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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與三維碎形維度的差異－以伊東豊雄的建築作品為例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2D and 3D fractal dimensions: 
a Toyo Ito case study 

 

作者 A 許郁翔 *  作者 B 陳清山**
 a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士班 研究生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 建築系 副教授 

a 通訊作者：cschen@cyut.edu.tw 

摘要 

碎形理論是一套研究形體自相似性及複雜程度的理論，可以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過去關

於碎形理論研究建築的文獻，多數以二維度的碎形計算進行研究，鮮少出現三維度的空間計算。

建築師伊東豊雄（Ito Toyo）提出衍生的秩序，進而創造出不同於傳統柱樑板牆的建築構造體，

其構造體的形式與自然界中的形體有許多相似之處。本研究以伊東豊雄設計的建築作品為案例，

探討二維與三維碎形維度的差異，並歸納出幾個可能造成碎形維度無法持續維持單一數值的原

因，提供建築師設計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碎形理論，盒計數法，伊東豊雄 

 

Abstract 

Fractal theory is a theory of self-similarity and complexity to study natural graphics, it can be used 

in many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 past, literature on architecture in fractal theory, often emphasize on 

2D fractal dimension rather than 3D. This research utilizes the buildings designed of Toyo Ito as example,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2D and 3D fractal dimensions, and investigates some reasons why may 

cause the fractal dimension. Thus, by understanding fractal theory, this study can offer innovative 

suggestions for contemporary designers in architecture. 

Keywords: Fractal, Box counting, Toyo 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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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二十世紀末期，日本籍建築師伊東豊雄（Ito Toyo）提出衍生的秩序，進而創造出不同於

傳統柱樑板牆的建築構造體，其中包含台中國家歌劇院、MIKIMOTO Ginza 2、仙台媒體中

心、台大社科院圖書館…等，這些被人為創造出來的建築構造體，無法像現代主義建築一樣以

簡單的歐氏幾何分析其形體、比例。 

碎形理論是一套用於探討自然形體的學問。一般自然界中的形體，在歐氏幾何的邏輯之下，

僅能計算出大略的邊長、面積、體積，且在不同尺度下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因此難以測量其準

確邊長、面積、體積。為了解決此問題，曼德布洛特（Benoît B. Mandelbrot）教授提出「碎形維

度」，用以研究自然形體的複雜程度。 

本研究將以曼德布洛特教授提出的碎形理論，以客觀角度，尋找看似不規則建築形體中隱

藏的數據，期待能提供未來的設計者以及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一項參考依據。 

貳、文獻回顧 

目前碎形理論已應用於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包含資訊工程、金融學、生態學、地質學、

藝術創作…等，本研究將應用碎形理論於建築相關研究中，並探討碎形維度計算方法。 

一、建築的碎形現象 

根據卡爾‧博維爾（Carl Bovill，1996）所說，在遠處觀看建築物時會看到輪廓的外型，在

接近建築之後會發現門窗開口的外型，到了近距離會察覺到窗戶分割、門把等細節，在不同尺

度上的觀測可以發現特定的建築紋理，但這些紋理是否具備自我相似的性質是值得探討的。

Bovill 提到現代主義的建築已逐漸失去這種不同尺度的相似趣味性，這與 Iasef Md Rian 等人

（2006）所提出的論點「現代主義建築已被簡單的幾何形式取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本研究

基於上述論點，認為碎形理論若用於研究非典型歐氏幾何的建築，可能會得到相對於現代主義

建築不同的觀點，故從數位活躍於二十一世紀的建築師中，選擇出一位非典型建築結構代表—

伊東豊雄的建築作品作為研究對象。 

二、以碎形理論研究建築 

昔日以碎形理論研究建築主要可分為兩個類別，一是以碎形理論探討既有建築物的碎形維

度值；二是以碎形理論為基礎，創造出新的建築形體。本研究屬於前者，將以碎形理論探討伊

東豊雄所設計的建築。這類型過去文獻研究的對象，包含研究古印度神廟（Iasef Md Rian 等，

2006）、妹島和世（Michael J. Ostwald 等，2009）、哥德式教堂（Albert Samper，2014）、伊朗傳

統建築（Zohreh Kiani 等，2015）等，然而上述這些文獻，大多僅探討平面、立面等二維度的碎

形。本研究除了上述二維度的碎形研究之外，將進一步擴展至三維度的碎形維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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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碎形維度的計算方法 

人類所感知的空間並非二維的平面，而是三維的空間。本研究將以伊東豊雄數個案例作為

研究對象，探討過去在建築領域鮮少研究的三維碎形維度的計算，並比較其與二維碎形維度之

間的差異。 

一、碎形維度 

碎形維度計算主要源自於測量尺度 r 值與測量結果數量 N 值，兩者對數的線性關係，曼德

布洛特在《英國的海岸線有多長？》的論文中提出，用以測量尺度 r 值的對數與測量結果 N 值

（總次數）的對數，在一定的範圍內呈現線性的關係，其構成函數的斜率乘以-1，可得到碎形維

度值，其計算方法如式 1 所示。表 1 中為一理論中的平面碎形形體（科赫曲線），其碎形維度在

不同尺度下呈現自我相似性。 

 

表 1 科赫曲線 

 

二、盒計數法 

盒計數法是目前用以探討形體碎形維度最常使用的方法，其方法係將盒計數的方格邊長記

錄為 n 值，形體觸碰到格子的總數量紀錄為 N 值，取兩者對數之間的關係，迴歸出一線性函數，

進而推導出其碎形維度值。圖 1 為盒計數法的說明，以樹的圖形為例，接觸到的方格計為 1，未

接觸到的方格計為 0。圖 2 為謝爾賓斯基地毯，理論中的碎形圖形，計算結果可以得知該圖形的

碎形維度等於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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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盒計數法說明 

 

圖 2 謝爾賓斯基地毯 

三、空間中的碎形維度 

平面上最大（完整的面）的碎形維度等於 2，而在空間中最大（完全實心）的形體碎形維度

等於 3。圖 3 為空間中形體在不同尺度下的盒計數，接觸到空間方塊的部分計為 1（未接觸者計

為 0）重複在不同尺度下的計數，可得到該形體的碎形維度。圖 3 為門格海綿的圖形，該圖形每

個立面均為謝爾賓斯基地毯，其碎形維度計算結果可以得知碎形維度等於 2.7268。空間碎形維

度的計算方式與二維度的計算方式相同，從原本的比例為 r 的正方格改為正方體，N 值則是在

空間中物體觸碰到方格的合計數量，如下頁圖 4 所示。 

 

 

圖 3 門格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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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空間形體碎形計算方式示意圖 

四、現實中的形體 

然而在現實中的物體很多都不符合自我相似形的定義，應該說理論上的自我相似形太過於

理想，現實中能探討的自我相似大多限制於一定的範圍內，且並非完全的幾何相似，而是統計

意義上的自我相似。統計意義上的自我相似通常無法以幾何相似的觀點進行分析，需經由計數

法計算，才可得知該形體屬於自我相似的程度。 

肆、實證研究 

本研究選擇了數個伊東豊雄設計的案例作為研究對象，案例選擇條件主要根據以下兩個準

則(1)非典型的建築結構；(2)在平面上或立面上可尋找出部分自我相似的性質。本研究探討的範

圍限於建築結構部分，以下為本研究選擇的案例。分別為台大社科院圖書館（a）、MIKIMOTO 

Ginza 2（b）以及倫敦蛇形藝廊 20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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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案例 3D 建模 

一、二維的碎形維度 

根據盒計數法計算上述三個案例的平面和立面碎形維度，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案例的平面碎形維度 

案例 屋頂 樓層 立面 1 立面 2 立面 3 立面 4 

台大社科院圖書館 1.4397 1.1047 1.5031 1.4841 1.5155 1.4819 

MIKIMOTO Ginza 2 1.3589 1.5401 1.5483 1.6552 1.2638 1.4692 

蛇形藝廊 2002 1.6264 1.2438 1.3200 1.5031 1.3288 1.3140 

根據表 2，歸納出以下幾個結論： 

1. 台大社科院圖書館、蛇行藝廊兩個案例結構的生成模式具備相對顯著的自我相似性。 

2. 三個案例的樓層平面碎形維度與立面碎形維度差異較大。 

3. MIKIMOTO Ginza 2 的 4 個立面碎形維度的差異較大。 

4. 三個案例的碎形維度無明顯差異。 

5. 在平面上的碎形維度中，發現平面、立面上的碎形維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二、三維的碎形維度 

根據盒計數法計算上述三個案例的空間碎形維度，結果如圖 6 到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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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台大社科院圖書館碎形維度 

 

圖 7 MIKIMOTO Ginza 2 碎形維度 

 

圖 8 蛇形藝廊 2002 空間碎形維度 

根據圖 6，在空間的碎形維度中，可以發現台大社科院圖書館的碎形維度（平均約 2.49）大

於 MIKIMOTO Ginza 2 的碎形維度（平均約 2.43）及蛇形藝廊的碎形維度（平均約 2.39）。以下

歸納幾個在計算時發現的現象： 

1. 台大社科院圖書館的碎形維度在不同尺度的計算結果浮動較大。 

2. 以平面彎折的案例（案例 2、案例 3）具有相對較低的碎形維度。 

3. 所有案例的碎形維度在小於最大樓板、牆板厚度的測量尺度會逐漸趨近於 3。 

三、空間中的碎形維度 

根據上述所計算出來的平面及空間碎形維度，進行分析比較其差異性，可以歸納出以下幾

個的結論： 

1. 平面上碎形維度較高者，空間碎形維度未必較高。 

2. 立面上碎形維度較高者，空間碎形維度有較高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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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 論點整理 

從實證研究計算的結果，整理以下幾個重點： 

1. 不論是在平面或是空間中，都無法在所有不同尺度下都呈現特定的碎形維度，以符合碎

形形體上的自我相似形，甚至會出現浮動的情況。 

2. 大於一定尺度後，出現碎形維度等於 0 的結果。 

3. 空間碎形維度在小於一定尺度之後會逐漸趨近於 3。 

二、 原因歸納 

根據上述發現，以下歸納出幾個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 

1. 建築物可能因為技術（跨度、淨高）或是機能需求等原因，無法在所有不同尺度持續維

持且單一的碎形維度（複雜程度）。 

2. 建築邊界線可能影響最大測量尺度，若測量尺度大於建築整體邊界，會造成碎形維度無

法計算的情況。 

3. 可能受限於設計、營造成本問題，無法做到無限小的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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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AHP 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 

Using AHP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Design to Discuss the Main Focuses 

of Planning and Designing Tourist Factory 

 

洪淑君*
a  黃佳慧** 

*東方大設計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副教授 

a通訊作者：ivyh6u5ng@gmail.com  

摘要 

從早期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轉而到服務經濟並在商品以外的服務加入體驗，然而隨著體

驗經濟時代來臨，觀光工廠創造參觀體驗兼具審美體驗，勢必將成為觀光產業一大趨勢。 

本研究將運用層級分析法，將觀光工廠體驗設計關鍵因素建立架構中各構面、類別、項目

之權重值，結果顯示，觀光工場體驗設計依其整體層級權重高低排序歸納出 3 個主要構面，主

題場景(0.604)、互動體驗區(0.256)和製程生產區(0.138)，在主題場景下的主題明確塑造(0.344)、

圖像解說(0.108)，互動體驗區下的手作學習(0.120)，製程生產區下的互動體驗(0.086)各項目整體

權重值，為專家們所最重視的因素。 

因此，透過本研究，不僅可協助觀光工廠體驗設計規劃之關鍵因素與發展服務創新之決策

及考量資源投入與否之依據，藉此提供顧客更好的參觀服務體驗品質，以提高顧客再次參觀之

意願。 

關鍵詞：光工廠、體驗設計、層級分析法 

Abstract 

The modern economy has evolved from earl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to the service economy, 
adding “experience” beside product services for consumers is now part of the service economy. 
However, to keep up with the experience economy, creating aesthetics within the touring experience 
will be a major trend in the tourism factory industry. 

AHP would be used in this study to buil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mensions, categories, and items 
in the frame of the tourism factory experience-design key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llowed the 
overall hierarchy of importance in tourism factory experience-design would categorize into thre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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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main theme area (0.604), interactive/experience area (0.256), and production area (0.138). 
The theme is clearly shaped in the main theme area (0.344), image commentary (0.108), self-learning 
in interactive/experience area (0.120), interactive experience in production area (0.086), these are the 
overall importance factors which the experts most valued. 

Therefore,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ccordance with assistance in designing and planning the 
key factors, decision making in developing novel services, and considering the input of resources for 
the tourism factory. It can also provide better touring services and experiential quality for the 
customers, hence improve the customer’s intention to visit again. 

Keywords: tourism factory、experiential design、AHP 

壹、前言 

台灣政府自 2003 年開始推動「觀光工廠輔導相關計畫」至今已經 17 年，觀光工廠在北、

中、南如雨春筍般茁壯，檢視許多觀光業者為了因應市場需求很容易參考別人模式，規劃出大

同小異的空間場景氛圍並沒有凸顯自身產業真正特色差異化，也有些業者更著重於硬體設計而

缺乏軟件上體驗設計，因而忽略消費者的參與互動性的價值，間接失去觀光工廠所要呈現給予

消費者的產業知識、文化傳遞及休閒觀光體驗的目的，從張德儀、汪芷榆、羅筱婷(2018)研究

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觀點指出，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不再只是價格高低或品牌形象、產品好與壞，

而是消費環境氛圍，因此業者應更重視提供消費者更深層面的心理體驗價值，進而讓消費者願

意前往參觀及對此觀光型態產生認同。本研究則以層級分析法，將複雜問題從高層次(High 
Level)往低層次(Low Level)逐步分解，將複雜問題釐清各方案之優先權重值(Priority)，該權重

值越大者表示被採用之優先順序越高。企業經營者可透過權重高低排序結果精準找出規劃觀光

工廠設計時關鍵因素決策擬定，創造符合體驗經濟的創新模式及成為經營獨特差異化競爭優

勢。 

貳、文獻探討 

夏業良、魯煒(2003)研究所示，無論是在商品購買前後、休閒娛樂，消費者的主觀看法、

情緒、印象都是心理感受和知覺經驗產生出來，或是企業精心營造的温馨氛圍讓消費者沉浸其

中，或者開導誘發消費者參與過程，將服務轉變為難忘懷的體驗。關於體驗領域的研究

Schmitt(1999)的分析可發現，體驗是自己以不同的體驗形式及個別對某些刺激所產生的思維模

組所形成，並經由特定的體驗媒介所創造出來。行銷的策略基礎是策略體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 SEMs)，而體驗則是行銷戰術工具(experiential providers， ExP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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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策略體驗模組形式 

體驗模組式 訴求目標 訴求方式 

感官(sense) 

創造感官撞擊，為服務或

產品增添所謂附加價值。 

了解如何達成感官衝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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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個體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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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feel) 觸動個體內在的情與情

緒。 

瞭解刺激總類，將可以誘起消費情緒，並

且促進消費者的主動參與，包括正面心

情、品牌、驕傲、歡樂的情緒相對連結。 

行動(act) 影響顧客之生活型態，訴

諸身體的行動經驗。 

指出做事的替代方法、替代的生活型態，

並豐富消費者的生活，藉由增加身體體

驗。 

關聯(relate) 讓個體與理想自我、他人、

或是社會文化產生關聯。 

將品牌與社會文化的環境產生關聯，對

潛在的社群成員產生影響。 

資料來源：B.H.Schmitt，(1999) 

參、研究方法 

一、層級分析法 

根據學者 Thomas L.Saaty(1980)研究發展指出，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ical 
Process)，主要是應用在「多個評估準則(屬性)」的決策問題上。誠如 Saaty(1980)，陳寶嬰

(2014)所提出的層級分析法主要目的是運用有系統方法彙整出專家或學者的意見，將複雜難以

解決的問題從上而下簡化，並透過建立層級的架構，將每位決策者對於各個方案主觀的意見及

評價，化成準則以透過量化的程序做出分析進而判斷，提供最良好的選擇方案資訊，以降低決

策者決策時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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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層級分析法評估尺度表示意義 

評估尺度 定義 說明 

1 同等重要 兩個比較方案的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 

3 稍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個方案 

5 頗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烈傾向某一個方案 

7 極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傾向某一個方案 

9 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個方案 

2、4、6、8 相鄰尺度之中間值 需要折衷值時 

資料來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 

二、研究架構 

經歸納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整理出觀光工廠應具備功能相關

因素，彙整出「主題場景」、「互動體驗區」及「製程生產區」三個主構面，主題場景部分之次

構面共有「主題明確塑造」、「圖像解說」、「色彩鮮明」、「知識活用」等 4 項，互動體驗區部分

之次構面共有「手作學習」、「思考學習」、「互動參與」、「高明度色彩」等 4 項，製程生產區部

分之次構面共有「互動體驗」、「展示空間明亮」、「產品製作展演」等 3 項。其層級分析結構如

圖 1 所示。 

 

 

 

 

 

 

 

 

圖 1 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層級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 

主題場景 互動體驗區 製程生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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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進行專家 AHP 問卷調查總計發放出 9 份，實際回收 9 份問卷，回收率達 100%，

在 AHP 專家問卷調查中，為講求研究謹慎及提高有效回收之 AHP 專家問卷的可靠性，首先進

行一致性指標(C.I.)與一致性比率(C.R.)檢定，檢定後所呈現皆為可靠有效問卷，藉由 AHP 專家

問卷可得知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魅力因子的主要構面與次要構面相

對權重排序的計算，依據 Saaty (1980)之論點，當 C.I. ≤ 0.1 時，表示誤差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內。鄧振源、曾國雄(1989)提到有關，當 C.R. ≤ 0.1 時，代表權重分配具合理性，表示矩陣的

一致性令人滿意。 

表 2「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整體層級權重排序 

第一層 

目標 

第二層 

主要構面 

主要 

構面排序 

第三層 

次要構面 

整體 

權重 

整體 

權重排序 

從體驗設

計的觀點

探討觀光

工廠之亮

點規劃設

計 

主題場景 

(0.604) 
1 

主題明確塑造 0.680 1 

圖像解說 0.202 6 

色彩鮮明 0.072 9 

知識活用 0.043 11 

互動體驗區 

(0.256) 
2 

手作學習 0.569 3 

思考學習 0.248 5 

互動參與 0.107 7 

高明度色彩 0.075 8 

製程生產區 

(0.138) 
3 

互動體驗 0.673 2 

展示空間明亮 0.273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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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主要構面下的次要構面因素得分排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關鍵規劃因素的

三個主要構面依其權重高低排序，依序為：(一)主題場景，(二)互動體驗區，(三)製程生產區。

而本研究整體層級架構下關鍵的十一個次要構面因素，，依其整體層級權重高低排序，依序

為：1.主題明確塑造(0.680)，2.互動體驗 (0.673)，3.手作學習(0.569)，4.展示空間明亮(0.273)，

5.思考學習(0.248)，6.圖像解說(0.202)，7.互動參與(0.107)，8.高明度色彩(0.075)，9.色彩鮮明

(0.072)，10.產品製作展演(0.053)，11.知識活用(0.043)。 

伍、結論與建議 

從早期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轉而到服務經濟並在商品以外的服務加入體驗，然而隨著體

驗經濟時代，觀光工廠創造參觀體驗兼具審美體驗，將成為產業一大趨勢。 

在研究過程中，利用層級分析法，將複雜關係的因素建立層級架構，再經由專家評估後，

以具體的權重數值顯示各個因素的重要優先排序，找出各關鍵因素之間的相對重要程度，並導

出從體驗設計的觀點探討觀光工廠之亮點規劃設計的優先排序，以提供觀光工廠經營者在決策

過程中需要優先考量的重要因素，並不表示其它相對權重較低的因素就不重要。 

因此，透過本研究，不僅可協助觀光工廠體驗設計規劃之關鍵因素與發展服務創新之決

策，讓經營者有效運用有限的資源，應用在這些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上，藉此提供顧客更好的

參觀服務體驗品質，以提高顧客再次參觀之意願。其研究將會運用規劃園區其它主題館之參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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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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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競爭激烈的醫療環境下，顧客對於醫療的需求，不再僅滿足於要求醫療效果，也逐

漸要求有溫度舒適醫療空間環境，以及優質的服務品質，因此管理階層必須了解影響顧客就醫

的各項因素，運用現有資源做最好的分配管理，提升與其他醫療院所的競爭力與差異性，有效

提升醫療空間環境及服務品質與滿意程度。Kano 魅力因子品質判定結果中，「魅力要素」有 1
個為親切服務，「一維要素」有 4 個為顧客使用高壓消毒器械、保護個人隱私、醫護人員對病

情用藥療程解說、內外環境乾淨衛生，「當然要素」有 1 個醫護及服務人員專業服務品質，「無

差異要素」4 個為多樣選擇儀器設備、看診環境空間氛圍及服務品質無壓力、環境空間寬敞整

齊舒適、環境空間動線清楚，「反向要素」0 個。本研究藉由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質，讓顧

客認同診所形象，增加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提供醫美型牙醫診所相關執業者之具體建議與改

善之參考。 

關鍵字: 醫美型牙醫診所、空間氛圍美學、服務品質、Kano 二維品質模式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mpetitive medical environment, customers not only ask for medical 
effects but also demand more regarding a comfortable medical space and good service 
quality. Therefore,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various factors for customers’ medical 
visitations is necessary, as is applying current resources for optimal arrangement promoting 
competitiveness and distinction from other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choose a certain clinic. Next,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obtain further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e second pha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general customers 
prioritized the attractiveness factors of “sterilized equipment for customers”, “doctor, nurse, 
and service personnel service quality”, “sincere service”, “personal privacy protection”, 
“explanation of doctor and nurse about medical treatment proces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leanlines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ustomers pay much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6



attention to the sincere services of medical personnel, professional service quality, and 
medical treatment process explanation,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leanliness.  Among the results of Kano attractiveness factor quality determination, we 
found a total of one “attractiveness element”, four “one-dimensional elements”, one 
“must-be element”, four “indifference elements”, and no “reverse elements”.  

It is hoped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popularity of cosmetic dental clinics through 
space aesthetics and service quality, in addition to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thus encouraging 
customers to agree with the clinical image and increas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oyalty 
as physical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 references for cosmetic dental clinic operators.    

Keywords: cosmetic dental clinic, space aesthetics, service quality, Kano Quality Mod 

壹、前言 

1995 年以前醫療訊息不透明年代，民眾對於想選擇自己所喜愛的醫療院所常常缺乏可靠資

料，1995 年 3 月全民健保的實施以及二代健保改革後，政府規定醫療院所的醫療品質訊息必須

透明公開化，民眾將可以選擇更多元化的醫療服務品質。現今社會顧客意識逐漸抬頭，顧客對

於醫療產業的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則有期望與要求。Diener、Greyser(1978)

研究顧客滿意度相關議題發現，在不滿意客戶群中有 30 % 到 90 %顧客，不再繼續使用相同

的商品，這對服務業是一大警惕。 

    目前國內牙醫診所空間氛圍與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相關研究甚少，幾乎沒有一

個醫美型牙醫診所可循，而產生之需求又如此之迫切，本研究則是利用 Kano 二維品質歸類中屬

於必須品質的項目為第一優先，其次則為一維品質，最後再朝向魅力品質前進。醫療院所的經

營管理者，可透過重要表現程度的分析結果，將可進行醫療服務品質改善時，作為先後順序的

策略擬定，除了提高顧客對醫療服務品質的滿意度之外，也能成為對其他醫療院所競爭的優勢。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透過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分析，進一步瞭解顧客於

實際親身感知診所空間氛圍、魅力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並探討顧客於消費後，對於基層牙

醫診所是否會再次消費之動機與意願，故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重要概念之一。 

一、空間氛圍美學 

  Kotler(1973)認為整體商店環境空間氛圍是對顧客行為具有強烈影響；sirgyetal (2000)也透過

商店整體空間氛圍營造，將會創造商店有利的消費情境，促使顧客對商店產生正面印象，掌握

影響顧客決策中，最具影響力商店氣氛因子，激發顧客潛在消費需求，而藉由空間氛圍塑造消

費情境，則可刺激顧客採取消費行動，創造顧客愉悅消費環境，並且提高顧客忠誠度及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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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服務品質 

    醫療品質指醫療服務的技術與醫療服務的藝術，醫療服務的技術是適切的診斷與治療，醫

療服務的藝術是病人的滿意程度(石曜堂，1978)。實際上是可被察覺到醫療服務品質，醫療服務

品質所包涵的範圍是廣泛，相對從醫療取得的難易，由醫療的效率 (efficiency)、適當性

(appropriateness)、效益(effectiveness)、時效性(timeliness)，加上病患與其親屬的個人隱私保障，以

及醫療人員將對於病患的尊重，醫療上環境的安全等，都是屬於醫院服務品質的所有範圍裡，

以上闡述的任何其中一項環結與構面將會直接與間接影響病患與其親屬對醫院服務品質的滿意

程度(Donabedian，1988)。本研究從24篇關於醫療服務品質與消費者滿意度之國內相關先行研究，

可以發醫療現服務品質對消費者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三、Kano 二維品質模式 

   根據 Kano 品質模式主張，是由縱座標做為顧客滿意度，越向上軸越滿意；越向下軸則代表

不滿意。橫座標做為品質要素具備程度，越向右邊具備程度越高；越向左邊具備程度越缺乏。                

 

圖 1 kano 二維品質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引用自 Kano et al(1984) 

透過 Kano 二維品質的研究結果可以歸納出哪些是屬於魅力品質要素、一維品質要素、當然

品質要素、無差異品質要素、反向品質要素。研究結果除了可以提醒診所經營者可以加強哪些

服務以提高顧客滿意度，進而增加忠誠度，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醒診所經營者可以避免反向品質

要素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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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品質屬性管理策略上的意涵 

品質要素 管理意涵 

魅力品質要素 

魅力品質作為企業差異化的武器。特性代表企業決勝的關鍵。

在滿足顧客基本需求之外，仍然有足夠資源來完成此類特性要

求，還能大幅提高顧客滿意度。 

一維品質要素 

一維品質要素是常常被廠商做為產品分級標準，能夠非常清楚

表現顧客滿意度和需求，企業者應該盡可能滿足顧客這一類特

性，甚至盡量降低顧客因為服務後不滿意程度或比較不同產

品。 

當然品質要素 

顧客抱怨通常來自當然品質要素，此品質要素特性是企業績效

呈現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對於此服務品質績效或產品是必須

維持一定的水準，但是也不需要過度高標準，造成資源浪費。 

無差異品質要素 

服務或產品不管是否具備該項要素時，都不會造成顧客滿意或

不滿意，所以基於成本考量，有時候會成為一種浪費，業者應

該節省不必要資源或成本開銷。 

反向要素 
常被業者視為顧客產生負面觀感而產生反效果，不僅會增加成

本浪費，也容易導致顧客不滿意，所以業者應該盡量避免。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參、研究方法 

一、Kano 二維品質模式 

   本研究將進行Kano品質模式的雙項問卷調查，是分別採用正反一組相對之問題(品質充足與

不充足)，詢問受測者的想法，並且透過Kano品質屬性的決策矩陣，來判斷各種屬性的品質分類。

Kano 品質屬性的判定，最常使用、且容易判讀的，是透過Kano 品質雙向問卷的結果來界定之

後建立Kano品質的模式。這種分類品質的執行方法，主要是由一組相對的問題組合而成，一為

當品質不充足時，消費者的滿意度為何？另一為當品質充足時，消費者的滿意度為何？回答的

選項，則是由不滿意到滿意分成三或五階不同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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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品質屬性判定的決策矩陣 

商品需求 

品質不充足 

滿意 
正如所

期望 
沒有關係 能忍受的 不滿意 

品 

質 

充 

足 

滿意 矛盾 魅力的 魅力的 魅力的 一元的 

正如所期望 反向的 無差異的 無差異的 無差異的 必要的 

沒有關係 反向的 無差異的 無差異的 無差異的 必要的 

能忍受的 反向的 反向的 無差異的 無差異的 必要的 

不滿意 反向的 反向的 反向的 反向的 矛盾 

資料來源:本研究取自Kurt Matzler et al.(1998) 

     肆、研究結果 

    瞭解醫美型牙醫診所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以高雄牙醫診

所為例，以 Kano 二維品質分別對空間氛圍與服務品質魅力之探討-以高雄牙醫診所為例以相對

多之分類原則加以歸類，並以 10 項空間氛圍與服務品質項目均可以分別歸類於某一品質屬性，

依據公式計算其增加滿意度指標及消除不滿意度指標，其歸類結果如表 3。 

表 3魅力因子品質判別與滿意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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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是依據 20 位受測者所作的問卷調查結果，並且應用 Kano 品質判定表，加以研判每

一位受測者回答的品質屬性，再以頻次統計的方式，把眾數者作為所要代表之品質屬性，分類

結果如表 3。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屬於【魅力的】魅力因子品質有一項:親切服務；屬於【一元的】

魅力因子品質有四項:顧客使用高壓消毒器械、保護個人隱私、醫護人員對病情用藥療程解說、

內外環境乾淨衛生；屬於【必要的】魅力因子品質有一項:醫護及服務人員專業服務品質；屬於

【無差異的】魅力因子品質有四項:環境空間寬敞整齊舒適、環境空間動線清楚、多樣選擇儀器

設備、看診環境空間氛圍及服務品質無壓力。 

 

圖 2 品質判定 CS-DS 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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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確定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魅力因子應用 Kano 品質模式，將可以找出顧

客對醫美型牙醫診所魅力因子的滿意度具有二維品質模型的特色。說明如下: 

一「魅力要素」包括「親切服務」，倘若降低或增加此項目的魅力滿意度時，將會直接影響整

體魅力滿意度的表現。二、「一維要素」包括「顧客使用高壓消毒器械」、「保護個人隱私」、

「醫護人員對病情用藥療程解說」、「內外環境乾淨衛生」，這部份在說明若是服務品質愈好，

顧客之滿意度愈高；相反如果服務品質不好，顧客也會給予負面評價。當處理不當，就會讓顧

客當下觀感不好，大大不滿意及忠誠度喪失。三、「當然要素」包括「醫護及服務人員專業服

務品質」。四、「無差異要素」包括「多樣選擇儀器設備」、「看診環境空間氛圍及服務品質

無壓力」、「環境空間寬敞整齊舒適」、「環境空間動線清楚」，這部份在說明就算服務再多

好，顧客滿意度也不會再提升。目前醫美型牙醫診所以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質，在目前消費

市場中並沒有一個可循方式，顧客心理徬徨與陌生，顧客對醫美型診所空間氛圍美學與服務品

質之需求，不再是醫師技術與療程，由上面研究分析獲得，優先強化屬於「一維要素」中項目，

「顧客使用高壓消毒器械」、「保護個人隱私」、「醫護人員對病情用藥療程解說」、「內外

環境乾淨衛生」，使顧客在第一次消費時就可以獲得內心最大滿意，提高顧客再度回流消費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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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汽車已在這個世界上有百年的歷史，也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帶給我們不僅是交通

上的便利、增加感情上的交流，更是生活上經驗的延伸。從賞車到交車這段過程都是在展示中

心完成，過去人們在購車的過程會到展示中心賞車、試乘，空間中的機能形式比較集中在賣車

及維修上面，加上業務員的講解讓我們對於未來選購的愛車更加深刻與了解，使感官上有好感

度的增加。本研究透過田野調查實地走訪台灣北、中、南的汽車展示中心，發現到主要影響因

子如下——1.土地居住密集程度 2.交通便捷度 3.人們的生活模式，去影響到展示中心的展示型

態，透過歸納區分為三種——1.空間機能複合性 2.參觀路線精緻性 3. 品牌生活化、空間化，讓

展示狀態多元，使人們能夠直接性地感受到空間及服務的舒適度，增加感官上的體驗認知，也

提高空間的使用效率。因此，本研究整理出將過去到現在的汽車展示中心的變化方向，透過空

間上的比對及轉型趨勢，提供出未來展示空間的發展脈絡。 

關鍵字：汽車展示中心、品牌生活化、感官多元、複合式 

Abstract 

Cars have been in this world for a hundred years and have become a part of our lives, it takes us 
not only the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increase people’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extension of life experience. The process from car-watching to delivery is done at the display center. In 
the past, people in process of buying a car is bound to the exhibition center to enjoy the car, test ride, 
after the explanation through the salesman let us for the future purchase of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ar.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good feeling in the senses, and the display center’s from 
of operation is more focused on selling cars and repairing them.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life patterns, the display center has diversified it’s ability and branding life so that employers who 
buy a car or maintain a car can feel the comfort of space and service. Increase the space for customers 
to stay and increase sensory perception of experie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collates the past and present 
car display center change direction, through spatial pairing and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to provide the 
future display space developmen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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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台灣的汽車展示中心在空間的機能上形式較單純，以銷售及維修保養為主，在展示空

間的部分將新車一字排開最後以大面積的玻璃去做內外的區隔—告訴人們這裡是展示中心，如

果想引入更多的顧客參觀展示空間，就是比較各個品牌經銷商所成立的展示中心空間容量大小

及服務的貼心程度，在進口車的展示空間總是會比國產車的展示空間有更多的服務，如沖泡咖

啡、按摩等貼心服務以配合他們品牌的空間。 

1960 年代後新型態複合式空間逐漸興起，為了讓品牌生活化、年輕化，加上科技和消費型

態的變動，可以在汽車展示中心發現到「娛樂性」機能空間的增加和多樣化，如 Benz、Porsche
高級車的展示空間除了展示汽車及保養以外，更多了精品的販賣、高級傢俱的迎賓空間、交車

室、交誼空間，甚至還有影音系統可以讓顧客在裏頭開會或舉辦派對。這些附屬機能空間在當

代的展示空間甚至可以到國民車的展示中心裏頭看見， 如 Toyota、Mazda、Hundai 展示中心甚

至還設置健身房及圖書空間。汽車展示中心的轉變目的是為了達到使空間能夠更生活化，即使

消費者不是前來消費也能夠讓他們藉由參觀感受到空間氛圍，體驗服務性空間，慢慢影響我們

的消費型態，增加感官上的層次性、豐富性。 

透過以上敘述，本研究將利用相關文獻及田野調查彙整出過去到當代汽車展示中心的空間

轉變，探討及分析過去──當代的展示空間發展趨勢，提出未來可能再度發展的路線，不僅讓

人們認識到汽車展示空間的變化型態，同時也能夠讓未來在設計台灣汽車展示空間的人去認識

到汽車展示空間的模式以及未來的可能性。 

貳、感官經驗與展示中心轉型的關係 

一、空間與身體的經驗論 

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知覺現象學》中提出空間上的經驗成為人生

身體經驗之一，身體幫助我們認識及和世界交流與溝通，身體的感知可以是起點和終點。身體

及意識是需要在一起才能被討論，彼此關係缺一不可，「身體圖示」(body image)是梅洛龐帝引用

這個身體理論去主張身體對於空間經驗的累積，透過身體經驗過的事物遠比文字的描述更為深

刻。 

身體的經驗不斷的和周圍環境互動。造就的經驗確切告訴我們客觀空間中的原始性，而客

觀的空間就是原始性空間的外殼，成為身體的一部分，《建築:造型、空間與秩序》中提到:「空

間一直環繞著人們，人們一直在空間環境中移動、觀賞、聆聽、感受著風的吹拂、嗅著花園中盛

開的花香，材質上的表現上可以是木質或是石材，也沒有固定形狀，都來自於造型的元素所限

定。」(王玲玉、呂以寧 2003 譯)，空間能夠以多種元素去組成讓身體去感知和經驗，空間刺激

對應身體感受轉化成經驗，讓個體產生出相對應的行為，有了空間才能刺激我們接下來的行為，

相對我們回饋的行為及反應是接近這空間所給予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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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身體感知圖像化                   圖 2 空間與身體元素分解圖 

二、「參與性展示」的源起 

1908 年代所舉辦的汽車博覽會利用火車車廂舉辦「移動式」展覽，由此得知 20 世紀民眾

「參與式」之展示設計漸漸成形，火車車廂擁有百貨櫥窗的功能，對於當時商品櫥窗的展示設

計是一種嶄新的展示設計方法，1925 年逐漸開始出現「商品陳列窗競賽」，對於台灣而言，展示

櫥窗式設計逐漸有開創性的意義 (陳宜由，2009)，從火車車廂、百貨櫥窗到玻璃帷幕的展示形

式的參與性質與增加感官多元性效果越來越明顯，達到展示性的自由精神(漢寶德，1999)。 

在吸引顧客上面，展示空間為了讓汽車在感官上和顧客增加互動，讓顧客增加好奇心而前

往展示空間詢問或參觀，在對外的空間形式的表現上就會利用到大面積玻璃或帷幕牆，一來是

保護汽車不會受到外界物理性質的傷害，二來則能夠不讓汽車和人的互動關係打折扣，縮短汽

車和人的距離、模糊彼此間的邊界，讓汽車並不是在展示空間中陳列(display)。「陳列」單純就

將商品提供出來擺設給他人觀看，擺設過程並不具設計用意；展示(exhibit)不單是將物品擺設出

來，用意是使他人了解其意義或背景故事，創造共鳴感或者照著設計者意思循序漸進的閱讀 (漢
寶德，1999)。也是一段時間及空間之內將所想的事情用動態表演或者靜態的文字或圖示，傳達

給參觀者的方法或現象，重點是需要吸引人潮，達到說服、娛樂、宣傳的效果(蔡任伸，2002)。 

                                        

           圖 3 櫥窗設計特賞                    圖 4 櫥窗設計優賞(西田吳服店) 

三、「模糊化」內部與外部空間邊界 

將展示的牆面「透明化」是將人的感官和物品產生連結與對話，產生新的化學反應，讓我

們會對於被「透明化」牆內正在展示的物感到好奇、興趣、認同感。「透明牆」的形成在折中調

和、相互生成的過程中產生的中介(Inbetween-space)元素，使物品和人巧妙的融合成共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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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心理或空間，證明人們心理過程是連續且漸變的，而那期盼漸變經驗的心理過程，在空

間經驗的過程，突然遇到內外的對比，意識之中會感到壓迫或者不悅 (孫全文、周宗憲，1992)。 

相關心理學家們已經能夠證實，人類本身在孩童時期就偏好較複雜的環境，在這樣的狀態

相較於單純的環境更具有愉快的程度，具有豐富的環境能增加腦重量和知識容量 (孫全文、周宗

憲，1992)，黑川紀章曾經提出「共存」的哲學是不需要去強調兩者間的對立，反而是去創造第

三者的狀態，讓本來的事物存在它的本質又不用削減他們的特質。建築學家范艾克認為在空間

這件事情上，應該是能兼顧內部(Interior)與外部(Exterior)，透過中介空間去緩衝彼此間的對立，

在展示這件事亦同。1929 年代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於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展覽館上

展現出相對應的內外之間的空間層次，密斯將自然元素和建築元素互相交融，形成互補而非對

比關係。在展示空間上創造出另一種型態，脫離單純玻璃或帷幕牆展示。 

     
     圖 5 巴塞隆納展覽館平面圖                圖 6 巴塞隆納中介分析圖 

四、複合式經營和空間的結合 

後續跟著時代變遷以及人們生活型態的轉變，都市的土地也因為人們生存及建造的領域擴

張速度快，此時土地混合使用是都市規劃主要策略之一，多樣性而且互補相互關係的土地將會

使都市使用更具活力和使用效率(Jacobs，1961)，這個使用方法引用進台灣這樣地狹人稠的國家，

衍伸出各式各樣空間的種類、混搭風格空間，也是因為這樣的風氣漸漸蔓延開，卻也能夠帶給

使用者不同的想像空間和便利性(呂彥均，2019)。 

1960 年代複合式經營和空間的興起，路上街道建築的立面逐漸可以看見逛告招牌或者布條

的構成，在資源較充足的國家相對就會引進人潮觀光甚至居住，在空間有限的地方從事商業行

為來製造商機，勢必單一空間之中會看到兩種以上商業的經營模式，例如咖啡店卻也可以賣糕

點、書店配合咖啡店、百貨公司配合小吃店等一些複合式經營。 

複合式經營發展到當代不只是以形式出發，甚至發揮到各家品牌形象結合形式，去凸顯出

就算賣的東西相同，會讓顧客感受到精神層面的些許微妙之處，如台灣民宿業業主因為定位認

知不同，地理環境差異及經營理念的差異上，可以創造出多樣性的民宿類型(鄭錫欽，2008)，再

如筆者所研究之汽車展示中心，各家車廠嘗試去創造讓品牌生活化，一是讓展示空間突破以往

的迷思，透過複合式經營脫離展示空間的型態打造出別以往的機能空間去延伸品牌精神，讓感

官有多種體驗，二是讓沒看過汽車展示空間的人們也能夠輕鬆的踏入空間參觀或者感受空間氛

圍，讓過去令人感到冰冷的展示空間有種賓至如歸的熟悉。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6



參、汽車展示空間的發展之分析與討論 

一、展示空間的轉型與區別 

(一)量體與內部展示的時代演變 

1929-1931 年代法國雪鐵龍租下了巴黎國家鐵路託運大樓舊建築再利用裝修了當時雪鐵龍

的旗艦展示空間，外觀形式看來量體完整，但構造及結構型態視覺上較厚重的感覺，內部空間

簡潔明亮汽車一字排開、較樸素的展示形式。由於工法的進步及始於參與性展示觀念 1960 年代

後逐漸盛行，量體組成和構造方面趨向輕量化設計，如玻璃帷幕、LED 帷幕牆及鐵件搭配，內

部空間嘗試去在背板或者再透過一些框架、折板創造出情境式的場景去展示，當代國內的展示

空間這樣的作法呈現汽車，至於在國外腹地寬廣，在量體造型以及內部空間設計上比較奔放、

豪邁。但國內礙於法規以及土地面積的問題，加上科技生活導入，實質的展示會漸漸退出這個

市場在空間的演變上會漸漸趨向縮小的狀態。 

 
圖 7 汽車展示中心時代演變圖 

(二)案例討論 

接下來利用台灣現今台北、台中、南的案例去探討空間彼此之間的差別。 

1.台北國都 TOYOTA 陽明旗艦店 

位於北投大都陸國都陽明 TOYOTA 旗艦店，除了 1-2 樓展示空間外，他們利用近幾年的健

身趨勢，在展示空間當中附設台灣第一家 Sky Fitness 健身房去不僅去吸引人潮，也打造 TOYOTA
注重國民健康議題形象，盡可能去吸引多數民眾來到此地健身或逛賣場，進而打造知名度以及

在感官上娛樂機能性空間讓本來濃厚的商業性質被淡化、模糊化了，進而吸引更多人進來。在

展示型態上較為平鋪直敘，一字排開的汽車，空間上可能也沒有特別安排的動線去讓顧客欣賞，

他們比較偏向直接試乘去體驗汽車的實際操作。(空間圖分布詳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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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北汽車展示空間分佈圖 

 
2.台中市中華賓士展示中心旗艦店 

位於台中市台灣大道上的中華賓士展示中心，地理位置較靠近市中心，當地具有代表性的

展示中心，漸漸往南下會發現空間中的變化，在機能性的娛樂空間如:圖書空間、咖啡吧等…可

能所占空間比例沒這麼高了，他們的空間長處轉向另一部分，在展示空間分得更加精緻，而且

展示的汽車數量也增多。如圖 9 所示，中華賓士以樓層的方式去區分汽車的價位、風格、以及

適合的族群，一樓到三樓所展示的順序為平價位轎車、中價位跑車級休旅車、高價位的 AMG 系

列，第四層為賓士旗下合作的 SMART 系列小型車款，展示的車款之外，他們會另外在展示型

態上設計出一些巧思，如在汽車有背板場景設計、改變高度與角度的墊高展示或者地板上的參

觀動線有絨布給賓客踩踏的感覺，「精緻化」的程度不限於機能上，賓士營造出逛車的動線上帶

人如上賓的感覺，透過這樣的形式就算沒有試乘、沒有過多業務的講解，也能讓你了解到賓士

的魅力，這是屬於動線方面的感官上的體驗。 

 

                            圖 9 台中汽車展示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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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雄汎德新生 5S 全功能展示暨服務中心 

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的 BMW 展示旗艦店，占地 4650 坪的建築面積，可謂全台最大面積的展

示空間，在展示空間中汽車的等級較沒有區分的那麼明顯，如圖 10 所示，轎、旅車放置在同一

樓層，甚至會交錯配置，會談空間會有 3 種接待型態，有隔間圍塑的封閉空間、有開放的等待

空間、在 2 樓跑車的交車空間之中利用影音系統去包覆空間，在娛樂性質的空間他們利用精品

販賣及咖啡吧去增加空間的豐富性，這也是屬於動線加上娛樂性空間方面的感官設計，讓顧客

能夠體驗到享受的服務體驗以及汽車上的認識。 

 

                          圖 10 高雄汽車展示空間分佈圖 

肆、結論 

台灣引入了國外複合式經營的理念後，商業空間上可以逐漸看見有轉型的狀態，北、中、

南的都市在發展上的程度也不同，人口密集的程度上影響著商業空間發展速度，如台北而言，

因為普遍發展速度快、交通便利、土地面積較小及人口密集程度最高的狀況下，其實在經營汽

車展示空間的尺度上有一定難度，外加結構體老舊的狀況存在，若要營造出與眾不同的空間體

驗或者經營方式特別去吸引人流進館參觀，「空間機能複合化」，也就是說展示汽車雖然是本質，

但是業者需要特別再置入另一種空間情境下去展示汽車，附屬的空間或機能所散發出來的氛圍

需要將展示空間的本質模糊化，使其濃厚的商業氣息減弱，在感官體驗上被提升，拉近「展示

汽車」與「生活經驗」，形成新的展示型態。 

對於中部、南部而言，相較於北部地廣人稀，同品牌的展示中心所設據點相距較遠以外，

空間上的大小大部分也都較北部來的寬廣。面積較大的緣故，使中、南部的居民用車的頻率也

會相對高出許多，在展示空間所交易汽車的數量較高，空間「複合化」也就比較沒那麼普及和

多樣。「參觀路線精緻化」成為他們在展示上的特點，會以不同的車種展現出不同的展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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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及背板設計，甚至在空間的裝修材上有所不同，每一台車都有屬於他們的展示空間，視

覺、及觸覺感上呈現出別於以往的展示型態。 

汽車展示間上的發展尚有很大的變化趨勢與可能性。以當代到未來的趨勢而言——1.空間

機能複合性:展示空間的容量及汽車數量會慢慢遞減，市場上空間漸漸會以「服務性」空間為

主，服務性質的空間和展示空間會逐漸配合在一起處於模糊的狀態、中介的型態，也就是說在

同一個空間中既享受服務又能欣賞到展示間的汽車，在感官上同時享受兩種空間帶來的感受。

2. 展示汽車的建築空間選擇彈性範圍會相對變大，甚至能舊建築上透過再利用的方式來重新

作為展示空間，讓汽車在舊空間中點綴出不一樣的空間感，吸引人流，提高空間使用效率。3. 
空間尺度縮減；未來在進行空間設計上，主打的不會是汽車的展示數量，而是服務空間的品

質，尺度的拿捏上漸漸會以人的活動性下去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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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音樂與建築，在過去的種種案例指出兩者之間具有著一定相關性，從表面形式到形而上

的象徵意義，它們之間的關係隨著設計者的意識有了千變萬化的可能性；然而，就筆者觀察—

臺灣當代建築空間設計只要與音樂為概念出發，大多數選擇將「樂譜直接貼覆」的設計操作手

法，但樂譜本身僅是記錄音樂符號的載體，並非表達音樂本質的真正意義。一般未具音樂相關

背景的設計者也無從在短時間內了解何謂音樂，又該如何以此為核心進行設計？故本研究透過

筆者對音樂知識的瞭解與相關專業文獻資料的整理，以音樂與建築之個別元素進行類比關聯歸

納，建構一套具音樂本質意義的建築設計操作架構，供設計者進行操作前有一個基底以便於之

後的發展。 

關鍵字：音樂構成、空間構成、設計方法、類比 

Abstract 

Music and architecture , in the pas various cases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 from the surface form to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with the designer ’s consciousness has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ing ; However , as far as the author 
observes — Taiwan's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space design as long as the concept of music , Most 
choose the design practice of  “ directly pasting the score ’’ . But the score itself is only a carrier for 
recording musical symbols , it is not the true meaning of expressing the essence of music . Designers 
who generally do not have a music - related background also have no way to know what music i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 and how to design with this as the core ? Therefore , this study through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 of music knowledge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 the author simul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usic and individual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s a se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peration structure with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music, so that the designer can 
have a foundation before opera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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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音樂，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著相當地位且息息相關，會因為目的的不同而產生各種旋律變

化應對來表達與目的相呼應的情緒，並喚起深層意識的感官想像連結，就如同法國作曲家阿希

爾-克洛德·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1862~1918)的曲子，能讓不懂分析音樂的人也可以因為

曲中的節奏安排、和聲的轉變等手法，達到聽起來與印象派的畫作有所關聯的想像感受，也就

是共感(Commotion)反應，使得聽眾可產生與之共鳴的情緒經驗感受。 

情緒可視為個體受到刺激，使生理、心理產生激動狀態的歷程，造成這些情緒感受最重

要的關鍵機制就是—體感認知 (Embodied Cognition)；一般而言，體感認知的學習自孩提時代就

開始了，在我們探索世界的過程中，透過身體經驗感知和心理概念建立來連結物理的世界，形

成了意象基模 (Image-Schema)以提供人類理解和推理所需的型態 ( 蔡振家，2015 )。而音樂引發

情緒反應的影響因素，由 Scherer 與 Zentner ( 2005 ) 的研究，提出具完備理論架構的四因素論，

指出個人經驗的情緒 (Experienced Emotion) 是由以下特徵因素所構成—音樂結構特徵 ( Structural 

Feature)、表演者特徵 ( Performance Feature)、聆聽者特徵 ( Listener Feature )、脈絡特徵 ( Context 

Feature )，四項特徵中皆包含各種細項特徵因素；研究中發現不同特徵彼此間具有一定的相關

性，且聆賞情緒的各項影響因素比重也不同。 

其中，脈絡特徵中的「場地」是指音樂聆賞活動的地點，如教堂、音樂廳、戶外廣場、

街道等不同地點，且聆賞場地材質不同的因素也會造成音樂聆賞情緒不同或改變；場地會因為

事件有所改變，而事件目的不同會影響音樂結構特徵，也因音樂結構特徵的不同因素使演奏者

及聆聽者的生、心理狀態有所改變。故本研究於“脈絡特徵”中場地(Location)因素部分為起

始，透過音樂與建築兩者類比關聯，探究個別元素及構成之間的交互關係， 

遵循歷史的線索可發現兩者似乎有所關聯。到了我們所生活的當代，隨著科技發展的日

新月異使人類文明往來變得方便，但也因為太過便利、頻繁讓這個時代處於一個極為快速且混

沌的狀態，使得音樂與建築的關係則更不知知從何著手，甚至膚淺地流於表面形式的轉化操

作，將兩者的“本質”拋在腦後盡情揮灑；故本研究試圖以筆者對音樂知識的瞭解與相關專業

文獻資料整理，進行音樂與建築關係的類比分析作為理論之基礎，並由認知心理學角度為研究

背景為前提，探討建築空間如何透過具有音樂本質意義之設計方法來達成空間認知心理與音樂

感受兩者一致的成效，以此提出音樂轉化建築之設計操作理論架構。 

貳、音樂與建築的關聯 

本研究透過相關專業文獻的整理歸納，分別說明音樂和建築的元素及構成並以類比的方

式解說音樂與建築之間性質和構成上的關聯性，藉由歸納得出兩者之共通關聯以提出設計理論

的基礎架構，將過去專家提出對音樂、建築兩者關係的看法，從而對本研究提出之架構進行概

念上的推演；最後，嘗試以該設計理論架構進行實際設計操作，證明本研究整理歸納之架構使

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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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性與構成性 

若要分析音樂與建築勢必得要進行整體上的類比分析，可從性質層面分為兩個方向來說

明、觀察。首先，音樂之於時間就類似建築之於空間，兩者皆有著「間隔」的概念(五十嵐太

郎、菅野裕子，2012)，且是屬於不可分離的、本質上的基礎；若時間從音樂中除去，抑或是空

間從建築中剝離，兩者皆無法成立，是以整體性邏輯而言的概念性。接著，經由音樂與建築元

素基本性質的歸納整理，分析二者個別元素間的構成的方式，探討元素間組合面向之構成性

(施廷澄，2017)。承如前述所說，兩者之概念性屬於不可撼動之事實，也是理論整體的基礎觀

念，故本研究專著於構成性之面向做說明，並解釋音樂與建築兩者的關聯性。 

二、元素與構成方式 

(一)音樂面向 

音樂雖作為抽象的聲響，但並非與現實世界毫無相干。它是透過模仿自然界中(特別是生

物)的各種運動形態構成；在各種身體運動形式裡尤其以步態(gait)與音樂間的關係特別密切，

是由行走或跑步產生的動覺，便成了人類認知音樂所需的基模(蔡振家，2015)。舉例來說，當

人們聽到緩慢的抒情曲與快節奏的舞曲時，可分別辨認平靜和激動的情緒感受，專家推測的原

因可能是樂曲本身節奏速度喚起了身體的感覺經驗，進而引發與之相對應的情緒反應；由此可

見，人們心理深層意識裡是存在著音樂的，且可以透過以往對生活周遭的經驗產生連結，使人

更加快速進入音樂中，接下來將進一步解明其構成的本質與方式。 

聲(Sound)，是由物體的振動產生出的結果，而有規則的振動稱為樂音(Tone)，不規則且僅

有音色的則稱為噪音 (Noise) (張錦鴻，1999)。樂音構成的基本性質可分別為以下四個項目 — 

音高(Pitch)、音強(Intensity)、音色(Quality)、時值(Duration)；由這些性質的不同組合所產生的音

樂三要素有：節奏(Rhythm)、和聲(Harmony)、曲調(Melody)，這三者雖然為各自獨立存在，但

彼此之間也相互依存、涵蓋著。 

節奏是由音強和時值所組成的，音的時值可藉強弱拍的特性來加深印象，一般而言最簡

單的方法就是用雙手來做數拍子練習，用身體的感知經驗建立節奏感，但光有節奏是無法成立

音樂的，所以需要加上和聲的搭配才得以使旋律構成進而產生音樂。和弦是三個以上的音按照

三度關係排列結合而成的(李重光，2008)；和聲則是由一連串的和弦形成。作曲者通常會利用

和聲的編排來襯托出旋律，而這類的和聲能改變樂曲的「調性」(Powell ，2016)，音樂便經由

以上元素一點一滴的構築，在作曲者精心安排下將聆賞者帶入音樂的世界中。 

(二)建築面向 

建築的空間是透過目的性地安排、規劃下組合而成，而空間的形成則是先由平面的計畫

和空間上下的串連所致，對應造型理論來講—可從點、線、面、體的面向來說明空間之成形。

Klee(1961)曾說「所有可見之形皆來自點......」，即便只有單一個點也足以構成 一個空間，其具

有聚集(抑或排斥)的意識存在；連續的點，也同於點的延伸，形成了 “線”的概念，開始有了

方向性；再來，若繼續將線以不同方向複製延伸，構成了“面”狀的形態。最後，將面以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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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向度發展，則有了“體”的狀態；藉這些元素幾何性質的組合形成了空間，即使僅改變其中

