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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設計的首要原則：使用者經驗

▲

圖 1-5

美國設計心理學家唐納 • 諾曼（Donald A. Norman）

所以，設計師能做到的就是讓這之
間的落差減少，也就是說讓你所要面對
並使用的產品，滿足執行過程的所有需
求，且不要讓你失敗！
「
因此，諾曼用此七個步驟去解釋人
在完成任務的過程必須要經歷的問題，
也依此說明了設計師在設計一個系統或
產品介面的時候，必須考量哪些面向與
功能才能讓使用者容易的達成任務。
▲

因此，以下的例子將針對這七個步

圖 1-6

《設計 & 日常生活》

（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

驟進行討論與分析，以「如何使用一臺
複合式事務機複印身分證」做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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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現實世界的狀態
１.
Perceiving the state
of the world

上述的目標並未清楚地說明你該怎麼做，所以第一件事得先觀察身邊現實世
界中的狀態，例如休眠中的機器、送紙匣中有幾張影印紙、手中的身分證。

2. 解釋這個狀態
２.
Interpreting the
state of the world

這裡探討的是你心中所看到的狀態是什麼，例如事務機需要被喚醒、影印紙
的數量是多少、身分證的大小比起掃描檯面要小得多等。

3. 評估你的解釋所產生的結論
３.
Evaluation of
interpretations

在你心中有了現實狀態的樣貌，也知道這樣的情景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接下來
你得進行評估。在這個階段有一些方案供你選擇。包含你可能要按下按鍵區唯一亮著
的按鍵來喚醒它、現有的影印紙足夠你的使用、身分證可以隨意擺置於掃描檯面不會
有印不到的區域。

評估 Evaluation

4. 重新設定可行的目標
４.
Goals

心中有了評估現實世界的結論，你就會依照這樣的假設再次去設定可以達成
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可能會和預想的一樣，但更可能與先前設定的目標不同，例
如你最後發現到紙張不足、事務機的喚醒燈沒有亮等的狀況。

執行 Execution

5. 產生準備進行動作的意圖
５.
Intention to act

現在你重新設定好要達成的目標，那麼就有了去執行它的意圖，促使你去達成
目標。

6. 排定所有動作的順序
６.
Sequence of
actions

有了意圖無法讓你做事，排定任務的順序與方法才是執行的關鍵。你知道得
先按下按鍵區的喚醒燈，可能要等待它暖機、然後利用這段時間把身分證放在影
印掃描檯上，最後再按下影印的按鍵。

7. 執行這個排定好的順序
７.
Execution of the
action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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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步驟沒有什麼訣竅，做就對了。你的認知告訴自己，只要依照排定的順
序完成，一定可以達成評估過後所設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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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系統設計得可以讓使用者容易辨識
使用者需要運用到身體的感知覺察系統，那麼系統就應該要給予清楚的「顯
示」（Display）。如前面提到的例子來說，休眠中的事務機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

（１）
Tell what state the
system is in

燈號讓使用者知道它正在休眠，以及明確的看到送紙匣中有幾張影印紙等。這裡
具備的概念就是系統需要「可視性」（Visibility）。
（2） 讓系統的呈現方式明確指示其狀態的意義
這裡要談到的是「配對」（Mapping）的概念。也就是說，設計師賦予系統顯
示所代表的意義，必須符合使用者所認定的意義。例如事務機睡眠的燈號必須要

（２）
Determine mapping
from system state to
interpretation

讓你認為它真的是在休眠，而不是故障或關機。
（3） 系統的設計要能讓使用者決定他可以怎麼做
了解系統的意義，進一步的要能讓使用者知道要做什麼選擇。例如，亮著綠
色燈號的待機鍵在告訴你：叫醒機器，按我就對了！如果這時候你去按它沒有反

（３）
Tell if system is in
desired state

應，或是它只是一個燈號，你必須要去尋找其他的按鍵，那麼你可能會暗自抱怨：
這設計好爛，我怎麼知道要如何啟動？
評估 Evaluation

（4） 設定可行的目標
有了足以讓使用者評估如何動作的系統介面設計，這時候就能評估所能達成

（４）
Goals

的目標，也就是說，這時候的使用者已經決定好要按下那待機鍵以啟動，達成複
印身分證的目標。
（5） 了解接下來要進行的動作
從這個步驟開始，系統的設計要提供使用者如何去「控制」（Control）。要

