大安森林公園，中部民眾是文心森林公園，而南部、東

部、外島、其他地區民眾因樣本數過少， 無法判斷當地民眾曾到訪的森林公園休閒選擇趨勢。根據北部

及中部民眾分析結果，與居住地距離越近的森林公園之造訪率會明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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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曾造訪過的森林公園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表 

場域類型/選擇次數 居住地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外島 其他 

森林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台北) 36 7 7 - - 1 

文心森林公園(台中) 3 61 3 - 1 1 

坪林森林公園(台中) 1 3 1 - - - 

臺東森林公園 3 3 6 1 - - 

關廟森林公園(台南) - 2 - - - - 

田中森林公園(彰化) - 2 - - - - 

嘉義都會森林公園 1 1 3 - - - 

阿公店森林公園(高雄) - - 1 - - - 

凹子底森林公園(高雄) - - 1 - - - 

知卡宣森林公園(花蓮) - - - 1 - - 

水汴頭生態森林公園(新竹) 1 - - - - - 

非森林公園 其他 21 130 26 - - 4 

*為填答其他非森林公園類型公園之答案

五、結論 

5-1結論

根據調查結果本研究得知使用都市森林公園的居民大多在下午時段與家人搭乘汽車前往森林公園，到

訪目的以散步、運動為最大宗，停留時間為小時。 

  調查顯示民眾對森林公園印象之前三名分別為：難停車(17.4%)、廁所空間(11.4%) 與環境綠化不足

(11.7%)為主，其中佔最多之其他佔 30.4%，可看出民眾仍認為尚有其他因素導致印象不佳，但無提及其

理由為何。 

  另一方面，民眾認為森林公園可改善的部分為：座椅(32.1%)、教育類解說牌 (25.2%)、休憩站(23.1%)、

林間棧道(22.8%)、公共廁所(22.2%)、觀景臺(21.9%)。 

5-2建議

根據以上的結果，在此，我們以都市公園的休閒屬性，在空間功能與尺度規劃、休憩設施類型與配置

安排等方面提供了以下幾點、做為相關決策的參考 

（1）以低衝擊開發為主要實行方式，可增加都市森林公園內的動、植生物的多樣性，使未來都市森林公

園有較多可遮蔽的樹蔭、及較多不同種類的動植物可提供民眾觀賞及了解，並且更加貼近大自然。 

（2）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多以汽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當規劃未來森林公園時，因在公園周邊空間設

置符合人口的停車場或與周邊民營洽談合作，或搭配國家政府政策，利用對於環境及能源消耗較為有利

的運輸工具來到達目的地，如要建置一個新的都市森林公園應需完整考量交通面向。 

（3）大多數民眾至都市森林公園主要目的為散步與運動，在散步、運動過程中需要有休憩的停留點，例

如：休憩的座椅，而在路徑規劃時，將其景觀規劃至內，建議植栽路徑可以配合季節性的植物，也可結

合生態教育使居民達到寓教於樂的意義，且提高居民使用的頻率，使公園達到最高之使用目的。 

（4）可規劃一個區域，邀請鄰里的居民或是集結零星小農利用假日時間，由在地農友擺攤，讓市民們可

以面對面交流，體驗在超市、量販店所沒有的「互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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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硬體設備方面，因加強森林公園之整體維護與修繕之管理，廁所須保持乾淨、增設垃圾桶、休憩

設施如太老舊應更換新的設施、指標需標示清楚使民眾在森林公園運動能更輕鬆、自在，可有效降低迷

路的風險。 

  根據調查結果，本研究認為應更進一步針對使用者的經驗與需求，進行場域的規劃或改良設施，了解

居民實際需求，並依照需求進行修正，此作法便能引領出更多好的設計遊具於森林都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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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化創新探討台中市公園公共廁所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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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廁所乃公共空間之⼀一環，性別友善的公共廁所可謂體現性別平權社會的重要指標。  

本研究透過「性別化創新」⽅方法（Gendered Innovations,）檢視公園公共廁所之軟硬體設

備、廁間內設置及公共廁所類型等內容，並導入通⽤用設計，希冀達到「⼈人⼈人都能公平使⽤用」

之設計概念念；「性別化創新」，指在科技研發過程，納入⽣生理理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

視⾓角，促成科學技術與知識的⾰革新，結合「通⽤用設計」為所有使⽤用者考量量，讓多元使⽤用者

能在無阻礙的使⽤用過程中獲得尊重，消弭社會差異異性並落落實社會平權，本研究希望藉由廣

泛調查與分析，全⾯面了了解公共廁所在公園中的問題，並提出設計改善⽅方法，以通⽤用設計原

則檢討公園公共廁所，以期符合多元族群乃⾄至多元化性別需求，並提出性別化科技創新設

計⽅方法。 

關鍵詞：公園公共廁所、性別化創新、通⽤用設計、台中市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性性別平權的興起，多元使⽤用者之使⽤用需求也逐漸被注意，重新考量量到不同的⽣生理理及

⼼心理理需求，本研究透過「性別化創新」⽅方法（Gendered Innovations,）檢視公園公共廁所之軟

硬體設備、廁間內設置及公共廁所類型等內容，並導入通⽤用設計，希冀達到「⼈人⼈人都能公平使

⽤用」之設計概念念；「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是「性別化的科技創新」的簡稱，

指在科技研發過程，納入⽣生理理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視⾓角，促成科學技術與知識

的⾰革新，性別化創新與通⽤用設計之理理念念核⼼心不謀⽽而合，皆以讓多元使⽤用者能在無阻礙的情形

下，獲得⾜足夠的資源並受到尊重，本研究期望以通⽤用設計納入性別友善廁所，設定公園為研究

場域，公園為⼈人類平常⽣生活中休閒及聚會場所，以公園使⽤用者為出發點，多元的使⽤用者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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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皆有不同需求，掌握管理理者、設計者的思考視點，理理解多元族群在公園內從事各種活動之使

⽤用需求、⾏行行為特性、問題困擾與其使⽤用意識為基礎，提出落落實性別平權之公園公共廁所之設計

準則，以顧及使⽤用者之使⽤用需求及⼼心理理層⾯面。 

1-2 研究⽬目的 

 在公園場域中，⼈人們進⾏行行⽇日常休閒及聚會，公共廁所則為活動場所中⼈人類必備⽣生理理環節之

⼀一。以公園使⽤用為出發點，探討多元的使⽤用者使⽤用之不同需求。有鑑於此，以通⽤用設計視點探

討性別平權之公園公共廁所實為現今必要之議題。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檢驗台中市公園公共廁所，以性別化創新⽅方法，深度訪談專家與使⽤用者，掌握性別觀

點與多元使⽤用者的需求。 

 2.  以通⽤用設計檢視的公園公共廁所，提出設計創新以改善公園公共廁所。 

⼆二、⽂文獻探討 

2-1公園公共廁所法規 

公園公共廁所建築之設計主要參參照各縣市之「公園管理理⾃自治條例例」，由各地⽅方政府機關擬

定並辦理理，國內現⾏行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業已針對無障礙廁所盥洗室進⾏行行相關規定，雖

尚無建築法令規定必須設置性別友善廁所，亦無相關規範，然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99年年發⾏行行之

「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內「3-4⾏行行動不便便者使⽤用廁所」之「⾏行行動不便便廁所B型（兼

親⼦子廁所）」及「⾏行行動不便便廁所E型（多功能廁所）」內容，已具「性別友善廁所」雛形，現

⾏行行部分性別友善廁所設置亦參參考該⼿手冊內容，以達到優質廁所之品質，⼿手冊主要⽬目的乃在於推

廣⼈人性化公廁之正確設計，對於男女廁所之空間及各種設備，依照使⽤用者之⾏行行為需求訂定其準

則，特別注意使⽤用上的⽅方便便性及合理理性，同時亦兼顧其清潔及維護上之便便利利性；⾄至於⾏行行動不便便

者廁所，特別依照各種⾏行行動不便便者上廁時之特殊需求，訂定了了五種⾏行行動不便便者廁所之設計，均

為多功能廁所，以符合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之趨勢。 

2-2公園公廁現況調查 

本研究以臺中市「⽂文⼼心森林林公園」、「台中都會公園」以及「台中世貿公園」做為研究場

域，三座公園分別隸屬不同管理理機關，管理理⽅方針各有不同。 

（1）⽂文⼼心森林林公園: 

隸屬台中市政府建設局所轄，為台中市亮點公園，位於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路上，七期重劃

區內，⾃自1996年年起市政府更更規劃將此處從副商業中⼼心變更更成新市政中⼼心，成為臺中市的中⼼心商

業區，據環保署統計，⽂文⼼心森林林公園內公共廁所設置在3處），總計有9座公共廁所，其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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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座男廁、3座女廁、3座無障礙廁所，且每處之公共廁所皆設有1座男廁、1座女廁及1座無障礙

廁所。以公園洗⼿手台部分並尚未考量量多元使⽤用者需求⽂文⼼心森林林公園近年年儼然成為台中市⺠民休閒

運動的重要地點，故選定此公園作為觀察場域。 

(2) 台中都會公園: 

由內政部營建署依據《臺灣地區都會區域休閒設施發展⽅方案》所規劃，在設計理理念念上定位

為「都會森林林公園」，提供⼤大型開放空間、廣⼤大的綠地、綠美化的視覺景觀、多樣性的遊憩活

動，以及⾃自然資源等多種功能。著眼於「都會森林林公園」之定位，台中都會公園有多樣的⾃自然

觀察環境與⺠民眾活動場所，台中都會公園內設有廁所7座，但多設置在遊客⾼高密度地區，在幅

員廣⼤大的公園內可能不符合使⽤用，本研究選定此為研究場域，利利⽤用⽥田野調查發現使⽤用族群的需

求。 

(3) 台中世貿公園: 

隸屬台中市⻄西屯區公所，位於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世貿中⼼心旁，是⾯面積約兩兩公頃的鄰⾥里里性

公園，鄰⾥里里公園是都市公園的⼀一種，黃淑姿(1982)將鄰⾥里里公園定義為「政府為滿⾜足鄰⾥里里居⺠民⽇日

常遊憩的需求，提供給予社區附近居⺠民散步、遊憩、欣賞、閱讀或集會的場所，⽤用以達到健康、

寧適、教育、娛樂等⽬目標所設計開闢的公共設施」。公園提供良好的空間場所有助於⼈人⺠民在此

從事休閒活動釋放壓⼒力力，因此居家附近的鄰⾥里里公園便便成為居⺠民最常駐⾜足的場所。顯⽰示出鄰⾥里里公

園與居⺠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2008，張成淵、蔡龍銘）。 

 

2-3公共廁所之通⽤用設計相關研究

公共廁所是現代城市不可或缺的基本設施，卻也總是涉及許多敏感議題，諸如性別、族群、

階級、⾝身體、年年齡、衛⽣生、道德等。隨著時代進步，各個族群的平權、平等意識逐漸被重視。

相較於為每⼀一種不同需求設計「特殊化」設施的⽅方式，通⽤用設計的概念念才能真正地落落實整體的

平等、平權。因此，許多公共廁所的規劃已將「無障礙設計」的理理念念提昇到「通⽤用設計」的層

次。相關通⽤用設計的廁所可以參參考現今⽇日本的「多⽬目的廁所」，提升了了無障礙廁所的功能，非

輪輪椅使⽤用者但其他⾏行行動較為不便便的使⽤用者也能⾃自在使⽤用，無須承受異異樣眼光。⽇日本⽬目前已很少

使⽤用「⾝身障者廁所」這樣帶有區隔的名稱，且另設有標⽰示提醒使⽤用者，要禮讓⾝身障者優先使⽤用。

有些會在旁邊另外設「親⼦子廁所」，以滿⾜足所有使⽤用者的需求(圖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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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多目的廁所標示 
圖片出處：本子計畫拍攝 

圖 2.多目的廁所 
圖片出處：本子計畫拍攝 

圖 3. 提供多元使用者需求 
圖片出處：本子計畫拍攝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深入研究場域，觀察台中市公園內公共廁所使⽤用情形；再利利⽤用「深

度訪談法」進⾏行行專家與使⽤用者的訪談，三位專家分別為公園共共廁所的管理理者、公共廁所的清

潔廠商以及社會學專家，以⼝口語協定分析法歸納整理理出性別化創新之公園公共廁所因⼦子。 

「⽥田野調查」的進⾏行行，觀察紀錄⼀一天內公園廁所使⽤用情形，公園內公共廁所的利利⽤用情形會

因時間與環境狀狀況⽽而有所不同，公共廁所為滿⾜足使⽤用者的⽣生理理需求並保護其隱私性，研究者採

非⼲干預式觀察，紀錄使⽤用情形並觀察使⽤用者困擾點。 

 研究場域分別是⽂文⼼心森林林公園、台中都會公園以及台中世貿公園，以定點觀察紀錄下公園

公共廁所⾃自早上6:00⾄至晚上5:00的使⽤用情形。 

 

3-2 ⽥田野調查 

藉由觀察記錄以得知公園內的使⽤用情形，記錄項⽬目為⽇日期、性別、使⽤用時間、攜帶物品、

使⽤用情況與問題點，不同公園使⽤用者活動各⾃自不同，觀察紀錄下不同的問題並以計數統計紀

錄男女廁使⽤用⼈人數，可以得到以下結果： 

(1) ⽂文⼼心森林林公園 

⽥田野調查期間為冬天，由於天氣較冷並且⽇日照時間較短，在晚間五點後公園內的使⽤用⺠民眾

明顯減少，本研究觀察紀錄結果，⽂文⼼心森林林公園公共廁所平⽇日使⽤用⼈人數103⼈人；假⽇日使⽤用⼈人數

181⼈人，經觀察紀錄中午時段10-14點使⽤用⼈人數最少，男女使⽤用者僅有個位數，推估為由於10-14

點的⽇日照強烈，較少⼈人在中午去公園休閒。平⽇日與假⽇日的休閒型態不同，故公共廁所的使⽤用

者類型也不同，⽂文⼼心森林林公園中觀察最為顯著影響者為親⼦子使⽤用族群，在假⽇日下午14-1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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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親⼦子休閒活動劇增，⽗父⺟母帶⼩小孩到公園溜溜直排輪輪、散步等活動，使⽤用公共廁所時也有

很多⽗父⺟母帶⼩小孩如廁的情況；⽽而平⽇日使⽤用者⽬目測年年齡較⼤大，固定有太極拳與健康操的團體活

動，平⽇日公共廁所清晨6-10時的利利⽤用情形較多。性別統計曲線圖如下圖5、圖6。 

 

 

 

 

 

 

 

圖5：⽂文⼼心森林林公園平⽇日使⽤用者曲線      圖6：⽂文⼼心森林林公園假⽇日使⽤用者曲線 

 

(2) 台中都會公園 

台中都會公園位處台中市郊區，其設立時設定為「都會森林林公園」，具有豐富⽣生態景觀，

幅員廣闊，⽥田野觀察到在此公園內的族群，較多團體結伴，有⾃自⾏行行⾞車車隊、家族旅⾏行行、或是婚紗

攝影團隊，其公共廁所的利利⽤用情形異異於市區內的⽂文⼼心森林林公園。本研究觀察紀錄結果，台中都

會公園公共廁所平⽇日使⽤用⼈人數 105 ⼈人；假⽇日使⽤用⼈人數 95 ⼈人；台中都會公園平⽇日與假⽇日⼈人數無

太⼤大變動，公共廁所的使⽤用⼈人數曲線分佈卻相異異，經觀察紀錄中午時段 10-14 點使⽤用⼈人數最少，

男女使⽤用者僅有個位數，推估為由於 10-14 點的⽇日照強烈，較少⼈人在中午時間去公園休閒，⼀一

天三個時段紀錄中，平⽇日下午 14-17 時為當天使⽤用⼈人數最多，假⽇日卻是上午 6-10 時使⽤用⼈人數

最多，觀察到⺠民眾在公園內的休閒類型多元，廣闊的草地空間讓⺠民眾可以做多樣化休閒運動，

台中都會公園中平⽇日下午⼈人最多，室外活動例例如放風箏、⼩小孩玩電動⾞車車、還有野餐等等，多在

下午，假⽇日早上⼈人最多，為團體運動的形式，例例如腳踏⾞車車隊。性別統計曲線圖如下圖 7、圖 8 

圖 7：台中都會公園平⽇日使⽤用者曲線  圖 8：台中都會公園假⽇日使⽤用者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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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中世貿公園 

台中世貿公園隸屬台中市⻄西屯區公所，屬於鄰⾥里里公園，鄰⾥里里公園可謂居⺠民最常駐⾜足的場

所，鄰⾥里里公園與居⺠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本研究觀察紀錄結果，台中世貿公共廁所平⽇日使

⽤用⼈人數 104 ⼈人；假⽇日使⽤用⼈人數 110 ⼈人；可以觀察到鄰⾥里里公園中的休閒型態較為靜態，多是散

步、聊天，也有⽗父⺟母帶⼩小孩⼦子到公園散步，與前兩兩公園最⼤大差異異為假⽇日中午時段 10-14 點使

⽤用⼈人數沒有減少，甚⾄至有增加情形，與原先推估中午時段由於⽇日照強烈和⽣生活習性使⼈人中午

不願外出不同。 本研究從⽥田野觀察中發現，在鄰⾥里里公園的使⽤用者為附近居⺠民，居⺠民在公園中

的休閒較為靜態，並且會在平⽇日固定時間去公園，在公園中形成彼此認識與可以聊天的群體，

在公園內的涼亭、樹下、兒童遊樂區聚集，此鄰⾥里里公園的特殊性可納入公園使⽤用習慣之考量量。

性別統計曲線圖如下圖 9、圖 10 

圖 9：台中世貿公園平⽇日使⽤用者曲線          圖 10：台中世貿公園假⽇日使⽤用者曲線 

(4) ⽥田野調查結果： 

從⽥田野觀察中發現，三座公園各有不同的休閒型態，在⽂文⼼心森林林公園中，公共廁所的使⽤用

者平⽇日同⾏行行⼈人數較少，多為獨⾃自前往公園散步、運動，反之假⽇日公共廁所的使⽤用者有許多親

⼦子使⽤用者，或是帶進男廁或女廁，少數會帶到無障礙廁所如廁，可看出其對親⼦子廁所的需求；

在台中都會公園中，可以觀察到與都市公園迥異異的休閒活動，⾃自⾏行行⾞車車隊騎進都會公園中並停

在公共廁所前，有些⺠民眾是特地開⾞車車到都會公園觀光，寵物也適合在廣闊的⾃自然綠地活動，

公共廁所不只要考慮⼈人的使⽤用；在鄰⾥里里公園的使⽤用者為附近居⺠民，居⺠民在公園中的休閒較為

靜態，並且會在平⽇日固定時間去公園，在公園中形成彼此認識與可以聊天的群體，在公園內

的涼亭、樹下、兒童遊樂區聚集，公園的社交功能使得台中世貿公園的使⽤用者更更長時間的待

在公園場域，使⽤用公共廁所的機會變得更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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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深度訪談法 

 

(1) 深度訪談之對象 

 為探討⽬目前公園公共廁所現況，並了了解現有管理理維護之⽅方法，本研究以⼀一對⼀一深度訪談

⽅方式進⾏行行專家訪談，深度訪談三位具研究背景之專業⼈人員。 

表1：專家訪談對象資料： 

編號 職業 性別 ⼯工作經驗 

A 前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公園管理理科技⼠士 女 2 

B 公園清潔維護公司負責⼈人 男 12 

C 東海海⼤大學社會系教授社會學博⼠士 男 20 

 

(2) 範疇因⼦子與分類 

 以⼝口語協定法將公園公共廁所專家之訪談內容加以分析，針對⼝口語的內容⽂文字進⾏行行分

析，了了解受訪者在過程中所傳達之資訊，予以概念念化並產⽣生編碼，公共廁所的空間資訊、管理理

⽅方法乃⾄至使⽤用情形為⼝口語分析的因⼦子，加以分類最後得到主要範疇「空間」、「管理理」、「使

⽤用族群」，以表整理理出公園公共廁所範疇與分類因⼦子。 

表2 公園公共廁所範疇與分類因⼦子 

範疇 分類 因⼦子 

空間 廁所形式 無障礙廁所、親⼦子廁所、蹲式⾺馬桶、坐式⾺馬桶、男廁、女廁、流動廁所 

環境 亮點公園、綠美化、建築限制、攤販、活動、劇場、草⽪皮、設施 

設備 燈光、緊急求救鈴、設備、消耗品、⾦金金屬設備、⽔水龍頭、廁所⾨門、洗⼿手乳、

設計、改建、改善、建築年年限 

管理理 清潔 清潔、維護、破壞、清潔⼈人員、問題回報、維護經費 

安全 緊急求救鈴、保全、監視器、通報系統、公安事件、遊⺠民 

使⽤用族群 使⽤用⾝身份 男性、女性、親⼦子、性別、年年齡、⾼高齡者、孩童 

寵物及其他 如廁⽂文化、無障礙廁所、狗喝⽔水處、法規 

四、結論 

本研究以通⽤用設計觀點探討台中市公園公共廁所，性別化科技創新的⽅方法，將社會性別、

⽣生理理性別納入公園公共廁所中，以多元族群族群為考量量，審視現有公園中公共廁所的問題，僅

有男女廁的設置是否符合⼤大眾需求，從⽥田野調查的結果歸納問題，從深度訪談專家意⾒見見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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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各項範疇以通⽤用設計觀點加以檢驗，並提出建議，創造⼀一個性別化創新的廁所，以通⽤用化

設計滿⾜足多元性別族群。本研究結果與建議如下： 

 

（1）「空間」：空間範疇內的分類有「廁所形式」、「 環境」、「設備」，在此範疇內的空

間要素，多受建築法之規範，在建造初期便便已訂定空間形式，受限於建築形式公園公共廁所不

容易易在空間內做改變，並且肇因於公園建造時間，許多老舊公園內的廁所已不符合現⾏行行法規，

實則需要施政上規劃廁所的改建，從專家訪談中與⽥田野調查中歸納出對於空間範疇之建議。 

 

 a. 廁所形式：此分類包含因⼦子為不同類型之廁所形式，有無障礙廁所、親⼦子廁所，或是

提到關於蹲式或坐式⾺馬桶，廁所形式決定使⽤用者的⾏行行為，法規規定無障礙廁所為滿⾜足⾝身⼼心障礙

者需求，⽽而有各項空間尺⼨寸與設備之規劃，反觀公園中有⼤大量量的親⼦子使⽤用者，但卻尚未建設出

親⼦子廁所，在假⽇日時以家庭為單位的使⽤用者⼤大增，公園為帶⼩小孩出遊的重要地點，實應增設親

⼦子廁所；在現有公園公共廁所中，⽥田野調查發現使⽤用者多利利⽤用蹲式廁所，對於坐式廁所有⼼心理理

排斥的現象，使⽤用者多帶有坐式⾺馬桶並不乾淨的預設⼼心裡，⽽而專家則提出在公園場域中，坐式

⾺馬桶常有損壞問題，並不好維護，如何滿⾜足使⽤用者⼼心理理並使管理理者有效維護，可以從硬體的設

計上⾯面改善，輔以管理理維護將能達到更更好的使⽤用體驗。 

 

    b.環境：在公園中的公共廁所會受到環境影響，公園內公共廁所的環境⼀一開始便便與公園設

計同時產⽣生，在空間景觀上有先天限制，公共廁所的地點與附近環境塑造安全、舒適是重要的

條件，對使⽤用者來來說，美觀整潔的環境更更可以增加使⽤用意願，對公共廁所的管理理者來來說，公園

公共廁所內部依附在公園維護業務內，環境之清掃與垃圾清運等都會影響觀感。 

 

    c.設備：在⽥田野調查與專家訪談中，最多被提及的設備問題是「燈光」，使⽤用者對於公園

公共廁所的印象多為陰暗潮濕，專家則提出，雖然在設備上⾯面可以增加燈光並改善光線不⾜足的

問題，但是公共廁所之建築本⾝身之採光不⾜足與通風不良，除了了造成實質維護上的困難，對於使

⽤用者來來說，第⼀一時間所接收⼼心裡感受就會是陰暗令⼈人不安的；其他多樣的設備需求更更因為使⽤用

者的條件不同，⽽而需增加⼀一些予以協助之設備，以避免⾼高齡者使⽤用之危險、親⼦子使⽤用上的空間

不⾜足等問題。 

（2）「管理理」：管理理範疇內的分類主要針對公共廁所的「清潔」與「 安全」提出建議，從專

家訪談中與⽥田野調查中歸納出對於管理理範疇之建議。 

 

    a.清潔：在專家訪談⼝口語協定分析中，「清潔」類別之比重最多，專家提及使⽤用者對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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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公共廁所的要求，多集中在「清潔」上，⽥田野觀察發現，三座不同的公園清掃時間不⼀一樣，

負責的管理理單位不同，其廁所的清潔程度也不⼀一樣，⽂文⼼心森林林公園為台中市亮點公園，廁所的

清潔維護有定點⼈人員每兩兩⼩小時巡視並清潔，相較於台中世貿公園並無固定時間巡視並清潔，亮

點公園較為乾淨，但是專家意⾒見見提出使⽤用者對公園公共廁所的清潔要求不會比較減少，投訴電

話亦多，原因在於公共廁所建築本⾝身的限制，導致空間不⾜足、採光不夠，更更顯得公共廁所內使

⼈人感覺陰暗骯髒，在改善層⾯面應考慮改建建築本⾝身的內部設計，⽅方便便維護且可消除使⽤用者⼼心中

疑慮。 

 

    b.安全：現⾏行行廁所中多裝設有緊急求救鈴，公園公共廁所也不例例外，多裝有緊急求救鈴，

但是緊急求救鈴的利利⽤用效果不彰，緊急事故發⽣生時多有賴公園內保全採取措施通報警察，但是

除非為⼤大型、亮點公園才有保全的制度，⼩小公園的安全維護只能倚靠⺠民眾⾃自⾏行行通報，專家訪談

提出緊急通報鈴存在有測試困難，有時候設備壞損⽽而無法得知，則在真的緊急情況時，無法提

供個個通報之公能，實為公園公共廁所之安全漏洞洞。 

（3）「使⽤用族群」：使⽤用族群範疇內的分類有「使⽤用⾝身份」與「 寵物及其他」，在此範疇內

的分類是區分出不同使⽤用族群，在不同⽣生理理性別、社會性別或是親⼦子使⽤用者族群，有不同的使

⽤用需求，從專家訪談與⽥田野調查中歸納出對於使⽤用族群範疇之建議。 

  a.使⽤用⾝身份：根據⽥田野調查記錄發現，公園公共廁所的使⽤用時間，男性較女性較為快速，

男廁使⽤用時較不需要排隊，在平⽇日時間，公園公共廁所的利利⽤用率不⾼高，排隊情況較不明顯，但

是在假⽇日時間，尤其是市區內的⽂文⼼心森林林公園，家長帶⼩小孩進⾏行行休閒活動數量量暴暴增，可以看到

女廁不敷使⽤用外，由男性帶⼩小孩進入男廁的情形也增加，可以考慮在男女廁內街增設親⼦子廁所

以因應男女廁都會碰到的問題，就是親⼦子的使⽤用上，兩兩性皆會有機會帶⼩小孩如廁，以⽬目前的廁

所數量量與設備來來看，並不⾜足以⽀支持親⼦子族群使⽤用。 

在使⽤用族群分類中，⾼高齡族群也是⼀一個重要使⽤用群體，在平⽇日清晨，可以觀察到在公園內做早

操、做運動的有許多⾼高齡者，觀察其使⽤用狀狀況，可以發現其使⽤用時間較長，在廁所內的時間越

長，也讓⼈人擔⼼心意外可能發⽣生，尤以⾼高齡者因⾝身體機能退化，突發狀狀況在所難免，為了了⾼高齡者

在⼀一般廁所內須具有友善的設備，與緊急應變設施。 

 

     b.寵物及其他：公園場域除了了⼈人們的休閒外，寵物也越來來越常⾒見見，⽂文⼼心森林林公園已開放為

⼀一寵物友善公園，並推動狗便便⾃自⾏行行清理理，但仍常常有狗便便無⼈人清掃，使得⺠民眾頻頻檢舉的情形，

公園內除增設讓寵物喝⽔水的洗⼿手台，應可以考量量⼀一個更更智慧型的清掃機制；在公共廁所⽅方⾯面，

則是發⽣生有攜帶寵物如廁的使⽤用者，所造成他⼈人的不便便與擔憂，因應不同的公園類型，若若有⽅方

930



      

 
便便攜帶寵物的使⽤用者清理理的機制，將會改善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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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物件與環境三維掃描技術的實例比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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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substitutional reality, SR）替

代實境、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的虛擬數位應用，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被結合應用的程度與領域

將越來越廣泛，在數位三維影像的基礎下，圖像拼貼類型的虛擬實境呈現場景中的環境及物件已難以滿

足人們的期待，透過 CAD/CAE/CAM 的電腦輔助，大大提升了虛擬空間或物件的數位實現。對於物體的

結構、體積甚至生物領域的各種外官輪廓，無論工程領域、科學領域還是視覺相關產業如設計產業、遊

戲或電影產業等，選擇正確的技術來捕捉“實境數據”越來越重要。在三維掃描實務作業面上除了精度，

仍有其他面向的需求與限制是必須被考慮與相互適度調整的，舉凡掃描場域環境上的限制、掃描物件的

表面特性、掃描時及掃描後處理的時間成本及效益，以及相當重要的預算問題，在執行掃描前對這些細

節都必須清楚了解，本研究將分析及介紹不同光學三維掃描原理，以實例探討掃描方法的適用性。 

關鍵詞：複合式光學掃描、結構光、空中三角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觀看物件與環境的視角，是圓周與圓心向內或向外的相對關係，執行掃描的觀點也是一樣，基於此

觀點本研究將三維模型分為環境與物件兩種。在三維空間場景中，取得點雲進行三維物件的網格轉換是

個理所當然的過程，但就算有再優秀的三角網格分佈與曲線優化的演算法，沒有足夠的有效點雲，無論

環境或物件，再美的花，真的只可遠觀不可褻玩焉。工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要做好一項工作必先準備

好對的工具。目前多種掃描方法在各領域皆有許應用，隨著掃描的方法推陳出新，工具的選用不但直接

影響到時間與預算上的成本，了解選用工具的原裡與特性，在執行的過程與工作的結果才會有事半功倍

的效果。 

二、三維重建的分析與探討 

三維的世界裡，物件或環境的輪廓重建，是以量測為基礎的掃描方式進行。過去，因軍事用途為量

測地面上各點之相關位置，國防部於民國 54 年曾號令訂定發布測量規則，詳細的說明且規定了包括大地

測量、地形測量及航空攝影測量等三類測量規則，該法源於民國 89 年 8 月被廢止。雖然隨著科技的進步

與資訊爆炸性的流通，使量測技術在效率與精準度上不斷革新，但與傳統量測方法相同的運算理論與基

礎，卻仍穩穩的根扎現今的各種掃描技術上，經典，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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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探討環境的量測，因所探討的範圍可以從室內的小範圍空間，到室外的地形量測，所涵蓋