一項性質的形態，空間構成就會給人有不一樣的感受。簡單來說，建築空間是經由點線面幾何

性構成平面到立體之動線安排及整體空間機能串連的設計規劃，並在空間形體上加入材質，最

後透過光線進入空間中點綴而達成。 

綜合而言，所有複雜的事物皆可回歸於一個簡單的、基本的單元構成，唯透過創作/設計

者有意識地、縝密的邏輯思考，精心構築這些元素的系統、秩序，才能清楚明瞭地使他者進入

作品中感受。本研究經由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進行音樂與建築二者之基本元素及構成方式，透

過以上音樂與建築個別元素及構成資料的整理，將兩者自身性質(元素)與其相互構成關係分別

如圖 1、2 所示： 

                 

圖 1 音樂性質的關係圖(本研究整理)                   圖 2 建築空間性質的關係圖(本研究整理) 

三、類比關聯 

(一)音樂與建築類比關聯建構 

經由上述音樂與建築個別元素及構成的介紹後，接下來將進行本研究重點—音樂與建築

之類比關聯說明：從二者本體性質來看，空間構成之“點”相對應於音樂中“音高”，也就是

標示出位置的部分，而音高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在人的心中自然有了線的型態出現，最後由音強

來呼應空間的面與體，以其佔有空間的大小呈現“量感”。 

Ackerman(2007)於書中提及音樂學者蘇克康德(Victor Zuckerkandl)說道：「和弦，是如概念

般的事物，是讓人聆聽的概念，讓耳朵聽的概念，是聽得到的概念。顏色若要保持單獨的色彩

不混濁，必須各自佔有相鄰的空間，但音符則可以佔有相同的空間卻依然分開。」；這就是和

弦奧妙之處，既使在同一空間中仍可以“和諧”的方式存在著，與其說它的存在喚醒了音樂的

靈魂，倒不如說音樂是因和弦才有了靈魂，而在空間中最具代表的“靈魂”是“光”，故本文

在此將和弦與空間中的“光”做對應，係兩者皆為各自的靈魂所在。 

為使音樂本身可以讓人辨別，音色在此便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就如同空間中的物質

般，若空間僅有形體而不具物質終究也是“空”，再者，音樂與建築最大的共同特徵乃為物理

現象的呈示，也就是必須經由“物質”為媒介才得以被人所感知；所以，在音樂中的音色可以

讓人辨識其是由什麼樂器演奏的，而在空間裡則由物質的呈現，透過“靈魂”的照耀反映至人

的眼中使其得以被辨識。本研究將以上二者之類比關聯整理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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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音樂建築之類比關聯圖(本研究整理) 

(二)音樂與建築空間類比關聯推演 

本研究係將 Steven Holl 提出的看法以類比方式進行推演得出音樂建築空間是由 (A×B)×C 

形成，A、B、C 各自有相對應的性質，而它們之間的關係以乘號作為連結是因比起相加，相乘

具有將兩者性質加倍放大之功效；接著將針對於設計理論證明的部分進一步說明： 

過去 Steven Holl 曾提出對音樂與建築兩者關係的看法，如圖 5 所示：聲音必須由物質作

為媒介才得以使人感知，其二者之作用呼應第二章所述—音樂是建立在時間上而成的，就如同

建築之於空間，而空間則之於光，在空間與光的部分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經由物質與光的作用

產生的空間，另一種是具有物質的空間得經由光形成，兩者各有其支持的道理在；本研究以後

者理論為主，因為光是使人們得以感知的重要因素，且人是視覺性的動物，有八成的感知來自

視覺，若空間失去了光人們便無法辨識對空間的認知，僅能用其他感官慢慢摸索但仍無法看清

整體，故將 Steven Holl 提出的這個觀點稍作改變，讓光與聲、時間與空間各為同一性質的分

類。另外，本研究將 Steven Holl 對音樂與建築關係的看法經由整理後如圖 6 所示得出：光與聲

屬於物理性質的，需要有介質才得以呈現；時間與空間在概念上都具有一段「間隔」的狀態，

物質是呈現它們表情最直接明瞭的性質。當物質從光與聲、時間與空間中抽離，兩者頓時無從

表達各自的特點，存在成為了虛無，所以“物質”是呈現“存在”的重要根本。 

 

圖 5 Steven Holl 提出音樂與建築之關係圖               圖 6   推演過程圖(本研究整理) 

參、實證設計操作 

本文旨在—提供一種簡單明瞭的方式，給予無音樂基礎之學術及職業者一個基本概念架

構，盼能從操作中理解兩者之類比關係，並由此為出發延伸出更多設計方法的可能性；本章將

說明設計理論實際操作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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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化示範樂曲解說 

本研究以巴哈(J.S.Bach)的十二平均律 C 大調前奏曲(Prelude NO.1 in C Major,BWV 846)中前

四小節為設計理論實際操作之示範，因筆者本身專業並非專攻音樂僅以興趣為目的，故在進行

樂曲分析時無法同於音樂專業背景人士那般的精闢到位，再加上最終是回饋於無深入接觸過音

樂的設計者們使用，所以，在此僅以較為簡單的方式進行樂曲分析。 

巴哈的 C 大調前奏曲是以分解和弦的形式所構成(如圖 7)，從頭到尾都以連續的琶音滾動

來貫穿全曲，也就是說，樂曲從和聲的逐步進程中獲得了表達力，其最大的特色是在於—聆聽

時可清晰地聽到以根音為底，細小的旋律在背景中流動著，樂曲形式非常的單純但也使人印象

深刻；整體上，可以看得出前四小節是以 C 大調終止式帶動了音樂進行的基本型態(圖 8)，也

為了後面的發展做鋪陳。不過，就以這四個小節來說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型態，從 C 為主的和弦

作開頭，經過了下屬和弦及屬和弦之後，回歸至主 (C) 和弦做一小段的結束；故在空間呈現的

部分也會參照其本身曲式型態，以建立一個在心理上基本的音樂空間概念雛型。 

 

          圖 7  C 大調分解和弦示意圖                                        圖 8  和弦終止式進行圖 

二、理論操作 

(一)音樂建築空間轉化原則 

本研究經由前一章的資料整理歸納，試以將本文提出之設計理論架構實際進行音樂轉化

建築空間操作，由空間的三個向度對照於音樂的性質，透過類比的方式將兩者元素做對應以呈

現轉化後之型態。本研究在此說明其轉化的原則如下： 

x 軸對應時值，也是空間構成中線的部分，在視覺上橫向移動較符合一般大眾所認知時間

的進行/移動，故將此軸設定表示為音樂的時間性，而本文以樂曲自身的拍號為基準進行時間

軸上的分割。y 軸的部分則藉由五線譜本身顯示出音高的位置，在聽覺心理上會有遠近之感，

所以將中央 DO(C4)設為基準，往上是屬高音部分往下則反之。z 軸對應音強，從最小聲的

ppp(Pianissimo)到最大聲的 fff(Fortissimo)共八個階段，在聽覺的心理上具有大小的感覺；另外，

本研究將此感以空間元素之高低、寬窄表現，雖受於其它兩軸之限制，但空間高低和寬窄感受

在視覺上是非常強烈也可以非常迅速地感受到的。x、y、z 軸皆各自有與音樂相對應之任務，

軸向架構整體呈現如圖 9-1 所示。 

Mendelssohn(1809～1847)曾說過：「音樂並非抽象的，反而是因為它太過精確，才無法將

其翻譯成其他的音樂風格......」，音樂是經由一連串的物理現象形成，人們透過感知進而產生對

音樂的情緒反應，一切現象皆是精密的數字“和諧”所構築成的，音樂中的數字和諧及是“比

例”關係；在和弦的部分，是以其自身的比例作為數據之參考，例如：C 大調的三和弦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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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O)、E(MI)、G(SO)組成，從根音 C 出發與其它二者進行比例的計算，在此的計算是以各音

的振動頻率(HZ)為數值來源，計算後可得出 4：5：6 的數據，再依此數據由下而上建構出垂直

的變化如圖 9-2，選擇垂直向做變化是為了不破壞軸向架構整體型態而考量的；藉和弦之比例

關係形成的框架，在空間中可依使用需求做虛實體變化，以增加空間整體感受的趣味性。 

 

圖 9 實證示意圖 

(二)建築空間設計 

經由上述之音樂空間轉化原則講解後，以巴哈(J.S.Bach)的十二平均律 C 大調前奏曲前四

小節為示範進行操作，呈現效果如圖 9-4～6 所示：圖 9-4 係由上至下分別為：將個別小節中轉

化為實體並以垂直向度堆疊構築的方式，圖 9-5、6 皆是以虛體 (開口) 呈現，隨空間需求的不

同其開口方式也會有所差異；除了以上三種示範之外，亦可將概念轉化於地坪、傢俱、景觀之

中，在其用途廣泛之於也必須時刻注意是否偏離音樂本質意義，畢竟是以音樂為核心進行的設

計操作。 

透過本研究提出之設計理論架構所建立出的空間，其本身並非只有形式上的共通性質呈

現，空間高低、牆體厚薄、開口方式等皆是由精確的數字所構成，而空間內也因為有了“光”

參與形成無聲的演奏，就如同 Corbusier 與 Xenakis 合作設計「Sainte Marie de  La Tourette」中的

「波動窗框系統 (Undulating Glass Panes)」，在光影的變化下寧靜地演奏著音樂，它是屬於視覺

上的音樂感受。除此之外，這些開口因和弦而有了變化，內部空間的聲響在外界環境聲音影響

下自然有了變化，由小到大或由大至小的聲音在不同時間下都只存在於那一剎那間，處在這自

然的音樂空間中，每分每秒都是獨一無二的。 

在設計中配合自然的方式並不需要刻意，其所需的是設計者對“環境”的觀察，是綜合

設計概念與空間需求而調整形成的，“自然”除了是一種形式操作手法外，亦是空間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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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故在進行設計時應納入考量。以上各種設計手段最終目的是為了使建築空間構成在知覺心

理上的音樂性，達到身在其中即使沒有音樂仍可以感受建築空間演奏的樂曲，如 Peter Zumthor 

所說：「建築藝術的品質—當它達到自我，彼此結合一致時，它便處於最美的狀態。這時候一

切都相互照應著......」。 

肆、結論 

本研究中所示範的基本操作方式，僅以建立“初步”音樂空間轉化之雛形，此並非“已

完成”的設計，且單位元素關係建構並非只有圖中示範的方式，須以樂曲本身整體為主進行細

節上的調整，仍有保留更多設計變化的空間可能性，是作為整體設計之基底以別於現行表面形

式的音樂建築設計，是具有真正音樂性質、意義之設計轉化的理論架構，期未來使用本研究提

出之理論架構的設計者們能從中了解其基本性質意義，並以此為基礎以增加設計意義之深度，

設計出別於以往表面形式操作之音樂建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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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色彩意象之配色搜尋研究 

Color image-based color combination 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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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色彩是我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不同的色彩帶給使用者有不同的感受，例如:較深的

色彩給人穩重的感覺，較淺的色彩則有輕快的感覺，色彩的搭配時常依照個人的情緒、喜好以

及形容詞語彙，進行搭配，而人類的情感是很多元的，現有的研究，大部分都只考量到一種語

彙，進行配色，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系統的運算，計算出多種語彙的配色，並且考量到配色面

積，以及色彩數量的配色情況，發展出新的配色。本研究將參考日本設計師-南雲治嘉之色彩語

彙-浪漫的、熱鬧的，進行運算，根據不同的面積及不同的色彩語彙之色彩混合出新的色彩，最

後將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44)之色彩調和理論，選出最符合的色彩搭配為：主色(6RP/5.5/10.5)
及次要色彩(5Y/8.5/7.5、5Y/8.5/7.5)混合之色彩(8YR/7/9、2GY/7/8)，在美度計算上分數最高。 

關鍵字：色彩調和、色彩意象、色彩配色 

 

Abstract 

Color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our lives. Different colors give users different feelings. For example, 
darker colors give people a sense of stability, and lighter colors have a brisk feeling. The color matching 
is often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The emotions, preferences, and adjectives of human beings are 
collocated. Human emotions are multi-variable.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ly consider one 
vocabulary for color matching.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hopes to calculate multiple vocabularies through 
systematic calculations Color matching, and considering the color matching area,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colors, develop a new color matching. This research will refer to the color vocabulary of the Japanese 
designer-Nanun Jijia-romantic and lively, and calculate new colors based on the colors of different areas 
and different color vocabularies. Finally, it will be based on Moon and Spencer (1944) According to the 
color harmony theory,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color combination.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experiment 
that the main color (6RP/5.5/10.5) and the secondary color (5Y/8.5/7.5, 5Y/8.5/7.5) are mixed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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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YR/ 7/9, 2GY/7/8), the highest score in Mido calculations. 

Keywords: Color harmony, color image, color matching 

 

壹、緒論 

色彩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到處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色彩無所不在，並已成為眾人生

活中很重要的部分。隨著時代不斷的進步，產品不斷的推陳出新，在購買產品時，往往第一眼

映入眼簾的都是產品的色彩，其次才是產品的外型，色彩會左右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郭令威，

2007)，因此產品是否擁有合適的配色已成為設計師必須考量的重要問題。 

目前的色彩研究有很多，如 Goethe (1810)、Itten(1961)、Chevreul(1839)、Munsell(1969)、
Moon and Spencer(1944)，色彩及形容詞語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大部分的色彩配色都會根據

形容詞語彙，來找尋出最適合的配色，但是人們的感覺，往往不只一種，而不同的形容詞語彙

建議的色彩也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希望研究出一套系統，能滿足多種的語彙，並且考量到不

同色彩的配色狀況，發展出更多的色彩搭配可能性，幫助設計師，找到更貼近理想的感覺之配

色組合，並將這些配色融入到生活中。 

本研究將參考日本設計師-南雲治嘉之色彩語彙及相對應的色彩，進行色彩搭配或重新混色，

不同的形容詞語彙所建議的配色也不同，本研究希望不只針對單一語彙，而是多種語彙找尋適

當的配色，並且根據不同的色彩面積，計算出更合適的新顏色，發展更多的色彩搭配，最後再

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44)的色彩調和理論，計算出色彩美度，找到最合適的顏色搭配組合。 

本研究的架構分成四單元，以下說明單元內容。第一單元為緒論，對於本研究的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做一些詳細的陳述及說明。第二單元為文獻探討，主要探討南雲治嘉之

色彩語彙及建議配色以及Moon and Spencer(1944)之色彩美度計算。第三單元為研究方法與步驟，

詳細說明如何運用南雲治嘉之色彩語彙以及配色建議，透過計算將不同語彙，以及不同色彩面

積之色彩混色，最後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44)之色彩調和理論找尋出最適合的配色，並將其

結果應用在產品上。第四單元為結果與討論，將第三單元之運算資料進行分析並獲得研究成果。 

貳、文獻探討 

    本節色彩樣本資料庫參考南雲治嘉的著作，並以 Moon and Spencer(1944)色彩調和

理論計算色彩美度，找出最合適的產品配色。 

一、南雲治嘉之色彩語彙配色 

為了將意境更明確地呈現，南雲治嘉將其以新、舊、強、弱分為四大部分如圖 1 縱軸代表

時間，也是明度的表現，越往上明度越高，能增加現代感覺，反之則明度越低，表現老舊的感

覺。橫軸是力度的表現，越往左越有活力，彩度較高，反之往右則彩度越低。符合浪漫色彩語義

之色彩樣本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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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南雲治嘉色彩意象圖(南雲治嘉，2014) 

表 1浪漫色彩語義之色彩(南雲治嘉，2014) 

色彩 

        

RGB 247-197-200 248-197-184 237-157-173 209-107-144 253-214-179 250-193-134 255-246-199 255-234-154 

Munsell 4R/8/3.5 10R/8/3.5 6RP/6.5/7.5 6RP/5.5/10.5 8YR/8.5/105 8YR/8/8 5Y/9/3 5Y/8.5/7.5 

色彩 

        

RGB 240-241-198 198-218-135 150-200-172 64-164-113 0-157-165 226-191-212 209-201-233 98-98-159 

Munsell 3GY/8.5/3 3GY/8/7 3G/7.5/6 3G/6.5/9 5BG/6/8.5 6RP/8/3 7P/7.5/3 9PB/5/10 

二、Moon and Spencer 色彩調和理論 

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44)的研究，將色彩調和分為相同性調和、相似性調和及對比調和

色相角度差異的分類如圖 2 明度及彩度的差異分類如圖 3，他們認為對比性調和是最調和的方

式，色彩的面積平衡也是構成秩序的元素之一。Moon and Spencer 利用 Munsell 色彩系統為實驗

樣本，嘗試以數學計算方式建構色彩調和理論 Moon and Spencer(1944)公式如式 1，M 為美感指

數,O 為秩序要素,C 為複雜要素。M 所得大於 0.5，則屬於色彩調和之配色(楊晉安，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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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色相角度差異的分類(Moon and Spencer,1944) 

 

圖 3 明度及彩度的差異分類(Moon and Spencer,1944) 

M =
𝑂

𝐶
=

面積比例×(色相差的秩序得點+明度差的秩序得點+彩度差的秩序得點)

色彩數+有色差的組合數+有明度差的組合數+有彩度的組合數
   (式 1) 

在色彩美度的計算中，秩序要素和面積比例有關，而色相差、明度差及彩度差的秩序得點

根據表 2、表 3 得到秩序得點得分。Moon and Spencer(1944)將色相環以角度區分: 

（一）相同色相與所選色彩色相極為相近，涵蓋角度約 5∘左右對應表 2， 0~1j.n.d。 

（二）相似色相為兩色差介於±25∘~ ±43∘間對應表 2 ，7~12。 

（三）對比色相定義為兩色差大於±100∘對應表 2，28~50。 

（四）第一曖昧色定義為兩色差介於±25∘~ ±43∘對應表 2，1~7。 

（五）第二曖昧色定義為兩色差介於±43∘~ ±100∘對應表 2，12~28。 

表 2色彩變化指數範圍(Moon and Spencer,1944) 

 相同性 第一曖昧配色 相似性 第二曖昧色 對比性 眩光 

色相變化 0~1 j.n.d 1 j.n.d~7 7~12 12~28 28~50  

明度變化 0~0.05 j.n.d 0.05 j.n.d~0.5 0.5~1.5 1.5~2.5 2.5~10 >10 

彩度變化 0~1 j.n.d 1 j.n.d~3 3~5 5~7 >7 - 

註: j.n.d(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指 Munsell 色彩系統中能夠識別二種顏色刺激的最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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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色彩三屬性的秩序得點(Moon and Spencer,1944) 

 相同性 第一曖昧配色 相似性 第二曖昧色 對比性 眩光 

色相美感 +1.5 0 +1.1 +0.65 +1.7  

明度美感 -1.3 -0.1 0.7 -0.20 3.7 -2.0 

彩度美感 +0.8 0 0.1 0 0.4  

灰色 +0.1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色彩樣本參考南雲治嘉之色彩意象及色彩建議進行實驗，將兩種不同的色彩語彙根

據不同的色彩面積，經過計算後，獲得新的色彩，並且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44)之色彩調和

理論計算色彩美度，並進行排名，挑選出每度最高之配色應用於產品上，以下為詳細步驟說明，

及研究流程圖如圖 4: 

選擇一個目標產品作為主題，並構建其 3D 模型以進行調查 

 

選擇色彩數量 

 

選擇主要色彩語彙及主要色彩 

 

選擇次要色彩語彙及次要色彩 

 

根據面積比例及色彩語彙比例找尋適合之配色 

 

計算符合面積、色彩語彙之新比例 

 

根據新的比例找尋出新的色彩 

 

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94)的研究計算出色彩美度 

 

進行產品配色 

圖 4 研究步驟流程圖 

一、研究步驟說明 

(一)選擇一個目標產品作為主題，並構建其 3D 模型以進行調查 

檯燈為家中常見的產品之一，因此本研究選擇以檯燈做為示範案例。將產品分為三個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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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配色如圖 5，配色 I，包括燈罩及上層底座零件 A，配色 II，包括軟管及按鈕零件 B，燈罩

蓋子及下層底座零件 C。並計算三項零件之表面積，分別為:零件 A :151.18mm²，零件 B:49.95mm
²，零件 C 48.18mm²。 

 

圖 5 檯燈部件圖 

(二)選擇色彩數量 

市面上現有的產品大部分為 2 種配色，因此選擇色彩 2 種配色做為研究。 

(三)選擇色彩語彙及主要色彩 

參考南雲治嘉之色彩語彙及色彩選擇主要色彩，所選主色為表面積最大之範圍-零件 A(如圖

4)，以色彩意象浪漫的如表 1 為範例，所選符合浪漫之色彩為 Munsll:6RP/5.5/10.5 主色。 

(四) 選擇次要語彙及次要配色 

參考南雲治嘉之色彩語彙及色彩選擇次要色彩，所選主色為表面積最大之範圍-零件 B 及零

件 C 如圖 5，色彩意象為熱鬧的如表 4，符合色彩共 12 個，其中有一色彩為重複主色之色彩，

因此不納入計算。 

表 4熱鬧色彩語義之色彩(南雲治嘉，2014) 

色彩 

      

RGB 197-0-63 217-83-10 236-152-0 255-223-0 119-182-10 0-137-85 

Munsell 4R/4.5/14 10R/5.5/14 8YR/7/13.5 5Y/8/13 3GY/7/12 3G/5.5/11 

色彩 

      

RGB 154-0-88 64-164-113 209-107-10 233-133-135 255-234-154 150-200-172 

Munsell 6RP/4/12.5 3G/6.5/9 6RP/5.5/10.5 4R/7/8 5Y/8.5/7.5 3G/7.5/6 

(五)根據面積比例及色彩語彙比例找尋適合之配色 

根據步驟(一)得知表面積為零件 A :151.18mm²，零件 B:49.95mm²，零件 C :48.18mm²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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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中 A 為主色，B、C 為次要色彩，計算出其表面積比例為 151:97，而所選色彩語彙比例為

7:3(浪漫:熱鬧)。 

(六) 計算符合面積、色彩語彙之新比例 

根據面積及色彩語彙比例計算出新的色彩語彙比例為 33:67(浪漫:熱鬧)，計算過程如式 2，

其中 100 為浪漫語彙 100%，X 為熱鬧語彙的程度比例。 

 

 

(七) 根據新的比例找尋出新的色彩 

根據新的比例 33:67(浪漫:熱鬧)，將其 Munsell 之色相、明度及彩度，透過內插法計算出新

的配色如下表 5: 

表 5 33%浪漫+67%熱鬧之混色結果 

色彩 

      

RGB 205-75-107 208-76-80 233-111-65 253-146-60 204-132-37 167-130-58 

Munsell 10RP/5/12 5R/5/12 10R/6/12 4YR/7/12 9YR/6/12 4Y/5.5/11 

色彩 

     

 

RGB 199-78-128 4-169-103 215-119-123 227-160-76 173-180-66  

Munsell 6RP/5/12 3G/6 /10 3R/6/9 8YR/7/9 2GY/7/8  

(八) 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44)的研究計算出色彩美度 

將主色 6RP/5.5/10.5 以及 11 種混色結果根據 Moon and Spencer(1944)色彩美度計算如式 1，

計算出主色及配色之色彩美度如表 6。 

(九) 進行產品配色 

    將計算後之色彩美度進行排名，再將最高分之配色融入於產品之中如圖 6。 

 

 

 

100*151:X*97=7:3 
X=66.7≒67 

(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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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主色及配色之色彩美度 

色彩 Munsell 色彩美度 排名 色彩 Munsell 色彩美度 排名 

 6RP/5.5/10.5 

10RP/5/12 

0.41 5 
 6RP/5.5/10.5 

6RP/5/12 

0.41 5 

 6RP/5.5/10.5 

5R/5/12 
0.39 7 

 6RP/5.5/10.5 

3G/6/10 
0.60 3 

 6RP/5.5/10.5 

10R/6/12 
0.25 9 

 6RP/5.5/10.5 

3R/6/9 
0.56 4 

 6RP/5.5/10.5 

4YR/7/12 
0.82 2 

 6RP/5.5/10.5 

8YR/7/9 
0.97 1* 

 6RP/5.5/10.5 

9YR/6/12 
0.25 9 

 6RP/5.5/10.5 

2GY/7/8 
0.97 1* 

 6RP/5.5/10.5 

4Y/5.5/11 
0.26 8 

  

  

 

     圖 6 色彩美度最高之配色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實驗中可以看出，主色(6RP/5.5/10.5)及次要色彩(5Y/8.5/7.5、5Y/8.5/7.5)混合之色彩(8YR/7/9、
2GY/7/8)，在美度計算上分數最高。本研究經由計算，將兩種色彩語彙之色彩重新混合創造出新

的色彩，提供給設計師更多元的選擇，在未來希望能夠發展更多不同的色彩語彙之結合配色，

以及運用在更多的產品上，幫助設計師有更多元、更貼近產品的色彩計劃。 

 

 

 

 

 

 

 

Munsell: 

6RP/5.5/10.5 

8YR/7/9 

色彩美度: 

0.97 

 

Munsell: 

6RP/5.5/10.5 

2GY/7/8 

色彩美度: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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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在景觀設計教學中的啟示與實踐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e of Lao Zi's Thought Follow Nature's Course in
Landscape Design Teaching

周韋緯*a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研究生

a通訊作者：zhouweiwei137057@gmail.com

摘要

老子「道法自然」思想提出了「教以为道」的教育目的和以「愚」为核心的教學方針，以

「無為」、「學不學」、「不言之教」三條具體途徑輔以教學實踐，「道法自然」思想中所蕴含的独

特教育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從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來理解和詮釋其智慧之

言，简要說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要旨、學習原理和教學方法，並藉由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

院 106學年和 107學年環藝專業大三學生為樣本進行實驗教學，在挖掘老子「道法自然」思想

中的「自然」基因的基礎上，融老子思想文化於景觀設計專業課程，以道法「自然」之無為而

無不為的方法達到課程教學的目的。本課程已取得一定的教學成效，並獲得了校內外有關人士

的多方面的肯定，課程的教學方法及教學流程可為高校藝術設計類相關課程教學提供借鑒。

關鍵字：老子、道法自然、不言之教、教學模式

Abstract

Lao Zi's thought Follow Nature's Course, with its unique thinking and perspective, puts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teaching being for knowing truth and naturalistic educational view. His
Follow Nature's Course focuses on achieving educational purposes, emphasis on Fool as the core of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then three specific ways of Doing Nothing, Taking not Learning as the
Direction of Learning, Teaching without Words and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methods were come up
with. The unique educational concept contained in Lao Zi's thought Follow Nature's Course is still
worth learning from today. This paper trie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Lao Zi's wisdom from his
Follow Nature's Course, briefly explains the essence, learning principle and teaching method of Lao
Zi's thought Follow Nature's Course. The paper also takes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the Landscape
Design 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major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excav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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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s Course in Lao Zi's thought Follow Nature's Course, through the course teaching design, topic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o integrate Lao Zi's thought and culture into the
courses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teaching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oing Nothing and Everything being Done of the Follow Nature's Course.

Keywords: Lao Zi, Follow Nature's Course, Teaching without Words, Model of Teaching

壹、前言

「道」是中国古代道家哲学思想，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它用来阐释世界的本体、本原、

规律和原理。道家宗師老子有句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了人是

自然的產物，人類從事的景观设计活動應該尊重自然規律和法則，這與美國著名景觀設計師麥

克哈格(1an．LMcHarg，1920-2001）提出的「設計遵從自然」是相吻合的。回歸「道」的本源

以超越禮教規範的桎梏，展現自由純樸的生命理境。老子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告知世人，

有限的知識無法表達無限的自然，其主張的學習原理及教學方法與「道法自然」的思想要旨是

一脈相承的，雖歷經千年，但對現代教育仍具有借鑒作用。本文以環境藝術设计專業《景觀設

計》课程的教育实践为例，將老子「道法自然」思想融入專業課程教學，以無為而無不為的方

法激發學生思考和探索，找回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從而達到課程教學的目的。

貳、道家緣起與老子「自然之自然」

老子思想淵源可追溯到自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文明（三代之前）即「彩陶時代」，而儒家思

想屬「人文規劃之自然」，可追溯到「黑陶時代」，相比之下，道家思想更為久遠，更接近「自

然之自然」，史作檉（2014）指出：「道法自然」思想中的「道」是拿來說「自然」的方式，是

一個人為的「說明項」而非「存在項」，是因人而有之物，是一「名」，其意指「自然」是「道」

的實體，是「存在項」，無法盡知盡表的，「自然」在自然之外，無可言表，只能靠感覺、經驗

或一種存在之事實。任何形式、文字、概念或方法只能原則性地令人思考，並無徹底而完整的

有效性，方法背後，要引起人的警覺、判斷和想象力要依靠人的造化。西方的哲學家有相似之

說，「康德說過：本體可知，但不知其究解。胡塞爾也說：對於自然而言，我們應該先將我們既

有的知識予以懸擱，並讓它自己“呈現”出來」。因此通常人們認為的「自然」並非老子所說的

「自然之自然」。老子在於尋求「自然」之根本，不是强调对方法精確性表達之“自然智慧”的

尋求，而是對自然之自體性的尋求。

叁、老子「道法自然」的教育思想

一、「道法自然」的思想要旨

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說：「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說的「道」是先天地而生的自然本體，是宇宙萬物之所自出，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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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狀，無可盡表。「道法自然」可以理解為「道」的最高原理與準則即「自然」，人是「自然」

的產物，要遵循「自然」規律。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

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這

句話的內涵就是提醒人們要以“無名”之方法“盡”而后必“返”（返回自然本身），「通過有

名之盡回到無名之自然自體，才能以人本身之自圓之方式，從逝，遠，反徹底而達成人與自然

同一（天人合一）」（史作檉，2014）。

《道德經》上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指出了老子主張一切為人處世，

均應效法「自然」的「無為」，不違反人的本性，不以形式制約。

二、「道法自然」教育理想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知之愈豐，自然愈減」出自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三章，表明了

各種法度、規範、文字、教條、禮樂、善惡、美醜、高下、忠孝、結義等等都是因人而有之世

俗環境中誕生之形式化產物，並非出自自然本體。「道法自然」教育理想反映了老子反對「有為」

教學，認為教學不應該遵循形式化的制約，應該遵循自然規律，尊重每個學生個性的發展，「有

為」的造作和強求只會導致學生失去自然的個性。教師應順應「自然」的教學法則，不要对學

生橫加干涉和施加壓力以突顯自己的絕對權威，應該透過克己自修的身體力行感染學生，以「無

為」的方式自然達成教書育人，最終方能達到如「嬰兒」般返璞歸真的自然生命狀態。

三、「道法自然」學習原理

老子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即是道，「道」恆常不變，能洞徹了

悟萬物永恆不變的本性——「道」，便可以達到「明」——名的境界，則「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便可知天地萬物。從中可以看出老子提倡教以為道，棄智而求「明」，教学应该摒棄追求外在的

堆砌的知識，而著重內在本心的明智。反觀當前的教育，教師一味灌輸書本上的知識，學生為

了拿高分，只知道死記硬背、生搬硬套，導致這些堆砌的知識最終成為「可道可名」的知識，

不能在學生的心靈中生根發芽，成為「無活力」的知識。黃信二（1999）提到：「無活力的概念

即<學記篇>所云：「記問之學」，教育知識學識的堆砌，學習者本身欠缺對知識的好奇與探索之

心。教育的終極方向，應朝向“使人之所以能為人者”的基礎而努力，開縣人性中的自由與精

神，使潛力獲得開發，藉著創新地活動，人的精神因此而上升至完美的境界。理想的教育「應

當是造就既有文化，又有某個特殊方面的專才的人，他們的專門知識，將給人們安身及起步的

基礎；而他們的文化，將引導他們的生活如哲學般地深邃、如藝術般地高雅」（孫希旦，1989）。

四、「道法自然」教學方法

如果一味地只知道死讀書而不知道思考、判断和内化，不知道溫故知新，會讓人失去其自

然原創的存在能力，迷失在知識的海洋裡而失去方向，甚至達至柏拉圖所說的「不正義的最高

境界」（柏拉圖，1986）。因而人只有棄智而求「明」，求「道」，而非日益以進其學，內心既「明」，

又能知「名」的本始及其作用，用心掌握外在的知識，自可遠離謬失。老子主張為學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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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求道而非求知，進而提出「無為」、「不言之教」、「學不學」三條具體途徑。

（一）、「無為」

《道德經》第四十七章講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指的是「不言」的教化，

「無為」的好處，天下萬物沒有什麼比得上。其基本精神在於反對人事的有為，只要順應自然的

無為，便能無為而無不為（李美燕，2000）。史作檉（2014）提到：「人要經歷各式各樣極其艱

困之體驗、考驗、鍛煉、經歷甚至學習、理論、靈感、原創、判斷等方面有所真實的體會，才

能達到自然與人的統合（天人合一）」。「有為」的教學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很可能成為一個樣板

化、形式化的模子，「無為」之教讓學生從思考和反省中得出自己的領悟，體認出生命自然真實

的本質，呈現出活潑清明的人生智慧，這才是最好的教育。史作檉認為：「任何方式之唯一、絕

對、強制之論都是將人的自然而自由的心懷予以徹底關閉，並成為文明的奴役者，則非人類之

福也」。教師的「無為」是相對於「有为」的教化提出的對治之道，是排除强制的作為和做法，

從學生的自然本性和個體特點出發，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促其成長，讓學生自然而然

地接受教育，發揮內在潛能，從而實現《道德經》第 47章中的「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

成」的思想，這才是符合「道」的教育，才是「自然」的教育。

（二）、不言之教

「語言在開顯的同時也帶來遮蔽，人間的任何語言、文字、概念都是有限的，對於所有真

實的存在，隱微的、美妙的、高貴的、動人的，你會發覺你的語言、文字、概念都沒有辦法做

充足的傳達」（王邦雄，2011）。「道」必須要自己體悟的，是無法用言語無全然而然地表達出所

指之全部意義或內涵的，正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采用「不言之教」，

教導學生在面對工具性社會之前，不要被語言所操控，人云亦云，要勤于專研、善于思考，這

樣才不會被語言和文字工具所禁錮。

（三）、學不學

老子強調「學不學，使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仍是本於其自然無為的基

本態度。由於老子主張棄智求明，故而不重視多知而異於人，反而要求無知而同於人；所以老

子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以示其同於人而不異於人，即「復眾人之所過」。同時，這也

暗示了，在師生關係方面，老子提倡師生平等，老師不高貴自身，不以學生為資籍，不過度表

現自己的學識讓學生覺得高不可攀，打擊到學生的信心，而是要幫助學生建立信心，引導他走

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綜上，老子「道法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是通過「無為」之教引導學生追求「常道常名」、通

過「不言之教」超越僵化痼弊的教學形式，通過「學不學」達到師生和諧互動、相互照看，最

終達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的教育效果。

肆、景觀設計課程的教學特點與「道法自然」思想共融

景觀設計涉及了藝術學、建築學、環境學、人類學、心理學、生態學等眾多學科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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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門融理性與感性為一體的學科，筆者從教于高校藝術院系的環境藝術設計專業，目前景觀

設計課程教學存在一定的問題，知識量大而課時較少，課程僅為十周，每週兩天（每天 6-8節
課），師生較容易產生疲乏，體力和腦力都受限，因此必須針對學生特質和課程的特點，通过「道

法自然」的哲学思想的指引，有針對性地進行教學，重點在於引導學生尋找問題與自身切身的

關係，通過引導和學習去消化和輸出，並將實踐操作與設計流程可視化、具體化呈現，進而得

到學習的成就感和滿足感，真正喚起學生學習動機。

一、研究步驟與方法

文獻分析：採集相關教學理論，特別是老子自然主义教育教學方面的理論。

建構研究工具：教學設計與實施（課程矩陣、題庫）。

教學實驗與質性觀察：進行兩個學期的問題導向教學，其間配合質性觀察。

二、研究工具之建立

（一）、景觀設計課程教學設計

本著「教以為道」的教育目的，依據老子「道法自然」教育思想，依據「無為」、「學不學」、

「不言之教」三條具體途徑貫穿整個教學過程，將課程教學分為（課前作業、準備度確認、知

識應用）三个教学階段，整理架構如表 1;

表 1 研究設計架構圖

課前：確定議題、資料收集、文獻整理、擬定教學策略、基礎知識教學、學習效果前測

↓

課中：

實施途徑 教學內容 作業內容

「無為」之教——引導學生追求「常道常名」 擬定問題 學生採集資訊、分組討論

「不言之教」——引導學生棄智而求「明」
實施&製作 規劃行動方案、任務分派

設計&操作 分組、討論及總結

「學不學」——師生和諧互動、相互照看
過程性評價 反思，溫故知新

競賽&展覽 反思，溫故知新

↓

課後：網路上傳作业、學習效果後測、教學反思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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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涵矩陣界定

在課程教學方面，對章節的知識結構進行整理，分析核心知識點與教學內涵，教學注重發

揮學生建構知識和深入學研的能力。以《庭院景觀設計》這一章節為例，課程內涵矩陣採用系

統編碼之方式整理如表 2：

表 2 核心概念與知識內涵對照表（局部）

庭院景觀空間設計

系統編碼 核心概念 知識內涵

3.1.1 庭院景觀設計風格類型 庭院種類、特點、造園思想及設計原則、代表作品

3.1.2 庭院景觀設計構成要素 道路、水體、植物、小品的基本形式、種類及使用原則

3.1.3 空間營造 限定空間的方式、空間關係、人性尺度、空間的處理手法

3.1.4 案例分析 別墅庭院專題、新農村景觀設計專題

3.1.5 設計表現 手繪及電腦繪圖表現的方法即步驟

擬定的問題與核心概念對照表（局部）

問題點 對應編碼

日式風格私家庭院景觀改造設計 （3.1.1）（3.1.2）（3.1.5）

中國地域特色主題庭院景觀設計

寧波江北區 6個庭院改造實際項目

（3.1.2）（3.1.3）（3.1.4）（3.1.5）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三）、課程預習情況前測及學習情況前測及後測

通過寧波大學網絡平台進行課程學習前後進行測試，教師在系統中設置限時答題功能、輸

入問題，分為學生個人作答及小組團隊作答，系統自動評判和數據分析。教師可以實時了解學

生對知識點的掌握情況，對於錯誤答題的學生及小組重點關注，課堂面授時給予針對性地講解。

（四）、課程活動安排及教學實施

課前，教師通過拋出問題，引導學生學習，刺激學生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課中，教師通過

「不言之教」引導學生圍繞問題和問題發生的環境學習相關技能和知識，學生在尋找解決問題

的方案的過程中積累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沒有固定的方法或答案，學生必須在教師的啟發下

通過獨立的思索得出相應的結論。問題貫穿整個學習過程，學生藉由問題而引發學習動機，透

過觀察和思考看到看到概念之間的聯繫，促進對知識的理解和運用，最終體會到學習的過程包

含了無限可能，這個教學過程中，教師通過「無為」「學不學」和「不言之教」之教引導學生追

求「常道常名」。整個學習過程中，學生的精神面貌、行為處事、進步情況以及作業的表達都得

以充分展現，發揮了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體現了學習態度與價值觀的升華，學生是學習的主

人，學生成長與蛻變帶來的成就感是無以言表的，這其實也是老子「自然」精神的體現。單一

循環教學課程活動安排及教學實施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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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道法自然」的教學課程活動安排及教學實施分析表

觀點 通過「無為」之教引導學生追求「常道常名」；通過「不言之教」引導學生

摒棄外在知識的堆砌，棄智而求「明」；通過「學不學」達到師生和諧互動、

相互照看，最終達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的教育效果。

專題：「自然」主

題庭園設計

研讀和挖掘地域特色和傳統文化內涵，挖掘「自然」基因：

日式庭園：實際項目（藕池別墅庭園改造項目）

中式庭園：實際項目（新農村庭院改造設計）棄智而求「明」

學習途徑及方式 途徑：無為、學不學、不言之教

方式：課前學生自主學習、課堂師生交流分享研究成果

教學情境 教師創設問題情境，有重點地教學，引導學生操作與實踐

資訊採集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資訊採集與分析

學生角色 主動學習、研究者——追求「常道常名」

課前：學生採集、整理資訊——預習效果前測

課中：分組討論——報告 1——規劃行動方案——任務分派——確定方向—

—討論及總結、報告新發現——設計實戰、成果匯報、報告 2

課後：學習效果後測——反思——拓展閱讀、溫故知新

教師角色 引導、督促、喚醒和啟發學生、上傳資料（文獻、視頻、課件、學習網站等）

評量方式 學生自評、學生互評、教師評價、社會評價

學習後測 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數字化網絡教學平台http://study.nbu.edu.cn/portal
總結 以學生「學」為中心，先體驗、後總結、師生平等、學生學習動機強

進行下一輪學習循環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五）、分階段構建過程性課程評量

課程成績由學習評價和個人檔案袋評價兩部分構成。其中小組評價佔總成績的 60%，包括

學生出勤、態度、發言、合作交流的情況，並將學生自評、互評、教師評價、企業評價、社會

評價相結合。個人檔案袋評價主要評價學生知識水平、學習活動參與度和課後反思情況，教師

根據課程評價情況，得出教學反思。對學生學習過程和學習效果進行全面、客觀的評價，使評

價真正起到引導學生的知識、能力、素質協同提高的作用，有助於促進課程教學的良性循環。

伍、「道法自然」思想指引下的景觀設計課程教學設計與課題實踐

在《景觀設計》課程中融入「道法自然」的思想不但要求學生要遵循自然法則，而且要求

教師能夠在課程教學中載入「自然」基因及其價值範式，通過「不言之教」，充分激發學生自主

探究，在潛移默化中融入深層的精神指引。 Karl Jasper（1983）指出：「吾人以為不論是人文學

科或自然學科的學生都應受普通古典文化中人文的訓練，因為「人文的教育是人最深刻的內涵，

以最正確、最純粹的形式帶給青年」。教師在課程中的情境問題設計、案例體驗和教學作業成果

表現等方面以「自然」為主題，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傳統庭園設計本身具有深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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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涵和「自然」底蘊，在設計創作時探究和挖掘中國傳統造園文化，思考庭園景觀形成的背

景以及影響，也是對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承。讓學生在調研、方案製作以及成果展現等教學環節

中均有「自然」的內容蘊含，這就要求學生大量研讀並充分了解老子的思想內涵，從老子思想

的角度，理論聯繫實際，分析中國傳統思想在景觀設計中的影響力，用創藝的形式語言進行詮

釋和表現「自然」。（這一過程其實是學生對老子「自然」思想的歸納總結的過程）。傳統文化和

「自然」底蘊的植入，對於學生是一種教育，對教師而言，也是一種成長，師生在這樣「自然」

的教學氛圍內，設計出來的作品本身就會蘊含積極的價值觀，具有正向的社會價值導向，這也

是吸收老子「道法自然」思想，達到師生和諧互動、相互照看的一個體現。

陸、結論

哲學思想與藝術是相通的，「道法自然」思想是我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只要找到對應的思

想內涵點，課堂教學可以很好地提升師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經過近兩年景觀設計課程中

的实践及推广，我校環境藝術類學生獲得了亚洲设计学年奖金奖 3项、银奖 4项、铜奖 4项，

全国设计大师赛金奖 1项。实现了竞赛获奖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受到了校內外多方面的肯定。

整體而言景觀設計課程採用「道法自然」的教學有極高之接受度，課程的教學方法及教學流程

可為高校藝術設計類相關課程教學提供啟發與借鑒。

今後在「道法自然」與設計類專業課程的融合與開展還有更為多樣形式以待發現與嘗試，

在激發校外導師教學的積極性和投入度方面，以及教學過程中針對高學習動機學生的教學有待

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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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型態的複合媒材木藝設計創作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Bionic Composite Wood Material Design Creation 

 

黃松智*
a
 

*嶺東科技大學創意產品設計系 助理教授   

a通訊作者：sc1250@gmail.com 

摘要 

本創作目的如下：1. 找尋國產材的應用可能性。2.多元材質整合的創作契機。3. 設計教育

的實務教案之建構。以「現代休閒生活」為主題，以仿生型態設計為學理基礎，以實木（國產

材）搭配現代材質（壓克力）做為創作素材，呈現原始與現代融合之美。藉由數位科技之應用，

提昇加工的多元與工業之風格，創造更多具有可能性、可行性以及可看性的作品。本創作獲得

下列幾點結論：1. 國產材融合寓教於樂之設計元素，導入生活用品，提升產品使用性與附加價

值。2. 自然與工業材質配搭之實驗創作融洽。3.藉此教案學生獲得技法並富創新設計。 

關鍵字：仿生、型態分析、複合媒材、木藝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reation is as follows: 1. Search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aterials.2. Creative opportunities for multi-material integration.3. Constructing 
practical teaching plans for desig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me of "Modern Leisure Life", 
we use bionic design as the basis of theor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olid wood (domestic 
materials) and modern materials (pressing force) as the material of creation, to present the 
beauty of primitive and modern fusio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e can 
enhance the diversity of processing and the style of industry to create more works with 
possibilities, feasibility and visual appeal.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1. The 
fusion of domestic materials to teach the design elements of pleasure, the introduction of daily 
necessiti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roduct use and added value.2. The experimental creations 
of nature and industrial materials are harmonious.3. By this means, the students were given 
technical skills and innovative designs. 

Keywords: Bionic, Formal Analysis, Composite Matter, Wood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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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作理念 

一、創意實作動機 

家具在人類文化有著不可或缺的地位，舉凡人類生活中重要的成長過程，如：結婚、新居

落成等等，都與家具密不可分，甚至以此做為傳家之寶。而家具的使用材質、風格與製作方式，

隨著時間、地點有所差異。以材質而言，從早期的實木家具到後期受到南洋風格影響，竹籐逐

漸成為家具用材，也為人們所接受。在製作方式上，實木家具隨著工業化的腳步蛻變，加工機

器的快速發展，而改由機器代替人工，導引至大量生產（陳啟雄，林勝吉，林群涵，黃松智，

2009）。 

目前臺灣國產材中，使用之國產材樹種以柳杉、杉木、相思樹、臺灣杉及香杉等為主（詹為

巽、林俊成，2016），疏伐為加強幼苗成長提昇樹材品質，因此國產材的推廣必須藉由設計應用

做為動力，提升使用價值。若能將其善加應用於木器設計，除了呈現材質本身的美感（紋理之

美），同時透過針葉與闊葉以及現代材質，壓克力、金屬（不銹鋼）相互鍊結，軟硬的衝突以及

虛實之間，產生更多激盪與火花之可能性，開創生活用品新契機。 

為此，這些年在創作試驗中，不乏木製材質的設計，而在 2017 年適逢林務相關單位”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林試所），推出多項計畫與活動藉以 PUSH 國有人造木材之

疏伐木，並以當年做為國產材起始點，稱之為”國產材元年”。筆者幸有機會參與此計畫，經由嶺

東科技大學設計學院之安排從計畫的討論（圖 1、圖 2）到構想的提出，乃至於課程規劃與安排，

材料的載運與分配，到最後的成果產出與發表，對於國產材均有著相當程度且深刻的體驗。 

圖 1.林試所林博士到校

參訪 

圖 2.討論合作設計 
細節 

圖 3.國產材應用經驗蒐

集 

圖 4.國產材應用經驗蒐

集 

二、創意實作目的 

因此，本創作以「現代休閒生活」為主題，以實木（原鄉樹材、國產樹種以及舊材）搭配現

代之複合材質（不鏽鋼、壓克力）為創作素材，呈現原始與現代的融合之美。另外藉由數位科技

之應用，提昇加工的多元與工業之風格，創造更多具有可能性、可行性以及可看性兼備的作品，

創作目的如下：1. 找尋國產材的應用可能性。2.多元材質整合的創作契機。3. 設計教育的實務

教案之建構。 

三、創意實作程序 

本創意實作程序，從創作主題的挑選與訂定、相關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材料設定與採購、

構想發展與微調、3D 繪圖與模擬、材料準備與製作以及成品塗裝與展示，總共七個步驟（如

圖 5）所示，步驟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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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創作製作程序流程圖 

貳、學理基礎 

一、仿生學 

仿生學（Bionics）乃是模仿生物所具備之特殊本領的一門科學。由此可了解生物的結構及

其功能原理，藉此研製新式機械和技術，或解決機械技術的難題。1960 年由美國的 J.E.Steele
率先提出，仿生學的範圍包含訊息、智能、控制、航空、力學、化學、醫學、體育、建築、設

計、廣告以及軍事等 12 個領域（維基百科 a，2018）。許多案例皆以效法自然而為之，例如：

潛艇的設計不論是外型與構造，都有著耐人尋味的緣由，為達到得以在水裡快速行走，其外型

合乎流體力學是必要且重要的，於是素有游泳健將稱號的”海豚”，外型樣貌遂成為重要的設計

元素。除此之外，因著任務需求而必須具備浮升與沉潛的功能，則是巧妙地運用”鸚鵡螺”藉由

外殼多個以節為單位的氣室（潛艇中的前後兩具主沉浮箱），微妙的通連調節出水、進水產生

浮力與潛力。可見師法自然實為設計的一大課題，亦為本創作之重要依據。黃偉發（2004）研

究針對仿生學的範圍 12 個領域，提出完整的原理以及應用的案例之對照，如圖 6。 

 
圖 6.完整的原理與應用案例之對照，本研究整理，資料來源：黃偉發（2004） 

對於仿生的範圍可以說是融入人類的生活，涵蓋的層面相當廣泛，影響更是無可言喻。而

其中”設計仿生”更是被應用於食、衣、住、行以及育樂之上，為平凡無奇的功能性商品，帶來型

態上與感官上的刺激與樂趣。除此之外，更為商品提供的背景故事，創造話題並成為行銷的主

力因素，成功創造銷售績效。因此本創作亦即以”仿生設計”作為設計與創作之手法，希望透過設

計元素的收集與篩選，獲得適當的設計主題，結合適當的材質以及製作技法，達成本創作之設

計目標。 

二、型態分析 
型態分析乃是將各重要部位（獨立的因素）加以分類，以供所要完成的設計型態與風格能

創作主題
之訂定

資料蒐集
與分析

材料設定
與購置

構想發展
與微調

3D模擬與
尺寸 確認

材料準備
與製作

成品塗裝
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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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活取用設計，達成最終所要產品之造形。而作者在 2009 年主題為”創新竹籐與複合材質之家

具設計－客廳家具為例”的研究設計中，即以傳統文化之閩南建築作為圖像符號，嘗試以型態分

析流程進行設計元素的萃取如圖 7，分析步驟由圖像符號選定進入型態線稿，將主要元素擷取其

細部線稿，呈現最後元素型態，透過元素轉化、變形將型態簡化為線條，經由微調處理成為簡

約之元素，進而應用於客廳系列家具，做為咖啡桌、電視櫃、沙發以及邊几等家具結構設計之

依據。而以型態、色彩質感以及材質等要素勾勒其設計輪廓。 

 

圖 7.型態分析流程圖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陳啟雄，林勝吉，林群涵，黃松智（2009） 

本研究亦藉由石榴具備特殊的本土文化意象，運用型態分析法做外型擷取與細述，所得結

果進行家具設計。 

三、國產原木應用現況-臺灣杉 

林宜潔（2018）在林試所發表臺灣杉人工造林與應用展，讓「撞到月亮的樹」走入居家一

文中指出，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為世界上僅有以「臺灣」為屬名的特有

種植物，生長分佈於臺灣、中國雲南及緬甸等地，因為是東亞最高樹種，所以被魯凱族稱為

「撞到月亮的樹」，而且與北美洲的世界爺（Redwood）同列全球最高之針葉樹。根據林試所

資料指出，截至目前全臺人工林面積之中，以臺灣杉為主要樹種，其面積約有 6 千多公頃，而

生產性人工林面積約有 3 千公頃。 

臺灣杉木料色彩鮮艷美麗，其板材利用性相當高，林宜潔（2018）引用林試所研究指出：

臺灣杉之木材紋理通直，木質肌理細緻，機械或手工之加工性皆為良好，容易進行縱剖橫切施

作，而對抗白蟻的能力與珍貴樹種紅檜相近，也因為不怕海港的蟲害，所以早期經常做為碼頭

之防舷材，同時提供做為家具、建材（建築、門窗）、裝潢（天花板、壁板及地板）等用材。

其心材有著美麗的黃紅色紋理以及特殊的香氣，經濟價值與評價極高。林務局（2018）指稱之

台灣貴重針葉五木即為紅檜、扁柏、臺灣杉、香杉與肖楠，屬於臺灣原產重要造林與經濟樹種

之一。 

四、壓克力 

『壓克力』是英文『Acrylics』的音譯，在化學物質意義上，Acrylics 是丙烯酸 (acrylic acid) 
及其衍生物和甲基丙烯酸甲酯(methyl methacrylate, 在中國大陸亦稱甲甲酯)或甲基丙烯酸

(methacrylic acid)及其衍生物之總稱。目前中文所稱之『壓克力』則專指由甲基丙烯酸甲酯或甲

基丙烯酸及其衍生物所製成之各種產品（壓克力專業網站，2018）。 

五、石榴 

石榴屬於落葉灌木或小喬木，高 2-7 公尺；幼枝常呈四棱稜形，枝頂端多呈刺狀。葉對生或

圖像符號
資料蒐集與
分析型態線

稿

細部線稿擷
取

元素型態
元素轉化、

變形
元素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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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簇生，矩圓形或倒卵形，長 2-8 公分，寬 1-2 公分，中枝脈在枝叉處凸起；葉柄長 5-7 毫米。