執行 Execution

（５）
Tell what actions
are possible

能引發使用者操作它的動機，例如透過清楚的發光按鍵。
（6） 將所產生的意圖與實質的動作加以配對
系統的運作與使用者的思考具有「一致性」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使用者認為
應該如何控制，那麼系統的設計就應該要依照使用者的想法去運作。例如當你按

（６）
Determine mapping
from intention to
physical movement

下待機鍵，機器應該開始發出聲音進行暖機，然後出現下一個提示讓使用者操作。
（7） 執行這個動作
依照上述的一致性設定，系統進行運作以達成預設的目標。

（７）
021
Perform th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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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設計思考的精神，IDEO 依據
他們在執行不同專案的屬性，在 2003 年
提出了針對使用者進行研究調查的方
法：IDEO Method Cards，共整合
了 51 個啟發創新思考的使用
者研究法，並以一卡一方法
的方式加以呈現。
▲

圖 1-22

IDEO

Method Cards

方法卡片的兩面分別為文字說明以及代表性的圖片，說明的部分會先描述方法的
內容，並加註 IDEO 是如何使用於該公司的專案之中。簡述這四個類型的方法有 12 個
學習、11 個觀察、14 個提問、14 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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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Learn）

二、觀察（Look）

通常會用在研究階段的起始，也就

這 個 階 段 的 核 心 在 於「 觀 察 」 與

是說研究者在走出研究室之前，必須要

「發現」人們做什麼而不是他們說什麼，

先針對所欲調查課題的相關資訊，例如

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我們要看的是使

競爭產品調查、系統流程分析等；或使

用 者 面 對 產 品 或 系 統 的 真 實 樣 貌。 觀

用者的特性，例如背景文化分析、使用

察方式包含使用攝影機或是其他的紀錄

者活動任務或操作流程分析等，做足功

工具，在盡可能不干擾使用者的狀況下

課。研究者通常藉由文獻、報導等手邊

紀錄使用者的行為或習慣。當然觀察者

可以取得的資料進行歸納與分析對欲研

必須預先說定情境或是使用者執行的任

究的主題進行了解。

務，而非漫無目的的觀看。如此才能發
掘潛在的問題與需求。

三、提問（Ask）

四、嘗試（Try）

該是讓使用者說說話的時候了。每

設計師容易產生的問題是僅從自身

一個使用者都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及

的角度出發做設計，也就是缺少了「同理

過去的經驗，同時說出他們的期望。同

心」。所以這個階段的目的在於建構適當

樣的，這個階段必須使用適當的工具讓

的情境來模擬設計師的想法，並進而評

他們暢所欲言。例如使用問卷或訪談的

估其所提出的設計是否符合使用者研究

方式與讓使用者陳述他們的看法，或是

的結果。本階段稱之為「研發者的體驗

運用紀錄工具組，例如相機、卡片等，

之旅」，使用精緻程度不等的體驗原型

讓使用者在自然的狀態下表述他們的觀

（Prototyping）或是設定能夠模擬真實情

感。而這個階段的目的也在引導使用者

境的環境讓設計師以自身的行為去嘗試

說出問題與需求。

可能的結果。除了設計師以外，IDEO 也
強調專案客戶的參與，也就是說，讓客戶
自己來扮演使用者，轉換自己的身分親身
體驗，將更容易對設計的結果產生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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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桑德斯與麥考密克（Sanders & McCormick）於《人因工程導讀》（Human
Factors in Engineering and Design）一書中指出凡是涉及到人與機器的運作即稱為人機
系統（Man-Machine System），其差異只在於系統的簡單與複雜程度而已。從最簡單
的工具使用，例如鐵鎚、扳手，到較為複雜的駕駛車輛、操作吸塵器或影印機，以至
於最精密的飛機駕駛儀表板或核電廠的控制，都涉及了有形與無形的人機系統設計。
在本質上，使用者在涉入人機系統中應是站在主動（Active）的一方，透過與機器
的互動以滿足系統所給予的功能。如圖 2-2，在人機系統中感知了系統顯示的刺激物來
源（Stimuli），接著驅動了使用者的大腦進行訊息處理與決策，並產生了某種程度的
動作回應，如藉由控制單元進行機器的操作。就以大家所熟知的任天堂 Wii 來說明，
在玩遊戲的過程中，Wii 透過顯示器傳遞遊戲內容，遊戲者透過眼睛感知遊戲中角色扮
演的狀態，再經過大腦的訊息處理來決定使用 Wii Remote 進行遊戲的動作姿勢。