相對較大且難以以一般實體的度量衡執行測量，故多以基於數學的三角幾何原理作為量測的途徑。而就

物件的量測方法可以分為接觸式與非接觸式兩種。一般而言，接觸式的測量方法的精確性及可靠度較高，

但由於其量測方式為逐點量測，量測所花費的時間十分冗長，且量測過程中會與工件表面接觸，導致有

損壞工件可能性，且對於表面柔軟或是尺寸過小的物件也無法進行量測。相較之下，非接觸式的量測就

具有高效率、即時化量測（real time）、易於自動化、工件不被破壞、全域式量測等優點，且隨著電腦運

算速度的大幅提升以及影像處理技術的長足發展，使非接觸式的光學三維量測系統有了重大突破。（張

庭銓，2010）光學三維掃描是一種拼接物件結構或範圍，進而以三維空間 x，y 和 z 坐標形式呈現其結果

的過程，產生的數以萬計的三維點資訊，稱為點雲。接觸式的量測方法在取得點雲的特性上，很快地就

被現今以時間成本為由，退出在時間條件限制下的巨量量測領域，留在精密量校上發揮其高精度的特性。

然而，在非接觸式的掃描方法當中，普遍較普及的所謂光學三維量側只是其中的一個領域，較宏觀的探

討非接觸式掃描方法，應以物理能量波的整體範疇較具全面性及完整性。由於光學頻段是人類生理可接

受的範圍，在科學上的工業量產亦屬日常生活運用上較為普及且取得容易，本研究以下針對光學三維掃

描方法在建置數位空間及物件的技術做探討。

三、文獻探討

無論是哪一種掃描方法，取得物件或空間外型輪廓的點雲都是透過影像擷取設備獲得目標影像後，

透過各種數學模型的解算，推估被測物或範圍相對的距離，進而將各個有效資訊轉換為三為坐標點資料

群，藉由以上一連串連續影像距離資訊取得後，再藉由演算法比對不同幀福影像的相同點拼接成點雲。

光學的掃描方法，以光的來源區分可分為主動光源及被動光源兩種。自然光法一般來說又可稱為空間三

角法作為主要解算基本原理，在航空量測攝影學上被大量的運用，現在廣泛被應用的光束平插法，其主

要是藉由利用照相機原理將成像後，對已知的相機的成像點焦距與影像解析度矩陣取得掃描系統的內方

位元素，即建立儀器座標系統與像片座標系統間的轉換關係，利用影像擷取所提供底片框標之率定座標

值，與解析製圖儀所量得框標的儀器座標值進行座標轉換，取得影像擷取裝置與地面相對關係的外方位

元素之關係恢復，透過成像焦距點、影像面中心點及地面點三點的共線方程條件進行空中三角解算，從

一系列的移動切曲影像中求得該物件或空間模型的三維座標點、相片間相機的相對移動以及所使用相機

的相機參數，獲得點雲資料。

常見主動光源有結構光法與光學遙感測量兩種。將一個已知的圖案結構經由投射至待測物表面進行

量測時，此圖案即稱為結構光。一般而言，欲以一次影像擷取即可得到面資料時，通常使用結構光法。

如投射光柵、同心圓、矩陣點或其他規則與不規則的面圖案等，結構光圖案可能是點或陣列點、線或陣

列線、網格或一系列複雜圖案。量測時只需找到投射圖案成像於感應器上的影像點座標值，再帶入幾何

方程式，即可得到對應的高度變化座標值。投射的圖案越簡單，計算速度越快，但簡單圖案對應的取樣

點數較少，較不適用複雜的表面量測（陳昱佟，2015）。 

光學遙感測量，LiDAR 全名為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中譯為光達），是一種使用雷射光量測

距離、體積或其他的性質的物體，在高解析地圖上的貢獻上相當普遍的可見其技術在地理學、地質學、

地理數值學、地形學、考古學、地震學、森林學、遙感量測、機載雷射影幅繪製（ALSM）、大氣物理、

雷射高度儀與等高繪製的應用。成像方法是將光如雷達的原理使用，類似無線電波量測無線電塔與物體

之間的距離一樣，只是用光速原理實現與物體間距離的回饋。光達系統是整合了全球定位系統（GPS）、

慣性導航系統（IMU）、雷射測距及光學掃瞄四大項（顏宏宇，2005）。 

933



  

 

LiDAR 使用飛機裝載雷測量測儀，利用紅外光的頻譜進行頻率每秒 20 到 40 萬次的雷射光發射及接

收，藉由雷射反射時間可以計算出觀測儀器與地表的距離，再經過 GPS 的定位，便可以計算出地表觀測

點的高程與位置。此外，LiDAR 最大的優勢便在於透過回波的時間差異，能同時觀測地表上的物體。在

不涉及以衛星做光學遙測的前提下，探討光學遙測的範疇領域，雷射光達幾乎成了光學遙測的代名詞，

雷射光達並非只單純用於地球科學的探測，就非建築體積的大型的地上物，架設直立式的LiDAR工作站，

也可以得到高精度的點雲。雖是高精度、大面積的三維掃描方式，但此一類方法多為科學及軍事用途難

以商業普及，原因是LiDAR系統所需的硬體設備是所有光學掃描設備中，系統運用到的設備屬最昂貴的，

加上此方法得透過衛星或飛機等高階載具作為平台，費用不是一般商業用途的對象可以負擔得起。 

透過相同的三角幾何數學計算為基礎，可作為與目標物件或區域之間的距離量測取得分屬個別的座

標系統的點雲資料，再將所有測站點雲資料轉換至統一座標系，稱之為點雲資料的套合（Merging or 

Alignment）。<<2>>控制點（controlled point）過去在地政的量測領域被大量引用，早年辦理平面控制測

量，由於測距離的儀器較不發達，一般只施測點與點間的夾角（三角測量），並利用所選擇的大地基準

點天文觀測所得的大地經緯度為原點，計算各個未知點的坐標，因此自日據時期起辦理三角測量所埋設

的控制點統稱為「三角點」<<4>>，而在過去那個控制點需要以人工肉眼的方式辨識，透過航空攝影所

取得一連串有些微差異的照片中找出圖像共同特徵（mutual feature）進行圖像連結（tying），定義在實

際場景中的共同特徵點作為計算相差偏移與角度依據的年代，特徵點（feature point）最初可以說是從那

時候被引用的，後續也發展了各種的特徵點連結方法，為達到航照的精準度及穩定性，人工的套疊工作

當時以盡可能減少連結點數量這樣的議題成為主要的挑戰<<5>>。當然，1990 年開始，人工的方法漸漸

的被自動化的普及給淹沒，電腦視覺已經是整個電腦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產業最注重的發展

環節之一，在那之後，區域性或範圍性及特徵辨識的連結理論與方法日漸成熟，特徵點一詞大量的在電

腦視覺（computer vision）領域中廣泛被應用在關鍵的影像識別技術<<6>>，此外，在數位影像疊合

（mapping）與匹配（matching）的處理過程中，也常見到同名點（homologous point）在特徵辨識上被使

用。 

四、研究方法 

透過前章所述各種不同的掃瞄方法，我們了解到了目前普遍被接受的許多不同的掃描方法，本研究

接下來將依據前章所述的各種成像原理，透過在空間掃描與物件的掃描兩個面向，探討手持式複合式光

學的掃瞄工具與其他非複合式成像方法的掃描工具做質性的比較。所謂複合式的光學掃瞄工具，是透過

利用主動式光學與被動式光學之間各據優勢的成像能力，在點雲的精確度、掃描的時間與費用成本上做

綜合性的提升，在某些有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場合蒐集點雲有相當大的貢獻。其主要的技術，是使用主動

光源的結構光法取得每次結構光投射在物體上形變後轉換的點雲，並透過電腦視覺的演算方法，利用空

中三角法的解算，定位所拍攝圖像每一貞幅的特徵控制點做點雲的疊合，最後產生所拍攝的空間及物件

的點雲資料。本研究以被動光法的 Pix4D 搭配 GoPro3、主動光法的 FARO Lidar 及複合式光源法的 Mantis 

F6 執行各掃描方法的質性比較。 

五、研究成果與分析 

以 Pix4D 三維影像軟體搭配 GoPro3 的連續影像拍攝解算之三維模型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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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使用 Pix4D 搭配 GoPro3 之三維模型 

被動光源所使用的 Pix4D 三維影像軟體，掃描方法為拍攝環境或物件的連續影像，後序再執行後端

電腦後處理即可，再掃描現場的時間需求最小。整體成像的部分大致上在影像特徵的辨認與環境輪廓上

表現並不算太差，在圖一 A3 物件黃色盒子細節表現也算豐富，惟在 A4 至 A6 圖中白桌與紅桌巾可見，

大量顏色及材質同質性過相似的部分，容易產生無法成像的破面，其中在高同質影像區域如 A6 區域的

點恢復解算更是有錯位的情況產生。 

以 FARO LiDAR 掃描儀之三維模型成果如下： 

 

圖二、使用 FARO LiDAR 掃描儀之三維模型 

主動光源的 FARO LiDAR 使用，在物件的點雲精度及密度掃描，因成像主動投光的特性，物件與影

像擷取裝置的相對位至變動也相對小，表現出較佳的結果。光學 LiDAR 不同於其他主動式白光結構光掃

描方法如 ATOS 在有效範圍相對有較大的限制，無法執行多數的空間環境掃描，雖兩者的共同缺點同為

預算上有較大的負擔以及須較多時間架設及定位作業，是各方法中相對較耗費時間及預算的掃描方法，

但LiDAR的光學應用雷射技術，受環境光的影響較小且有效距離相對遠，在環境的掃描應用上較具優勢，

從圖 B3 的環境細節及 B5 的物件細節可見其甚佳的點雲掃描結果。 

以 Mantis F6 掃描儀之三維模型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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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使用 Mantis F6 掃描儀之三維模型 

圖四、Mantis F6 掃描儀之三維模型細節表現 

對於複合式的光學掃描儀，Mantis F6 的掃描結果可說是結合了主動式雷射結構光與被動式掃描方法

的優點與缺點。對於 Mantis F6 是一手持的複合式光學掃描儀，在掃描速度比較接近被動光源法，而又

有偏向一般主動光源的精度，設備價格也相當接近被動光源的軟硬體設備，是一種相對性價比高的掃描

方法。但以掃描的結果來看，從 C1 至 C4 圖組雖圖 C4 上方強烈環境光造成難以辨識的空白區，其餘的

細節表現是相當細緻，以圖三 C3 可見，在掃描儀結構光特性及系統可接受之環境光的條件下，受遮蔽

的英文字周邊仍可以取得有效的點雲，但複合式光學法掃描過程中容易受因不同操作者的手持手法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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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速度，還有所掃描物件複雜度過高等的影響，如圖四的 C5 至 C7 圖組裡，C6 的結構簡單的壁掛看板，

顯示了結構光的特性銳利地展現輪廓，及被動光源空中三角法搭配電腦視覺的演算清楚的呈現看板的內

容，只是在 C5 右側的欄杆及扶手，因結構相對複雜，出現了被動光學法上常見的點運算錯位、扭曲甚

至點雲重疊的問題，而其實以 C7 對照，單張結構光的成像是可行的，但執行特徵點演算疊合時卻不容

易匹配。這樣的問題又因設備需與隨身型電腦連結，造成實務上難以從外掛三軸穩定系統減少手震所造

成特徵點辨識錯誤的影響，為該掃描法目前最顯見的課題。

六、結論

以下針對各種掃瞄工具分項簡述掃描結果。

1. 被動光源的影像擷取系統較適合用於大範圍環境的掃描或同質性較低的物件掃描，搭配 UAV 無

人載具與三軸穩定系統及影像擷取裝置是常見的用法，設定航路軌跡即可自動取得較完整面向的影像，

範圍及時間效率上最佳。

2. 主動光源的 LiDAR 不論在物件或環境的點雲精度及密度皆良好，用於大範圍且環境複雜度高的

場合可展現其相對較佳的性能，但若有場地或時間上的限制需斟酌考量此掃描方法。

3. 複合式光學掃描儀在環境與物件的掃描精度高、速度快，適合在特殊具有空間或時間限制的領域

使用，但缺點是受環境強光的影響較甚，亦是本研究中三種所使用的方法中，操作者的差異對掃描結果

影響最甚者。

在商業行為的三維重建應用上，成本效益總是最先被考量，預算與時間的耗費不可能無限上綱，以

現代科學及技術的發達，三維掃描的精度可以達到肉眼難以分辨的境界並非創新的技術，掃描過程所花

的時間以掃描的速度作為區分並不直觀，所謂的速度層面涉及了掃描系統批次影像轉換為初步點雲的辨

識速率，到批次初步點雲後製到輸出有效點雲模型，以及掃描系統自動化的程度，自動化包含掃描過程

中操作者操作介面的複雜度與使用過程操作者心智負荷程度等因素，都會反映在時間成本上。

此外，雖然無人載具系統技術日漸成熟普及，亦可利用此途徑搭載 LiDAR，但也因飛航安全的因素，

為確保公共安全，立法院於 2018 年 4 月 3 日三讀通過《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增訂「遙控無人

機」專章管理規定，首度將無人機納入管理。凡重量 250 公克以上無人機都必須登記註冊，操作人亦須

通過測驗取得操作證後才可使用。目前各縣市政府對此亦有相關管理規則，最少都有限航 400 呎以下之

規定及相對應之罰則。此一訊息對使用飛行載具執行任何一種三維掃描包含自然光法或無人載具空載

LiDAR 在操作成本上都是一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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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花窗的文化元素萃取與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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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政府積極推廣文化創意產業，期望促使民眾能更深入了解台灣的在地文化並促

進台灣的產業升級與文化觀光。日治時期隨著西洋建築的影響下，鐵花窗的發展隨著日本傳入

台灣，這使得台灣的鐵工產業在早期蓬勃發展。鐵花窗是一種具有美感裝飾與保護家園作用的

產品，鐵工技師們運用各種技法與創意，在美感裝飾上打造出各式各樣的鐵花窗但因時代的演

變以及不易保養而漸漸的被不鏽鋼窗取代，使得鐵花窗產業逐漸地沒落。本研究運用非參與式

觀察法與文獻資料分析法輔以文化三層論與 KJ 法等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探討，透過分析鐵花窗

的文化特色，萃取出其文化元素，並提出現有應用。 

關鍵詞：文化元素、文化三層論、鐵花窗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在歷史四百多年的演變中，經歷過清朝統治時期、日據時代、民國政府時代，因此歷史在

這個寶島台灣留下許多不同的國家文化，這些異國文化和台灣傳統文化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成為了現

今台灣的多元社會，林榮泰在 2011 年文化產品設計程序中提到「台灣豐富多元的族群文化特色，足以提

供設計領域潛在的應用價值，成為創意來源及概念發展的依據。」設計師在發展文化創意時將了解文化

的特殊性，而其特殊性在於：特有的歷史背景、文化圖騰、風俗習慣、音樂風格、代表人物...等。設計師

透過這些文化元素將之轉化成文化產品，使文化產品不再只是講求造型或是功能，更重要是傳達文化內

涵，讓使用者更加深刻的認識此文化。 

鐵花窗從日治時期傳入台灣，已經存在相當長的時間，它不但是保衛家園不受盜竊，也是美感與時

代產物的象徵，且鐵花窗的製作運用許多技術，以及它的紋樣是鐵工師傅發揮創意以產生的重要文化產

物 ，林榮泰在 2005 年提出「文化是一種生活型態，設計是一種生活品味，創意是一種經由感動的文化

認同，產業則是實現文化創意的方法。」筆者認為文化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好的文化需要將它好好的傳

承並運用設計與創意讓人重新認識文化本身。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將因時代等關係而逐漸受到淘汰的鐵花窗透過實地觀察與研究分析進而更加認識鐵花窗，

並運用 KJ 法、文化三層論等研究方法進行分析進而作為未來更深入研究時的參考依據。其研究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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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研究更深入了解鐵花窗並萃取出其文化元素 2.透過分析探討目前鐵花窗相關設計之文化層次 3.將

研究成果做為未來更深入研究時的主要依據。

二、文獻探討

2-1 文化元素

何謂文化? 人類學之父(Tylor，1871)在文化的定義中有重大的影響，其對文化提出定義：文化或文

明是社會上所有人所構成的複雜群體，其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則、法律、禮儀風俗、習慣以

及其他能力。人類學家(Adamson Hoebal，1960)將文化定義成：人類在社會中透過學習，所共同具有的行

為特質之總和。文化是指，知識、道德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技術能力、法律、藝術等。大英百科

全書(1990)中提到文化「Culture」，源自於拉丁語的「Cultura」，原意旨對土地的耕耘以及對植物的栽培，

之後衍伸為：對人的身體及精神的培養，並對文化解釋為：「社會由野蠻至文明，努力所得的成績，表

現於各方面者，如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學術、思想、風俗、習慣、器用、制度等…其綜合

全體，謂之文化。」中國古籍「易經」中所述「關乎人文，已化成天下」，此「人文化成」，意旨詩、

書、禮、樂等文化典籍和禮儀風俗等，乃是社會生活中各方面因素匯聚而成的文化。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aaure，1857-1913)在其教學生涯中所提出的「普通語言學教程」，

由其學生整理筆記後在1916年出版，將符號分為符號具(Signifer)與符號義(Signified)兩種，符號具(Signifer)

所指的為影像、物體、聲音等「能指」的實質的形式；符號義(Signified)為「所指」，即是符號本身代表

的意義、概念。而同時代的美國哲學家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則認為符號可分為三大類：圖像(icon)、

標誌(index)、象徵(symbol)。因此，文化可定義為人類行為的象徵。根據此觀點的理論，本研究認為文化

元素可以是任何一種形式，如：圖騰、符號、顏色、造型…等等。再依據語言學家索緒爾、美國哲學家

皮爾斯所提出的觀念，來探討文化元素時可以發現其深層意義是一樣的，文化元素「能指」的部分，即

是圖像化、造型、顏色等部分；「所指」的部分則是那一元素所代表的意義，以及為何會產生此元素。

在文化的探討上，有提到「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被視為文化的活動」那麼文化元素可視為人類在活動中所

生產出的產物。

2-2 文化三層論

每個國家的傳統文化與生活型態，均具有獨特的識別性(徐啟賢、林榮泰，2011)文化符碼的擷取，並

不是只擷取符碼本身，同時也要擷取符碼的意義(楊裕富，1998)，根據文化產品設計程序的論文中提到設

計文化產品時，重要的是如何萃取文化元素，轉化為文化符號，呈現於產品設計的外觀。文化元素的萃

取與轉化可以運用文化特色的彙整與分析，將文化資料彙整成 15 個項目： 

1.族群的分析 2.器物品名 3.器物類型 4.器物圖像 5.材質運用 6.色彩運用 7.外型特徵 8.操作使用 9.紋

樣類型 10.造型文法 11.造型構成 12.外表形式 13.內部意涵 14.文化意義 15.資料來源。 

楊裕富在(設計的文化基礎，1989)中提出文化的三個層次理論，其為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其理

論為：

1. 形而上(精神文化)：其中包括宇宙觀、價值觀、思想、精神發展、語言、美學等。

940



  

 
2. 形而中(生活文化)：其中包括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經濟、政治、活動產物、食衣住行等。 

3. 形而下(器物文化)：其中包括：食衣住行的器物、生產器物、創作器物、工藝文物等。 

 

圖 1：文化階層關係圖(楊裕富，1989)(本研究重新繪製) 

林榮泰教授、鄭洪整合產品屬性於三層次裡提到： 

1. 內在層次：特殊意涵、故事性、感情的、文化特質等。 

2. 中間層次：操作性、安全性、功能性、結構性、使用便利性、結合關係等。 

3. 外在層次：色彩、質感、造型、線條、紋飾、構建等。 

 
圖 2：文化創意轉換產品設計屬性空間圖（林榮泰、鄭洪，2005） 

 

根據上述學者們所提出的文化元素以及文化三層理論可以發現，文化是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產物，而

文化

形而上(道)

(精神文化)

(深層結構)

形而中(制度)

(生活文化)

(表層結構)

形而下(器)

(器物文化)

(個別事情)

(大自然條件)

意

義

解

釋

區
分
歸
類

規

範

           價值觀、宇宙觀

哲學、思想史、精神發展史

思維方式、語言結構、美學

       語言、說服的工具

           宗教、信仰

              神話傳說

              生活方式

人的組織(社會、名分)習俗

      經濟(利益分配運行)

      政治(權力分配運行)

      形式法則、造型法則

      整體而明確的知識

   生產活動、食衣住活動

食衣住器物、生產器物、造型創作

         藝術文物(有形與無形)

                技巧、技術

           片段而明確的知識

     具體而有使用功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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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層論則可以將文化的深度分析，使文化更有層次更容易被理解，且運用文化三層論將文化元素的

萃取，使文化創意產品更加有深度與意涵。本研究中運用文化三層次，將外在層次解釋為造型層次，中

間層次解釋為製作方式層次，其製作方式層次包含技術、操作、功能性等。內在層次解釋為感受層次。 

2-3 鐵花窗 

鐵花窗在 1920 年代隨著西洋現代建築傳入台灣，是一種以黑鐵為材料進行製作的鐵窗(老屋顏，2015)，

台灣在 1920 年代時剛好是日治時期，所以也有些研究者稱鐵花窗是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文化傳入台灣。鐵

花窗在日治時期又稱面格子、格子、鐵窗花、花式鐵窗等稱呼。 

1970 年代經濟起飛、衣食無虞的情況時人們對於生活美學逐漸受重視下鐵花窗開始蓬勃發展，鐵花

窗以繁瑣的技術製作，除了具有防盜的功能外，還可顯現工匠與屋主的藝術眼光(老屋顏，2015) 鐵花窗

主要製作方式是由焊接、鍛造、彎折、等工法。鐵窗花通常是扁鐵（寬約 18mm，厚約 3mm）與圓鐵（直

徑約 1cm）兩種製作(老屋顏，2015)，由於鐵花窗容易鏽蝕，必須定期上漆保養，且製作成本高，因此在

1990 年代後鐵窗花的工藝技術迅速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建材白鐵(不鏽鋼)。  

鐵花窗的製作主要是以黑鐵製作，材料通常是以扁鐵（寬約 18mm，厚約 3mm）與圓鐵（直徑約 

1cm）兩種製作，並運用焊接、鍛造、彎折等工法，其中鍛造是一種以外力、高壓成形金屬的加工工法，

利用強力衝擊使金屬變形，鍛造又可分為冷鍛、溫鍛、熱鍛，鐵花窗的製作則屬於冷鍛，運用冷鍛技術

將黑鐵彎曲成形為樣式後，再運用焊接的方式將每支鐵條接起成形為鐵花窗。 

鐵花窗存在台灣的社會中超過將近一甲子的時間，早年鐵工業也因為製作鐵花窗而蓬勃發展，鐵花

窗運用許多工藝技術與工匠的創意，進而製作出一扇扇美麗的鐵花窗，但因為時代與人們需求等原因，

這些工藝與創意漸漸地消失，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文化的萃取，將鐵花窗的精神、技術、紋樣保留下來，

在未來可以發展在文化創意設計上。 

三、研究方法步驟與分析 

研究的方法運用了田野調查法的非參與式觀察法取樣，觀察北中南五地後取得 100 張圖片並編號，

再運用 KJ 法與文化三層論進行三個階段的分類分析，將鐵花窗依：造型、製作方式(技術)、感受，三階

段分類，再運用文化彙整與分析製作表格。  

3-1 非參與式觀察法 

觀察法 (Observation)可分為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與非參與觀察法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運用觀察法是最常用來了解日常生活模式的主要方式，觀察包含看與想兩個部分，運用人

的感知器官讓人同時思考活動的過程，因此對社會科學研究來說，觀察法、訪談法、及文獻分析法被列

為三大資料蒐集的方法。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主要是透過被觀察者的角度，對於日常生活

的觀察，參與觀察法具有其七項特質(社會研究方法，2000)：1.以被觀察者的角度表達觀點 2.開放式求知

的過程 3.深度個案研究方法 4.研究者直接參與被觀察者的生活 5.直接觀察作為資料蒐集的方式 6.此時此

地 7.詮釋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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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觀察法可使研究者對於文化脈絡有更深刻的認識與體悟，更可以了解被研究者的內部文化。非

參與觀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主要強調觀察者(研究者)以旁觀者的角度進入被觀察者的生活中

進行觀察，此項優點是可進行較客觀的調查，且與被觀察者保持一定距離。本研究運用非參與式觀察法，

從旁進行鐵花窗的紋樣蒐集，以及與當地居民交談而取得較客觀的資料。 

3-2 KJ 法 

KJ 法，又稱 A 型圖解法或是親和圖法，名稱取自創始人川喜田二郎(Kawakita Jiro)的英文姓名開頭

的字母，由日本獨創性協會為其命名，KJ 法出自於 1986 年川喜二郎所著作的(KJ 法-渾混談)一書。其基

本步驟大略如下：1.將所有相關的事物或資訊分別獨立製作成圖卡或標籤。2.分組命名，把相似內容的卡

片放置成一堆並為其命名成一組，使其形成數堆。並重複進行更高階的分組命名。3.A 型圖解化，將每位

受測者分類後的名稱以內容相似的成為一組，不能歸類的自成一組，並加上適當命名，成為中組標題卡，

完成後在將中組標題卡和自成一組相似者歸納成為大組，並加上適當標題。4.將分組分類完成之標題卡

貼在大紙上，並以線條呈現其隸屬關係。 

此部分運用 KJ 法將非參與式觀察法取樣北中南五地共 100 張鐵花窗圖片(圖 3)，並運用文化三層論

將鐵花窗依造形、製作方式(技術)、感受三個階段，邀請一位為專業鐵工師傅與五位學生進行分類分析，

分析結果統整後以三階段表格及代表圖樣表示如下表 1： 

 

圖 3：鐵花窗 100 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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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測者受測統整結果

受測者資料： 

1.24 歲、男性、碩士生  2.23 歲、男性、碩士生  3.23 歲、女性、碩士生  4.20 歲、女性、大學生

5.24 歲、女性、上班族  6.42 歲、男性、專業鐵工師傅

造型 

矩形   弧形  有圖形    交叉形     不規則形 

花形      稜形   多元形     橢圓形   昆蟲形 

連續形  直線形 

製作方式(技術) 

焊接法   彎曲法     折角法    扭轉法     雷射切割法 

感受 

規律的   高雅的     安全的     可愛的     刺刺的 

圓滑的   趣味的    對稱的    複雜的  醜陋的 

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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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彙整與分析 

本章將 KJ 法之受測結果統整後，運用文化彙整與分析之其中部分內容進行表格彙整，如表 2 至表

4，並依據造形、製作方式(技術)、感受三類別之受測結果重複兩次者提出彙整，造型類有：矩形、弧形、

交叉形、有圖形，製作方式有：焊接法、彎曲法、折角法、扭轉法、雷射切割法，感受有：安全的、圓

滑的、複雜的。 

 

表 2：造型彙整分析 

造形 矩形 弧形 交叉形 有圖形 

器物品名 鐵花窗 

類型 矩形 弧形 交叉形 有圖形 

圖像 

 

 

 

 

 

 

 

 

 

外型特徵 
紋樣上有近似於矩

形之圖樣 

以鐵條彎曲成弧

狀的圖樣 
鐵條交錯接合 

鐵條彎曲成一個完整的

圖樣的樣式 

紋樣類型 矩形 弧形 交叉形 有圖形 

外表形式 
以矩形為基礎造型

進行多變樣式 

以弧形為基礎的

多變樣式 

以交錯成型的紋樣

為主 
以完整圖樣呈現的樣式 

 

表 3：製作方式彙整分析 

製作方

式(技

術) 

焊接法 彎曲法 折角法 扭轉法 雷射切割法 

器物品

名 
鐵花窗 

類型 焊接法 彎曲法 折角法 扭轉法 雷射切割法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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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感受彙整分析 

 

五、現有應用分析 

本研究以文化三層為基礎，運用 KJ 法將鐵花窗以形而下的造型、形而中的技術、形而上的感受，進

行研究分析，再運用文化特色彙整與分析中的 1.器物品名 2.類型 3.圖樣 4.外型特徵 5.紋樣類型 6.外表形

式，此六樣進行分析，本章節以現有鐵花窗相關產品為例來進行驗證分析，此產品設計達到何種層次。    

以謝宜樺於 2017 年發表的碩士論文為例：鐵窗花應用創作研究-以台南市禾寮港至新美街區為例，

其創作表達為了讓台灣簡單生活的鐵窗花文化記憶繼續流傳，進而創作 ZINE、文創商品及新樣式鐵窗花

如圖 2。此研究是將鐵花窗的紋樣以創新的方式將之呈現於平面海報中，以文化三層論與文化彙整分析

表格對透明系列海報進行分析(表 5)，發現透明系列海報，將鐵花窗的紋樣，以造型層次中的弧形呈現於

海報之中達到形而下的層次，但並無達到製作方式的形而中層次與形而上的感受層次。 

 

外型特

徵 

接合點為焊接

工法製成 

紋樣較多彎曲

處 
較多彎角之圖樣 鐵條扭轉成型 

以雷射切割為加

工技術之圖樣 

紋樣類

型 

多樣類型以焊

接接成 

以彎曲成型為

主 
折角明顯之圖樣 

十字扭轉或鐵

條扭轉 

雷射切割之平面

造型 

外表形

式 

較為多樣較型

接點以焊接成

型為主 

彎曲造型較為

明顯之圖樣 

以彎折角為最明

顯之圖樣 

以扭轉造型最

明顯之造型 

較為平面之造型

圖樣 

感受 
安全的 圓滑的 複雜的 

器物品名 鐵花窗 

類型 安全感受類 圓滑的感受類 複雜的感受類 

圖像 
 

 

 

 

 

 

外型特徵 以隔柵單元組合之圖樣 造形彎曲明顯 錯綜複雜 

紋樣類型 格柵為主要樣式 造型圓滑多彎曲處 紋樣多變錯綜複雜的樣式 

外表形式 
以隔柵式的鐵框架為基

礎再加上一些特色紋樣 

彎曲成形使圖樣呈現圓滑的

樣式 

以單元的樣式緊密的重複排列

組合使其形態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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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透明系列海報分析表格

器物品名 透明系列海報 

類型 透明系列海報 

圖像 

外型特徵 鐵花窗之紋樣外型，並將其設計在海報之中 

紋樣類型 有圖形圖樣 

外表形式 平面類海報 

以大同大學 2014 年學生(都新羽、賴滿軍、王耀樟)畢業設計的鐵窗印象為例，運用鐵窗彎鐵技藝，

打造成燈罩、長凳、桌子等家具。鐵窗從一開始的功能性鐵窗，發展到融入窗花彎鐵技術，到現在加入

現代化的設計，這轉變帶出台灣城市發展的脈絡、也深化了城市意象，也象徵著台灣人特有的生活思維

方式。以文化三層論與文化彙整分析表格對鐵窗印象進行以下分析(表 6)，鐵窗印象不但將鐵花窗的造形

層次(交叉形圖形)、製作方式層次(扭轉法)完整的運用，同時還達到感受層次(複雜的感受)，將鐵花窗完

整的意象傳達並將鐵花窗轉化重新設計成為家具，賦予鐵花窗新的生命。

表 6：鐵窗印象分析表格

器物品名 鐵窗印象 

類型 鐵窗家具 

圖像 

外型特徵 鐵花窗之外型特徵，並轉化其形態使鐵花窗成為立體樣貌，成為新型態的家具 

紋樣類型 十字扭轉、焊接、單元連續排列組合 

外表形式 燈罩、長凳、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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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運用文化三層論與文化特色彙整與分析輔以 KJ 法、田野調查法等研究方法，對於文化、

鐵花窗有更深刻的認識，也因為運用了文化三層論進行研究分析，使得筆者對於許多文化創意設計會更

加深入的觀察，並運用文化三層論的觀點進行討論，本研究在針對鐵花窗的文化元素進行研究分析時發

現，現有鐵花窗相關設計上大多數只進行到造形(形而下)的文化層次，少有進行至(製作方式)形而中與(感

受)形而上層次之設計，因此筆者希望根據本研究的基礎，在往後進行產品設計時可以依此為根據，希望

能夠設計出形而中或是形而上的文化產品，同時也希望本研究能夠成為往後其他研究者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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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布袋戲「淨」角色之研究與設計 
  洪珮芬   侯君越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系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系 學士生  

通訊作者:johnny40203@gmail.com 

摘  要 

    布袋戲在台灣傳統戲曲文化中，極具崇高之歷史地位，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進步，使得布袋

戲的市場日益縮減，也因此，讓布袋戲再次的更新，變更新樣貌。但是，在這些變化當中，「淨」這個

角色卻愈來愈模糊，臉部充滿故事性的臉譜漸漸消失，而今，現代化布袋戲中已不見這項藝術。 

    本研究希冀去了解台灣傳統布袋戲「淨」之角色的臉譜配色與圖騰之意義，並再加以設計成日常生

活用品，讓國人能夠更貼近這項傳統文化藝術。且也能透過本研究案去探討傳統布袋戲「淨」角色的歷

史沿革與發展，為這項將消失於歷史洪流中的傳統留下紀錄。 

關鍵詞： 傳統布袋戲、淨角色、圖騰、臉譜、文創設計 

 

一、前言 

布袋戲在台灣傳統戲曲文化當中，有著極為崇高的歷史地位。自清道光、咸豐年間隨著閩、粵移民

進入台灣後，漸漸的成為國人休閒娛樂的節目，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有著不一樣的面貌，不僅是木偶造

型，隨著不同時期的環境因素而轉變形貌，演出媒介亦從傳統的廟口野台戲到電影大螢幕，再到電視媒

體，造就了一波全盛風潮，當時，黃俊雄所帶領的真五洲布袋戲團，於無線台播出「雲州大儒俠」一劇，

締造了台灣歷史 97%的超高收視率，至今，其故事劇情仍深深影響著台灣的文化。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