花 1 至數朵生於枝頂或腋生，雌雄同體，有短梗；花萼呈鐘形，紅色，質地較厚，長 2-3 公分，

頂端 5-7 個裂片，裂片外面有乳頭狀突起；花瓣與萼片同數，互相生長，生長於萼筒內，呈倒卵

形，稍高出花萼裂片，通常呈紅色，少有白色；雄蕊較多，花絲細弱；上部有 6 個花室，為側膜

胎座，下部有 3 個花室，為中軸胎座。漿果近球形，果皮厚，頂端有宿存花萼，直徑約 6 公分。

（維基百科 b，2018）。 

 
圖 8.鄉間常見的石榴樹 

 
圖 10.石榴果實剖面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b，2018 

 
圖 9.石榴果實 

綜合上述之分析，本創作主要以形、色、質、材等要素，進行產品輪廓之勾勒。首先在「形」

的部分，以仿生為學理基礎衍生出形態分析之設計手法，演化產品之基本型態。其次在「色」的

部分，融入常民生活為底蘊，以自然的素材的本色，或搭配工業用材為其色彩。另外在「質」的

部分，以呈現溫潤與剛硬，所形成的視覺與觸覺衝擊的質感。最後「材」的部分，則是以多種原

木配合人造材料（壓克力），展現的剛柔並蓄的產品特色。 

叁、創作內容形式 

一、創作契機由來 

平時準備教案的過程中，來自師長、同事以及學生的關心，從好奇乃至協助，使得製作的

歷程除了汗水，另增添許多互動與歡笑。而當各種素材如實木類（林業試驗所提供之臺灣杉），

塑膠類（壓克力）等素材不斷的匯集，以及教學設備如鉋削類（高速鉋花機、立軸機），砂磨類

（震盪砂磨機、擺盪式立軸砂磨機），數位加工類（雷射混切機：可加工素材如薄碳鋼、不鏽鋼

金屬板材、壓克力、木板、紙板以及布…非金屬材料）的完成建置，加深個人對於使用經驗的累

積與再提升，轉換成為教學能量之渴望。 

二、設計主題-多子多孫 

本設計以象徵多子多孫的水果之王-石榴，做為造型發展依據，因為石榴果實橫切面具有六

個果瓣，而"臺灣杉"具有特殊紋理與色澤，遂以此為素材並結合石榴意象，採用實木拼接技法呈

現，外型以傳統生子椅為元素呈現使用功能。另外，將桌子以三角為型，搭配傳統風格之小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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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邊一張。為讓作品更加豐富多元，遂採用外加式設計，選用壓克力板材融入「跳棋」（如圖：

12）之娛樂性，形成三國鼎立，而產生附加之寓教於樂，期能喚起"延續" 生命，多子多孫傳宗

接代之價值。 

          

圖11.由石榴果實剖面以及造形演化出設計基本元素      圖12.桌子選用壓克力板融入「跳棋」 

肆、方法與技巧 

一、創作技法運用 

這系列作品包含桌子、三張小凳，素材以臺灣杉為主，創作手法以拼接平板搭配榫接，依

著原木色澤、紋理，進行設計並取材保有原色樣貌。使用技法包括基本的鉋（壓鉋：定直角，

平鉋：定厚度），切（圓盤鋸：裁切 60∘，木工帶鋸、線鋸：取得桌面、桌腳、椅面以及椅腳

造型）、修邊(修邊機：修整桌緣、桌腳、椅板以及椅腳之 R 角）、打鑿做榫（角鑿機：鑽取榫

孔，圓盤鋸、木工帶鋸、鑿刀與榔頭：製作與修整榫頭）、數位加工（雷射切割取得壓克力桌

墊與棋盤之雕刻）以及研磨（砂磨砂帶機、內孔砂帶機以及氣動研磨機，進行造型與平面修

整。） 

    
圖 13.椅面設計圖 

  
圖 14.椅面製作以 60°

裁板後進行拼圖 
圖 15.以膠帶貼住等

腰三角形底部 
圖 16.完成拼接後將

溢膠以濕抹布擦拭 

圖 17.裁切完成的橫

桿 
圖 18.橫桿十字搭接

試組裝 
圖 19.椅腳與橫桿試

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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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十字搭接加工

方式以及分解圖 
圖 21.線鋸搭配砂磨

機修出三邊弧度 

 

圖 22. 生子椅系列 

圖 23. 系列作品置於

戶外呈現與自然和諧

原貌 

圖 24.結合跳棋盤之

設計，並以雷射雕刻

進行 MDF 板測試與

壓克力板製作 

圖 25.創作作品公開

展示場地佈置設計 
圖 26.作品展示吸引

大批學生駐足並論戰 
圖 27. 系列作品置於

室內展現沉穩之氛圍 

本作品設計製作過程中，察覺材料本身極易受到外力而損傷，故須適度的保持加工檯面的

清潔。拼接時也發現臺灣杉的斷面，有著明顯的收縮情況而產生細縫，尤其是含有邊材之穩定

性需要格外注意。而修邊的製作與加工部分，更應注意刀具的選擇，以及順逆紋路的調配。另

外凳子腿部之橫桿在十字搭接的製作上亦需注意精準度，才能發揮契合並提升穩定度。 

二、創作作品延伸教學，學生實作與相關作品展示 

創作作品之設計與製作過程，經由記錄並製作成為教材，延伸至”木器設計與製作”以及工

廠實習等課程，讓學生在實作前能夠藉由預備的教材，對於後續木器之設計乃至於製作，皆可

以了然於心，在問題討論上也有所依循。 

圖 28.木工帶鋸進行

縱剖 
圖 29.鑽床進行木釘

孔加工 
圖 30.十字搭接榫製

作 
圖 31.座面雕刻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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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砂紙細修座面 圖 33.穩定度測試 

圖 34.學生自主執行

小凳設計製作實況一 
圖 35. 學生自主執行

小凳設計製作實況二 

木器設計與製作課程而言，作品”多子多孫”的小凳之設計與製作，給予學生在基本設計與

功能之要求外，在創意發展上亦出現許多十分有趣與優良的作品。因此，創作不僅能讓自己的

專業得以彰顯，亦可讓學生在過程中享受製作與加工的樂趣，同時在作品完成後又可獲得另一

份成就感，可謂作中學的最佳展現，期望學生之所學在滿足當下的課程需求外，更能應用於畢

業之前的科目之中，甚至在畢業後的將來能夠發揮學以致用之精神。 

本創作獲得下列幾點結論：1. 國產材融合寓教於樂之設計元素，導入生活用品，提升產

品使用性與附加價值。2. 自然與工業材質配搭之實驗創作融洽。3.藉此教案學生獲得技法並富

創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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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競賽角度規劃大學環境設計專業課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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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學生在學習「環境設計」畢業後，在沒有實務經驗的情況下，業界對畢業學生的能力認

定，通常以畢業設計作品的表現，或者以具有實務性的設計競賽獲獎作品，做為主要的參考依

據，其中又以設計競賽得獎，最獲青睞，業主常依此來雇用公司所需的設計人才。一般而言，參

加設計競賽是最容易讓學生產生強烈的學習意願，透過設計競賽，可以瞭解現代設計的趨勢跟

社會的脈動。為了讓學生們可以提早與社會的環境設計接軌，藉由參與設計競賽來瞭解當今社

會設計的需求，進而探討學生在學習設計專業課程規劃上的不足，加強學生在學習設計上的表

現。本研究的方式，首先，針對大四學生有參加設計競賽經驗的同學，配合各個設計專業課程

的重要性，進行問卷調查，然後以模糊德菲法，取得對專業課程的共識，然後再提出來請專家

進行問卷，並利用模糊層級分析法，針對專業設計課程，做兩兩比對的分析，取得一致性的構

面與課程的權重，再與專家討論各個構面與課程之間的關係，分別以五個課程構面做成建議，

來改善當今的課程。結果顯示競賽設計相關課程，五個重要的構面依序為：健康環境＞設計概

念＞功能性與實踐應用＞美學＞創造與創新，應以「健康環境」構面為第一優先，提出目前職

場的設計思維是以「健康、安全、自然、環保」為重點。在課程的安排上，配合「設計概念」構

面，展現出整體設計的構思。另外，建議教師透過雙向教學方式以及學生參與設計競賽的經驗，

為環境設計的專業課程提供具體的規劃，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培養學生成為環境設計應用型的

專業人才。 

關鍵字：環境設計競賽、模糊德菲法、模糊層級分析法 

Abstract 

After graduating from "Environmental Design", college students often fail to connect with their 

majors, do not understand design trends, and even fail to connect with the pulse of society. After 

graduation, it takes a period of time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workplace before they slowly find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pulse and trends. Therefore, many graduates were found to be timid and no longer 

engaged in the ranks of design work, resulting in a waste of talent resources. In order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nnect with social environment design earlier,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oday's design by 

participating in design competitions. By doing this, it can improve students´ shortcomings in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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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fessional design curriculum and provide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design. In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Professional Course" project arranged by the university, you can review the sequence of its 

courses or increase the space for professional course adjustments.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ents can 

combine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then combine their unique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to display in personal design drawing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talents. 

The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is: first, for senior students who have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design competitions,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importance of various desig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then use fuzzy Delphi method to reach consensus, and then ask experts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s. Second use the fuzzy hierarchy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professional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do a pair-wise comparison analysis, obtain a consistent facet and the weight of the course, 

and then discuss with the expe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facet and the course to improve the 

current curriculum.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owed that the courses related to competition design 

should take the "Healthy Environment" facet as the first priorit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urrent design 

thinking of the workplace focuses on "health, safety,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ourse, the concept of the overall design is present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facet. After all, teachers are advised to provide specific planning for environmental design 

professional courses through the two-way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xperience of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s. Only in this way can students be trained to become practical and applied professionals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design, Fuzzy Delphi method, Fuzzy hierarchy analysis method 

 

壹、前言 

環境設計（environmental design）是在設計計劃、程序、政策、建築物或產品時解決周圍環

境因素的過程。其目的是創造可以改善特定地區自然、社會、文化和物理環境的空間(維基百科，

民 109)，環境設計學習者在學習理論與創作設計過程當中的整合能力，一般表現較為不足，主

要是因為學習者對實務的興趣遠大於理論，且多數人認為理論較難，傾向於將大部分時間花在

創作上，因此相關理論的學習並不紮實。Kearsley 與 Shneiderman (1998)表示制定課程質量的開

發重要性，不亞於其他學習的過程，學生具有內在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環境的本質，參與課程微

調的過程是有其必要的意義，而且學生有意義地參與活動的項目，通過參與的學習，讓所有學

生在積極的認知學習過程中，培養出創造、解決問題、推理、決策和評價的能力。Chan、Wong、

Law、 Zhang 與 Au (2017) 指出由於社會行業的變革，政府與認證機構推行證照制度，改變了

學校的上課課程內容，目的在增強學生的學習能力，課程中提供學習實務的訓練，以學生為中

心，教師加強理論與實務的教學法，協助學生通過機構的認證，來表現自己的技能程度。而參

與設計競賽也類似於取得認證的過程，當有能力做設計競賽時，達成設計的目的，呈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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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與表現受到認可，就是一種積極的學習態度。辛藝峰 (民 98)指出，環境設計課程的內容必

須與時俱進。因此，如何在教學與實踐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是培養高水準環境設計人才

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強調教育素質的培養，而且還應強調實踐技能銜接設計的意義。環境

設計競賽是提升學習者環境設計能力，一種很好的方法，也可以讓學習者全面化的思考人與人

之間、人與環境之間以及環境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透過設計的手法，表達出對主題的想法，也

能客觀的瞭解社會需求，再者，對環境設計的要求方向，不僅可以訓練學習者整合已學習過的

課程內容，也可以藉此觀摩環境設計得獎作品的設計與想法。本研究目的在探索大學生參與設

計競賽完成後，對學習設計課程重要性的感受，做為評估環境設計系教學課程的參考方向，進

而探討五大構面的設計課程，因應面對設計競賽時，大學生設計課程本質的內容，建立設計課

程教學明確性的做法，對應現有的環境設計專業課程的微調，作為開放性學習環境設計專業課

程的依據，進一步達成彈性調整與加強專業課程的目的，期能提供環境設計課程教學者的教學

方針。 

 

貳、文獻探討 

就規劃設計課程而言，可以由各種形式的教學過程，改進課程措施來提高轉換教學質量，

Drinka 與 Yen (2019)指出學生之間在轉換學習課程的組合非常重要，但由學生控制學習課程質

量其實是困難的。而 Bain、Lancaster、Zundans 與 Parkes (2009)說明在修正教學課程的過程中，

如果教師缺乏學生對課程教學的回饋時，會影響教師準備教材課程內容，兩者之間有很大的相

關聯性，所以從設計課程的訓練中得到反饋，將有助於整體設計課程的調整。Bain 與 Zundans-

Fraser (2015)指出，教學設計通過檢查課程的反應裡，回饋意見由下而上的方式，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提高課程效率，應用到教師準備教學中。從整體的課程設計裡，開始研討課程內容，提高

教師的素質與教學，是可行的。陳信安與吳永森 (民 101)建議，通過特殊方向、專業知識、教學

類型和教學方法，對學生進行調查，可以發現課程內容的規劃和設計明顯影響學生的滿意度。

陳信安與郭章淵 (民 102)通過問卷調查的結果表示，應適當改變教學機制，以便從實踐中學習，

可以使學生深刻地改善他們的專業學習。何文玲與嚴貞 (民 100)也提出專業課程也較少訓練文

字、語言的表達能力，有些實務創作者認為思考邏輯與文字運用會影響，甚至阻礙學習者的自

發性與創造性，故每當討論作品以及表達創作的理念時，創作者常無法以邏輯性且有順序的方

法或理念，來分析表達本身的思緒，所以在文字的訓練上，應該予以加強設計觀念的表達。

Lycouris (2011)指出一些作者偏好使用「實務導向」一詞來取代「實務本位」，其轉變是從強調原

創的作品創作，變成是整合「藝術實務」於「研究過程」中，這樣的過程是需要實務的作法，透

過教學引導學習者以實務的導向，在藝術創作中從事實務。而設計競賽就是實務導向的一種方

式，可以運用在學生的學習過程當中，連結社會的需求方向，藉由設計競賽也可以知道現今社

會的設計趨勢與脈動，兩者之間息息相關，社會上設計競賽與專業課程的關係說明如下。 

設計競賽與專業課程規畫:社會上設計競賽的方向，大部分是社會上現今與未來的需求指標，

透過設計競賽的過程，結合新的材料與技術，尋求人與環境關係的融合，達成設計目標與方

向，為當代設計方式指標的參考。而大專院校的培養人才的課程方案，應與設計競賽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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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汲取設計競賽的經驗，回饋在設計培養教育上，銜接社會的脈動，是大學設計課程走在

潮流的前端，必要的關聯。從下列舉辦設計競賽的目的，可以看出設計競賽的意義與方向。 

(一).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的目的，是將更加重視室內設計產業對於社會群體之間的互動與責

任，加深室內設計未來的視野，對於生活美學、創新思維、環境永續、社會公益等重要議

題，有著更深入的探討與落實，進一步引領室內設計領域之格局與定位，而非縱身於流行

趨勢的洪流，忽略真正回歸空間本質、設計態度與初衷(台灣室內設計大獎，民 96)。 

(二). 21 世紀室內協會設計與建築協會希望除了能幫全球所有華人完成自己的夢想家外，還能有

機會為建築、室內設計產業的後進們盡一份心力，讓對未來懷有夢想的你們有動力能夠繼

續前進，所以我們特別於每年舉辦『亞洲設計獎』活動，讓設計師們不僅能夠有機會在競

圖比賽中，透過大師的指導獲得證明自己的機會，還能共聚一堂互動交流，學習寶貴的實

務經驗(幸福空間亞洲設計獎，民 100)。 

(三). 華人金創獎委員會為引領國人重視室內居住環境品質，提升室內設計專業價值契機，以因

應全球環境意識與創意價值高昇的趨勢，本會金創獎突破往年慣例向全亞洲設計菁英遞出

橄欖枝，共同正視室內設計產業對於社會性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責任與互動，鼓勵各地傑出

之室內設計師，就其獨特的創意空間美學、前瞻設計思維與材料建築綠能設計，來回應當

代「社會設計」的深度與廣度，在金創獎這個全球化作品競爭平臺，對應社會議題設計出

跨領域時代性作品，進而帶領室內設計產業飛躍發展(華人金創獎，民 107)。 

(四).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舉辦「臺北設計獎」，以「Design for Adaptive City：為不斷提昇的城

市而設計」之精神，不斷的向全世界熱愛創意、設計的人士形塑「設計臺北、夢想臺北」的

城市品牌意象，並公開徵選傑出國際設計作品，打造臺北市成為創意設計匯流平臺，藉以發

掘具商機潛力的創意設計、鼓勵社會設計意涵，主張設計使人類生活更美好更便利(臺北設

計獎，民 101)。 

以上的設計競賽的審查標準分析(評比內容對照表)參考如表 1 所示 

為了培養學習者對環境設

計課程的整合，設計競賽就是最

好的方式，同時也是對教學者學

習新知與教學方式前行的目標，

一方面在設計的過程裡，可以與

教學者相互印證，得到指導的方

向，另一方面在技能的表現，也

可以更加熟悉與延伸不同的想

法，在客觀的競賽中觀摩同學之

間的良性競爭發展，得到更多的

啟示與實際設計的經驗，是最好

的一種方式。本研究目的在探索

 
設計概念 美學 創造與創新 功能性與實踐應用 健康環境 

幸福空間亞

洲設計獎 

設計理念 30% 作

品能夠完整傳達設

計概念及主題 

設計氛圍 30% 

表現手法及氣

氛營造的處理 

材質運用 20% 

材料技術應用之

創新 

功能 20%易於使

用、維護且具安

全性 

 

華人金創獎 作品能夠完整的傳

達設計概念，佔

25％ 

 表現手法及材料

技術應用之創

新，佔 25％ 

業主限制課題解

決與空間機能滿

足，佔 25％ 

著重於健康、節能、再

生利用、通用設計使用

等特點，佔 25％及其

他特殊設計、綠建材材

料 

台灣室內設

計大獎 

(TID) 

概念(30%)：作品

能夠完整的傳達設

計概念。 

 創新(30%)：表現

手法及材料技術

應用之創新。 

功能(20%)：易於

使用、維護，且

具備安全性。 

環保(20%)：著重於環

境保護、再生利用的永

續性。 

臺北設計獎 設計創意與原創性 作品美感表現 技術應用成熟度

及作品功能性、

材料、技術等 

作品運用新材料

降低汙染、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方

便使用者使用 

 

本研究整理 

表 1 設計競賽的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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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圖內容方式相關的設計課程，與學生對設計課程的反饋，如何去轉化為教學課程內容，去因

應環境設計專業課程項目的微調，提供教學者對設計課程的參考，進而提升學生專業設計課程

與技能的能力。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於大四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剛參加過設計競賽的同學為主，由設計競賽完成後的

經驗，進行對學生問卷調查的蒐集，表 2 為學生問卷基本資料。依據呂文堯 (民 105)指出(1)設

計概念、(2)美學、(3)創造與創新、(4)功能性與實踐應用、(5)健康環境、五個設計構面，與劉時

泳 (民 100)提出設計課程為「設計的基礎」、「設計的執行」、「環境與材料」、「溝通技能」、「法規

與 契約」、「專業執業」及「永續與創新」等七大專業知能模組課程結合，如表 4，提出設計構

面專業課程對應表，做為學生問卷內

容的基礎。將結果以模糊德菲法分析

所得的權重，依據(徐村和, 1998)的

判斷方式，篩選具有共識的課程，再

經由專家問卷調查，透過模糊層級分

析法，以專家問卷的方式探討課程規

劃方向，根據以 1∼9 的評估尺度，

利用兩兩比較方式，請專家進行問卷

填答，學者專家共有 7 位，包括 1 位

教授、3 位副教授、3 位講師，表 3

為受訪專家的基本資料，主要是環

境與景觀設計專業，相關教學工作

經歷至少一年以上，且對於研究問

題有足夠認知。最後，將研究結果結

合現有設計競賽的評分方式與設計

方向，一併探討專業設計課程，作為

加強或調整課程內容與方向的根據。 

一、模糊德菲法 

本研究採用模糊德菲法（Fuzzy Delphi），是一種專家判斷法，考量到不確定性、語意變數等，應

用模糊理論解決多人決策模式的方式；應用三角模糊數改良傳統德菲法缺點(陳淑珍，民 93)，

其主要精神是利用每位參與者之偏好關係，建構其個人之模糊偏好關係，以求得團體的偏好關

係做為最佳選擇。本研究採用模糊德菲法之三角模糊數，篩選出適當之評鑑指標；在模糊層級

分析法調查完成後，建構出專業課程評鑑指標之權重，提出共識課程修改的建議方向。 

二、模糊層級分析法 

類別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7 78% 

女性 2 22% 

環境設計年級 大四生 9 100% 

對環境設計系

所有興趣的程

度 

很有興趣 6 67% 

有興趣 3 23% 

還好 0 0% 

不感興趣的 0 0% 

完全不感興趣 0 0% 

類別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5 71% 

女性 2 29% 

年齡層 30-40 4 57% 

40 以上 3 43% 

背景說明 講師 3 43% 

副教授 3 43% 

教授 1 14% 

專業方向 景觀設計方向 2 29% 

環境設計方向 5 71% 

教學經驗 兩年 2 29% 

三年以上 5 71% 

表 2 學生問卷調查基本資料 

表 3 專家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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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傳統層級分析法無法克服決策時所產生模糊性的缺點，Buckley (1985)將 Satty (1980)之傳

統層級分析法加以改進，

提出模糊層級分析法，把

三角模糊數代入成對的

比較矩陣中，用以處理決

策過程中所產生之模糊

性問題。模糊層級分析法

以區間值（Interval Value）

取代傳統層級分析法的

確定數值（Exact Value），

使得專家在提供決策時，

能以較為自然的尺度評

估問題。 

 

肆、研究結果 

模糊德菲法計算所得權重分析，本研究採取(徐

村和， 1998)的判斷方式，表 5 是學生問卷調查的平

均分值，以 0.85 以上的分值做為篩選選取標準，一致

地取得 12 項課程分類。經與專家問卷分析內容為表

6 所示，模糊層級分析所得之權重結果，說明面對設

計競賽，所得到五個構面權重(1)設計概念 0.203、(2)

美學 0.198、(3)創造與創新 0.197、(4)功能性與實踐

應用 0.201、(5)健康環境 0.198。針對設計競賽的反饋

顯示，「健康環境」構面是大學生學習設計課程明顯

不足的地方，相對地呈現在設計概念的構面上，建議

專業設計課程做調整，而在「安全衛生」(權重 0.198)

相關課程裡，比重應該加強。如表 6 所示，環境設計

圖說繪製(權重 0.086)、環境規劃設計(權重 0.088)、

美學基礎(權重 0.087)等課程，應在實質設計課程內容

上做調整。五個構面的重要性依序為：健康環境＞設

計概念＞功能性與實踐應用＞美學＞創造與創新。每

個構面的建議與說明如下: 

一、「設計概念」：大學生在學習的過程，所運用的設

計概念表現在設計圖裡，大多數由大學課程教育的訓練學習而來的，設計概念的提出，是學習

創作思維的累積。經實務的設計競賽完成後，專家問卷反饋在專業設計課程權重顯示，「環境行

為」與「基本設計基礎」的關聯性相當重要，「環境行為」認知是「基本設計基礎」的基石，在

項次\項目 設計概念 美學 創造與創新 功能性與實踐應用 健康環境 備註 

1. 設計的基礎 
環境行為 

基本設計基礎 

美學基礎 

歷史與文化 
 人因工程   

2. 設計的執行 
室內景觀規劃 

通用設計 
 

室內裝飾計劃 

室內規劃設計 
設計計劃與發展   

3. 環境與材料 
建築 與室 內構

造系統 
色彩與照明  

傢俱與設備 

材料與表面處理 

室 內環境 與控 制

系統 

 

4. 溝通技能  
表現技法 

電腦繪圖 
 

室內設計圖說繪製 

估價與預算編製 
 

 

5. 法規與契約     契約與執行 
法規與執行 

安全與衛生 

 

6. 專業執業    
商業實務 

工程管理 
 

 

7. 永續與創新   科技與創新    

構面 課程分類 平均分值 排序 

設計概念 

環境行為 0.855ᵡ 2 

基本設計基礎 0.862ᵡ 1 

室內景觀規劃 0.848 3 

通用設計 0.833 4 

美學 

建築與室內構造系

統 

0.848 3 

美學基礎 0.855ᵡ 1 

歷史與文化 0.833 3 

色彩與照明 0.855ᵡ 1 

表現技法 0.855ᵡ 1 

電腦繪圖 0.848 2 

創造與創新 

室內裝飾計劃 0.855ᵡ 3 

環境規劃設計 0.876ᵡ 1 

科技與創新 0.862ᵡ 2 

功能性與實

踐應用 

設計計劃與發展 0.855ᵡ 2 

傢俱與設備 0.826 5 

材料與表面處理 0.833 4 

室內設計圖說繪製 0.862ᵡ 1 

估價與預算編製 0.862ᵡ 1 

工地測量與放樣 0.826 3 

契約與執行 0.848 3 

室內環境與控制系

統 

0.848 3 

法規與執行 0.826 5 

健康環境 

室內環境與控制系

統 

0.819 1 

法規與執行 0.826 2 

安全與衛生 0.855ᵡ 3 

表 4 設計構面專業課程對應表 

表 5 課程分類重要性排序:學生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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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行為所呈現的面向裡，兩者亦是不可或缺的設計基礎知識，加強專業設計課程內容，對於

設計競賽的表現有相當的助益。 

二、「美學」：美學構面分析結果顯示，設計的過程當中，「美學基礎」能力表現的權重是最重要

的，設計圖中表現適宜的美學，最能展現意境的溝通與想像力的表達，且說服力最強，對專業

設計課程而言，美學的培養，應該是在日常環境中學習，所以要累積鑑賞與閱讀美學的能力，

是基本的學習， 因此，「美學基礎」的內涵能夠完整的表達，設計圖的意義也就可以呈現出來。 

三、「創造與創新」：對設計思考

而言，「創造與創新」構面是啟發

設計靈感的來源，「環境設計規

劃」課程，是大學生在思考不同

空間的關聯性，在訓練思考邏輯

的過程中，運用圖紙的表達，也

是最關鍵的所在，可藉由練習、

觀摩與討論，以及參加設計競賽

提升自身的技能。在此構面中建

議教學實質內容應做調整，參考

國內外設計案例與個案解析相

當重要，對教學者的本身要求也

應有所提升，教學者課堂上的啟

發是影響大學生設計創造的重要因素。 

四、「功能性與實踐運用」：經本研究的專家建議，大學生在設計競賽所應具備能力，以「環境設

計圖說繪製」課程此構面最為重要，實際的到工地測量，對工程的預算與設計進度管控的過程，

有助於學生瞭解設計工作面的進行，除了實務的導向是加強學生本身能力之外，對課程理論的

了解助益甚多，因此，「環境設計圖說繪製」是落實工地經驗的依據，在大學生未來環境設計的

職業生涯裡，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五、 「健康環境」：專家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呈現，大學生面對設計競賽時，對「安全與衛生」

的相關課程並不熟悉，無法從設計概念中跳脫出原有設計框架，處於既有設計思考的邏輯裡，

在日益變遷的綠色設計概念環境裡，環境設計對居住使用者的健康與科技材料的議題，是未來

日益重要的發展趨勢，在環境設計的「環境安全與衛生」課程之中，應注意專業設計課程的培

養，並在學生設計思維中加入健康環境的重要因素。 

伍、結論與建議 

在規劃學生參與設計競賽的準備課程，依據五個構面來看，依序為：健康環境＞設計概念＞

功能性與實踐應用＞美學＞創造與創新，應在「健康環境」構面的設計課程加重比例，著重新

的知識建立與學習，並加強理論課程的深度與廣度，如「生態環境」的建立，「物理環境」的做

法，「環保概念」的深植，「創新與新材料的趨勢」之概念介紹，且有能力解說設計概念的案例，

分析項目 構面權重 課程分類權重 面構權重*課程分類權重 

競圖設計環境專業課程權重指標 

設計概念 

0.203 

0.67 

0.33 

環境行為           0.136 

基本設計基礎       0.066 
 

美學 

0.198 

0.44 

0.22 

0.34 

美學基礎           0.087 

色彩與照明         0.044 

表現技法           0.067 
 

創造與創新 

0.197 

0.28 

0.45 

0.27 

室內裝飾計劃       0.055 

室內規劃設計       0.088 

科技與創新         0.053 
 

功能性與實踐應用 

0.201 

0.38 

0.43 

0.19 

設計計劃與發展     0.076 

室內設計圖說繪製   0.086 

估價與預算編製     0.038 
  

健康環境 

0.198 
1 安全與衛生         0.198 

表 6 專家設計課程架構分析權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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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以實踐說明；然而，結合「設計概念」是最重要的一環，然後在圖面上探討「功能性與實踐

應用」的合理分析，力求「美學」的表現。「創新與創造」與「設計概念」是循環設計的發展過

程，鼓勵學生接觸新的設計與想法，是持續不斷創新的動力。最後，在指導學生設計競賽的過

程中，結合設計之目的，加以驗證與實踐，符合了社會設計之需求，也銜接了社會未來的方向。

本研究透過模糊層級分析法與學者專家的問卷調查，以學者專家的角度調整相關課程的優先順

序。最後，為環境設計專業課程提供了具體的規畫與建議方向，讓學生能夠更加明確地了解設

計競賽的目的，加強自己學習上的不足，同時也能讓環境設計系教師瞭解到培養學生能力的方

向與目標，增進良好的專業能力，進而獲得綜合素質的提升，才能為環境設計專業的教學品質

提供更多的保障，期能提供教學者參考，達成環境設計專業人才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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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遊戲互動促進社區高齡者學習之教學策略 

Exploring the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of interaction game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for community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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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高齡者期望在休閒活動、互動或學習方面能跟上科技的發展趨勢，

同時高齡者亦面臨從傳統到 E 化生活的適應問題。為協助高齡者理解及增加科技認知，如何有

效將遊戲互動作為學習媒介，提升高齡者的學習動機與成效為本研究的目的。本文以文獻探討、

觀察及訪談，透過親和圖法歸納、分析高齡者使用科技的動機與學習因素，以及遊戲教學之體

驗需求及規範，探討與評估適合高齡者的遊戲式學習教學模式。經研究得知，其使用科技動機

多為了方便與家庭聯繫，且學習過程中輔助者多為家人所扮演，故遊戲發展方向以家庭元素作

為設計，較能貼近高齡者的生活經驗與背景，將有益於高齡學習意願，而遊戲互動加入感官體

驗也可增進其操作熟悉度。 

關鍵字：高齡社會、科技素養、遊戲式學習、社交互動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aging proces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elderly expect to keep up with the 
tre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eisure activities, interaction or learning. While the elderly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digitized. In order to help the elderly understand and 
increase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w to effectively use game interaction as a learning 
medium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lderly 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Through literature exploration,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through affinity diagram, analyze the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 to u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needs and norms of game teaching, explore and evaluate the game 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 the elder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motivation of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mostly for the convenience 
of contacting with family, and the helper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mostly played by family.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game is designed with family elements, which can be closer to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background of the elderly, and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learning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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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game interaction can also be added to the sensory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 familiarity of its 
operation. 

Keywords: Aging Society, Technological Literacy, Game-Based-Learning, Social Activity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地區快速高齡化，2030 年將成為「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佔 23.9%(國家發展委

員會, 2019)，因高齡者身心理老化(Pantell et al., 2013)、職場退休、喪親等因素，導致與社會接

觸及人際往來的減少，使受挫感與疏離感提升(Mukku, Harbishettar, & Sivakumar, 2018)。為了提

升社會參與，近年來科技迅速發展，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調查結果發現，高

齡者對於智慧型手機逐漸依賴，常用於搜尋、查詢各類資訊，透過網路間接取得更多有用的生

活資訊成為高齡者學習的新管道，但因缺乏使用科技的經驗與教導阻礙高齡者接觸更多功能 
(Anderson & Perrin, 2017)；Lindeman (2017)建議透過培訓課程教導使用技術，來提升高齡者對科

技的直覺性；而為了提升學習動機，娛樂遊戲逐漸導入培訓或教育上，目的期望能透過遊戲化

教學方式激勵學習，使學習的過程中產生愉悅性，並能從中邊做邊學累積知識與經驗，一方面

可以達到學習成效，另一方面能與現實生活建立聯繫(Kirriemuir & McFarlane, 2004)，考慮到透

過遊戲式學習(Game-Based-Learning)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記憶時間比其他學習方法更長，並且

能提升學習動機形成良好的學習環境，使學習者能同時發展認知、社交和身體技能，並提高基

本的生活技能，例如團隊合作(Peters, 2016)，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建構適合高齡者之遊戲形式，

以邊學邊玩培養高齡者對智慧型手機的基本科技素養與技能，提升探索科技知識、自主學習，

進而發展高齡學習科技新教學模式。 

二、研究目的 

為了解高齡者對科技的需求與感受，以遊戲式學習(Game-Based-Learning)理論作為教學工

具，探討以遊戲互動如何促進高齡者的科技素養與技能，讓高齡者於社區互動遊戲中學習，並

應用於社區教學活動課程中，從遊戲獲得正面感受進而促進社交行為，使其能學習並熟悉科技

操作與運用，以重塑學習機制確保持續性推動於社區教學為本研究的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社區活動增進科技認知及社交 

高齡者學習時通常是依靠家庭成員(Bowen, 2012)，但因家庭成員較難給予立即性的協助，

且手冊主要針對有相關經驗的使用者，高齡者較難理解其操作說明(Xu & Liu, 2018)；近年來，

數位科技已漸漸融入社區中，以不同管道創建、宣導影響高齡者對科技的看法(Lenstra, 2017)，
以及訓練高齡者的認知需求，例如工作記憶、知覺速度、運動控制(Motor Control)和視覺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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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2015)，對科技不感興趣的偏鄉高齡者，經過互聯網的培訓後，使用應用程式（如健

康、娛樂、交通和社交媒體等）能改善了高齡者社會心理健康，並提高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
且擴展社會參與(Chiu et al., 2016)。為能成功使用技術，高齡者需要了解基本科技概念，例如搜

索、瀏覽器、網頁等以提升技術的熟練度，才能找尋正確的網站和使用各種應用程式(Xie, Watkins, 
Golbeck, & Huang, 2012)。因此，將科技學習課程導入社區活動中，透過不同的輔助(多媒體、教

師面對面等)，培養高齡者科技素養改變在科技上的態度拓展科技視野，另一方面能在學習過程

中與同儕進行討論互動產生歸屬感。 

二、高齡者科技素養與需求  

技術增加社交聯繫和參與社會的機會，以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Czaja, 2017)，高齡者除了認

知和態度上的障礙外，缺乏適當的培訓為技術使用的重要障礙(Klimova & Poulova, 2018)，透過

經驗的累積，使用範圍從基本核心功能（如電話、短信）轉為嘗試新功能(Zhou, Rau, & Salvendy, 
2014)；若高齡者能具備科技素養的相關知識，將能縮短與其他年齡層的數位落差，提高社會參

與度、活躍老化(Wang et al., 2019)，科技素養技能意即於知識方面(Knowledge)能了解科技、技

能方面(Skills)能應用科技、態度方面(Attitudes)能評估科技及選擇科技，了解科技對社會文化的

衝擊與影響，能具備科技知能與態度，運用科技知識、技能、工具及資源以系統性思考解決科

技問題，進而培養創意思考、解決與批判思考等能力(Dyrenfurth & Kozak, 1991)。從認知、技能

方面著手，如了解科技的基本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透過科技來解決問題(林雅玲, 李大偉, & 林
展立, 2007)，將能大幅增加高齡者的使用意願，因此高齡者從傳統到數位時代的轉變，將因缺乏

教學而產生數位落差，如何增進科技認知為未來所需探討的議題。 

三、遊戲式學習導入教學 

受到科技快速成長的影響，學習的成效與障礙會伴隨科技的輔助產生變化，例如透過教育

遊戲進行技能與知識的教學(Boyle et al., 2014)。遊戲式學習(Game-Based-Learning；GBL)的遊戲

元素、機制和工具逐漸導入教育、醫療保健與職業技能等學習培訓中(McLaren, Adams, Mayer, & 
Forlizzi, 2017)，缺乏科技經驗仍可以透過數位科技培訓受益(Saczynski, Rebok, Whitfield, & Plude, 
2004)，透過遊戲內、外部刺激與激勵提高了學習動機及興趣(Wan & Chiou, 2010)，如表 1 所示，

遊戲設計元素以激勵機制、遊戲機制、美觀、故事情節及音樂等為基礎，產生出不同的類型學

習環境(Plass, Homer, & Kinzer, 2015)，有助於個人建立學習成就、認知能力、提升學習與參與動

機、解決複雜問題能力，以及其他社交和情感技能(Rosas et al., 2003)，且社交、群體互動、興趣

愛好與激發創造力等社交遊戲機制能激勵學習，並透過互助練習完善自身技能(Hicks, 2012)。因

此，遊戲內容需考慮簡潔明確的互動學習任務，並在學習互動過程中與同儕共享，透過遊戲式

學習導入教學，促進學習目標的達成。 

表 1 遊戲式學習設計元素(Plass et al., 2015) 

設計元素 說明 

激勵機制 鼓勵玩家繼續遊玩的元素(例如，競賽、資源獲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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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小結 

如上文獻探討所述，數位科技高齡者提供各種日常學習的機會，進而促進生活質量；為透

過遊戲式學習導入社區並運用體驗式教學策略，促進學習者能將所學融會貫通，本研究先個別

探討社區高齡者學習特徵、智慧型手機所常用功能，考量其科技素養的知識、態度、技術，並結

合社區利害關係人的教學觀點，提出符合於社區高齡者共學的遊戲，促進高齡者主動學習，並

在過程中達到社交互動。 

參、研究方法 

一、高齡者科技素養與遊戲體驗需求調查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歸納高齡者科技操作特性與遊戲式學習、設計方針，接續透過半結構

式訪談 10 位具有科技使用相關經驗之高齡者，在社區學習參與模式、科技使用動機以及遊戲體

驗需求，並邀請 2 位具高齡相關研究人員透過親和圖法以圖解方式呈現科技影響社區高齡者操

作與感受因素，歸納出適合高齡者的教學互動策略。 

二、社區利害關係人高齡教學需求調查 

根據參與式觀察與訪談社區 5 位具有高齡授課經驗者，現有高齡教學模式原則、流程，並

提供對於遊戲互動導入教學的看法、建議，後續邀請 2 位具高齡相關研究人員透過親和圖法歸

納適合高齡者的遊戲互動模式與回饋機制。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社區高齡者之科技體驗需求點 

根據參與式觀察及訪談歸納，觀察高齡者在社區課程參與的互動模式，並訪談 10 位社區高

齡者在學習智慧型手機過程及遊戲體驗，社區高齡者訪談內容細部發展分為四大構面如下： 

(一) 社區參與：社區內設置場地提供高齡者參與課程活動，在課程中與旁人互助、分享經驗帶

遊戲機制 確立學習目標、評估正確/錯誤的步驟(例如，語音提示、震動反饋等)、單人

或社交遊戲模式。 

美觀設計 遊戲的整體外觀和特性及如何顯示提示與反饋，視覺效果需與故事情節連

結。 

故事情節 通過動畫、配音、影片描述，並根據遊戲規則、角色、任務和激勵發展不同

的成果。 

背景音樂 將玩家的注意力轉移到特定的任務與事件中，例如成功破關給予歡呼音效。 

知識和技巧 (1) 教導新的知識與技能(例如，科技、語言等)。 

(2) 練習並加強現有的知識和技能(溝通技巧、團隊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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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社交行為，原本退休消極轉為正面態度，而高齡者認為課程所學習的新知與成果將增進

與家庭間更多話題性，以及將為生活帶來益處，因此課程意願與配合度高。 

(二) 學習科技動機：社區高齡者受到家庭成員影響、時代科技的進步，且因需與家庭成員聯繫

以及想分享、吸收更多資訊，故透過智慧型手機獲得社交彌補及學習上的滿足，是影響持

續使用科技因素。 

(三) 基本科技素養：社區高齡者因家庭背景、學歷等因素影響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產生不同的

使用經驗及程度分別為，1.知識：部分高齡者因缺乏教學與科技基本認知，常需透過家人協

助使用，且擔心洩漏隱私及無故扣款等負面因素，只願意接觸基本功能操作，例如撥打電

話、拍照記錄；2.技術：7 位擁有智慧型手機，常用於與家人聯繫互動與分享資訊、圖片，

主要透過家庭成員一步步方式學習，其餘 3 位只擁有按鍵式手機的高齡者期望能學習與生

活貼近的基礎科技功能，例如 LINE 聯繫、修圖軟體等；3.態度：科技使用上受阻礙時，主

動尋求他人協助來滿足學習欲望，但因眼睛退化、隱私性等負面因素，以致減少操作科技

的動機，可增加科技知識，前期教學需提供正確科技觀念以防止高齡者的不適應。 

(四) 遊戲體驗：高齡者提出遊戲體驗上簡單操作、背景故事需與自身經驗相符，教學內容能輔

助生活質量的提升因素，且期望結束後能帶來話題性以利互動分享，提升參與度與學習動

力。 

二、社區利害關係人之教學需求點 

對於高齡教學模式針對具有高齡者教學經驗之社區負責人與教學者共 5 位進行初步訪談，

目的為探討適合高齡的教學模式及如何有效搭配遊戲元素導入學習課程中，使社區高齡者達到

自主學習、社交互動，利害關係人訪談內容細部發展分為以下三大構面。 

(一) 教學模式與規範：社區課程以漸進式教學帶入教程中，配合高齡者習慣用語、模式設計，

教學者提出課程內容需與生活連結性強，且透過科技輔助結合視、觸、聽等感官體驗影響

高齡者在學習環境中參與度，例如圖像示意、實際操作。 

(二) 遊戲互動體驗需求：高齡者遊戲體驗以團體合作為佳，以助於在體驗過程中能達到社交行

為，教學者對遊戲整體提出建議分別為，1.美觀設計：以圖形為主文字為輔，並透過科技介

面作為遊戲學習平台，並搭配紙本講義與卡牌輔助，創造虛擬科技與實體物體的互動遊戲；

2.故事情節：貼近過往的生活經驗，使高齡者產生共鳴增加話題性，例如以家庭核心作為情

境故事與角色設計；3.背景音樂：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搭配懷舊音樂或輕鬆音樂，使高齡者輕

鬆愉悅的學習；4.知識/技巧：教學方面上，漸進式教學以科技觀念著手，如 4G、wifi 等，

教學者提出能透過記憶遊戲促進 icon 圖形、功能步驟的認識；社交行為上，遊戲元素建議

能以合作形式，在過程中高齡者將扮演領導者、協助者與被協助者等不同角色，促進社交

行為。 

(三) 遊戲體驗回饋機制：以遊玩回饋除了教學者給予言語上的鼓勵，也能透過勝利音樂、累積

獎勵等方式，體驗過程中建議以同儕競爭與合作的方式鼓勵，促進彼此的參與，而後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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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遊玩模式透過互助也能增加話題性。 

三、社區高齡者科技體驗歸納與定義 

依照訪談內容邀請 2 位具有高齡相關研究人員一同進行親合圖法以卡片式圖解進行分類，

呈現遊戲互動影響社區高齡者學習關鍵因素與意義，歸納社區高齡者與利害關係人訪談的結

果，從「科技體驗動機」、「高齡教學規範」、「遊戲體驗需求」、「遊戲體驗回饋」等 4 項，整理

出科技學習影響關鍵因素，其整理結果如圖 1，圓圈依需求數量劃分大小，其將歸納遊戲互動

元素所需著重的發展方向，並將相關的元素進行紅色圓圈歸納，另外解釋其相互關係；社區高

齡者透過遊戲體驗達到學習功效作為遊戲設計核心目標，作為後續系統建置之依據基礎，以下

以關鍵點分析：

 

圖 1 親合圖歸納結果 

由上述分析所歸納出使用智慧型手機動機因家庭因素、追求新知及社交聯繫影響較明顯，

在操作過程受阻時主要是透過家庭成員從旁協助，較難自主進行操作，所以社區提供高齡者對

於科技的基本建構，將能使其培養科技素養與技能；而在教學過程透過遊戲達到愉悅學習心態

增加話題性，間接加入感官體驗能促進參與度，遊戲規範建置以循序漸進帶入，且互動性質的

教學內容將能帶動學習成效，如指定使用拍照功能去拍攝某項事物即可完成任務，隨高齡者需

求而變化難易程度，以利高齡者能持續學習，助於後續相關高齡科技學習教程安排。 

伍、結論 

從上述分析，得出四大面向結論，一、科技體驗動機：家庭促進使用科技為外在因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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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聯絡功能上，而吸收新知為內在因素，故可以透過家庭關係促進高齡者學習科技操作；二、

科技體驗過程：在學習科技的輔助者通常為家庭成員，但如有內外因素影響將導致學習阻礙，

如家人無法及時性輔助或對基本科技不了解而害怕接觸，故缺乏讓高齡者從頭學習的漸進式教

學，建議從基本科技知識教起，促進自主學習；三、高齡教學內容：建構科技基礎為重要性，從

訪談內容歸納出高齡者對於智慧型手機偏好拍照與社交功能，故遊戲內容建議可從拍照、社交

形式導入科技教程，而針對其餘基本教學內容後續將持續進行研究；四、互動遊戲元素：以家

庭元素設計整體遊戲架構，能貼近高齡者生活經驗與背景，且在互動能增加感官體驗，幫助對

教學內容的熟悉程度，而獨居高齡者則可以透過與同儕間競爭合作互助，產生歸屬感，另，以

大富翁互動形式作為遊戲建構依據，也能符合上述所提出的合作與競爭感；期望可做為相關研

究者與產業高齡者科技學習遊戲設計、研究與規劃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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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科際整合在研究、實踐、教育領域都受到廣泛討論。科際之間的整合是連結研究、

產業、和教育的橋梁，而設計是連接科技與人性的橋梁。設計領域的跨領域教育，擁有獨特的

優勢：設計善於在實踐中解決問題的概念，結合跨領域整合學者從科學角度發展出的整合理論，

可以讓設計教育成為跨領域教育趨勢的觀察對象。本研究以探索全球設計學系當下的跨領域教

育現狀，比較科際整合與非科際整合教育，與其在大學部與研究所階段的教育目標之異同，嘗

試發現目前科際整合教育的重點與可改進的機會，以供教育者與課程規劃者參考。 

關鍵字：跨領域、設計教育、學程 

Abstract 

Along these years, interdisciplinarity shows its popularity in both research, practice and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s the bridge connecting research,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hile design 
bridges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Therefore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in design domain has the 
unique advantage where the concept of design deployed into problem solving practices jo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ists'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balanc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is make 
design a unique domain worth an observation in terms of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sign programs in a global scale to present an overview of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objectives in design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grams' objectives, the 
discrepancies are shown amo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non-interdisciplinary objectives in both master 
and bachelor levels.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nd future programs design.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Educ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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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近年來，技術創新、人口增長、工業生產，加速了人、貨品、觀念的流動，加上現代國家

結構的重劃，促進對知識需求的增長 (Raento, 2009) 。科際整合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研究

與教育領域都受到廣泛討論。Klaassen (2018) 與 Ehlen (2015) 認為科際整合是連結研究、產業、

和教育的橋梁，對科技創新循環是不可或缺的。而設計在創新產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

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中，設計以不同的方式成為探索未來與產生前端創新的手段，在此過程

中，設計的價值被強調 (Mejia Sarmiento, Pasman, Hultink, & Stappers, 2017) 。另外，全球化的

當下，各種人類的問題日漸突出，而科際整合往往強調要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Lam, Walker, & 
Hills, 2014; Repko, Navakas, & Fiscella, 2007) ，而這一切如何在設計教育中被觀察到，又是怎樣

存在於現有的設計學門 (domain) 教育框架下，對於解決問題與調整課程於教育者和跨領域研究

者有更多的啟發。因此，觀察於了解當下的跨領域教育是在現在設計教育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目標是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以滿足社會進步的需要，是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究當下全球設計學系的跨領域教育趨勢，預期通過蒐集大量學校

之設計相關科系及學程資料，以分析在不同階段的設計教育中跨領域教育的多種存在面貌與方

式。試圖尋找出目前跨領域設計教育的重點，並比較科際整合與非科際整合學程的教育目標之

差異，以供國內外設計教育規劃者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ity) 的定義 

Interdisciplinarity 一詞在英文中有「跨學科」、「跨領域」之意，跨領域一詞的靈活性與不確

定性，反映在跨領域中對於整合 (integration) 扮演的角色之理解差異，因此存在有兩種主張，

一種派別支持廣適性，一種派別支持整合性；分為廣適者 (generalist) ，與整合者 (integrationist)   
(Repko et al., 2007) 。其中整合者 Mansilla (2005) 認為跨領域是整合兩個或更多領域的知識和思

考模式的能力，產生出一種認知優化 (cognitive advancement) ，舉例來說，解釋一個現象、解

決一個問題、創造一個產品、或是提出一個新疑問，以一種不太可能通過單一領域達到的方式 
(Mansilla, 2005; Repko et al., 2007) 。而 Repko et al. (2007) 通過比較了雙方支持的學者的觀點之

後，闡述並且強調整合之於跨領域實踐、研究、教育的重要性，認為跨領域的最終目的是產出

跨領域的理解力 (Mansilla, 2005) ，而整合是手段。 

而在教育的脈絡下，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載明的雙語術語翻譯，目前對於

interdisciplinarity 的中文翻譯為「科際整合」而 interdisciplinary 翻譯為「跨領域的」、「跨學科的」 
(林瑞榮, 2000)，可見在中文語境下，已經把逐漸整合視為跨領域之定義特徵。 

目前，科際整合教育已成為趨勢。Jacob (2015) 認為科際整合高等教育訓練不斷增長，是因

為今日的求職所需已經與往日有很大的不同，很多雇主認可畢業新鮮人擁有的競爭力、技能與

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而雇主也把團隊合作的能力視為與核心領域競爭力同等重要的因素。除

了團隊合作，科際整合教育還能夠為學生帶來別的的競爭力，如 Lindvig and Ulriksen (2019)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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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跨領域教育解決當下社會的挑戰、順應科學發展方向與步伐、通過體驗其他學科而反過

來認識自身學科的特點、提升原本學科內外的能力、開發創造力與創新、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

力。除了競爭力之外，學生還可以在跨領域教育中受益，收穫好奇心、學會尊重、開放的心態、

耐心、勤勉、自我規範、社交經驗、教育體驗 (Spelt, Biemans, Tobi, Luning, & Mulder, 2009) 。 

二、跨領域教育 

設計長久以來與產業連結，注重實踐，擅於解決問題，這一點正是跨領域教育所強調的。

科際之間的整合是連結研究、產業、和教育的橋梁，而設計連接科技與人性。因此設計與其他

領域整合是非常必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設計教育缺乏科學知識與研究能力。跨領域教育

不只是「整合學科知識」，同時也要以「整合加合作」的方法來增強學習與「保留 (retention) 」  
(Klein, 2002; Repko et al., 2007) ，以促進學生學習之能力。讓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在科際整合課

程中獲得助益，課程規劃與教學時應當考慮到學生對跨領域課程設計的目、與預期結果的理解

差異。同樣，科際整合之實踐對於學術身份的形成有更深遠的影響，也攸關學術文化的繁衍 
(Lindvig & Ulriksen, 2019) 。當下教育的整合正在以各種程度與形態發酵，相信未來科際整合之

設計教育會在科學與實務應用面找到更好的平衡。在全球各大學，設計的角色不論是在設計領

域之內還是領域之外，跨領域或是非跨領域的科際之間，都在不斷地演化與適應。 

參、方法 

為了解與探索科際整合在當下設計教育的呈現狀態，藉由蒐集全球眾多設計相關科系之資料以

了解目前的跨領域與非跨領域教育之學程類型與發展方向。然後，運用文字探勘的方法進行文

本分析，以跨領域與非跨領、大學部與研究所等分類方式比對、分析當下設計院校之科系對於

科際整合教育的目標差異。 

 

 

圖 1 數據的蒐集與分析 

 

研究的流程如圖 1 所示，在數據的蒐集與篩選階段，首先按照 2019 年 QS 全球大學排行中藝術

與設計類 (Art & Design Subject) 前兩百名大學的名單，蒐集各院校的設計科系資料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建檔。蒐集的資料主要包括大學、學院、學系、學程名稱、學位、教育目標等，資

料主要取自於各院校網站，總計收集了 3,558 個藝術與設計相關學程之資料，篩除無效資料之

後，再以關鍵字篩除藝術類學系與學程，為了讓研究對象更準確，僅僅保留設計學系與學程，

總計 2,701 個。其中大學部有 1265 個學程，研究所有 1,436 個。而因某些學系或學程網站載明

之資料缺失，故其中含有教育目標的有 2,39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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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篩選後的設計學系學程資料，進行進一步的分類與篩選。而在全球的範圍內，科

際整合教育以不同的形態出現，考慮到課程設計者對科際整合教育活動既有概念理解上的差異，

也有當下具體情形之教學策略。參考上文所述之各院校不同科際整合教育，如：有的院校在傳

統科系的課程規劃上用跨領域整合的手段設計新課程，有的學校創立新的學程與學系，這些變

化會反映在課程描述的教育目標之中或學程名稱上。本研究為了盡可能全面的觀察科際整合活

動以及舉措，針對以上數據使用三種分類方式從不同角度，進行特徵選取及篩選分類。 

因數據來自與全球各學府之設計學系／學程並以英文呈現，因此針對分類一，採用科際整

合相關之關鍵字英文：Interdisciplin (-e / -ary / -arity) ; Multidisciplin (-e / -ary / -arity) ; 
Transdisciplin (-e / -ary / -arity) ; Cross / Across disciplin (-e / -ary / -arity) 來找出教育目標有關鍵

字之設計系學程，分別計算出總數以及大學部與碩士學程占總樣本數的比重，然後分別把大學

部、研究所之學系/學程教育目標提取出來，以 ATLAS.ti 文字探勘軟體進行字數統計與排行，產

生出相關字彙與出現次數的排行表，再匯入 Excel 中做整理。先把無意義文字如 OF、AND、
WITH、FOR、MUST、WHILE 等刪除，再把篩除後的排行做名詞單複數合併，以避免字彙重

複，讓文字排行數據儘量完善。接下來再把各排行前 50 之關鍵字排行篩選出來。再用以上同樣

的方法針對非含有跨領域關鍵字之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學程教育目標做分析得出排行前 50 之關

鍵字，然後對比分析科際整合之教育目標關鍵字與非科際整合之教育目標關鍵字之異同，以找

出科際整合與非科際整合之設計相關學程目前在教育目標上的側重點之區別。此研究嘗試探究

兩個問題： 

（一）目前全球的科際整合設計教育的主要目的為何?教育目標是培養怎樣的學生，並期待他們

擁有什麼樣的能力？ 

（二）大學部與研究所的科際整合教育有何差異?  