訊息處理
感測

控制

人
機器

顯示器

控制器

輸入

輸出

機器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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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人機系統的交互作用（Chapani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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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介面的人因基礎

訊息儲存

訊息輸入

▲

圖 2-3

感知/訊息接收

訊息處理與決策

動作功能

訊息輸出

人機系統的運作過程與其功能（Sanders & McCormick,1986）

一、感知 / 訊息接收（Sensing;
Information Receiving）

二、訊息儲存
（Information Storage）

指外部訊息進到系統內，例如：飛

指系統在訊息處理過程中對於所獲

機進入了塔臺所控制的區域、產品的訂

得並加以記憶的部分。訊息可以儲存在

購指令，或是觸動火災警報器運作的熱

各種形式的媒體中，且大部分的訊息必

能等。此外，有些訊息則是原先就存在

須要使用編碼或是符號儲存，以供日後

於系統中，即來自於系統運作過程中的

需要的時候來存取。

回饋，如踩下汽車油門後，儀表板上的
時速會自動增加。

三、訊息處理與決策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Decision）

四、動作功能
（Action Functions）

訊息處理的內容包含了感知元件所接

這裡指的動作便是決策完成之後使用

收到的，以及已儲存於系統中的部分。而只

者所採取的行動。基本上這會產生兩種作

要使用者處於訊息處理的過程中，無論訊

用：一為實體的控制（Physical Control），如

息本身是簡單或複雜的，都必須產生決策

明確的操作控制機構包含抓握、移動、調

行為，即使最終的決策是不針對訊息亦然。

整物件等；另一則為溝通（Communication），

在任何的電腦或產品系統中，訊息的處理

例如用聲音、訊號或其他方式。

必須以能夠讓使用者容易理解為前提的方
式，例如：齒輪組合、線組或槓桿加以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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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多點觸控的應用範疇遠勝於實體介面

三、觸控操作介面（Touch interface）
觸控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與數位相機等已是現代人的基本配備，隨著觸
控面板的技術精進、製造成本與價格下降的趨勢，其應用於各項電子產品的情形日漸
廣泛。介面將軟體與操作結合在觸控面板上，因之產生層級頁面讓介面結構具有相當
大的彈性，其可處理的訊息量遠勝於實體介面。

四、自然使用者介面（Natural user interface）
此為使用者與電腦之間自然的溝通
方式。自然使用者介面包含日常生活中常
會用到的手勢語言、表情語言或文字語言
等。自然語言介面的目的在於讓人機互動
的模式更貼近人的自然行為，使操作更有
效率且不需要學習與記憶，符合自然的
日常溝通方式。例如 Amazon 的語言助理
Alexa 就是直接以對話語言的介面形式與
使用者互動。
▲

圖 4-4

自然的手勢可為驅動介面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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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介面使用者經驗
元件與設計流程

任務流
Product as functionality

資訊流
Product as information
完成
Concrete

具體
Concrete

表層
Surface

骨架
Skeleton

架構
Structure

範圍
Scope

策略
Strategy
抽象
Abstract

▲

圖 4-6

視覺設計
Sensory Design

介面設計
Interface Design

導覽設計
Navigation Desugn

資訊設計
Information Design

互動設計
Interaction
Design

功能規格
Fundtional
Specifications

資訊架構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內容要件
Content
Requirements