科技的日益進步，國人的休閒文化也愈來愈多元，加上主流文化的變遷，讓布袋戲的市場日益縮減。1980

年代霹靂布袋戲再次創造了新的奇蹟，讓台灣的布袋戲文化能夠在世界發光，也讓更多年輕人能夠認識

這個傳統。 

    布袋戲淨之角色，往往是扮演著極具性格的人物，運用臉上圖騰及色彩讓本來生硬的五官表情

增添些故事性。而經過時間的洗禮，布袋戲的造型設計也跟著與時俱進，不僅是尺寸從 30 公分的大小擴

增成 80 公分，眼睛能夠開合，嘴唇也能夠跟著口白上下擺動，讓木偶的表情能夠更生動活潑，但是同時

為了讓木偶更加擬真，讓現代化偶頭淨角色的臉譜漸漸的從舞台上消失，只能透過聲音、對白與動作等

來闡述。因此，本研究案針對布袋戲淨角色臉譜的用色與圖騰，透過研究去了解其之中的含意，經由設

計，讓淨角色的文化能夠化為生活周邊的物品，進入國人的日常中。 

二、文獻探討 

2-1 台灣布袋戲之歷史 
根據陳木杉(2000)的記載，台灣掌中戲大約是在清道光、咸豐年間從漳州、泉州以及廣東的潮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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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承襲過來。其各時期分類及特色如下表（表 1、表 2），其可知籠底戲為台灣布袋戲最早演出之種類，

其可依照使用之後場音樂分類泉州南管布袋戲、漳州的潮調布袋戲、白字布袋戲。後因政治、社會環境

的迅速轉變，加上北管為當時台灣最普遍流行的音樂，因此南管文戲漸漸被北管武戲給取代，是為布袋

戲本地化的開始。可依其演出內容分為歷史戲、公案戲及劍俠戲。1941 年起日本殖民政府為向民眾政令

宣導，迫劇團改良演出帶有日本色彩的布袋戲，配樂改以電唱機播放西洋音樂或日本音樂為主或以西洋

樂器演奏，口白以台語、日語混合演出。1950 年代初期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後，布袋戲團為了配合政府

反共愛國的政策，在正戲開演前規定演出一段約 30 分鐘的政令宣導劇。二二八事件之後布袋戲演出轉向

內台「戲院」，以避免人群聚集產生的動亂，布袋戲演變成售票式的連續劇。表演方面延續皇民化布袋

戲時期的改良，為適應場地與配合連續劇式的劇情，使戲院後排觀眾也能看清楚，而加大戲偶的造型，

視為金光戲，後又因新傳播媒介的出現，而有廣播布袋戲及電視布袋戲的出現。 

表 1.布袋戲發展史 

戲別 籠底戲 北管布袋戲 

戲種 南管 潮調 白字 歷史戲 公案戲 劍俠戲 
盛行

年代 1850~1895 1910~1937 1941~ 1945 1950~1980 1951~1960 1961~ 

特色 1.以泉州南

管音樂作為

後場配樂。 
2.以漢文讀

書音吟唱出

場詩。 
3.以文言說

白。 
4.以南管曲

牌唱曲。 
5.表現才子

佳人細膩。 

1.流行用潮州

曲樂作為後場

配樂。 
2.以文戲為主。 

1.以地方傳統

母語、曲樂、演

唱的布袋戲。 
2.亦屬南管音

樂系統。 
3.唱曲的戲曲

聲腔較傳統南

管曲牌簡易。 
4.說白以易懂

的 地方俚俗口

白來表達。 

取材歷史演義

小說。 
取材自傳統章

回演義小說。 
1.以武俠小說

作為腳本。 
2.主要角色多

為佛道人物。 
3.發展出吐劍

光、飛劍、奇幻

法術等武俠情

節。 
4.戲偶尺寸較

大。 

表 2.布袋戲發展史 

戲別 皇民化布袋戲 反共抗俄布袋戲 金光布袋戲 金光布袋戲 金光布袋戲 

戲種 改良的新人形劇 政令宣導劇 內台金光布袋戲 廣播布袋戲 電視布袋戲 

盛行

年代 1941~ 1945 1951~1960 1950~1980 1961~ 1969~ 

特色 1.帶有日本色彩的   布
袋戲。              
2.配樂改以播放。西洋音

樂或日本音樂為主或以

西洋樂器演奏。 
3.以台語、日語混合說

白。 
4.搭設立體佈景片。 
5.演出場合改為室內。 
6.闡釋武士道精神的故

事。 

1.偶頭多是梳著西

裝頭或帶著兵帽的

現代人造型。 
2.戲服多採用現代

服裝樣式。 
3.劇本大多採集反

共抗俄的話劇本或

改良歌仔戲的劇

本。 

1.以絕世神功的「金

剛不壞之身」作為主

角的武功，因而命名

為「金 剛戲」或「金

光戲」。 
2.戲偶的造型加大。 
3.放大偶頭比例。 
4.出現奇形異狀的

各式新偶頭。 
5.使用七彩燈光、炮

火製造炫目、火爆的

聲、光效果。 

1.一種無償

的演出方式 
2.與商業行

為相結合，最

普遍者是與

藥廠商合

作。 

1.最新的音響

效果。 
2.以電影拍攝

手法拍攝。 
3.中西洋流行

歌曲配樂。 
4.結合電腦、電

影的新科技拍

攝技巧。 

2-2 台灣布袋戲偶頭變遷 

根據呂理政(1991)一書記載，布袋戲偶頭的歷史變遷能分成以下三項(表 3)，其類型可分為唐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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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頭及台灣布袋戲偶雕刻，其中，唐山頭時間上為來台之初，於泉州雕製之偶頭。1920 年代台中萬里公

司以翻模方式製作新的偶頭。台灣光復之後，戲班林立，但因泉州製的唐山頭已不再輸入台灣，而珞頭

又因不受歡迎而所剩無幾，加上戰爭後僅存的布袋戲偶不敷使用，因而開啟了台灣布袋戲偶雕刻的時代。 

表 3.台灣布袋戲戲偶頭變遷 

類型 唐山頭 珞頭：賽璐珞戲偶頭
台灣布袋戲偶雕刻

承襲時期 替代時期 創新時期

時間 來台之初 1920年代 台灣光復以後

特色 1.鑼鼓布袋戲 
全盛時期時所

使用的戲偶

頭。

2.以泉州所雕

製為主。

3.「塗門頭」及

「花園頭」兩

者最為出名。

1.由台中萬里公司製作。

2.以泉州木雕戲偶頭為模，翻製而成。 
3.限於當時生產技術及產量，成本相

當高。

4.表面粉彩及開眉眼很困難，其細緻

遠不及泉州木偶。

5.模件成本高，數量少，共有數十種，

但仍不能湊齊戲班所需角色。

6.較不受歡迎。

1.以泉州

造型為

主。

2.戲偶尺

寸 稍微加

大已配合

內台戲演

出。

1.戲偶尺寸

比前期更

大，並有愈

來愈大的

趨勢。

2.以原有角

色為基

礎，替代以

新的造型。 

1.替代現象仍然存

在。

2.中國傳統戲曲特徵

之一的「塗面」(即花

臉)幾乎消失殆盡。

3.出現各不相同的奇

頭怪 面。

4.傳統的「下七腳」

已消失無蹤。

2-3 布袋戲偶角色介紹

根據雲林縣布袋戲發展史暨布袋戲宗師黃海岱傳奇 (陳木杉,2000)之記載與介紹，將角色分為五類： 

1.生

生角技藝最博，在一齣戲中所佔的地位極為重要。一般常見男性，依年齡可再細分角色：帶鬚者謂

之老生，飾少年之男謂之小生。生角中又分為文生跟武生，文老生中又有鬚生、末、外之分。及帶黑鬚

者謂之鬚生，帶花白鬚者謂之末，帶白鬚者謂之外。

武生大抵為文武皆備、智勇雙全之武將，及文雅端莊又有英雄氣概。生角中之小生，行腔使調、柔

中帶剛、脆中帶硬，身材面貌肥瘦適中、清秀翩翩。

2.旦

布袋戲中屬於女性者，謂之旦。年邁色衰、無婀娜之丰姿，謂之老旦。年輕貌美者，輕裝淡束，而

無邀宴姿態者，謂之青衣旦。姿態妖冶，賣弄風流者謂之花旦。巧小玲瓏、天真浪漫者謂之貼旦。擅長

武藝、能使刀槍者謂之刀馬旦。無一技之長、充當宮娥使女者謂之宮女旦。面貌醜怪、自以為美麗，令

人一見肉麻謂之丑旦。布袋戲中把女性角色，依年齡、遭遇、個性等區分為各種不同的旦角。

3.淨

俗稱為花臉，亦有文武之分。性格上有些偏執，不是粗豪富血性，就是心術不正的人，行為陰騺之

人。又有黑花、紅花、青衣、圓目、鳳眼目、斜目、北仔等幾類。

4.丑

丑角即俗稱三花臉，亦有文武之分，文丑又有大小之別。丑角以善於滑稽搞笑、插科打諢、引人發

笑的能事。戲裡不論唱辭、口白、動作步工，一般角色都得依照板眼演出，不得任意脫離，唯有丑角可

以隨機應變、裸露潮流，口白宜俗不宜雅，步伐身段宜亂不宜正。故一舉一動悉已譎詭出之，雖不重唱

工，而卻重嗓音，以清脆響亮為佳。武丑特重武功。

5.雜

神仙、鬼怪、動物偶頭等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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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淨之布袋戲分類介紹 

根據布袋戲─布袋戲圖錄(教育部,1996)中之記載，淨行大部分沒有如生行中花童之類的小盒子即非

常老的白闊，依其年齡類比於生行有年輕無鬚者，如白奸仔，凡是在其名稱背後加「仔」者幾乎是指無

鬚、年輕一代；年紀稍長、長了黑鬍子究是本稱，如白奸；年紀再大、鬍鬚已見斑白稱如摻奸；鬚髮全

白則稱白鬚奸；其他臉譜可大約比照界定。根據其書中的紀載及分類(表 7)，能將淨分成以下五種： 

1.白奸 

臉譜僅以白底勾黑色線條者通常都是奸臣。白奸的木偶年齡分布比較完整，從白奸仔、白奸、摻奸

到白鬚奸，從年輕到老大概不曾扮過好人，終其一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反派。(表 4) 

表4.白奸分類圖表 
 
 
 

 

 

 

 

 

圖片來源：布袋戲─布袋戲圖錄(教育部，1996)、李天祿珍貴文物與影音資料數位館 

2.文奸 

文奸與白奸的屬性極為類似，所扮演的角色也相近，臉部最大的分別是眼睛，白奸是圓眼，文奸是

鳳眼。圓眼的感覺是個性比較直，屬於比較「笨」的奸臣，文奸則多了幾分奸詐與肅殺之氣，如文奸仔

粗黑的眉毛、緊皺眉頭，微笑的嘴角，在在都比白奸仔顯得更加陰險。(表 5) 

表 5.白奸分類圖表 

   

文奸仔 文奸 白鬚文奸 

圖片來源：布袋戲─布袋戲圖錄(教育部，1996) 

3.紅關 

紅關是花臉的淨角中正派角色的代表，其雕鑿時的基本形貌幾乎和武生的神情相同，而彩繪時則以

紅色為基調施以單純的圖案，相較於其他花臉人物時，神情顯得莊重而寧靜，是剛正、不畏強權的硬漢

角色。 

根據雲林布袋戲館之記載，與紅關相對之角色為黑關，常扮演反派之角色，臉譜圖案與紅關相同，

唯獨色彩以赭色為主(表 6)。 

表6.紅關分類圖表 

    

白奸仔 白奸 摻奸 白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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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關仔 紅關 白鬚紅關 白鬚黑關 

圖片來源：布袋戲─布袋戲圖錄(教育部，1996) 

4.青花 

青花類的花臉角色在布袋戲中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有其完整年齡系統，由最年輕的花面童仔到青

花仔、青大花、白鬚青大花(表 7)等構成，但因年齡不同臉部的特徵也有明顯不同。最年輕的花面童仔年

齡與生類的花童相仿，也可以歸類到生行中；其個性大都早熟且暴躁或者是反派的角色。青大花是反派

角色中不可缺少的要角，雖然年齡已到長黑鬚的階段，卻常裝上紅鬍子，所以又稱為紅需青大花，常是

有武功的反派角色的龍頭老大，比較重要的代表是番邦元帥。紅鬚青大花有的臉部由三塊結合而成，在

操作時以食指後鼻子及下額部分會動，更顯出其青花的性格。 

表7.青花分類圖表 

    

花面童仔 青花仔 紅鬚活目三塊合青大花 白鬚青大花 

圖片來源：布袋戲─布袋戲圖錄(教育部，1996) 

5.紅花與黑花 

紅花類與黑花類是成對的花臉角色(表 8)。紅花與黑花是木頭部分的五形相同，臉譜的組成也相同，

只有基本色的差異，紅花是以紅色為基調、黑花是以黑色為基調。在文物性格上有些共通點，身分大都

相當，也都屬於膽識、有正義感，或正直、剛強的正派花臉，在劇中多扮演兄弟或者是生死至交。但並

非所有的紅花、黑花類淨角都得成對出現，也可以單獨扮演其他的角色，紅、黑花除了顏色的變化外，

在造型上的多樣性是其他類花臉所不及的，共有紅、黑花仔，紅、黑大花，文目紅、黑花仔，西嘴紅、

黑大花，三塊合紅、黑大花，白鬚紅、黑等。這個系列的造型是圓眼、閉嘴，所謂文目是眼睛接近鳳眼

的細長形，西嘴是裂嘴，三塊合是臉部由三塊組合而成。另外還有活眼的紅、黑花仔及紅、黑大花，紅

眼是指眼睛部分是另外裝入、可以活動，更增加木偶本身的神氣，而普通的則是雕刻時連眼睛一起刻成、

不能活動者。 

表8.紅花、黑花分類圖表 

紅花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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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仔 活目紅大花 文目紅花仔 西嘴紅大花 三塊合活目洪大花

黑花類

黑花仔 活目黑大花 文目黑花仔 西嘴黑大花 三塊合活目黑大花

圖片來源：布袋戲─布袋戲圖錄(教育部，1996) 

2-5 淨之臉譜圖騰代表意義

根據李天祿珍貴文物與影音資料數位館中記載之臉譜上之圖騰皆有其背後含意，以代表其角色之個

性與特色。

1.白奸(表 9)

額頭中央黑色線條之圖紋象徵毛，眉宇中有毛非奸及詐，因此代表角色個性為奸詐之士；而眼上之

黑色圖紋象徵大捲眉；兩眼中央隻黑色圖紋象徵捲毛；兩頰之壽字圖紋象徵其為愛財之士；兩頰之紅圓

點象徵能弄權之人。年老一些的角色於額頭會出現紋路，其象徵此角色年事已高。

表9.白奸圖騰象徵意義 

圖騰

位置 額頭中央 眼上 兩眼中央 臉頰 臉頰 額頭

代表

含意

象徵毛，眉

宇中有毛

非奸及詐。

象徵大捲

眉

象徵捲毛 即壽字，代

表 愛 財 之

士。

象徵能弄

權之人。

老人紋，有年

紀之角色用，

象徵年事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2.文奸(表 10)

額頭中央黑色線條之圖紋象徵毛，眉宇中有毛非奸及詐，因此代表角色個性為奸詐之士；而眉毛之

圖紋象徵掃把眉；兩眼中央隻黑色圖紋象徵捲毛；兩頰之壽字圖紋象徵其為愛財之士；年老一些的角色

於額頭會出現紋路，其象徵此角色年事已高。

表10.文奸圖騰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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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騰 
     

位置 額頭中央 眼上 兩眼中央 臉頰 額頭 

代表

含意 

象徵毛，眉宇

中有毛非奸

及詐。 

象徵掃把眉 象徵捲毛 即壽字，代表

愛財之士。 

老人紋，有年紀

之角色用，象徵

年事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3.紅關(表 11)  

眉毛之圖紋象徵劍眉，代表其角色為義勇忠智之士；年老一些的角色於額頭會出現紋路，其象徵此

角色年事已高。 

表11.紅關圖騰象徵意義 

 

圖騰 

  

位置 眼上 額頭 

代表

含意 

劍眉，象徵義勇忠

智之士。 

老人紋，有年紀之

角色用，象徵年事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4.青花 

青花(表 12)其嘴之樣貌象徵暴牙，代表其角色個性為陰險殘暴；而年老的角色，嘴上之暴牙剩下兩

側，及額頭出現象徵年老之老人紋，皆代表其角色年事已高。 

表 12. 青花圖騰象徵意義 

 

圖騰 

   
位置 嘴上 嘴上 額頭 
代表

含意 
暴牙象徵個性陰險殘

暴。 
暴牙剩兩側，象徵其年事

已高。 
有年紀之角色用，象徵年

事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案整理 

2-6 布袋戲偶相關研究 

縱觀目前關於布袋戲的研究，研究可以大致歸類成人物特性塑造、文化歷史沿革與布袋戲產業未來

發展與轉型三類。其可得知於人物特性塑造做研究有葉玉茵(2012)提出布袋戲經過變革如何維持其俠

義、忠義與情義之本質。葉亦嚴(2014)提出如何運用服飾與兵器以展現出角色的特質。蔡函吟(2014)提出

霹靂布袋戲之角色設計如何呈現其儒釋道之特色。於文化歷史沿革的部分，王淑惠(2010)提出布袋戲女

性角色所呈現之造型及型態的即是當代生活型態的縮影，鍾權煥(2015)研究客家布袋戲團之文化。於布

袋戲產業未來發展與轉型的部分，張佳皓(2015)以雲林國際偶戲節研究其對未來布袋戲產業發展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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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何偉民(2016)探討霹靂布袋戲如何創新經營及發展。廖珮妤(2013)以廖文和布袋戲團為對象，研究其

發展及變遷。童美英(2014)提出提出可結合教育，以讓布袋戲文化能傳承及創新。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3-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案希冀透過調查法、觀察法與文獻研究法來達成研究目的，其詳述如下： 

1.調查法 

運用問卷調查國人對於布袋戲的既定印象與喜好，能夠再設計適時運用這些資訊。 

2.觀察法 

觀察目前的消費與設計趨勢，以讓未來設計的產品能真正融入消費者之生活，以達成讓傳統文化走

入生活的目的。 

3.文獻研究法 

透過文獻的收集與研究，分析布袋戲淨之角色臉譜發展沿革與色彩和圖騰之意義，更能掌握整個角

色的發展與細節，在設計上能賦予作品更深一層的歷史含意。 

3-2 研究步驟 

本研究案之步驟分為四大流程： 

1. 確立問題：確立研究問題與目的， 

2. 文獻收集：透過文獻收集與整理，能更清楚研究對象之資訊。 

3. 資料分析：將蒐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並且設立設計重點。 

4. 結論成品：統整資料，並提出概念產品 

3-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台灣傳統布袋戲淨之角色作為研究對象，係因淨在布袋戲一次一次的創新變革當中，角色

的形象漸漸的模糊，在現今的布袋戲偶當中，淨之臉譜已不復見得。而以傳統布袋戲作為研究係因淨角

色在此範疇當中，較有系統性的呈現，且傳統布袋戲為台灣布袋戲中最初始之原貌。因此，以台灣傳統

布袋戲淨之角色作為研究的範圍。 

四、分析與討論 

經由本研究案之研究，發現淨之臉譜多具有系統性之設計，能依據年齡多寡而有不同之扮相，藉由

臉譜上及裝扮之變化，能讓人一目了然的知曉角色之特性及故事地位。同時也能透過其臉譜上圖騰之設

計及色彩，能明瞭此角色之個性為何。 

一些臉譜能夠兩兩成對的呈現，往往兩者除了基底色之不同相異，其餘圖騰、雕刻一併相同，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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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劇中角色之關係，如紅黑花臉，最典型之角色扮演例子即是楊家將中的孟良及焦贊，常以象徵機警

個性之紅花臉扮演孟良，而象徵魯莽個性之黑花臉扮演焦贊，其兩人於劇中為生死至交，甚至還有一句

成語「焦不離孟」來形容他們，藉由相似的臉譜彩繪，以讓觀眾能一眼即能清楚兩人關係。

將臉譜之有系統性及成對之特色作為設計的重點，希冀能透過設計轉換臉譜原本較為猙獰之面貌，

並加以應用於設計出之日常產品中，並透過將其背後之意涵融入作品，讓其能有多一些的故事性。

本研究案設計出三種日常生活用品，分別為飲料提袋、環保壺及加熱眼罩，以下將詳細說明之：

1.提戲─飲料提袋

近來環保意識抬頭，許多店家陸續的減少塑膠袋之提供，也因此國人購物必須自備環保的提袋來裝

商品。目前，飲料店也邁入不提供塑膠袋之行列，也因此有了飲料提袋之新興商品，因此希冀將布袋戲

之臉譜結合飲料提袋，繼續推廣傳統布袋戲之文化。以紅關及黑關兩者臉譜平面化後印上提袋正反面，

也呼應兩者雖然有相同圖樣，但卻因為色彩不同而呈現一正一反的性格，圖面之設計以其最年輕之角色

紅關仔、黑關仔做為對象，也減少原本臉譜嘴部之構造，希冀能透過飲料杯之瓶身色彩，以呈現布偶不

同時期之樣貌，未裝飲料時為紅關仔之臉譜設計，裝上黑瓶身時呈現紅關之樣貌，裝上白瓶身時，即呈

現白鬚紅之樣貌。(圖 2) 

圖 2.提戲─ 飲料提袋裱板 

2.變─感溫環保壺

環保意識亦影響國人至深，許多商店也紛紛推出自備壺之優惠，也因此讓許多國人有了自備環保壺

之習慣。希冀透過紅花臉及黑花臉同圖樣色彩卻不同的呈現，讓原本較樸實無華的環保壺能多添一分色

彩。當飲品為常溫或者冷飲，此時瓶身會呈現黑花臉之樣式，當倒入熱飲時，感溫塗料即會接收到溫度

而變色，成為紅花臉之樣式，提供警示予飲用者小心飲用。瓶蓋為木頭，以象徵布袋戲偶頭之使用材料，

瓶身下半部為透明，以讓使用者倒入不同飲品而呈現不同時期之角色樣貌。而雲林為布袋戲之故鄉，因

此希望能與雲林古坑之咖啡與茶葉作結合，使環保壺更完整之呈現。(圖 3) 

957



      

 

 
圖 3.變─ 感溫環保壺裱板 

3.戲看─USB 式加熱眼罩 

有鑑於現今人們 3C 之使用量日益增進，因此眼睛常常處於過度疲勞之狀態，因此以加熱式眼罩作

為發想之產品之一。將白奸與文奸之臉譜平面化，透過感溫塗料印製於眼罩上，常溫呈現文奸之樣貌，

加溫後即呈現白奸之樣貌，以溫度來象徵其白奸之權位往往較文奸來的高。透過 USB 供電，也能使眼罩

重複使用，而且可以連接行動電源做使用，增加便利性。(圖 4) 

 
圖 4. 戲看─ USB 式加熱眼罩 

五、結論 

本研究案經過蒐集文獻及分析，發現傳統布袋戲淨之角色臉譜有幾項特色： 

1. 大多數臉譜具有系統性之設計，能依據年齡多寡而有不同之扮相，又以青花之年齡分布最

為完整，能分成孩童為花面童仔，青年為青花仔，壯年為青大花及老年為白鬚青大花。 

2. 臉譜設計上，為了呈現兩兩角色之間之關係，多用同一花紋但不同色彩去呈現。表達其兩

者有極好關係者為黑花及紅花，表達其性格一正一邪者為紅關及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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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臉譜會運用一些代表性圖案去顯示其角色之權位關係及個性。如奸類的臉譜設計，皆於眉

毛中劃上毛，並有一句話說道「眉宇中有毛非奸及詐」。臉頰上有紅點，以象徵其角色扮

演為能弄權之士，有壽字則為愛才之士。

在日常設計上用品之設計上，也緊扣著其特性來做發想。變─感溫環保壺以紅花及黑花兩兩成對作

為發想的出發點，並透過溫度讓兩者能在有區別，以提醒使用者。也能依據裝盛之飲料不同，以呈現其

不同年齡之樣貌。提戲─飲料提袋設計則以其性格代表一正一反的紅關及黑關作為發想，將其臉譜作於

飲料提袋之一正一反，並透過下方露出之飲料杯色彩，以呈現其不同年齡之扮相。戲看─USB 式加熱眼

罩，以文奸及白奸作為發想，將兩者透過加熱眼罩作為加熱即未加熱之呈現，以白奸象徵呈現加溫，象

徵白奸之權位往往較高，是為當今紅人之意象。

希冀能透過上述之日常用品設計，能讓國人在平常生活中更接近布袋戲，如同過往其是如此密切的

存在於國人生活中。也能透過使用的過程中，了解其布袋戲臉譜象徵之意涵，讓產品不單單只有外觀及

功能之價值，而有多一層教育之意涵，讓使用者能更進一步瞭解到布袋戲淨之臉譜象徵及關係。本研究

案希冀能讓傳統文化以新的形態再度活耀於我們的生活中，並且能讓使用者對其有更深一層之認識，是

為此研究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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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D 列印近年來技術的成熟，已廣泛的應用在各個領域當中，其中在醫療以及復健領域，為患者量身

打造客製化護具。透過 3D 掃描快速地取得患者患部的資料、再使用參數設計的方式設計護具減少傳統的

CAD 建模時間，並透過 3D 列印將護具製作出來。然而在現有相關的研究多為 3D 列印材質，以及流程設

計的討論，甚少探討 3D 列印護具實際穿戴的舒適性。此研究客製化設計兩款鏤空手部護具， 探討鏤空

大小對於穿戴的舒適性的影響。本研究招募 14 位受試者，透過主觀舒適度問卷比較兩種護具在重量、氣

味、搔癢、透氣、合身 與整體舒適性等面相的接受程度。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疏鏤空狀鏤空護具之

各項主觀感受皆優於密鏤空之護具，尤其在透氣性上更有明顯的差異。此外，在製作上其重量較輕與製

作時間更短。然而 3D 列印護具雖有通風、輕巧的優點，但實際穿戴的舒適性上仍有許多待改善之處，透

過本研究，可作為後續 3D 列印護具設計提昇舒適度的參考。  

關鍵詞：3D 列印、骨折護具、穿戴舒適性 

一、前言

前臂骨折固定護具主要是固定病患的手臂，透過護具來限制病患的運動以及保護手臂避免二次傷

害，以達到骨折以及手部受傷患者痊癒。醫生會使用護具固定病患手臂，現今的護具多為使用石膏製作。

但傳統的石膏護具有許多的問題，例如厚重、不透風、造成搔癢、有異味，時常使病患得到皮膚上的疾

病。

近年來 3D 掃描和列印技術已日漸成熟，相關的研究也迅速增加，尤其是應用在醫療領域(Rengier et 

al., 2010)。亦有許多廠商利用 3D 立體掃描與列印技術結合復健醫療，幫助臨床專業人員加速輔具設計及

成品測試，且依病患需求製作個別化輔具產品。目前臨床技師製作輔具時，從評估、取模、修模、成品，

常常耗時耗力，且延長病患輔具等待時間。此外，製作訂製性輔具病患的需求往往較為急迫，為縮短病

患等待期，藉由 3D 掃描技術取代傳統石膏，將有助於降低人工製作成本且提升病患醫療品質。透過掃

描取得患者身體部位的 3D 檔案，依照患者的需求客製化輔具。這樣輔具的除了減少受傷時的不舒適，

提供更好的的合身性，容易清洗並且減少衛生上的疑慮，且通風的鏤空設計可以避免患者得到皮膚相關

疾病與減輕護具的重量，還能夠重複地使用更兼顧美觀的造型，讓患者在穿的過程能更加的舒適(Lin, Shi, 

& Wang, 2016)。  

現有的相關研究多著重在於 3D列印骨折固定的數位設計程序與技術(Paterson, et al., 2014, Chen et al., 

2016, Lin et al., 2016)，3D 掃描的標準化以降低誤差(Choi & Ashdown, 2011)，以及 3D 列印護具的製造技

術與材料特性的比較(Abby Megan, Richard, Campbell, & Guy, 2015)，甚少探討 3D 列印固定護具的實際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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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舒適性。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 3D 掃描使用參數設計與 3D 列印護具的製造程序，製作出 3D

列印骨折固定護具，並進行比較，探討使用者穿戴時的舒適性。

二、文獻探討

2-1 3D 列印的特色與醫療應用

3D 列印又稱為積層製造，比較傳統製造方式，能夠製造出有更自由以及結構的設計並可以直接透過 

3D 列印機列印出複雜的結構，對於設計有較少的限制，也能減少製造時所浪費的材料。更便利於小量生

產的製造，不需開模以減少設計開發流程的成本。可以針對客製化的產品進行快速的成形，這樣的優點

適合應用在需要高度客製化的醫療產品上。

於全球人口老化高齡化社會衍生對醫療器材需求增加，而積層製造技術可展現客製化之特點，近年

來與 3D 掃描技術、3D 數位設計技術的整合，廣泛地應用在醫療與復健領域，包括:手術前之輔助模型、

客製化植體之模具開發、體外機械輔具之製造、客製化體內植體的製造。在客製化體外機械輔具之製造

如義肢(Prostheses)與支架(Orthoses)，足踝支架(AFO)、足部支架(FO)以及義肢套桶等客製化 3D 列印最為

廣泛應用(Telfer, 2012, Chen et. al, 2016, Lunsford et. al, 2016 )。此外近年也有部分研究者針對手部護具

(Splint/ orthopedic cast)的 3D 列印與客製化設計進行研究(Paterson et. al, 2014, 2015, Baronio et.al, 2016, 

Lin et al., 2016)，更有許多新創公司利用客製化 3D 列印手部副木來取代現有石膏固定(Kelly, 2015)。  

Lunsford et. al (2016)在文獻回顧研究中指出，3D 列印對於復健的專業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許多病患

都有不同的問題，需要客製的解決方式，3D 列印不僅是提供製作新的設備，對復健領域來說更大的效果

在於來協助改善現有的裝置。Day and Riley (2018)利用 3D 列印設計義肢，並請患者進行舒適評估，結果

患者給予 3D 列印義肢很高的滿意度，而此設計流程到成品完成，所耗費的時間為傳統義肢製作價格便

宜的將近一半，3D 列印義肢提供了更舒適、美觀以及大幅的減少金錢花費。  

此外，針對護具設計，一般市售的護具產品，多以大眾的體型進行設計，而固定的尺寸並無法合適

每個人的身體尺寸，減少穿戴時的舒適性。3D 列印技術成熟，可以針對不同地位進行客製化的設計，達

到高度的合身性，並且具有更輕、易洗、通風和可重複使用的特性。此外，有研究設計 3D 列印護具的

流程，建立一套護具設計的流程(Lin et al., 2016)，透過標準的流程可以減少護具設計的時間，使每個步

驟達到標準。

2-2 3D 列印工作流程

不管 3D 列印應用在哪個領域，其有一標準的數位與實體工作流程(如圖 1)，讓原始材料變成一最後

完整的元件。一般需要一個可列印的數位檔案，可以直接根據產品概念以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Computer 

Aided Design/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CAD/CAM)自行建立數位模型、或從大量的醫學 2D 影像掃

描(CT scan)轉換 3D 檔案(Marro et al., 2016)，亦或是以實體模型透過逆向工程(3D 掃描)的方式取得，3D

掃描是為了逆向工程快速擷取表面幾何特徵而發展出來的技術，透過三角雷射/結構光/調變光等三維掃描

之技術，快速得到物件外觀 3D 檔案，進而可以進行編修，或者讓被掃描之本體變形，使其成為進行後

續設計之參考依據。再取數位 3D 檔案後可在進行細部設計編修轉檔進而傳送至 3D 列印機進行列印

(Thompson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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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積層製造數位工作流程(Thompson et al., 2016)