肆、結果 

通過初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在 2,701個設計學程中，大學部 1265個學程占總數之 46.83%，
研究所有 1,436 個，占總數之 53.17%。因此，全球排行前 200 大的院校中的碩士學程整體上比

大學部多百分之 6.34%。用關鍵字篩出教育目標含有科際整合關鍵字之設計系學程 293 個，約

占 10.85%，而有 2407 個，約 89.15%的學程之教育目標中，無科際整合關鍵字。含有科際整合

關鍵字之 293 個學程數中，有 112 個是大學部學程，181 個是研究所學程。在大學部階段, 科際

整合相關學程數量占大學部學程總數 (1264 個) 之 8.86%，而在研究所階段，科際整合相關學

程數量占研究所學程總數 (1436 個) 約 12.60%，跨領域的學程之比重目前研究所階段相比大學

部更多。教育目標中科際整合之各種關鍵字之比重差異。最常出現的關鍵字是 Interdisciplin (-e / 
-ary / -arity) (202 個) ，占教育目標含有關鍵字學程之 65.58%。其次是 Multidisciplin (-e/ -ary / 
-arity) (73 個) ，占 23.70%。而含有 Cross / Across disciplin (-e / -ary / -arity) 關鍵字的教育目標

有 18 個，占 5.84%。比重最少的是 Transdisciplin ( -e / -ary / -arity) (15 個) ，占 4.87%。 

一、跨領域與非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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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提取教育目標並且使用 ATLAS.ti 文字探勘軟體做字數排行，從整理過的各排行前五十

位之關鍵字分析與比對，發現含有際整合關鍵字教育目標與不含有際整合關鍵字教育目標中，

出現次數最高的單字都是「設計」，在科際整合教育目標中關鍵字的「設計」出現次數比重為

3.66%，而在非科際整合教育目標關鍵字中則佔 4.12%。比較之後可以發現，相較於傳統的設計

學程，科際整合設計學程中設計所位的比例似乎較低。依關鍵字的排序來看，學生在非科際整

合及科際整合設計學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分別為 1.49%與 1.48%。而對於「科技」而言，

科際整合與非科際整合學程的教育目標幾乎同樣重視，都為 0.44%。另外非科際整合教育目標

重視培養「技能」，而科際整合教育目標則更重視「研究」。推論可能的因有二：1) 非科際整合

設計教育本身重視教授學生技能以投入產業界的應用，而科際整合在高等教育環境內與學術之

科學研究較緊密。當下的設計實踐牽涉到跨領域知識與合作，後工業時代的設計師除了要用模

型、模擬、決策理論、系統思考之外，也需要學習更廣的研究方面的技能 (Friedman, 2012) 。
2) 大學部注重基礎知識與技能之培養，而研究所階段重視分析、尋找方法、思辨等研究能力。 

如圖 2，科際整合之設計教育比非科際整合更加重視「項目」 (0.93%>0.61%) ，一方面是

因為前者的教育目標比較多強調專案導向的學習 (PBL) ，另一方面因為設計教育本身傾向實務

應用，項目與產業連結。另外，雖然兩者幾乎同樣重視「思考」，但是科際整合教育比非科際整

合更重視「批判性」。 

科際整合與非科際整合教育目標的最大差異在於，科際整合學程強調「跨領域的」、「未來」、

「領域」、「當代的」、「批判性的」、「跨越」、「理論」、「材料」；而非科際整合學程強調「學習」、

「理解(力)」、「商業」、「脈絡」、「職涯」、「技術的」、「管理」，由此可知科際整合設計教育側重

於培養學生跨領域的能力從理論出發，去探索當代和未來的問題；或以跨越傳統領域範圍的新

理論與方法去教學生超越原有學科界線去探索未來。而非跨領域設計教育重視學生學習現有的

脈絡、知識與技術為職涯做準備，培養出務實的、適應於傳統產業的人才，並且理解設計與商

業、管理關係。 

從「產業」的面向上來說看，非科際整合設計教育目前明顯更加重視「產業」 (0.68%>0.42%) 。
而由圖表可知，相比於於「景觀」、「建築」、「都市」、「環境」的面向，科際整合教育尚未發酵

在如「時尚」產業，以及「商業」、「技術」、「管理」。 

二、大學部與研究所 

非科際整合之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程的側重點不同，大學部重視培養學生的「創意的」、「技

能」、以適應「產業」，而研究所重視「研究」、「實踐」。不論是科際整合還是非科際整合學程，

大學部比研究所重視「學習」既有知識與方法，而在研究所階段比大學部更加重視「創新」與

「脈絡」。如圖 3 所示，差異最大之處體現在完全不同的字彙，非科際整合的大學部學程教育目

標強調學生的「職涯」與「想法」，研究所階段則強調「思考」與「計畫」。項比之下，跨領域

的大學部學程教育目標強調「世界」與「 生產/製作」，研究所強調「理論」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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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雙向橫條圖呈現科際整合學程與非科際整合學成之目標關鍵字百分比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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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顯不足的地方是，目前設計跨領域教育目標比較缺乏對學生在科際整合學習中培養出「跨

領域理解 (力) 」 (Mansilla, 2005) 。當下設計教育不應該刻意地避免、忽略學科之間的差異與

知識，僅關注設計 (Exter, 2019) 。如 Repko et al. (2007) 與 Mansilla (2005) 的觀點，跨領域理

解 (力) 是整合知識與思考模式的能力，是跨領域整合的最終產物。因此設計教育者應考量要在

科際整合學程的教育目標中，加入培養學生跨領域「理解 (力) 」的部分。  

 

 
圖 3 大學部與研究所教育目標關鍵字之異同 

 

伍、結論 

總而言之，科際整合整在以多種多樣的面貌在全球大學的設計科系發生。通過探索 2019 年
QS 全球藝術&設計前兩百名大學的各學程與教育目標可以得知目前設計教育的現狀。在研究中

研究結果發現非科際整合設計教育目前明顯更加重視「產業」而科際整合設計教育更加重視「研

究」。這與科技整合在歷史發展下宏觀面向的整體現狀剛好一致。從大學部與研究所來看，非科

際整合的大學部學程教育目標強調學生的「職涯」與「想法」，研究所階段強調「思考」與「計

畫」。科際整合的大學部學程教育目標強調「世界」與「生產/製作」，研究所強調「理論」與「挑

戰」。尚需要努力的部分，是目前科際整合教育目標較少提及「理解 (力) 」。而培養對學生在科

際整合學習的「跨領域理解 (力) 」卻是非常重要的。受限於資料完整度與更深入的分析，此研

究有一定的侷限性，仍有可以繼續展開的空間。希望透過此研究，能夠讓跨領域研究者、設計

教育者、課程規劃者有一個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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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透過對於國內工業設計教育目標與課程的整理與分析，探討工業設計教育的目標與

課程內涵。研究收集國內設計科系的教育目標與課程資料，透過質性的編碼以及文字探勘 (text 
mining) 技術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國內工業設計教育的目標強調創新性，注重
設計知能的學習，培養專業設計執行與整合能力的人才為主要的目標；課規劃可以區分為核心

實務、知識理論、技術工具，以及設計實務等四類課程，其中以知識理論類課程數量最多，其

次為設計實務類課程。 

關鍵字：工業設計、教育目標、課程規劃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goals and course context of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goals and course lists are collected from the webpage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s/programs in Taiwan. Both the qualitative textual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text mining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goals of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 emphasize innovation, focus on the learning of design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cultivate the design practice and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The courses can be divided into 
practice-based core courses, knowledge and theory, technical tools, and design practices courses.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knowledge theory courses is the largest.  

Keywords: Industrial design, Educational goals, Curriculum planning 

壹、前言 

設計是企業轉型的重要能力之一，目前設計在台灣受到高度的重視，並且有大量的大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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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設計相關的科系。在面臨全球社會、經濟與科技的快决發展之下，設計所需的能力是否

己經產生變化，設計教育又讓如何思考這些變化，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的變革，以教育、訓練

出符合未來設計需求的人才，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議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大學工業設

計的課程，期望透過對於設計課程的研究，了解目前及未來設計教育的主要方向與目標，以及

設計教育中需要教導及訓練學生的主要知識與技能。嘗試進一步了解工業設計教育的課程規劃

與未來發展方向，作為思考以及改善、提升工業設計教育的參考。本研究主要是透過網路收集

大學工業設計校系的教育目標與課程清單，再利用文本分析以及文字探勘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整

理與分析。 

貳、文獻探討 

設計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訓練學生成為一個專業的設計師，以符合業界的用人需求。

有關工業設計師的專業能力的培養與要求，許言, 張文智, and 楊耿賢 (2007) 曾整理有關招募
新進設計時的評選項目，從其結果中可以發現設計師需要學習的內容與養成的能力非常多，也

因此設計教學過程中，需要良好的教學規劃與訓練才能達成教學的目標。另外，張智銘 and 游
萬來 (2011) 也回顧了近年國內外有關工業設計師所需具備能力的研究文獻，重新檢視學界、業
界、及設計實務界對工業設計師能力的要求和期許。研究發現工業設計師的能力指標主要包含

「工業設計師專業能力」、「一般能力」與「工業設計師的人格特質」等 3 類。而工業設計的工
作內容廣泛，設計師必須對每種領域具備一定的知識水準，所以工業設計師是一種較屬於通才

性質的角色。另外，因為受到科技與設計的改變，未來的工業設計師需要從傳統的工業設計方

法，進一步提升到運用數位與網路工具，而新型態的設計活動也要求工業設計師學習更多的能

力。研究最後彙整出工業設計師應具備能力的 9 大領域：1) 產品企劃與開發領域；2) 市場相
關領域；3) 設計人文領域；4) 美學與造形領域；5) 工學相關領域；6) 手繪表達領域；7) 電腦
輔助設計領域；8) 人因工程領域；9) 工業設計師的人格特質。 

設計教育的目標是希望學生在畢業後能擁有高度的動機與技術能力，同時做好心理準備，

以專業的水準進行各種設計問題的解決。為了達到此目標，設計的課程規畫，必須思考如何讓

學生了解並學會應用設計的各種知識、技巧、程序與理論，同時在藝術、科學與人文領域之間

取得平衡 (Demirbas & Demirkan, 2007)。目前設計的課程約可以區分為 4大類，包含基礎課程 
(fundamental)、技術基礎 (technology-based)、藝術 (artistic) 與工作室 (studio) 等課程，其中工
作室課桯是最重要的部分 (Demirbas & Demirkan, 2007)。工業設計的專業涉及許多不同的知識
領域與技術，在設計教育中，該如何設計課程，讓學生可以在四年的學習過程中，學習及訓練

相關的專業領域知識以及技術和能力，是課程設計的重點。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社會、經濟與

科技的發展，產業對於設計的需求與應用似乎也產生了變化 (Berk, 2016; Ecima, Pardo, & 

González-Mariño, 2011; Heinis, Goller, & Meboldt, 2016; Liu, Lee, Lin, & Tseng, 2013; Lou & Ma, 
2015; Norman, 2010, 2011; Punekar, 2015; Wang, Moriarty, & Wu, 2015)，因此設計教育的主要目標
與教授的知識與技術是否也需要改變，是值得注意的一個議題。 

在工業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的研究方面，Punekar (2015) 探討大學工業設計課程的問題，發
現隨著時代的演進，設計工作的主要內容的方式都產生了改變，因此透過對於畢業生的工作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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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調查，收集資料，作為調整及修正課程設計的參考。根據研究結果，他提出了一些建議：1) 核
心課程非常的重要而且必需保留；2) 電子與運算 (electronics and computing) 的簡介以及手做的
工作坊對於設計常重要；3) 必須導入與科技相關專業跨領域合作的專案；4) 要強化人因工程與
視覺設計的能力；5) 設計管理與設計程的相關課程必須提前至學程的初期；6) 與專案進行短期
的工作坊或者與產業合作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經驗；7) 課程中的發表與工作室的設計成果評估
有助於提升溝通與社交互動的技巧；8) 增加選課程與專案的選擇；9) 評核後的小組討論與很重
要；10) 應鼓勵與老師進行非正式的「談話」與討論，而非只是單約的教學；11) 進行跨領域的
對話而不要受限於一領域；12) 考慮上的因素與挑戰進而新教育的過程。而 Ozkaynak and Ust 
(2012) 探討了近 10年設計的變化，認為設計教育應該要有所轉變，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了幾
個思考的方向與建議：1) 重新定義理論與實務之間的關係；2) 設計教育應該考慮更多的議題與
因素；3) 融合展演與設計；4) 跨領域的教育，強化及鼓勵跨領域的合作與研究。 

工業設計師要具備許多不同的能力，而這些能力需要在大學四年的課程中加以學習，因此

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對於學生的學習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隨著社會、經濟與科技的改變與

發展，未來的工業設計師將面對許多新的挑戰。因應這些挑戰，大學工業設計教育的目標與課

程的內容與組織規劃該如何調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學生該學習那些內容?這些內容在教
學上該如何組織?這是課程規劃與設計時很重要的問題 (Petrina, 2004)，而這些問題的答案會影
響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由於課程的規劃與設計涉及許多的議題，要重新規劃設計一個新

的課程是很複雜且困難的事情。但透過現有設計的案例分析，可以了解相關課程規劃與設計的

精神和架構，同時可以作為改善現有課程問題時的參考。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工業設計課程資料

的收集與分析，了解目前工業設計教育的教學目標與內涵，作為未來規劃與設計的參考。 

參、研究方法 

為探索目前工業設計教育的目標以及課程的內涵，本研究以台灣大學工業設計科系為主要

研究對象，透過網路搜尋的方式，收集各校系的教育目標與課程資料，再透過質性的編碼以及

文字探勘 (text mining) 的技術，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研究的對象為國內大學科系屬於設計學門中產品設計學類 (科系代碼 230303) 的科系，主
要收集的資料內容包括該校系的教育目標與課程清單。 

本研究以網路搜尋的方式，共計收集了國內 17 個大學工業設計科系的教育目標以及 15個
校系的課程資料。從網路上搜尋所取得的資料，主要為文字的內容。由於各校系網站上所提供

的資料型式與內容並不相同，所以取得資料的格式與項目並不一致，且部份校系並未完整呈現

課程的資訊。因此，目前僅針對所取得的內容進行質性與基本量化的描述分析。 

由於內容包含許多的項目，為了有效的加以分析，以獲得較佳的分析結果，研究中除了使

用質性軟體ATLAS.ti進行質性編碼與分類的方式加以分析外，也嘗試使用文字探勘 (text mining) 
技術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在文字探勘的部份，主要使用由 Chen (2017) 所開發的「文字探
勘分析器 / A Text Analyzer for Text Mining」(https://pulipulichen.github.io/HTML5-Text-Analyzer/) 
進行文字的分析，再由分析結果中剔除無意義的字詞資料，最後留下具參考性的字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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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教育目標分析結果 

研究從網路上所收集到的工業設計科系的教育目標，經過整理之後，分別使用質性的編碼

分類分析方式，以及文字探勘分析器進行分析，以下分別說明分析的結果。 

(一)、質性分析結果 

研究所收集的教育目標資料，以 ATLAS.ti軟體進行編碼，同時進行統計與分析。表 1為編
碼的內容與出現的次數統計結果，限於篇幅僅列出出現次數大於等於 2 次的編碼。由表中可以
看出，出現次數最多的編碼是「創新」，其次是「設計技術」、「設計整合」、「設計知識與理論」，

以及「跨領域」等。由此結果可以推論台灣的工業設計教育非常強調創新性，對於設計的基本

技能與知識的學習，以及跨領域的設計與發展也相當的重視。另外，以質性分析的結果來看，

各校系也將許多的能力與特質列為培養及訓練學生的目標，像是人文涵養、執行能力、社會關

懷、工程知識與設計倫理等。 

表 1.  設計教育目標質性分析結果 (次數≥2) 

編碼 次數 

創新 22 

設計技術 18 

設計整合 16 

設計知識與理論 15 

跨領域 15 

人文涵養 14 

執行能力 14 

社會關懷 13 

編碼 次數 

工程知識 12 

設計倫理 12 

團隊合作 11 

科技知識 10 

美學 10 

溝通協調 10 

分析能力 9 

企劃 8 

編碼 次數 

問題解決 8 

國際觀 8 

產業需求 6 

設計表達 6 

設計管理 6 

終身學習 5 

社會責任 4 

設計思考 4 

編碼 次數 

設計研究 4 

造形 4 

發現問題 4 

科學知識 3 

電腦繪圖 3 

學術研究 3 

藝術涵養 3 

外語能力 2 

編碼 次數 

前曕性 2 

專案管理 2 

設計方法 2 

設計價值 2 

學習態度 2 

獨立思考 2 

 (二)、文字探勘分析結果 

表 2為分析後得到出現次數較高 (≥5) 的關鍵字詞清單。在各校系所陳述的教育目標中，出現次
數最高的字詞是設計，其是專業、培養、目標、知識、創新、人才、整合等。此結果與質性分析所得

的資訊類似，發現國內工業設計教育的目標強調創新性，注重設計知識的學習，培養專業設計與整合

能力的人才為主要的目標。出現的字詞中也包含了許多與設計師特質、能力、知識與技術等相關的字

詞，藉此可以了解國內工業計教育對於設計專業人才所需具備的特質、知識、技術與能力的概況。 

表 2. 設計教育目標文字探勘分析結果 (出現次數≥5)

字詞 次數 
設計 136 
專業 33 
培養 26 
目標 23 
知識 23 

字詞 次數 
創新 23 
人才 22 
整合 21 
學生 17 
應用 17 

字詞 次數 
領域 16 
技術 13 
培育 13 
管理 13 
人文 12 

字詞 次數 
合作 12 
產品 12 
團隊 12 
社會 11 
溝通 11 

字詞 次數 
實務 11 
設計能力 10 
設計專業 10 
創意 10 
團隊合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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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次數 
表達 9 
思考 9 
美學 9 
專業人才 9 
設計人才 9 
跨領域 9 

字詞 次數 
學習 9 
研究 8 
倫理 8 
產業 8 
解決 8 
需求 8 

字詞 次數 
國際觀 7 
使用者 6 
基本 6 
專業知識 6 
設計技術 6 
造型 6 

字詞 次數 
獨立 6 
企畫 5 
企劃 5 
多元 5 
思維 5 
專案 5 

字詞 次數 
理念 5 
設計專業人才 5 
設計整合 5 
發展 5 
資源 5 
電腦 5 

 

二、大學工業設計課程分析結果 

本研究共計收集了 15個工業設計 (學) 系的課程資料，共計 1,033門課程，所有的課程資料除了
進行基本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外，也依據各種不同的屬性加以分類後進行分析。 

(一)、課程名稱統計結果 

表 3為所有課程名稱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中列出出現次數大於等於 3的名稱，從表中的統計結
果來看，課程名稱出現次數最多的前幾個名稱為產品設計、專題設計、表現技法、基本計、模型製作、

設計素描、色彩學、產品開發、設計方法，以及電腦輔助設計等課程。其中基本設計、產品設計、專

題設計等課名稱為工業 (產品) 設計科系核心實務課程經常使用的名稱。從出現次數較高的幾個課程
名稱來看，台灣的工業設計課程中，多數仍規劃設計素描、表現技法等重要的設計手繪表達技巧，以

及模型製作、電腦輔助設計等相關的技術工具類課程。並提供色彩學、產品開發以及設計方法等知識

理論類型的課程。 

表 3. 國內設計相關課程名稱次數統計表 (次數≥3) 

課程名稱 次數  % 
產品設計 31 3.00% 
專題設計 23 2.23% 
表現技法 20 1.94% 
基本設計 16 1.55% 
模型製作 15 1.45% 
設計素描 13 1.26% 
色彩學 12 1.16% 
產品開發 12 1.16% 
設計方法 12 1.16% 
電腦輔助設計 12 1.16% 
人因工程 10 0.97% 
交通工具設計 9 0.87% 
金工設計 8 0.78% 
校外實習 8 0.78% 
設計基礎 8 0.78% 
設計概論 8 0.78% 
職場體驗 8 0.78% 
職場體驗心得寫作 8 0.78% 
基本產品設計 7 0.68% 
電腦繪圖 7 0.68% 
畢業專題 6 0.58% 

課程名稱 次數  % 
設計史 6 0.58% 
設計圖學 6 0.58%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 6 0.58% 
圖學 6 0.58% 
攝影學 6 0.58% 
作品集 5 0.48% 
服務學習 5 0.48% 
設計心理學 5 0.48% 
設計管理 5 0.48% 
人因設計 4 0.39% 
工業設計 4 0.39% 
工業設計概論 4 0.39% 
使用者介面設計 4 0.39% 
商業攝影 4 0.39% 
產品分析 4 0.39% 
產品攝影 4 0.39% 
設計工學 4 0.39% 
設計實務 4 0.39% 
通用設計 4 0.39% 
造型設計 4 0.39% 
創意思考 4 0.39% 

課程名稱 次數  % 
創意整合 4 0.39% 
創新工藝 4 0.39% 
電腦輔助產品設計 4 0.39% 
製造程序 4 0.39% 
廣告設計 4 0.39% 
機構設計 4 0.39% 
機構學 4 0.39% 
工程圖學 3 0.29% 
工廠實習 3 0.29% 
互動設計 3 0.29% 
包裝設計 3 0.29% 
企業識別設計 3 0.29% 
色彩計畫 3 0.29% 
作品集設計 3 0.29% 
材料與加工 3 0.29% 
珠寶設計與實習 3 0.29% 
素描 3 0.29% 
產業實習 3 0.29% 
設計行銷 3 0.29% 
設計表現技法 3 0.29% 
設計英文 3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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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次數  % 
設計德文 3 0.29% 
設計應用英文 3 0.29% 
設藝總整專題 3 0.29% 
創新設計 3 0.29% 

課程名稱 次數  % 
暑期職場體驗 3 0.29% 
進階表現技法 3 0.29% 
電腦圖學 3 0.29% 
電腦輔助平面設計 3 0.29% 

課程名稱 次數  % 
網頁設計 3 0.29% 
模具設計概論 3 0.29% 

 

(二)、課程分類結果 

為進一步分析課程的類型，將所有課程依其特質區分為核心實務課程、知識理論課程、技術工具

課程，以及設計實務課程等 4類。其中核心實務課程定義為各學系以設計實務專案為導向的 Capstone 
Course，如基本設計、產品設計與專題設計等；知識理論課則是指教授各類領域知識與理論，提供學
生解決設計問題所需之專業領域知識與理論基礎的課程，如人因工程、設計心理學等；技術工具課程

主要教授學生學習操作設計實務所需使用的各種技術與工具型的課程，如表現技法；電腦繪圖等；設

計實務課程則是指非核心實務課程之特定主題的設計實務課程，如交通工具設計、珠寶設計等。 

表 4為課程分類的統計結果，依此結果可以看出，目前台灣各校系所開設的課程，以知識理論課
程的比例最高 (34.59%)，其次為設計實務課程 (30.72%)。 

表 4. 課程的分類統計結果 

課程類型 核心實務課程 知識理論課程 技術工具課程 設計實務課程 合計 
次數 125 357 234 317 1033 

% 12.11 34.59 22.68 30.72 100.00 

 

所有課程名稱的資料，透過文字探勘軟體分析，再剔除無意義的字詞後，所得的資料整理如表 5
所示。由表中可以看出課程名稱中出現最多的字詞除了設計之外，就是產品、電腦、產品設計、實習、

電腦輔助、實務與專題等。從這些字詞的意義來看，工業設計的課程中仍以產品設計相關的課為主，

另外電腦輔助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而實習、實務與專題等字詞也顯示出工業設計課仍以動手做的方

式實際操設計問題為主要的學習方式。 

表 5. 國內設計課程名稱之文字分析結果 (次數≥10之字詞) 

字詞 次數 

設計 578 

產品 133 

電腦 77 

產品設計 59 

實習 55 

電腦輔助 52 

輔助 52 

實務 44 

專題 38 

概論 37 

製作 37 

工業 35 

字詞 次數 

表現 34 

技法 33 

表現技法 33 

模型 32 

基礎 31 

體驗 26 

工業設計 25 

創意 25 

商品 24 

開發 24 

模型製作 24 

人因 23 

字詞 次數 

工程 23 

基本 23 

專題設計 23 

職場 22 

分析 21 

色彩 21 

製造 21 

應用 21 

產品開發 20 

設計實習 20 

繪圖 20 

設計概論 19 

字詞 次數 

創新 19 

圖學 19 

職場體驗 19 

攝影 19 

材料 18 

造型 18 

電腦輔助設計 18 

輔助設計 18 

方法 17 

素描 17 

工具 16 

交通 16 

字詞 次數 

基本設計 16 

進階 16 

數位 16 

生活 15 

色彩學 15 

設計實務 15 

機構 15 

文化 14 

交通工具 14 

電腦繪圖 14 

工藝 13 

互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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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 次數 

金工 13 

科技 13 

英文 13 

設計素描 13 

智慧 13 

工具設計 12 

字詞 次數 

介面 12 

介面設計 12 

作品 12 

作品集 12 

設計方法 12 

程序 12 

字詞 次數 

視覺 12 

寫作 12 

導論 12 

整合 12 

講座 12 

工學 11 

字詞 次數 

行銷 11 

管理 11 

3D 10 

人因工程 10 

交通工具設計 10 

電腦輔助工業 10 

字詞 次數 
設計 

製造程序 10 

 

伍、結論 

工業設計一個綜合性的學科，學生要學習許多不同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而隨著社會、經

濟與科技的快速發展，工業設計師所需要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也產生了改變。本研究透過文本

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探索國內大學工業設計的教育目標與課程內涵，結果發現： 

 工業設計教育的目標強調創新性，注重設計知能的學習，培養專業設計執行與整合能力的人

才為主要的目標。 

 課規劃可以區分為核心實務、知識理論、技術工具，以及設計實務等四類課程，其中以知識

理論類課程數量最多，其次為設計實務類課程。其中知識理論類課程以工程相關、造形與美

學、設計方法、行銷學、人因工程學與色彩學等知識課程所佔的比例較高。設計實務類課程

則以工藝設計、各類產品設計、實習與視覺設計等課較多。 

本研究受限於資料的完整性與數量，研究的結果還需要再進一步加以確認。但此初期的成

果可以提供給工業設計教育者作為課程規劃與調整以及相關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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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資訊化趨勢，為緩解高齡者與科技的鴻溝，透過課程提供高齡者接觸科技的機會，

提升高齡者使用科技產品的意願，彌補科技經驗的不足；了解高齡者對學習及使用科技的需求

與感受並運用教學設計的觀點及方法，探討高齡者學習及使用科技需求及學習發展為本研究的

目的。本研究以親合圖法 A 型圖解分析的學習模式所歸納學習特性及影響因素提供適切教學方

案並分析具體體驗缺口以 65 歲以上高齡者為研究對象，利用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訪

談 10 位社區高齡者及 1 位社區理事長、教學者 4 位等利害關係人，目的是為得知社區高齡者

學習類型、需求及對科技學習需求了解之問題。透過社區內部不同面向的課程，體驗後皆進行

半結構訪談並將後續內容文字化，探討需求與具體體驗缺口，並邀請四位高齡相關研究者進行

親合圖法歸納高齡者科技課程之需求。根據研究結果得知，高齡者產生正面心理同儕之間互伴

感提升高齡者的正向情緒及參與率，透過社區課程使高齡者有更多機會接觸科技，減少高齡者

對科技排斥感、不安全感等狀況，並藉由科技延伸學習，達到最佳資源利用，取得影響定義，

提出課程規畫方針，為未來社區發展課程規劃，提供教學設計參考。 

關鍵字：高齡者、教學設計、科技學習 

 

Abstract 

Informatization trends, using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seniors in their learning and use of technology, and us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method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sort out 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during learning. Seniors in the community are divided into "passive" and 
"elastic" "," "Positive", and describe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define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by integrating the Qinghe diagram method, and propose a four-point curriculum 
planning polic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urriculum 
planning.  

Keywords: elderly, instructional design (Instruction Design), Technolog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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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高齡者學習需求逐漸受到重視，終身學習的趨勢興起；學習可做為個體生理、心

理、社會連結的緩衝劑(MacKean & Abbott-Chapman, 2011)，因此，2019 年教育部提出「建構

公共多元的終身教育」，促進社區大學發展，提供民眾多元終身學習選擇，以傳遞知識技能並

提升公民素養；建構高齡社會之樂齡學習網路，並提供高齡者在地學習機會(教育部, 2019)。 

另外，隨著資訊化時代發展，為緩解高齡者與科技的鴻溝，促使高齡者提高使用科技產品

的意願(Zhou, Rau, & Salvendy, 2014)，而透過社區課程提供高齡者接觸科技的機會，提升高齡

者科技素養和技能，彌補科技經驗的不足(Arthanat, Vroman, Lysack, & Grizzetti, 2019)，行動科

技產品除了能夠為高齡者帶來方便更有助於社交，形成多元的教育內容資源，並緩和地區資源

不足，也為高齡者帶來方便及社交連繫(Lee, 2016)。綜觀上述本研究以瞭解學習組成部分影響

社區學習體驗，探討高齡者需求認知及類型偏好，提出建議以供社區未來學習規畫之教學設計

作為參考依據。 

二、研究目的 

為了解高齡者對學習及使用科技的需求與感受，以教學設計的觀點探討高齡者科技體驗及

學習發展，以增進教學提供者對高齡者與社區的了解，有助於機構、社區教學方案規劃為本研

究的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高齡者與科技學習 

資訊科技進步，科技使用已深入每個人的生活領域及各年齡層之間，形成多元性的學習資

源、個人化的學習需求，也縮短城鄉之間教育資源差距(Kulik & Kulik, 1991; Liao, 2007; Tamim, 
Bernard, Borokhovski, Abrami, & Schmid, 2011)，但現今仍有部分高齡者缺乏對科技的理解或基

本知識，導致無法順暢使用科技產品，並需他人協助方能使用現代的科技產品；因此若高齡者

能具備科技素養的相關知識，就能縮短與其他年齡層的數位落差，提高社會參與度、活躍老化

(Wang et al., 2019)。 

二、高齡學習原則 

高齡者的學習特性具有學習感官機能衰退、肌肉萎縮與骨質密度降低、享受學習過程大於

學習成效、學習內容偏好與過去生活經驗結合、喜愛同儕互動討論、學習地點偏向在地化等會

間接影響到學習成效等特徵(王仁癸, 2017)。 

Purdie and Boulton-Lewis (2003)發現高齡者主要的學習需求內容包括：（一）科技技能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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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二）健康議題；（三）休閒娛樂；（四）生活議題，清楚地提出科技教育的需求。李昆憲, 
羅希哲, 蔡慧音, and 石儒居 (2012)等人發現高屏地區高齡族群其科技素養教育課程仍過於狹

隘與不足，且對科技教育呈現強烈需求，因為此年齡層的族群正逢家中有孫子的階段，希望與

祖孫同樂，故對科技產品產生需求。 

如上所述，學習科技已成為未來重要的社區發展方向，整合運用社區資源，導入科技素養

教育，降低城鄉之間數位落差為本研究之目標。 

三、社區中的學習課程 

高齡者參加社區團體有三個主要目標：（一）參與他們選擇的活動；（二）享受與他人的陪

伴並體驗幸福感來自滿足感；（三）自我實現。研究發現，參加基於社區的團體，在提供老年

人尋求的滿足感方面特別有效(MacKean & Abbott-Chapman, 2011)；黃富順, 林麗惠, 梁芷瑄, 
and 林曉齡 (2008)將中高齡的教育需求，整理為以下三點:（一）基本教育之需求：主要涉及

高齡者的生理、心理層面的知能。對於一些過去失學的高齡者，利用閒暇之餘，進修充實自

我，例如：補習教育、數位學習等。（二）現實教育之需求：主要與高齡者生活的環境影響有

關的知能，例如：透過充實新知識，讓自己能跟得上世代潮流。（三）提升生活素質教育需

求：豐富個人生活內涵，藉以提升高齡者生活素質，例如：參與文學、藝術、舞蹈、戲劇、美

術等方面的休閒教育活動。 

如上所述，社區中的學習課程，導入科技教材，以提升科技素養，並願意接觸科技，為本

研究最終的目標。 

四、以高齡者為導向之教學設計 

高齡教學模式是指針對高齡者系統化設計的一種教學型態與步驟，運用教學策略、設計教

學方案、安排教學活動、引導高齡者進行學習。在教學模式中，教師採用有別於其他教學活動

的獨特型態與步驟，以及多元化的教學策略與方法，以幫助高齡者學習，達到獨特的教學目

的。教育部 (2012)樂齡教育學習網提出高齡學習活動的設計應以學習者為中心，例如:高齡學

習的目的在於應付改變、不要有太大壓力等為原則，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時可應用以下五個要項

進行課程設計。 

（一）重複練習：為克服因年齡老化在生理反應較慢的問題，高齡學習課程需讓學員有較多次

數的練習，在課後也可讓高齡者進行課後的應用作業才能使學習有效。 

（二）減少單元學習數量：學習量過大容易讓高齡者產生挫敗感，不利於繼續學習，因此高齡

學習課程之教學單元，在教學內容與進度的安排上不宜過量。 

（三）同儕合作：採取同儕合作學習，讓學習狀況較佳者協助跟不上進度的高齡者，使雙方都

能各自加深課程印象，另外促進高齡者之間社交影響。 

（四）課程彈性化：高齡者可依據自己的需求、條件及能力，彈性安排學習課程的進度、制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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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降低學習的挫折感：學習挫折感是造成高齡者學習中輟的主要因素，因此，輕鬆安全的

氣氛是非常重要的，了解學習者的現況，並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65 歲以上高齡者為研究對象，利用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訪談 10 位社區

高齡者及 1 位社區理事長、教學者 4 位等利害關係人，時間平均 30 分鐘，目的是為得知社區

高齡者學習類型、需求及對科技學習需求了解之問題。透過社區內部不同面向的課程，體驗後

皆進行半結構訪談並將後續內容文字化，作後續需求分析參考基準，探討需求與具體體驗缺

口，並邀請四位高齡相關研究者進行親合圖法歸納高齡者科技課程之需求，在初步完成親合圖

法歸納之結果後，進行研究結果的討論，以進一步確認研究結果的詮釋能符合研究對象的原

意。另邀請專長領域為高齡學習的專家學者針對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進行檢視，提供修正意見，

以提高質性研究的嚴謹度。 

一、研究工具 

依據文獻探討設計訪談大綱，主要包含，分別為學習者參與學習的動機以及科技使用經

驗，本研究藉以探究高齡學習者對科技學習動機及看法之研究目的。 

高齡者訪談問項表 1 所示： 

表 1、訪談問項 

體驗課程的現況與問題 ＊您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什麼?為什麼? 

＊您多常參與社區活動?希望在社區活動中獲得什麼? 

科技使用程度 ＊您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科技產品? 有那些? 

＊您接觸過智慧型手機嗎?對手機(科技)的看法? 

＊您在使用手機相關經驗，是否有不方便之處? 

＊您會想學習有關智慧型手機相關功能嗎?為什麼? 

學習科技的需求與看法 ＊對科技導入課程有什麼樣的看法?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訪談資料整理，根據訪談錄音檔內容謄寫成逐字稿，將其整理成數張小卡片，並進行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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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法歸納與分析，以了解高齡者對科技學習動機及看法。 

肆、結果與討論 

根據上述階段相關資料蒐集及成果，本研究先個別分析社區高齡者學習動機與科技體驗關

係，再綜合社區利害人觀點，提出社區高齡者學習體驗整體性規劃建議，詳如以下說明。 

一、社區高齡者之教學設計需求點 

透過參與式觀察及訪談結果，針對社區高齡者科技學習初步教學設計之細部發展分析為四

點面向（一）背景因素：此面向為社區高齡者過去職業、家庭背景及生活型態因素，影響其學

習自主性及社交，因家中學習資源不足尋求社區資源上彌補及社交滿足，是影響繼續參與社區

活動及學習、熱衷度因素。（二）學習需求：此面向為社區高齡者平時學習參與經驗，為社區

高齡居民學習狀況，分別為 1. 健康面向：體適能、心靈畫作獲得心靈內在成長，保持身體機

能活躍；2. 務實面向：課程內容頃向學習過後能立即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增進高齡者成就感

及自信心；3. 社交面向：以分享課程內容方式獲得話題性，增進高齡者社交狀況，並帶動其

學習動力，滿足其心理需求，產生互惠互利，提高社區活動參與率。（三）社區參與：社區提

供課程場地參與活動，高齡者表示課程學習及課後回饋能產生自我認同感，也能產生更多話題

增進社交，因此課程皆會踴躍參與意願度極高，結束後與親朋好友分享其課堂中所習得知識、

技能，達到社交行為。（四）學習體驗：高齡者於學習體驗中因過往或生理因素進而影響學習

接受程度，過程中以緩慢及活躍氛圍狀況進行，進而影響高齡者們活躍度，使內容更豐富有

趣。 

二、高齡者學習特性與典型差異 

根據訪談結果，多數高齡者支持科技融入課程增加課程多樣性及延續性，高齡者學習動機

會因應同儕互伴情況及家庭因素提升參與動機，因此若提供和諧活潑氛圍且課程內容與生活連

結可增加參與社區學習意願。參與學習回饋感受發現高齡者缺乏自我認同感，在教學過程中需

在適當的時機給予鼓勵回饋，促進高齡者自信心，高齡者大多不常主動學習新事物，較常安於

現狀，透過進行課程規劃與教學整合，提供更為適切於高齡者體驗模式。綜合前期研究、親和

圖法與前述受測者篩選指標，透過角色模型呈現不同社區高齡者對學習目的、體驗科技觀點、

態度及參與行為、需求及期望特性，包含學習動機、學習回饋、體驗課程現況、心理需求、科

技導入意願等。如表 2 所示，學習情況可得出主動或被動等差異，本研究依據結果區分為「消

極被動」、「彈性隨興」、「積極主動」等三類社區高齡者。 

表 2、高齡者學習情況 

角色模型指標 消極型 彈性型 積極型 

學習動機 維持現況 務實主義 喜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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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回饋 等待他人幫忙 被動學習 主動學習 

體驗課程現況 不足或遲疑 隨興但保持疑慮 充實接受回饋 

心理需求 被動孤獨 隨和且樂於社交 謹慎小心 

科技導入意願 期待透過科技，延伸學習、記錄生活與創造新式社交活動，

但對於科技隱私安全仍抱有疑慮 

（一）消極被動型高齡者：此類型高齡者心理層面也會有較負面孤獨情緒，學習動機偏向

維持現況，較不願去學習新事物，在學習體驗過程中需要他人協助幫忙，反應上會出現遲疑等

狀況。 

（二）彈性隨興型高齡者：此類型高齡者學習偏好務實、能立即應用於生活中的相關課

程，課程表現上較隨性，但對個人隱私與安全性會保持疑慮；個性較隨和，樂於社交，會因為

同儕提高參與意願。 

（三）積極主動型高齡者：此類型高齡者對於學習抱有很大的熱誠，會主動去參與自己有

興趣的課程，保持學習心態，課程反應上會給予熱絡的回饋，個性上較謹慎。 

對於科技導入課程意願，三種類型高齡者皆表示期待透過科技，能夠跟上時代並延伸學

習、隨時記錄生活分享給親朋好友創造新式社交活動，但對於科技隱私安全仍抱有疑慮 

三、社區高齡者體驗學習需求分析 

透過親合圖法以圖解方式呈現科技學習影響社區高齡者體驗學習關鍵因素，歸納社區高齡

者參與學習影響關鍵因素，為「生活型態」、「參與學習」、「教學體驗」、「科技學習」等 4 項，

其整理結果如圖 1，圖示依照需求數量劃分大小，圓圈越大則該服務需求越多，示意學習需求

應優先著重之發展方向，相對位置並無特殊意涵。社區高齡者學習科技體驗將以其內容作為整

體核心目標，作為後續教學展開之依據基礎，以下針對整體關鍵點整理分析分別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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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親和圖法結果發展 

（一）生活型態影響高齡者的學習動機：以學習觀點而言因家庭背景因素導致特性明顯，

不同背景、經歷的高齡者於社區課程體驗有不同的學習觀點，例如：學歷越高的高齡者在退休

時學習的積極度會越高，以前從事農林漁牧業會因為同儕影響而從事學習；透過整合社區內部

的學習資源使社區教學多元化，家庭資源無法滿足學習狀況下，藉此得到理想的學習管道，達

到終生學習、健康保健等目標，保持學習動力。 

（二）參與學習提升高齡者的參與意願：參與社區休閒學習活動，同儕之間互伴感以及家

人之間的鼓勵能提升高齡者的正向情緒及參與率，更能在社區的學習課程中找到其他的休閒興

趣，加深學習的延伸性，緩解高齡者在時代變化。 

（三）教學體驗程度分級：社區學習課程皆由各式生活背景高齡居民、健康狀況及認知，

需視課程高齡者整體學習狀況去做調整，放緩課程步調，減少單元學習數量，促使高齡者產生

正面心理，需由課程教師及看護人員從旁協助指導及在過程中給予鼓勵，並循序漸進提供分組

提升社交互動，後續課程新穎組合變化，利於高齡者發展、延伸其興趣，達到終生學習目的。 

（四）科技學習融入課程：社區管理員期望透過社區課程使高齡者有更多機會接觸科技，

減少高齡者對科技排斥感、不安全感等狀況，並藉由科技延伸學習，若由課程中簡單接觸科技

產品，以教材形式融入課程，達到最佳資源利用融入生活協助，強化高齡者對科技產品肯定，

並有動力去了解科技產品帶來的，轉化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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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由上述資料顯示，透過教學設計，整合高齡者學習活動的需求、特點，並創造適合高齡者

的教學體驗模式，本研究以親合圖法 A 型圖解分析的學習模式所歸納學習特性及影響因素提供

適切教學方案並分析具體體驗缺口；以課程高齡者整體學習狀況及觀點去做調整，放緩課程步

調，減少單元學習數量，並循序漸進提供分組提升社交互動促使高齡者產生正面心理同儕之間

互伴感提升高齡者的正向情緒及參與率，透過社區課程使高齡者有更多機會接觸科技，減少高

齡者對科技排斥感、不安全感等狀況，並藉由科技延伸學習，達到最佳資源利用，強化高齡者

對科技產品肯定，轉化正向循環，達到健康促進目的，期望可做為相關學習研究與規劃上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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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業設計管理科系的學生組成背景多元，常反映出各自的學習困難。而商管類課程多著重

於理論講授及相關個案探討，較缺乏實際情境體驗與實務專案經驗，常使跨域組成之學生出現

學用落差問題。而現今為了翻轉過去教育現場學生被動學習之情形，歐美各校正積極運用「設

計思考」融入課堂教學，作為理論與實務的聯繫。本研究將設計思考融入商業設計管理課程，

帶領學生實際了解社會議題，為地方小農進行品牌再設計，並探究此學習形式之學生學習歷程

與成效。本研究以某國立大學商業設計管理系之創意思考與企劃課程為例，研究對象為 36 位修

課學生。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課程各階段學習成效歸納如下：(1)「同理

體驗階段」理解設計對象，了解農場經營現況與農民個人特質。(2)「需求定義階段」釐清真實

需求，確認品牌設計需求及品牌核心目標。(3)「方案發展階段」發想設計概念與執行實作，透

過團隊分工與實務學習經驗，嘗試設計的改良與創新。(4)「方案評估階段」藉由小農回饋與自

我省思，掌握方案修正方向。整體而言，設計思考融入商業設計管理課程可強化學生學習體驗

並增進實際問題解決之能力。 

關鍵字：設計思考、商業設計管理課程、地方品牌再設計 

 

Abstract 

Students from the Commercial Design Management Division have a diverse background and often 
reflect their learning difficultie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urses are mostly focused on theoretical 
lectures and related case studies, and lack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often leading to the problem of skills 
and educational mismatch .Today,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past situation of passive learning of students,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ols actively use "design thinking" to integrate into teaching as a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research will integrate design thinking into the commerci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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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course, lea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ocial issues, redesign the local brand for small-scale 
farmers, and explore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learning form. This research taking 
the creative thinking and planning course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s commercial design department as an 
example, with 36 students.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rough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each phase of the course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Empathy Stage" 
understanding the design object, the current state of far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2) The " 
Definition Stage" defining the true requirements, identifying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the core goals 
of the brand. (3) The "Ideation Stage" exploring design concepts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rying to 
design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through team division of work and practical learning experience. 
(4) The "Evaluation Stage" getting the solution revision direction by small-scale farmer's feedback and 
self-reflection. Overall, integration of "design thinking" into commercial design management courses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enhances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Keywords: Design thinking, Commercial Design Management Course, Local Brand Redesign 

壹、前言 

科技大學許多科系之學生來自不同學群，如本研究實施場域為某大學商業設計管理系，其

學生組成背景多元，可分為設計類科與非設計類科，設計類科來自高職廣告設計科、美工科等，

學生具備基礎視覺與平面設計能力，非設計類科來自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會計科及一般

高中生。不同群科之學生背景知識不同，常反映出各自的學習困難，如設計背景的學生對於商

管理論難以理解，非設計背景的學生對於設計實務難以施展。然而商管類課程多著重理論講授

及相關個案探討，跨域背景組成之學生常因缺乏實際情境與實務專案經驗，出現學習困境及不

知如何運用專業之學用落差問題。陳永芳等人(2014)指出，商管設計類課程，應「開放」業界經

驗進入，邀請業界人士參與作業評分、檢視，而設計作業分組和報告繳交的機制應模擬業界工

作常態，甚至直接讓作品面對市場與消費者，以確實提供學生融會貫通的機會。因此，如何面

對跨領域背景學生的基礎能力落差，讓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在課堂活動中共同學習與發揮能力，

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 

為翻轉教育現場之學生被動學習情形，現今提倡教師以更多元、有效與創新的教學方法及

課堂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意願。而歐美許多學校，正積極運用「設計思考」的方法至產品

創新設計、商業模式設計、社會服務設計等領域中(Matthews & Wrigley, 2017)。根據 Glen et al. 
(2015)指出，「設計思考」方法融入商學院課程，能擺脫被動式教學，進而轉為更主動的「問題

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並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一個框架，用於處理非結構化

問題和管理創新過程。Andrea et al. (2012)也指出，設計思考融入教育中，能作為理論與實踐之

間的聯繫，通過跨學科的團隊學習來處理複雜議題。 

台灣有許多小規模經營的農場，蔡培慧(2009)對於「小農」的定義為「以家戶自有土地(不足

1 甲地)、家戶勞動力投入，並將剩餘投入家戶勞動力再生產者」。多年來，政府雖鼓勵農民加入

農業產銷班，引導各家農民以互助合作代替競爭，但在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國內外

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導致小農難以生存。多數地方小農投入辛苦勞力，卻因產銷競爭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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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獲得相對足夠的報酬，且多數小農缺乏商業管理、消費者與市場分析等專業能力，在農

產包裝設計、品牌建立、行銷推廣方面，更是缺乏資源予以改善。 

綜合上述說明，商管教育應重視理論與實務整合，予以學生接觸真實議題的機會，本研究

目的旨在應用設計思考融入商業設計管理課程，以設計思考程序與理念，帶領學生實際了解社

會議題，為地方小農進行品牌再設計，並探究此學習形式之學習歷程與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商管教育的困境與趨勢 

陳永芳等人(2014)指出，商管系學生的弱點在於對其他領域之產業實質面不了解，此問題嚴

重限制了商管系學生所能創造的價值。然而，商業運作不只要提出好商品，還需考量整個市場

供需與公司經營。因此，商管教育應注重多元學習與跨領域交流，學校可積極支持跨領域之實

務課程，以補足商管學生對其他領域知識與實務學習。 

為了讓學生更全面的瞭解企業實際運作，商管教育發展出個案方法（case-method）的教學

法，除了講授課程外，再加入個案研究、討論和對話(李清潭，2009)。因商業環境中所面臨的問

題多半是複雜且非單一面向的，以傳統模式講述知識理論只能使學生學習到局部，缺乏對真實

商業情境的認識。哈佛商學院非常重視「實際商業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 ，認為學校

教育應使學生及早了解產業實況，才能及早為就業做準備。近年亦有許多校系發展商管與設計

結合之課程，陳永芳等人(2014)提到商管設計類課程應「開放」業界經驗進入課程，由業界人士

評估學生作品，模擬業界工作情境，甚至直接接觸市場與消費者，以提供學生實務經驗。 

二、設計思考於教育的應用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源自於產品與服務設計領域，以使用者需求為核心，發現與定

義問題、發想、採取行動，設計出一套解決方案。透過美國知名設計公司 IDEO 團隊、David Kelly
與 Tim Brown 的推廣，逐漸受到各界認識。2004 年 David Kelly 於史丹佛大學成立 d.school 設計

學院後，正式將設計思考帶入大學創新創業教育。其以具體問題解決做為課程設計的軸心，帶

領學生「發現問題」、「反思問題」、「解決問題」。設計思考方法現濃縮於五步驟：(1)「同理」:設
計者要貼近使用者的角度觀察與思考，進入對方日常生活仔細觀察，感同身受地了解對方的痛

苦與期望，找到問題更深的意義。(2)「定義」:在發散的觀察後，研究者須準確定義出問題背後

的真正原因，釐清要解決的問題。(3)「發想」:創意激發、腦力激盪，跳脫慣用的框架，不設限

的提出點子，透過分類、組合，尋求更有效益、更創新的方案。(4)「原型」:動手製作，從諸多

解決方案中，找出最具可行性的，並將其製成具體產品或服務。(5)「測試」:將原型擺入使用情

境中實地測試，根據測試結果與回饋，進行優化修改，讓產品或服務在正式上線以前更為理想。 

    2009 年 11 月，印度河濱小學的校長 Kiran Bir Sethi，在 TED 演講〈教導孩子如何發揮影響

力〉，引發全球熱議，其發起的「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Design for Change, DfC），吸引各國

學校陸續響應，鼓勵學生發揮活力與創造力，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執行過程中運用設計思考方

法，以「感受」、「想像」、「行動」、「分享」四個步驟，引導學童從生活中的問題開始，思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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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實際付諸行動 。「設計思考」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在測試階段會接收

到他人回饋，產生新發想，進而再製作原型、測試，如此循環交替，最後才能產出真正符合需求

的成果（李美華、王政華，2014）。Andrea et al. (2012)指出，設計思考融入教育中，能作為理論

與實踐之間的聯繫，通過跨學科的團隊學習來處理複雜議題，能支持教師建構以實踐為導向的

學習模式，並於研究案例中證實，設計思考教學，能為師生提供更積極的課堂體驗。而 Glen et 
al. (2015)也指出，設計思考方法融入商學院課程，能擺脫被動式教學，進而轉為更主動的「問題

導向學習」，並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一個框架，用於處理非結構化問題和管理創新過程。 

三、設計思考導入地方發展 

1988 年後，日本陸續推展「鄉土創生事業」與「地方創生」政策，各地出現回鄉的改革者，

透過改造場所、設計、美食、藝術等方式，建立地域性的品牌，積極引進「設計思考」創新模

式，其中「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為著名例子，每年吸引國際觀光客前往，並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陳世龍，2018)。台灣面臨高齡化、少子化以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亦借鏡日本，推動地方發

展，並宣示 2019 年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將設計導入地方發展，第一階段為專業設計者下鄉進

行社區總體營造，第二階段為專業輔導者下鄉進行地方產業的改造，第三階段為專業團隊下鄉

進駐，此階段即有地方創生之效益，注重地方永續發展，吸引青年返鄉再創就業機會，改善地

區生活、生產及生態，並改變人口質量(蔡志堅，2018)。2016 年「金門老街再生計畫」，以當地

產業、文化設計、企劃專家，共組團隊，實地理解金門地理文化與現況，並導入設計思維，透過

遊戲概念，增加顧客與店家互動鏈結，並以流行色彩整合老街，促發自主永續經營，改善過去

戰地觀光吸引力不足與商家生意低落問題。 

綜合上述，為增進商業設計管理系學生理解實際商業設計情境及提升教學有效性，本研究

應用設計思考方法融入課程。連結真實產業情境，將地方小農議題作為具體任務，由學生團隊

為地方農民進行品牌再設計，並探究此學習形式之學習歷程與成效。 

參、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問題與需求，以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質性研究。陳向明(2004)指出焦點團體訪談可

引發參與者群體對研究問題進行集體探討，研究者可運用群體成員間的互動對問題進行深入討

論，透過相互補充、糾正，談論內容往往比個別訪談更具深度和廣度。因此，本研究以半結構式

焦點團體訪談，進行資料蒐集，並將內容加以歸納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北部某國立大學之商業設計管理類課程「創意思考與企劃」作為實施場域。

此課程透過設計思考方式整合理論與實務，教授品牌定位策略、品牌設計與品牌價值等，並執

行品牌再造設計實務，讓學生將相關理論實際應用。故本研究以 108 學年度上學期「創意思考

與企劃」之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包含商業設計管理系二年級 28 位及商品創新經營系四年級

8 位，共 36 位學生。 

二、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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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實施 18 週課程，並於學期結束後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學習

歷程與實施成效分析，研究流程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設計思考融入商業設計管理課程之研究流程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根據設計思考程序編列課程學習目標，並依此為基礎編撰訪談大綱，於焦點團體訪

談中進行錄音，紀錄學生之課堂學習回饋，事後繕打逐字稿及進行編碼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探討設計思考融入商業設計管理課程之學習歷程與成效，本研究以「創意思考與企劃」

課程作為實施場域，並根據各學習階段與學習目標，進行訪談資料整理與編碼（如表 1）。 

表 1 概念類屬編碼表 

學習階段 學習目標 學習成效 

同理體驗 理解設計對象 農場經營現況 
農民個人特質 

需求定義 釐清真實需求 品牌設計需求 
品牌核心目標 

方案發展 發想設計與實作 
實務經驗 

團隊分工與溝通 
改良與創新設計 

方案評估 掌握方案修正方向 小農回饋 
自我反思 

本研究以設計思考融入課程，其各階段學習歷程之結果與討論說明如下： 

一、同理體驗階段-理解設計對象  

受訪學生一致認為透過小農演講與實地參訪，更了解農場經營現況、農民背景及個人特質;

與小農深度訪談時，能主動挖掘出潛在需求。部分學生表示，此階段化解了對農民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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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農場那次，看到真正的現場，感受到小農很熱情積極的推廣”;“以前以為農民都年紀

很大，現在才知道有這些對土地有熱情的青年農夫在實現理想、回饋鄉土”;“經過有問有答，他

分享比較多，才覺得真正了解他們”;“有時業主不知道他需要什麼，我們要用聊天技巧挖掘” 

其中一組學生提及，該組於過程中一度發現原設計與農民需求不夠貼切而中途轉換方向，

且真正了解農民期望是在深度訪談時，提議更早開始與更多次進行訪談，有助於小組設定目標。 

“訪談後，我們的計畫大轉彎，前面幫小農發想的故事大多沒有用在後續產品設計上”;“如

果早一點訪談就可以早一點找到方向”;“我覺得面談可以再多幾次，我們會更加了解他” 

二、需求定義階段-釐清真實需求 

學生透過工作坊、小組討論、觀察與資料蒐集，發現地方小農除了品牌識別設計的需求，

尚有宣傳、行銷等其他需求。藉此階段與組內成員腦力激盪進行歸納與發想，且能根據上一階

段對小農的同理體驗，而尊重農場未來發展與農民經濟考量，進行品牌核心目標定位。 

“透過工作坊分析後，更能抓到重點，更清楚設計的核心”;“就像一層一層的釐清思緒，漸

進式的找方向”;“幫助大家把想法集成核心，融合成萬中選一的精華”;“一開始以為對方需要形

象設計，深入訪談後才知道他們需要行銷通路”;“他的核心主軸不是賣產品，而是讓人體驗生活”  

部分學生提及此階段具困難度，在工作坊有限時間內，要與組員盡快理解課堂任務並流暢

的歸納與發想並不容易。因此教師適時引導與時間合宜安排，對小組進行效率的產出是重要的。 

“我對老師給的圖表沒有辦法馬上聽懂，還有發想那塊我比較吃力，工作坊要產出就會來不

及或有困難”;“我知道有這個方法可以用，但引導不夠或發揮的空間太大了” 

三、方案發展階段-發想設計與實作 

受訪學生表示，此課程提供他們首次與產業合作的機會，根據小農理念進行改良與創新設

計，學習將理念實體化，是理論應用於實務的難得經驗。 

“我們根據小農理念改良原設計，是要把他的心情說出來，而非自己隨意捏造”;“老闆未來

想做食農教育，所以我們發想了觀光體驗活動”;“跟老闆接洽像真的接案子，把想法實體化，以

前根本沒這種機會”;“我第一次做這麼大的實體包裝，以前都只有做 2D 的畫面” 

學生普遍認同團隊分工與溝通在此階段是重要的，透過合作學習完成共同任務，且與不同

背景專長的成員相互交流。部分學生反應任務分派後，發現彼此能力不同，各有不足之處需相

互請教，若不夠積極則會出現產出困難，此階段組內成員是否具備責任感，將影響團隊向心力。 

“我不會設計，很不好意思看大家努力而自己沒貢獻，所以主動做投影片”;“要清楚分配工

作，商類背景的同學就可以跟有經驗的同學討論”;“我學商管，我負責想構想，讓有設計專長的

同學去把它完成”;“大家都有不同優缺點和處事態度需要磨合，我學美術的，以前都不太跟人溝

通，這次都靠她負責督次我們大家”;“要慎選夥伴，我們太少開會，這次合作拖到最後才在趕”  

亦有學生認為此種具挑戰性的任務能激發凝聚力，成員各司其職、全心投入，能使團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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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習氣氛更加積極，甚至自發性地要求成果品質。此現象符合 Glen et al. (2015)所指出，設計

思考方法融入商學院課程，能擺脫被動式教學，進而轉為更主動的「問題導向學習」。 

“凝聚力比較好，因為我們都想把事情做好，從無到有的設計過程，是自己發自內心想做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努力，還一直跟彼此說加油辛苦了”;“大家一起為一件事努力的感覺，蠻愉快的，

有人在負責這個，有人負責那個”;“我要感謝我的組員支持，因為我當時真的很想為老闆做設計

立牌，吸引目光又讓老闆開心，還想說如果經費不夠，我可以自己貼錢出” 

四、方案評估階段-掌握方案修正方向 

受訪學生表示成果展當日，小農多給予正向回饋，而自我反思則提及探索深入能使設計成

果更貼近對方，將心比心才能打動對方的心，並提議越早開始或越多次的同理有助後續設計。     

 “以農場名字做 Logo，在老闆意料之外，他很感動”;“應該和小農同心，更能打動他們”;“可

以再多訪談幾次”;“這課讓我跟一般只畫畫的設計師不同，有不一樣的思考和做事方式”;“這堂

課填補高中缺憾，以前專題我不懂表達，為設計而設計，這次想小農看到成果會開心，多了期

待和感情”;“沒想到自己有能力，把案子做這麼完整，好像以後遇到什麼事都比較不害怕了”;“我

希望發揮力量為弱勢設計，改變世界”;“設計不是自己在辦公桌想像，而要走進他們的生活”  

    部分學生提及希望獲得更多深度討論，成果展當日所得評語多偏向鼓勵性質。此部分可邀

請多元專家進入現場參與評審，提供學生多元觀點與建議，亦呼應陳永芳等人(2014)指出，商管

設計類課程，應「開放」業界經驗進入，邀請業界人士參與作業評估。 

過去文獻提及商管領域學生對產業實質面不了解，使得日後在業界工作困難並限制所能發

揮的價值 (陳永芳、周祝瑛、洪士灝，2014)，而本研究將設計思考融入課程，以地方小農議題

作為學生設計挑戰，並以同理、定義、發展、評估等程序步驟執行，結果發現以此方法融入課程

安排，能有效促進學生實務學習經驗，且多數組別的學生表示對於具體待解決的議題，他們有

產生更積極的學習態度，亦符合 Andrea, Christine, & Christoph (2012)之觀點，設計思考融入教育

中能作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繫，並為師生提供更積極的課堂體驗。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將設計思考融入課程之實施效益與後續建議，歸納如下:  

(一)增進學生的實務經驗 

研究解果發現，學生學會如何傾聽與挖掘農民需求，透過與實務產業合作，認識不同領域

專業。亦有學生表示，高中專題製作時因缺乏實務經驗而過於理想化、可用性偏低，與對方需

求不符，與本次課程差異甚大。由此可得知，本研究將設計思考融入課程，以問題導向學習，提

供真實社會議題，促使學生將理論應用於實務，確實提供學以致用的環境，並對學生有所助益。 

(二)促進積極的學習體驗 

    為了完成有難度的課堂任務，多數學生認同需要團隊積極合作，學習與不同背景專長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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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交流想法且共同投入任務。且因過程需要全心投入而使印象深刻，對於所產出的成果與學習

歷程具有正面回饋。亦有同學表示，透由課程增進了自身專業能力與自信心。 

(三)課程優化的建議 

    同理體驗階段，目的在於正確地了解使用者需求。根據學生回饋，建議更早開始執行深入

訪談，以增進小組更早掌握到關鍵訊息；需求定義階段，透過工作坊引導學生小組將資訊歸納

與統整。學生表示此階段因時間緊湊而使任務具困難度，教師可於過程中適時協助與引導，或

調整操作時間；方案發展階段，團隊分工效率將影響設計過程與成果的發展，教師可關注分組

學員的專長背景、特質，是否能在合作學習的跨域團隊中發揮能力；方案評估階段，為使學生

獲得實務建議，可邀請多元專家參與，透過充足的回饋與討論，提升成果評估的深度與廣度。  

(四)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於整學期課程結束後，方進行資料蒐集與探討，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採行動研究模

式，於課程實施期間，即時蒐集各階段之學生相關學習紀錄，透過循環修正的動態歷程，一面

執行課程，一面將課程持續調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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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新一代設計創新教育的團隊合作對學生的影響 

The impact of teamwork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Desig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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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行業的發展趨勢促使大學教育必需將團隊合作模式納入課程，本研究以設計創新教育

課程為例，探討團隊合作模式對於設計和商管學生的影響，為新一代的設計創新教育提供指導

建議，利於未來設計教育發展。本研究透過課程後問卷收集課程推薦值、重要表現度、個人認

知與角色定位、團隊運作狀況方面信息，採用量化統計分析和質化分析整理。研究結果發現：1.