使用者需求
User Needs
網站目標
Product Objectives

概念
Abstract

Jesse James Garret（2000）網站使用者經驗組成要素的五個層級

說到介面的使用者經驗設計，就一定得從 2000 年傑西 • 詹姆士 • 賈瑞特（Jesse
James Garrett）所著的《使用者體驗的組成要素》（The Elements of User Experience）
一書談起。把時光隧道拉到那個網路發展從撥接上網逐漸進展到寬頻上網、促使網際
網路如火如荼發展的環境背景，由此不難理解當時 Garrett 這本書所談論的使用者經
驗一詞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當然，使用者經驗一詞在現今的解釋具有更廣、包含性更
高的定義，但是當時 Garret 所下的註解，依然影響著在設計網站時所應具有的思考。
五個關鍵的組成要素：觀念上從抽象（Abstract）到具象（Concrete）依序分別是策略
（Strategy）、範圍（Scope）、架構（Structure）、骨架（Skeleton）、表層（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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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技術
█

桌面型虛擬實境（Desktop VR）

█

模擬型虛擬實境（Simulator VR）

桌面型虛擬實境是使用滑鼠、搖桿

利用模擬真實場景的機械設備，讓

等設備操作，並用一般的電腦螢幕來觀

使用者覺得身處在實際環境當中，透過

看操縱的結果，這一種虛擬實境技術在

螢幕或是大型屏幕，來加強模擬現實世

沉浸度上效果不好，因為使用者容易受

界的感受，這類型的技術多半運用在飛

到外界的干擾，無法完全投入於虛擬世

行訓練，利用此模擬型虛擬實境體會飛

界當中，是成本較低的一種技術。

行時的感覺，不需要耗費成本，可以更
容易進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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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4

大英博物館「虛擬實境週末」（the British Museum）

█

博物館導覽與教育產業

大英博物館「虛擬實境週末」

虛擬實境技術除了應用在遊戲為最
大宗，另外在博物館導覽以及教育的應
用上也是很熱門，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
古文明不再只是放在博物館櫥窗的陳列
品，或是位於某處的遺跡，伴隨著新科
技所帶來的嶄新視覺衝擊，以及人們對
於歷史的逐漸重視，博物館展示已經越
來多元了，透過不同的展示手法，擺脫
了早期只看櫥窗陳列的刻板印象，將知
識透過更貼近觀眾的展示方式，讓博物
館在現代不僅是休閒去處也肩負重要的
教育性質。

在 2015 年，位於英國的大英博物館
率先推出虛擬實境的參觀方式，舉辦為期
只有兩天的「虛擬實境週末」，讓遊客體
驗虛擬實境所帶來的衝擊，只要戴上虛擬
實境眼鏡以及耳機，就可以回到古老的青
銅器時代，透過親身經歷青當時的祭祀活
動與住處，讓遊客更深刻體會跟理解青銅
器時代。
大英博物館的資深策展人 Jill Cook
說道：「當今社會的每一個人口袋裡都
擁有科技產品，要是博物館再不與新科
技結合，我們將會逐漸失去年輕的觀眾
族群，也等於失去了未來的老觀眾，要
是博物館不能轉型，就失去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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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First Life」
在 2015 年這部名為《First Life》的影片，於 2015 年 6 月 18 日
首度於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首映，有別於以往，讓觀眾藉由配戴 VR
頭盔，親身經歷五億四千萬年前地球迷人的海底世界，參與一趟從
細胞到植物，再到生物的神奇旅程，了解深海裡的各種生物。
觀眾進入 Attenborough Studio 觀看一小段介紹影片，隨後將會
戴上 Samsung VR 頭盔，360 度全方位觀看這部影片。戴上 VR 頭盔
之後，觀眾彷彿漂浮在史前時代的海底，發掘各式各樣從未見過的
海底生物，每一個場次總共提供 30 個座位，觀賞時間總共為 15 分鐘。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館長 Michael Dixon 說到這個與科技結合的
影片，「虛擬實境第一次作為博物館重要的參觀景點，」還說到「虛
擬實境可以讓我們身處在那些我們無法到達的時空地點，這足以說
明科技如何徹底改變我們參觀博物館的方式。」

圖 5-15

倫敦自然史博物

館「First Life」（Th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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