2-3 數位設計

現有的客製化護具可以使用多種建模軟體，有 ProE、Soildwork、Rhino 、Catia等軟體，Kudelski, Dudek, 

Kulpa, & Rumin, (2017)提到 Catia 用於開發矯正器設計使用，以及 Rhino 用於曲面的修改。針對不同的軟

體都有不同的應用地方。

傳統的建模方式，需要有相關的技術背景才能更快速地上手減少建模當中的失誤。近年有研究討論

3D 列印護具過程的建模時間相當耗時(Kim & Jeong, 2015)。也有詳細的介紹了腳踝矯正器建模的過程，

設計的過程共花費了七個小時(Wierzbicka, Górski, Wichniarek, & Kuczko, 2017)，針對傳統建模方式和新

型的智能系統進行比較，新的智慧系統的護具建模只需要 20 分鐘(Lin, Shi, & Wang, 2016)，相較傳統建

模方式，以大幅度的減少時間，並且更好上手。

在近十年參數設計的建模使得建模時間更快速以及方便，可以透過編寫參數，編修與設計模型的幾

何樣式，不必有繁瑣的過程，即可做出各式各樣的花樣。而參數設計建模應用在醫療領域，對於沒有建

模基礎的臨床醫生能更輕易地上手，不但更能減少建模的失誤率，更能大幅縮短建模的時間(Li & Tanaka, 

2018)，其中也使用參數設計的方式建模，在列印出來後使得模型變得柔軟，以減少患者穿戴護具時與皮

膚的摩擦(Li & Tanaka, 2017)。  

三、研究方法

3-1 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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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教育程度大學以上，年齡 18 歲到 26 歲的學生。研究前先確認學生們並無骨折

病史，以及手部傷病。實驗前並無激烈手部的運動以及痠痛。正式測試之研究對象則為男女 14 人，其中

男生 6 人，女生 8 人。男生平均年齡為 19 歲，身高為 175.63 公分，體重為 64.17 公斤;女生平均年齡為

21 歲，身高為 156.86 公分，體重為 45.43 公斤。  

3-2 實驗設計 

本實驗將比較兩種骨折固定護具的穿戴舒適度，因此自變項為兩種形式的骨折固定護具(第一種密鏤

空狀護具:鏤空大小為 1 公分如圖 2 左)、(第二種疏鏤空狀護具:鏤空大小為 4.5 公分如圖 2 右)。而依變項

為穿戴的主觀舒適度，主觀舒適度以 7 分里克特量表評估，量表主包括重量、氣味、搔癢、透氣、合身

以及整體舒適，分數為 1 到 7 分，1 為完全不可接受，7 為完全可以接受和三題開放式問題，而控制變項

為穿戴時間(每位受測者以隨機順序穿戴二種護具，每次穿戴 36 小時、並間隔一週)、固定範圍(指關節後

兩公分至肘關節前五公分，模擬尺、橈骨骨折的前臂固定範圍)。  

 
圖 2、鏤空尺寸  

3-3 研究步驟 

本研究實驗流程圖如(圖 3)，步驟分為受測者招募、手部 3D 掃描，護具參數數位設計(密鏤空狀、疏

鏤空狀)、護具製作(3D 列印)、舒適性評估，詳下說明如下:  

 
圖 3、實驗流程圖  

3-3-1 數位製造護具製作:3D 掃描、數位設計、3D 列印 

本研究將利用 Artec
TM 

Spider 3D 掃描器進行受測者手部的掃描如(圖 4)，取得 3D 資料，Artec
TM 

Spider 3D 掃瞄器是一台配有 3D 捕獲功能的攝影機，掃描器最高的捕獲精度可達可達每秒 7.5 幀，單點

精準度可達 0.05 毫米。這些幀圖像可以自動校準對齊，合併成一完整的 3D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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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ArtecTM Spider 3D 掃瞄器掃瞄手臂  

將掃描後的手部 3D 檔案導入到 CAD 軟體進行護具的設計，利用 Rhino 外掛程式 Grasshopper 進行

運算如(圖 5)，定義固定範圍、設定鏤空大小後，即可依受試者手部檔案自動產生個人化的護具 3D 模型

檔案(如圖 5)。兩款不同大小鏤空的護具列印成品如圖 6 所示，一為密鏤空狀如(圖 6 左)，一為疏鏤空狀

如(圖 6 右)，密度一涵蓋範圍由電腦自動依照手部曲面自動生成。  

 
圖 5、參數式設計 Grasshopper 介面  

 
圖 6、自動生成護具密鏤空狀(左)，疏鏤空狀(右)  

最後將設計完成的 3D 檔案使用切層軟體運算輸出執行檔案，再傳送到 3D 列印機進行列印。使用材

質為 PLA，再將列印後的模型清除支撐後進行打磨後處理，成品如(圖 7)，實際穿戴如(圖 8)。  

 

965



圖 7、3D 列印護具成品密鏤空狀(左)，疏鏤空狀(右) 

圖 8、3D 列印護具實際穿戴，密鏤空狀(左)，疏鏤空狀(右) 

3-3-2 舒適性評估

透過主觀舒適度問卷評估二種護具的舒適度，包括:重量、氣味、搔癢、透氣、合身以及整體舒適性，

並透過開放式的問答了解不舒適的部位與原因。

四、結果與討論

表一為兩款不同鏤空大小護具的各項結果。經由無母數成對樣本檢定來比較兩款護具穿戴後各邊變

項之差異。

表一、密鏤空護具與疏蜂護具主觀感受與列印成品之差異 

變項 護具鏤空形式 平均值 標準差 t p 

重量 
密鏤空 6.14 0.77 

-1.10 0.27 
疏鏤空 6.43 0.51 

氣味 
密鏤空 5.50 1.45 

-1.51 0.13 
疏鏤空 5.93 1.44 

搔癢 
密鏤空 5.07 1.59 

-1.68 0.09 
疏鏤空 5.86 1.03 

透氣 
密鏤空 5.21 1.42 

-2.04 0.04 
疏鏤空 6.00 1.11 

合身 
密鏤空 5.07 1.27 

-1.03 0.31 
疏鏤空 5.43 1.34 

整體

舒適性 

密鏤空 4.64 1.74 
-1.81 0.07 

疏鏤空 5.36 1.22 

重量(克) 密鏤空   87.51 8.51 8.5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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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鏤空 73.07 8.24 8.24 

製作時間(分鐘) 
密鏤空 775.36 77.15 77.15 

-3.30 
疏鏤空 652.63 69.80 69.80 

從表一中可明顯發現在穿戴時透氣的可接受程度有明顯的差異，疏鏤空的護具因鏤空較大，而在穿

戴時能夠感受更佳透氣。另外整體的舒適和搔癢的可接受程度也接近顯著差異，可能是因為穿戴鏤空大 

的護具，增加了透氣度，改善小鏤空的悶熱，減少搔癢的程度並提高了整體穿戴舒適度。穿戴時的氣味

接受程度，兩款列印護具無顯著差異，可能因為 3D 列印護具可碰水，有受測者提出護具用濕後不易吹

乾，以及手汗會造成些許的異味。重量接受程度部分，因兩款護具大小鏤空的平均重量只相差了 14.5 公

克，並未讓受測者感到明顯的重量差異，但相較傳統石膏護具 3D 列印的護具以減少了許多重量，重量

的接受度分數皆很高。而合身性接受程度，此研究的護具設計都使用同個手部掃描檔案進行設計的，可

能造成原因在問卷回饋中有受測者表示，因手部掃描姿勢與實際手部活動姿勢的不同導致不舒適，其原

因可能為掃描姿勢的不同影響肌肉的變化而導致穿戴不合身的問題。  

 

問卷中的開放性問題整理後，受測者提到不舒適原因以壓迫掌心以及手背為最多，其次為壓迫尺骨

莖突。本研究根據受測者不舒適部位的回饋，將護具分為護具上下緣，護具本體，以及護具間隙三個部

分進行討論。  

護具上緣部分，因受測者皆非實際手部受傷者，雖穿戴護具，手部還是會正常活動，而手部活動過

程中，護具上下緣會造成掌心有手背的壓迫，而造成瘀青以及不舒適感。護具的本體部分，因列印護具

材質較為硬，導致穿戴時壓迫到其尺骨莖突。以及護具的間隙，會夾傷受測者的皮膚，並且摩擦造成疼

痛和搔癢。而在第一次與第二穿戴問卷發現，由於第二次的鏤空較大而減少護具體積使得護具更輕、更

通風，並且減少了列印的時間，在問卷的回饋中，整體而言受測者表示第二次的疏鏤空狀護具穿戴舒適

程度大於第一次的密鏤空撞護具穿戴。  

五、結論與建議 

整體而言疏鏤空狀鏤空護具之各項主觀感受皆優於密鏤空鏤空之護具，尤其在透氣性上更有明顯的

差異，此外在製作上其重量較輕與製作時間更短。但未來需考量疏鏤空結構強度與實際骨折固定臨床的

效果等問題需再進一步驗證。此外，3D 列印護具雖有通風、輕巧的優點，但實際穿戴的舒適性上仍有許

多待改善之處，透過本研究了解使用者需求，以及透過問答了解不舒適地方以及建議，可作為後續 3D

列印護具設計提昇舒適度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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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聚落活化探討傳統生活智慧再設計之研究

-以望安花宅在地能源燃料之應用為例
游元良*   謝政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學生 

+通訊作者: sky5209799@gmail.com 

摘  要

望安花宅聚落具有台灣開拓史的重要意義與觀光資產，而成為 2010 年文建會指定第一個國家重要聚

落。近年來離島地區面臨人口外流、住民老化、及缺乏就業機會等問題，聚落逐漸沒落。

2010 年在日本舉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會議上通過的里山倡議。里山倡議的願景目標是朝向社會

與自然共生的理想，達成人類與自然和平共存的社會環境。因此本研究期望盼望透過在地資源再設計，進

而達到聚落活化。

早期離島曾大量引進銀合歡植栽，用於薪柴、造紙、飼料等多元用途，是高經濟價值作物，也是維持

聚落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來源。但傳統生活型態消逝，大量引進石化燃料，過去被視為珍貴優質能源的銀

合歡不再被使用，因其快速成長與繁殖能力，在 13.78 平方公里的望安島，占據近 3 分之 1 面積，如今銀

合歡成為官方與居民頭痛的問題。此外每年隨著氣候逐漸炎熱以及潮濕，銀合歡樹林逐漸成為蚊蟲的溫

床，不管是工作或閒暇之餘都會遭受到影響，不勝其擾。

本研究期望探討島上銀合歡新的定位，運用歷史文獻回顧法、實驗法，找出可以解決居民長年來所面

對的議題，將銀合歡開發於低碳能源循環的新提案。銀合歡不只可當木質燃料使用，也能用於家具的原材、

或製成木炭及木醋液等。

本研究期望從里山思維的觀點，探討偏鄉聚落能源永續的設計相關議題。研究過程，運用田野調查法、

深入訪談法以及設計實務之驗證，探討銀合歡植栽在材料、燃料、原料三方面，發展生活提案之可能性，

預期研究成果為傳統生活智慧中發展生活提案的可能性－過往設計產品所使用資源僅僅是只用於單一的

功能，現在設計師應將資源使用率提高，開發多面向使用，以達到資源循環利用。 

關鍵字: 聚落活化、生活智慧、里山倡議、銀合歡 

一、前言

望安花宅聚落位於澎湖本島西南方 20 公里的望安島中西部海岸，為一處具三百年以上歷史，早年漢

人遷徙渡台重要海洋通道上的必經之地 2003 年引起世界文化紀念物基金會（World Monuments Fund）關

注，在其推動的「世界文化紀念物守護計畫」中（World Monuments Watch，簡稱 WWW）推選為年度 100

個最值得世人關懷並加以維護保存之紀念物名單，也引發政府單位的關注，進而啟動聚落保存與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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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是目前台灣地區唯一格局保存完整，在台灣發展歷史具有關鍵文化保存價值，更是文化觀光

重要資產。 

2016 年初，參與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委託辦理「重要聚落望安花宅活化再利用與經營管理計畫案」。

計畫執行過程中，逐步地深入了解、探索望安花宅，也逐漸了解到聚落所面臨到的問題，例如人口老化、

青年人口外流、聚落逐漸廢棄…。聚落活化不應該只是將有形的古厝修復，這只是恢復生活機能的第一

步。當沒有人在聚落生活，聚落沒有文化繼續發展可能，活化也失去意義，因此以過去的生活智慧再設

計，符合現代人生活模式，便有讓聚落活化的可能。 

早期離島居民生活大量依靠在地取材以獲得生活所需，為此曾引進銀合歡大植栽，成為薪柴、造紙、

飼料等多元用途。早年是高經濟價值作物，也是維持聚落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來源。但傳統生活型態消

逝，大量引進石化燃料，如今銀合歡成為官方與居民費盡心思、急欲除之而後快的物種。現今銀合歡充

斥著整個聚落，周遭許多古厝、菜宅遭遇銀合歡入侵，對於進行聚落活化過程，如何妥善處理銀合歡便

是最主要的工作。 

本研究希望透過設計的力量，探索銀合歡對於聚落的角色轉變，過去視為極優質的生質燃料，在過

往先民的擁有的生活智慧裡，尋找突破點。 

二、文獻回顧 

2-1 里山倡議的發展與理念 

在日本，里山(Satoyama)指的是環繞在村落 (里(Sato)) 週圍的山、林和草原 (山(yama)) ，也就是位

於高山(日文為「奧山」， Okuyama)和平原(日文為「里地」，Satochi)之間(圖二)，包含社區、森林、農

業的混合地景 (landscape)。2010 年，日本名古屋舉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COP10)，日本

政府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IAS)共同通過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呼籲人類與大自然之間

需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共存模式，兩者是和諧共生的關係。里山倡議主張里山倡議主張促進符合生物多

樣性基本原則 (例如生態系做法) 的活動，它的願景在於實現社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按照自然過程 

(natural processes)來維持、開發社會經濟活動(包括農業與林業)，亦即塑建一個人類與自然的正面關係。

透過永續的自然資源管理和使用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妥善維持，讓現今以及未來的人類都可以穩定地享受

各種從自然中獲得的惠益。(趙榮台，2011)。 

2-2 里山倡議做法 

里山倡議採用三摺法(a three-fold approach)維持或重建生態地景，參考圖 2-1. 里山倡議概念架構圖。

里山倡議有三個面向:  

(1) 集中所有能夠確保多樣生態性服務與價值的智慧 

(2) 整合傳統的生態學知識與現代科學，以促進創新 

(3) 探究新形式的共同管理系統 ，或演變中的「公共財」架構，同時尊重傳統的社區公有土地使用權。 

在這三個方向底下，里山倡議提出五個關於生態和社會經濟層面的行動指標（趙榮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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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承載量與環境恢復能力的限度內使用資源  

(2) 循環使用自然資源  

(3) 認識在地傳統與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  

(4) 透過各方參與與合作夥伴管理自然資源 

(5) 對當地的社會經濟做出貢獻 

圖 1.里山倡議概念架構圖 

 

2-3 小結  

以里山生活觀點來看，偏鄉地區是具有極大發展潛力。人民的想法、觀點需要改變，重新審視在地

資源，找尋新的可能點。將原先被打上廢棄、無用標籤的資源，透過在地生活智慧與設計手法加入，面

對在地種種問題，提出未來新價值生活提案。以里山生活觀點重新審視在地資源，澎湖離島不存在像是

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能源，島上能源仰賴著台灣本島船班運送，這來回運送，耗時也費力。本研究將透

過文獻資料、深入訪談找尋先人的生活智慧，了解過去居民是如何與大自然和平過生活，從中吸取經驗。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定之研究範圍主要以望安花宅聚落為主要研究場域。針對離島地區燃料能源運用為研究主

題。進行以下兩階段研究:歷史文獻回顧法、參與觀察法。 

3-1 歷史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於此階段收集文獻資料，以能源應用為主要目標，通過調查「能源應用的歷史文獻」來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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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聚落能源應用歷史資料與生活模式，以了解相關議題的歷史紀錄和現況發展，確定研究課題，同

時建立後續觀察與田野考證的比較基礎。

3-2 參與觀察法

以科學方法對特定事物與現象，有系統的檢視事物發生的歷程與人們的反應。主要實施步驟，是對

於研究任務設定觀察樣本、範圍、條件、方法，在以設定的觀察記錄方式，如照相、錄影、錄音，有系

統的建立觀察資料，並分析事件觀察的結果。參與觀察法，更強調觀察者參與受觀察對象的群體中，紀

錄事件與活動發生過程。田野考證過程，將採取參與觀察法安排設定情境，觀察耆老在現場示範說明傳

統能源應用方式與聚落生活模式，建立現場觀察的考證記錄。 

3-3 在地燃料能源解析

透過與當地耆老以及文獻收集分析，聚落中日常使用燃料能源主要分為在地燃料能源與外部燃料能

源：

內部燃料能源：花生藤蔓、地瓜藤蔓、高粱桿、玉米稈、銀合歡、牛糞餅、漂流木

外部燃料能源：煤炭、木炭、瓦斯

里山倡議中提出的行動指標有一項是循環使用自然資源，若要重新建構能源系統，研究認為內部能

源中的銀合歡是良好的選擇。第一，銀合歡是島上隨處可見的木材，數量眾多，使用上規劃得宜，可以

長期穩動供應;第二，聚落中許多古厝、菜宅長久以來無人照護，內部遭受銀合歡入侵，生長氾濫，古厝

結構受到破壞，難以保存，若能加以清除，聚落古厝得已停止損壞，菜宅能再次使用。過去澎湖離島引

進銀合歡，本就是為了當作薪材、飼料、造紙，但隨著石化燃料大量使用，過去燒柴的生活也漸漸遠去。

這是一種極好的生質燃料，生長週期短，生命力強，透過適當的管理，可做為生質能源系統、木製產品

等方式使用，適合建立一套能源獨立的系統，達到永續發展。

3-4 在地資源利用的生活智慧

早期先民遷移至花宅，需仰賴周遭環境所提供的資源，才賴以生存。隨著一代代先人努力，從生活

中的活動，處處可發現生活智慧隱藏其中，建構出一套生活、生計、生態的循環系統模式。

(1).魚灶:除了近海以漁船漁撈，居民也利用潮汐漲退在海灣內建造石滬捕魚。漁獲量大季節，便有賴鄰近

海岸蓋造的魚灶烹煮漁獲，曬乾保存，形成在地輸出產業，是聚落的重要收入。聚落傳統魚灶常以紅磚

堆砌，可同時容納 2 至 4 口大鼎以水煮乾法烹製。燃料皆取材自當地林木薪材、沿岸漂流木、農作物藤

莖以及從外地輸送進來的煤炭。

(2).灰窯:聚落居民於花宅灣砱仔砂岸旁，就地取材以珊瑚礁體、玄武岩石塊構築灰窯，再擷取花宅灣沿岸

充滿珊瑚、有孔蟲、貝殼、蚵殼等海洋生物生長過程產生的天然材料，製作砱仔灰，作為聚落建築房舍

的黏合劑，或牆面粉刷材料。灰窯形狀如小型城堡，開口面向季節迎風面，製灰時選擇季風強勁時節，

就地取海岸漂流木、山林薪材餔於底層，其上堆放砱仔砂、蚵殼等原料，起火燒製，透過季風吹進氧氣

深入窯體，燒至透心高溫，一連數日，最後自然冷卻窯體，再經扒灰、篩灰步驟，便可得極高品質的天

然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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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菜宅:菜宅顧名思義，為人工構築蔬菜居住的宅院，是澎湖地區先民順應環境就地取材，展現農耕生活

智慧型成極具特色的農耕文化地景。構築材料取自珊瑚礁岩或玄武岩，於住家旁空地堆砌成高約 1.5 公

尺上下、厚約 40 公分的擋風矮牆。菜宅用地，通常為家族繁衍，新生代家庭蓋造新家的備用土地。主要

農耕物種，以紅蘆黍(高粱)、蕃麥(玉米)、花生、番薯、越瓜、菜豆等，旱作為主。這些作物，一方面提

供主要糧食來源，一方面收成後在菜宅內曝曬莖桿，做為搭建寮舍的材料，以及煮魚燃料，燃料燒完後

又成為草木灰，可做為優質的耕種施肥作物養分。

(4).土質改良:海島土質農作耕種不易，如何持續保持土地養分以出產糧食，是海島生活重要課題。除了作

物耕作，聚落各家戶也慣常在住家週邊蓋牛椆、豬椆、機椆等牲畜養殖空間，一方面獲得肉類食材，一

方便收集牲畜糞便，再混入海砂、廚餘、土壤製作堆肥。雖然風大、雨少、土鹹的環境條件，但先民卻

能就地取材、物盡其用，發展環保、有機、永續耕作，順應自然的生活智慧。

(5).在地建材:聚落傳統建築多採用就地取材，通常取自海濱的咾咕石，以及山坡地岩層的玄武岩石材。天

台山週邊是澎湖地區最古老的玄武岩地質層所在，玄武岩是質地極為優良的建材。玄武岩質地堅硬，具

有不吸水高度防火特質，風化後呈灰褐色，多用於古厝建築的基礎。風門山週邊，則富含具有黏性的紅

黏土，可參入灰料製成土鑿磚，做為古厝隔間牆面。

(6).生質燃料:日治時期便引入造林的物種銀合歡，當時在望安島曾計畫性種植達十九公頃，是當時極為

優質，且受政府管制的珍貴薪材。因為非常快速的生長與繁殖能力，從臺灣光復到民國 60 年代期間，是

當地居民重要的生活燃料來源。直到瓦斯取代薪柴，使銀合歡林地被廢棄，而成為目前滿山遍野，茂密

盤據全島的外來的優勢植物。此外，居民也充分利用，自然放牧在聚落週邊坡地的牛隻糞便，收集搓揉

成團壓成餅狀，黏貼於咾咕石墻曬乾之後，製成為牛糞餅，是聚落日常家用爐灶炊事極為優質的燃料。

3-3 小結

從上述的生活事件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農、林、漁業中，並不是各自獨立出來的生態圈，彼此

間都有互相照應的點。這些生活智慧裡面可以看出，先民對於周遭資源可說是物盡其用，在這其中可以

了解燃料資源提供驅使這些生活智慧所需的動力，讓整個聚落得以生存延續。如此一來，為了達到聚落

活化目的，必須從燃料資源開始著手，對過往生活智慧進行在設計，找出一條生路。 

四、研究分析與結果

4-1 生活模式資源運用

在過去先民以就地取材獲取生活所需，其中衍生出許多生活事件，根據文獻紀載以及對於當地耆老

的訪談中，整理出以農、林、漁業三者相互間關係。農耕生活模式中不只提供了蔬食，也產生木炭、廚

餘等有機物，可以回饋於農田中；林木生活模式提供了大量燃料能源供使用，同時也是肉類食品的來源；

漁撈生活模式賜予了豐富的漁貨，加工後漁貨可延長保存期限，能到更遠地方出售，花宅灣沿岸可獲得

珊瑚、有孔蟲、貝殼、蚵殼等海洋生物生長過程產生的天然材料，製作砱仔灰，作為聚落建築房舍的黏

合劑，或牆面粉刷材料。從下列圖表可以明顯表達出生活、生產、生態永續循環的聚落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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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資源循環系統圖 

4-2 望安花宅燃料能源循環系統圖

本研究以在地資源-銀合歡為素材，建立一套新的燃料能源系統。運用先民智慧與在地取材，藉由設

計導入，將銀合歡資源使用率最大化，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本研究將銀合歡開發用於材料、燃料、原料三方面進行低碳循環能源生活提案，如下: 

(1).銀合歡是材料:  

砍伐下來經過整型的原材，儲放具有景觀造景效用的戶外儲所，可採用戶外家具、座椅、牆面呈現，

銀合歡整型原材作為桌面、椅面、櫃面，同時進行自然乾燥。

(2).銀合歡是燃料: 

經過一段時間自然乾燥，從戶外儲存所抽出將銀合歡原材，放置於特殊爐具，悶燒製作生物炭及木

醋液，燒過程作為加熱燃料應用，整合烹調爐具、衛浴熱水，做為日常生活用途；或冬季室內加溫，以

及改善冬季菜宅環境，冬季也可進行優質耕種。

(3).土質提升原料: 

將銀合歡生物炭投入菜宅，改善土壤吸水性、酸鹼性，發展高經濟作物種植計畫，設計其他用品結

合醋液作為驅蚊驅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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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望安花宅燃料系統圖 

 

五、結論與建議 

過去官方不斷投入大量資源，藉由文化觀光模式，希望促進聚落活化，但就目前狀況來說效果不彰。

里山倡議的倡導，便是希望重建生態、建立人類與大自然互相生存的關係。未來社會與自然共生共存的

關係，不只可以解決當地所面臨到的議題，也是聚落能永續發展的新方向。經歷文獻資料採集，以及與

當地長者、耆老深入了解，實地走訪，研究出過往先民在此生活所產生的生活智慧，了解這個聚落生活

模式的脈絡。運用當地資源，結合先民智慧的結晶，結合設計的力量，打造一份促使聚落活化的新提案，

此研究不僅提供望安花宅聚落活化之需要，更能做為離島或偏鄉地區永續發展計畫。 

花宅聚落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在地居民多數是高年長者，隨著時間流逝，聚落活化的問題只會

越來越困難。目前花宅聚落正在修復古厝，讓聚落面貌回復到過往，但古厝無人居住，聚落是無法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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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能性。古厝重建只是重建人們機能的第一步，居民回鄉後還須面對生活品質的落差，這些生活課題

須向先民的生活智慧學習，學習先民如何善用自然資源，再進行設計，符合現代人生活需求。聚落活化

過程，也是當地文化、價值的重建，短時間內不容易看出成效，但只要持續努力經營，相信會有成功那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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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懷海洋為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設計之研究 

 
羅光志*+   陳惠菁**  蔡旺晉* 

*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菁兒黏土工作室 創辦人  

+通訊作者: kclo@mail.fgu.edu.tw 

 

摘  要 

本研究設計關懷海洋為主題之粘土創作課程，引起學生對於海洋保育的重視。研究目的有三:1.探討

【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教學設計 2.實施【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相關活動

3.分析【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施行成效。經由文獻蒐集分析，兩次的專家焦點團體產生教學

方案，以 5E 建構式教學模式進行教學行動研究。透過教師觀察回饋、家長回饋、學生學習成效與心得、

研究者省思日誌，分析研究資料。研究結果如下:1.選擇與學生生活貼近的議題影片引導，讓學生更有感

受力，可激發學生對海洋環境的重視。2.感同身受的遊戲設計，可觀察學生是否具有同理心，具趣味性會

吸引學生主動體驗。3.在造型活動時，先讓學生自行探索捏塑海洋生物的造型，讓學生發現困難處，老師

再進行示範指導，學生印象會更深刻。4.適時提供相關創作圖片及影片參考，學生更容易理解何謂省思創

作。5.基本造型技法的熟練程度不影響學生的創意表現，但會影響作品的精緻度。 

      

      關鍵詞：黏土創作、課程設計、教案設計、海洋教育、行動研究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約 1,730 公里，具有各式各樣美麗有趣的生態系，但是面對人類不斷的消

耗與利用，目前面臨著許多的考驗，如海洋廢棄物污染、海洋漁業枯竭、海洋棲地破壞、海洋生物多樣

性減少等問題。當年節一尾白鯧要價不菲，或是聽到聯合國預測 2048 年海洋無野生魚可補時，我們是否

才感受到海中出了大事情？既然這些問題可能是因人類錯誤行為所造成，而我們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手加

以修正；而改變認知行為的最佳場所就是學校，如將相關的知識融入學校教學中是最直接的做法，導引

學生去認識海洋、親近海洋進而對海洋產生關懷的情感。學生在學校學習正確的觀念知識，回到家之後

影響周遭的人，再由這些人影響社會，甚至是整個地球村，這才是最有效解決問題的方式。海洋教育為

國中小課程綱要修訂中的重要教育議題之一，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也明訂其課程設計應適

度融入海洋教育與環境教育等議題。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兒童的智慧在他的指尖」由此可

見培養學童一邊動手做一邊思考的習慣，能促進學童的全腦開發，更能激盪出無限的創造力。而黏土作

品在創作時，需要運用到搓、捏、揉、塑等的手部動作，需大量的運用到指尖運動，達到刺激大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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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研究者發現在過去大部分的黏土教學中，較著重在技能部分的教學，較少帶入認知與情意的部

分。因與頭城區漁會合作設計有關海洋為主題的黏土課程，而在教學上做了改變，除了教授黏土技巧，

也帶入海洋生物的知識，讓學生更了解海洋生物的生態。開始思考如何透過黏土創作課程的教學，能讓

學生關心海洋的議題，培養學生關懷海洋的情懷，加強海洋生態保育的觀念。也希望學生創作的作品能

讓其身邊周圍的人得到省思，讓學生了解本身也是地球公民的一分子，有責任為保護地球和珍愛海洋盡

一份心力。 

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下列幾點: 

探討【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教學設計 

實施【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相關活動 

分析【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施行成效 

 

二、文獻探討 

2-1 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係指課程要素的選擇組織與安排的過程。課程設計人員必須對達成課程目標的各種理

論基礎、選擇方法、組織要素和組織程序等專門技術，進行深思熟慮的規劃。目前有五種課程設計理論

值得重視。(1)學科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是強調知識取向，以學科為課程設計的核心，採傳統學術取向

的課程立場，強調「課程即科目」的課程意義，主張學校課程，應將傳統學術學科的基本知識傳達給學

生，以發現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術性向，使學術文化遺產能傳遞下去。（黃光雄、蔡清田，1999）(2)學

生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強調學生學習經驗，以學生中心為核心，主張以學生的需求與興趣作為教育目

標的來源，教師需依造不同的學生特質去設計不同的課程內容，除原有的課程設計外，更重視「非正式

課程」與「潛在課程」的學習，主要注重學生全面性的表現。(3)社會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以社會現有

的狀態或問題，做為課程設計的核心。學校提供社會需求的課程，鼓勵教師與學生研究社會問題，以增

進學生對當代社會生活的瞭解，進而解決社會問題等。(4)科技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強調科技應用，主張

客觀化與系統化的課程設計，重視「課程即目標」的課程意義，主張課程設計是技術性活動，透過適當

的課程設計，便可達成預定的課程目標。(5)專業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強調教與學互動的重要性，重視

教師專業強調教學與學習之間的動態歷程，教學活動不只是知識的累積與灌輸，而是引導學生認知發展，

協助學生學習探究，促成類化與遷移。(洪翠霞，2002) 

 

2-2  5E 建構式教學理論 

 
   本研究由課程設計發展到教學實施，乃由教學者扮演教學引導者與課程設計者之角色，希望藉由

教學引導學習後讓學生學會經驗連結與自立學習的方法，日後養成能隨時主動學習的學習態度。5E 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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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學習環教學法(5E learning cycle teaching strategies)發展出五階段教學流程,其分述如下：(1)投入：以引

導學習者之心智投入課程的主要概念，引發學習者的興趣，並探知學習者的先備知識與能力，活動應將

過去和現在的學習經驗聯繫起來，並且關注學生當今活動學習成果的思考歷程。(2)探索：以提供學生鑑

定及發展目前的概念、技巧和過程的經驗基礎。學習者主動探索環境及具體操弄教具，並與先備知識作

連結，過程要求手到（hand on）與心到（mind on）。(3)解釋：以鼓勵學習者將先備知識的經驗與新經

驗的了解，提供學習者以語言傳述對概念的瞭解，或示範投注和探索經驗的技巧和行為過程，以協助學

習者組織並加強其對新概念的瞭解。(4)精緻化：將學習者所領悟的認知概念加以綜合與運用，提供學習

者驗證預期技巧及行為的機會，讓學習者對概念瞭解上予以挑戰及延伸，獲得更多的資訊及發展更進層

次的技巧。(5)評量：檢驗學習者的理解、行為與態度的正確性，評量學習者了解的程度及能力，教師宜

用不同的評量方式，來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活動，其內容應包含概念認知、態度和技巧等（林鶴貞，2003）。

綜合以上論述，發現 5E 建構式教學法符合本研究應用實施，透過課程的「投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提供學生自行「探索」技能的機會，學生可以從探索中建構屬於自己的技能，再由老師「解釋」，一方

面印證自己的探索發現，一方面藉由教學加強技能概念，接著「精緻化」教學，讓學生將所領悟的認知

概念應用於創作作品，提供學生磨練技巧及行為的機會，以便將所學的知識概念發展延伸到更深入的層

次。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行動研究法，是一種整合理論與實證的研究模式，參考 Elliott 的「行動研究階梯式循環

圖」（吳明隆，2001）：計劃、行動、觀察、反省及修正之五個循環程序，來進行行動研究說明如表 3-1。 

表 3- 1行動研究模式 

行動研究 
模式 教學說明 

計劃 
(plan) 
↓ 

1. 研究者先收集相關文獻的教材資料，確定研究主題。 
2. 以「5E 建構式教學模式」為主軸，針對教材內容設計教學活動。 
3. 與研究群共同討論教學活動設計、檢視教學活動的適切性並修正。 