在面對未來的挑戰中，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模式設計創新教育課程受到設計和商管人士一致的

認同；2.在團隊合作運作狀況評估中發現設計和商管學生的差異不大，其角色定位和一般設想不

同；3.以培育設計思考實踐者為目標的設計創新教育課程運作模式，對於設計和商管背景的學生

均產生正面的效果。 

關鍵字：團隊合作 設計思考 設計創新教育 

 

Abstrac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dustry makes it necessary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incorporate the team cooperation mode into the curriculum. This study takes the design innovation 
education cours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eam cooperation mode on desig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design 
innovation educa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collected information through post-course questionnaires: NPS, IPA, personal cognition and role 
positioning, and information on team operations, and used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1. In the face of future challenges, the people-oriented design 
thinking mode design innovation education course is unanimously recognized by the designer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ors; 2. In the evaluation of teamwork operation statu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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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difference between desig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students, and their roles and general 
assumptions are different; 3. Design innovation education curriculum operation mode aiming at 
cultivating design thinking practitioners, students with a background in design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produced positive results. 

Keywords: Teamwork, Design Thinking, Design Innovation Education 

 

壹、前言 

全球化促使團隊合作的工作方式成為主流，團隊合作既是一種對員工要求的「基本能力」，

也是對員工要求的「高階能力」。如何在高等教育環境中培育學生具有團隊合作的「高階能力」，

也就是培育真正的設計思考實踐者，將是設計創新教育課程中的關鍵一步。同時，高等教育正

在努力推動教育學的學科交叉，以此作為培養競爭性創造力的手段（Kim et al. 2012）。在以團隊

合作模式為主的設計創新教育課程中，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組成團隊，團隊合作開發新的服務

概念。這種團隊合作的方法使學生不僅能從與講師的互動中學習，還能從與其他團隊成員的溝

通中學習，從而獲得最大的學習效益。因此，瞭解實際場域中團隊合作對學生的影響對於設計

創新教育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以「使用者導向創新設計」、「設計思考」兩門碩士課程為例，通過問卷反饋，瞭解

學生課程後不同學科學生之認知影響，總結團隊合作特點，為未來新一代設計創新教育課程提

供指導方針。研究目標是：第一，觀察、分析比較設計類專業與商管類專業學生，在完成課程後

的認知，包含課程推薦值、重要表現度、個人認知、團隊運作方面影響；第二，總結團隊合作知

識和團隊經驗，提供更有意義的團隊合作指導，服務新一代設計創新教育。 

貳、文獻探討 

一、團隊合作 

團隊是一種特殊的群體，在這種群體中，人們相互依賴地工作（Stewart, G. L. , Manz, C. C. , 
Sims, H. P. , & Brown, K. G.., 1999）。團隊合作模式是建構在技能與知識的基礎上，團隊過程是

成員相互依賴的行為，通過認知、語言和行為活動將輸入轉化為結果，以組織任務工作實現集

體目標(Marks et al., 2001, p.357)。團隊成員間相互影響，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觀點和經驗，取

長補短，發揮才能。團隊和團隊之間的互動可以成為創意和創新的重要來源（Paulus, P., 2000）。 

二、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創新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

性（Brown, T., 2008）。在 IDEO，他們認為完整地應用設計思考意味著不斷深化和完善，同時成

為終身學習者和實踐者。在許多領域，高級實踐者通過鼓勵使用設計思考、使其適應特定領域

和應用來培養設計思考。在教育環境中，設計思考技能可以通過課堂活動中包含基於問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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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基於項目的學習和基於探究的學習之教學方法來學習(Dym et al., 2005)。設計思考是有潛力

擴大和擴展現有的學科，並在越來越多的高等院校和大學教授（Withell, A., & Haigh, N., 2017）。 

三、設計創新教育 

設計創新教育秉承建立一個創新實踐交流的場域，讓不同產業的設計思考與創新實踐可以

交流與傳遞，協助產業面對市場急劇的挑戰。設計創新教育目的在於培育設計思考實踐者。設

計思考實踐者的特色是：務實創新、人本巨觀、跨域整合、試驗迭代，而設計思考的訓練必須透

過思維、方法、個案、實踐中，慢慢的累積與變化，才能參透創新的實踐（唐玄輝, 2019）。關

於設計思考的學習和教學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而且還在不斷增加（Withell, A., & Haigh, N., 
2017），設計創新教育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且對設計創新和構建有效的學習環境有很大幫助。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法，針對兩個班級設計了調查問項。問卷類型包括一般問項和開放

性問項，問卷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類：課程推薦值和重要表現度、個人認知與角色定位、團隊運

作狀況。其中一般問項為固定單選，反饋結果進行統計學分析；另一部分由於團隊運作具有豐

富性和不確定性，同時也為了增加研究的有效性問項設置為多選、選填結合和簡答之開放性問

項。反饋結果通過計算百分比和質化分析方法呈現及描述，最終進行整理匯總。調查問卷測量

反饋是自我管理的在線調查，在每種情況下均向受測者提供了調查目的的解釋，且會告知填寫

的資料不對外開放，不顯示個人身份，並要求課程結束兩天內完成填答。所有問項都是強制性

的，需要在提交問卷之前作出答覆。 

一、 實驗說明： 

課程介紹：本研究以《使用者導向創新設計》和《設計思考》兩門設計學院課程為例，課程

以團隊合作模式展開，各組完成一項真實場域中的服務設計案例。課程教師是經驗豐富的教育

工作者；課程內容主要是從思維理論、工具實踐、個案分享、創意實踐方面推進參與者以人為

本創新執行能力；課程目的是培育具有務實創新、人本巨觀、跨域整合、試驗迭代的設計思考

實踐者。課程的重點在於透過三鑽石模型指導團隊合作實作，三鑽石模型對應創意、創新、創

業，三段的高峰分別是客戶需求的親和圖（affinity diagram）整合、概念情境故事（scenario）的

發展、及不同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 canvas）的測試（唐玄輝, 2019）。 

 

圖 1 取自唐玄輝教授課堂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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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為確保研究價值，受測樣本來自台灣北部某大學設計系碩士研究生課程學生。《使

用者導向創新設計》課程由四個團隊組成共計 27 人。其中商管類專業共計 11 人，設計類專業

學生 16，分為 4組（每組均有一名以上商管專業學生）。《設計思考》課程參與問卷調查共計

30 人，其中 1 人不符合本研究要求，故不計算在有效問卷反饋中，已予以排除。其他 29人分為

5組，專業均為設計專業。綜上所述，有效受測實驗對象設計專業 42 人，商管類專業 11 人，共

計受測者 56人。 

實驗步驟：第一步，全部受測者在課程結束後通過 Google 表單線上填答；第二步，完成填

答後整理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與質化分析。 

二、分析方法 

調查問卷分為一般問項和開放性問項，分別對應不同的分析方法。一般問項反饋通過獨立

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學分析，反饋數據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P<0.05，雙尾）比較平均數，檢驗

來自設計和商管學生在課程後反饋結果之間的差異。開放式問項一部分反饋通過計算百分比呈

現，另一部分經由質化分析方法整理及描述，其中百分比計算方式為：百分比=選擇人數/總人數

*100。 

肆、研究結果 

一、在面對未來的挑戰中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的模式和設計創新教育課程受到設

計和商管人士一致的認同。 

表 1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設計與商管學生在問項 Q1-Q11上無顯著差異，但正向表述

M值均在 3.00 以上。其中問項 Q1 對於課程的推薦程度 M值為設計 9.33、商管 9.27，重視程度

M值為設計 4.75、商管 4.63，滿意程度 M值為設計 4.71、商管 4.72。問項 Q1-Q3 結果說明雖無

顯著差異但課程同時得到了不同學科學生較高的肯定和認同。同時在問項 Q4-Q11 主要針對個人

認知與角色定位這一部分統計分析結果從不同層面驗證了：創新設計教育課程的團隊合作對學

生均有正向且積極的影響。從數值結果來看設計與商管學生在課程後的數值比較接近，認同感

比較統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對課程的肯定，另一方面體現出設計創新教育團隊合作模式在自

我效能感、溝通、信任、個人能力提升方面對兩類學科學生都有幫助。 

表 1 問項 Q1-Q11 設計 N=45,商管 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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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問項 Q13（在您看來，團隊合作給您帶來了什麼影響？）反饋結果顯示：設計與商管

學生差異較小，詳見圖 2。團隊合作在實際運作上有一定的效果或效力，表達了設計和商管學生

對於課程都持肯定態度，合作之後在很多層面都有成長，這從另一方面也表明設計系開設的創

新設計教育課程有很高的價值。 

圖 2  Q13: 在您看來，團隊合作給您帶來了什麼影響？ 

綜上，在比較設計與商管學生對於團隊合作帶來的影響時發現，設計系開設的設計創新教

育課程獲得了商管學生很高的認同感且不亞於設計系的學生，第一肯定了課程帶來的幫助，並

非常願意推薦給其他商管同學；第二體現出在面對未來的挑戰中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的模式和

設計創新教育課程，已經受到商管和設計人士兩者一起的認同，並肯定了其價值。 

二、在團隊合作運作狀況評估中發現設計和商管學生的差異不大，其角色定位和一般

設想不同。 

在團隊合作運作狀況中發現設計和商管學生的差異不大，其角色定位方面的評估改變了我

們對於設計和商管人士的固有印象。問項 Q12（您對團隊合作的隊友的選擇有什麼需求？）反饋

結果顯示：設計與商管學生差異較小。一方面體現出兩者之間具有統一性，另一方面看出學生

反應出來的現象與我們的印象有差距。例如在本次調查中發現無論設計、商管學生對於「有很

強的領導能力」團隊合作成員需求占比均較低（設計 33.3%，商管 27.2%）。詳見圖 3。 

圖 3  Q12: 您對團隊合作的隊友的選擇有什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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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角色扮演方面，設計與商管學生大多身兼數職。角色集中在「分析員/研究員」、「綜

合人員」、「接收任務執行者」。經調查發現團隊中擔任角色真實狀況與一般觀念上的大眾認識

有差異。一般觀念認為商管人士在團隊中應該發揮其領導者和管理者作用，但在我們的調查中

發現「領導人」角色（設計 24.4%，商管 18.1%）、「管理員」（設計 28.8%，商管 18.1%）」在

實際合作當中偏向設計學生，商管學生在團隊中傾向於會議的「主持人」角色（設計 22.2%，商

管 36.3%）。見圖 4。 

圖 4  Q15: 您在團隊合作中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綜上，在團隊運作中圖 4 折線圖顯示設計和商管學生無顯著差異，且具有相似性。另一方

面在團隊角色扮演方面，打破了認為「一般團隊中商管人士作為領導人、管理員等角色」的固

有印象，實際運作中偏向設計學生，商管學生更傾向會議的「主持人」角色，與一般設想不同。 

三、以培育設計思考實踐者為目標的設計創新教育課程運作模式，對於設計和商管背

景的學生均產生正面的效果。 

在開放性問項（您認為課程的優點是？）反饋結果在務實創新能力、人本巨觀、跨域整合、

試驗迭代均有體現，例如： 

在「務實創新能力」培育上： 

「可以有架構性了解一個創新設計思考時需要如何執行，如何用適當工具輔助發散收斂與驗證，以

提高商業化的落地與可行性」----設計專業 

「成果發表找業者來給予建議，蠻實用的，不單只是作業，可以聽取一些業界建議，有助於增加專案

可行性」----商管專業 

在「人本巨觀能力」培育上： 

「學習從使用者的角度去發展與洞察問題，從中探討更多設計能擴散的機會點與解法，改善用戶痛

點並整合需求及期望」----設計專業 

在「跨域整合能力」培育上： 

「了解產業趨勢、與不同領域同學交流想法及共同合作」----設計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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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設計系的同學合作上課，討論時候常有不一樣的意見。很優美的產出，這是在商管上課完全不會

發生的事情」----商管專業 

在「試驗迭代」培育上： 

「成果發表找業者來給予建議，蠻實用的，不單只是作業，可以聽取一些業界建議，有助於增加專案

可行性」----商管專業 

「能ㄧ步步學習服務設計方法，找出方向後實測很實用」----設計專業 

綜上，在設計系開設的設計創新教育課程商管學生和設計學生對此均有較高的肯定，同時

說明課程運作模式具有非常強的運作能力和運作效果以及較高的價值。 

五、結論與建議 

一、設計創新教育課程的團隊合作對設計和商管學生的學習產生正面影響。 

本研究通過實際場域中服務設計項目的創新設計訓練，一方面幫助我們了解了在實際運作

當中的運作狀況，改變了對設計和商管人士的固有印象，更有利於設計教育的進步；另一方面

在設計創新教育課程受到了設計和商管人士對課程的一致肯定，課程後在很多層面都有成長，

這也表明設計系開設的設計創新教育課程有很高的價值。 

二、設計創新教育課程為不同產業的設計思考創新實踐提供交流與傳遞。 

本研究以設計學院開設的設計創新教育課程為例，透過思維、方法、個案、實踐中累積與

變化，對設計和商管學生的學習影響均獲得了較高的正面評價，受到商管和設計人士的認同；

另一方面告訴我們面對未來，商管學生在學習上可能所面對的或需要的與設計學生在學習認知

以及創新這一部分是相當接近的。當前的設計思考教育，已經不僅僅是專屬於設計或商管課程，

而是多學科交叉的場域下進行的未來的設計創新教育。 

團隊合作是具有不確定性且不斷變化的行為活動。本研究現階段問卷反饋評估以較快的速

度讓我們發現團隊合作中的問題點，在未來研究中將以紀錄、整理口語資料，分析不同團隊合

作模式的特色，補足現階段研究的不足，繼續探索設計創新教育，為未來設計教育提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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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綜觀設計學界以及產業在台灣發展已發展數十年之久，如今已在日常生活周遭處處能見設計的

影子，諸如家居室內裝潢設計、家電 3C 用品工業產品設計、交通工具設計、多媒體動畫遊戲設計、

UI/UX 智慧型手機介面優化設計、服裝設計、建築設計等等。設計儼然已深深的影響著人類的生

活，但是經過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大專院校內的設計教育知識已經漸漸的開始跟不上業界所需的

設計人才。台灣大專院校所傳授之設計知識多為基礎教育，以工業設計系為例，開設課程如設計素

描、產品開發、精品設計、模型製作、3D 電腦繪圖、PS/AI 證照班等等。如此課程所教授出之學子

畢業後進入業界，仍有一段辛苦的適應期或學習期。對業主及畢業新鮮人都並不是一件好事。 本研

究將以半結構式訪談數十位已投入設計行業之設計師、設計師主管、大學教授、推動設計教育之政

府官員等對象，並深入研究過去各校之工業設計系教育方針以及設計產業相關文獻，了解學界及業

界之差距進而提出相關之設計教育政策建議，以作為國家未來制訂設計教育政策之參考。 

    

關鍵詞：設計教育、工業設計系、半結構式訪談、設計產業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design community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decades, now 
we can see design everywhere in human daily life, such as home interior design, home appliance 3C supplies 
industrial product design, transportation design, multimedia animation game design, user interface / user 
experience smart phone interface optimization design, clothing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etc. Design has 
already profoundly affected human life, bu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desig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radually begun to fall behind the design talents needed by the industry. 
    Most of the design knowledge imparted by Taiw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basic education.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for example, courses such as design sketching,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goods design, model making, 3D computer drawing, Photoshop / Illustrator certificate classes, 
etc. are offered. There is still a hard adjustment or learning period for the students taught in this course to 
enter the industry after graduation. 
   This research will interview dozens of designers, designer supervisors,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promote design education i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will deeply study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design industries of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s in the past. Releva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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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e gap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and then propose relevant design educa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ountry to formulate design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Design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Design industry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隨著台灣社會與產業界開始注重美學及設計呈現，大量的各領域設計師不斷的被聘用。

可見各設計領域對產、官、學界逐漸被重視。已官界為例，蔡英文總統於 2019 年末指示經濟部工業

局於隔年 2020 年將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升格為台灣設計研究院，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吳思瑤立委

大力推動，宣示要將 Made in Taiwan 轉型為 Design in Taiwan，足見國家對設計之鼎力支持。而學界與

產業界之銜接仍存在著些許問題，諸如在職設計師的設計高階人才教育短缺、設計師垂直產業鍊知

識不足、設計團隊專業表現不足、設計師缺乏共創經驗、設計師缺乏國際視野、欠缺指標設計案執

行資料庫及設計師缺乏智慧財產權法律知識等等問題。 

        本研究將就上述問題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族群包括高階設計師、中小型企業設計師、自由業設

計師及設計系教授等等，當我們持續的由多領域經驗持續推動設計產業及設計師的培養，學校制度

卻往往以專業知識的傳授與單一領域人才的培養為目標導向，即便是在政府單位的推動下，設計人

才的培育推動與跨領域思維的培養逐漸成形，但下一階段的發展與如何讓此思維根深蒂固我們卻力

不從心。 

        中華民國教育部自 2003 年起透過「大學校院藝術與設計人才培育計畫」、「大學校院藝術與設

計菁英海外培育計畫」、「設計戰國策」及「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培育藝術與設計專業

人才，拓展學生們的國際視野，提升專業人力素質，推廣臺灣設計教育成果（陳琳臻，2018）。而

2017-2019 設計服務產業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摘要中提及設計人才議題：學用差距造成新鮮人缺乏

實務經驗、產業人才招聘困難。並提出因用對策：經由產學合作培育，透過企業出題、學生提案，

進行設計合作之方式，提升學生設計實務設計經驗，並媒合設計（產業人力供需資訊網）。 

        台灣初任工業設計師的工作與適應情形研究中提及初任工業設計師的主要工作壓力為「有時沒

有設計靈感」、「工作時程」、「自我要求」。主要工作挫折為「提案不被接受」、 

「抓不到設計方向」、「自身努力不被了解」。人際溝通困擾為「不同的上級有著衝突的命令」、

「難與上級溝通」、及「無法直接與客戶溝通」。其他工作困擾包括「產業相關知識不足」、「技

術或製程知識不足」、「設計經驗不足」、「英語能力不足」、「缺乏說服力或自信」、「無法獨

立作業」。有助工作學習的方法「主動多詢問」、「請教前輩或專家」、「了解公司之前製造的產

品」。即將成為設計的人須事先做好準備為「對設計需要有工作熱情或興趣」、「熟悉設計軟

體」、「設定好自己的工作目標」、「加強手繪能力」（游萬來、楊敏英、羅士孟，2014）。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提及研究之背景動機，本研究將搜集工業設計領域從業者、學界教授數位、官界之經

驗，以文字記錄之方式訪談觀察受訪者們的問答內容，詳細研究目的如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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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探究在不同大學求學後，初入職場上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諸如重新學習了哪些技能、主管交辦

事項是否覺得超出自己在校所學、同期進入公司的畢業生是否比自己優越等等。二、探究各畢業生

在各校所學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差異幅度之大小。三、探究同為設計職之主管如何看待新進設計部

門職員在職場上所面臨的困境。四、探究在校教授如何看待產學界之學用落差問題及對教育體系之

建言。五、探究官界對於目前設計學、業界之看法，以及未來施政藍圖。 

 

貳、文獻探討 

一、定義及趨勢 

        設計教育乃是對美學和實用性的研究，這兩種設計和創意過程產生了一種想法和 預期結果。藝

術家代表想法，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使用步驟及方法來解決問題 (Bequette & Bequette, 2012)。設計類

教育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各知識領域皆相當重要，包含人文社會、工程科技、資訊及經濟等乃至於

實務教學，設計教育主旨為在整個技職教育體系中建立一個具有前瞻的教育制度，使其專業領域都

能充分發揮個人潛能、利用教育資源與溝通的交流管道（朱元祥，2001）。 

        設計教育早期以整合家事類與藝術類的技職訓練作為根基，家事類主要著重個人與日常生活事

務，藝術則注重於發展現代及傳統藝術融合科技，由於社會及經濟的發展劇烈而快速，從單純整合

兩類的設計教育進階成擴大學習範圍，也是各大學增設設計學院的原因之一，因此設計教育之定位

目標逐漸趨向複雜化。 

 

二、設計教育的未來 

        設計除了增強商業利益，根據社會的發展趨勢，設計還應提升其內涵與文化、社會及精神的層

面，同時為人們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林品章，1999）。 

        台灣設計教育有許多待努力的地方，如設計學術研究尚待提昇、加強推動本土設計史與設計文

化的研究、強化國內設計研究所的教育素質、打造科技與人文並重的設計教育環境。台灣國民教育

一直以來皆對設計認識建立不足，藝術課所教與設計不能畫上等號，缺少對於台灣本土設計史融入

課程中，學生到大學才開始認識早已跟不上國際腳步，需將設計與生活與知識融合，方能在大學中

將以有設計概念補強而非從零學習。設計教育不只是訓練學生如何使用工具，而是自我開發與自我

了解的過程，不論設計者是自我定位為解決視覺問題的資訊建構者，亦或改造社會藝術形式的工作

者，設計教育都必須能增廣學生的知識與強化學生自我的期許，從教育的本質或學習的經驗來說，

它對學生都是有價值與意義的（賴建都，2007）。 

 

        在全球受文創思維影響下，臺灣近二十年來相關政策推動，設計教育持續面臨轉型，全臺至目

前為止已有近四十所的大專院校成立超過四十多個文化創意相關系所與學程，學校所培育出來的人

才，進入產業後，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將影響著未來產業的競爭力，也會牽動著國家經濟發展的競

爭力（林美婷，2017）。 

        於產業方面，受到工業 4.0 的影響，回到以「人」為本的思考模式，是現在許多設計產業的思考

方向，透過了解消費者本身需求並進而反向思考，讓消費者體驗服務設計進一步達到感同身受的效

果，正是現今設計產業發展的轉變與整合設計人才需求之重要趨勢（邱冠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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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參考美國史丹佛大學校內的「Ｄ. school」（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之作法，前紐

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2015）曾說：「沒有史丹佛，就沒有矽谷。沒有矽谷，就沒有科技、

資訊和通訊革命。」歷史上來自史丹佛的創業家、政治人物、諾貝爾獎得主等功成名就之人才不計

其數。每個史丹佛學生心中深植創業基因，這份堅毅且努力與產業接軌的決心，正是矽谷新創企業

生生不息的動力，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哈索.普拉特納設計學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簡稱為 Standford D.school 更是人才輩出其教學理念與產學合作皆成為風靡全球的教學潮

流。學院中被奉為圭臬的核心理念「設計思考」，也成為激發跨領域學習的重要元素

（Rauth,Koppen,Jobst&Meinel,2010）。「Ｄ. school」於 2014 年提出「史丹佛 2025」的想像藍圖，打破

所有人對於大學的想像，提出令人驚豔的大學前景。「史丹佛 2025」的計畫，是由史丹佛的學生、

老師和行政人員花了一整年時間所激盪出來的藍圖。如今大學的樣貌、學科分界、學習制度、都是

約於一百年前所設計出來的，但面對社會變革、科技進步帶來的影響，現今大學的整體制度勢必要

重新改造改革。史丹佛 2025 之計畫有下列四個想像： 

 

ㄧ、開放環型的大學（Open Loop University）： 

         一般大學生皆於十八歲進入四年制的傳統大學，入學後循序漸進，依課程架構和設計，在成績

達到畢業標準後，於二十二歲取得畢業證書。過去看來理所當然的線性路徑，卻讓人在想要跳脫框

架或轉換跑道時遇到困難，比如天資聰穎的高材生、想從拾書本的上班族、退休想精進自己的長

輩。史丹佛大學認為，終身學習的概念下，大學生涯應是「環狀旅程」，可以是人生中的任何六

年，學生可根據生涯發展需求，進入大學後，再申請至企業實習、工作或旅行，從體驗人生中發現

自我不足處，重回校園精進自己。座位旁的同學不再只是和自己同齡的同儕，而是各年齡與具備不

同階段社會經驗的學生齊聚一堂，更能激發創新火花，傳統對「大一新鮮人」的理解和印象，將走

入歷史。 

 

二、有彈性的教育歷程（Paced Education）： 

        傳統四年制大學將大學生分為四個年級，每學期大多為十週課程，只要學生的學習績效落在一

定範疇內，時間到了，就直接進入下一階段，彷彿工廠生產線上的制式流程。不過，史丹佛認為，

「彈性教育歷程」應該在六年內有校準階段（Calibrate）、提升階段（Elevate）以及活化階段

（Activate），定調為「學會走得慢，但能快速成長」。學生在六至十八個月的校準階段中，可大量

接觸入門課程，再依照個別吸收程度決定進入下階段的時機；十二至二十四個月的提升階段可針對

專業領域深入學習。  之後再踏入十二至十八個月的活化階段，將能力應用於真實世界，驗證知識與

市場的連結。在瞬息萬變的加速時代，提倡「慢慢來」似乎有點「非主流」，但史丹佛卻希望透過

尊重學生的差異化，調整節奏，讓學生能真的「學到」，而非只有表面或形式上的「完成」。 

Students received four years 

of 

college education, front-

loaded 

At the beginning of 

Students receive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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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有彈性的教育歷程圖 

 

三、翻轉軸心（Axis Flip）： 

         過去學園皆以一棟棟的大樓分割學術專業，但未來的學習基地將根據需求，重新組合專業和技

術，打造彈性的學習基地。未來的學習，不是攸關你知道什麼，而是你如何運用所學。 

過去，要取得大學文憑，需在某個領域有專業的知識，但是否具備專業的能力則不是優先考量。史

丹佛將翻轉學習的軸心，培養學生的能力而非專業知識，讓學生具備基礎能力去分析和運用專業知

識，如同具備拼圖的能力可以拼組圖像和解密。 

史丹佛大學將會打破科系的界線，建立數個能力中心，聚集不同專業領域的教授，開發和整理出各

種課程。這些中心以能力區分，會是科學分析、量化推論、社會批判、道德推論、美學解讀、創

意、有效溝通中心等，每一個中心就是一個學習基地，讓學生在此處學會分析和運用知識的方法。 

 

四、有意義感的學習（Purpose Learning）： 

        史丹佛大學認為，未來學生不會再將主修與副修掛在嘴邊，要追求的反而是知道自己目前所學

最終能解決哪些世界上的問題，有意識地在學習中獲得改善人類生活的能力。當被問到主修時，不

會只講：「我是生物系學生」，而是回答：「我在學生物學，希望減少世界的飢荒」，或「我學資

訊科學及政治學，希望重新塑造公民參與政治的機制」。當學生自我期許成為能影響世界的人，這

種態度就能在職涯之路走得遠。 

 

        而該計畫最重要的開放環型大學（Open Loop University）即是有別於傳統的閉環大學(l8~22 歲學

生入學，並在四年內完成本科學業），該計劃創新性地解除了入學年齡的限制，不再是 18-22 歲的四

年時光，而是人生中的任何 6 年時光。因此不論是 17 歲前的天才少年丶 

已進入職場的中年，或是退休後的長輩都可以入學，如此一來，學生可以不斷學習、體驗、運用、

修正、再學習，每一段重回校園的旅程都是一個開放式的環狀旅途，可以隨時結束或是開始。 

也就是說，校園裡將會混雜著各種年齡和經驗的學生，彼此共同學習，也會深化和擴展校園的視

野。史丹佛本身也會因為隨時有著「在學生」正在不同的企業、機構任職，學校將可以連結更多的

資源和平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採質性研究方法，主要使用文獻分析法以及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以歷史研究及相關資料，建構出臺灣設計系學生在未來從業後的藍圖;利用文獻分析法進行文獻資料

之分析，資料搜集知來源主要為國內外期刊、專書以及博碩士論文、報章雜誌等資料。半結構式訪

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的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收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必須根據研

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不過在整個訪談進行過程，訪談者不必根

據訪談大綱的順序，來進行訪問工作。通常訪談者也可以依實際狀況，對訪談之內容進行彈性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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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工業設計專業之特殊性，且不同產業及企業類型的工作內涵可能存有差異性，加上有關於

出任工業設計師工作與適應情形的研究並不多見，國內外可參考的文獻十分有限（游萬來、楊敏

英、羅士孟，2014）。因此採以半結構式的訪談法，以了解臺灣出任工業設計師與適應情形內涵再

根據訪談結果進行整理以及匯集。 

 

三、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主要聚焦工業設計系之高階主管、初任設計師、學校設計系教授等對象，透過在職場

的經驗分享，進行錄音編撰逐字稿的半結構訪談。對象分五大類人士，如下所列： 

一、工業設計系所畢業之學生，並於畢業後從事相關之工作。二、工業設計系所在學之學生。三、

從事工業設計相關工作之主管。四、工業設計系所之教授。五、官界從事推動設計教育之官員。 

 

四、研究工具 

3.4.1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

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

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 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背景、影響

及其意義等。文獻資 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

料、 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 (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 (Interpretation)(朱柔若譯，2000)。 

        本研究將主要蒐集國內外有關圖書館、檔案館參考服務、檔案應用、數位參考諮詢、 顧客服

務、個人化資訊服務以及和本研究重要相關之中英文專書、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集、

研究報告、網路資源等資料，進行初步分析。 

 

3.4.2 半結構訪談法 

        半結構訪談的特點為分為以下三點: 

         一、具有一定主題，提問問題的結構雖然鬆散，但仍有重點和焦點，並非漫無邊際。 

         二、訪問前擬定訪談大綱或訪談要點，但所提問題可以在訪問過程中隨時邊談邊形成，提問 

        的方式和順序也可依受訪者的回答隨時提出，有相當彈性。 

         三、訪談者不需使用特定文字或語意進行訪問，但訪問過程以受訪者的回答為主。 

 

五、訪談大綱 

        參考萬文隆（2004）質性研究設計要點以維持訪談之信效度，本研究採半結構式直接訪談法，

以個別訪談之方式由受訪者的學習經驗分享、工作經驗分享、對於設計教育未來之建議等面向。為

避免受訪者於訪談過程無法及時給予精準回應，訪談前兩天先進行電話通知並給予受訪這訪談大

綱，如表 1 所示，研究預設之問題選項包括標準化與開放式問題，標準化問題共題其中包含第一部

分受訪者背景與第二部分經驗經歷分享。受訪者依照自身心理、經驗反應自由陳述，而研究者會依

受訪者當下之情緒反應與回覆內容隨時提出補充疑問，訪談時間約三十至四十五分鐘不等，訪談過

程內容全程錄音，並且於訪談結束之後轉換為逐字稿以作為深入歸納分析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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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訪談對象分五大類人士，如下所列： 

一、工業設計系所畢業之學生，並於畢業後從事相關之工作。二、工業設計系所在學之學生。三、

從事工業設計相關工作之主管。四、工業設計系所之教授。五、官界從事推動設計教育之官員。 

 

工業設計系所畢業之學生主要訪談內容將會詢問受訪者何校何系畢業、初入職場時是否有不適應之

處、主管交辦之業務是否有不順手之處、在進行設計發想時是否有遇到困難、回想大學教育是否有

不足之處、對比同期進入職場的應屆畢業生是否有其差異等等提問。 

 

工業設計系所在學之學生主要訪談內容將會詢問受訪者目前在何校何系就學、就學至今對於學校系

所之課程安排是否有何建議及批評、對於臺灣目前的設計業界狀況是否了解、是否曾經在設計公司

或其相關職務實習過、認為實習制度是否必要等等提問。 

 

從事工業設計相關工作之主管主要訪談內容將會詢問受訪者目前所在之公司名稱、在職年資、於主

管職位是否有覺得自身之設計認知思維開始與潮流不相符、以主管職之觀察，初任設計師是否有何

待加強之處等等提問。 

 

工業設計系所之教授主要訪談內容將會詢問受訪者在何校何系任教、任教時間、是否曾任職於公司

行號、以教授之職位所觀察的學用落差問題之改善建議、對於現行之工業設計系教育體系有何感

想、以教授學術交流之經驗，認為教授自身所處之學校科系與他校之工業設計系是否存在差異、差

異幅度大小為何、若層任職於公司行號之設計主管職或設計師職，為何願意踏入教職、如何看待現

在設計業界與當年之設計業界差距。 

 

官界從事推動設計教育之官員主要訪談內容將會詢問受訪者任職於何機關何職、如何推動設計教

育、是何原因投入推動設計教育、截至目前推動了哪些設計相關的議題或範例、對於現今臺灣設計

教育、設計業界、大眾美學養成、政府公部門美學、之觀點、建議、批評與想法、推動設計教育至

今是否遭遇困難與如何解決、未來上有哪些具體的推動項目與想法。 

 

台灣與大陸的落差快速加大中，台灣的畢業生與設計師的優勢幾乎只剩下個性與熱情，技術上沒有

優勢。主要原因是產業競爭不激烈，所以一般可見的設計產出不夠精緻與深入。二是，設計地位低

落，只有媒體效應，沒有實際的薪資成長與產業影響。三是，設計教育資源不足，產業連結效應較

弱，國際化程度不夠，新一代設計師沒有意識到我們與世界的距離，而設計系老師平均年齡越來越

大。 

 

肆、訪談結果與討論 

        現階段完成半結構訪談後，統整幾位不同校之教授、同學與畢業生之訪談結果。教授們表示教

學時間被已週的方式切分教學上不太有效率、學用落差之問題取決於畢業學生初入職場的心態調

整，不能夠以交作業的心態於職場上完成主管交辦的事項、而訪談之所有教授皆贊同實習與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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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畢業生表示學用落差的問題一直以來都存在，期望系上能有改善之解方、而實習能促進在學

學生了解職場生態，不僅能夠加強設計實力與知識也能學習設計以外的內容，諸如：與主管同事應

對、業界設計標準在何處、與加工廠師傅溝通等等。另外國外交換之經驗也在本訪談中詳實討論。 

        以從業之設計師表示，現階段學生熱情似乎逐漸在消退。近幾年社會與業界越來越重視設計與

智慧財產的重要，但畢業之學生卻相反。抄襲與盜取仍時有所聞，亦代表校方之教育仍需加強此方

面的知識。另希望未來設計師能多注重台灣元素，如編織、台灣文化特有圖騰花色、客家文化等。 

        綜合以上訪談與近幾年之新一代展的觀察，可以發現到學生們之作品的企圖心越來越小，作品

的概念新穎度與創新度逐年下降。而作品大多選擇委外工廠製作，學生在作品實際呈現上是否美感

下降值得探討。期望此份文章能在未來的台灣高教工業設計教育能盡到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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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輔助課程對學生學習互動之探究 

A Study on Student’s Learning Activities different Supplementary Courses 
 

邵雋婷*a  王明堂**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簡稱EGM），針對4個班  
級共100位小學生，進行輔助課程應用於教學之魅力感受並做深度訪談，再結合「二元
品質模型」（Kano Model）探討桌遊運用於學前特殊教育課程對於吸引使用者的魅力 
要素屬性歸類。 

實驗為期四週；配合深度訪談萃取之品質特性之抽象魅力感受，設計出調查問卷

，問卷施測使用紙本問卷的調查方式，因為皆在學校實行並且有職務之便，縮短問卷

資料收集的時間並確保原始資料正確性。問卷統計使用二維品質模式分析使用者對於

不同教學模式的滿意程度，歸類出屬性魅力品質的重要因素，以提供往後教師在設計

不同教學模式下魅力因素考量。 

關鍵字：魅力因子、評價構造法、二元品質模型、輔助課程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the Evaluation Grid Method (EGM) to target 100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4 classes, and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upplementary courses applied to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Dual Quality Model" ( Kano Model)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board games to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to categorize the attractive attributes of             
users. 

The experiment lasted for four week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stract charm of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extracted from the in-depth interviews,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using paper questionnaires. Because they were             
all implemented in schools and had the convenience of their duties, they shortened the time               
for collecting questionnaires. Ensur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The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use a two-dimensional quality model to analyze the user's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and classify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attribute charm quality, so              
as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consideration of charm factors in the design of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Keywords: Attraction Factors, Evaluation Grid Method,Kano Model, Supplementa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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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背景動機 

隨著時代演進，老師們能夠進行輔助教學的工具越來越多元豐富，在多元化的教育理念盛

行下；差異化教學、遊戲式學習等相關教學學習理論皆應運而生。多元的輔助資源產生許多不

同風格的教學法及教學情境（王素蓮譯，2015）。桌遊輔助或者線上影片、線上教學平台都是
現在很流行的輔助教學方式，例如線上教學平台「均一」，他們使用孩子喜歡玩遊戲的心態，

立即回饋的數據獎勵制度，增進他們對各科目的學習信心及興趣，在看影片的同時增強自己對

該科目的觀念吸收，而遊戲式的互動習題讓學生可以反覆練習更加精熟。透過互動性高的教學

方式，在桌遊也會看到類似的成效。 

本研究之作者身在教育界多年，使用過不少輔助教學的方式來增加學生學習動機跟意願，

從中也看到不少優點和缺點，像是實體課程如果不加入更多互動性的活動，課程就會呆板許多

，讓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如果加入更多遊戲式的活動跟輔助課程，學生互動性高，則學習意願

會上升。 

因此本研究會分析三種輔助課程的魅力品質要素特質;針對輔助課程在品質構面進行調查，
以提供往後教師在設計不同教學模式下，衍伸出來的魅力品質要素，哪些是對課程進度有幫

助。 

 

二、研究動機  

本論文之研究動機有三點: 

1. 過往教師們設計輔助課程。大多是以經驗彙整而成，在很多設計元素上較缺少系統性
的整理。 

2. 研究在不同的輔助課程之下，四種課程的魅力因子，希望讓設計課程的老師們了解，
該輔助課程吸引學生的元素是什麼? 

三、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目的，整理研究問題如下: 

1. 四種輔助課程的魅力因子為何？ 
2. 使用Kano分析出四種教學模式下的品質特性為何？ 
3. 使用實驗結論給予教育與輔導實務上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實體教育與線上課程的差異 

Mayes（2002）認為頻繁的使用線上學習會大量的缺乏互動。互動缺乏的狀況會發生在同
濟之間也有可以發生在教師回饋上（Burdman，1998）。根據(Almosa，2002），雖然線上教學
有許多缺點，但還是鼓勵教師及學生尋找各種方式去減少帶來的缺點。以下是本研究從各篇論
文中整理出線上教學習和傳統學習的差異：1.線上教學容易讓學習者分心，以及缺乏互動。因
此，需要學習者提升學習動機和時間管理技巧，以減少這種影響。2.在講解觀念的部分，線上
教學可能不如傳統的學習方法有效。因為傳統的學習過程會有很多與講師面對面的機會能夠更
加理解學習的觀念。3.如果希望提高學習者在溝通能力的能力，線上教學的方式可能具有負面
影響。儘管學習者可能有出色的知識，但他們可能不具備將所學知識傳遞給他人的技能。4.並
非所有學科都可以使用線上教學。例如需要動手實踐的領域將難以實行。7. 線上教學可能導致 
某些網站的擁擠或大量使用。帶來時間和金錢方面的意外成本。(Hameed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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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式學習的優點 

科普作家Gardner認為「提升學習動機的最好的方法是提出非常有趣的邏輯遊戲、智力遊
戲」來增加和學生的互動（李佳芬、顏榮泉、顏晴榮，2013）。近年來台灣吹起桌遊的風潮，
桌遊可以促進交流，越是和朋友、家人時常遊玩桌遊，更能夠促進彼此的關係。不止如此，這
股風氣進而影響了教育界，現在老師們也時使用自製的桌遊器材來和同學們互動。在台灣也有
許多類似的研究，像是使用桌遊來提升學生在課程上的學習動機的論文（李慧如，2017）。實
驗對象以小學生為主，使用桌遊輔助教學的論文（王慧真，2017；何詩婷，2017）。這些輔助
性的教具和高互動的教學方式使教室出現多元、活潑與創新，桌遊也增加了學生們學習動的機
與反覆的練習機會（李佳勳，2013）。上述那些遊戲化學習可以學到的創新、創造力和適應能
力，都是近代各國非常重視的的基本能力（Gee，2003； Shaffer，2006; Foreman，2004;   
Sandford＆Williamson，2005）。 

本研究發現少有研究團隊針對不同的輔助課程設計來做魅力因子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希望
以此研究來補充這個領域的不足之處，讓之後設計課程的老師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加入。 

 

三、評價構造法 

評價構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簡稱 EGM)，這個方法是讚井純一郎和其研究同伴們   
參考了心理學家(Kelly，1995)的研究方法(個體構造法)，改良開發出的理論架構，想法如下：
1.透過訪談的方式，回答對目標的喜好或厭惡以進行對目標物之評估。2.透過一些設計好的問
題的釐清受試者的回答。3.歸納出受試者對於目標物所喜好的要件為何，並繪製成評價構造
圖。用評價構造法得到的要素是目標吸引人的主要因素。評價構造的原始想法出自心理學，用
上述的方式得到受測者感受的結果，可以帶給設計者一些設計方向(馬敏元，2005)。EGM適用
的範圍相當彈性，像是消費性的產品、服務或者人、事都可以適用，在這些相關研究中，產品
評價構造法提供了一個理論來分析該目標的魅力因素，讓設計者在創意的產生、定位，一直到
開發還有後續的種種過程，都是很大的幫助。 

四、Kano 二維品質要素 

二維品質概念最早的概念來自心理學家(Herzberg，1959)，起初這個理論的應用是觀察員
工工作時的動機，並且研究激勵員工以提昇企業之產能與形象的因素為何。後來狩野紀昭用其
概念在1984提出二維品質模式，最初是應用在產品品質上，但後來有多位學者把此模式應用在
服務品質上，也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狩野紀昭提出之二維品質模式，是以二維平面座標中的橫軸表示品質要素具備之程度，越
向右方表示品質要素具備程度越高，越向左方表示品質要素欠缺程度越高。縱軸表示顧客滿意
的程度，越向上方表示滿意程度越高，越向下方表示滿意程度越低。利用這兩個座標的相對關
係，可以把品質要素分成五大類:魅力品質要素、一元化品質要素、當然品質要素、無差異品
質要素、反轉品質要素。 

上述這五類品質要素中，「當然品質要素」是一定要具備的要素，否則會引起顧客的不滿
意。至於「一元化品質要素」會建議設計者盡量讓目標物擁有，而且要避免欠缺。「魅力品質
要素」是當作差異化的策略而使用。「反轉品質因素」是不可以產生的，有這樣要素反而會讓
顧客不滿意。「無差異品質要素」的功用是如果需要降低成本的時候，可以加以排除的要素品
質。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應用評價構造法和KANO MODEL探討實體課程·、桌遊輔助課程和線上輔助課程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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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子。圖1為本論文之實驗流程圖。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實驗對象為國小六年級學生，一班的人數約在25~30人之間。本實驗針對數學課
程，採取輔助課程教學。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會對六年級四個常態編班班級，分別用「線上學習平台」、「線上學習影片」、
「桌遊」來和「傳統講述式」作比較。本研究之假設如下:在學生接受四種不同的教學後，因
輔助課程不同而感受到不同的魅力品質要素。 
 

三、研究流程 

本論文使用評價構造法、Kano二維品質概念探討四種輔助課程(「實體課程」，「桌遊輔
助課程」、「線上互動課程」和「線上影片課程」)之魅力因子。首先會在四個班級實行一個
月的實驗，一個對照組(實體課程)以及三個實驗組，在輔助課程結束後，每個班挑選數位高涉
入的同學進行深度訪談，以分別單獨訪談的方式，依照評價構造法的「原始理由」、「具體事
項」、「抽象理由」，作為基礎，得知原始理由後，進一步往上追問其抽象感覺，及往下串聯
說明其具體事項。再來會經由評價構造法得到的抽象感覺進一步設計問卷，最後用問卷的結果
把課程的二維品質概念完成。 

 

圖1  研究流程圖 

 

四、差異化輔助課程實驗 

本研究取國小六年級四個班的學生為四組，分別進行教學，這四組為實體課程組，桌遊輔
助課程組、線上互動課程組和線上影片課程組，實體課程組為在教室由老師口頭實際授課，桌
遊輔助課程組為在教室由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桌遊遊戲，線上互動課程組為在電腦教室利用線上
平台進行教學，線上影片課程組為學生在電腦教室個別觀看影片課程。實行之課程為國小六年
級數學「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小數的四則運算」、「圓周長與扇形周長」、「圓面
積與扇形面積」這幾個單元，詳細的輔助課程介紹在第三章。所有的課程分別由四位老師執
行。四位老師都受過相似的師培教育訓練，在研究前研究者也要求實體課程教材的一致性．實
行輔助課程的四位老師都是經由傳統師範大學體系出來的老師。並且在進行輔助課之前會事前
開會溝通，目的是希望排除掉老師的教學方式不同還有其他衍伸出來的實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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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應用評價構造法得到四個輔助課程的情感因素，如圖2、圖3。在桌遊課程的評價構 
造圖中發現，同學們最深刻的是在彼此的交流互動，訪談中得到的情緒大部分都是「開心」、
「有趣的」，是一個互動是很高的輔助課程模式。二種線上教學的輔助課程訪談出來的情感因
素相當不一樣的結果。我們認為線上多媒體資源本身就擁有差異化，使得他們的魅力因素差異
很大，如同文獻探討所述，互動性較高的線上平台擁有較多和同學們互動的情境，比起單調一
直在看影片的學習模式，線上平台在學習中同時顧慮到了同學們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像是需要
及時回饋、互動、較為有趣的情境等等。  

另外我們使用Kano分析出四種教學模式下的品質特性，如表1所示。 在必要品質要素中， 
桌遊輔助課程為「融洽的」、「開心的」。線上影片課程為「融洽的」。雖然其他二個課程沒
有必要品質因素，但是從問卷結果觀察，選擇「融洽的」這項形容詞為必要品質的比例相當
高。在魅力品質要素中，「刺激的」、「豐富的」在四個課程中，皆為魅力品質要素，這告訴
我們受試者們在課程中需要夠多刺激性的感受，還有帶給他們豐富的的活動，能夠使受試者們
感到滿足。在無差別品質要素中，「觀察他人」這項因素在四個課程中皆為無差異品質要素。
顯示受試者們感受不到這項品質帶來的差異。最後我們發現負面的品質不一定都是反轉品質要
素，反轉品質中占多數的為「緊張的」、「無聊的」。 

線上影片課程中「無聊的」不是反轉品質要素;是無差別品質要素，在桌遊課程中「緊張
的」不是反轉品質要素;反而是魅力品質要素，看到在桌遊課程中，魅力品質要素較特別的是
「合作的」、「有默契」，相較於其他的輔助課程，此課程更有促進同學們人際關係的要素在
裡面。  

本研究的此發現有幾點可以進一步討論，本研究發現學習情境（不同的輔助課程）和品質
程度高低之間的交互作用會隨著學生所持的目標導向而改變，亦即特質、學習情境和行為之間
有交互作用存在(程炳林, 2002;Wolters, 1998)。 本研究的分析不僅為前述的理論觀點提供實徵   
證據的支持，同時更進一步從文獻中發現學習情境和品質之間會有交互作用。這種品質、學習
情境和行為之間交互作用的發現將可進一步讓教師們在設計課程教案時提供的觀點，像是本研
究觀察之四種教學方法的差異，如想要創造交流度高的學習環境，可以使用「桌遊輔助課
程」。如果需使用交流低低的「線上影片」的輔助課程，但能需增加學生人際關係能力時，可
以參考本研究，選用類似「線上平台」的線上資源或者增加活動時間，使學生的互動機會增加
，以及提升「開心的」、「合作的」和「豐富的」這三種魅力品質特性;或者設法降低課程中
「刺激的」這一項品質特性，皆可達到相同的目的。 

二、教育與輔導實務上的建議 

（1）設計課程教案時應該注意延伸之學習環境 

本研究發現，輔助課程的差異會造成學生相當大的感受影響，因此在教師設計教學時，教
師應該要注意設計的課程會形成怎麼樣的學習環境。像是本研究的桌遊課程會形成學生高度交
流的學習環境，而使用線上教學則會得到舒適或者自由度較大的學習環境。這些都是老師在設
計教學目標時，可以參考本研究的地方，協助學生建立合宜的學習環境，進而促進學習的開
展。 

（2）關注學習環境因素對人際關係之影響 

在高度交流的學習環境中(本研究之桌遊戲輔助課程)，學生必定會和其他同學進行互動;在
低交流的學習環境中(本研究之線上影片輔助課程以及線上平台輔助課程)，學生沉浸於自學的
微世界中。每個學生會依據線上資源以及自己的思考邏輯安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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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論高度交流的課程或者低交流的課程，皆有小組討論的時間，小組討論是透過分工
後再整合而完成的。由於每個學生的態度與投入程度不同，造成了分工與學習掌握的差異。從
中學生會體驗到積極主動的合作成員，有助於學習及活動的進行，學生會從中體驗到其他同學
是否積極主動可能會造成成果的優劣，同時也知道小組成員的重要( 科學教育第十期，八十八 
年) 。另外學生也會體驗到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的成員，有益於獲取活動中其他人或者老師的 
協助。雖然每個班級都會體驗此過程，但是因為輔助課程的差異，導致學生在人際關係的表現
會有所差異。 

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小學這個需要練習與他人的相處階段時，創造高度交流的學習環境是重
要的，學生會與多樣化的同學接觸。希望使學生遇到困難時，他們不只是直接詢問老師更能夠
尋求其他同學的協助。這種與人互動的意願帶來了人際知覺的成長。 

  

圖2  「實體課程」與「實體課程加上桌遊輔助課程」的評價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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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實體課程加上線上影片輔助課程」與「實體課程加上桌遊輔助課程」的評價構造圖 

 

 
 

表1   各個課程  Kano 二維品質要素歸納結果 

 實體課程 桌遊課程 線上影片 
課程 

線上平台 
課程 

觀察他人 I I I I 
刺激的 A A A A 
融洽的 A M M I 
緊張的 R A R R 
開心的 A M A A 
溫暖的 O A O O 
合作的 A A I A 
豐富的 A A A A 
有默契 A A I I 
無聊 R R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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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現代飲食習慣偏差，食育逐漸受到大眾的重視，而食育被視為解決現代飲食問題的方

針之一，台灣在實施及推動上，仍然有許多可改善及進步發展的空間，如何能讓大眾認識食育，

如何讓大眾樂於學習食育，食育與食物設計相結合亦可以有怎麼樣的發展趨勢，針對現有的食

育發展現況以及體驗流程，探討食育與食物設計之體驗的未來面向。 

  首先本研究將藉由相關文獻資料，透過食育相關案例的研究及分析，將食物設計整理為食

物、人、空間、文化等四個面向，其後整理相關體驗流程，可於其中定義被動性體驗及主動性

體驗兩種方式，並探討食育與設計可以加以結合且發展的方向，整理出食育與五感體驗結合之

探索建議，作為後續食物設計創作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食育、食物設計、體驗設計、設計教育 

 

Abstract 

  With the deviation of modern dietary habits, food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nd food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olicies to solve modern diet problems. 
Taiwan still ha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progress in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How 
can it be Let the public understand food education, how to make the public happy to lear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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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what development trends can the combination of food education and food design have, and 
discuss the experience of food education and food design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food 
educ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process The future faces. 
First of all, this research will use relevant literature data,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food 
education-related cases, to organize food design into four aspects: food, people, space, and culture, and 
then sort out related experience processes, which can define passivity There are two ways of 
experience and active experience, and explore the direction in which food education and design can be 
combined and developed, and sort out the explor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food 
education and five sense experience, as a reference basis for subsequent food design creation. 