行動 
(act) 
↓ 

1. 以建構式教學法實施教學活動。 
2. 讓學生自己配合 5E 建構式教學，進行學習。 
3. 培養學生觀察力、發現問題及練習提出問題。 

觀察 
(observe) 

↓ 

1. 活動過程中，教師隨時觀察紀錄學生之間及師生之間的互動情形。 
2. 收集教學時學生學習及溝通的過程，記錄師生及同學討論的對話。 
3. 收集學生的活動學習單、學習心得等，從這些紙本資料進行觀察及分析。 

反省 
(reflection) 

↓ 

1. 實施教學後，從協同觀察教師訪談及回饋表和教學省思日誌中進行反思檢討，

修改教案。 
2. 反省在進行建構式教學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對學生學習成效造成什麼樣的

影響，以及研究者本身的專業成長的影響為何？ 

修正 
(revise) 

1. 根據分類及整理收集的資料，再修正教案。 
2. 不斷地重複規劃、行動、觀察、反省再修正的循環過程。 

  資料來源: 海岸性素材應用在國小視覺藝術教學之研究，顏美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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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步驟

(1)課程發想：因海洋議題而產生初步的教學想法。(2)文獻探討：在碩博士論文網、專書、期刊雜

誌、網路資源中，收集有關海洋教育、藝術與人文課程、行動研究、課程設計等相關資料，並探討彼此

間的關聯性。特別針對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國小美勞科教材教法等探究進行文獻蒐集與分析後，了解教案設計需要包含

課程設計的理念、年級和學習領域、課程目標與相關能力指標、課程架構、教學規劃與時間流程、教學

活動設計及學習評量活動等項目。(3)教案大綱：有了對教案編寫的基本認識後，本研究規劃以關懷海洋

為主題，先設計『海洋垃圾哪裡去』、『海洋發燒了』、『海洋空蕩蕩』三個單元教學活動。融入多媒

體元素，藉由短片、圖片等的吸引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模式為 5E 建構式教學：投入、探索、

解釋、精緻化、評量。(4)預試專家訪談：諮詢三位在小學專任三年以上的藝術與人文教師，討論他們的

教學經驗，及目前教學現況。探討藝術與人文之教學模式及學生喜愛的模式及針對研究者教案大綱給予

意見。有以下 3 點建議：1.適時安排自由創作可以讓學生發揮想像力，作品呈現比較多元。2.教學活動過

程中可以帶入感同身受的遊戲，可以讓學生產生同理心進而激發學生關懷海洋之情。3.課前先安排黏土

技法的練習可減少學生在創作時的挫折感。 (5)初步教案：針對以上討論結果，增加課前暖身單元及省

思創作的單元，故本研究課程規劃為 5 個教學單元:1.課前暖身-練練基本功 2.關懷海洋主題單元活動-海

洋垃圾哪裡去 3.關懷海洋主題單元活動-海洋發燒了 4.關懷海洋主題單元活動-海洋空蕩蕩 5.省思創作-搶

救海洋總動員。在教學活動部分規劃有 1.引起動機-議題影片引導 2.感同身受的遊戲 3.造型活動 4.欣賞與

發表 5.評量。(6)焦點團體訪談：依據前兩階段所產生之初步教案在 106 年 9 月 21 日，於宜蘭縣羅東鎮

北成國小，由三位任教六年以上的專任藝術與人文教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並搭配主題課程設計評鑑

表以評鑑教案之可行性，及針對教案內容給予建議：1.教學活動部分應再增加生活實踐部分，讓學生真

正身體力行達到關懷海洋的行動而不是喊口號而已。2.『海洋發燒了』的單元中造型活動之珊瑚製作，

建議只給學生三原色，讓學生自己調出各種顏色，達到對色彩的認識。3.在時間安排上，評量時間及學

生發表時間應再增加，學生才有思考的時間。(7)正式教案：針對以上建議後，進行教案修改而產出正式

教案。(8)課程評鑑：請焦點團體三位教師根據正式教案填寫主題課程設計評鑑表，檢視教案是否具可行

性可實際進行教學。(9)教學實施：以宜蘭縣北成國小某個高年級班級為研究對象，從 106 學年度上學期

開始進行，自民國 106 年 9 月 28 日到 106 年 11 月 16 日，每星期兩節視覺藝術課程 80 分鐘，共七週

十四節。共分五大單元進行，第一單元「練練基本功」，第二單元「海洋垃圾哪裡去?」，第三單元「海

洋發燒了」，第四單元「海洋空蕩蕩」，第五單元「搶救海洋總動員」。每個單元根據四個部分作課程

教學研究結果分析與教師教學研究過程檢討分析，一為教學活動過程紀實；二為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習心

得之分析；三為協同觀察者的回饋；四為教學檢討分析與省思。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質性資料為主，根據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和描述。以了解學生學習的情形及檢視研究者

教學實施是否得宜。

1.觀察:由於研究者本身為教學者，為求對觀察紀錄的客觀性，商請該校專任美勞教師擔任觀察者，

協助觀察與紀錄，紀錄是為了瞭解本課程實施的情形與過程、師生間的互動表現，隨著課程發展，同儕

教師每週進行觀察紀錄，以客觀的立場觀察紀錄教學歷程，並於教學結束後進行討論與修正。研究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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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空檔時，以關鍵字記下特殊事件、經過或感受等，另外為了避免教學時觀察有所遺漏或無法全方位

的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故使用錄音機，將上課情形全程錄音，以供研究者自行檢核。本研究在實施前，

已於班親會時先行告知家長將進行此研究，獲得家長同意。

2.文件資料

(1) 單元學習單：請學生填寫有關的單元學習單，作為教學活動的延伸。學習單為學生學習成果展現的

一種方式，可以讓學生省思學習內容及收穫，並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同時也讓學生對自己的學習

過程做簡單的回顧。

(2) 學生自評、互評表：讓學生對其作品深入的了解，並給予自己信心與肯定，也學習欣賞他人作品，

觀察他人作品優缺點。

(3) 生活實踐表：請學生回家記錄一星期的生活實踐表，讓學生養成習慣，把保護海洋觀念牢記在心，

讓觀念落實生活中。

(4) 學生訪談紀錄表：為了瞭解學生對教學課程的反應，在每一單元結束後，立意抽樣三位學生進行訪

談。學生每場不同、不重複，兼顧性別及程度取樣。

(5) 學生作品照片：將學生作品拍照留念，可作為學生學習上的評估，以瞭解學生在課程中所獲得的學

習成效。

(6) 教學省思日誌：於每次上課結束後，填寫教學省思日誌，紀錄教學過程與心得，並省思整個教學過

程，作為後面課程之參考及修正。

(7) 教師觀察回饋表：觀察者針對教學者教學情形，於教師觀察回饋表中，課程內容與設計、教學策略

與技能、師生互動、教學評量及應用推展之項目作觀察紀錄，輔以觀察者的文字表述，以供研究者

省思及修正課程設計。在教學後也與觀察者進行討論，主要是為了釐清課程設計的概念，並針對研

究者所設計的課程提供寶貴的意見。

(8) 作品評量表：觀察者與研究者依評量項目，評量學生學習成果。

(9) 家長回饋表：在三個關懷海洋主題單元結束後，請學生回家與家長分享上課內容，家長就學生的描

述及學生的作品給予評分及回饋。

四、教學研究實施結果分析與檢討

4-1「練練基本功」單元研究結果

(1)學生透過實際揉捏黏土，更容易辨別黏土作品的不同：在介紹過黏土特性後，學生並沒有馬上清

楚如何分辨樹脂土、超輕土與輕質土的作品，後來透過基本造型練習時給予不同的黏土實際感受不同材

質的觸感，及搓揉造型後呈現出的質感，讓學生感受到不同之處，在最後課程總結時，口頭詢問學生時，

已能正確答出作品是用樹脂土製作或用輕質土製作。

(2)具競爭的遊戲式教學，能提高學生專注力與興趣：為避免枯燥的練習，本次課程利用武林大會比

武的概念，激起學生挑戰的心，讓原本無趣的基本功練習增加其趣味性。「遊戲教學法」的確能引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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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度的學習興趣，每位學生的參與度很高，雖然本次課程並不是全部採遊戲教學法，但學生自覺練習

過程就像玩遊戲一樣好玩。研究者發現課程設計若從孩子的興趣、愛玩的本性著眼，擺脫傳統的教學法，

結合「在遊戲中學習」效果會更佳，這是提供日後教學活動設計一個很好的思考點。 

(3)教學時間安排的適當性：在教學時間安排上原本設定二節課的時間，太緊湊，在認識黏土特性時

應該要讓學生觸摸實際的作品加深印象，因時間的關係只能省略，在基本造型練習也因時間關係無法給

予學生充裕的練習時間，若時間允許最好能安排三節課，放慢上課節奏，才能讓學生有思考的時間。 

 (4)教學節奏放慢，確實注意學生學習狀況：在基本造型搓圓的技巧中，有幾個重點技巧需再特別

強調，放慢速度，讓學生確實都做到重點技巧部分才能讓圓搓起來更光亮，才能跟第一次自己搓的圓有

明顯差異。在水滴造型部分也須注意學生是否有做到三種不同的水滴造型，若沒明顯差別應要求學生再

重新練習，觀察學生是否有掌握重點，再給予指導。 

(5)評量表格設計應明瞭易懂：單元學習單設計時，若是複選要註明清楚避免學生不知如何正確作

答。在認知評量的部分，研究者認為在填寫評量表前，應該先與學生說明清楚題目，而在課程結束前的

總結應該再重複課程重點，口頭再詢問學生課程所學到的秘訣技巧，加深學生印象，幫助學生作答能更

明確。此單元認知部分答對率偏低，另一原因也與上課秩序有關，部分學生拿到黏土後就自行玩起黏土，

而無法專心，而有些學生則因為是小組坐在一起與同學聊天而沒認真上課。這些是研究者在下次上課時

要再修正的地方。 

4-2「海洋垃圾哪裡去?」單元研究結果 

(1)選擇與學生生活貼近的議題影片，讓學生更有感受力：利用海洋垃圾的議題影片，引起學生的共

鳴，尤其是播放宜蘭南方澳的鬼頭刀肚子裡也有垃圾的報導更是引起學生的注意，跟學生的生活更貼近，

讓學生更了解海洋垃圾汙染的嚴重性。學生看完議題影片都被震撼到，知道不要亂丟垃圾，也知道要使

用環保餐具，來愛護海洋。 

(2)感同身受的遊戲，應讓全班都能體驗，讓每位學生都能有深刻的感受：在欣賞海洋議題影片時，

時間過長，造成後面時間太趕，感同身受的遊戲只能給幾位學生體驗。若時間允許體驗活動可單獨安排

一堂課，讓每位學生都體驗到也可藉由此活動觀察學生是否有同理心。若時間不允許，觀察者教師建議

將魚網讓學生帶回班上繼續體驗，也是不錯的選擇。 

(3)造型活動先讓學生自行探索捏塑鯨魚，再進行示範指導，學生印象更深刻：在自行探索時，發現

有些學生具有自我學習的能力，能照著參考圖片自己製作鯨魚。在經過自行探索後再進行老師的示範，

學生明顯進步也更容易掌握到捏塑技巧，更加深學習的印象。而有些學生在自行探索時無法做出鯨魚，

感覺有點受挫，但經過示範後都能快速做出鯨魚，並產生自信心。 

(4)造型活動前應先簡單介紹鯨魚的生態，讓學生更了解鯨魚的型態：在讓學生探索鯨魚的捏塑時，

發現部分學生不知從何捏起，對鯨魚造型不熟悉，在製作之前應先介紹各種鯨魚的形體讓學生了解，讓

學生有概念才可以讓學生更快上手。 

(5)自評、互評的方式要簡單明瞭：填寫自評、互評表時秩序太亂，因本單元並沒有太多不同的創意，

觀察教師認為只須請學生選出三位最好的同學即可，也可用口頭評量，或用圓點貼紙請學生貼在最好的

作品上，即可避免掉秩序太亂的問題。 

4-3「海洋發燒了」單元研究結果 

982



(1) 議題影片的引導，能讓學生產生對生活環境的重視：要讓學生了解海洋暖化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大多數學生都瞭解本單元要傳達的觀念，學生看完議題影片，與學生討論問題，學生都能踴躍

回答，從學生心得回饋中，也發現學生會將海洋暖化的感受寫出來，表示議題影片的引導，可

以激發學生對海洋環境的重視。

(2) 感同身受的遊戲實施須考量季節與時間的適當性：感同身受的遊戲實施的季節需在夏季，才能

產生效果，實施的時間要觀察學生的反應，時間過長學生會浮躁無法靜下心聽課，反之，則無

法產生同理心。

(3) 實際讓學生觸摸珊瑚礁，近距離觀察其紋理，更能做出珊瑚的質感：教師準備珊瑚礁，讓學生

觸摸也讓學生觀察珊瑚礁的紋理，讓學生從各種工具去尋找製作珊瑚紋理的工具，在這過程中

讓學生探索運用生活中的用品拓印出珊瑚的質感。

(4) 介紹珊瑚生態及提供珊瑚圖片參考，學生更容易捏塑出珊瑚：在製作珊瑚前先介紹珊湖的生態

及提供各種珊瑚的種類圖片放在 ppt 上，學生在自行探索捏塑珊瑚時，就較有概念，較能用自

己的方法捏出不同的珊瑚，在經過示範後學生更能掌握工具的使用，製作出更多的珊瑚。

(5) 團體製作須注意每一個組員的參與度：本單元需製作的作品較多，因時間關係所以採團體製作，

但在過程中發現都是能力較好的學生有做出作品，有些學生趁機玩耍並未認真製作，遭到同組

同學的指責，也發現一些能力較弱的學生，無法製作出作品，此時研究者針對這些學生指導他

們完成較簡單的作品，讓其有參與感。

4-4「海洋空蕩蕩」單元研究結果

(1)時間安排的適當性:單元在議題引導及感同身受的遊戲時間安排上已較前面單元適當，但在造型活

動時間希望給學生更充裕的時間製作，所以還是未準時下課。

(2)感同身受遊戲設計，吸引學生主動體驗:本單元感同身受的遊戲很吸引學生想要體驗，在遊戲時間

因時間關係只能找六位學生體驗，後來發現有部分學生利用空檔自己體驗穿上不合腳的鞋子走路，

去真正感受不舒服的感覺，說明學生喜歡這個體驗遊戲。

(3)學生學習態度更積極，捏塑能力明顯進步:本單元寄居蟹的製作其實很複雜不好做，有些能力較好

的學生製作的作品令人驚艷，學生學習態度比前幾個單元更為積極更想把作品做好，在遇到困難時

會主動詢問，很努力將作品完成，作品完成後可以觀察到學生非常地開心，觀察者教師也提到發現

學生捏塑能力有明顯進步。

(4)家長回饋表設計，要更完善:在家長回饋表中，請家長針對小孩的三個作品個別評分，發現沒有規

範分數的級別，家長認知不同，導致分數無法作統計分析。這是研究者在設計相關評分表時需再謹

慎的地方。

4-5「搶救海洋總動員」單元研究結果

(1)適時提供藝術家創作圖片參考，學生更容易理解何謂省思創作:與學生說明何謂省思創作時，學生

還一知半解，後來透過藝術家針對海洋議題創作作品及影片讓學生參考，在觀看影片時，學生反映

出他們已經知道要做什麼了，想要馬上動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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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圖紙張與創作底板尺寸一樣，學生更容易拿捏作品的比例:藉由心智圖發想出的靈感，繪製草

圖，草圖紙張尺寸與實際創作作品底板尺寸一樣，讓學生繪製草圖時，能清楚實際創作時的大小，

學生在製作作品時，能更容易拿捏作品的比例。 

(3)分組集體創作訓練學生合作學習及溝通協調能力:利用集體創作增進同儕的溝通，及社會性的培

養，能啟發學生合群的天性，增強合作互助的團體精神，要學生保有自己的創意，更要尊重他人的

權益。本單元採分組集體創作，主要讓學生學習合作，在小組討論中學生都能熱烈討論，但有少數

一至二位同學沒有認真參與討論，觀察其原因則是學生能力較弱無法提供想法，原本以為他們無法

融入集體創作，但發現他們同組的組員都能分派工作給他們，一起製作作品，讓每一個組員都有參

與感，讓平常較不善於發表的學生，與同儕進行學習並相互影響，透過集體創作提升自信心與勇氣。 

(4)提供學生沒接觸過的素材刺激學生學習興趣:在作品打底時，使用學生沒接觸過的紙漿時，學生相

當好奇，將紙漿調入顏色後，請學生用手去塗抹，作為創作作品之背景。一開始學生都小心翼翼，

不敢放膽去做，後來嘗試之後發現很好玩，每個學生都玩得相當開心，學生沒機會玩泥巴，剛好藉

此機會體驗玩泥巴的感覺。 

(5)創作的媒材須準備充分，以備不時之需:創作課程希望學生自己帶一些生活上的廢棄物來當創作素

材，增加作品的豐富性，沒考慮到學生會忘記準備，還好協同教師有提供一些素材解決這項問題，

研究者在往後的教學須注意應該要準備一些素材供學生使用。 

(6)作品成果發表訓練學生口語表達能力:作品成果發表讓學生學習上台面對觀眾說明作品創作理

念，除了訓練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也能讓學生更有膽量，勇於表現。一開始學生很害羞而講得不

好，後來研究者給予學生第二次機會上台，學生很開心可以再一次機會而且會根據第一次表現不好

的地方改進，顯示多給學生機會練習學生就能表現更好。而台下的學生也能觀賞別組發表優缺點，

做為學習目標。 

(7)基本造型技法的熟練程度不影響學生的創意表現，但會影響作品的精緻度:觀察學生的創作過程並

分析其作品發現，學生的許多創意想法與表現存在於作品中，而其中許多的創意展現是不明顯的，

必須仔細觀察，才讓人有驚奇的感受。而本研究教學，所重視的是整個創作過程的學習成效，在經

過四個單元的學習之後，所創作出來的作品與學生在成果發表時有相當好的表現。不過，由於教學

者主要角色是在引導，並不灌輸既定之創作方式。因此分析學生所創作完成之作品可發現其構圖的

完整度與作品精緻度是較缺乏的，但也有創作能力較強的組別，其作品是具有創意又完整的。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探討【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教學設計 

    研究者根據高年級學生身心發展，設計一套結合海洋教育與藝術人文的黏土創作課程。本研究

之教案設計有以下四個特色面向：(1)暖身課程：先透過黏土基本造型技法的練習，讓學生熟悉黏土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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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挫折感。（2）議題引導：透過『海洋垃圾哪裡去』、『海洋發燒了』、『海洋空蕩蕩』等單元的學

習，讓學生了解目前海洋面臨的危機及學習製作海洋生物。(3)合作學習：透過單元學習的技法及對海洋

議題的想法，分組創作出對海洋關懷之作品。(4)自我實踐：在每個單元結束後，透過生活實踐自評，來

養成減”塑”運動及減少碳排放量的習慣，達到真正落實保護海洋的行動。 

2.實施【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相關活動 

    本研究相關教學特色活動發現如下：(1)在介紹黏土種類及如何分辨時，學生透過實際揉捏黏

土，更容易辨別黏土作品的不同，給予不同的黏土實際感受不同材質的觸感，及搓揉造型後呈現出的質

感，讓學生更容易感受到不同之處。(2)具競爭的遊戲式教學充滿趣味性與挑戰性，能提高學生專注力與

興趣。為避免枯燥的練習，練練基本功單元，利用武林大會比武的概念，激起學生挑戰的心，讓原本無

趣的基本功練習增加其趣味性。(3)選擇與學生生活貼近的議題影片，讓學生更有感受力，學生看完議題

影片，與學生討論問題，學生都能踴躍回答，從學生心得回饋中，也發現學生會將看完議題影片的感受

寫出來，表示議題影片的引導，可以激發學生對海洋環境的重視。(4)感同身受遊戲設計，若時間允許，

體驗時間可拉長，讓每位學生都可體驗到，也可藉由此活動觀察學生是否有同理心，遊戲設計具趣味性

則會吸引學生主動體驗。(5)在造型活動前，先介紹海洋動物生態及提供圖片讓學生參考，若可提供實物

如珊瑚礁及貝殼，實際讓學生觸摸，近距離觀察其紋理，讓學生更有概念更能夠捏塑出作品。在造型活

動時，先讓學生自行探索捏塑海洋生物的造型，讓學生發現困難處，老師再進行示範指導，學生印象更

深刻。(6)介紹藝術家作品及利用菲律賓藝術家創作的動態影片，與學生說明何謂省思創作，能激起學生

想法，並且增加創作的動能。(7)利用心智圖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發想創作靈感，有助各組找到創作的

共識。(8)繪製草圖使用與實際創作作品底板尺寸相同之紙張，讓學生清楚實際創作時的大小，能更容易

拿捏創作作品的比例。(9)集體創作訓練學生合作學習及溝通協調能力，利用集體創作增進同儕間的溝

通，及社會性的培養，啟發學生合群的天性，增強合作互助的團體生活精神，要學生保有自己的創意，

更要尊重他人的權益。(10)作品成果發表訓練學生口語表達能力，讓學生學習上台面對觀眾說明作品創

作理念，除了訓練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也能讓學生更有膽量，勇於表現。 

3.分析【關懷海洋主題結合黏土創作課程】的施行成效 

(1) 課程設計與生活經驗相關，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本研究教學主題切合當前海洋環境教育議題，特別採

取融入領域教學方式實施。因為課程與生活經驗相關，所以學生參與課程討論活動非常熱絡，提醒

了教師授課一定要將活動與問題引導切入學生經驗，才能帶動討論與回饋。學生普遍能體會各單元

討論議題之重要性，並啟發對海洋之關懷。 

(2) 課程內容學習讓學生透過自行觀察、探索達到技能目標的學習:藝術與人文的活動的教學，強調探索

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的教學，學生可以在輕鬆愉悅情進下學習，學生透過自己的觀察、

自省，再到自然生態的美感創作，更能體會人類應該學習與自然共生、共存，藝術教學不再只是技

能的提升，而是強調人文的素養，並能真正做到生活上的實踐，相信這是值得去深耕的一塊園地。

而藝術教育活動的教學難度絕對不亞於其他學科，由教學的過程研究者更能深刻明白這一點。 

(3) 課程循序漸進的設計，由淺入深達到認知、情意、技能的建構。本研究循序漸進的捏塑課程設計，

讓學生在本課程的學習，無論是知識的建構，還是技法的學習，都顯現了實質的成效，多數學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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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相關海洋議題內容，且學會黏土捏塑相關知識與技能，本研究所學習之黏土基本造型技法以

圓、水滴、長條為主，學習過程中涉及技法學習運用與技法熟練度之問題，多數學生能學會各項基

本造型技法，並應用於各單元之創作作品，達到技能目標的學習，在分組集體創作的作品皆有達到

省思的目的。雖然基本造型技法的熟練程度不影響學生的創意表現，卻會影響作品的精緻度。

5.2 建議 

本研究限於人力與時間因素，僅以非臨海學校高年級的一個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根據學生學

習反應、家長回饋與協同觀察者的分享，可以發現親師生都非常認可本主題教學課程，若改以臨海學校

學童為對象，其創作表現是否不同，值得進一步探討。或以親子為教學對象配合淨灘活動，除了落實生

活實踐外，也能增進親子間的關係。希望本教學研究的經驗與結果能給未來研究者提供研究參考的方向，

並發展與設計一套有價值可行的黏土創作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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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對設計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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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使用者中心設計的概念被提出，設計師發現了解使用者才是設計的本源，而同理心更是了

解使用者的關鍵。然而，同理心是否對設計表現有直接之影響卻沒有具體被驗證過。因此，本研

究指在探討同理心較高的設計者，是否有較好的設計表現。此研究收集大學設計相關科系學生之

同理心構成問卷(ECQ)分數，並對學生之設計作品進行情感設計三層次的評分。結果呈現同理心

分數和設計表現分數成弱正相關，驗證了同理心高的人，所設計的作品較能滿足情感設計的三個

指標表現，使設計表現較佳，較貼近使用者需求。有關其相關程度較低，未來可使設計題目更為

單純，並不分組以個人為單位進行設計，將可能產生更高程度之相關係數。 

關鍵詞：使用者中心設計、同理心、情感設計三層次、同理心構成因素

一、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使用者中心設計」的概念在 1986 年被提出後，在設計界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如何更深入

的了解使用者成為設計者最關心的課題，「使用者經驗設計」、「同理心設計」等概念隨之而起，

這些概念更強調了使用者的使用情境和使用的感受。而後被提出的「設計思考流程」中，第一步

驟便是「同理心」，強調深入理解使用者遇到的困難，從而洞察出設計的著手點。在設計的本質

漸漸從商業上轉移到使用者身上的同時，可以看出同理心在設計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學者試圖

連結設計領域和心理學領域中的同理心，以更加明確同理心在設計中的定義與應用方式(Kouprie 

& Visser, 2009)。 

過去許多強調同理心對設計的重要性和應用方法的文獻中，同理心對設計的影響並沒有明

確地被驗證過；且設計領域和心理學領域的同理心在上次整合至今也過了十年，因此，本研究整

理了兩個領域對同理心最新的理解與研究，並嘗試驗證同理心的高低對設計表現是否有顯著的

影響。在同理心高低的測量，本研究採用 Batchelder, Brosnan, and Ashwin (2017)最新提出的同理

心構成問卷(Empathy Components Questionnaire, ECQ)，將其翻譯成中文進行同理心高低之測量；

設計表現部分將以 Norman (2005)提出的情感設計的三個層次，產生次構面和評量問題，進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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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表現的測量，情感設計的三個層次衍生自使用者中心設計的概念，其概念不只包含了傳統上對

設計外觀、功能的要求，更進一步探討使用者根據自身背景經驗等，對產品產生的想法和情感，

因此使用此方式測量，更能完整的反應使用者對於產品更全面的感受。 

1-2 同理心 

許多學者認為同理心可能是決定設計成敗的關鍵因素，因為設計者能不能為使用者著想，並

真正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和困難，決定了設計之產品是否真的能打動使用者的心。「同理心」一詞

被引進到設計領域約為 1990 年後期，McDonagh-Philp and Denton (1999)認為設計師憑著某種「直

覺」做出好的設計，而此「直覺」則來自於經由經驗不斷成長的同理心。在使用者經驗的方法中，

同理心也佔有重要的位置，Batterbee and Koskinen(2005)指出要了解別人的經驗，同理心是必要的

條件。Kouprie and Visser (2009)更整理出了設計者應用同理心設計時的四個階段，分別為：發現

(Discovery)、沈浸(Immersion)、連結(Connection)和分離(Detachment)。目前在全球極負盛名的設計

公司 IDEO 之執行長 Brown(2009)提出設計思考的概念，其三大要素就是洞見(Insight)、觀察

(Observation)和同理心(Empathy)，而史丹佛大學 d.school 更積極推廣設計思考應用於教育、政治等

更為複雜的問題，並將「同理」(empathize)列為設計思考五步驟中的第一步。同理心早期在設計

中的應用，是在過程中藉由經驗同理使用者對產品的感受；而近期更是將其應用於設計初期發現、

找出問題的關鍵點，可以說同理心貫穿了設計的整個過程，是設計時不可或缺的。 

在心理學對於同理心的闡述，對於其定義、構成和測量有更深的解釋。Baron-Cohen and 

Wheelwright (2004)認為同理心包含了感知(Cognitive)和情感(Affective)的成分，感知同理心是採用

他人的觀點來理解、判斷他人的情感狀態，並預期他人會有的情緒反應；而情感同理心是覺察他

人的情緒感受，產生適當的情感回應，並和他人分享 類似的情緒。Batchelder et al. (2017)提出同理

心是而多維度構成，除了感知/情感維度，更多了一層能力(Ability)/驅動(Drive)維度，並根據其二

維構成，將多個著名的同理心量表之檢測問題分類、篩選、精煉，最後提出同理心構成問卷

(Empathy Component Questionnaire)。心理學領域學者將同理心由一開始簡單的定義，轉化成更深

的構成因素，使設計運用同理心時，更能了解如何御用和增強。 

設計師同理他人來進行設計時，以感知層份之同理心理解他人的處境，並以情感成份之同理

心感受使著者的情緒感受，再產生和使用者類似的情緒，最後對使用者作出情感的回應。人人出

生即有不同高低之同理心，Wheelwright (2004)提出之量表驗證了某些精神疾病會使同理心先天上

較低，這是被基因所影響的；另外，女性先天的同理心也較男性為高。除了基因上的因素，同理

心的能力也受到經驗所影響，需多設計方法藉由多人討論，提高團體的總經驗，進而提升團隊同

理心。而心理學上的同理心驅動類似於設計學者提出的設計意願，表示願意投入同理他人活動或

投入設計活動的強烈程度。藉由同理心構成因素，便能更加細節的了解如何強化每一個同理心構

成因素，以在設計時最大化的增加同理心。因此，本嘗試驗證心理學之同理心量表是否對設計表

現有直接的高低影響。 

1-3 情感設計三層次 

Norman(1988)提出情感設計的三個層次，讓設計從傳統「形隨機能」的好看、好用，延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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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深一層的和使用者的情感連結，三個層次在本文中翻譯為直觀層次(Visceral Level)、行為層

次(Behavioral Level)和意涵層次(Reflective Level)以下將分別解釋三個層次的定義： 

直觀層次(Visceral Level)：對外觀的顏色、質感、形狀、氣味等直覺的感受，是一接觸到產

品直覺的、不經思考就有的感受。 

行為層次(Behavioral Level)：在使用產品時直接的感受，是否順利達到使用目的、使用的順

暢度、產品的手感、對於產品概念模型的理解等，一切使用產品使用過程中直接產生的情緒都包

含在此層次。 

意涵層次(Reflective Level)：此層次是使用者經過思考後，對產品產生的情感連結，會因使

用者的背景、經驗、習慣、自我印象等而有所不同。 

本研究使用情感設計三層次進行設計表現評量，著重於使用者對於產品三個層次的感受，此

評量方式相較於其他，更能反映出應用同理心設計時，設計者同理使用者的情感的程度，因此採

用此架構進行評量問題設計。 

1-4 研究架構 

參考下圖 1，本研究探討同理心對設計表現之影響，同理心分數包含了五個構成部件：感知

能力、感知驅動、情感能力、情感驅動、情感反應，設計表現則包含了：直觀層次表現、功能層

次表現、意涵層面表現，藉由同理心構成問卷分數和設計表現分數，探討同理心高低是否對設計

表現有顯著的影響。 

 

圖 1.  研究變數與架構 

二、研究方法 

2-1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探討同理心對設計表現之影響，配合大學生課程進行研究規劃，蒐集學生之個人同理

心資料，以及某一相同特定主題之設計作品，進行設計表現評量。以某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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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三年級學生之資料，此 30 位受測者接受過適當的設計訓練，符合本研究的要求。 

2-2 同理心分數測量

同理心測量採用同理心構成量表，由筆者進行翻譯，經過多次斟酌字詞，和專家進行討論，

並請 6 位受測者試閱題目是否提議清晰、敘述順暢。此量表共計 27 題，正負向題目各半(正向 13

題，負向 14 題)，問卷採自我填答方式，每題根據同意的程度有四個選擇：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為 1~4 分，總分最低為 27 分，最高為 108 分。 

本問卷對 30 位同學統一進行施測，以紙本方式填寫，施測時間約為十分鐘，共計回收 30 份

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100%。 

2-3 設計表現評量

設計表現以情感設計三層次進行評量，評量題目經由文獻彙整出代表三個層次的題目，並以

評量作品題目：臨時收容空間，轉化提議，再和專家進行討論篩選後得出 15 題評量問題，此評

量採用七等級李克特量表，評量者可以選擇完全不同意、不同意、輕微不同意、普通、輕微同意、

同意、完全同意，分別採計-3~3 分，設計作品總分最低-45 分，最高 45 分，採用七等級能更準

確的區分出作品的好壞差異。

設計題目為臨時收容空間，可以街友、無家可歸者，為其臨時住所進行設計，也可為大災難

如洪水、地震後的臨時避難所為主題設計。設計以海報形式呈現，內容須包含 3D 立體圖、色彩

與材質表現、使用流程介紹、設計概念。評量時將海報以圖檔形式檢附在評量問題中，請評量者

進行評量。

受測者之設計作品由於配合課程規劃，採用自由分組，兩人一組，進行設計，共計 15 個作

品，而後由某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學系設計相關科系碩士生共計 6 名，以使用者的角度，利用此評

分表，進行設計表現評量。

2-4 統計方法

本研究使用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行初步分析，得出同理心分數的統計結果和分配情形，以

及設計表現分數之統計結果。而後使用因數回歸分析，了解同理心分數和設計表現分數之關聯。

三、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驗證同理心高低對於設計表現之影響，先以同理心構成問卷測量受測者之同理心，而

後以情感三層次制定設計評量標準，進行評量，以下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結果討論，首先討論同

理心構成分數之結果，接著討論設計表現評量之結果，最後綜合兩個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探討同

理心高是否對設計表現高有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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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理心構成問卷分數結果分析 

本次受測者共 30 人，女性 24 名，男性 6 名，有效問卷 100%，敘述性資料統計分析結果如

下表 1。 

表 1. 同理心分數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同理心構分數 平均 標準差 中位數 眾數 偏態 峰度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n=6) 76.333 2.733 77.5 78 -0.964 -0.619 72 79 

女性(n=24) 76.958 8.185 78.5 81 -1.481 3.998 50 89 

全數樣本 (n=30) 76.833 7.382 78 81 -1.531 4.994 50 89 

  

此測量結果相較於同理心構成問卷原文樣本平均較低了約十分左右，標準差也較小，說明本

次受測者之同理心同質性較高，而分數較低的原因，筆者認為在四等級量表中，本地文化請向選

擇較為中間的選項：同意、不同意，而原文受測者之文化更傾向於選擇：強烈同意、強烈不同意，

因而導致此差異。 

 歷來著名的同理心量表皆顯示女性在同理性表現上，會比男性高出一些，在同理心構成量

表原文中，女性分數平均也高於男性平均約七分；在本研究的測量也表現出了女性平均高於男性

之特徵，但其差異非常小，判斷原因為男性樣本較少，不足以顯示出男性平均的同理心表現。 

 總體資料的分配情形如下圖 2，偏態為負，顯示資料集中於右側高於平均的部分；峰度為

正，顯示樣本分佈較常態分配高瘦，集中於平均分數附近的值較多；從中位數、眾數、最小值、

最大值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分數集中於平均略高的區塊，而最小值相較於最大值，離平均相差更劇，

顯示小於平均隻樣本分數分佈較散，總體可以看出此次樣本接近常態分配，表示此次測量同理心

分數之數據表現效度良好。 

 

圖 2. 同理心分數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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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設計表現評量 

此次評量為兩位學生一組，共計 15 個作品，由 6 位研究生以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設計評量，

評量單一作品最低-45 分，最高 45 分，其正負可表示評量者在不同意、同意的向度，選擇哪一邊

較多，每個作品會有 6 個評量者評測之分數，將其平均得出最終分數，以下是表 2 是所有設計作

品分數的分統計結果： 

 

表 2. 設計表現分數統計結果 

設計表現分數 平均 標準差 中位數 偏態 峰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全數樣本 (n=15) 1.12 11.17 0.5 -0.33 -0.5 -19.5 18.5 

 

在設計表現分數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樣本分配離散程度高，較常態分配更為矮胖，顯示樣本

在分佈區間廣，在約-20~20 分之間平均分配，而平均接近零，顯示有一半的設計表現被認為是情

感上喜愛的，而有一半較不受使用者青睞，總體看出在設計表現分數上分配情形良好，此測量效

度佳。 

3-2 同理心對設計表現之影響 

為探討同理心分數和設計表現分數之關聯，使用迴歸分析，由於配合課程之限制，本研究設

計作品為兩人一組，因此將同組二人之同理心分數平均，得出 15 組同理心分數，分別各對應一

設計表現分數，其散佈圖如下圖 3，相關係數 r=0.48，呈現弱正相關，顯示同理心高低對於設計

表現確實有影響，但影響程度不高。 

 

圖 3. 同理心分數和設計表現分數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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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同理心高低對設計表現之影響，同理心分數藉由同理心構成問卷(ECQ)進行測量，

設計表現之評量則以文獻彙整題目做成評量表，讓評量者以使用者的角度，評量設計表現，最後

將同理心分數和設計表現分數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相關係數 r=0.48 之弱正相關，證實同理心高

低確實對設計表現是否讓使用者喜愛有關。

在同理心測量的部分，本研究使用的同理心構成問卷量表由多維度構成，其除了同理心能力

之外，更能測量同理心驅動的部分，有效反應設計學者所提出的同理心的意願，解決了先前只能

以同理心水平進行測量之限制。在設計表現評量上，以文獻彙整情感三層次列出評量問題，進行

篩選，最後由 6 位評量者進行評量，此部分 6 位評量者給出的分數之標準差過高，反應了情感的

主觀因素，但透過讓作品主題更加明確、評量問向更加簡潔，應能使其評量分數更佳一致。

本研究探討同理心對設計表現之影響，得出相關程度雖為正相關，驗證了設計學者提出：「同

理心為設計之本質」一說，但其相關係數卻不高，此次研究配合學校課程規劃限制，採用兩人一

組進行設計，未來若能採一人一組，且有效規劃明確的題目，使作品主題接近，讓評量問題更加

精準，相信能夠得出更高之相關係數，用以驗證同理心確實對設計表現有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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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欲驗證隱喻產品之適切性，共蒐集 5 件隱喻產品，用 FBS 表達隱喻模型（Metaphor Model）

中的突顯性不平衡&相似性分析產品元素來表達 5 件隱喻產品的來源物與目標物，分別用問卷調查「倆倆

比較」和「先後比較」某個產品隱喻來源物和目標物時可能的差異，彙整出隱喻產品並計算各屬性間的

相似性。本研究探討比較判別某個產品隱喻的來源物和目標物的相似性時，同時觀看和非同時觀看的差

異。結果支持 Ortony 的論點，設計師應同時併列比較目標物與可能的來源物，較能建構出先後比較時未

列舉的屬性。 

關鍵詞：隱喻設計、FBS 模型、相似性、對比模型、突顯性不平衡 

 

一、前言 

隱喻設計(Metaphorical Design)為創新產品設計開發中的一種方法，將設計來源物的表面特徵或抽象

結構投射到設計目標物上。本研究嘗試以目標物和來源物的類別與特徵相似性之間的關係，以及特徵突

顯性來探討如何判斷產品隱喻的適切性(Goodness)，一個產品隱喻的適切性包括三個構面:觀看者認為這

個隱喻(1)可以了解其中含意，(2)很新奇和(3)很實用。 

1-1 FBS 模型（Function-Behavior-Structure Model；FBS） 

John S. Gero（1990）提出功能-行為-結構模型，將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過程分為三部分為

功能（Function）、行為（Behavior）與結構（Structure），其定義如下(見圖 1)： 

1.功能（Function）：(‘what the artefact is for’) 指的是人造物件的目的，例如建立一個某產品的

目標與其所形成之效果之間的關係。如水杯的目的即是盛裝液體的容器，功能為盛裝。本研究以此

用以解釋並帶入隱喻模型內的產品類別定義。 

2.行為（Behavior）：(‘what the artefact does’) 為結構派生出來的屬性。行為提供了可測量性的標

準於比較不同的人造物上。大多數行為都與質量、時間和成本有關。本研究將用此來描述產品本身

所呈現出的質感、色彩、材質、造型及意象等，為隱喻模型架構內描述目標物和來源物子物件的特

徵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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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構（Structure）：(‘what the artefact consists of’)為物件之組件與組件之間的組成關係。可涵

蓋在任何物理的、抽象的或社交的人造物上，與隱喻模型架構內描述兩子物件的關係屬性。

 

圖 1.將 F-B-S 帶入隱喻模型架構(本研究繪製) 

1-2 產品屬性相似性

特徵相似性是人類感知外在事物的重要特性，而辨識出相似性正是理解隱喻的重要途徑，人類對於

組織和分類事物時便是基於事物的相似程度和相異程度作為判斷 Melara (1992) 。透過各種事物的相似性

比較，我們得以對事物進行觀察、分類與判斷，例如我們透過兩個獨立事物 A 與 B 之間關係的相似性來

表現所欲傳達的概念，並使他人對於用 B 來比喻 A 這個隱喻產生新的理解，即透過 B 來了解 A。例如:

母親就像太陽一樣如此溫暖，目標物:”母親”透過來源物:”太陽”的意象，詮釋出不同於目標物名詞本身所

具有的意理。

Amos Tversky(1977)用相似性提出「對比模型」（Contrast Model）主要是以一組特徵（features or 

attributes）集合來定義來源物，以一個線性函數來計算兩個物件間的相似性，來衡量它們共同的特徵以

及各自擁有的獨特特徵。Tversky 將一個刺激物中的組成元素定義為特徵或屬性，不論是具象或抽象的屬

性皆可。

(1) A∩B 代表 a 和 b 的共同特徵

(2) A－B 表示 a 有但 b 沒有的特徵（即 a 獨有的特徵）

(3) B－A 表示 b 有但 a 沒有的特徵（即 b 獨有的特徵）

(4) A∪B 表示 a 和 b 的共同特徵加上 a 有但 b 沒有的獨特特徵（即 a 獨有的特徵）

再加上 b 有但 a 沒有的獨特特徵（即 b 獨有的特徵），為兩集合的所有特徵。

隱喻性產品 

來源子物件 目標子物件 

特徵→行為 
B 

(Behavior) 

特徵→行為 
B 

(Behavior) 

關係→結構 
S 

(Structure) 

關係→結構 
S 

(Structure) 

類別→功能 
F 

(Function) 

類別→功能 
F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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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對比模型的相似說明(本研究繪製) 

另一種相似性的衡量方法是由 Paul Jaccard （1908）所提出相似性公式（ Jaccard similarity 

coefficient），是一個統計學上用於比較樣本集合的相似性和相異性。可測量樣本集合間的相似性以樣本

集合之交集的大小除以聯集的大小，所以也稱為比率模型(Ratio Model)。 

 

圖 3.Jaccard 相似性公式 

然而人在比較兩個東西的相似性時並不是先列出各自的屬性再並列比較。Ortony(1979)指出人具有主

動建構的認知能力，因此同時比較兩個東西時，可建構出一些共同屬性，這些屬性是分別觀看這兩個東

西所無法聯想到的。 

1-3 突顯性不平衡 

突顯性不平衡在產品設計的研究中來源物（Source）與設計目標物（Target）之間具有非對稱的不平

衡關係，透過比較相似性的方式來建構隱喻，透過這個過程，兩物件之間根據相似特徵產生交互作用。

隱喻具有不平衡的特性，而造成不平衡的原因即是來自於來源物（Source）的某些特徵之重要性高於目

標物（Target）所致，也就是特徵突顯性在兩物件間呈現不平衡的情形。Ortony（1979）的突顯性不平衡

模型（Salience Imbalance Model），修正了 Tversky 的對比模型（Contrast Model），將 A 與 B 集合的共

同特徵中，加入考慮 B 集合的特徵突顯性，換句話說，衡量 A 與 B 集合的交集取決於 B 集合（也就是

來源域）中的突顯性特徵（王鴻祥、洪瑞麟，2011）。 

 
圖 4. Tversky 突顯性不平衡模型示意圖（王鴻祥、洪瑞麟，2011） 

 

A      B 

A∩B 

A－B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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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紙本問卷進行填答，分為 A 卷以及 B 卷兩種填答方式。欲研究之隱喻產品共計 5 件，

分別判定各來源物及目標物共 10 件產品後，以 FBS 模型描述隱喻模型中來源物與目標物之中的屬性進

行問卷設計。兩份問卷皆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隱喻產品的來源物與目標物之屬性判別；第二部分為

產品隱喻的適切性調查。兩卷不同之處在於第一部分：A 卷為將隱喻產品之來源物以及目標物並置同一

頁面，讓受測者進行相似性判斷，並排出重要性排序；B 卷為將來源物以及目標物逐頁個別隨機擺放，

讓受測者填入該物之產品屬性，再排出重要性排序。 

2-1 研究流程 

 

圖 5. 本研究流程示意圖（本研究繪製） 

2-2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選修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之產品設計專案研究(一)課程之 20 位學生，隨機發放 A、B 卷填

答，不重複填答。進行問卷填答說明後，開始作答，作答時間約為 40 分鐘，共計回收 20 份有效問卷，

Ａ卷、B 卷各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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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本研究兩種問卷示意圖：(a)問卷 A卷；(b)問卷 B 卷 

2-3 研究工具

1. 隱喻設計問卷

為避免色彩等其他因素，影響受測者判斷，本問卷除了 5 項題幹隱喻物件之外，子物件皆採用

簡單明確的黑白線稿進行繪製。

表 1. 問卷中 5項隱喻性產品 

產品名稱 Maracas Toilet Brush Glass Sound 
Speaker 

On The Road Data Clip 

產品圖

用途功能 調味料罐 馬桶刷 隨身音響 餐具組 USB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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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隱喻產品內容架構示意 

2. 問卷作答 

首先 A、B 卷皆以此步驟開始，研究員將蒐集 5 個具隱喻設計物件為題幹，提出目標物與來源物

兩個子物件，進行內容屬性的判定與分析。 

(1)  A 卷:受測者分別對題目的目標物和來源物填入屬性，問題為:1.用筆將互相相似的部分圈

上，並連起來寫上原因(盡量簡明扼要)至少三個以上。接著用筆將此題獨特的部分圈上，

並寫上原因；至少三個以上。 

(2)  B 卷:受測者對題目的物件填入屬性，問題為:請寫出此題產品的特點，並寫上原因。至少

三個以上。 

       圖 8.A 卷填答示意圖                                   圖 9.B 卷填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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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屬性重要性排序與類別判定 

(1) A 卷:接著分別針對題目的目標物和來源物的相似屬性標上重要性排序，例如:目標子物

件的重要性排序，依序為 1.支撐骨架的部件 2.支撐的骨架 3.上蓋。接著分別判斷屬於什

麼類別的產品？（選擇以下一個答案）A.生活用品 B.3C 電子用品 C.公共設施  D.童話

故事  E.文具用品  F.樂器  

(2) B 卷:為題目所圈選的特點屬性標上重要性排序。接著分別判斷屬於什麼類別的產品？

（選擇以下一個答案）A.生活用品 B.3C 電子用品 C.公共設施  D.童話故事  E.文具用

品  F.樂器 

   圖 10. A 卷重要性排序操作示意                             圖 11. B 卷重要性排序操作示意 

4. 產品適切性調查 

    最後 A、B 兩卷分別為 5 項題幹隱喻產品作適切性調查，前三題分數為 1~5 分，分別為(1)

是否可以了解產品用途含意(2)是否覺得此產品新奇(3)是否覺得此產品實用，最後一題為有無看

過類似相像的產品，本實驗用以探討適切性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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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適切性評估作答圖 

三、研究結果

1. A、B 卷紀錄至 EXCEL 的填答結果資料為，如圖(9) 與圖(10)為受測者填寫 A-1 題目的作答分

析。

(1) 此研究之 A、B 兩卷使用 FBS 模型協助隱喻模型描述編碼：將類別描述為(F)功能，標淺

黃底色；屬性特徵描述為(B)行為，標淺紅底色；屬性關係歸類為(S)結構，標淺綠底色，

另外 B 卷紅色字體為判定相似的屬性；A 卷的紅字則為判定來源物的比喻高於目標物的

突顯性不平衡現象。

(2) 透過屬性編碼分類後，分別求出相似交集與不相似個數，接著使用 Jaccard 相似度公式

進行計算，得出相似性值。

(3) 依照屬性重要性排序，首先找出該分類(F-B-S)突顯性值最高的配對作為代表值，填入突

顯性值。公式如下:

(Target 排序級別 x/屬性總數 y) － (Source 排序級別 z/屬性總數 w)，計算後其結果，若值 >0 或值 

<0，皆為突顯性不平衡，若值 >0 則為本研究使用之理論所期待的平衡方向，但值 <0，則平衡將倒向另

一邊，為它例且此次研究將不列入計算，若為 0，則平衡。  

圖 13.A 卷填答彙整部分結果，A-1 為 A 卷第一受測員    圖 14.B 卷填答彙整部分結果，B-1 為 B 卷第一受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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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11) 與 圖(12) 為 A、B 卷填答彙整結果，圖中的突顯性不平衡值為數值平移之後再使用比

率換算的結果其值為若值>0.5，為好的突顯性，或值<0.5，則為不好的突顯性，值為 0.5 則為

平衡或通常因相似性配對上就無配對結果導致突顯性值為 0。 

圖 15.A 卷填答換算數值結果統計（局部節圖） 

圖 16.B 卷填答換算數值結果統計（局部節圖） 

3-1 小結 

受測者在操作屬性判別時，在相似度的判定上 A 卷(兩兩相比) 確實較 B 卷(個別相比)來的容易許

多，在 A、B 卷的填答換算數值結果統計圖 15、16 中，可以發現在行為與關係相似上 A 卷較明顯比 B

卷的統計數值結果來的活躍，或許是在兩物比較的同時，兩物的明確形象指示容易深印在受測者大腦裡

同時作判斷，且無論是實際物理結構或是抽象結構層之評估上，較能夠出現反覆的複查比對機制，能發

揮人的本能建構出相對等的條件，也印證了 Ortony 所說的，人在同時比較來源物與目標物時，較能夠建

構出一些共同屬性。 

另外突顯性不平衡在填答彙整圖表的顯示結果上，本研究認為在相似性判斷的基礎上 A、B 兩卷就

已表明出相似性比對能力的高低，因突顯性不平衡在隱喻模型架構下，為主要判斷相似的目標與來源兩

物間，來源物是否成功適切地將其投射至目標物上達成一個好的隱喻，為一個重要的關鍵評比。因此從

重要性排序的標注確實可看出成功隱喻的產品在對應相似之來源物的屬性排序級別上高於目標物，帶入

公式後其值通常為值>0。最後圖 16.B 卷填答換算數值結果統計圖顯示也確實顯現因相似性不足所呈現的

數值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比較「倆倆比較」和「先後比較」對建構出產品隱喻目標和來源物相似屬性，結果支持

Ortony 的論點，前者優於後者的比較方式。設計師可藉由「倆倆比較」尋求更適切的隱喻來源，也可讓

使用者同時辨別出產品隱喻目標物和來源物，且藉由倆倆比較獲得更適切的隱喻體驗，本文對往後研究

建議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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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往後研究的實驗採集方式可以往電子載具諸如手機、平板、電腦等具有自動化及互動方面的

操作發展，思考如何將隱喻引擎背後所需的關鍵用戶背景資料蒐集作業導向大眾社群網站等，期望建立

一套靈活應用的操作介面。 

2.建議往後研究在判斷來源物與目標物時，盡量以同時比較的方式進行，更能夠激發受測者在判斷

相似性上有更佳的發揮。 

3.建議往後研究可以繼續以此適切度來發揮，判斷來源物的屬性配對是否達成良好的隱喻。 

參考文獻 

1. 王鴻祥、洪瑞麟（2011）。文創商品的隱喻設計模式。設計學報，16(4)，35-55。1.  

2. 周加培（2010）。產品隱喻分析與設計方法。碩士論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台北市。 

3. Ortony, A.(1979) Beyond literal similarity,Psychological Review, 86(3),161-180 

4. Douglas L. Medin, Robert L. Goldstone, and Dedre Genter (1993). Respects for similar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0, NO. 2, 254-278. 

5. Gero J.S. (1990) "Design prototypes: a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schema for design", AI Magazine, 11(4), 

pp. 26–36. 

6. Tversky, A. (1977). Features of similar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84(4), 327-352. 

7. Melara, R. D. (1992). The concept of perceptual similarity: From psychophysics to cognitive psychology. 

8. Jaccard, P. 1908.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distribu- tion florale. Bull. Soc. Vaudoise Sci. Nat. 

44:223-270. 

9. In D. Algom (Ed.), Psychophys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pp. 303-388).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0. Gentner, D. (1983). Structure-mapp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ogy, Cognitive Science, 7, 

155-170. 

11. Gentner, D. (1997). Structure mapping in analogy and similar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2, No. 1, 

45-56. 

12. John S. Gero and Udo Kannengiesser (2014). An Anthology of Theories and Models of Design, 

Springer-Verlag, 263-283. 

13.  

 

 

 

 

 

 

 

 
 

1004



智慧校園概念下訊息服務檢視：以美食商場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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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體驗經濟時代的來臨，國內外許多餐飲業者近期開始結合雲端運算與物聯網發展出智

慧餐飲，提供顧客難忘的服務體驗。在顧客進行消費過程時，訊息設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訊

息的設計與展現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外在行為與內在感受，因此，如何塑造獨特的訊息服務將

是影響顧客在購買體驗的關鍵所在。基此，本研究以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校園美食商場為例，透

過現況觀察與訪談 30 位在校學生，探究目前校園美食商場訊息服務缺口與目前訊息服務缺口

對服務體驗之影響。本研究主要發現有：（1）目前訊息無法有效地傳遞給顧客，影響顧客在

整體購買時的舒適性與愉悅性；（2）現行訊息載體皆以紙本與人員作為傳遞媒介較不便，影

響顧客在購買過程中的愉悅性、舒適性與互動性；（3）訊息內容不足會使顧客心中產生不安

定感，同時亦會影響顧客所做的任何決策，進而影響顧客在購買過程中的愉悅性與舒適性；（4）

目前訊息內容設計不佳，產生顧客認知錯誤的情形，使顧客發生行為錯誤的狀況，影響顧客購

買過程中的愉悅性。最後，本研究提出若干設計建議方案作為未來設計實驗之參考指標。

關鍵詞：訊息設計、服務體驗、消費者行為、美食商場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服務品質倍受重視，過往餐飲業者只注重於餐點提供的服務，卻忽

略了顧客在購買過程的感受體驗，如何透過整體考量的觀點並應用設計思考的思維使服務能與顧客產生

連結，優化顧客體驗，不僅是現今許多服務業者注重職能提升的重要投資，更是滿足消費大眾生活需求

和習慣的基礎項目。校園是一個小型社區型態與社會縮影，校園內充滿了大量的訊息與服務，學校基於

方便性、衛生性、營養性等各方的考量而設立校園美食商場，扮演著提供場域中人員飲食需求與健康補

給的重要資源，而在這智慧化時代，科技與互聯網的發展已全面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目前許多餐飲服

務業開始透過智慧科技與訊息設計有效的結合，提出智慧餐飲應用程式，藉此提供予顧客新的服務體驗。

本文以參與智慧校園基礎建設為背景，以物聯網技術及大數據分析發展為概念，以提供訊息服務優化為

目標，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第一美食商場為研究場域進行探究。為瞭解場域使用者之經驗與反應，取得

訊息服務缺口之定義，本階段研究以非參與式觀察法以及半結構訪談法探討（1）購買流程中的訊息服務

缺口為何？（2）訊息服務缺口對顧客購買體驗的影響為何？（3）如何應用現代化技術與訊息設計服務

重擘弭平服務缺口，優化使用者體驗。階段性研究成果有助於設計假設與方向的提出，作為下一階段設

計實驗之參考指標，並於未來投入推動大數據時代結合物聯網之社區實踐與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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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根據國際資訊設計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Design，IIID）（2006），對於資訊設

計的定義為，資訊設計是將資訊內容透過定義、企劃、形塑訊息及其所在的環境，藉此來滿足使用者需

求，達到有效溝通及理解等，實現特定設立的目的（張嘉年，2016）。再者，國際資訊設計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Design，IIID）亦提出訊息設計應是具有吸引力（attractive）、多重感覺

（multi-sensorial）、容易理解（easily understandable）、相互作用（interactive）與適合媒體（media appropriate）

以上之屬性（張嘉年，2016）。林廷宜（2010）指出成功的訊息設計的六大要點：1.訊息內容的正確性、

2.訊息傳遞的有效性、3.訊息載體使用的便利性、4.訊息設計的啟發性、5.美感與 6.重複使用等加值考量。

由上述可知，訊息設計重點在於如何以使用者為中心，運用訊息來準確的溝通與表達，讓使用者可以有

效率的獲得他們想得到的資訊。訊息設計師扮演著訊息與接收者之間的關鍵角色，如何篩選訊息，成功

的將訊息傳遞出去，是每位訊息設計的首要任務。另外，好的訊息設計不僅可以帶給接收者正面的感受，

同時亦可提升使用者的服務體驗。

Otto & Ritchie （1996）認為服務體驗為顧客在參與服務過程中產生的主觀感受。針對服務體驗，

Grace & O’Cass （2004）提出影響服務體驗三大要素，分別為核心服務（core service）、人員服務（employee 

service）和服務場域（service scape）。本研究將針對訊息做為核心服務進行探討。再者，Otto & Ritchie

（1995）歸納出六大服務體驗構面作為衡量工具，包含:1.愉悅性（hedonic）、2.互動性（interaction）、

3.新穎性（novelty）、4.舒適性（comfort）、5.安全性（safety）、6.刺激性 （stimulation）。在餐飲服務

業，顧客在購買過程的服務體驗當中，訊息扮演著相當中重要的媒介，好的訊息規劃與網絡會對顧客在

購買時帶來正面的影響，進而提升顧客的服務體驗。因此，如何透過訊息設計，幫助顧客可以順利的接

收訊息，進而產生良好的服務體驗，是未來餐飲業發展的重點。再者，在餐飲服務業中，訊息設計的好

壞亦會對顧客的消費者行為產生影響。

Engel、Kollat & Blackwell （1993）提到「消費者行為無所不在，所有的事情都與消費者行為有相

關聯」，充分顯示出消費者行為對任何事情都具有一定的影響程度。消費者行為不僅只是當下的購買行

為層面，同時包含了心理層面與環境層面等眾多主觀與客觀的因素。現今消費者行為被認為是一個持續

的過程，不止包含消費者當下購買產品或服務的行為，還應包含許多購買前與後的行為反應。Nicosia

（1966）將消費者行為模式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訊息傳遞、訊息蒐集與方案評估、購買行為、訊息回

饋。由上述可知，消費者行為不止受到過往個人經驗的影響，外在環境與訊息也都是影響變數之一。在

眾多的變數中，訊息更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訊息傳遞的好壞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認知與感受，進

而影響消費者在購買過程中所做的任何決策與行為。因此，整合出適當的給予訊息讓消費者接收，不僅

能幫助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同時亦能提升消費者對品牌整體的認同感；如何透過訊息設計幫助顧客順利

接收訊息，進而產生良好的服務體驗，是未來餐飲業發展的重點。

美食商場，是在一個建築範圍或區域空間內，由許多餐飲、食品業者所集合而成，提供消費者多元

組合性餐飲服務的開放式空間，且消費者可以空間中坐下享用餐點。各店家經由與開發商的合作經營契

約，或各業種店間的共同協約，以規範各業種店的經營權，並管制公共設施使用的權利義務，有效達成

整體複合性經營運作的商業型態（顏世禮，1999）。美食商場為一種複合式且開放式共享餐飲空間，因

此，故本研究將以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園美食商場作為研究場域進行探究，針對現行顧客於校園美食商

場整體購買體驗與訊息服務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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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3-1 研究架構

本文以發掘目前校園美食商場訊息服務缺口為目的，經由非參與式觀察法與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深

入探討與分析，以提出設計假設與方向作為下一階段設計實驗之參考指標。Neil Norman Group （2016）

提出 Design Thinking 101，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研究思考流程，總共分為六個階段：1.同情

（Empathize）、2.定義（Define）、3.發想（Ideate）、4.原型設計（Prototype）、5.測試（Test）、6.實

行（Implement）。本研究將參考 Design Thinking 101 設計研究思考流程，同時結合服務設計觀點，思考

利益關係人的需求與企業可行性，幫助開發者更了解目前使用者的痛點與需求。本研究為深入探究現況

問題與原因，並彙整所獲得的內容進行分析，進而提出設計改良分針，故以 Empathize、Define、Ideate

等三階段進行探討：第一階段為現況問題調查，採用非參與式觀察法，了解目前顧客於現行校園美食商

場購買流程與訊息服務之現況。再者，為了深入瞭解顧客在購買體驗過程中的內心感受與需求，採半結

構式訪談針對目前 30 位在學學生進行訪談。第二階段將綜合取得的內容進行定義與分析，最後歸納出問

題點為何。第三階段將對目前顧客於現有場域購買體驗的訊息服務缺口，提出設計假設與建議。下圖 1

為本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本研究繪製） 

3-2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方法將採用非參與式觀察來了解現有顧客購買體驗與環境互動的現有狀況為何，配合質性半

結構訪談，了解顧客自身過往經驗與感受，分析並定義其問題點，最後提出設計假設與建議。本研究方

法分別為以下二項：

1、非參與式觀察 

非參與式觀察係指研究者不需要直接進入被研究者的日常活動場域，研究者置身於被觀察的生活世

界之外，從旁觀者或局外人的角度與立場，來了解現象或行為的意義。本研究為了解現行校園美食商場

之現況，採用非參與式觀察法來瞭解顧客之購買過程與目前場域訊息服務內容，從中獲得顧客在現行場

域購買體驗的實際情況。研究者將觀察結果依據購買流程階段分為前、中與後進行歸納，作為探索定義

階段產出之一。觀察日期為 2017 年 11 月 13 日到 11 月 17 日，觀察時間分別為平日早上（08:30-09:00）、

中午（12:00-12:30）與晚上（17:30-18:00）三個時段。目前校園美食商場店家除了「品客自助餐」為自

助餐點類別與「上品排骨」為快餐點類別外，其餘店家皆為點餐類別。故本研究將以購買點餐類別的顧

客族群作為主要觀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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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法是一種介於結構式訪談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資料取

得模式，在訪問前，訪問的大綱及要點通常已經被設定好，但在訪談的過程中，可以依據受測者的回答

改變提問的方式及順序，可以呈現出受測者認知與感受較真實的一面。本研究透過訪談法來了解在校學

生於校園美食商場的過往購買體驗的相關經驗進行深度瞭解，藉由目標族群訪談，分析與瞭解使用者對

於校園美食商場的問題點，並從訊息與服務角度面進行探究。本訪談主要分為六大項：（1） 使用者經

驗：了解目前在校學生對於校園美食商場購買感受過程為何與過往使用餐飲類應用程式的相關經驗；（2）

現有場域訊息需求：了解在購買過程中，使用者認為最重要的訊息有哪些；（3）現有場域服務需求：了

解使用者對於目前校園美食商場好與不好的服務有哪些；（4）現有場域缺乏的訊息需求：請使用者說出

他們認為現有校園美食商場訊息不足的部分；（5）現有場域缺乏的服務需求：請使用者說出他們認為現

有校園美食商場服務不足的部分；（6）未來發展可能性：請使用者闡述對未來智慧校園美食商場應用程

式的期許與建議。

四、結果與討論

4-1 現行校園美食商場觀察

本研究透過觀察發現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第一餐廳座落於地下室一樓，餐廳總面積為 1184.45 平方公

尺，為中型美食商場規模型態。目前餐廳總共有 3 個出入口、368 個內用座位與 12 間店家。從觀察中發

現目前顧客人一定要到現有場域才能接收訊息服務，目前在用餐尖峰時刻，因人流量過於龐大，造成商

場環境過於擁擠與吵雜，加上部分訊息因擺放位置與內容呈現設計不佳，造成顧客在空間中無法順利接

收訊息。再者，目前商場訊息傳遞方式皆以人員服務與紙本樣式進行，在開放式的商場空間中，無法有

效率且精準的將訊息傳遞給顧客。另外，目前現有訊息服務內容不足，無法滿足現有顧客需求，影響顧

客在購買時的整體感受。最後，目前商場部分訊息呈現於學校網站，例如：商場聯絡方式，因沒有適當

地宣傳，造成許多顧客都不知道此相關訊息。本研究透過觀察法將顧客購買體驗時接觸到的訊息服務內

容分為前、中與後三大階段，進行深入探究。

1、購買前：（1）進入餐廳：目前對於第一次要去餐廳消費的顧客來說，餐廳名稱與入口不容易尋

找；（2）考慮用餐方式：目前顧客進入餐廳後，才會發現人潮眾多並且沒有內用座位。 

2、購買中：（3）選擇店家：顧客會開始找尋店家餐點相關訊息，目前校園美食商場部分店家菜單

因擺放位置與內容字級過小造成顧客不易閱讀；（4）排隊並決定餐點：目前校園美食商場地上貼置的排

隊動線顧客不易發覺；（5）點餐：目前在點餐過程中，消費者與店員都須提高音量來確保餐點與用餐方

式之訊息正確性；（6）付款：商家與顧客會確認付款及找零金額是否正確；（7）拿取號碼單：目前皆

以紙張形式給予號碼單，內容包含餐點、用餐模式與取餐號碼等相關訊息。

3、購買後：（8）等候餐點：目前顧客容易忽略店家叫號。同時，現有校園美食商場中，沒有等候

區域等規劃；（9）領取餐點：目前店家會運用口頭叫號與號碼燈顯示叫號訊息來告知顧客，同時，顧客

在領取餐點時亦會進行餐點確認。內用顧客在領取餐點同時，會去餐具區與醬料區拿取所需物品；（10）

用餐：內用顧客將回到座位上用餐；外帶顧客將拿取餐點帶回去享用；（11）離開餐廳：內用顧客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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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餐點必須自行回收餐盤與垃圾，再離開餐廳。最後，假如顧客想與商場聯絡，目前商場聯絡方式呈現