Keywords: Food education, Food design,  Experience design,  Design education 

壹、前言 

  台灣為海洋之島，除了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及島上物產外，人民也接受了來自四面八方

的不同的食物，而現代食品工業、連鎖飲食產業的蓬勃發展、加上現代人飲食習慣的改變，進

而衍生出許多與飲食相關的社會問題（白騏瑋，2019）。食物來源廣泛，也會產生許多不同飲食

文化及習慣，飲食習慣及飲食行為均自幼養成（林小玲;尹祚芊;劉千禎，2009)，由此可知藉由

教育促使養成良好的習慣，及矯正行為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食育被視為解決現代飲食問題

的方針之一，而台灣在實施及推動上，仍然有許多可改善及進步的空間。 

本研究蒐集食育推動為主軸的相關案例，例如以環保為初心的染樂工房，即是以廚餘作為

染料，將食育與設計結合以不同的面貌呈現於大眾眼前，提倡人們不再浪費食物（香港經濟日

報，2019），將食育教育中「珍惜食物不浪費」的訊息蘊含於設計中。而以食育為主軸的案例如

台灣主婦聯盟積極推動的「給孩子的飲食課」，其中涵括了帶領兒童體驗田間的生態課，其針對

孩子挑食的壞習慣，提出解決的方案及撇步，如親子料理課等等（綠主張月刊，2020）可以從

中看到不同層面切入飲食問題的解決方法。 

   由上述可發現到，以染樂工房的案例中，以廚餘染料為創作的主軸是一個具思考空間及

特色的創作，但於食育中教育本意的傳遞，應更注重創作者與大眾的連結性或許可以藉不同的

方式，提高大眾的參與度以及興趣，設法提高食物教育傳遞的成效。而「給孩子的飲食課」的

案例中，雖有完整及多元的食育課程於資訊傳遞也相對完善，但在兒童的體驗中卻缺乏能跳脫

制式課堂的遊戲力，或許改善問題的方案需更注重吸引力，讓學習成效能超越預期。  

   針對以上提出案例中仍有可改善的空間，食物體驗需考量食材、遊戲性、可參與度及多

樣化的選擇，因此本研究將彙整相關國內外案例，提出食育結合設計並增加五感體驗的相關可

能性，作為食育與設計結合的初探。 

  本研究將針對以下三項作為研究的目的： 
1. 彙整相關案例進行比較、探討及整理，並提出問題。 
2. 透過文獻整理分析未來食育發展的可能性。 
3. 提出對於食育設計結合五感體驗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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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食育與學習 

  本章將透過文獻探討，了解食育發展的現況以及食育與學習上發展的要點，從其中了解未

來可能的趨勢，以下將分為食育及學習體驗加以探討。 
 
（一） 食育： 

 
  「食育」是飲食行為的教育，也可以說是培養良好飲食習慣的教育（顏建賢 ;曾宇良等，

2015）。多數人都知道水果及食材要吃當季，盛產季節才能夠又甜美又便宜，更能夠減少碳足跡

且兼具養生。食育為近幾年來大眾對於健康保障的趨勢之一，除去維持健康的身體因素及良好

的飲食習慣外，「飲食文化作為每個人的基礎性的文化素養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突出和明顯。」

（蕭家成，2006）一個人的文化素養除去普羅教育外，飲食文化也是不可缺乏的重要課題。  
 
  食育的主要方向可分成三類：1.以教育關係者或營養師為主的稱為「食教育」。2.文部行政

上稱為「有關食的指導」。3.農業關係者推動的稱為「食農教育」（顏建賢 ;曾宇良等，2015）。
而本研究中所提及的食育因考慮到設計領域的範疇，將著重以食物體驗及食物的源頭作為主軸，

定義為「食教育」及「食農教育」的結合，本研究中將統稱為「食育」。 
 
  「食農教育是一種體驗教育的過程」（董時叡;蔡嫦娟，2012） 食育中除了講訴飲食的觀念

以及習慣外，食農教育層面更重視於學習者與整體環境的互動，更於日本的食育研究中可以發

現到，大多的食育和環境教育是息息相關的（顏建賢;曾宇良等，2015），因此食育需注重學習

者與食物和與環境相關的互動，除去從幼年教導正確的飲食觀念、健康的飲食及良好的飲食習

慣外，大眾一生都值得習得食物的故事及源頭「食在地，用當季」，以體驗感受為主的學習也是

相當重要的。 
 
（二）學習： 
 
  「食育」，含有教育一詞在其中，必然和學習行為密不可分，而為了促進兒童及大眾的學習

意願，及增加食育的學習成效，重視體驗及過程的遊戲學習則和食育重視互動與體驗的學習初

衷不謀而合。 
 
   玩是兒童的天性，而遊戲是由內在動機而非外在的要求所引發（陳淑敏，2016）。遊戲式

學習大多重視過程，讓學習在無壓力且歡愉的情況下進行。能以沉浸式學習的方式，使課程與

教學更加吸引學習者，跳脫課堂，促使食育的學習有更多的遊戲力，啟發自學的慾望增強學習

者的動機及提高學習成效。食育觀念的傳遞在兒童時期習慣養成具關鍵性，但做為社會成員的

一份子，食育的觀念是每個人都該透過學習，不斷的去提升自我，進而改善身體健康及素養（蕭

家成，2006）可以發現到，對於食育的學習，並沒有受到年齡的侷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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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不同年齡層的遊戲學習，以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推動翻轉教學為例，葉丙成教授提

出他的教學有三大關鍵，分別是透過「遊戲化」、「由學生出發」的課程，「把學生帶往世界」。（聯

合報，2016）雖然遊戲學習適用於年齡層較大的大眾，而現有的食育學習課程大多針對年齡較

小的幼兒，如親子料理課等等（綠主張月刊，2020）因此如何透過食育及食農的知識加以改造

成完整的體驗及遊戲學習的方向或許可將其帶入不同年齡層，使大眾不分年齡皆可學習而引導

出更具新鮮感的體驗設計。 
 

二、食育與食物設計 

  食育於大眾學習的過程中，往往缺發吸引力和關注度，本研究將透過食物設計做為探討未

來趨勢之參考依據，食物設計於自歐洲逐漸萌芽，食物設計學者Francesca Zampollo於2007年提

出之食物設計六大領域分別為： 

 
1. 「為食物而設計（Design For Food）」：為了食物的產品設計。 
2. 「用食物來設計（Design With Food）」：以食物作為原料來設計。 
3. 「與食物有關的設計（Design About Food）」：利用食物意象的產品設計。 
4. 「食品設計（Food Product Design）」：食品的相關設計。 
5. 「食的空間設計（Food Space Design）」：以用餐環境的設計。 
6. 「吃的設計（Eating Design）」：以飲食行為的設計。 
 
  以上六個領域接觸及實物與人的關係，而在食的空間上應更關注於空間環境。而在吃的設

計方面則因地方風土關係及飲食習慣，更實踐了文化差異性，需更廣泛的了解食物的在地取材

與不同來源的稀有感受。由此可進一步將食物設計的領域聚焦於食物、人、空間及文化等四個

面向，整理如圖1。 
 

 
 
 
 
 
 
 

 

圖 1 食物設計六大領域與媒介(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可見，食物設計的領域非常多元，小至食物於餐具之間的互動，大至食物與整個空

間的關係，該如何運用創新的思維，透過設計的層面詮釋不同的故事是個有趣的方向，本研究

透過上述六大領域整理成四個面向並列出以下食物設計於各個媒介虛實間的關聯性，整理如圖

 食物 人 空間 文化 

為食物設計     
用食物來設計     
與食物有關的設計     
食品設計     
食的空間設計     
吃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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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2 食物設計四個面向的虛實關聯性(本研究整理) 

 

  可以發現到透過不同食物設計的面向，促進各種不同的體驗，也因設計的創新思維，亦可

產生截然不同的感受，而能自由跨越感受的侷限。於食育的飲食觀念中，飽腹、安全、美味、

營養和健康已列出了次序級別（蕭家成，2006）而食物設計則可在食育中增加更多的體驗和回

饋藉此吸引大眾的關注。 
 
  透過文獻資料的訪談可以發現到，現階段台灣的食物設計因國際地位及地理環境等等受限，

難以有突破國際性發展（劉又嘉，2016）各國間出色的食物設計比比皆是，台灣在種種限制下

難以達到突破，因此具有創新性及地區性的食物設計，結合食育中以當地的食材，設計者可藉

由文化底蘊的感受進入想像世界（鄧建國、謝宜珊，2013）。文化是帶領體驗者深入體

驗一個很好的媒介，藉由食育中的訴求增加體驗的多元性，可能是未來台灣於食物設計發

展的趨勢之一。 

 

三、設計結合五感體驗 

 
  綜合以上章節的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到無論在學習成效，亦或食物設計領域，學習者的體

驗感受是食育傳遞下是否能夠受到關注及吸引人的關鍵。本章節將針對學習者的體驗感受如何

增加五感體驗做為參考。 
 
  Pine & Gilmore（2003）提出體驗為一人於身心靈達到某一水平時，意識中所產生的美好感

受。每個人對於體驗的感受不盡相同，都會因個體的差異產生區別性，更重視於使用者的過程

及感受，本研究將針對食育為主軸，以Schmitt（1999）所提出的五種策略體驗模組分別為，感

官、情感、思考、行動及關聯，以食物為體驗媒介整理相關的體驗加以探討。 
  
  本研究就體驗方式而言，可區分為「被動體驗」及「主動體驗」兩個方式，以被動體驗為

例，最直接的案例即是迴轉壽司；在流程中，具有前段、中段及後段。若以Schmitt的五種策略

體驗模組，可發現所謂被動體驗即是流程的前段、中段是由壽司師傅製作，使用者只是在最後

拿取。（整理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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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使用者被動體驗（本研究整理） 

而在巧克力DIY的過程則較偏向使用者的主動體驗，前段備料、中段製作，到後段取用皆可讓

操作者感受為主動體驗，而實際上亦可說體驗設計的規劃單位虛級化，將操作者角色的感受放

在首位，賦予最大的決定權，讓預期心理、想像成果及完成後成就感可在一定的控制範圍，亦

容許不預期的驚喜。（整理如圖 4） 

 

圖 4 使用者主動體驗（本研究整理）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44



藉由圖3-4可以發現以下幾點： 
1. 當使用者處於被動方時，於體驗中獲得的感受相對單薄。 
2. 當使用者處於主動方時，於體驗最終除去對於食物的滿意度外，亦可得到自我肯定及成就感

等額外的價值。 
3. 大多現有與食物相關的體驗中，於食物產生的關聯性，僅在後期能夠有感受的產生，於前期

及中期較薄弱。 
 

綜觀以上發現，食物體驗以使用者為主動方其獲得的體驗更為豐富，且增加體驗前中期的關聯

性，仍有極多可發展的空間。 

 

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食育設計分為學習及體驗加以探討，研究發現，現有的食育課體仍有很大的發

展空間。 
    以設計端切入，食育中倡導的食物源頭，珍貴的回憶，於食物及環境的體驗會形成當地文

化重要的資產的一部分，亦可補足於體驗中，關聯性較缺乏的部分。以食物設計中，提出當地

獨特性，結合食育「食在地，用當季」，使設計產生區別性，以體驗設計中提升人與食物的關聯

性， 讓參與者獲得更多的回饋及記憶連結，建立體驗中完整的情緒連結，讓參與者沉浸於體驗

中，豐富體驗過程。  
  進一步而言，食物的規劃不只於食材，而應擴展到理解食材、分解食材及組合食材，而所

謂的人也可區分為等待者、執行者及體驗者，空間則區分為餐具擺盤、料理分盤、擺盤佈局及

體驗空間，文化細分為製作習慣、製作儀式、取用道具及體驗過程。 
  本研究彙整後提出，於食育設計體驗中，除去人與食物的互動性，「空間及文化」的連結也

是食育設計結合五感體驗中相當重要的部分。（整理如圖5） 
 

食物 人 空間 文化 

理解材料 等待者 餐具擺置 製作習慣 

分解材料 執行者 料理分盤 製作儀式 

組合材料 體驗者 擺盤佈局/體驗空間 取用道具/體驗過程 

圖 5 完整食育設計結合五感體驗（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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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擴增實境成為應用於教育領域的一門新興技術，並在學習成效上有著顯著的影響。

目前，擴增實境已經應用於設計教育領域中，但在基本設計教學的研究較少，特別是把性別作

為調節作用進行探討。而基本設計是設計教育的基礎，能夠幫助學生理解設計原理與視覺藝術

元素，是設計科系的一門必修基礎課程。因此，本研究將 AR 技術應用於基本設計教學的造形

課程單元中，分析性別差異在學生使用 AR 輔助教材學習過程產生心流體驗時，對於學習態度

以及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關係。本研究以某大學設計係學生為受測對象，總人數為 390 人（男

生為 198 人，女生為 192 人）進行教學實驗。其研究結果為學生在使用 AR 輔助教材進行造形

學習時，性別作為調節作用在心流體驗對學習態度構面和心流體驗對持續使用意圖構面沒有顯

著性差異，但學習態度對於持續使用意圖構面中有調節效果，會影響男生與女生在基本設計教

學中使用 AR 輔助教材的學習表現。 

關鍵詞：擴增實境、基本設計教學、性別差異、心流體驗、持續使用意圖 

 

壹、緒論 

基本設計（Basic Design）課程是大學與專科階段，設計科系一年級學生的必修基礎課，

且在高職的教育當中，更有造形訓練相關單元（Course of Styling），以培養學生造形美感能力

(曾啓雄、劉華傑，2000)。基本設計教學能夠幫助學生理解藝術的原理與元素，並為今後繼續

學習設計課程打下基礎(Besgen, Kuloglu, & Fathalizadehalemdari, 2015)。通常，高等教育的基本

設計課程是以傳統教學方式進行授課。而 Wilks, Cutcher, and Wilks (2012) 研究指出，在教學課

程中，採用新方法或者新技術應用在教學過程中，能夠強化教學效果以及提高學習成效。近年

來，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應用在教育領域有著顯著性的教學效果(Akçayır & 

Akçayır, 2017)；不僅在社會科學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Abad-Segura, González-Zamar, Rosa, & 

Cevallos, 2020)；在藝術學科領域，AR 技術提供了獨特的學習環境(Elfeky & Elbyaly, 2018)。例

如，在視覺藝術課程中，Di Serio, Ibáñez, and Kloos (2013) 研究指出，使用 AR 教學方式對於學

生的學習動機產生積極的影響。可見， 在藝術學科中 AR 教學方式優於傳統教學方式體現在學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47



生積極的學習態度(Yip, Wong, Yick, Chan, & Wong, 2019)。此外，有研究發現，在學習過程中

學生更喜歡 AR 教材來自主學習，教師無需再進行重複說明(Martín-Gutiérrez, Fabiani, Benesova, 

Meneses, & Mora, 2015) 。 

有文獻研究提及，AR 獨特功能可以幫助學生，對不太有趣的課程且沒有互動性的教學內

容提高學習興趣(Di Serio et al., 2013)。在 Webster, Trevino, and Ryan (1993)研究中發現，有探索

性且有趣的人機互動體驗能夠控制使用者的心理狀態，以注意力、好奇心以及內在興趣為主，

並定義為心流（Flow）。因心流產生時會有高度的興奮感以及充實感等正向情緒，人們會沉

浸於其中並在高度的專注力下獲得樂趣，而產生的心理狀態稱之為心流體驗（Flow Experience）

(Csikszentmihalyi, 1990)。在 AR 技術與心流體驗相關研究指出，學習者使用 AR 互動方式進行

藝術鑒賞學習更容易進入心流體驗(Chang et al., 2014)；使用 AR 教學方式能夠讓學習者處於心

流狀態，從而獲得更好的學習效果(Ibáñez, Di Serio, Villarán, & Kloos, 2014)；在教學過程中 AR

教材的實用性會直接影響學習者對 AR 教材之持續使用意圖(Kim, Hwang, Zo, & Lee, 2016)；另

外，有研究發現心流體驗是影響持續使用意圖的一個重要因素(Rodríguez-Ardura & Meseguer-

Artola, 2016)。 因此，本研究探討了基本設計教學之造形課程中使用 AR 教學方式，並提出的

假設模型進行了驗證，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之假設模型 

此外， Goswami and Dutta (2015) 研究提及，在教育等研究領域中使用新技術的性別差異

進行文獻綜述發現，性別對於接受新技術的使用意圖有著重大影響。而 Park, Kim, Cho, and Han 

(2019)研究發現，性別差異對學生使用多媒體技術的技術接受度與感知度有調節作用。另外，

Dirin, Alamäki, and Suomala (2019) 研究指出，性別對於 VR 技術和 AR 技術的使用意圖存在顯

著性差異，女生相比於男生對於新技術的使用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

AR 技術應在基本設計教學課程中，性別差異對於學生處於學習的心流體驗時，產生的學習態

度（Attitude，AT）以及持續使用意圖（Continuance intention，CI）的表現之影響作用，如圖

1 所示。那麼，本研究目的為檢驗性別差異是否會在心流體驗（FE）構面對態度（AT）構面

的影響路徑、心流體驗（FE）構面對持續使用意圖（CI）構面的影響路徑以及態度（AT）對

持續使用意圖構面（CI），這三條路徑有調節效果之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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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2-1 擴增實境 

Azuma (1997)研究提出，AR 系統具備有三個主要功能：虛實結合、實時交互以及三維配

准。因此，有關文獻研究表明，AR技術應用在教育領域具有一定的教學優勢，學生在使用 AR

進行學習時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與學習體驗。例如，學生使用 AR 學習時，能夠與 AR 技術的

虛擬物件於現實場景中進行人機互動，並獲得最真實的學習體驗(Cai, Wang, & Chiang, 2014)。

在 Chen and Tsai (2012) 研究開發了 AR 系統用於圖書館教學，AR 學習環境有效地改善了學生

的學習成績並且提高了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意願。在對於書本的閱讀環境下，使用 AR 技術

有助於提高學生對於書本內容的理解能力(Vate-U-Lan, 2012)；並且學生對於 AR 書本內容的想

象力也會得到提升(Cheng & Tsai, 2014)；同樣，學生在閱讀 AR 書本時有著強烈的學習動機與

積極的態度，且表示 AR 書本內容更具吸引力(Cheng, 2017)。因此，本研究在基本設計教學中，

探討學生在使用 AR 輔助教材時的心流體驗、學習態度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影響關係。 

2-2 心流體驗 

在教育領域相關的文獻研究中，使用 AR 技術的學生在處於心流體驗時，學習能力的提高

優於傳統教學方式。例如，Chang et al. (2014) 研究指出，在藝術鑒賞教學中 AR 指南所提供及

時反饋的繪畫藝術信息，不僅延長了學習者對藝術鑒賞的學習時間，還產生了心流體驗並更主

動地欣賞藝術品。Chang, Wu, Weng, and Sung (2012) 研究提及，在基於數字遊戲的數學課程中，

遊戲化的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方式的學生相比擁有更強的心流體驗，並且夠提高學生解決問題

能力以及對學習數學的沉浸感。在電磁學的教學過程中，AR 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方式相比，

AR 技術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以及對可視化相關問題的學習能力(Ibáñez et al., 2014)。

由先前研究可知，在教育領域中使用 AR 教學方式比傳統教學方式產生的心流體驗更強烈，因

此，本研究將探討在基本設計教學中使用 AR 輔助教材中產生心流體驗之影響。 

2-3 性別差異 

依據先前的研究發現，性別差異在學習過程中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例如，在遊戲化的教

學中，學生在學習效果、遊戲接受度與心流體驗方面沒有性別差異，但在挑戰、目標、反饋以

及可玩性等心流前因方面存在性別差異，男生的學習成績優於女生的學習成績(Hou & Li, 2014)。

而 Echeverría et al. (2012)研究發現，使用多鼠標設備的學生對靜電概念的理解上不存在性別差

異，但使用 AR 設備學習的學生中男生的表現明顯優於女生。Hsu (2019) 研究提及，學生透過

使用兩個 AR 系統，分別為集體遊戲（CGB）系統與連續任務遊戲（SMG）系統進行英文詞彙

學習，在心流體驗方面，CGB 學習系統的學生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但在 SMG 學習系統中，

男生的學習效果要優於女生的學習效果。另外，Hung, Sun, and Liu (2019)研究指出，在翻轉課

堂的教學環境下，男生與女生在學習數學的學習動機方面沒有顯著性差異，但整體的學習動機

得到了改善。由上文獻可知，性別差異對學習方面確實存在影響作用，因此，透過研究之假設

模型，將進一步探討性別差異作為調節變數之影響作用。 

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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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開發了用於基本設計教學環境使用的 AR 輔助教材應用軟體（Styling Application），

依據基本設計教學內容進行設計，以半立體的「動物造形」為造形單元的教學教材。AR 輔助

教材能夠實現立體模型的各種不同角度，學生可透過手勢操作 AR 輔助教材，具體的操作如圖

2 所示，以完成本研究的教學實驗。 

 

圖 2 AR 教材操作步驟 

教學實驗以舉辦 AR 體驗工作坊（workshop）進行，招募的實驗受測者共 390 人（男生 198

人，女生 192 人），均為大學設計學院學生，年齡區間均介於 18-22 歲。在教學實驗中，研究

人員會為受測者提供本研究之 AR 輔助教材工具，並告知受測者實驗過程的注意事項以及在教

學實驗需要完成的造形課程單元內容，並於規定時間內務必盡力完成實驗之學習任務。在教學

實驗結束後，由研究人員協助下填答調查問卷。問卷採用李克特 7 點量尺（Likert 7-Point 

Scale），尺度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問卷調查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受測者

個人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年級），第二部分為關於使用 AR 輔助教材學習之心流體驗的態

度及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因素等相關題項。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照受測對象性別對資料進行分組，檢驗當以性別作為調節變數時其是否會在心流

（FE）構面對態度（AT）構面的影響路徑、心流（FE）構面對持續使用意圖（CI）構面的影

響路徑、態度（AT）對持續使用意圖構面（CI）的影響路徑中取得顯著的調節效果。因自變

數未連續變量、依變數為連續變量、調節變數為類別變量，本研究採用回歸分析以 Fisher’s Z

檢驗比較兩個回歸函數的係數（未標準化 β係數）是否具有差異來判斷調節變數的調節顯著性。

採用回歸分析未標準化係數進行比較不需要通過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Duncan, 2014)。各路徑

中性別的調節效果檢驗結果，如表 1 所示。 

結果顯示，男生與女生在心流（FE）構面對態度（AT）構面的影響路徑、心流（FE）構

面對持續使用意圖（CI）構面的影響路徑中沒有明顯差異，但在態度（AT）對持續使用意圖

(1)單手操作可調整角度 (2)雙擊可恢復原始狀態 

(3)雙指操作可放大模型 (4)單指可拉動模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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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CI）的影響路徑中取得顯著的調節效果（Z（0.05，∞）=1.96）。性別作為調節效果檢

定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調節效果檢驗結果 

關係路徑 
男生 女生 調節效果 

未標準化

β係數 
標準誤差 顯著性 

未標準化

β係數 
標準誤差 顯著性 z 值 顯著性 

FE→AT .552 .054 .000 .616 .061 .000 -.786 >.05 
FE→CI .516 .055 .000 .596 .065 .000 -.940 >.05 
AT→CI .573 .057 .000 .771 .050 .000 -2.611 <.05 

 

進一步的本研究對性別作為調節變數在態度（AT）對持續使用意圖構面（CI）的影響路

徑中的調節效果通過圖示進行展示。如圖 3 所示，男女生群體的相同臨界點在態度（AT）得

分等於 2.6 的地方，當態度（AT）得分高於 2.6 時女生的持續使用意圖（CI）更高，當態度

（AT）得分低於 2.6 時男生的持續使用意圖（CI）更高。 

 

圖 3 調節效果檢驗 

五、結論 

本研究探討在基本設計課程中採用 AR 輔助教材進行教學實驗，性別差異作為調節變數對

於心流體驗、態度與持續使用意圖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驗證了先前文獻的研究，在教學課

堂中使用 AR 教學方式，處於心流體驗的學生能夠獲得更好的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效果(Chang et 

al., 2014; Ibáñez et al., 2014)，並且心流體驗能夠影響學生對於 AR 輔助教材持續使用意圖

(Rodríguez-Ardura & Meseguer-Artola, 2016)。而當性別作為調節作用時，男生與女生在使用 AR

輔助教材進行學習時產生心流體驗對學習態度與持續使用意圖沒有顯著性差異，但研究結果發

現，男生與女生在學習態度對於持續使用意圖構面中有調節效果，女生的學習態度達到某個臨

界點時，對於 AR 輔助教材持續使用意圖高於男生，也意味著今後在基本設計教學中，對於

AR 輔助教材的設計應該考慮男生的態度，因為學習態度決定了對於 AR 輔助教材持續使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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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學習效果，避免影響男生的學習表現。另外，性別差異作為調節作用的研究結果有助於今

後在基本設計教學開發 AR 輔助教材提供有效的幫助，可以看出在心流體驗方面，男生與女生

都保持著一樣的學習態度，不會影響之間的學習效果。 

陸、參考文獻 

1. 曾啓雄、劉華傑（2000）。高職課程之比較研究～以廣告設計科之設計基礎與造形為中

心。設計學報，5(1)，75-89。 

2. Abad-Segura, E., González-Zamar, M.-D., Rosa, A. L.-d. l., & Cevallos, M. B. M. (2020). 

Sustainabilit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An Approach to Augmented Reality Research. 

Sustainability, 12(10), 4091. 

3. Akçayır, M., & Akçayır, G. (2017).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augmented reality 

for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 1-11. 

4. Azuma, R. T. (1997). A survey of augmented reality. Presence: Teleoperators & Virtual 

Environments, 6(4), 355-385. 

5. Besgen, A., Kuloglu, N., & Fathalizadehalemdari, S. (2015). 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 through 

art: Art and basic design educatio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82, 428-432. 

6. Cai, S., Wang, X., & Chiang, F.-K. (2014). A case study of Augmented Reality simulation system 

application in a chemistry cour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7, 31-40. 

7. Chang, K.-E., Chang, C.-T., Hou, H.-T., Sung, Y.-T., Chao, H.-L., & Lee, C.-M. (2014).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al pattern analysis of a mobile guide system with augmented reality for 

painting appreciation instruction in an art museum. Computers & Education, 71, 185-197. 

8. Chang, K.-E., Wu, L.-J., Weng, S.-E., & Sung, Y.-T. (2012). Embedding game-based problem-

solving phase into problem-posing system for mathematics learning. Computers & Education, 

58(2), 775-786. 

9. Chen, C.-M., & Tsai, Y.-N. (2012). Interactive augmented reality system for enhancing library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Computers & Education, 59(2), 638-652. 

10. Cheng, K.-H. (2017). Reading an augmented reality book: An exploration of learners’ cognitive 

load, motivation, and attitud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3(4). 

11. Cheng, K.-H., & Tsai, C.-C. (2014). Children and parents' reading of an augmented reality picture 

book: Analyses of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cognitive attainment. Computers & Education, 72, 302-

312. 

12.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Finding Flow: 

Harper Collins, New York, NY. 

13. Di Serio, Á., Ibáñez, M. B., & Kloos, C. D. (2013). Impact of an augmented reality system on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a visual art course. Computers & Education, 68, 586-596.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52



 

 

14. Dirin, A., Alamäki, A., & Suomala, J. (2019).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Conventional 

Video,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15. Duncan, O. D. (2014).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Elsevier. 

16. Echeverría, A., Améstica, M., Gil, F., Nussbaum, M., Barrios, E., & Leclerc, S. (2012). Exploring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for supporting co-located collaborative games in the classroom.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4), 1170-1177. 

17. Elfeky, A. I. M., & Elbyaly, M. Y. H. (2018). Developing skills of fashion design by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1-16. 

18. Goswami, A., & Dutta, S.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usage—a literature review. 

Ope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4(1), 51-59. 

19. Hou, H.-T., & Li, M.-C. (2014). Evaluating multiple aspects of a digital educational problem-

solving-based adventure gam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0, 29-38. 

20. Hsu, T.-C. (2019). Effects of gender and different augmented reality learning systems on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Universal A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8(2), 315-325. 

21. Hung, C.-Y., Sun, J. C.-Y., & Liu, J.-Y. (2019). Effects of flipped classrooms integrated with 

MOOCs and game-based learning o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utcom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7(8), 1028-1046. 

22. Ibáñez, M. B., Di Serio, Á., Villarán, D., & Kloos, C. D. (2014). Experimenting with 

electromagnetism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Impact on flow student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Computers & Education, 71, 1-13. 

23. Kim, K., Hwang, J., Zo, H., & Lee, H. (2016). Understanding users’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ward 

smartphone augmented reality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32(2), 161-174. 

24. Martín-Gutiérrez, J., Fabiani, P., Benesova, W., Meneses, M. D., & Mora, C. E. (2015). 

Augmented reality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1, 752-761. 

25. Park, C., Kim, D.-g., Cho, S., & Han, H.-J. (2019). Adop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for 

learning and gender differen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2, 288-296. 

26. Rodríguez-Ardura, I., & Meseguer-Artola, A. (2016). E-learning continuance: The impact of 

interactiv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magery, presence and flow.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53(4), 504-516. 

27. Vate-U-Lan, P. (2012). An augmented reality 3d pop-up book: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media 

project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2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and Expo.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53



28. Webster, J., Trevino, L. K., & Ryan, L. (1993). The dimensionality and correlates of flow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4), 411-426. 

29. Wilks, J., Cutcher, A., & Wilks, S. (2012).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visual arts classroom: An [un] 

easy partnership.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54(1), 54-65. 

30. Yip, J., Wong, S.-H., Yick, K.-L., Chan, K., & Wong, K.-H. (2019). Improving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lasses by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video. Computers & Education, 128, 88-101.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54



聊天機器人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之持續使用意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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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for Chatbot. The Case with Taiwanese CDC of Line Cha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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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商業顧問機構Gartner指出：「聊天機器人為下一波互動介面設計的趨勢。」我國有 94.8%
的國人使用過通訊軟體，其中 Line 是國人最常使用的通訊軟體，因此本研究以 Line 為研究平

台，本研究以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作為研究架構為基礎，進行聊天機器人互動性、社會臨場

感、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關聯性研究，其中互動性分為三個構面：使用者控制、回應性、連結

性。使用問卷調查與路徑分析方式探討變項間的關聯程度，共蒐集 292 份有效問卷並進行路徑

分析，研究結果為：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有部分相關；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對於滿意度有正相

關；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對於持續使用意圖有部分相關。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提出四點設計建

議：（一）聊天機器人應具備良好的使用者控制性，讓使用者能直覺地操作聊天機器人；（二）聊

天機器人回覆內容應符合使用者需求，改善回應性進而提升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三）聊天

機器人應能適當引導使用者分享其使用經驗，藉此提升連結性與社會臨場感；（四）聊天機器人

應能讓使用者認為自己正在與一位真人互動，藉此提升使用者的社會臨場感，進而增加滿意度。

期盼本研究成果能對聊天機器人相關領域提出研究建議與貢獻。 

關鍵字：聊天機器人、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互動性、社會臨場感、路徑分析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report states that "Chatbot is next wave of interactive interfaces design.". 94.8% 
of people haved used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 in Taiwan. The most commonly be used Application 
is Line. This research continue to use 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 as research framework, 
then add in interaction, social presence,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this study. Interactivity 
includes user control, response and connectedness by survey and path analysis. 29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path analyzed. The results as: Interactivity and social presence are partially 
correlation. Interactive, social presence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atisfaction. Interactiv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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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 has partially correlation with continuance intention. This research proposes four design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1) Chatbot should have good user controllability, so user and 
intuitively use the Chatbot. (2) If the messages that Chatbot reply should meet user’s needs, then it will 
improve user’s connectedness,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Chatbot. (3) If Chatbot 
appropriately guide user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then connectedness and social presence of Chatbot 
will promote. (4) The Chatbot should let users think that they are talking with a real person. So the users’ 
social presence and sense of participation will promote. Look forward to this research put forward 
suggests and contribute of Chatbot design. 

Keywords: Chatbot, 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 Interactivity, Social Presence, Path 
Analysis 

壹、前言 

國際商業顧問機構 Gartner 於 2018 的調查指出：「到了 2022 年，每天將會有 70%的工作者

與聊天機器人互動。」（Goasduff, 2019），聊天機器人是繼 APP 之後成長最快速的人機互動方式，

它提供使用者線上服務的全新體驗（溫明輝，2019）。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9 年

的報告指出：國人使用通訊軟體的比例高達 94.8%，其中 Line 是通訊軟體使用率排名中的第一

名，整體流量甚至更是國人造訪網站中的第 6 名（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由上述

可知 Line 是國人使用比例最高的通訊軟體。而政府機關也相繼推出官方的聊天機器人與民眾交

流，其中，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推出官方 Line 聊天機器人「疾管家」，希望透過民眾生活中

常用的 Line 結合新型態的服務來宣導重要的防疫知識（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7）。許多時

候聊天機器人與使用者互動的方式並不如設計師所預期的一樣，因此了解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

之間的互動性是人機互動界的研究趨勢，本研究以問卷調查與路徑分析進行聊天機器人互動性、

社會影響力、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之研究，研究目的為下列所述： 

（一） 以路徑分析探討聊天機器人互動性、社會影響力、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之關聯。 
（二）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應之設計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聊天機器人 

 聊天機器人是一種新的人機互動方式，使用者可以在習慣的通訊軟體安裝聊天機器人，如：

Line、Facebook messenger、Telegram 等，透過對話式的介面讓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互動，同時

對話式的聊天介面讓使用者不用負荷過多的學習成本。聊天機器人與 APP 或網站相同，使用者

能夠透過聊天機器人提供的服務滿足所需的需求，是一種新的服務介面，如下頁圖 1、2。若使

用者與聊天機器人互動時認為自己真的在與一位真人對話，並取得正向的互動後，使用者的滿

意度將會提升，且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經過長時間的互動後，將能建立與其互動的習慣，則使

用者會增加持續使用的意圖，並形成一個固定的使用模式（黃朝秋、賴薇如譯，2018／Sheva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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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疾管家聊天機器人介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7） 
圖 2 玉山銀行聊天機器人介面 
資料來源：Kuan（2017） 

二、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 

 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模式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互動模式依時間從接觸、深入

使用、疲乏並遺忘，而聊天機器人的實用性是讓使用者持續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黃朝秋、賴

薇如譯，2018／Shevat, 2017），此概念與 Bhattacherjee（2001）提出的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類

似，該模型認為使用者與資訊系統互動後若認為該資訊系統是有用的，則會增加使用者對於系

統的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如圖 3。因此本研究將採用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作為研究架構，

探討聊天機器人之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 

 
圖 3 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資料來源：Bhattacherjee（2001） 

三、互動性 

互動性（interactivity）指的是人在互動的過程中所感知到的互動程度。而互動性愈高表示雙

方交流時所回應的訊息關聯程度愈高（耿慶瑞，2004）。本研究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於互動性所包

含之構面定義進行整理歸納，針對互動性提出共三個構面：使用者控制（user control）、回應性

（responsive）、連結性（connectedness），三構面定義如表 1，本研究互動性構面將以使用者控制、

回應性、連結性三構面作為互動性的依據。 

表 1 互動性構面定義 
構面 定義 參考文獻 

使用者控制 使用者有能力控制網站呈現的資訊和內容。 Lee et al.（2015）；李瑞翔等人（2015） 

回應性 
網站可以針對使用者的查詢做出快速且正確

的回應。 

Lee et al.（ 2015）；李瑞翔等人

（2015）；耿慶瑞（2004） 

連結性 
使用者是否與其他使用者分享使用網站服務

的體驗。 

Cyr et al.（2009）；Kim et al.（2015）；

Lee et al.（2015）；李瑞翔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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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in 與 Dholakia（2005）的研究指出，當使用者瀏覽網站時若能與網站進行更多的互動，

使用者能夠在此網站感受到更多的參與感，進而提升使用者在此網站的社會臨場感。且網站的

使用性與互動性愈高，使用者的滿意度也會提升（Baharin, Lateh, Nawawi, & Nathan, 2014）。Wang、
Lew、Lau 與 Leow（2019）的研究指出網站的使用性能夠正面影響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綜

合以上所述，互動性愈佳能夠令使用者保持更高的社會臨場感、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意圖。 

四、社會臨場感 

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最早由 Short、Williams 與 Christie（1976）提出，意旨人於虛

擬環境中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且能夠感受到人與人在環境中所建立的關係，社會臨場感能夠解

釋資訊環境中使用者對於社會氣氛的感知，代表著人與人的溝通，會產生溫暖、個性化、社會

性等心理知覺，在資訊環境中則代表與媒體互動時所感受到與他人互動的程度，且網站中的社

會臨場感愈高則滿意度愈佳（Ogara, Koh, & Prybutok, 2014；耿慶瑞、陳昱欣、游翔鈞，2018），
洪仲威與陳伯璿（2015）將社會臨場感加入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並驗證在資訊環境中社會

臨場感能夠影響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因此本研究欲探究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互動時所感受

到的社會臨場感是否影響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意圖。 

參、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為基礎，加入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作為研究變項，探究使

用者與聊天機器人互動後所感受到的互動性、社會臨場感、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關聯。根

據上述的文獻，本研究提出六個研究假說，如表 2、圖 2。 

表 2 研究假說表 
編號 假設 

H1 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性對於使用者的社會臨場感有正向影響。 

H2 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性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3 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性對於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H4 聊天機器人的社會臨場感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H5 聊天機器人的社會臨場感對於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H6 聊天機器人的持續使用意圖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圖 2 本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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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一、路徑分析 

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是一種將觀察變項間的關係，以模型化的方式進行統計分析的一

種技術。其主要特色為可以觀察變項間的共變情形，同時估計模型中所有的參數，配合研究者

的理論基礎，來檢驗理論模型的適切性並找出最佳的模型（邱皓政，2003），本研究欲探討互動

性、社會臨場感、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間的關聯性，因此使用路徑分析法進行研究。 

二、研究平台－疾管家 

疾管家為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2017 年推出之官方 Line 聊天機器人，主要功能為傳遞

疾病相關資訊，透過民眾常用的 Line 結合新型態的服務來宣導重要的防疫知識（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2017）。因國人的防疫意識提升，疾管家在 Line 熱門官方帳號排名中名列前茅（Line, 
2020），因此本研究選擇 Line 的疾管家作為聊天機器人之研究平台。 

三、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聊天機器人之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為基礎，並加入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構面，

問卷提項參考國內外學者之研究所設計，各構面題項數分別為：使用者控制 4 題；回應性 5 題；
連結性 4 題；社會臨場感 5 題；滿意度 3 題；持續使用意圖 3 題，共 24 題。預試問卷招募 3 位
專家檢視問卷題項語意是否通順，將題項文句調整後進行正式發放。正式問卷發放時間為 2020
年 3 月 5 日至 2020 年 3 月 7 日，因本研究以疾管署 Line 官方聊天機器人「疾管家」為研究樣

本，故問卷於網路平台 PTT 新型冠狀病毒資訊交流社團進行發放，招募有使用疾管家經驗者填

答問卷，共蒐集到 294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 2 份，有效問卷共 292 份，問卷填答有效率 99.3%。
資料蒐集完成後以統計軟體 SPSS 24.0 與 AMOS 23 進行敘述統計、信度分析以及路徑分析。 

伍、研究結果 

一、問卷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有 292 筆樣本，其中填答者女性為 225 位，男性為 67 位，年齡部分 20 至 29 歲佔

53.8%，30 至 39 歲佔 38.0%，19 歲以下與 40 歲以上分別佔 1.4%及 6.8%。使用目的依比例為：

了解最新疫情資訊 95.5%，了解傳染病 36.0%、尋找附近口罩 34.9%、獲取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30.1%、了解高風險族群 17.5%、查看附近醫療院所 6.2%。 

二、信度分析 

本問卷使用者控制、回應性與連結性之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分別為： 0.790、0.895、0.754，
社會臨場感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0.942，滿意度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0.887，持續使

用意圖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0.800，各構面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皆大於 0.7，表示本問卷

具有良好的信度（邱皓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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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路徑分析驗證各項假說是否成立，分析後路徑係數與是否顯著如圖 4，其中互動性

分為三構面：使用者控制、回應性、連結性，從路徑分析結果判斷，H1、H3 部分成立，H2、
H4、H6 成立、H5 不成立，如表 3。 

 
圖 4 路徑分析結果；（*表 p< 0.05；**表 p < 0.01；***表 p< 0.001） 

 
表 3 路徑分析檢定結果統整表 

假設 自變項 依變項 路徑係數 p值 檢定結果 

H1：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性對於使用

者的社會臨場感有正向影響。 

使用者控制 社會臨場感 0.258 ** 

部分成立 連結性 社會臨場感 0.641 *** 

回應性 社會臨場感 0.058 p>0.05 

H2：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性對於使用

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使用者控制 滿意度 0.133 * 

成立 連結性 滿意度 0.258 *** 

回應性 滿意度 0.322 *** 

H3：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性對於使用

者的持續使用意圖有正向影

響。 

使用者控制 持續使用意圖 0.100 p>0.05 

部分成立 連結性 持續使用意圖 0.275 *** 

回應性 持續使用意圖 0.077 p>0.05 

H4：聊天機器人的社會臨場感對於

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社會臨場感 滿意度 0.181 *** 成立 

H5：聊天機器人的社會臨場感對於

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意圖有正

向影響。 
社會臨場感 持續使用意圖 0.014 p>0.05 不成立 

H6：聊天機器人的持續使用意圖對

於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

響。 
滿意度 持續使用意圖 0.315 ***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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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以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型為基礎，加入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探究影響聊天機器人

滿意度與使用意圖之因素，以路徑分析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聊天機器人互動性與社會臨

場感部分相關，而互動性與社會臨場感與滿意度皆有正相關，互動性與持續使用意圖則是部分

相關，而滿意度能直接影響持續使用意圖。本研究成果給予聊天機器人互動介面設計提出以下

四點設計建議： 

（一） 聊天機器人介面應具有良好的使用者控制性，讓使用者能直覺地與聊天機器人進行互動。 
（二） 聊天機器人與使用者對話時，對話內容需要能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在一次一次的問答

中形成一個正向循環，藉此改善回應性並提升使用者的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意圖。 
（三） 聊天機器人能夠在適當的時機引導使用者向其他使用者分享資訊，藉此提升連結性同時

增加社會臨場感、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意圖。 
（四） 設計時應加強使用者對於聊天機器人的社會臨場感，令使用者認為自己正在與一名真人

對話，提升使用者的社會臨場感與參與感，進而增加使用者的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 

因此本研究針對疾管家進行互動性、社會臨場感、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之路徑分析研究，

疾管家的功能主要屬於官方提供資訊的資訊型聊天機器人，而聊天機器人還有商用、警示、客

服、遊戲甚至品牌等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因此未來研究者仍可繼續探究聊天機器人的不同應用

情境，甚至深入探究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方式、對話語氣等，以利改善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之互

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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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物聯網與人工智慧技術迅猛發展，這兩種技術被運用到所能想到的智能領域。隨著

人們對於生活及工作環境的安全性、舒適性、效率性的要求不斷提高，從而使居住家庭環境智

慧化的需求快速增長，為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各種智慧產品及智慧家庭平台也應運而生。本研

究探討 Homekit、米家及 Aqara Home三款不同的智慧家庭平台應用程式介面使用性的問題，希
望改善現有的介面設計，提升使用者使用效率及滿意度。研究結果如下：(1)智慧產品與智慧家
庭平台應高度匹配。(2)程式常用功能入口需顯眼。(3)介面文案應簡明易懂，複雜的功能文案需
要有相對的說明。(4)減少介面層級間的跳轉。 

關鍵字：智慧家庭、使用者經驗、互動介面設計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applied to almost every field that human beings can possibly think of. As people have 
develope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evels of safety, degree of comfort and efficiency of living and 
working environments, the demands of smart liv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subsequently increasing 
rapidly. To satisfy these users’ needs, various smart products and smart home platform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usability of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of three smart home platforms, Homekit, Mi Home and Aqara Home, are explored. Our aims are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interface design and to improve efficiency of usage and user satisfaction. 
Our conclusions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mart products and smart home platforms 
should be highly compatible. (2) The access to commonly used functions should be easily identifiable. 
(3) The interface instructions should be concis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and any complex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should have a simpler corresponding explanation. (4) Switching between interface levels 
should be reduced. 