在校園網站上，現有顧客大多都不瞭解有此相關訊息。 

4-2 使用者訪談 

1、訪談對象 

校園生活中，學生為最主要的利害關係人，故選擇在校學生作為主要訪談對象。現行使用者訪談主

要以性別差異做為分類，本研究將族群編號 A 為「男性」、B 為「女性」，各取 15 名，共 30 名學生參

與使用者訪談，參與的年齡範圍介於 19-27 歲，期望從中獲得不同的過往經驗、訊息與服務之相關感受。 

2、訪談結果 

根據第一階段訪談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部分進行探討，包括：（1）使用餐飲類應用程式現況與未

來行動數位化之假設、（2）現行購買體驗之訊息服務優點、（3）現行購買體驗之訊息服務缺口（4）現

行場域之訊息需求，其分析內容如下： 

（1）使用餐飲類應用程式現況與未來行動數位化之假設 

在三十位訪談者當中，過往曾使用過餐飲類應用程式的受訪者共有 28 位。從訪談的過程當中，許

多受訪者認為訊息呈現於應用程式的優勢包括「多元性」、「便利性」、「預示性」、「容易理解」與

「互動性」。以下為受訪者的回應： 
 
「優點是它的餐點口味都有照片，都有照片可以看，所以滑的時候我比較可以參考。還有一些 App

會給說比較常或多人點的，像是熱門程度、評價、多人點讚或是星號之類的。」（B-1） 
「之前用摩斯 App，就會在 11 點的時候就用 App 先點餐，就直接點好我要什麼餐，然後那個 App

就會說什麼時間會用好，然後你要在什麼時間內取餐，所以只要在那個時間內到去拿就好了，就不用在
那個時間等」（A-3） 

「優點就是圖示化很明顯，就是它有流程，我可以很明顯去知道說我現在的步驟是什麼，然後勾選
什麼了，就蠻方便」（B-8） 

 

（2）現行購買體驗之訊息服務優點 

從訪談的過程當中，許多受訪者在現行購買體驗之訊息服務優點當中指出「提供特定餐點訊息」、

「提供號碼牌訊息」與「商場店家視覺統一」。以下為受訪者回應： 
 
「有一些學生不是可能因為宗教關西不能吃哪些東西，然後有些餐廳會寫說哪些是可以吃的餐點，

在三餐，我覺得這樣蠻好的」（B-2） 
「然後有號碼單其實還蠻好的，就會大概知道自己幾號，然後知道自己點了什麼這樣，會比較清楚

一點」（A-12） 
「最近那個第一餐廳改造過後，變得比較有秩序一點，就是它幫每個店的形象都做了一個統一，就

不會像以前那麼亂」（A-6） 

在購買體驗時，規劃出符合顧客所需的訊息網絡與內容再運用好的視覺訊息呈現給顧客，不僅會對

顧客的心理層面帶來正面且安定的影響，同時亦會提升顧客的「認同感」、「安定感」與「舒適性」。 
 

（3）現行購買體驗之訊息服務缺口 

從訪談過程中發現，顧客在目前現有場域中不易獲得「菜單相關訊息」，因此壓縮顧客在購買時的

思考時間，增加顧客購買時的心理壓力。再者，第一次要到美食商場的顧客亦不易獲得「美食商場相關

訊息」，顧客必須詢問他人才能得知。以下為受訪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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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他們菜單都還蠻零碎的，這邊東一塊西一塊，那種感覺」（B-13） 
「其實會覺得第一次來台科餐廳位置不好找，因為都在地下室」（A-1） 

透過深入訪談了解後發現，發生以下原因包括「訊息擺放位置不易察覺」與「訊息陳設方式凌亂不

易閱讀」等因素，皆會降低訊息識別度且造成顧客無法順利接收訊息，進而影響顧客在購買時的心理「舒

適性」與整體的「愉悅性」。

接著，從訪談過程中發現，顧客認為目前「取餐提醒」與「取餐單」等，訊息傳遞方式與確認方式

不佳，不僅造成顧客容易忽略，同時顧客必須在一直在吵雜擁擠的環境中等待。再者，訪談過程中，許

多受訪者亦提及目前在與店員進行「點餐餐點確認」與「取餐餐點確認」等訊息確認方式不佳，造成顧

客最終餐點錯誤。以下為受訪者回應：

「我有曾經站在店家前面，大概站了十幾二十分鐘吧，然後我才發現我的餐點已經放在我前面很久
了，原來是我沒聽到，可是我一直都在，可能突然很吵，那他叫了沒聽到。」（A-12） 

「還有我覺得比較麻煩的是因為現在都是用號碼牌取餐，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浪費資源」（A-3） 
「然後有被拿錯過餐點的經驗，因為大家平常拿的時候不會特別確認裡面有沒有少與確認是不是真

的，或有沒有拿錯，所以大家很容易拿了就走，等到你拿回來要吃的時候才發現沒有或錯了」（B-7） 

經過深入了解後，發現問題因素皆為「訊息載體不合適」。目前以上訊息皆以紙本以及人員作為傳

遞媒介，在開放式忙碌吵雜的美食商場空間中無法快速、精準且確切的讓顧客獲得與確認訊息，進而影

響顧客在購買時的心理與生理的「舒適性」、與人員的「互動性」以及整體的「愉悅性」。

再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顧客在目前現有場域中對「菜單訊息」產生認知誤差，造成顧客在購買

餐點時發生行為錯誤的狀況。以下為受訪者回應：

「有些菜單資訊不是很清楚，像是蛋餅，然後蛋餅下面有玉米、蘿蔔等，我以為是蛋餅下面那些都
是配料，就你加這個多少錢，結果他是玉米蛋餅、蘿蔔蛋餅，就跟我理解的不一樣」（A-1） 

透過深入訪談了解後發現，發生以下原因為菜單設計的餐點內容搭配標注不清，讓顧客在購買時發

生「理解錯誤」的情形，因此產生行為錯誤的狀況，進而影響顧客在購買時整體的「愉悅性」。

最後，從訪談過程中發現，許多受訪者認為目前在購買過程時，「美食商場」、「商場店家」、「店

家餐點」與「顧客個人」等相關訊息不足，「美食商場」包含：商場人潮擁擠狀況、商場座位使用狀況

與商場聯絡方式；「商場店家」包含：店家排隊動線與候餐區域、等候人數、等候時間與順位、營業狀

況；「店家餐點」包含：餐點圖片、餐點內容物、餐點評價、餐點銷售狀況等；「顧客個人」包含：消

費紀錄等。在這當中，店家排隊動線與商場聯絡方式是目前商場與店家有提供的，但因訊息傳遞效果不

彰，造成顧客以為目前商場與店家沒有供應。以下為受訪者回應：

「算是申訴管道嗎，有想說有菜蟲要找誰？如果食安有問題要找誰？」（B-15） 
「就是我要內用，但我不知道位置夠不夠讓我坐，所以我會不知道我要先外帶還是內用」（A-6） 
「人很多的時候，因為地上都不一定會畫那個排隊線，然後或者是有些人已經買完了，可是他還是

站在那，你就以為他在排那要點餐，然後你就站在他後面等，但其實他只是在等他的餐點」（B-2） 
「因為有些餐點會已售完，可是因為你沒去問你會不知道，有時候你一講完他說售完，那你在點餐

中就會有個問題就是要換什麼餐點，你還要再花時間去思考，那就會阻塞，我是覺得很麻煩」（A-5） 
「然後就是發票，因為我有在記帳，記下來所花得金額，如果沒發票，買完就會忘記多少錢」（A-10） 
「除非你在這邊待很久，不然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什麼還有開，什麼時候沒有開」（B-3） 
「有的時候你不知道現在叫到第幾號了，因為有些餐廳是按照號碼的，但是有一些餐廳是號碼牌就

隨便拿一個，比如說你前面可能是四十幾號，可是輪到你的時候是七十幾號，但是中間這些數字其實沒
有的，因為他只是隨便拿一個號碼牌給你」（B-12） 

「有時候不知道那餐點到底是什麼東西就會疑惑，就是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吃
的東西，你就完全不知道內容物有什麼東西」(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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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進一步訪談得知，目前不足的訊息顧客必須透過自身經驗或他人經驗才能得知，不僅會影響顧

客整體的購買品質，同時亦會降低顧客購買的慾望，進而影響顧客購買時整體的「愉悅性」與「舒適性」。 

（4）現行場域之訊息需求

本研究將受訪者提及的訊息項目內容與提及的次數進行統計，其數據資料依據內容項目歸納為四大

類別，分別為：「美食商場相關訊息」、「商場店家相關訊息」、「店家餐點相關訊息」、「顧客個人

相關訊息」。再依照訊息需求提及次數的多寡將訊息重要程度分為最多需求、中等需求與較少需求，其

內容整理如下表 1： 

a. 美食商場相關訊息：根據使用者訪談，將美食商場相關訊息其統計資料如下：「商場人數狀況」

共有 15 人；「座位使用狀況」共有 12 人；「商場環境設備」共有 4 人；「衛生檢查報告」共有 2 人；

「商場店家資訊」、「商場異動公告」、「商場位置」與「餐盤回收」皆為 1 人。 

b. 商場店家相關訊息：根據使用者訪談，將商場店家相關訊息其統計資料如下：「店家候餐時間」

共有 21 人；「店家營業狀況」共有 15 人；「店家排隊動線」與「店家取餐提醒」皆為 10 人；「店家排

隊人數」共有 9 人；「店家候餐人數」與「店家候餐區域」皆為 8 人；「店家出餐速度」、「餐點製作

速度」、「店家點餐流程」、「店家餐具標示」皆為 2 人；「餐點製作進度」、「餐點候餐順序」、「店

家醬料標示」皆為 1 人。 

c. 店家餐點相關訊息：根據使用者訪談，將店家餐點相關訊息其統計資料如下：「推薦與評價」

共為 16 人；「菜單與價格」共為 15 人；「餐點銷售狀況」共為 13 人；「餐點內容物與配菜」共為 12

人；「餐點照片」與「優惠活動與特餐」皆為 10 人；「套餐資訊」共為 7 人；「熱門菜色」共為 6 人；

「營養價值與熱量」共為 5 人；「餐點口味」共為 4 人；「餐點份量」與「快速餐點」共為 3 人；「新

菜色」為 1 人。 

d. 顧客個人相關訊息：根據使用者訪談，將顧客個人相關訊息其統計資料如下：「取餐餐點確認」

共有 5 人；「點餐餐點確認」共有 2 人；「用餐方式確認」、「付款金額確認」、「領餐單」與「消費

紀錄」皆為 1 人。 

表 1. 訊息需求屬性與重要程度（本研究整理） 
訊息類別 最多需求 中等需求 較少需求

美食商場

相關訊息

商場人數狀況、座位使用狀

況

商場環境與設備 商場內店家資訊、商場異動公告、商場

位置、餐盤回收、

商場店家

相關訊息

店家排隊人數、營業狀況、

店家候餐人數、排隊動線、

候餐區域、店家取餐提醒、

候餐時間

出餐速度、餐點製作速度、點餐流程、

餐點製作進度、候餐順序、醬料標示、

餐具標示

店家餐點

相關訊息

餐點照片、餐點內容物與配

菜、推薦與評價、優惠活動

與餐點、餐點銷售狀況、菜

單與價格

熱門菜色、餐點口味、營養

價值與熱量、套餐資訊

餐點份量、快速餐點、新菜色

顧客個人

相關訊息

取餐餐點確認 用餐方式確認、付款金額確認、領餐

單、點餐餐點確認、消費紀錄

在所有類別中，「店家候餐時間」是在訪談所有訊息相關內容當中，受訪者認為需求度與重要程度

最高的訊息，而此訊息卻是現有購買體驗當中缺乏的。從訪談的過程當中，許多受訪者表示該訊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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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預先知道大概需等候及取餐的時間，藉此不僅能減緩顧客在等待時的不確定感，同時亦能增加顧

客的便利性。在同類別其他需求度與重要程度高的訊息還包括「店家營運狀況」、「店家取餐提醒」、

「店家候餐人數」、「店家排隊動線」、「店家排隊人數」與「店家候餐區域」。由此可知，顧客對於

商場店家正在進行的相關訊息與引導顧客的相關訊息特別關切。

再者，在「美食商場相關訊息」類別中，「商場人數狀況」與「座位使用狀況」是目前顧客認為最

重要且需要的訊息，亦是目前所缺乏的。經過深入了解後，商場當下的人潮流量與座位使用狀況皆會影

響顧客預計在購買過程中的用餐方式與感受體驗。

在「店家餐點相關訊息」類別中，訊息內容大多都集中在最多需求與中等需求，其中，「推薦與評

價」、「菜單與價格」、「餐點銷售狀況」與「餐點內容物與配菜」是受訪者認為在此類別中需求度與

重要程度最高的訊息。從訪談過程中得知，顧客會依照餐點相關訊息給予的多寡，作為最終購買餐點的

依據，特別是飲食上的特殊族群，假使訊息內容呈現不足，不僅會影響顧客的消費抉擇，同時亦會影響

顧客在整體購買過程中的主觀感受。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節綜合非參與式觀察法與半結構式訪談法兩階段研究結果，將「現行購買體驗之訊息服務缺口」

繪製成顧客體驗地圖加以詳細說明，如下圖 2，並進行歸納分析與建議，其發現如下: 

圖 2. 現行購買體驗之訊息服務缺口（本研究繪製） 

（1）訊息傳遞有效性：目前顧客皆只能進入餐廳才能開始獲得訊息服務，造成無法有效率的獲得

訊息。再者，目前「美食商場相關訊息」像是商場名稱、入口與聯絡方式；「商場店家相關訊息」像是

排隊動線；「店家菜單相關訊息」像是餐點名稱、價格、今日特餐、套餐組合等，顧客不易取得與閱讀，

特別是在用餐尖峰時段。因「訊息擺放位置」、「訊息陳設方式」與「內容設計樣式」，造成訊息閱讀

性降低不易便讀，無法順利接收訊息，同時，甚至造成顧客誤以為此部分相關訊息是目前無提供，影響

顧客在整體購買時的舒適性與愉悅性。美食商場與店家相關訊息在開放式空間應發揮快速明確的閱讀效

能，因此如何使顧客在購買體驗中可以快速獲取他們所想要的訊息，是未來商場與店家需要考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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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訊息載體便利性：訊息在現行美食商場環境中相較於零散，目前訊息載體皆以紙本以及人工作為傳

遞媒介，因此在用餐尖峰時刻時，訊息載體不適造成訊息傳遞效率不佳，造成顧客無法確切、快速且精

準的取得商場與店家所提供訊息，像是取餐提醒、取餐單、付款金額與內用外帶確認，造成顧客必須一

直提高專注的確認訊息。再者，目前點餐餐點確認與取餐餐點確認也因確認訊息方式之載體不便，造成

顧客餐點錯誤情形發生。以上狀況皆會影像顧客在購買過程中的愉悅性、舒適性與互動性，因此，如何

運用適當的訊息媒介作為載體，也是未來的思考重點之一；（3）不足的訊息內容：目前不足的訊息分別

有「美食商場相關訊息」像是商場人潮狀況與座位使用狀況；「商場店家相關訊息」像是餐點等候時間

與順位、餐點等候人數、店家營運時間、店家排隊人數、等餐與取餐區域；「店家餐點相關訊息」像是

餐點圖片、餐點內容物與配菜、餐點評價與推薦、餐點銷售狀況；「顧客個人相關訊息」像是消費紀錄

等。訊息內容不足不僅會使顧客在購買過程中產生不安定感，同時亦影響顧客在購買過程中所做的任何

決策，進而影響顧客在購買過程中的愉悅性與舒適性；（4）訊息誤解：目前部分餐廳的菜單呈現的餐點

內容搭配標注不清，造成顧客在閱讀訊息產生「認知錯誤」的情形，造成購買時發生行為錯誤的狀況，

影響顧客購買過程中的愉悅性。好的訊息設計應讓顧客容易理解，幫助顧客做出正確判斷，未來設計訊

息應以使用者為中心，重新規劃與呈現給顧客了解。整體而言，設計師應以使用者中心進行探討，發掘

整理出顧客所需的訊息網絡與內容，再設計出讓顧客可以有效率地接收訊息且容易理解的訊息設計，最

終，選擇適合的載體將訊息精準的傳遞出去，是本研究未來的設計種點。最終，本研究發現目前訊息服

務缺口分別為「訊息傳遞有效性」、「訊息載體便利性」、「不足的訊息內容」與「訊息誤解」，目前

以上訊息服務缺口會影響顧客購買時的服務體驗，分別為「愉悅性」、「舒適性」與「互動性」。未來

將綜合以上結果作為後續設計發展階段之參考。 

5.2 未來設計建議與假設 

根據分析結果提出未來設計階段的訊息設計應用於校園美食商場服務體驗之設計假設，如下所示: 

（1）顧客購買體驗中需要更多元且完整的訊息內容規劃與訊息服務流程：現有顧客在購買時不僅在乎店

家餐點相關訊息，也開始關切美食商場與商場店家當下正在進行及未來將發生等相關訊息。此外，隨著

校園國際化的發展，顧客類別亦變得更加多元，未來亦應將飲食上特殊族群的需求納入考量；（2）訊息

需要更容易理解且容易閱讀的呈現方式：目前顧客在購買體驗中不僅要求訊息內容的正確性，同時亦要

求訊息閱讀的便利性及理解性。隨著訊息內容與網絡愈來愈多元且複雜，未來如何將其訊息內容讓顧客

在購買體驗中可以快速獲取與理解，亦是未來發展新訊息服務應考量的重點之一；（3）提供更貼近於顧

客需求的訊息服務載體，提升整體的便利性：隨著顧客對於訊息的需求愈來愈多元化且快速，因此未來

整合訊息內容與網絡時，亦應同時思考訊息傳遞的媒介。隨著互聯網發展，建議未來透過數位新媒體的

最為訊息載體，將線上與線下訊息服務做整合，藉此不僅提供顧客有效率且精準的供應訊息給顧客，同

時提升顧客整體購買品質與感受；（4）應善加利用視覺美感來維持顧客現有的良好訊息服務體驗：在目

前顧客購買體驗中，良好的視覺整合呈現給顧客，使顧客整體購買體驗當中帶來正向的感受，因此，未

來在重新規劃訊息內容與呈現方式時，應繼續善加利用視覺美感來維持顧客現有的良好訊息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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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穿脫襪對一般人來說是日常中輕鬆的基本活動，但對許多族群如高齡者、術後患者、孕婦、腰部受傷

者卻無法自行輕鬆地彎腰完成穿脫襪，需透過輔具才能完成此動作。然而市面上有許多不同形式之穿脫襪

輔具，但甚少針對此類產品進行使用性評估。本研究目的為評估常見穿脫襪輔具及本研究設計之穿脫襪輔

具之使用性，並針對客觀的軀幹彎曲角度及主觀的使用性評估問卷等面向，了解現有穿脫襪輔具之問題與

限制。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評估的 4 種穿脫襪輔具各有優缺點。本研究設計之穿脫襪輔具雖然在滿意度

的分數較高，但在軀幹彎曲角度上因柄較短造成使用時腰部傾角稍大。未來改良方向應為減少組件、增加

輔具穿襪處之弧度、不建議使用拉繩式、手柄建議要加長以降低軀幹彎曲角度等，可作為後續穿脫襪輔具

產品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穿襪輔具、軀幹彎曲、使用性評估 

 

一、前言 

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功能，代表自我照顧及生活獨立程度(張、謝、薛、

謝，2006)。在 ADL 量表中穿脫衣服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評估項目。隨著人口老化的到來，高齡者常因腰

部不適不易彎腰，因此對於生活輔具的需求也越來越多。今年 3 月，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

率達 14.05％，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范&許(2010)預計 2025 年台灣就會達到超級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高齡人口超過 20%）。在如何維護高齡人口的生活品質與尊嚴，是我們需要持續努力的重要目標(戶政

司，2018)。加上大部分的人一生中皆有肌肉或骨骼傷害的經驗，像工作有關之肌肉骨骼傷病（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 WMSD）是因工作方法不當所造成肌肉、神經、肌腱、韌帶、關節、軟骨和椎

間盤的傷害或疾病，常見下背痛、肩頸疼痛和手腕疼痛等(全、何、嚴，2006)。依據我國勞工安全衛生認

知調查，約有 40%的勞工認為傷害與工作有關(勞動部，2014)。而在蕭文高(2011)中提到著裝有困難的人

占 61.36%其中 15.66%的人是需要輔具的。高齡者、背部受傷、膝關節退化、不易彎腰者、孕婦等在著裝

方面尤其在彎腰穿(脫)襪子方面十分不易。而在照護不便彎腰者的同時，也間接影響到照護人員，若不便

彎腰的患者，能自行完成穿脫襪等日常生活動作，將減少照護者不少負擔。故本研究選擇穿脫襪輔具進

行評估。然而，市面上有各種形式的穿脫襪輔具，但甚少研究針對此類輔具進行使用性評估。僅 Pruski, 

& Knops (2005)針對五種穿襪輔具進行簡易的使用效率及滿意度等使用性評估，但未進一步探討影響使

用性的原因。本研究運用使用性測試進行現有穿脫襪輔具及本研究設計之穿脫襪輔具進行評估分析，期

望從中找到現有輔具的問題以利未來穿脫襪輔具設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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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產品之使用性評估

使用性是產品研發後常用的評估標準。使用性(usability)一詞在 1980 年代初開始被普遍使用，它取決

於用戶，產品，任務和環境之間的交互關係 (Lewis, 2006)。針對有活動限制和參與者的輔助技術，使用

性成為確保產品具有人體工學特性的重要工具，也就是確保它符合特定使用者的需求 (Abreu, Arezes, 

Silva, & Santos, 2015)。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建議測試三

個關鍵參數以全面評估產品使用性：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和滿意度（satisfaction） (Porter, 

Kosmoski, & Fernando, 2016, September) 。在 ISO-9241-11(1998)定義產品使用性為：在特定使用情境下，

人們透過產品來達成有效性、效率或滿意度等目標。其中，有效性是指使用者能準確且完整達成使用任

務，為了量化有效性這個指標，測試結果的表達通常是以百分之多少的受測者，能夠有效地使用該產品

並達成某個特定的任務或是執行時的錯誤量。效率是使用者為了完成任務必須耗費能力資源的比例，例

如:完成任務所花的時間。滿意度通常定義為產品使用的舒適性、接受度和整體滿意度。(Bevan, Carter, & 

Harker, 2015；宋等人，2012)。而輔助技術越來越多地被用於執行活動，改進功能並提高使用者的生物力

學性能。它們被設計來促進使用者的獨立性，提高他們的日常生活自尊和技能，以改善與環境間的關係

並融入社會 (Abreu, Arezes, Silva, & Santos, 2015) 。 

2-2 產品使用對軀幹的影響與分析方法

Chen, & He (2012)研究不同的手柄高度在騎乘自行車時會改變騎士的軀幹傾向，其中測量軀幹角度

使用反光球進行標記。當人在不舒服的情況下是不能很長時間使用產品的甚至可能會因此造成傷害。而

對脊椎角度或人體工程方面的研究很少。在 Chen, Huang, Peng, & Shi (2015)中提到關於軀幹彎曲和相關

脊椎運動的幾項研究表明，腰椎屈曲力矩可以通過改變各種身體部位的力矩來估計。通常，當曲率遠離

正常位置時，將增加脊椎載荷。而軀幹角度一直被認為是評估腰痛（low back pain ,LBP）患者受損程度

的方式(Marras, & Wongsam,1986)。在穆(2001，頁 27)中提到脊椎對人體的重要性，而如何保護脊椎在

從事各項活動中不受傷害，一直是人因工程與其它相關領域專家所關注的議題。因此本研究將收集軀幹

彎曲角度作為客觀之數據。

2-3 使用性問卷

瞭解一項產品是否符合使用者需求，除了客觀的數據之外，使用者的反應也是相當重要的指標。標

準化使用性問卷是用於評估感知使用性的問卷，通常使用特定的順序以特定的順序提供一組特定的問題，

並使用特定的規則，根據受訪者的回答產生分數。對於使用性測試，標準化問卷可用於研究結束時的產

品評估（例如:QUIS- 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face Satisfaction，SUMI- Software Usability Measurement 

Inventory，PSSUQ-Post-Study System Usability Questionnaire 和 SUS-System Usability Scale score）幾乎所

有問卷都經過某種心理測量學資格，包括可靠性，有效性和敏感性的評估，使其成為使用性從業人員的

寶貴工具(Sauro, & Lewis, 2016)。有心理測試能力的使用性評估工具為使用性從業者提供了許多優勢。優

點包括客觀性，可複制性，量化，經濟，溝通和科學泛化。重要的是，使用性評估中所用的工具已經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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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對可靠性，有效性，適應性和實用性的可接受估計。而 PSSUQ 就具有可接受的心理測量學特性

(Fruhling, & Lee, 2005)。 

三、研究方法

3-1 受測者

本研究招募8位受測者，4男 (身高: 173.3±6.1、體重: 71.3±12.4、年齡: 22.0±1.9)、4女 (身高: 157.6±5.1、

體重: 50.9±5.3、年齡: 23.0±0.0)皆為無腰部受傷、無懷孕及無相關腰部疾病者。本研究為初步驗證，先以

一般正常人及較少樣本數進行實驗。考量如果一般人使用時是不便的，那實際使用者在使用時也許會有

更多不便，及確認實驗程序以利後續研究參考。

3-2 實驗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比較不同市售穿(脫)襪輔具的使用性測試。本研究之自變項為不同穿脫襪輔具，依

變項為客觀之有效性數據(軀幹彎曲角度)以及主觀使用性評估問卷，各變項定義說明如下:自變項: (1) 使

用 Sock Slider 穿脫襪輔助器穿脫襪、(2)使用加長型穿襪輔助器穿襪、(3) 使用輕便型穿襪器穿襪。(4) 使

用本研究設計之穿脫襪輔具穿脫襪（如圖 1）。依變項: (1) 軀幹彎曲角度，穿脫襪輔具主要功能為讓使

用者不用彎腰即可完成穿脫襪之任務，因此彎腰角度為客觀有效性評估指標。(2) 主觀使用性評估問卷:

透過修訂後之系統使用性問卷(PSSUQ)進行穿脫襪輔具整體使用滿意度評估。 

A.   B.   C.    D.

圖 1. 本研究測試之輔具（A. Sock Slider 穿脫襪輔助器；B.加長型穿襪輔助器；C: 輕便型穿襪器；D: 本研

究設計之穿脫襪輔具）

3-2.1 實驗流程

本研究流程圖如圖 2 所示，在正式實驗前會告知受測者須著較深色及緊身之衣褲以降低背部彎曲角

度資料之誤差，並讓受測者了解本實驗的目的及實驗流程。受測者進入實驗室後用身高體重機測量受測

者身高、體重及詢問受測者足歲年齡。量完後教受測者輔具的操作方式及告知受測者穿好襪子的標準(至

少穿超過腳踝一指寬、腳前端頂到襪子)，讓受測者實際使用各輔具完成穿襪及脫襪任務一次或使用各輔

具 2 次，熟悉產品操作後才進行下一步驟，同時也告知受測者如果實驗中使用同一產品連續 3 次接無法

完成穿襪任務則跳過該輔具。當受測者熟悉產品後於受測者身上黏貼反光點，黏貼位置參考圖 3。開始

時先拍一張照確認閃光燈是否開啟再開始錄影。當各市售輔具、本研究設計之輔具使用完畢後受測者皆

須回答一份問卷，回答問卷時暫停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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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驗流程圖 

  

 

圖 3. 反光點黏貼示意圖 

3-2.2 資料收集與分析方式 

1. 軀幹角度分析 

本研究將錄影機於固定位置拍攝受測者實驗影片，在拍攝影片前會先請受測者雙手自然放於

大腿上、雙眼直視前方平行於視線的十字點後拍一張標準姿勢。在實驗前確認反光球是否貼好，

反光球為各受測者的彎曲角度之測量基準，反光球位置標記於受測者身上(如圖 3)。本研究測量的

角度為軀幹彎曲角度為 S 與 H 之夾角 (TA: trunk angle)。分析前截取影片四個部分，分別為開始

穿(脫)襪、結束穿(脫)襪、使用時最大前(後)傾角，並用 AutoCAD 軟體計算角度。此 5 張圖(影片

截取的 4 張加上最初拍的標準姿勢)之 S、H 點並以標準姿勢之 S、H 連線為基準線(0 度)進行各穿

(脫)襪輔具 TA 的分析。 

2. 主觀使用性評估問卷 

問卷內容參考 Sonderegger , & Sauer(2013)及張 (2002，頁 74)以修訂版研究系統使用性問卷

(PSSUQ)，並以李克特 5 尺度量表來評分 1 分為完全不同意、2 分為不同意、3 分為沒意見、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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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意、5 分為完全不同意。共 13 題，分成 3 類，1 至 8 題為效能；9、10、11、13 為整體滿意

度，12 為外觀。問卷題目參考附件。 

四、結果

4-1 軀幹彎曲角度分析

表 1 顯示 4 種穿脫襪輔具使用時的軀幹角度描述性資料；開始角度表示輔具碰到腳開始用輔具穿(脫)

襪時的角度；結束角度表示使用輔具完全穿上(脫掉)襪子時的角度。而角度中正值表示前傾角；負值表示

後傾角。

表 1. 軀幹彎曲角度分析結果 

種類 開始角度 結束角度 最大後傾角 最大前傾角 前後總傾角 時間(秒) 

A 
Sock Slider 

穿脫襪輔助器穿脫襪

平均 1.38 1.00 -4.50 9.13 13.62 14.38 
標準差 12.20 10.88 4.60 10.49 9.02 5.71 
最小值 -12.00 -13.00 -13.00 0.00 0.00 7.00 
最大值 28.00 23.00 0.00 30.00 30.00 26.00 

B 
加長型穿襪輔助器

平均 -2.38 -3.63 -5.50 1.50 7.00 10.88 
標準差 7.41 3.20 5.04 3.85 5.29 7.14 
最小值 -16.00 -9.00 -16.00 0.00 2.00 5.00 
最大值 11.00 1.00 -1.00 11.00 16.00 27.00 

C 
輕便型穿襪器

平均 0.00 -4.88 -8.75 5.25 14.00 16.00 
標準差 9.94 9.64 6.43 7.42 6.70 6.09 
最小值 -10.00 -17.00 -17.00 0.00 6.00 8.00 
最大值 17.00 12.00 0.00 17.00 28.00 27.00 

D 
本研究設計之穿脫襪輔具

平均 1.37 3.75 -3.75 7.63 11.38 11.00 
標準差 8.37 9.69 3.62 10.08 8.23 5.50 
最小值 -10.00 -6.00 -10.00 0.00 4.00 5.00 
最大值 12.00 24.00 0.00 30.00 30.00 23.00 

A_脫襪 
Sock Slider 

穿脫襪輔助器穿脫襪

平均 -1.62 3.25 -4.00 5.38 9.38 12.38 
標準差 6.07 8.53 3.59 7.03 4.66 4.14 
最小值 -8.00 -8.00 -8.00 0.00 5.00 9.00 
最大值 8.00 20.00 0.00 20.00 20.00 21.00 

D_脫襪 
本研究設計之穿脫襪輔具

平均 2.00 6.25 -3.13 8.88 12.00 12.50 
標準差 9.30 8.45 4.32 7.68 5.95 4.60 
最小值 -10.00 -2.00 -10.00 0.00 2.00 7.00 
最大值 17.00 20.00 0.00 20.00 20.00 19.00 

此 4 種輔具皆有穿襪功能，但只有 A、D 有脫襪功能。從表 1 可發現在穿襪時 C 的平均時間最大，

推測因該輔具使用 2 邊繩子來拉，受測者施力不同加上有輔具卡住襪子太緊不好抽出的情況發生(見表

3)，故其所費之時間是最久的。其次是 A，推測因 A 為 2 件式需組裝才能穿襪之緣故，才使的使用時間

增加。而 B、D 的時間差距不大，推測與其形狀相仿之故。從角度來看，前後總傾角值最大的為 C，使

用 C 在穿上時，多數受測者身體會向後傾出力抽出輔具，而在開始使用 C 放下繩子時，身體會向前傾故

造成其前後傾角最大。其次為 A，在使用 A 時最大傾角通常發生在放下輔具時，操作時因其為 2 件式輔

具故要先卡上在放下去，但放置位置不確定，因此受測者會稍微前傾確認。而在穿襪時，因該輔具為斜

筒狀，腳需向前伸出，為了保持平衡受測者身體則會向後傾，造成其前後傾角較大。B、D 雖然形狀相仿

1019



  

  

  

 
但長度不同，B 的柄較 D 的長，因此 B 的前後傾角總合較 D 小。 脫襪部分 A、D 所費平均時間差異不

大，但 D 略多於 A，推測原因為 D 的脫襪端較不易卡住襪子，使得受測者在使用 D 時需花費多一點的

時間在固定襪子上。 

4-2 問卷與受測者回饋分析 

表 2 中顯示第 4、9、12 題及整體滿意度類別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這 3 題(參

考 3-2.2 的主觀使用性評估問卷)分別探討舒適、功能滿意度及外觀。在舒適上受測者覺得 A 比 B 舒適，

原因推測出自色彩、弧度上，因 A 為藍色在視覺上 B 就顯得相較冰冷，而 A 穿襪的輔具有弧度受測者

較不須使腳配合產品穿襪(見表 3)，故在滿意度上有較明顯得差異。功能滿意度上來看 A、D 皆有穿襪及

脫襪功能所以較 B、C 來說較為優勢，其中受測者覺得使用 B 時輔具太直沒有弧度在穿襪時不舒適，故

B 在功能滿意度上的得分不甚理想。在外觀部分 A 的顏色占了相對的優勢，但 D 輔具上的造型及弧度也

給受測者帶來好感(參考表 3)，而 B 及 C 不受受測者青睞的原因可能為其外觀相較單調。最後在整體滿

意度類別上，如上述說提到之優勢及劣勢總合起來 A 與 D 的滿意度也明顯高於 B。 

表 2. 問卷結果 

種類* A B C D F P 事後比較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Q1 3.75 1.04 3.75 0.89 3.75 1.04 3.38 0.74 0.32 0.81   

Q2 4.13 0.84 3.13 1.36 3.38 0.74 3.75 1.28 1.29 0.30  

Q3 3.13 1.13     3.63 1.06 0.84 0.38  

Q4 4.13 0.35 3.13 0.64 3.25 1.04 4.00 0.76 3.83 0.02 A>B 

Q5 3.88 0.84 3.63 1.06 4.25 0.71 3.63 0.92 0.88 0.46  

Q6 4.38 0.74 3.63 1.19 4.50 0.76 3.75 0.89 1.86 0.16  

Q7 3.75 0.46 3.00 1.07 3.63 0.92 3.38 0.74 1.27 0.30  

Q8 3.87 0.99 2.75 0.89 3.13 1.25 3.50 1.20 1.58 0.22  

Q9 3.63 0.74 2.13 0.84 2.75 1.28 3.62 0.74 4.97 0.01 A=D>B 

Q10 3.75 0.71 2.50 0.93 3.00 1.20 3.37 1.06 2.33 0.10  

Q11 3.75 0.71 2.75 0.89 3.13 1.13 3.50 0.76 1.96 0.14  

Q12 3.25 0.71 1.75 0.71 2.25 1.04 3.88 0.64 11.87 0.00 A=D>B=C 

Q13 2.87 0.99 2.00 0.76 2.50 1.20 3.00 0.76 1.82 0.17  

Efficiency 3.88 0.38 3.29 0.77 3.70 0.56 3.63 0.62 1.34 0.28  

Satisfication 3.50 0.71 2.34 0.74 2.84 1.07 3.38 0.72 3.32 0.03 A=D>B 
*A:Sock Slider 穿脫襪輔助器穿脫襪；B: 加長型穿襪輔助器；C: 輕便型穿襪器；D: 本研究設計之穿脫襪輔

具。 
 

表 3. 受測者回饋 

受

測

者 

Sock Slider 
穿脫襪輔助器 加長型穿襪輔助器 輕便型穿襪器 本研究設計 

之穿脫襪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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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造型可但組件多

卻只為穿脫襪不優。
外觀差、占空間。

以一片塑膠片來說

有這樣的功能不錯。
功能造型兼具。

2 好用但收納差。 直柄使用不順手。 簡潔但感覺較粗糙。 方便。

3 沒穿好時不易脫。 太醜、太硬、太直白，

圓潤些較佳。

難操控。

材質對腳有阻力。

表面感覺是霧面的

穿起來較順。

4 
體積大、兩件較麻

煩。 
腳要伸直、

對腳大的人較不友善。
輕便但沒脫的功能。

有弧度、脫穿一起較方

便。

5 
好看但體積大、繁

瑣。 

累墜、重、不好用。

沒有人因曲線，腳需配

合輔具。

可配合腳型且輕。

舒服但只有單一功能。

穿脫功能都有、較好

看。

6 
好用但 2 件式較不易

對準。

硬梆梆、直直的、

對稱、死板。

沒花樣、卡住時怕拉

壞。

可用來抓癢。

可愛有質感、友善。

7 太重。 可以將襪子穿平整

但太直白。

穿起來比較痛會刮到

腳。
穿脫襪功能都有。

8 有脫襪功能、舒適。 舒適。 不占空間、方便。
體驗不好、腳大不適

合。

五、討論與結論

藉由本研究結果，綜合軀幹彎曲角度、問卷分析及受測者回饋分析後，可看出 A 款輔具在滿意度上

較佳，但在軀幹彎曲角度及回饋上可看出因組件較多而需改良。B 款輔具軀幹彎曲角度較小，但在滿意

度及回饋上因穿襪處沒有弧度而降低使用者之滿意度。C款輔具在使用者回饋中提到該輔具穿時易卡到，

用繩子拉的穿法需改良。而 D 款在滿意度上也較佳，但因手柄長度的關係使的軀幹彎曲角度較大，因此

未來改良方向應為減少組件、增加輔具穿襪處之弧度、不建議使用拉繩式、手柄建議要長一些以降低軀

幹彎曲角度。未來穿脫襪輔具可參考此結果進行進一步的設計與改良，後續研究將以實際需求之使用者

（如高齡者、不便彎腰者等）進行測試，以更貼近實際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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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研究之主觀使用性評估問卷: 

(1) 使用這項產品對我來說很簡單。(效能) 

(2) 我能夠使用這項產品快速完成穿襪任務。(效能) 

(3) 我能夠使用這項產品快速完成脫襪任務。(效能) 

(4) 這項產品使用時是舒服的。(效能) 

(5) 學習使用這項產品對我來說很容易。(效能) 

(6) 我能夠成功的完成任務。(效能) 

(7) 每當我使用產品失敗時，我能快速的找到正確的使用方法。(效能) 

(8) 這項產品給人的感覺是愉快的。(效能) 

(9) 這項產品能滿足我所期望的所有功能。(整體滿意度) 

(10) 我喜歡這項產品。(整體滿意度) 

(11) 整體來說，我對這個產品很滿意。(整體滿意度) 

(12) 我喜歡這個產品的整體外觀。(外觀) 

(13) 我願意購買此項產品。(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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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產後情緒障礙依照症狀嚴重程度可分為產後情緒低落、產後憂鬱症與產後精神病。孕產期間之女性

因賀爾蒙急遽變化，其症狀嚴重者可能會萌生自殺意念或是傷害新生兒的危險，故需要專業醫療協助及

照護。本研究針對已建置之產後情緒障礙支持 APP 系統架構 We’ll 願井進行使用性測試評估，因前期研

究(高, 2017)之系統為模擬測試版本，故在本研究以評估 Android 系統版本之使用性為研究主軸。 

本研究共招募 10 位受測者，應用使用性任務測試及系統使用性量表(SUS)評估系統之有效性與滿意

度。任務測試共 12 項且涵蓋應用程序提供之所有功能，所有受測者皆完成所有任務，而任務間設置提醒

功能輔助任務操作，並記錄操作使用性測試期間之操作問題。且利用測試過程之放聲思考方法，將操作

問題依性質，分類為導航錯誤、呈現錯誤、控制錯誤等三類。 SUS 問卷之整體平均分數為 73.75，大於

SUS之平均分數，故可知We’ll之滿意度符合水準。操作任務測試間實行放聲思考及測後定性問題訪談，

讓受測者可直覺性的反應出其使用系統之問題及回饋。 

由上述方法可得知 We’ll 願井 APP 之 Androi 系統版本的使用流程及介面待改善問題，如(1)將主畫面

之朋友、家人及醫院的房子圖示重新做外觀之設計，加強使用者的辨識度也有效於加強使用者對於圖示

功能辨識度。(2) 擴大朋友列及家人列的點擊反應區域，讓使用者在點選朋友或家人之頭像或名字時皆可

跳出功能視窗選項。(3)改善 EDPS 測驗之結果呈現，將長條圖改成實際分數回饋並增加建議提醒，加強

使用者對於其心情狀態與問卷回饋的理解度。 

關鍵詞：產後情緒障礙、使用性測試、手機應用程式 

 

一、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因科技與醫療的進步已可以治癒及控制許多疾病，但蓬勃發展的現

代也帶來了難以解套的文明病-憂鬱症。在進步、變遷迅速的現代帶動了生活的便利與品質相對的也帶

給人們生理、心理與社會三個方面無形卻沈重的負擔，而憂鬱症也因為如此而悄悄助長成形，目前受憂

鬱症之苦的人數已相當於全球人數之 4%，已逐漸成為了各地最普遍也最難預防的精神疾病之一。而憂

鬱症所附加的影響不只我們一般所認知的情緒低落至嚴重者會有輕生、自殺的傾象，更會侵入我們的生

活之中慢性造成患者生活失能、失去活力造成無法工作或無法自理生活等等，除了患者自身的生理與心

理機能遭到侵蝕之外，社會經濟層面的生產力與運作也因憂鬱症的大幅成長而降低，使得憂鬱症被視為

目前最急迫需要克服的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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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角度切入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機率約是男性的 2 倍，而懷孕或產後的女性又為高機率罹患憂鬱

症之族群之一，因為絕大部份女性在生理期間、孕產期及更年期會發生賀爾蒙劇烈變化而影響情緒反

應，其中孕產期間的女性發生產後情緒障礙的問題屢見不鮮，而產後情緒障礙又以產後情緒低落

(Postpartum blues 或 Baby blues)與產後憂鬱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最為常見之症狀。約 5 至 8 成的

產婦會經歷情緒不穩、短暫性的產後情緒低落，在適當的社會支持(包括丈夫、家人、朋友)與充份的協

助下，大部份面臨其症狀的產婦在短時間內能有所改善，若情緒低落之憂鬱症狀持續長達至兩週以上，

則可能引發產後憂鬱症，其盛行率約為 10-15%(Cox et al., 1993;Darcy et al., 2011;Gavin et al., 2005)。 

因科技的迅速發展使得電子化心理健康(E-mental health,EMH)服務成為目前非藥物治療的應用趨

勢，藉由網際網路之社群媒體(Social madia)方式提供專業的功能及有效的資訊讓使用者可以改善心理健

康問題，而智慧型手機與平板裝置盛行，EMH 形式也逐漸轉變為行動醫療(Mobile health,mHealth)的服

務模式。以 EMH 結合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能有效改善與降低產婦罹患產後憂鬱症風險的重要環節

之一，前期研究(高,2015)已建立一個 APP 形式之 EMH 系統 - We’ll 願井，該系統可以加強產婦使用者之

社會支持與自尊 (Shaw&Gant, 2002)，並提供愛丁堡產後憂鬱量表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自我篩檢之服務功能(Shen et al., 2015)，進而緩解及預防產後情緒低落及憂鬱問題。 

1-2 研究問題與目的 

產後情緒障礙之症狀通常在產婦完成生產後幾天會自行消除，少部分之嚴重個案可能罹患產後憂鬱

症(盛行率約 10-15%)，可能導致產婦萌生自殺的意念及傷害新生兒的危險，但因為產婦可能無法自覺其

症狀，或是遭家人與親友忽視以致無法及時給予適當的幫忙與支持，而使得症狀日趨嚴重。基於預防勝

於治療原則，產後情緒障礙的狀況及早發現並介入之效果越好，因前期研究(高, 2017)已依據產後情緒

障礙理論概念發展產後情緒障礙支持 APP 系統架構，建立「We’ll 願井」行動應用程式，而前期研究之

系統為模擬測試版本，故在本階段之研究針對 We’ll 之現有架構經由使用性測試加以評估其程式之有效

性、效率、滿意度等三項效能評估，藉由使用性測試後結果加以改善與修正此行動應用程式之操作或介

面問題，進而提升其有效性、效率、滿意度。 

 

二、文獻探討 

2-1 人機互動與介面之設計定義與原則 

在科技應用領域不斷邁進的背景之下，數位互動已成為了這個世代最重要的科技革新之一，為了滿

足人們生活需求與方便性，軟體之應用功能日趨廣泛，而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也

是這股科技浪潮的發展趨勢。Jonassen(1988)提出其認為「互動」是指使用者與電腦之間的互動關係，

並以使用者為中心進行設計，讓使用者能藉由其所輸入之訊息，快速、即時的傳遞給系統，增進使用者

與系統之間對話的機會，達到雙向溝通的目的(Newhagen, 1997)。 

從傳統的桌上型的電子計算機到個人化電子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為了滿足多樣化的

需求人機互動的模式不斷求新求變，語音辨識、手勢辨識到虛擬實境的應用，皆是使用者與電腦的互動

通道，而一個良好且完整的人機界面，不但可以在使用初期減少使用者的學習時間、提早發揮其系統設

計之效益，更能提供系統的整體績效並減低其發生錯誤的機率。針對人機的互動性介面，許多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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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 2005;Kristof & Satran, 1995)都提出相關設計原則，常見的指標如下：(1)簡易性(Ease of use):使

用者能夠依自身直覺、並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背景即可操作系統，或只需短時間學習即可輕易使用系

統。(2)易視性(Visibility):使用者能夠憑藉觀察，便清楚的明白系統的狀況和使用的可能方法。(3)導航

(Navigation):藉由簡單易懂的圖形或標題指引使用者方向及位置。 (4)好的配對 (Mapping)與侷限

(Constraint):設計系統時利用自然的配對與自然的侷限，使用者即可不必藉由說明書或過多的解釋去學

習系統。(5)預設用途(Affordance):適當的圖示產生適宜的系統印象，讓使用者產生與真實世界間有意義

聯想，助於使用者辨識內容及用途。(6)回饋(Feedback):互動為雙向溝通的模式，使用者能自由選擇路徑

並經由系統給予不同的回饋，過程讓使用者可藉由回饋了解其動作得到的結果。

2-2 互動式系統之使用性評估

    在互動式系統設計的最終階段將進行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性評估，藉此確認其是否有符合設計原

則以及使用者之需求。在國際標準(ISO 9241)將可用性(Usability)定義為一件產品或服務在其使用之目的

及場合，能夠使用的程度，包括效能、效率與使用者之滿意度。進行使用性測試時，可依據有效性、效

率、滿意度三個指標作為實際評估之標準，並將使用性評估分為以下五點要素(Shneiderman & Plaisant, 

2005):學習時間 (Learnability)、記憶維持 (Memorability)、執行速度 (Efficiency)、使用者的錯誤率

(Errors)、主觀滿意度(Satisfaction) 等。 

        而執行使用性任務測試的測量標準，又分為以下幾點指標(Thomas, 2013 ; Jeff, 2016)：任務完成

度 (task success) ：使用者是否有完成任務; 任務時間 (task time) ： 使用者完成任務所花費的時間; 任務錯

誤 (error)：使用者執行任務時的非預期錯誤，如錯過、按錯按鈕，錯誤有時甚會導致任務的失敗; 效率 
(efficiency) ：效率評估之面向較為廣泛，若產品可讓使用者在越短的時間內完成任務，且錯誤的發生也

較低則可定義其擁有較高之效率; 學習性 (learnability) ：初學者從對產品不熟到上手，即為使用者的學習

歷程，其歷程的難易及上手時程的快慢即視為學習性。

以上之使用性評估要素及執行使用性任務測試之指標，可根據不同產品或服務其使用情況、測試內

容或是最終目標之使用族群做測試標的取捨，以便提高可用性測試之有效性。

2-3 App 使用性評估相關研究

由上述可知使用性任務測試評估可依據不同的產品需求而訂定評估指標，皆依循國際標準(ISO

9241-11) 依據有效性、效率、滿意度三個指標作為實際評估之標準 (Gunter, 2016;O ’ Malley, 

2014;Mirkovic, 2014)。根據 Gunter (2016)之研究為針對提供手術後病患監測其術後傷口之 APP：

WoundCheck 做使用性評估及開發，該 APP 主要功能提供使用者拍照記錄，最終設計目標為使用者在出

院後即回診期間做傷口監測使用。而此研究之使用性之評估，利用受測者操作六項任務及系統使用項量

表(SUS)作為滿意度評估標準，分為兩階段進行，完成第一階段測試後將發現之功能問題作微調，利用

更新功能之版本進行第二階段的使用性評估，而第二階段改善後之 APP 版本之使用效率及任務完成率

皆優於第一階段之版本，故可證應用手機應用程式結合術後傷口監測功能的 APP 是符合使用性效果及

使用者及待之設計。

而 Mirkovic et. al (2014)之研究針對癌症病患進行疾病管理之 APP: Connect Mobile 做使用性評估。

其應用一般智慧型手機與平板裝置做使用性評估測試，比較 APP 在兩者裝置的使用性與差異，完成使

用性任務測試及半結構訪談後，研究發現在智慧型手機與平板裝置上之使用性測試結果相異，使用者會

因為使用的裝置不同而影響其完成任務的有效性及效率，故研究建議 APP 系統在不同裝置上時可因應

裝置不同設計適合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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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et. al (2015)研究目標為開發一款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在醫療資源較貧乏之地區的醫療工作者做

使用，為該地區之產婦做立即性的妊娠毒血症評估，而研究分為兩階段的使用性評估測試，利用情境任

務測試、放聲思考及問卷調查方法評估，且為了分類測試間發現之使用性錯誤性質，此研究將使用性評

估之任務測試錯誤問題定義為：(1)導航錯誤(navigation errors)、(2)呈現錯誤(Presentation errors)、(3)控制

錯誤(Control usage errors)三類，接著以錯誤問題發生之頻率及嚴重問題，決定使用性問題之優先處理順

序。 

English et. al (2016)之研究為醫療資源有限之地區之兒童照護開發 APP，降低其兒童死亡率。而針對

其 APP 系統進行使用性測試，其系統使用者設定為教育水準不同的醫療工作者，故測試流程分為兩階

段進行，而測試期間收集受測者完成任務之時間及錯誤次數，為了定義錯誤原因有效的改善使用性問題，

此研究將其任務之錯誤問題分為三類：(1)導航錯誤(navigation errors)、(2)控制錯誤(Control usage errors)、

(3)結果錯誤(Outcome errors)，並且依照其影響任務進行之嚴重程度依序分為：(1)低嚴重性：不影響使

用者完成任務，但會影響其使用效率及滿意度、(2)中嚴重性：使用者執行任務間會有操作障礙，且有

效性、效率及滿意度接受影響、(3)高嚴重性：其嚴重程度會導致使用者無法完成任務。此研究將任務

錯誤型態定義及分類，故幫助 APP 系統後續改善及優化。 

目前許多 APP 系統皆會應用可用性測試評估其系統，利用任務式評估及結合使用性問卷之方法驗

證系統的有效性、效率及滿意度。由文獻可知將操作錯誤問題的性質及嚴重程度加以定義，能夠有效地

幫助系統做後續的功能改進，故本研究實行可用性評估時也將會參考上述文獻之方法評估。 

 

三、研究方法 

3-1 受測者 

本研究共招募了 10 位受測者，其中 5 位受測者為已完成生產半年內之產婦身份，5 位為未曾擁有生

產經驗之女性，年齡範圍在 18 至 40 歲之間。所有受測者皆擁有智慧型手機至少 4 年以上的使用經驗，

且平時皆有使用智慧型平板裝置之習慣；其中 7 位受測者目前使用的智慧型手機系統為 iOS，3 位使用

Android 系統。  

3-2 實驗設計 

本研究目的為評估 We’ll 願井應用程式，我們應用智慧型平板裝置進行可用性評估測試。本研究使

用高保真(High Fidelity)原型測試，提供受測者真實情境的使用體驗，研究目標為確認現有應用程序設計

之功能性及可用性問題，作為應用程式後續迭代修正之依據。 

本次研究之可用性測試為標準化使用之設備，統一採用 ASUS ZenPad 8.0 平板裝置進行測試，並使

用 Canon 760D 單眼相機與 Lumix LF-7 類單眼相機，在進行可用性測試時全程側錄及操作情境任務介面

過程之記錄。研究共分為四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研究說明，與受測者介紹本研究流程與目的、APP

之基本操作介面與可用性測試之情境任務介紹，並讓受測者先熟悉操作 ASUS ZenPad 8.0 平板裝置；第

二階段為受測者進行可用性之情境任務測試，並要求受測者在測試過程中放聲思考(Think aloud)，鼓勵

受測者在測試過程中表達其思維過程；在第三階段，完成情境任務測試後進行滿意度評估問卷，包含基

本人口調查問卷用以記錄受測者之基本資料、系統使用性量表(SUS)評估 APP 之使用性之滿意度；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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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則對受測者進行 5 項測後定性問題訪談。 

本研究流程圖如(圖 1)，其研究步驟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受測者招募、可用性任務測試、滿意度問

卷調查、測後定性問題訪談。  

 
圖 1. 實驗流程圖 

可用性測試目標為：(1)在可用性任務條件下進行測試，了解受測者在使用過程中常見之操作錯誤; 

(2)引導受測者對應用程式之實用性及滿意度回饋; (3)根據受測者之測試回饋找出應用程式之操作流程及

介面問題，進行修正與改善。 

且將可用性任務測試過程之操作錯誤分別界定為： 

(1) 導航錯誤(Navigation errors)：應用程式之介面圖標(Icon)功能無法被理解與識別或是無法引導使

用者到其需求之介面或功能，而導致操作錯誤則歸類為導航錯誤。      

(2) 呈現錯誤(Presentation errors)：應用程式之介面或流程功能無法呈現使用者預期效果，或是無法

呈現回饋視窗提醒而造成使用者無法理解功能導向，故導致錯誤則歸類為呈現錯誤。 

(3) 控制錯誤(Control usage errors)：使用者無法在使用應用程式期間輸入其需求數據或在錯誤之範

圍輸入數據導致結果錯誤，則將其歸類為控制錯誤。 

 

3-3.1 使用性任務測試說明 

為了測試 We’ll 願井 應用程式的可用性及有效性，受測者進行應用程式之情境任務測試。受測者須

在測試期間完成 12 個預定任務，其任務內容涵蓋應用程序提供之所有功能，任務步驟如(表 1)。 

表 1. 可用性任務測試之任務步驟 

變數 任務內容 
任務 1 使用FB帳號登入App且輸入個人資料。 

任務 2 使用App做第一次心情檢測(愛丁堡問卷)後將檢測結果截圖。 

任務 3 點選朋友房子並在左列收尋朋友中加入一位好友。 

任務 4 點選自家房子並在左列收尋家人中加入一位家人。 

任務 5 投入一枚金幣進許願池，許願指定行動協助並且選擇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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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6 投入一枚金幣進許願池，許願指定心情抒發且選擇非公開(許願對象選擇家人或朋友任一人即

可)。 
任務 7 點選朋友房子在左列搜尋朋友中，選擇第一順位朋友傳送金幣。 
任務 8 點選朋友房子在左列搜尋朋友中，選擇第一順位朋友並選擇訪視好友功能回覆其花圃願望。 
任務 9 點選自家房子並在左列搜尋家人中，選擇第一順位家人且進入設定列解除家人關係。 
任務 10 點選醫院之衛教知識，選擇產婦坐月子中心須知閱讀完後須回答問題獲得金幣，並將畫面截圖。 
任務 11 投入一枚金幣進許願池，許願指定經驗知識且選擇公開後，上傳任務2及任務10之截圖。 
任務 12 登出App。 

3-3.2 系統使用性量表(SUS)  

為了檢測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性」與「滿意度」是否符合使用者需求，本研究使用 John Brooke 於

1986 年發展之系統使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SUS)量測使用者操作介面原型之主觀感受。問卷內

容共 10 題，分為應用性(8 題)和學習能力(2 題)共兩個類別。採用 Likert 五等尺度量表，1 至 5 分代表非

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內部一致性為 Cronbach’s α 0.91，其中計分方式分為正向題(包含 1、3、5、7、9

題)的分數減 1 則為實得分數；而負向題(包含 2、4、6、8、10 題)的分數則由 5 減去每一題之分數為實

得分數，再將正向題與負向題之實得分數加總後乘以 2.5，即獲得 SUS 總分，分數越高表示此系統的使

用性越好。 

 

四、結果與討論 

表 2 為 We’ll 願井 應用程式之可用性測試中，執行任務時的提醒次數與各任務之總錯誤量。本研究

共招募了 10 名受測者，所有受測者皆在可用性任務測試期間完成全部任務。本研究之可用性任務測試

期間，10 位受測者共執行了 21 次任務提醒，並累計 4 次導航錯誤、20 次呈現錯誤及 4 次控制錯誤。而

在本次使用性任務測試研究中之提醒標準，為受測者在進行任務測試時反覆操作同一個步驟兩次以上造

成操作流程延誤，或是受測者主動發聲求助，即做提醒之動作，測試過程中大部份受測者無法順利分辨

朋友及自家房子造成其進行任務時過程延誤，也有部分受測者反應忘記 EDPS 問卷需點選哪個房屋圖示

引導其功能。 

其中呈現錯誤為測試過程最頻繁出現之操作問題，歸咎於任務(3)點選朋友房子並在左列搜尋朋友

中加入一位好友，及任務(4)點選自家房子在左列搜尋家人中加入一位家人，有 7位受測者皆在執行兩項

任務中，反應 APP 主畫面的朋友房子與自家房子之可辨認性太低，執行任務時會使其混淆故導致做出

錯誤判斷，We’ll 願井主畫面如(圖 2)。 

表 2.  We’ll願井 APP 執行可用性任務測試之定量結果 

調查變數 提醒次數 導航錯誤 呈現錯誤 控制錯誤 
任務 1 0 0 0 3 

任務 2 5 0 5 0 

任務 3 5 1 5 0 

任務 4 3 0 3 0 
任務 5 1 1 0 1 
任務 6 0 0 0 0 
任務 7 1 1 0 0 
任務 8 3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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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9 0 0 0 0 
任務 10 0 0 0 0 
任務 11 2 1 2 0 
任務 12 2 0 2 0 
次數總計 21 4 20 4 

 

 

圖 2. We’ll App 主畫面(左 1 為自家房子；中間為醫院；右 1為朋友房子) 

導航錯誤在本次測試中出現 4 次，受測者在操作任務(7)傳送金幣與任務(10)解除家人關係之任務過

程中，表示在朋友與家人選單的觸擊範圍設計不夠直覺，因 APP 之設計為點擊朋友或家人之名字範圍

即可跳出功能視窗選項，但受測者在操作時皆直覺反應重複點選其朋友或家人之頭像，故 APP 系統無

法跳出功能視窗，We’ll 願井朋友列介面如(圖 3)。而控制錯誤則出現 4 次，則是因為本次受測者有 4 位

職業學生，在第一次登入 APP 時需輸入其個人基本資料，但在 APP 之職業選單設計中沒有出現學生之

選項，故以服務業之選項先替代。此外，在操作過程中也有受測者反應完成愛丁堡問卷(EDPS)後，測

驗紀錄無法準確地分辨其心情狀態與問卷測試結果，如(圖 4)。 

 

 

圖 3. We’ll App 朋友介面(左列即為朋友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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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We’ll App 愛丁堡問卷(EDPS)測後記錄介面 

而本次測試之 10位受測者的系統使用性量表(SUS)問卷評估分數如表 3，總體平均分數為 73.75分，

大於 SUS 之平均分數 68 分，由此可見 We’ll 之滿意度符合水準。而前期研究的模擬測試版本 SUS 問卷

評估分數為 78.54分，模擬測試版本與本研究使用之 Androi 系統版本，分數皆落在 C 等級區間，故可知

兩系統之系統使用性評估差異不大，皆達中上水平，代表此系統獲得使用者的肯定與認同。

表 3.  系統使用性量表(SUS)問卷評估分數 

調查變數 SUS總分 
受測者 1 70 

受測者 2 77.5 

受測者 3 75 

受測者 4 75 
受測者 5 72.5 
受測者 6 75 
受測者 7 80 
受測者 8 72.5 
受測者 9 70 
受測者 10 70 
平均分數 73.75 

        除了測試中觀察到之設計問題，受測者也在測後定性問題訪談給予建議與回饋，例如：(1)可以在

第一次登入建置主動性的動態介面使用教學，可加強使用者對於介面使用的熟悉度；(2)在醫院圖示功

能融入產婦媽媽的孕期紀錄，包含儲存寶寶的超音波照片及產檢記錄功能；(3)建置婦產科之線上專業

諮詢，可以在線上立即性幫助產婦解決其問題；(4)在傳送金幣功能給朋友或家人時可以製作回饋動

態，加強使用者與朋友或家人之間的連結感；(5)設計爸爸連線功能，讓產婦使用者與丈夫可利用 APP

帳號連結提醒功能，其使用狀態(許願、完成心情檢測之分數及評估)皆可在完成後提醒丈夫。(6)許願井

功能可增添設計許願回憶輔助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回憶過去使用及願望的狀態和記錄。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執行使用性任務測試收集其有效性數據及功能設計驗證，用以優化 APP 之功能及介面

參考。受測者在測試過程中使用放聲思考與測後定性問題訪談，可觀察及驗證目前 We’ll 願井 APP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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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問題，並將依循可用性任務測試之結果回饋，進行 We’ll 願井之功能修正及改善；而受測者在

測試過程中給予的新功能建議，也將納入其應用程式之功能設計評估及參考。在任務測試過程中 10 位

受試者皆順利完成 12 項任務，若操作中有任何瓶頸經任務提醒後皆可順利解決，故可得知 APP 之功能

設計之有效性已達到相當的使用水平，而利用系統使用性量表(SUS)之測量結果也可見受試者對於目前

版本之滿意度也符合系統滿意度之水準之上，驗證目前版本的有效性及滿意度外也將彙整受試者在測試

流程中提供之測試數據與建議，對於目前之版本做問題修正及功能優化，並推出新的版本提升 APP 各

方面之性能，強化其功能之有效性與未來使用者滿意度。

根據使用性任務測試結果發現 We’ll APP 之功能或介面問題，建議後續可做以下改善： 

(1) 將主畫面之朋友、家人及醫院的房子圖示重新做外觀之設計，加強使用者的辨識度也有效於加

強使用者對於圖示功能辨識度。

(2) 擴大朋友列及家人列的點擊反應區域，讓使用者在點選朋友或家人之頭像或名字時皆可跳出功

能視窗選項。

(3) 重新檢視第一次登入之個人資料選單及評估選項內容，避免使用者找不到符合自己個人狀態之

選項。

(4) 建置使用者第一次登入的動態介面使用功能教學，加強使用者對於 APP 之連結感與功能熟悉

度。

(5) 改善 EDPS 測驗之結果呈現，將長條圖改成實際分數回饋並增加建議提醒，加強使用者對於其

心情狀態與問卷回饋的理解度。

目前的版本經過使用者測試後，透過受試者真實的回饋可得知其功能及操作介面之待改善問題。同

時我們希望未來此 APP 可擴大使用族群，除了產婦外其家屬可連帶使用，形成產婦生活周邊的產期使

用鏈，使得 APP 能夠更融入產婦的生活中並真正有效的改善及降低產後情緒障礙的機率，符合預防勝

於治療的目標，故在任務測試與放聲思考期間收集五位一般受試者及五位位擁有生產經驗之女性受試者

之使用回饋，可探討未來擴大使用族群之可能與非產婦之使用者對於 APP 之功能建議。根據本次研究

結果修正使用性測試流程並進行介面優化，後續會擴大產婦的收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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