Keywords: Smart Home, User experience,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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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智慧建築、智慧家庭的概念其實來由已久，卻一直沒有具體的應用案例，直到 1984年美國
聯合科技公司(United Techno1ogies Building System)才建設出了世界上首棟智慧建築 City Place 
Building (中國智能家居網，2019)。但是由於當時技術及成本的限制，暫時只用於少數的辦公室
及工廠等商用場所。隨著近些年物聯網、人工智慧、行動設備的迅猛發展及物料成本下降，智

慧家庭產品也走進了大眾消費市場，使用者可以便捷地通過手機或者智慧音響即可控制家中各

種設備，設置自動化等。可預見在不久的將來成熟的智慧家居將融入大部分的家庭生活中。 

為了搶佔龐大的智慧家庭的市場，許多廠商先後推出了各自的智慧產品，然而多數產品是

以獨立個體存在，難以滿足使用者真正的需求。使用者追求的是能夠私人定製的成套解決方案，

而非孤立的不同廠牌的智慧產品。廠商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後，研發出不同的智慧家庭行動平台

應用程式，透過聯合不同廠牌的智慧產品接入智慧家庭平台來打造一個相對完整的智慧家庭生

態鏈， 藉此給用戶營造更加良好的使用體驗。 

本研究嘗試運用「互動介面設計」及「使用者經驗」的觀點，針對智慧家庭行動平台應用

程式的介面操作模式進行探討，探索平台規劃不足之處，再給予後續設計發展方向上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智慧家庭 

山內一三(1990)将智慧家庭定義為結合最新之資訊處理、通信網路、感测及自動控制等方面
之技術為了提供人們更安全更舒適、更自在的生活空間與生活機能所發展出來之硬體及軟體設

備體条。籍由整合控制，使家事勞動的省力化與居住環境及生活管理邁向更高之境界。然而任

何產品的研發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需要經過幾個階段的發展，根據 Li, Li, Mak, and Tang (2016)
等人的說法，智慧家庭迭代升級大概可以歸納成以下三個階段：智慧產品、人工智慧控制及能

語音控制及走路的機器夥伴。 

 目前市場上的產品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 (2019)發布的一份報告，2017
年全球智能家居市場收益率達到了 840億美元，比 2016年增長了 16％。該報告預測 2018年至
2023年間以 10％的年復合增長率增長至 1550億美元，如圖 1所示。 

 

 
圖 1. 全球擁有智慧家庭的數量以及花費(資料來源：Strategy Analytic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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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者介面設計 

Shneiderman (2009)提出了介面設計的八大黃金定律(Eight Golden Rules)原則，分別是：保持
設計的一致性、提供重度使用者便捷操作、提供有意義的回饋、設計結束的對話、簡化錯誤的

處理、提供可回溯的設計、支持內在控制感、減少使用者短期記憶的負擔。如何在智繁瑣智慧

家庭平台設置中減少使用者的短期記憶負擔，且能回溯就顯得十分的重要。 

三、使用性原则與評估 

Nielsen (1993)提出了使用性工程評估系統以及九種使用性工程之研究評估方法，用來探討
使用者在操作產品或系統時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實用性並非只有單一向度的特性，實際上是

由多重組成的特則，主要有五項指標所組成，分別為：可學習性(Learnability)、效率性(Efficiency)、
可記憶性(Memorability)、錯誤率(Errors)、滿意度(Satisfaction)。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等資訊後，選出三款市面上較有代表性之智慧家庭行動平

台作為實驗樣本，並設計操作任務觀察實驗。隨後邀請受測者操作實驗樣本，透過質化與量化

並行的方式收集數據，量化部分通過記錄任務時間績效、系統使用性尺度量(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及使用者主觀滿意度量表問卷作為實驗方法，實驗結束後採用質化半結構式訪談，
了解用戶使用感受、受測樣本之缺點及流程建議。 

一、 實驗設計與對象 

本實驗採用受測者間(Between-subjects)之方式進行，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邀請 30位受測者，
其中男性 23人，女性 7人，年齡分佈介於 18至 30歲之間，教育程度均為大學/大專院校以上，
且 76.7%的人有過智慧家庭相關產品的使用經驗，任務分佈圖如表 1。 

表 1 . 實驗任務說明 

任務 操作主題 任務說明 
1 添加網關 將網關添加至智能家居平台 
2 調整網關燈狀態 打開網關燈，並把網關燈的顏色變為綠色，亮度調為 50 
3 更改設備名稱及圖標 把插座 1重新命名為床頭燈，並更換其圖標 
4 設置離家場景 一鍵關閉所有設備 

5 設置自動化 當門窗感應器在晚上七點到九點間被打開時，打開床頭燈以

及網關燈 

二、實驗工具與樣本 

本次實驗設備選用 Aqara 網關、小米米家智慧插座、小米門窗感應器以及 Apple iPhone XR
智慧型手機作為實驗設備，iPhone XR採用 6.1吋觸控熒幕，內建 IOS13.2作業系統，透過 App 
Store下載三款受測樣本如圖 2所示，分別為 Homekit、米家和 Aqara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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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受測樣本首頁介面-左到右：Homekit、米家及 Aqara Home (截取自手機) 

肆、實驗結果分析 

經由 SPSS單因數變異數(One-way ANOVA)統計分析五個任務操作之時間績效，統計結果如
表 2所示，根據統計結果可知，任務一添加網關(F=31.998, P=0.000<0.05)，任務三更改設備名稱
及圖標(F=7.589, P=0.002<0.05)，任務四設置離家場景(F=3.386, P=0.049<0.05)，任務五設置自動
化(F=31.998, P=0.000<0.05)均有顯著差異，其 Scheffe事後檢定將會在後續逐一說明。 

表 2. 各任務操作績效敘述統計與單因數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 

任務 具體內容 Aqara Home 
M(sd) 

Homekit 
M(sd) 

米家 
M(sd) 

F檢定結果 
F值 P值 

1 添加網關 29.15 
(9.61) 

20.05 
(9.93) 

73.02 
(23.68) 31.998 0.000* 

2 調整網關燈狀態 28.28 
(11.08) 

18.90 
(8.51) 

22.99 
(10.47) 2.176 0.133 

3 更改設備名稱及圖標 18.36 
(4.48) 

36.21 
(15.56) 

33.95 
(10.53) 7.589 0.002* 

4 設置離家場景 69.21 
(39.61) 

92.13 
(52.21) 

132.78 
(55.55) 3.386 0.049* 

5 設置自動化 219.65 
(52.05) 

108.21 
(39.53) 

136.84 
(45.60) 31.998 0.000*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一、計測任務操作績效之分析 

(一) 任務一分析 

任務一為添加網關：將網關設備添加到智慧家庭平台。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三者間有顯著

差異(P=0.000<0.05)，如 Scheffe 事後檢定如表 3所示，Homekit與Aqara Home優於米家。Homekit 
(M＝20.05, Sd＝9.93)與 Aqrar Home (M=29.15, Sd=9.61)所花費時間較少，績效較高，兩者間無
顯著差異存在；而米家(M=73.02, Sd=23.68)花費時間較多，績效較差。米家由於配對页面設備
過於繁多，並且添加設備介面的掃描與藍牙的配對方式並不適配與網關易造成受測者的誤解，

導致多次錯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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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任務一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PP 個數 
alpha=0.05的子集 
1 2 

Homekit 10 20.05  
Aqara Home 10 29.15  
米家 10  73.02 
顯著性  0.907 1 

(二) 任務三分析 

任務三為更改設備名稱及圖標：把插座 1 重新命名為床頭燈，並更換其圖標。其統計分析
結果顯示，三者間有顯著差異(P=0.002<0.05)，如 Scheffe 事後檢定如表 4 所示， Aqara Home
優於米家與 Homekit。Aqara Home (M＝18.36, Sd＝4.48)所花費時間較少，績效較高；而米家
(M=33.95, Sd=10.53)與 Homekit (M=36.21, Sd=15.56)所花費時間較多，績效較差。米家與 Homekit
把設備具體設置放在了較深的層級，同時 Homekit 使用了較多 Icon，受測者無法第一時間理解
Icon的意涵，故較無法順利進行。 

表 4. 任務三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PP 個數 
alpha=0.05的子集 
1 2 

Aqara Home 10 18.36  
米家 10  33.95 

Homekit 10  36.21 
顯著性  1.000 0.903 

（三） 任務四分析 

任務四為設置離家場景，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三者間有顯著差異(P=0.049<0.05)，如 Scheffe 
事後檢定如表 5所示，Aqara Home優於米家與 Homekit。Aqara Home (M＝69.21, Sd＝39.61)績
效最優；Homekit(M＝92.13, Sd＝52.21)居於兩者之間而米家(M=132.78, Sd=55.55)績效最差。米
家把場景的入口放置在“智能”裡，受測者無法了解其意涵，且在場景化設置設備狀態過程中

需要多次重複跳轉層級，因此導致了其時間績效不佳。 

表 5. 任務四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PP 個數 
alpha=0.05的子集 
1 2 

Aqara Home 10 69.21  
Homekit 10 92.13 92.13 
米家 10  132.78 
顯著性  0.592 0.205 

（四） 任務五分析 

任務五為設置自動化，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三者間有顯著差異(P=0.000<0.05)，如 Scheffe 
事後檢定如表 6所示，Homekit與米家優於 Aqara Home。Homekit(M＝108.21, Sd＝39.53)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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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M=136.84, Sd=45.60)所花費時間較少，績效較高，兩者間無顯著差異存在；而 Aqara Home 
(M=219.65, Sd=52.05)所花費時間較多，績效較差。 

表 6. 任務五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PP 個數 
alpha=0.05的子集 
1 2 

Homekit 10 108.21  
米家 10 136.84  

Aqara Home 10  219.65 
顯著性  0.393 1.000 

二、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US)分析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US)採用李克特五階量表針對十個使用性問題並使用李克特五分量
表，第 1、3、5、7、9為正向題，第 2、4、6、8、10題爲負向題，SUS分數可分為六個等級 A：
90-100、B：80-89、C：70-79、D：60-69、F：0-59。統計結果如表 7 所示，由統計結果可知，
F=1.587, P=0.000＞0.05有顯著差異，除了 Homekit評級為 C，Aqara Home與米家評級均為 D。 

表 7. 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敘述統計與單因數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 

APP Aqara Home 
M(sd) 

Homekit 
M(sd) 

米家 
M(sd) 

F檢定結果 
F值 P值 

SUS 
41.50 

(18.78) 
72.50 
(9.42) 

45.75 
(18.63) 10.736 0.000*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由 Scheffe 事後檢定如表 8所示，Homekit (M=72.50, Sd=9.42)要明顯優於米家(M=45.75, 
Sd=18.63)與 Aqrar Home (M=41.50, Sd=18.78)。根據對任務流程、績效分析以及實驗的事後訪談
推測，米家在場景與自動化任務的操作選項的詞語描述上無法使受測者快速理解，且對批量選

擇設備上需要頻繁轉換層級導致操作效率不高，而 Aqara home 由於在自動化上的部分功能缺失
導致不能流暢完成任務，導致了其 SUS的分數偏低。 

表 8. SUS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PP 個數 
alpha=0.05的子集 
1 2 

Aqara Home 10 41.50  
米家 10 45.75  

Homekit 10  72.50 
顯著性  0.843 1.000 

使用者主觀滿意度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階量表，1為非常不滿意，5為非常滿意內容包含對各
任務操作滿意度。經由 SPSS 單因數變異數(One-way ANOVA)統計分析各問項滿意度，統計結
果如表 9所示，由統計結果可知， 任務一添加網關(F=10.418, P=0.000<0.05)、任務五設置自動
化(F=10.832, P=0.000<0.05)有顯著差異，其 Scheffe事後檢定將再逐一描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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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問項評量敘述統計與單因數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 

任務 滿意度 Aqara Home 
M(sd) 

Homekit 
M(sd) 

米家 
M(sd) 

F檢定結果 

F值 P值 

1 添加網關 3.90 
(0.74) 

4.70 
(0.48) 

3.20 
(0.92) 10.418 0.000* 

2 調整網關燈狀態 3.30 
(1.16) 

4.30 
(0.67) 

4.00 
(0.94) 2.938 0.070 

3 更改設備名稱及狀態 4.20 
(0.63) 

4.00 
(0.82) 

3.90 
(1.20) 0.280 0.758 

4 設置離家場景 3.10 
(1.20) 

3.20 
(1.14) 

2.30 
(1.42) 1.542 0.232 

5 設置自動化 1.30 
(0.48) 

3.40 
(1.25) 

2.00 
(1.33) 10.832 0.000*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一) 問項一分析 

任務一添加網關，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三者間有顯著差異(P=0.000<0.05)，由 Scheffe 事後
檢定如表 10 所示，Homekit 優於米家。Homekit (M＝4.70, Sd＝0.48)、Aqara Home (M=3.90, 
Sd=0.74)與米家(M=3.20,  Sd=0.92)的平均值皆大於中位數 3，而 Homekit 的滿意度是最優。根
據事後訪談瞭解到，Homekit 在配對的直接透過掃描二維碼的方式進行添加，相比另外兩個平
台步驟少，體驗較佳。 

表 10. 問項一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PP 個數 
alpha=0.05的子集 
1 2 

米家 10 3.20  

Aqara Home 10 3.90 3.90 
Homekit 10  4.70 
顯著性  0.123 0.069 

(二) 問項五分析 

任務五設置自動化，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三者間有顯著差異(P=0.000<0.05)，由 Scheffe 事
後檢定表 11所示，Homekit優於米家與 Aqara Home，三者之間有顯著差異。Homekit (M＝3.40, 
Sd＝1.25) 的平均值大於中位數 3，而 Aqara Home (M=1.30, Sd=0.48)與米家(M=2.00, Sd=1.33)
皆小於中位數 3，Homekit操作滿意度較高，而對 Aqara Home與米家則較為不滿。根據事後訪
談，由於米家的操作流程需要不停的跳轉層級，而 Aqara Home 则需要設置多個自動化去滿足
一個自動化場景，因此兩款 App評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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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問項五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APP 個數 
alpha=0.05的子集 
1 2 

Aqara Home 10 1.30  
米家 10 2.00  

Homekit 10  3.40 
顯著性  0.328 1.000 

伍、結論與建議 

一、 智慧產品與智慧家庭平台應高度匹配：設備的配對作為使用 APP的第一個步驟，繁雜不統
一配對的過程會令使用者感到煩躁與疑惑，進而影響後續使用意願。 

二、 常用功能入口需顯眼：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常常需用同時控制多個設備狀態，分別對單一
設備進行調整效率過低。場景化功能是一種高效的管理方式，且使用者也會頻繁使用該功

能，因此場景化功能應該在介面配置有更大的權重，讓使用者能够快速找尋並操作。 

三、 介面文案應簡明易懂，複雜的功能文案需要有相對的說明：在設置過程中的介面文案應簡
單易懂，當名詞無法簡化時，應配有辅助解釋文案，帮助用户理解該功能，減少用戶在使

用過程中的困惑。 

四、 減少介面層級間的跳轉：在場景化以及自動化的設置中，使用者需要通過設定多個設備的
狀態來滿足需求，米家與 Aqara Home 的操作邏輯類似，通過對單一設備進行詳細設置，
同時設置每個設備伴隨著兩次層級的跳轉，影響使用者的操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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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量測紀錄 APP 之內容分析與使用性研究 

The Study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Usability on Health Measurement 
Record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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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提升，各國醫療體系逐漸進步，長期照護與預防保健日益重要，透過日

常健康量測紀錄，可長期觀察生理狀況並預防慢性疾病。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健康量測紀錄 APP，
透過內容分析法分析現有 3 款健康量測紀錄 APP（健康保健室、我顧健康、智抗糖）之資訊架

構，並繪製內容地圖，及邀請 40 位使用者操作 3 款 APP 並完成使用性量表及主觀感受，統整

事後訪談及分析結果，設計出改善後之健康量測紀錄介面。結論歸納幾點：（1）最新的生理數

值時，可直接於首頁呈現；（2）「新增」應放置在導覽列；（3）色彩應有圖例與文字輔助。並透

過內容分析法，將功能分為 3 大類別並包含 6 個子類別，為改善後設計介面之功能與資訊架構。 

關鍵字：健康量測紀錄、資訊架構、內容分析法、使用性評估、介面設計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ealth system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made progress, and long-term car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rough daily health measurement record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health measurement 
record APP, take the three existing health measurement record APPs, HealthCare, GSH AI Health 
Platform, and Health2Sync to analyze their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by content analysis, then draw a 
content map, and invite 40 users to operate these 3 APPs and complete the usability scale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There are several points that can be summarized: (1) the latest physiological value 
can be directly displayed on the homepage; (2) “new”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navigation bar; (3) The 
color display assistant should have symbol and text aid. which is the function an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improved design interface. 

Keywords: health measurement recor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usability 
evaluation,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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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隨著經濟發展與資訊科技不斷進步，各國醫療體系也逐漸提升，受到新世代生活影響，慢

性疾病逐漸增加，預防保健為目前國人主要措施及長期規劃（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8）。許多

疾病是可以透過日常保健及健康管理來避免及預防，而自我健康照護可透過健康量測記錄APP，
觀察生理狀況並長期記錄，控制血壓血糖來達到預防慢性疾病發生，需要長期的落實才能見其

成效，但由於現代人過於忙碌，生活習慣不正常，尤其是年輕族群常忽略自我健康管理（呂昀

霖、李丞勛、陳靜誼、張家銘、許哲銘，2016）。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市面上 3 款現有功能相近但趨勢圖呈現方式不同的健康量測紀錄 APP，進行資訊

架構之內容分析，並邀請 40 位受測者進行測試與訪談，操作健康量測紀錄 APP 及完成 SUS 系
統使用性量表，分析實驗結果及事後訪談受測者使用感受，統整提出設計建議，最後將訪談結

果與內容分析繪製成內容地圖，提出改善後介面設計。故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現有 3 款健康量測記錄 APP 之使用績效與感受。 

（二） 探討現有 3 款健康量測記錄 APP 資訊架構之內容分析。 

（三） 對於健康量測紀錄介面與體驗提出改善後之介面設計。 

貳、文獻探討 

一、健康量測記錄 

  自我健康照護需要長期執行，藉由資訊科技的技術之軟硬體的應用，提供使用者基本照護

資料與健康檢測紀錄，如生理量測資訊（身高體重、血壓、血糖等）之紀錄，即時顯示生理量

測的狀態，以及相關健康照護資訊，提升健康照護的品質與效率（吳有基、徐偉閎、陳珮芬、

張朝旭，2010）。行動應用程式已經與生活各個層面密不可分，在醫療上的應用程式也逐漸得到

重視，行動健康應用程式可以提供使用者相關平台，獲得醫療資訊以及進行個人健康管理（劉

浩彥、陳曾基，2017）。使用個人健康紀錄（personal health records，PHR）作為個人自我健康紀

錄與管理，或是讓患者照顧自我健康的工具，促進健康維護並透過電子健康信息和數據蒐集，

協助慢性病管理工具，在資訊、通訊產業與學術界已受到越來越多關注（Kim & Bates, 2011）。 

二、資訊架構 

資訊架構學（information architecture，AI）是一種可以使資訊好找且好懂的設計法則，資

訊架構設計實務上由：使用者（user）、內容（content）、脈絡（context），這三者所構成最重要

的基礎核心概念，將數以萬計的數位資料，以有系統的方式分類規劃、標示檢索及組織設計等，

並以使用者為中心，組織資訊空間協助使用者有效找到自己所需資料，提升效率找尋網站資源

（蔡明哲、陳書儀譯，2017／Rosenfeld et al., 2015，頁 25-41）。在資料的建構過程中，將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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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量，以有組織系統地展現在空間大小有限的數位載具上，減少使用者在資訊空間中迷路，

並且提升使用者找尋資料的效率，資訊架構便是強調資訊空間內容資料組織的重要（呂智惠、

謝建成、 黃琬姿、黃毓絜，2016）。 

三、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過程，分析過程中，需全面性的檢視資訊空間裡的所有資訊

內容元素，會有不同型式的資料存在其中，以及包含應用功能在內，分析後便可逐漸了解資訊

內容的架構呈現，資訊架構的規劃上也會有疑問與想法產生（蔡明哲、陳書儀譯，2017／Rosenfeld 
et al., 2015，頁 329-333）。內容分析法亦可分為三個階段：（一）蒐集內容：是一個資料取樣的

過程，盡可能去蒐集多元且具有代表性的內容樣本；（二）分析內容：分析了解對於使用者重要

的主題內容，產出有價值的情報，應用情報建立更好的結構框架，及良好的資訊架構的互動體

驗；（三）繪製內容地圖：內容地圖可用來表達複雜的資訊架構環境，以高視角的概念視覺呈現，

幫助專案團隊能夠清楚思考整體的資訊架構（蔡明哲、陳書儀譯，2017／Rosenfeld et al., 2015，
頁 334）。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健康量測紀錄 APP 之使用者操作感受及使用性差異。以使用者互動體驗為

研究核心，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整理歸納健康量測紀錄 APP 相關研究文獻，統整後提出健

康量測紀錄 APP 目前研究問題，及蒐集 3 款現有的健康量測紀錄 APP 樣本（健康保健室、我顧

健康、智抗糖）；第二階段：實驗為邀請 40 位受測者操作 3 款 APP，每款操作 10 分鐘，操作任

務為新增血壓以及查看紀錄與趨勢圖，並完成 SUS系統使用性評估量表及事後訪談；第三階段：

分析 SUS 使用性量表，及整理歸納結果，統整受測者事後訪談及使用感受，以及使用內容分析

法，分析 3 款現有健康量測紀錄 APP 之資訊架構，歸納目前健康量測紀錄 APP 之問題；第四階

段：根據資訊架構內容分析繪製內容地圖，並提出改善後健康量測紀錄介面設計與建議。 

二、研究對象 

邀請共 40 位受測者，年齡 19 至 26 歲（M=23.08，Sd=1.22）平均年齡約為 23 歲，進行 3
款健康量測紀錄 APP 之操作，並事後訪談操作感受及填寫 SUS 使用性量表，探討對於健康量測

記錄 APP 之介面使用差異與互動體驗感受。 

三、研究樣本與工具 

（一）APP 樣本 

本研究透過 Android Pie 作業系統手機內建 GooglePlay 下載 3 款受測樣本，健康量測紀錄

APP 分別為「健康保健室」、「我顧健康」及「智抗糖」（如表 1），受測樣本條件為功能皆相近，

但趨勢圖呈現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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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量測紀錄 APP樣本介紹 

APP 健康保健室 我顧健康 智抗糖 

首頁畫面 

   

（二）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SUS） 

  系統使用性尺度量表由 Brooke 於 1986 年創建，至今仍被廣泛應用在系統介面、程式與網

站介面上之使用性測試。量表題目共有十題，使用李克特五分量表為評分依據，並分成正負向

題，計算方式不相同。正向題為 1、3、5、7、9 題，將各題的原始分數減 1；負向題為 2、4、
6、8、10 題，用 5 減去每一題的原始分數，便是該題的分數。最後再將所有題目分數加總後乘

以 2.5，經過加權計算後可得到 SUS 總分（Bangor, 2009）。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SUS 使用性量表分析  

  40 位受測者操作 3 款健康量測紀錄 APP，並完成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分析結果顯示，3
款實驗樣本於 SUS 使用性量表在 APP 有顯著差異，但得分皆低於 68 分，代表操作上有一定難

度；「健康保健室」（M=57.19，Sd=16.58）與「智抗糖」（M=52.00，Sd=17.64）於使用者互動滿

意度問卷及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中，都優於「我顧健康」（M=46.13，Sd=20.73）；「我顧健康」

在操作上字體呈現過小顯示模糊，警示區域與趨勢曲線色彩都無法有直覺性判斷。 

 
表 2 SUS系統使用性量表敘述統計 

 
二、使用者事後訪談  
  本研究在實驗結束後，針對介面設計與操作流程，向受測者進行事後訪談，進而統整列出

兩大項，為整體介面及操作流程設計建議，做為改善後介面設計參考。 

 
  

APP 平均值（M） 標準差（Sd） P 

健康保健室 57.19 16.58 

0.017* 我顧健康 46.13 20.73 
智抗糖 52.00 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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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訪談回饋統整表 

內容 建議統整 

介面設計 

1.  首頁呈現最新紀錄（文字呈現）  
2.  圖示需有文字標示  
3.  顏色更直覺，代表的意思要標示  
4.  日期天數的設定更明顯  
5.  介面一次勿太多資料  
6.  數值的區塊可用背景色表示  

操作流程 

1.  編輯儲存完直接跳回首頁不便  
2.  不曉得目前進入哪個頁面  
3.  時間篩選搜尋較方便  
4.  可放大縮小查看趨勢圖  
5.  不小心跳出可以自動儲存  

三、資訊架構內容分析  

（一）資訊架構-蒐集內容 

  本研究首先整理 3 款健康量測紀錄 APP 之資訊架構內容以及各功能統整，將健康量測紀錄

APP 資訊架構內容展開，可統整出共通功能元素，共有 28 個功能元素：（1）血壓紀錄、（2）血

糖紀錄、（3）血壓趨勢圖、（4）血糖趨勢圖、（5）更新／修改／刪除、（6）最新紀錄、（7）最

新趨勢圖、（8）新增血壓、（9）新增血糖、（10）量測提醒、（11）用藥提醒、（12）建立群組、

（13）加入群組、（14）新增好友、（15）誰在關心我、（16）姓名、（17）生日、（18）手機、（19）
身分證、（20）身高、（21）體重、（22）關心慢性病類別、（23）測量標準、（24）量測方式、（25）
密碼、（26）幫助說明、（27）意見回饋以及（28）登出。 

（二）資訊架構-分析內容 

  將蒐集到的 28 個健康量測紀錄 APP 功能元素，依照功能屬性類別再進行分析與分類，可

分為 8 種類別：（1）紀錄：血壓紀錄、血糖紀錄、血壓趨勢圖、血糖趨勢圖、更新／修改／刪

除；（2）進度：最新紀錄、最新趨勢圖；（3）新增：新增血壓、新增血糖；（4）提醒：量測提

醒、用藥提醒；（5）好友：建立群組、加入群組、新增好友、誰在關心我；（6）資料：姓名、

生日、手機、身分證、身高、體重、關心慢性病類別；（7）詳細資訊：測量標準、量測方式；

以及（8）更多：幫助說明、意見回饋、登出。 

  並再將 8 種類別依照資訊呈現與功能再分析與歸類為 3 大類別：（1）生理量測紀錄、（2）
個人化設定、（3）好友，3 大類別所包含子類別敘述如下： 

1. 生理量測紀錄包含 4 種子類別：紀錄、進度、新增、詳細資訊。 

2. 個人化設定包含 3 種子類別：資料、提醒、更多。資料的功能元素又再歸類為兩種：

「個人資料」及「健康資料」。 

3. 好友包含 1 種子類別：好友。 

  健康量測記錄 APP 功能元素分析與分類後，以顏色區分的方式標示於 3 款 APP 的資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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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如表 4，在「我顧健康」資訊架構中有相同顏色區分的功能類別彼此之間距離較遠，整

體架構較寬，瑣碎較不重要的小功能較多；「健康保健室」與「智抗糖」同顏色的功能類別較為

集中，在 SUS 系統使用性量表分析中，「健康保健室」與「智抗糖」都優於「我顧健康」，此分

析結果也體現了資訊架構設計對於使用性操作上會有所差異。 

表 4 3 款 APP 資訊架構層級 

APP 層級 資訊架構功能元素標示 

健康保健室 4 

 

我顧健康 5 

 

智抗糖 5 

 

顏色區分之功能標示說明

 

（三）資訊架構-繪製內容地圖 

  根據健康量測記錄 APP 之各功能元素分類，將 3 大類別之子類別的功能元素依照資訊架構

內容進行調整，如圖 1。將生理量測紀錄之「紀錄」、「新增」以及「詳細資訊」3 種子類別整合，

分為「血壓」以及「血糖」不同的生理資訊；個人化設定之「提醒」與「更多／設定」2 種子

類別整合，為「更多／設定」功能內。根據分析內容所設計之資訊架構繪製成內容地圖，為改

善後介面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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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改善後介面之資訊架構內容 

 

圖 2 改善後介面之內容地圖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檢視資訊架構裡的內容元素，繪製內容地圖，以及統整使用者訪談

後建議，規劃改善後之介面設計。並歸納出 4 點建議，敘述如下： 

（一） 查詢最新生理數值：在查詢最新的生理數值時，可直接於首頁呈現最新更新的數值，

可在第一時間了解最新的健康狀態。 

（二） 新增並紀錄生理量測數值：新增 icon 位置的設計應放置在要記錄的生理資訊頁面的

導覽列，並加上文字說明。 

（三） 趨勢圖之資訊設計：趨勢圖當中應有清楚文字輔助，結合放大縮小功能可更詳細查

詢；色彩顯示輔助應有圖例與文字輔助，色彩的選擇應挑選標準指示意義清楚，且

大眾可接受的顏色。 

（四） 內容分析法針對 3 款現有健康量測紀錄 APP 進行資訊架構的分析，整理出 28 項功

能元素，並分為 3 大類別包含 6 個子類別，為改善後設計介面之功能與資訊架構。 

 
  綜合以上建議，本研究重新繪製改善後之健康量測紀錄介面設計，如表 5。首頁部分將最

新量測紀錄使用文字與顏色呈現，方便快速看到最新資訊；紀錄以及趨勢圖部分有時間篩選搜

尋功能，能夠更快找到歷史紀錄；顏色色塊的區分，能更直覺了解數值區域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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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改善後之健康量測紀錄介面設計 

  
   

首頁 選單 新增血壓 血壓紀錄 血壓趨勢圖 

 
  期望本研究之研究成果能夠提供相關健康量測紀錄介面設計之參考，在健康量測紀錄互動

介面給予設計上與流程上之建議與想法，使更多人願意使用健康量測紀錄，自我健康管理、長

期照護及預防保健；期望研究成果可給予未來相關研究領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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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裝置與數位產品的蓬勃發展，改變旅遊產品的消費模式，機票的預訂方式逐漸線上化，

實體旅行社面臨數位轉型，提供線上服務與成熟的應用程式介面(API)。本研究以多屏使用者經

驗探討網路旅行社的跨裝置使用性，以 Expedia 為研究樣本，透過使用性測試、系統易用性量表

(SUS)、使用者互動滿意度問卷(QUIS)，分析手機版網頁、手機 App 與電腦版網頁，三者的機票

預訂系統介面之使用性差異。研究結果顯示：(1)手機版網頁使用性評價最低，介面表現與網頁

執行效率差，導致使用者操作感受不佳；(2)手機 App 適合快速瀏覽使用，其介面容易操作、方

便瀏覽，且操作門檻低，使用者不易感到挫折；(3)電腦版網頁適合預訂機票，其螢幕較大、資

訊呈現清楚，適合閱讀複雜內文與輸入資訊；(4)72.2%的受測者願意使用 Expedia 機票預訂系統，

其介面清楚、操作感受良好；(5)由於 App 受限於手機容量及下載意願，使用者不一定會選擇使

用 App 訂購機票。因此，網路旅行社應該建立不同裝置介面的一致性及良好的操作體驗。 

關鍵字：跨裝置、使用性測試、網路旅行社、Expedi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devices and digital products has gradually made the 
consumption pattern of buying tourism products and flight reservations go online. Brick-and-mortar 
travel agencies fa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matur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APIs) and 
online service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multi-device usability of an online travel agency on 
multiscreen experience. Additionally, it carries out specific research regarding Expedia. This study 
designed a series of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usability testing, the 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and 
the 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action Satisfaction (QUIS), which constituted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research metho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 in the usability of ticket reservation systems for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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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s, apps, and desktop websites;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both issues of the usability and 
individual user's needs for system ope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s follows: (1) The user experience 
was lowest with the mobile website. The mobile website was inefficient at interface and system, and 
consequently, users felt depressed during the testing. (2) The mobile app was suitable for quick browsing. 
Its interface was easy to use for every user and didn't feel frustrated in operating. (3) The desktop website 
was appropriate for booking flights, which is more legible for reading the information with a larger 
screen. (4) 72.2% of users are willing to book the flight tickets on Expedia, whose interface is clear and 
easy to operate. (5) Because the mobile app was limited in capacity and download willingness, users 
might not necessarily book flights from the app. Therefore, online travel agencies should create the 
interface consistent between the app and the website, as well as user experience. 

Keywords: Multi-devices, Usability testing, Online travel Agency(OTA), Expedia 

 

壹、前言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行動上網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旅遊產品的體驗與購買方式。

機票的販售管道不再受限於航空公司或實體旅行社，且銷售方式受電子商務深深影響而逐漸線

上化，使民眾更方便、有效率地預訂機票。2017 年的裝置上網率以「雙屏」(44.7%)上網的比率

最高，其中以跨屏使用「電腦」加上「智慧型手機」(38.5%)的佔比最高。而其次為使用多屏上

網(28.4%)，包含「電腦」、「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三屏以上的裝置上網。只使用「智

慧型手機」單屏上網的使用率為 21.3% (InsightXplorer, 2017)。根據 2018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觀光局，2019），出國旅次的個人旅遊(67.4%)比率高於團體旅遊(32.6%)，且安排方式以「未委

託旅行社代辦，全部自行安排」(44.8%)最多，並且逐年攀升；使用網路訂購的出國旅遊產品，

則以國際機票(32.5%)佔最高比率，相較 2017 年攀升 4.4%，顯示旅客自行線上購買機票的比率

提高，相對訂票系統的用戶體驗也必須受到重視。SaleCycle(2019)航空業與旅遊業預訂趨勢指出，

使用者透過線上預訂最後卻放棄訂單的情況，以航空公司(87.87%)和旅遊業(81.31%)比率最高，

其主要原因為：(1)只是隨意瀏覽、(2)價格過高/為了比價、(3)需要檢查其它項目、(4)預訂流程過

於冗長等。本研究探討跨裝置於網路旅行社訂票系統的使用性，以上網比率最高的手機與電腦

為研究對象，並以台灣民眾常使用的網路旅行社 Expedia 為例。本研究目的如下： 

1. 了解使用者以網路旅行社預訂機票所遭遇的阻礙及功能需求。 

2. 探討手機版網頁、手機 App 與電腦版網頁，跨裝置操作 Expedia 的使用性差異。 

貳、文獻參考 

一、使用者經驗 

User Experience White Paper(2011)指出，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UX)名詞已被廣泛使

用，現今有多種定義和不同觀點來探討使用者經驗的概念，包含使用性、使用者介面、互動設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80



計、使用者體驗、網站吸引力、情感等。UX 並非一般所指的產品或服務等「事物」，而是包含

事物在內，所謂的環境「狀態」的設計。Nagel(2016)於 Multiscreen UX design 一書提及，為各種

尺寸和解析度的設備，常使用設備為：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腦及智慧電視。多屏使用者經

驗是指使用數位服務時，各種螢幕的操作體驗（如：檢索、管理、發布內容等）。本研究整理與

網路旅行社相關的 5 種策略，分別為：(1)行動裝置設計優先(Mobile First)：針對介面較小的行動

裝置而開發，可使團隊更有效的設計平台之資訊架構、簡化介面與功能；(2)設備轉移(Device 
shifting)：顯示的內容與資訊，可以從原本的裝置轉移到其它裝置；(3)連貫性(Coherence)：使用

者容易理解不同設備之間的介面，並有邏輯的視覺呈現；(4)流動性(Fluidity)：不同設備皆提供

相似的功能與資訊，並具有一致性的使用者經驗；(5)簡化操作(Microjoyment)：由於資訊密度增

加，必須簡化重要的任務操作，加強使用者經驗的細節。 

二、使用者評估 

ISO9241-11 將使用性定義為「某個產品依照特定使用者，在特定的使用狀況下，為了達成

指定目標而被使用時，其有效性、效率、使用者的滿意程度。」在網站的使用性測試中，會給予

使用者使用網站的目標或任務，請對方單獨做測試。評估者會觀察使用者執行任務的模樣，並

評估(1)有效性（使用者能否完成任務）、(2)效率（是否有效率地完成任務）、(3)使用者滿意度（有

沒有不滿意的部分）（玉飼真一等著，2018）。Shneiderman(1986) 於 Designing the User Interface
一書提及八個使用者介面的黃金準則：(1)追求一致性、(2)尋求通用性、(3)提供有用的回饋、(4)
設計完整對話以產生結束、(5)預防錯誤、(6)允許回到上一步、(7)讓使用者有控制權、(8)減少短

期記憶負擔。Nielsen(2005)提出十大使用性啟發，認為使用者介面包含以下特性：(1)系統狀態可

視性、(2)系統與真實世界關聯性、(3)使用者的控制權與自由、(4)一致性和標準化、(5)預防錯誤、

(6)讓使用者去認知，而非回顧系統、(7)靈活度與使用效率、(8)美觀與簡約設計、(9)幫助使用者

認識、偵錯與從錯誤中恢復、(10)幫助與說明文件。 

三、網路旅行社 

網路旅行社透過全球分銷系統(Global Distribution System; GDS)在線上服務銷售機票，航空

公司在系統上與網路旅行社合作，發佈航班資訊與價格。網路旅行社具有航班比較、優惠價格

等特色，成為航空公司與消費者的中間商。網路旅行社分為二種類型：(1)旅行社訂票網站：台

灣多數公司為經營實體門市之旅行社，由於網路及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迫使旅遊產業的商業

模式改變，發展線上訂票系統、旅遊服務線上化。(2)整合式旅遊預訂平台：以網站提供線上服

務為主，提供飯店、機票、機加酒等比價、預訂服務（李星瑩，2018）。此類平台較積極開發應

用程式介面，搜尋引擎也較成熟。 

Expedia 為網路旅行社的整合式旅遊預訂平台，2018 年 Expedia 企業在全球的年收入達 112.2
億美元，並且為 Statista 的春季首選旅行社調查第一名(Statista, 2019)。網站每月平均瀏覽次數達

7 千萬次(SimilarWeb, 2020)，企業本身不提供旅遊產品，主要透過代理與批發的模式，來銷售供

應商的旅遊產品賺取佣金。旗下品牌發展多元，包含飯店、機票、租車、旅遊體驗等。Expedia
具響應式網頁設計，並提供 App 使用，符合跨裝置使用需求，故為本研究之網路旅行社研究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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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使用者跨裝置操作網路旅行社(OTA)的使用性差異，以及是否能有效執行任務及

滿足需求。研究方法採使用性測試，以手機版網頁、手機 App 及電腦版網頁為跨裝置研究對象，

並且以 Expedia 為研究樣本，使用者以 3 種裝置介面各操作 1 次機票預訂系統。每 1 次操作後

填寫系統使用性量表(SUS)、使用者互動滿意度量表(QUIS)。結束測試後，填寫使用習慣調查問

卷並討論使用感受，提出操作問題與功能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測試對象為 20 歲至 30 歲民眾，共 18 位。男性 7 位，女性 11 位，有使用電腦、手

機習慣。受測者均未曾使用過 Expedia 訂購機票（6 名無任何購買經驗、12 名有其它平台購買經

驗）。受測者測驗時，皆使用自身平時熟悉操作的手機與電腦設備，避免因不適應裝置，產生結

果誤差。 

二、使用性測試 

使用性測試是一種評估方法，觀察使用者進行一項數位應用逐步完成任務時的體驗，可協

助團隊找出介面中的哪個部分最容易讓使用者感到挫敗困惑，以便修正和重新測試。測試的任

務應該要明確、具體，可以反應顧客的真實目的。測試情境要為任務設定背景，並供完成任務

所需的額外資訊(Hanington & Martin, 2012)。本研究實驗時間為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19 日，實

驗期間網頁版本一致，App 為 Expedia 20.11 版本。使用者測試之受測者為組內設計，為避免受

測者重複量測而產生學習性，操作順序與任務內容皆不同。受測者以拉丁方格設計進行測試，

將介面裝置：(1)手機版網頁、(2)手機 App、(3)電腦版網頁，與網路旅行社 Expedia 排列，得出

相異因子 C1、C2、C3。操作測試共有 6 種順序：(1)C1-C2-C3、(2)C1-C3-C2、(3)C2-C3-C1、

(4)C2-C1-C3、(5)C3-C2-C1、(6)C3-C1-C2。跨裝置的 3 種操作任務分別為 C1：以手機版網頁預

訂韓國首爾仁川機場(ICN)的航班、C2：以手機 App 預訂日本東京成田機場(NRT)的航班，以及

C3：以電腦版網頁預訂美國紐約約翰甘迺迪機場(JFK)的航班。最後比較網路旅行社與裝置介面

間的變異數差異。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透過系統使用性量表(SUS)、使用者互動滿意度量表(QUIS)、使用習慣調查問卷，以

不同角度探討測試結果： 

1. 系統使用性量表(SUS)：John Brooke 於 1986 年創建，為公認的簡易、快速評分測試，

適合小樣本分析，評估受測者對系統整體使用性的主觀感受。計分方式為李克特 5 點量

表，奇數題的原始分數減 1，偶數題為 5 分減原始分數，兩者相加總和乘以 2.5 得到 SUS
總分，滿分為 100 分。Sauro(2011)研究指出 SUS 可用來測量可用性與簡學性，熟悉操

作會導致滿意度提升，且 SUS 原始分數並非常態分佈，平均得分為 68 分，因此將分數

透過標準化轉換為百分等級（如圖 1），高於 50%表示高於產品平均水準，低於 50%表

示低於產品平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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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US 原始分數對應百分等級(Sauro, 2011)，本研究重新繪製。 

2. 使用者互動滿意度量表(QUIS)：1987 年馬里蘭大學 Park 分校的人機互動實驗室研究團

隊所訂，目前版本已更新至 7.0。本研究針對網站/App 互動滿意度，採用 QUIS 問卷的

5 個項目，分別為 (1)整體感受 (Overall Reaction to the Website/App)、 (2)畫面呈現

(Website/App Page)、(3)介面遣詞與資訊(Terminology and Website/App Information)、(4)
學習(Learning)、(5)系統性能(Website/App Capabilities)，共 26 題，為李克特 9 點量表。 

3. 使用習慣問卷：發放於使用性測試、SUS 問卷與 QUIS 問卷結束後，本研究以使用習慣

問卷，探討受測者過去瀏覽預訂系統的經驗，以及測試後的跨裝置操作感受、阻礙與網

路旅行社的功能需求，問卷內容分為三個題項：(1)個人資料、(2)機票預訂系統使用經

驗、(3)使用性測試後的感受與建議，共 17 題。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SUS 量表結果與分析 

 SUS 量表結果如表 1 所示，以手機 App 的平均使用性滿意度最高(78.19 分)，其次為電腦版

網頁(75.69 分)、手機版網頁(61.39 分)。再根據 Sauro(2011)提出的百分等級表換算後，百分等級

由高至低分別為：(1)手機 App 83%、(2)電腦版網頁 73%、(3)手機版網頁 31%，顯示手機 App 與

電腦版網頁最令人滿意，而手機版網頁則有改進空間。而手機版網頁的標準差高於其它兩者，

很可能是手機版網頁的介面設計並不適合所有程度的使用者，造成使用性滿意度平均分數最低，

且評價差異較大。 

表 1 SUS 量表結果 

SUS 量表結果 

裝置介面 N SUS 平均分數 標準差 SUS 百分等級 

手機版網頁 18 61.39 20.19 31% 

手機 App 18 78.19 13.53 83% 

電腦版網頁 18 75.69 11.4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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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QUIS 量表結果與分析 

如表 2 所示，手機 App 的「整體感受(6.97 分)」、「系統性能(7.19 分)」的平均分數高於其它

兩者，而電腦版網頁的「畫面呈現(7.63 分)」、「介面遣詞與資訊(7.38 分)」、「學習(7.29 分)」的

平均分數高於其它兩者。顯示手機 App 的操作感受、系統介面的執行效率較佳，很可能是介面

較能引起興趣、操作方式容易，手機 App 的操作門檻低，且系統回饋快速。而電腦版網頁在介

面設計、頁面連貫性、直覺操作與學習較佳，很可能是螢幕較大，使得任務與架構較容易理解，

適合處理複雜的資訊。 

表 2 QUIS 量表結果敘述統計 

敘述統計 

題項 裝置介面 N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感受 

手機版網頁 18 5.79 1.55 

手機 App 18 6.97 0.99 

電腦版網頁 18 6.83 1.13 

畫面呈現 

手機版網頁 18 6.33 1.50 

手機 App 18 7.46 0.78 

電腦版網頁 18 7.63 1.03 

介面遣詞與資訊 

手機版網頁 18 6.67 1.24 

手機 App 18 7.19 1.07 

電腦版網頁 18 7.38 0.93 

學習 

手機版網頁 18 6.45 1.56 

手機 App 18 7.06 0.96 

電腦版網頁 18 7.29 0.94 

系統性能 

手機版網頁 18 5.54 1.67 

手機 App 18 7.19 0.92 

電腦版網頁 18 6.81 0.94 

三、使用習慣問卷結果與分析 

使用習慣問卷為調查受測者的使用經驗，以及跨裝置測試後的感受，主要有 3 項結果： 

1. 受測者查詢機票使用裝置的不同：使用者在受測前，查詢機票最常使用的裝置依序為：

(1)電腦版網頁 72.2%、(2)手機 App 16.7%、(3)手機版網頁 11.1%，而受測後，最喜歡的

使用裝置為電腦版網頁(61.1%)，主要原因為：(1)螢幕較大，同個頁面可以呈現較多資

訊、(2)介面比較清楚且容易閱讀、(3)電腦便於多工處理，可開啟不同分頁方便比較價

格與航班資訊、(4)電腦系統可靠性高而使用感受較為安心。 

2. 72.2%受測者願意使用 Expedia 預訂系統介面：對於不曾使用 Expedia 購買機票的使用

者而言，Expedia 操作容易上手、介面清楚，而不願意使用 Expedia 的主因則是已習慣

其它平台操作模式、App 與網站不夠一致。本研究彙整其功能問題：(1)在網站搜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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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日期選擇器(Datepicker)具有日期之間的價格比較功能，而 App 無此功能，應加強

一致性。(2)電腦版網頁提供航班的星級評價，手機介面卻無相關資訊。 

3. 使用者對操作任務的感受：使用者認為較難操作的介面為手機版網頁。而較難操作的任

務為：(1)在搜尋航班出發地與目的地時，必須輸入文字後才出現選擇機場的選項，且

機場因中文譯名不同，使用者會耗費較多時間輸入文字、(2)檢查航班行李額度時，手

機 App 與電腦網站可於選擇航班的頁面即時確認行李額度與費用，但手機版網頁僅能

在選擇來回航班後，付款之前檢查資訊，讓使用者耗費更多時間在比較航班差異。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使用者在不同裝置的介面操作差異，以及機票預訂系統的任務操作感受、功能需

求，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1. 手機版網頁使用性評價最差：SUS(61.39 分)與 QUIS(6.16 分)問卷平均分數皆為最低分，

根據其 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不佳，為電腦版網頁介面縮排，在操作邏輯與視覺上，不完

全適合以觸控方式使用的手機。然而手機版網頁在 QUIS 系統性能(5.54 分)，為所有題項

裡最低分的項目，顯示手機版網頁在執行效率上也遜於手機 App 與電腦版網頁。 

2. 手機 App 適合快速瀏覽的使用情境：手機 App 的使用性平均分數(75.69 分)最高，其介面

容易操作、清楚且方便瀏覽。手機操作門檻低，操作預訂系統時不易感到挫折，也能即時

修正錯誤，即便是初學的使用者也能很快上手。 

3. 電腦版網頁適合操作複雜任務與預訂機票：電腦螢幕尺寸較大，網頁介面呈現的資訊較不

緊湊、架構明顯、字體較大，適合閱讀複雜的內文。分頁切換容易，適合多工處理，同時

比較價格或航班資訊。輸入方式為滑鼠與鍵盤，相較於手機裝置能處理更細項任務，使用

者對整體操作較感到安心。 

4. Expedia 機票預訂系統的使用意願高：整體有 72.2%受測者認為 Expedia 介面容易操作，使

用感受良好。對 12 名使用過其它平台的受測者而言，有 3 名(25%)認為 App 與網頁介面

不夠一致，並且相較其它網路旅行社，用戶體驗並沒有特別突出，較無使用意願。 

5. 網路旅行社必須重視手機版網頁設計：手機為當前最普及的智慧裝置，且使用者平均 1 天

觀看 150 次手機，顯示了手機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係。App 的執行效能相較手機版網頁表

現較佳，但 App 受限於手機容量、下載意願，使用者不一定會使用 App，因此網路旅行社

應建立不同裝置介面的一致性，盡可能簡化複雜的任務操作，減少使用的挫折，並且改善

連貫性，讓使用者更容易透過不同裝置間瀏覽、購買，提升預訂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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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市之交通運輸便利性為全國之最，然而對於視覺障礙者就學、就業等高頻率的出行需

求，除成本較高、路線較不密布的計程車、捷運等方式，公車方面始終未能提供完善的解決方

案。本研究首先盤點視覺障礙者出行之交通工具，分析北市大眾交通工具之無障礙措施，而後

以隨行觀察法、半結構式訪談紀錄 14位視覺障礙者搭乘公車的經驗，歸納出現有系統下視覺障
礙者輔助搭乘公車的解決方案、未解決痛點與族群差異。根據結果，本研究進一步提供未來針

對輔助視障者乘車議題應涵蓋之服務設計原則，期能提出更貼近用戶習慣、兼具可行性與永續

性之解決方案。 

關鍵字：視覺障礙、公共汽車、服務設計、隨行觀察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aipei has been the best in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re not well served with bus system, but only to choose transportations with higher cost or less 
routes like taxi and the MRT. The study first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nd accessibility policies among 
transportations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use. With 14 shadowing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e strategies visually impaired passengers apply to ride on buses, the unsolved 
problems and the variety of visually impaired passengers.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to the 
future service design of bus riding experience for the visually people, in hope of inspiring solutions with 
accessibility, feasibility, and viability.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ment, Bus, Service design, Shad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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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據統計，2019年的全國視覺障礙者（以下簡稱視障者）人數為 56,209人（衛福部，2020），
約佔全臺總人口數的 0.2%（內政部，2020）。視障者中約有 55%為 65 歲以上，43%落在 18-64
歲之間。全國約有 25%的視障者居住於雙北市，為視障者居住人數第一及第三多的城市，可見
相對於臺灣其他縣市而言，視障者於雙北市的生活環境議題更顯重要。 

 如同大眾使用交通工具以滿足工作、就學、就醫、訪友、購物等活動，視障者也具有同等
需求。據調查報告（衛福部，2018）之統計所示，約有 92%的視障者在參與調查的近一個月曾
經外出，但高度依賴人員陪同。公車雖為視障者最大宗使用的公共運輸工具，其需事先主動招

攔進站、停靠位置不一的特性，不僅造成視障者的不便，更可能在變動的環境中發生危險，以

致將近 54%的視障者一年內未曾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對於視障者而言，面對滿足就業、就醫等高頻率外出需求，在其他大眾交通運輸網無法包
覆的地方，公車常是成本最低又路線密佈的交通工具。但若視障者無法獨立搭乘公車，同時也

無法負擔計程車、復康巴士等交通成本，等同失去自由出行的權利。 

 此研究認為將視障者作為研究主體，盤點臺北市大眾交通工具之無障礙解決方案，再深入
探討視障者搭乘公車之困難、感受及行為差異。期能透過提出符合視障者習慣、技術可行性及

成本效益之服務設計建議，讓更多視障者得以搭乘公車獨立出行。 

二、研究目標 

本研究目的為透過質性研究，深入探討視障者搭乘臺北市公共汽車所遭遇困難，並解析視

障者運用現有工具乘車之行為模式，以及各族群行為模式之背後動機。以此作為後續輔助視障

者搭乘公車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障礙 

目前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數約 119萬人（衛福部，2020），其中又可細分為視覺、聽覺、語言、
肢體、智能等不同失能狀況或因患病而造成的身心障礙族群。視障者並非單指眼睛看不見、完

全喪失視覺者；依衛福部定義的視覺障礙為「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或機能發

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無法（或甚難）作視覺之辨識而言」。有關身心障礙

之核定標準，視覺以矯正後視力為準，經治療而無法恢復者屬於視覺障礙。 

本研究目標研究對象為重度視覺功能障礙者，即矯正後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01（或矯正後
小於 50公分辨指數）、或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20dB（不含）者。
以無障礙設計原則而言，重度視障者感官受限程度最甚，應以其為主要研究樣本發展設計，以

期輔助處境最嚴苛者也能搭乘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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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障者出行方式探討 

（一）出行交通工具 

視障者因感官受限，在所有障礙類別中，出行便利性尤受限制。以臺北市而言，交通運輸

系統已較其他縣市成熟且便利許多，然而交通工具的軟硬體設備仍有許多不利於視障者之處，

以下探討視障者出行的交通工具如表 1。 

表 1 視障者出行交通工具表 

交通工具 公車 捷運 計程車 復康巴士 

乘車方式 站到站 站到站 點到點 點到點 

取得方式 
高頻班次 

須主動攔車 

高頻班次 

不需主動攔車 
可攔車、預約 須事先預約 

路線密度 約 3300 站 131 站 客製 客製 

成本 每段次 8 元 票價 4 折優惠 起跳運價 70 元 
依北市計程車費率之 

1/3 計算 

無障礙服務 
車內外語音報站 

大字體車號面板 

捷運引導人員 

導盲磚 
人員服務 人員服務 

視障者雖能經過定向老師的指導，經過數次練習後熟悉固定路線的環境，但若行進間錯過

聽覺、觸覺等提示，仍如同迷失於陌生地點。因此視障者偏好使用計程車、復康巴士等點到點、

可客製路線的交通工具，以避免獨自出行所遭遇的危險。然而計程車的成本在所有交通工具中

最為高昂，復康巴士則須依規定事前預約，當視障者面臨就學、就業等高頻外出需求，前者過

於昂貴，後者機動性太低，並非理想的出行工具。 

（二）臺北市捷運之無障礙措施 

臺北市捷運作為臺北市旅運量最高的交通運輸工具（臺北市交通局，2019），據臺北捷運
公開發佈之無障礙服務資訊，目前已針對視障者提供數種措施：（1）警示磚：對危險區域
（樓梯起迄端、月臺邊緣）或重要設施（電梯呼叫鈕前方）鋪設點狀警示磚。（2）視障優先
椅：針對視障旅客運量較高或支線等候班距時間較長車站，於月臺前端第一節車廂附近設置

「視障優先椅」，供視障旅客等候時休息使用，也利於捷運司機員、站務人員辨識需要導引服

務之對象。（3）人員導引服務：經主動要求，站務人員可從詢問處引導視障者前往月臺候
車，並事先聯絡目的站點知站務人員，讓視障者下車後接受目的站點的導引服務。 

視障者能藉由臺北市捷運系統獨立出行並嘗試前往陌生地點，但當居住地點、就學或就業

地點並非臨近捷運站點，路線密佈的公車往往是相對成本低廉、又能直達目的地的交通工具。 

（三）臺北市聯營公車之無障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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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公車自 2004年起皆為民營業者聯合營運，故僅依《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
設置辦法》原則規定，實際軟硬體配合則由各家業者落實。 

1. 輔助上下車輔助設施： 
（1） 運行資訊標示設施：路線、起迄地點等資訊應以易於識別之文字、圖案、標誌

及色彩標示於車輛外部適當位置。 
（2） 入站播報設施：應於車輛適當位置設置車外廣播設備，以易於辨識的聲音或語

音提供路線、起迄地點等運行資訊。 
（3） 引導設備：於車輛適當位置設置車外廣播、燈號及字幕顯示等設備，以易於辨

識的聲音或語音、燈號及文字提供車門位置及開閉資訊。 

2. 輔助乘客乘坐客車之無障礙設施： 
（1） 站名播報及顯示設施：站名與其他資訊之播報及顯示設施，應設置於車輛內

前、後之適當位置。 
（2） 博愛座：未提供對號入座之客車應設置供行動不便者優先乘坐之博愛座，且座

位至車門或出入口之地板應平坦無障礙。 

由於以上規範之視覺、聽覺易識別性並未有規格要求，因此各家業者各自發展之設施效果

不一，以運行資訊標示為例，公車路線號碼便有多種顏色、字體、排列方式，對於尚有視覺辨

識能力的視障者無疑增加了負擔；以入站播報設施而言，據視覺障礙相關協會、定向老師回

饋，公車司機常因行經路線之住民抗議廣播噪音而選擇關閉車外廣播設備，導致視障者失去聽

覺提示，由此可見無障礙規範與實際情況尚有落差。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因視障者與研究員具生理感受之差異，為同理視障者搭乘公車所遭遇之困難，採用

隨行觀察法（Shadowing）近身紀錄研究樣本之行為。 

McDonald (2005) 指出，隨行觀察法約可用於三種研究目的：（1）藉由親身體驗同理樣本
（2）藉由紀錄樣本行為找出其行為模式（3）藉此更仔細地紀錄樣本在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思考方式。隨行觀察法能讓研究員從旁記錄下近似第一手的研究資料，比起其他質化研究工

具，有機會蒐集到更多研究場域中的細節資訊。 

為更有架構地回收研究資料，本研究結合隨行觀察法與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用以完整地回顧研究樣本之乘車經驗，透過樣本在結構性內的自由分享追問其原因
與觀點，從而歸納視障者普遍的行為與思考模式。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認為視障者事前規劃路線可經由學習習得，且在完成公車搭乘前往目的地之行為也

能透過定向訓練克服，因此定義視障者之乘車觀察歷程為：前往公車站—乘車—於目標公車站

下車。在研究流程中，研究員與樣本事先約定於樣本熟悉之起點環境（如：住家附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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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等）見面後，樣本即獨自出發開始乘車。研究員為避免干擾研究樣本之日常行為模式，並

真實紀錄乘車過程中的意外事件，過程中除安全疑慮以外，不會以任何方式干涉研究樣本之體

驗與決策；並與樣本維持一定距離，維持其與隨機路人接觸的可能性。 

 在抵達目標公車站後，研究員引導樣本前往室內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了解其過往乘車習慣

以及方才的乘車經驗，藉以從長期習慣及臨場應變的雙重角度理解樣本的想法。 

三、研究樣本 

招募研究樣本方面，為盤點不同視障者於不同情境中之行為模式，設定樣本背景參數如：

（1）視覺障礙程度：分為全盲、非全盲，以了解不同視力狀況對搭乘公車過程能獲取的環境
提示差異（2）科技近用程度：分為每天使用科技產品 1小時以上、不滿 1小時，為觀察不同
科技近用程度之於乘車時使用科技產品輔助的行為差異（3）是否願意獨立嘗試搭乘陌生公車
路線：為紀錄願意嘗試新路線的視障者之表層行為、人格特質不願意者之差異。 

為妥善歸納乘車決策背後的原因，本研究將獨立乘車情境依數種參數分類：（1）公車路
線熟悉度：分為熟悉、陌生，因樣本對路線的熟悉程度可能影響行為模式（2）上車公車站形
式：分為純站牌式公車站、具候車亭之公車站、公車專用道之公車站三種，因環境差異可能造

成候車行為之差異（3）乘車時段：分為尖峰、離峰，因乘車時段可能影響樣本的乘車急迫
性、乘車環境的複雜度（4）天氣狀況：分為未下雨、下雨，因天候可能造成樣本出行攜帶工
具之差異，進而影響行為或決策模式。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視障者之現有公車搭乘輔助方案 

本研究共招募到 14位背景、乘車情境不同之視障者進行隨行觀察與訪談。研究發現視障
者獨自乘車時，會運用多種方案增加乘車的成功率，以完成完整的搭車旅程。方案可細分為人

員、工具、環境 3種媒介，媒介則可進一步分為由他人提供的便民措施、以自身經驗開發或習
得，共 2種成因。本研究歸納後將其分類為共 6類視障者用以輔助乘車的方式，如表 2。 

表 2 視障者現有公車搭乘輔助方案表 

媒介 方案成因 舉例 問題 

人員 政策規定 
公車司機見到身障者欲搭乘公車，依規

定應於停靠後下車協助身障者上車。 

各家業者服務政策不一，且公車司機

難快速辨識視障者並服務。 

人員 自身經驗 
視障者若不清楚公車動態，會尋找隨機

路人求助。 

路人可能不理解視障者需求，導致出

手引導時反致視障者受傷。 

環境 政策規定 
公車規定入站要有車外廣播，協助視障

者聽聲辨別公車位置。 

各家業者落實情況不一，視障者難放

心依賴公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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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自身經驗 

視障者利用過馬路時的太陽照射溫度、

公車進站的引擎聲或從車門流出的冷空

氣等等感官提示辨別自身位置。 

環境提示變動性太大，容易因天候、

空間嘈雜關係導致視障者錯過提示。 

工具 他人開發 
視障者使用公車動態 App 以獲取公車

動態資訊。 

公車動態 App 目前未針對視障者提供

易於聽取的設計，操作過於複雜。 

工具 自行開發 
視障者製作欲搭乘公車之號碼牌，於候

車期間舉牌供司機辨識。 

視障者不一定希望主動透露自身需被

協助的立場。 

透過輔助方案的分析，本研究觀察到由他人提供之方案可能因公車業者的落實情況不一、

未針對視障者設計而難以依賴；以自身經驗開發或習得的輔助方案則太容易因為環境變動而失

靈。在隨行觀察的過程中，視障者往往在 6類輔助方案之間切換，以克服整段公車搭乘旅程之
困難。 

二、視障者之公車搭乘旅程痛點 

經過研究結果歸納，將公車搭乘之完整旅程列為：事前查詢、抵達站牌、等候上車、上

車、搭乘公車、等候下車、下車共 7個階段，如圖 1所示。本研究發現等候上車、上車、等候
下車 3個階段之環境提示變動性較大，是視障者即便具有豐富經驗，也難以完全克服之歷程： 

1. 等候上車：公車站未設有統一的追跡物，視障者無法確定是否抵達方便招攔公車的定
點；視障者雖會使用公車動態 App獲取公車即時資訊，但些微的 GPS誤差仍易導致
視障者錯過公車；視障者無法辨認來車號碼與距離，因此容易錯過攔車時機。 

2. 上車：即便公車進站停靠，視障者若沒有車外廣播作為輔助，便只能一一摸索車門詢
問司機；若是單憑引擎聲等環境提示猜測公車路線，在上車的短時間內若未獲得車內

廣播或司機口頭確認，則可能搭上陌生的公車，招致更嚴重的困境及危險。 

3. 等候下車：搭乘公車期間因處變動環境，車內廣播是最有效的公車動態提示，但廣播
也有因 GPS失靈無法播報之可能，視障者因而錯失得知公車動態的主要媒介。 

 

圖 1 公車搭乘完整旅程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192



綜合觀察結果，本研究發現視障者因無法透過視覺即時接收、確認資訊並做出反應（如：

看見所要搭乘的公車後主動招手、上車時確信自己走上所要搭乘的車），搭乘公車實為視障者

與公車司機、環境之間相當細緻的互動過程，「找到車、上對車」尤為當中關鍵。 

三、視障者搭乘公車行為之族群差異 

引用受訪者自述：「視障者只是因爲生理條件被歸為一類，仍是一個小社會。」視障者因

生理特徵相似，用戶旅程所遇痛點大多是視覺障礙所致，但面對突發狀況，不同需求與目的的

視障者會優先採用不同的解決方案。本研究將 14位研究樣本依照搭車路線、個性分類，共歸
納出 4個象限的視障者乘車行為模式，如圖 2所示。 

 

圖 2 視障者搭乘公車行為象限分群 

1. 個性的內外向，反映視障者的解決方案偏好 
（1） 習慣自主：不清楚公車動態、方向定位時，傾向優先利用自己手邊工具輔助，

例如打電話至客運、使用公車 App等等。此類使用者趨向不主動表示視障身
分，且由於高度依靠科技解法，也較熟練使用現有手機工具。 

（2） 勇於求助：遇狀況時偏向直接尋求他人協助，以獲得最有效率、個人化、一次
性解決的幫助，例如第一時間發問、舉牌候車等等。此類使用者較願意表示視

障身分，但也遭遇協助者水準不一的狀況。 

2. 乘車路線是否固定，反映用戶的乘車動機與熟練度 
（1） 搭車路線固定：為基礎受過訓練、親友協助練習所能達成。此類使用者出行目

的多為上班、上學、就醫等高頻率例行活動，為剛性需求。使用者因長期練

習，向外界取得協助的需求較低。 
（2） 搭車路線多樣：出行更涵蓋訪友、購物等目的，擁有一套自己適應車站、搭乘

公車的方法。乘車情況相對複雜，向外界取得協助的需求也相對較高。 

綜合個性與乘車路線兩項變因，共歸納出四種象限，依乘車難度由低至高為：鄰里相助

型、獨立保守型、高效嘗試型、自主探索型。鄰里相助型因搭乘固定路線，久了也被時常幫助

的路人與司機記住；自主探索型則多為輕中度視障者，憑藉識別大型物體、光線、顏色等視覺

能力，能更快速適應新環境，乘車行為接近明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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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設計核心目標為輔助更多尚未有出行能力的視障者成為獨立保守型乘客，讓視障

者能在不須跨越暴露身份門檻的前提下，獨立乘車完成就業、就學等固定路線需求。 

伍、結論 

過往國內輔助視障者搭乘公車之計畫，偏向以單點科技切入，僅憑實驗成功率判別成功與

否，卻未曾測量解決方案介入前後對視障者的習慣影響與個人感受。本研究藉由質性的隨行觀

察法與半結構式訪談，理解視障者於臺北市搭乘公車之現有問題與解決方案，並分析視障者行

為決策之背後原因，期能槓桿現有資源，在未來解決方案中達成最大綜效。 

本研究認為後續發展之輔助視障者乘車設計應涵蓋 3大原則：（1）應提供減輕負擔的視
障者乘車旅程：應改良工具與環境，讓視障者更準確掌握候車定點與公車動態、停靠位置，完

成安心的乘車旅程。（2）應提供可預期的公車接乘服務：視障者因無法辨認車號、停靠位
置，在候車階段處被動角色，應讓公車提早接收乘車需求，化為主動方進站接乘視障者，讓視

障者不再擔心攔錯車、上錯車之問題。（3）應以最小幅度變動現有服務人員系統：使視障者
享有更好的乘車體驗之同時，應以不造成服務提供者過多負擔為前提，以最小幅度的變動達成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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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自動車於台灣無號誌路口對行人顯示行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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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rface Design Elements for Automated Vehicles to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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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不久的未來，自動駕駛將落實於我們的生活中，預期將解決空氣污染、安全性及車流穩

定等問題。其中，車外的行人如何透過自動化車輛提供的車輛資訊做出正確判斷，以避免因行

人的誤解而影響行路效率，甚至導致交通事故，是本研究探討的議題。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行

人與現有一般車輛的互動模式，以及揭曉當今研究對於未來自動化汽車在與行人互動時所建議

的解決方案。並針對台灣實際道路交通狀況，調查最易發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及駕駛行為，統整

並釐清行人、機車騎士、汽車駕駛在台灣道路上處於不同情境下所遭遇的困難。最後根據調查

結果總結行人與自動化車輛於無號誌路口互動時的需求與介面設計要素，包含：（一）車輛的資

訊需要提供足夠的緩衝時間讓行人做出判斷；（二）資訊顏色配置，需進一步實驗驗證；（三）以

「車速」、「偵測行人」、「禮讓與否」為資訊的主要內容；（四）車輛資訊可以利用「圖像」及「音

效」作為輔助。以此為基礎，本研究製作車輛資訊顯示樣本，並將在後續進行實驗驗證。 

 

關鍵字：自動化車輛、車輛行車資訊顯示、介面設計 

 

Abstract 

Autonomous vehicles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future. They are expected to solve air pollution, 
safety and traffic flow stability.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issues about pedestrians how to make correct 
judgments by the information from automated vehicles in order to promote road efficiency and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that could cause traffic accidents, Document analysis will be used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modes of pedestrians with existing general vehicles, and the dangerous situations among 
pedestrians, riders and driver.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elements of interface design between 
pedestrians and automated vehicles at non-signals intersections. Conclusion as below: The automated 
vehicles should offer sufficient time to pedestrians to make judg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eriment for the color of the information; the main information are composed of vehicl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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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pedestrians and driving courtesy or not; it is helpful which the images and sound setting are 
integrated in the automated vehicles system. This study will create the vehicle information interface 
samples to conduct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Keywords: Automated Vehicle, Vehicle Driving Information Display, Interface Design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汽車的發展有著革命性的進步，各家車廠都在為自動化車輛的普及加速開發。在未來，

具有先進機器人特性的車輛將成為我們交通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自動化車輛技術伴隨許多好

處，例如加強安全性、減少交通堵塞、減少污染排放以及讓乘客有較高的生產力及流通力

（Habibovic et al., 2018）。 

雖然自動化汽車被期望具備解決當今交通阻塞，並提升行路質感的能力，然而科技的演進，

往往也伴隨新的挑戰，以行人道路安全為例，誤解是行人發生事故中最常見的原因（Habibovic 
and Davidsson, 2012），未來隨著自動化駕駛技術的進步，當高度或全自動駕駛時，行人穿越馬

路遭遇自動化車輛時，將不再有人類駕駛提供訊息（人類駕駛不需要關注路上狀況），行人可能

因為錯誤判讀車輛資訊而猶豫不前，除了降低車流穩定度之外，還可能導致交通意外的發生，

此時除了考驗自動化車輛內部系統的偵測、反應能力，如何提前並有效的傳遞車輛的行車資訊

及意圖予行人，降低行人遲疑或誤解而導致錯誤決斷，進而提升提升行路效率與品質，是值得

深入探討的。 

而現今大部分研究針對這類議題並無太多著墨，多在探討汽車內部駕駛與車輛的互動，或

是自動化車輛與一般車輛對於車流穩定性的影響，雖然已有部分研究提出行人與自動化汽車互

動的可能解決方案，但是卻因地域性不同而有著交通文化差異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著重在台灣

的交通環境，調查用路人在不同交通環境下的道路經驗，統整出台灣危險路段，以及自動化車

輛行車資訊顯示的設計原則，期望台灣在未來自動化汽車普及時在法規的訂定上以及自動化車

輛的設計上能有所依據。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針對台灣的無號誌路口，探討未來自動化汽車與一般用路人如何有效進行互動與

溝通，以降低意外發生機率以及提升用路人的用路品質。期望滿足台灣一般用路人的需求，並

且成為未來立法、自動化汽車與其他道路使用者互動設計的參考依據。以下為主要研究目的： 

（一）探討台灣一般用路人在道路上容易失去安全感的交通情境。 

（二）探討台灣一般用路人在穿越馬路時如何與車輛駕駛溝通並判斷。 

（三）根據問卷調查，歸納出未來自動駕駛車輛與行人溝通之介面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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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自動化車輛 

自動化車輛（或稱無人駕駛汽車）SAE 將其自動化車輛共分六個等級，分別為無自動化（No 
Automation）、駕駛支持（Driver Assistance）、部分自動化（Partial Automation）、有條件自動化

Conditional Automation）、高度自動化（High Automation）、完全自動化（Full Automation）。本文

主要探討的自動化車輛，為 SAE 所定義之高於或等於第三級別的自動化駕駛車輛，即監控、操

控皆由電腦系統控制之車輛。 

二、自動化車輛與交通系統穩定性的關係 

未來自動化車輛技術期望加強交通安全性、減少交通堵塞等（Habibovic et al., 2018），Zheng
等人（2020）也利用模擬器證實，當一路段有著更多的自動化汽車行駛，交通壅塞時間、車輛間

隙變化、車輛速度變化都將降低，車流會更穩定。然而台灣道路上除了車輛之外，機車、行人都

是未來自動化車輛需要遭遇的對象，以行人來說，自動化車輛遭遇行人時對於交通系統穩定的

影響，還需進一步研究釐清，本研究將針對行人、機車以及一般小客車駕駛進行初步的道路經

驗調查。 

三、自動化車輛與行人的衝突 

Sucha 等人（2017）指出行人決定跨越道路以及感覺安全是被駕駛所給的信號所影響，如眼

神交流、揮手、姿勢、閃光等，然而一項新科技的導入勢必考驗市場消費者對其的信任度，自動

化車輛在沒有人類駕駛操控的情形下，如何提供行車資訊給行人，以解決車輛與行人的衝突，

是自動化車輛開發者需要注意的議題。 

四、自動化車輛與行人之非語言溝通 

已有部分學者、車廠針對自動化車輛與行人的溝通方式進行研究開發，依照傳遞方式分類，

包含：（一）車輛投影資訊，如 Watanabe 等人（2015）、Mercedes- Benz概念車 F015；（二）LED
燈號，如 Florentine 等人（2016）、Lagström 等人（2015）；（三）車輛顯示文字、圖像資訊，如

Clamann 等人（2017）、Toyota 概念車 Concept-I；（四）車輛模仿人類溝通，如 Jaguar 和 Land 
Rover（2018）；（五）其他設施，如手機提醒、智慧道路顯示。 

五、台灣道路交通事故 

鑑於本研究聚焦於台灣道路環境的調查，因此根據警政署針對台灣各類用路人交通意外的

統計進行初步探討，統整發現台灣用路人中，無論是行人、機車騎士、汽車駕駛，其事故發生最

大原因皆因遭遇的車輛未依規定禮讓而釀禍，而這類事故尤其在無號誌的路口處最常發生，這

除了顯示台灣普遍汽車駕駛的駕駛習慣外，同時也暗示著台灣無號誌路口是交通系統首要解決

的道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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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為了探討台灣無號誌路口處自動化車輛如何利用顯示介面向行人傳遞資訊，首先參照內政

部警政署歷年的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利用網路問卷調查一般台灣民眾道路經驗，並詢問民眾期

望的自動化車輛資訊呈現方式，整理出自動化車輛資訊呈現之設計原則，最後以設計樣本進行

第二階段實驗探討可行性及評價。問卷目標探討「一般大眾在台灣的道路經驗」，分別由三類用

路人的視角切入，包含：道路行人、機車騎士、小客車駕駛，企圖找出台灣一般大眾在道路上所

排斥的交通環境，以及初步調查不同情境下行人與一般車輛溝通的方式，最後調查大眾希望的

自動化車輛資訊顯示方式與內容，以作為後續第二階段實驗的樣本設計依據。 

一、受測者 

為廣泛了解台灣民眾的道路使用經驗，問卷不限制受測者年齡及性別，凡有過台灣道路使

用經驗者即可填答本問卷。 

二、問卷設計 

利用網路問卷製作工具 SurveyCake製作網路線上選填式問卷，受測者憑自身經驗回答台灣

道路使用經歷，作答時間並無限制，問卷內容共分為四部分，分別為：1.行人；2.機車騎士；3.
小客車駕駛；4.自動化車輛資訊呈現特點。問卷所有問項皆為選擇題，前三部分問項相似，問項

包含哪些道路特徵與駕駛行為會降低安全感。此外每一部份各分配一情境圖，如圖 1 所示，探

討身處各情境下，用路人穿越馬路時的行路原則、期望自動化車輛能提供哪些資訊，圖 2 則是

詢問行人於各情境中如何向車輛駕駛主動傳遞資訊。第四部分則是詢問受測者期待的行車資訊

顯示特點。 

 

圖 1 問卷情境圖 

 

圖 2 行人主動傳遞資訊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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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受測者基本資料結果 

網路問卷調查填答時間為 2019年 8月 23日至 2019年 8月 30日，總共回收 51份有效問

卷，其中男性共 21位，約佔 41.1%，女性共 30位，約佔 58.8%。 

二、台灣道路使用經驗問卷結果 

（一）行路安全感 

將行人、機車騎士以及小客車駕駛的問卷結果交叉比對後，首先可發現三種道路角色皆對

「不禮讓的車輛」感到不安，且對於無論是廢棄物或是道路交錯複雜產生的「道路死角」，以及

「沒有架設交通號誌之路口」都降低用路人的安全感。同時問卷結果也顯示三類用路人都對維

持「自我安全空間」有其堅持，影響原因包含道路寬度、路邊停車導致的空間壓縮、車輛體積大

小等，影響三類用路人道路安全感的因素繪製如圖 3 所示。 

 

圖 3降低三類用路人行路安全感之因素統整 

（二）情境問答 

在穿越路口情境問答中，三類道路使用者皆以「禮讓對方車輛」為最優先的穿越馬路原則，

除非「對方車輛減速」或駕駛「利用手勢、目光表示禮讓」才會優先通過。至於期望自動化車輛

提供的資訊問項中，三類道路使用者一致期望自動化車輛首要傳遞「偵測的資訊（即是否偵測

到我？）」，其次依序為「車速資訊」及「是否禮讓的資訊」，統計結果如表 1。至於行人主動傳

遞資訊的初步調查方面，發現遭遇的車輛越多，行人主動傳遞資訊（手勢）給車輛駕駛的意願

越低，改以禮讓車輛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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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三類用路人穿越馬路原則及期望得到的資訊統計	

情境圖下穿越馬路原則 

穿越原則、資訊\用路人 行人 機車騎士 小客車駕駛 

盡量讓對方車輛先過 76.4% (39) 82% (32) 64.5% (20) 

對方提供手勢或點頭才過 70.5% (36) 46.1% (18) 58% (18) 

對方車輛減速就過 47% (24) 51.2% (20) 61.2% (19) 

不一定 3.9% (2) 2.5% (1) 6.4% (2) 

盡量搶先通過 1.9% (1) 7.6% (3) 16.1% (5) 

對方車輛加速我還是會過 1.9% (1) 2.5% (1) 9.6% (3) 

 
希望自動化車輛提供的資訊 

偵測我的資訊 80.3% (41) 84.6% (33) 81.2% (26) 

車速的資訊 66.6% (34) 66.6% (26) 65.6% (21) 

禮讓我的資訊 64.7% (33) 71.7% (28) 71.8% (23) 

行車路徑的資訊 41.1% (21) 48.7% (19) 62.5% (20) 

給我的指令（我要做什麼？） 27.4% (14) 35.8% (14) 25% (8) 

車輛操作模式（自動或手動） 27.4% (14) 23% (9) 21.8% (7) 

此外，本實驗問卷結果顯示台灣的道路使用者較常利用「車輛速度（即車輛動態）」當作對

方駕駛看到自己的依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機車騎士、小客車駕駛的道路經驗中，「手勢目

光」作為判斷依據的比例相較於行人經驗大幅減低，取而代之的是「喇叭與閃光」，如表 2。 

表 2三類用路人判斷對方車輛駕駛看見自身之依據統整	

依據\用路人 行人 機車騎士 小客車駕駛 

車輛明顯減速 86.2% (44) 79.4% (31) 90.6% (29) 

駕駛手勢或點頭 64.7% (33) 41% (16) 50% (16) 

與駕駛四目相接 41.1% (21) 23% (9) 21.8% (7) 

喇叭或閃燈 31.3% (16) 51.2% (20) 71.8% (23) 

（三）自動化車輛資訊特點重要性評價 

自動化車輛資訊特點重要性評價部分共有 51 人填答，結果如表 3 所示，有 33 人認為資訊

最好「離我一段距離就看得到」，資訊色彩問項中，34 人認為「簡潔單色」最佳，另外也有人提

供其他意見，例如「依周遭環境變換資訊顏色」、「依緊急程度變換資訊顏色」。同時也有 34 人

希望資訊能有「圖像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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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自動化車輛資訊特點重要性評價統整 

資訊及遠度 

資訊特點 距離我 30公尺顯示 遠方就顯示 距離我很近時顯示 

百分比 64.7% (33) 27.4% (14) 7.8% (4) 

   

資訊顏色 

資訊特點 簡潔單色 2種以上顏色搭配 其他 

百分比 66.6% (34) 23.5% (12) 9.8% (5) 

 
資訊輔助 

資訊特點 圖像輔助 音效輔助 語音敘述輔助 文字輔助 其他 

百分比 66.6% (34) 39.2% (20) 37.2% (19) 25.4% (13) 3.9% (2) 

伍、結論與後續 

根據網路問卷進行台灣道路使用經驗調查，可發現「不禮讓的車輛」、「無號誌路口」是降

低用路人安全感的主因，並且在情境問答中，三類道路使用者皆以「禮讓對方車輛」為最優先

的穿越馬路原則，這些結果皆呼應警政署所提出的台灣汽車駕駛「不禮讓」的駕駛習慣，在無

號誌的路口處更容易發生交通事故。而「不禮讓」的駕駛習慣也使台灣用路人有別於國外文獻

所述的「眼神交流」，更傾向利用「車輛速度」作為判斷車輛是否注意到自己的依據，這也反映

在「期望自動化車輛提供的車輛資訊」問項中，受測者期望車輛能提供「偵測到我」、「車速」以

及「是否禮讓」的資訊。 

綜合上述，未來自動化車輛首要解決如何提升台灣用路人對車輛的信心，且維持流暢的交

通環境。自動化車輛於無號誌路口的行車資訊顯示介面設計要素，根據問卷結果，包含（一）車

輛的資訊顯示需要有足夠的緩衝時間讓人車雙方達成共識；（二）資訊簡潔單色配置或兩種以上

色彩搭配，需進一步實驗驗證；（三）以「車速」、「偵測行人」、「禮讓與否」為資訊的主要內容；

（四）車輛資訊可以利用「圖像」及「音效」作為輔助。本研究將根據上述設計要點，並參考

Lagström 等人（2015）的車外顯示介面 AVIP，重新設計車輛資訊顯示介面樣本，如圖 4，以供

後續實驗驗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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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車輛資訊顯示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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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科技時代的演進下，人們與廚房家電的關係不在如以往單一。本研究透過一家油煙機和瓦斯

爐品牌家電進行使用者研究調查，從服務旅程圖逐一探查用戶的整體體驗。初期以問卷量表取

樣，與業內專家進行非正式訪談，依此建立初期假設和訪談架構，接著以質性研究手法進入田

野調查，包含：走訪用戶家訪談、與一線服務人員對談、進入賣場觀察，並與後勤人員進入用

戶家中了解安裝與維修情況，最終歸納總結出用戶對品牌服務、使用體驗、以及選購前的決策

變化和實際購入後的體驗差異。本研究指出在探討煙灶的整體服務創新上，我們應該以家庭為

單位，從家庭的角度劃分出不同的脈絡情境。而在以使用者的立場，我們則需要將舊有的煙灶

行為和程序，逐一細分，才有機會提出真實契合的產品，將有助於煙灶產品的創新開發。 
 

關鍵字：使用者研究、廚房家電、人物誌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the relationship of people to their kitchen is not 
as simple as the pa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user experience towards a range hood and gas stove 
appliances brand and examines the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service and user expectation in the journey. 
We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and informal interview with experts in the field to formulate interview 
questions. We conducted a qualitative field survey, includ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user in 
their house, informal interview with store clerk, shadowing users in the store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installation and repair service.  

By analyzing via persona and generalizing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filed survey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at famil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unit in applying the whole service innovation 
to meets the user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In this way, we should redefine the process of the 
kitchen from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Keywords: User Research、Kitchen Appliances、Per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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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背景與動機 

在華人文化中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維，因此廚房事務多由女性職掌，負起料理

一家人的飲食(許聖倫, 夏鑄九, & 翁註重, 2004)。在這種情境(scenario)下，我們可以藉由以使用
者為中心的創新導向為這樣的料理角色進行需求性的人物誌探索(Kerr, Tan, & Chua, 2014)，不
過隨著新世代人們的交替，廚房不在只是一個烹煮空間，它涉及到居住成員的社交和使用習性

(曾明敬, 2011)，但這也導致了廚房不再侷限單一人的使用情境，共居的人們皆可依需求而使用，
對企業來說，這種超過一人且不同需求下的器物共用特性將難以界定誰才是真正的使用者。 

從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潮流開始，企業不再以功能性角度作為單一產品的開發，而
是以人為本，從使用者的角度探索整體體驗(Brown, 2008)。另一角度則是從服務為創新導向，在
既有的產品性能下，提升服務本身，也就是將產品和服務同等重視，這也帶起一波體驗經濟。

回頭檢視廚房在家庭空間的地位變化，也迫使相關產業者重新思考人、產品、以及串連兩者的

服務，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故，我們運用顧客旅程圖拆解並檢視每個接觸點，從需要、選購、

安裝、使用、維修等等，但誠如第一段所言，每個接觸點的使用者未必相同與連續的，因此在服

務創新上，更是難以評估創新成效。本研究試圖釐清在廚房家電領域中以使用者為中心與服務

創新下該如何以應對。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以質性研究方式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進入人們的居住領域，以此探索人與油煙

機和瓦斯爐(以下將簡稱兩者為煙灶)之間的關聯，並以某煙灶品牌企業為個案研究分析對象(Yin, 
2017)，藉此釐清人們在整個顧客旅程中遭遇的狀況。本研究將針對以下二點進行研究探訪： 

（一）人們對廚房電器煙灶的真實需求和動機為何。 

（二）釐清使用者在面對現今廚房電器煙灶的使用歷程變化，從選購開始、使用體驗、以及售

前售後的服務體驗變化。 

貳、文獻探討 

在工業設計的產品開發流程，我們以使用者為導向進行設計，使其產品符合使用者期望，

接著在服務創新過程，透過顧客旅程圖(customer journey map)為開端，檢視並重新塑造使用體驗
進行創新改造，其兩者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呼應使用者需求，藉以累加良好的體驗經驗，並延續

產品和服務上的價值。不論是從產品本身或是服務角度來看，都是以人為本的核心主軸。 

國內的廚房家電學術領域可歸納為兩大類：其一，以廚具行業產業的角度出發，探討商業

模式、通路行銷等，並從這些商業方法論回推整體服務模式，提出顧客價值主張(賴宏奇, 2017)。
其二，則是針對煙灶的外觀功能、結構上的人因研究(Bevan, Liu, Barnes, Hassenzahl, & Wei, 2016; 
鄭成利, 2017)，藉以貼合使用上的需求。而這些學術研究中，卻缺失了使用者本身在廚房內的真
實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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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素華(2019)提到目前以使用者為創新導向有三種型態：一是以領先使用者(lead user)為
主，提倡從領先族群驅動創新(Von Hippel, 1986)；其二是以使用者社群創新為主(user 
innovation community)，如：大疆創新與 3D Robotics的無人機之爭，前者正是聚焦使用者社
群，貼合使用者所需而突破市場格局；其三則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 centric innovation)，讓使用
者成為設計者一環，這三者都是從使用者角度探索真實需求 (歐素華, 2019)。因此，焦點團體
訪訪談成為許多企業的採行方式，但廚房是一種空間概念，即便使用者找來了，卻也失焦了使

用者在工作場域的脈絡，若是服務創新的角度切入，則不只是使用當下，還包含了購買階段、

和使用以外的服務環節(安裝、維修等等)。 

有鑑於現行的文獻，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底蘊，同時透過人物誌(Grudin & Pruitt, 2002)的
精準分眾，深入每個旅程節點與使用者接觸、訪談、以及觀察，藉以揭露隱藏於其脈絡中的洞

察(Hughes, Somerville, Bentley, & Randall, 1993)。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可分兩大區塊：第一階段為建立假設，以問卷量表等資料做為研究的基礎假設

框架，並同時與供應者，也就是業內專家對話以了解煙灶的服務體系。第二階段進入田野，實

際參與用戶的完整購物流程，抵達用戶家進行深度訪談，藉以了解用戶使用的狀況。最後將蒐

集後的資料彙整，進行逐字稿分析與歸納。 

 

圖 1 研究設計架構 

該煙灶品牌企業為廣泛性了解區域內人群組成，在 2019 年 1 月間分別針對五大城市（上
海、成都、杭州、蘇州、鹽城）進行問卷量表。本研究取樣該量表之個人背景、家庭組成、選購

因素等相關題項，同時與該企業內三位專家進行非正式訪談，藉以了解產業結構、全局現況、

建構初期假設以及訪談大綱。 

1-6抽油煙機購買因素 

品牌名氣 價格 售前售後服務 

外觀設計 清潔的便利性 智能化 

操作便利性 噪音大小 吸力大小 

1-7瓦斯爐購買因素 

品牌名氣 價格 售前售後服務 

外觀設計 清潔的便利性 智能化 

操作便利性 火力大小 節能功效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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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局部）量化問卷取樣項目 

在量化問卷取樣和質性訪談的對象，研究設定在兩個範圍，分別為：25~35歲之間和一年內
已購買煙灶或半年內預計購買煙灶之民眾。結合該煙灶品牌企業的服務，將顧客旅程分為三個

階段：購買、使用、服務。在購買階段，研究者前往各地的門店、賣場和當地的特賣會進行隨行

（Shadowing），並與 14 名銷售員進行非正式訪談；在使用階段，進入用戶家中，完成七大城
鄉 26戶的半結構性訪談；在服務階段，在三大城鄉安排三次與服務師傅共行，藉以了解用戶完
成訂購後的安裝、維修現況。 

    

圖 2 研究執行過程 

在第二階段，本研究將訪談內容轉為逐字稿並逐一彙整分析，取得關鍵的原型人物型態和

用戶關鍵指標，並依此分析出從社會上的家庭結構，另一個則是訪談用戶的家庭人物類型。 

蒐集方式 採訪類型 對象 人數 時數 調查重點 

非正式訪

談 
業內專家 

管理階級（客服主管、設

計主管、產品經理） 
3 8 

了解現行做法、企業內專家對目前產

品和服務的認知與假設。 

半結構式

訪談 
已購用戶 

不限定品牌的一年內已購

煙灶用戶 

26戶

38人 
50 了解購買和實際使用狀況。 

觀察&隨行 
待安裝與維

修用戶 

該品牌之待安裝或維修的

用戶 

11戶 

14人 
16 了解接受服務狀況。 

觀察&非正

式訪談 
銷售人員 

實體店面、特賣會的銷售

員工和該區主管 
14 12 

了解與顧客對談狀況，以及售前服務

狀況。 

觀察&非正

式訪談 

安裝維修師

傅 

負責執行安裝和維修的基

層員工 
3 3 了解服務執行狀況。 

時數總計 72 89  

表 2 田野訪查計畫（2019年 3月~7月） 

肆、研究分析 

一、資料分析 

（一）購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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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取得 980份的有效問卷樣本，從中我們得知用戶在購買當下最關注的項目依序
為：品牌名氣、油煙機的吸力、瓦斯爐的安全性。但在實際訪談當下，除了品牌之外，幾乎每

一受訪者皆表示雖然在乎這三項要素，但卻不是真正選擇購買的主原因。 

上海 張太太：「吸力, 火力?! 哎~我哪會記得（數值各是多少），能用就好，能用就好」 

杭州 饒太太：「其實我也不知道火力、吸力和料理有什麼關聯，但看到的就是這樣～ 」 

蘇州 陳先生：「有品牌的，火力吸力也相對有保障吧! 」 

（二）使用階段 

本研究發現隨著時代演進人們在使用煙灶的流程和扮演的角色開始有不一樣的變化。在過

去我們會將「購買、料理、清潔」視為同一人使用煙灶的完整流程，但真實狀況卻會拆分並重新

組合，並且由不同人獨立完成。因此，從原有的流程，再細分出三種新型態的程序。而在人的部

分則透過行為將用戶分為三種類型：購買者、料理者和清潔者。其中，特別是被獨立出來的清

潔部分，研究訪談發現，越來越多用戶傾向將清潔外包給專門的清潔團隊負責，甚至部分用戶

在購買初期會將清潔視為重要的抉擇因素。 

1. 購買者：所謂的購買，不是付錢的那位，而是具有影響決策的人。 
2. 料理者：所謂的料理，不是泡麵、加熱菜，而是準備給一家子吃的兩菜一湯、三菜一湯。 
3. 清潔者：所謂的清潔，不是抹布一抹的那種，而是使用清潔劑、 拆卸零部件等正式清潔。 

    

圖 3 拆解煙灶的使用流程（左）和六種行為人物原型（右） 

當我們將每個行為節點和流程拆分後，重新描繪便可發現六種基本與煙灶相關的人物類型，

分別為：全能者、購物者、料理者、購買&料理者、料理&清潔者、清潔者，參見圖 2。這六種
人物型態也符合本次所有受訪者，在每個人物型態也都有各自對應的典型代表，如：料理者對

應著青年型和興致型、料理&清潔者對應著中國好婦女…等等。我們應針對這些類型，在專屬他
們的使用情境進行需求創新設計，並依此展開設計藍圖，如：純粹的購買者，容易隨心所想的

依個人意願購買，但負責料理或清潔的人物類型，會在購買階段考慮更多的使用細節，並更認

同功能上的實用價值。當我們為每個行為節點的用戶進行流程規劃和設計細節（建立 Storyboard 
或 User Stories）， 如此最終的產品設計才會更貼近用戶的真實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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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階段 

在上一階段，我們透過拆分行為和流程得到六種人物類型，藉以在產品功能開發上有新的

創意契機，但是回到服務階段，研究發現我們必須整歸為一體。因此，在問卷量表取樣和質性

訪談的交叉比對下，研究彙整出四種家庭結構，分別定義為：穩穩用家庭、高大上家庭、能用就

好家庭、CP取向家庭。而在質性訪談中，我們歸納三種家庭世代，本研究定義為：青輕世代、
青年成家、以及中堅世代。 

   

圖 4 四種家庭結構（左）和三種家庭人物原型（右）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指出在探討煙灶的整體服務創新上，我們應該以家庭為單位，從家庭的角度劃分出
不同的脈絡情境。而在以使用者的立場，我們則需要將舊有的煙灶行為和程序，逐一細分，才

有機會提出真實契合的產品，所以當企業得知以上兩者觀點，結合自身的商業策略，將有助於

煙灶產品的創新開發。於此之中，本研究將藉洞察到煙灶對人們的含義，配合前述觀點做更詳

盡的結論論述。 

一、真正需要煙灶的不是人，而是家庭 

煙灶是一種必需，但這種必需是隸屬於家庭之下。人不會因為想要煙灶而去購買或使用，

但會因為家的存在，進一步去購買和使用煙灶。當人們用水波爐端出一桌好菜，你會好奇他買

哪一台和怎麼使用，但是當人們燒出一桌好菜，你不會說煙灶買得好。真正讓煙灶與用戶產生

關聯的，其實是「家」這個概念，我們的視野應該從單人脈絡，轉化為「家庭」脈絡，如此才

有機會探索用戶在不同情境下的真實需求，進而引發創新機會點。因此，當需求不是源自於人

的時候，就會產生用戶痛點。 

  

圖 5 煙灶、家、人，三者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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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戶痛點：他們不知道如何「正確」選擇煙灶，也未必需要知道 

雖然煙灶的基本性能如：油煙機的吸力、瓦斯爐的安全性等為問卷量表最高占比，但在田

野調查階段卻也發現，這僅只是他們關注的一環，不是真正決定購買的關鍵。真正的影響反而

來自品牌效應。 

受訪者表示他們不會同時考慮超過三家或更多的品牌，即便知道其他品牌的煙灶性能較高，

他們依舊只會對所知道的品牌進行有限度的購買。也就是當用戶對品牌的正向認同越高，連帶

也提升對產品本身的信任。如何獲得用戶對品牌的正向認同，則多仰賴生活經驗和經年累月接

觸到的外在資訊。所以，如何有效地長期曝光在消費者的生活周遭是一個關鍵。 

（二）用戶現象： 大部分的用戶不會網羅各大品牌&機型進行比對 

在研究執行過程中，受訪者皆表示他們會直接前往實體店面，不會刻意或有意的預先在網

路蒐集資訊，反而是抵達實體賣場後，透過從銷售員獲取到的資訊，再從手機進行查詢確認。

民眾的目的不脫離以下三要素：「確認選購煙灶時，要注意什麼」、「產品的價位段是否合理」

以及「品牌與產品評價是否正向」。因此，如何讓民眾在使用手機查詢時，取得該品牌或產品的

正向回饋，並使其為納入考量是關鍵重點。在 2019 年麥肯錫的《中國行動消費研究調查報告》
也指出，中國消費者在實體店面用手機進行查詢，有 81%的機率會在該品牌購買。 

二、油煙機和瓦斯爐不同於其他家電的心裡地位 

 為何煙灶隸屬於家庭之下，無法轉為個人想要之需求？本研究發現其根本在於煙灶與其他

電器類有著顯著不同的產品屬性。 

（一）煙灶的隱性負面心理層面，不應以個人型的消費產品規劃 

 擁有煙灶的是「家庭」，當人們開始有擁有家庭時，會為了家購買煙灶。在中國社會中，

之後所擁有家與結婚能有很大關聯性，在本次訪談中，全數受訪者都是因為成家立業而購買煙

灶。然而成家後負責掌廚的用戶，有 78%的人表示是第一次下廚，也就是在婚前從不曾進入廚
房。因此，使用煙灶是為家人，為小孩，為一家子燒一桌菜。這不會是種享受或成就，但也不是

厭惡到極點的感受。因此，面對從不曾用過的東西，也不是主動想買的事物，人們難以用「喜好

的態度」購買。多數人購買的狀態皆處於一種不得不買的「不感興趣的物品」模式。 

因此，在上述這些微妙複雜的心理狀況，被動影響了用戶的煙灶購物行程和使用情境，再

加上煙灶的好壞與料理無明顯關聯，導致不管家中誰去購買都是意興闌珊。或許我們可以說，

壓根沒有人認真的在精挑細選煙灶。 因此，在進行煙灶產品策略或設計時，我們應該避開個人
形式的邏輯，並試圖透過其他方式，並讓人們對煙灶有購買的期待之感。  

（二）煙灶的產品屬性，需重新賦予正向、有效的功能意義 

人們購買一項產品或服務都是為了解決或完成某種任務(Christensen, Hall, Dillon, & Duncan, 
2016)。回過頭對比煙灶與其他家電的用途，可以發現比其他家電讓人們的生活能更 「進一步」
的產生正向效果，如：冷氣機使人們更涼快、自動掃地機器人讓人們免除打掃、洗衣機免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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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手動清潔等等，在此狀況之下，人們選購會專注於該家電如何更增益於他們自身的生活，然

而，煙灶卻完全相反。煙灶的性能好壞與料理好吃無關，雖說可排除油煙和煮熟食物，但完成

這些事的當下，卻產生了油膩髒污的麻煩，這些事情的困擾遠大於煙灶要完成的事情。而更重

要的是，煙灶的任務（飲食）不只有煙灶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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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欲探討以桌上遊戲提升高齡社交之機會，並進一步了解社區高齡者對桌上型遊戲類型

之偏好。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的前期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以及實地參與社區高

齡者的活動以了解高齡者的現況，並透過訪談了解高齡者的休閒遊戲需求，第二階段則以專家

推薦之適合、受高齡者歡迎之桌上遊戲舉行小型工作坊，透過實際體驗中的觀察及半結構式訪

談了解高齡者的遊戲偏好，提出高齡桌上遊戲的設計方向。研究結果發現，(1)不同年齡區間以

及不同教育程度之高齡者所偏好之桌上遊戲類型並不相同，因此在進行相關研究或桌遊設計時

需要進行使用者的定義，以提升研究及設計的品質和適合程度；(2)明確的回饋則是能促進高齡

者的學習動機和參與力，有目標的學習能夠讓高齡者參與的黏著度提升；(3)卡牌尺寸及圖像設

計上也需要針對高齡者進行調整，以提升桌遊與高齡者的相容性。 

關鍵字：高齡者、桌上遊戲、偏好 

 

Abstract 

To discuss this article with table games to enhance soci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community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type of game desktops preference right.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phase of preliminary research, to explore through literature and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person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elderly people, and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casual game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elderly people, places second stage 
experts recommend suit, welcomed by the elderly of table games hold small workshops to understand 
the preferences of the elderly person by observing the actual game experienc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senior citizens proposed design direction table game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different 
age ranges and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 preferred by the elderly are not the same type of table games, 
board games or related research therefore when designing the user needs to be defin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quality and suitability; (2) it is clear feedback to promote motivation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11



and participation of elderly person force, targeted learning allows elderly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urbidity lifting; (3) and image size card design also need to be adjusted for the elderly, to improve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board game with the elderly person. 

Keywords: Elderly, table games, preferences 

壹、前言 

自戰後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於 2014 年邁入高齡，全球高齡人口急遽增加，其中預估

50％高齡者將面臨社會孤立的風險，對其健康產生不利 (Landeiro, Barrows, Musson, Gray, & Leal, 
2017)。截至 109 年 1 月，台灣高齡人口已佔台灣總人口的 15% (內政部, 2019)，這樣的人口組

成發展趨勢，凸顯高齡人口議題的重要及迫切性。世界衛生組織(2002)針對人口老化的趨勢提出

了「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概念，並將之定義為「為提升民眾老年期的生活品質，而盡可能

促進健康，社會參與以及安全等的過程。」，而我國衛生福利部則於 2015 年提出人口白皮書，

積極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進而獲得知識、技能、社交、心態、情緒等各方面的成長與改

變，藉由參與休閒活動延緩老化，並促進身體健康達到「健康老化」(衛生福利部, 2015)。成功

老化的必要因素有能維持身體心理的健康、保持經濟狀況的良好、養成運動習慣的規律甚至找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林志鈞 & 江慧欣, 2015)，由此可知除了維持正常生活之外，社交是成功老

化的重中之重。目前的高齡休閒相關的研究多注重於高齡旅遊(Bai, 2016)、高齡運動等，然而旅

遊卻並非能夠經常甚至每日參與的活動，因此發展其他能夠促進高齡社交的休閒活動是非常迫

切的，例如:娛樂遊戲、休閒活動等。而桌上型遊戲(Board game)(以下簡稱桌遊)是時下十分流行

的家庭、朋友聚會的休閒娛樂媒介，不需要電力或網路就能進行遊戲，對體力以及活動力需求

亦較低，且能夠在室內進行，而多樣的規則玩法則提供了多樣化的娛樂效果及吸引力，並且能

夠訓練腦力以及反應力，在促進社交互動的效果也十分顯著，是非常適合高齡者使用的社交媒

介，但是現在市場上較少針對高齡者設計的桌遊，因此本研究由此角度切入，透過深入高齡社

區和實際的工作坊來了解高齡者偏好的桌上遊戲類型及需求，以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依據。 

貳、文獻探討 

一、休閒活動對高齡者的社交及健康促進 

健康促進的定義是使人們能夠加強對自身健康的控制過程而不再是單指無疾病的概念

(Organization, 2016)，為延緩老化、疾病和社會支出，促進高齡者心理的健康，促使其以自己的

能力帶動社會並進行交流，對個人生活能產生積極影響乃至影響社會，且能有效預防並降低罹

患疾病的機率(Wouterse, Huisman, Meijboom, Deeg, & Polder, 2015)。心理健康注重主觀幸福感、

生活滿意度以及社會及情感的支持(Organization, 2015)，其中及早預防的效益最佳。成功老化係

指高齡者在邁入老年後仍能保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參與休閒活動可以改善身心狀況延緩生理老

化、滿足自我實現需求，並重拾生活重心、提升生活品質，且使情緒能有適當的抒發管道，亦能

強化人際互動，建立新的社會關係、社會角色，促進個人心理、生理及社會的效益(顏童文,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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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達成成功老化除了具備健康的生理、心理與社會關係(蔡詠琪, 2006)，更應鼓勵高齡者

積極的參與休閒活動。 

 

圖 1 成功老化 (Rowe & Kahn, 1997) 

退休後個人休閒時間大量增加，雖然退休緩解了工作壓力及負荷但是也會加速認知的衰退，

而衰退的主因即是失去了社交中心及社交機會(Börsch-Supan & Schuth, 2013)，因為大量減少與

家人以外的人的社會接觸而容易產生社會孤立(Atchley, 1989)。社會參與是指個人在社會網路中

接觸社交圈進行社交互動，藉由人際互動推動眾人以團體的方式關心事務，而高齡者在退休後

所面臨的社交生活、人際互動、自我認同、社會角色減少的狀況可以透過社交來彌補，社交能

幫助高齡者延緩認知功能下降、疾病發生、維持身心靈健康，積極投入則能夠提高互動網路，

重獲自我社會價值、自我肯定等(Aichele, Rabbitt, & Ghisletta, 2016)，並創造新的社會價值，促進

多方之健康福祉並減少疾病風險(Scharlach, 2017)。 

高齡者在參加休閒活動中能獲得自我表達、友誼維持、休閒權力的象徵、身心安全、心理

補償、社會服務、精神激勵、遠離孤獨等八種效益(Kraus, 2000)，可以改善身心狀況、滿足個人

需求，重建生活重心，消除潛藏壓力，得到愉悅體驗，促進心理、生理及社會的效益，可以釋放

能量，放鬆情緒，紓解潛藏壓力，增進身心健康(Ragheb & Griffith, 1982)，提升生活滿意，減少

晚年危機，促進成功老化；因此休閒活動為促進高齡者成功老化的一個重要因素(Ahola, 1980)。 

二、遊戲導入社交 

在遊戲中加入社群因素能提高高齡者對遊戲的參與度，因為高齡者會想要與家人或朋友分

享或是邀請其加入遊戲 (De Schutter, 2011; Loos & Zonneveld, 2016)，與家人朋友間也能夠擁有

共通的話題及樂趣，甚至能產生競爭、互助的正向效果。遊戲能夠使參與者發展創造力、訓練

情緒能力、穩定力等 (Piers & Landau, 1980)，且遊戲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活動，在參與的過程中

不可避免地必須要學習遊戲的規則、知識等，且遊戲能夠提高參與者的決策能力(Trollinger, 1979)，
近年來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逐漸盛行，遊戲的過程中參與者可以全心融入遊戲所帶

來的情境體驗中，並產生心流進而在參與遊戲的過程中自然地學習新的知識或技能(梁朝雲、陳

德懷、楊淑卿、陽接期，2008)。桌上遊戲泛指在桌面或一平面上不需要依賴電子設備和電子產

品所進行之面對面遊戲，桌遊依其使用的工具，大致可分類為「圖板遊戲」(Board game)、「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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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遊戲(Card game)」、「骰子遊戲(Tile-based games)」及「紙筆遊戲」等四種類型，然而許多桌遊

可能同時運用多種不同的工具，甚至是我們較常見且熟悉的麻將、撲克牌、象棋、拼圖，或是透

過紙筆就能進行的圈叉遊戲、賓果遊戲，皆屬於桌上遊戲的範圍 (許于仁 & 楊美娟, 2016; 蔡
佳玲, 2013)。桌上遊戲不僅是一種休閒遊戲，更是一種可以做為與他人進行社交或建立情感的

一種媒介，相較於其他遊戲媒介，桌上遊戲更注重多重思維、語言表達等能力，且桌上遊戲的

情境、角色扮演、反饋等特性能提升學習成效，對高齡者的正向老化有顯著的正面效果(李新民, 
李宜蓁, & 鄭博真, 2017)。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調查分為兩個階段，(1)前期調查：本研究訪談 12 位社區高齡者、2 位社區管理人

及 2 位專家，目的是為了解目標對象之現況，本研究使用參與式觀察法深入場域了解高齡者的

場域及活動現況，再透過半結構式訪談(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了解高齡者休閒活動需求調查，

並以問卷調查了解目標場域高齡者對桌遊的接觸情況以及接受程度，並進行歸納、整理，最後

進行專家及利害關係人訪談找出機會點，做為第二階段工作坊活動內容設計的依據；(2)高齡者

遊戲化休閒活動工作坊：舉辦桌上遊戲體驗之參與式工作坊並邀請 8 位高齡者，讓高齡者實際

參與桌上遊戲活動，並透過觀察法及半結構式訪談，了解高齡者對桌上遊戲的偏好、需求與期

望，邀請 2 位高齡相關研究者一同進行親合圖法分析，提出高齡者桌遊設計之方針。 

肆、研究結果 

根據上述實驗階段蒐集之資料，本研究先進行高齡者參與休閒活動之需求及動機進行分析，

而後整理桌遊偏好問卷整理之結果，提出高齡桌遊設計之建議，詳如以下說明。 

首先將前期調查之訪談資料進行逐字稿整理，卡片化後邀請兩位高齡相關研究人員共同進

行親合圖法分析，找出影響高齡者參與桌遊活動的關鍵因素，分析歸納後得到六大關鍵因素：

「參與動力」、「資訊來源」、「活動目的」、「活動內容」、「遊戲偏好」以及「挫折」，整理結果如

下圖 2，依據高齡者反饋之需求強度劃分大小，圓圈越大表示其影響高齡者之程度越高，而相對

位置無特殊意涵。以下針對活動前、中、後進行關鍵因素分析： 

一、參與社區活動前 

參與動力以及資訊來源對高齡者主動參與的意願影響最大，參與動力主要體現在參與這個

活動後可以「得到什麼」，若是能夠學到知識、增加動腦機會、運動、使環境乾淨等有顯著實用

效益的，會使得高齡者的參與意願大幅提升；而高齡者獲得知識的資訊來源多源自電視、家人

以及社區課程，亦有部分高齡者會透過手機或網路來獲取資訊，但是十分少數，要如何有效宣

傳使高齡者理解社區活動的資訊是促進社區活動的重要因素。 

二、參與社區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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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目的和內容會影響高齡者的參與動力和積極度，其中以運動和社交為目的的社區活

動對高齡者的吸引力最大，而活動內容則是桌遊、打掃鄰里、料理教學等對高齡者的吸引力較

大，由此可知對社交促進效果顯著的遊戲類活動以及對自身環境付出勞動的活動對高齡者的吸

引力較強。 

三、參與社區活動後 

社區活動的類型對高齡者持續參與社區活動的影響甚鉅，其中遊戲中所造成的挫折感是讓

高齡者退卻的主因，活動內容太過艱澀、文字過多都會造成高齡者不願意持續參與，另外學習

成效低落也會促使高齡者不願投入時間參與，因此要選擇高齡者偏好的遊戲活動內容，例如：

健康知識學習、記憶力訓練、看圖想像等，並輔以大量的圖像化、去文字化，才能夠讓高齡者願

意持續參與社區活動。 

 

圖 2 高齡者參與社區活動之關鍵分析 (本研究繪製) 

另外，桌遊體驗工作訪之問卷結果，社區高齡者較喜歡說書人及拉密兩款桌遊，而從高齡

者的背景資料來看，年紀落在 65~70 歲間的高齡者較喜歡拉密，而 71~80 歲間的高齡者則較偏

好說書人；而從教育程度來看，教育程度為國中的高齡者，較偏好拉密，而高中以上學歷的高

齡者則較偏好說書人；性別方面則沒有明顯差異。根據訪談回饋，高齡者喜歡說書人之原因為

高齡者認為此款遊戲能刺激大腦想像，而且能夠訓練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另外遊戲規則也十

分簡單易懂，但亦有高齡者反應部分卡牌圖片他們無法理解；而根據研究人員觀察，高齡者在

參與說書人這款桌遊時的投入程度是最高的，並且能夠在大家見解不同時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溝

通，取得和他人的共鳴及認同，甚至有開啟話題的趨勢，因此在社交促進的方面，說書人是四

款桌遊中最有效的；而拉密則是因為規則簡單，又有配對、視覺搜尋、策略等內涵，高齡者認為

有訓練大腦邏輯思考的效果，加上牌面只是不同顏色的數字，辨識十分簡單也不易混淆，規則

又和撲克牌、麻將有部分相近，所以在操作遊玩上非常容易上手；根據研究人員觀察，參與拉

密時，起初高齡者還是需要有人在旁協助指導，但是進行一輪後就能自主參與，對數字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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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很高，但是亦有明顯缺點，在拿取、擺放時因為牌組尺寸較小、輕薄，所以高齡者容易失手

掉落，在進行途中撿牌次數不少。 

而桌遊類型偏好調查問卷之統計結果，高齡者較偏好記憶類、邏輯類以及視覺肢體整合類，

與工作坊所得之結果相近，拉密及說書人即符合高齡者桌遊偏好得分較高的類別，而工作坊所

使用的反應類桌遊《醜娃娃(Ugly Doll)》，在訪談中高齡者普遍認為此遊戲較為無趣，此部分也

與調查問卷之結果相符。 

伍、結論 

一、不同年齡及教育程度之高齡者的桌遊偏好不同 

從統計資料來看，年紀落在 65 到 70 歲間的高齡者較喜歡拉密，而 71 到 80 歲間的高齡者

則較偏好說書人；因此可以歸納出 65 歲到 70 歲以的高齡者較偏好策略、觀察、決策類的桌遊，

而年齡落在 71 到 80 歲間之高齡者則較偏好想像、圖像辨認、溝通表達類之桌遊；從教育程度

來看，教育程度為國中的高齡者，較偏好拉密，而高中以上學歷的高齡者則較偏好說書人。因

此可以歸納出教育程度國中的高齡者較偏好策略、觀察、決策類的桌遊，而教育程度為高中之

高齡者則較偏好想像、圖像辨認、溝通表達類之桌遊。 

二、明確的收穫可以提升高齡者參與社區活動的動力 

若是讓高齡者了解參與活動後，可以學習或獲得知識、健康等效益，能夠有效提升高齡者

的參與動力以及自主持續參與的吸引力，特別是能夠促進自身健康、身體機能、增加社交的活

動對高齡者的參與度之影響最高。 

因此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及高齡者桌遊設計，可以針對不同年齡區間或是教育程度選擇桌遊

設計的類型，並且在遊戲內容設計中加入知識學習或是健康訓練等元素，提高對高齡者的吸引

力及參與動力，並在卡牌尺寸及圖像設計上調整為適合高齡者的樣態，藉此提升高齡者的接受

度和喜好度，以增強高齡者主動遊玩的動機，並提升遊戲黏著度，達到提升高齡社交活動之頻

率及質量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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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動能增進高齡者的身體健康，其中訓練上肢力量與握力能幫助高齡者維持日常生活。握

力器是常見握力訓練器材，適合高齡者使用，但市面上未有針對高齡者設計的握力器，且回饋

不足，故有相關研究加入數位遊戲進行握力器設計。本研究先經由文獻探討找出適合高齡者的

握力訓練方式，接著根據實驗時的觀察與訪談，得知高齡者在使用握力器和握力遊戲時的問題

與喜好，整理歸納出 6 項握力器設計元素（尺寸、形狀、材質、彈力、敏感度、其他）與 7 項

握力器遊戲設計元素（圖案、顏色、聲音、操作、關卡、得分、其他）。最後以握力環結合微動

開關與 Arduino 提出握力器設計，以 App Inventor 開發握力遊戲設計概念。 

關鍵字：高齡者、握力器、數位遊戲、握力遊戲 

 

Abstract 

Exercise can improve physical health of elderly. Training upper limb strength and grip strength can 
help elderly maintain their daily lives. Hand gripper is a common grip training equipment suitable for 
elderly. However, there is no hand gripper designed for elderly on the market, and the feedback of the 
hand gripper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 relevant research has added digital games for the design of 
gripp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the grip training methods suitable for elderly through 
literature discussion, and find the problems and preferences of elderly in the use of hand gripper and 
grip game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n summarizes 6 hand 
gripper designs elements (size, shape, material, elasticity, sensitivity, other) and 7 grip game design 
elements (pattern, color, sound, operation, level, score, other). Finally, the grip ring is combined with 
the micro switch and Arduino to propose a hand gripper design, and App Inventor is used to develop a 
grip game design concept. 

Keywords: Elderly, Hand gripper, Digital game, Grip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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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背景與動機 

醫療科技的進步延長了人類的壽命，連帶產生了全球性的高齡化現象。根據聯合國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定義，60 歲以上為高齡者，當 65 歲以上人口達總人口數的

7%，便稱為「高齡化社會」，台灣已於 1993 年時進入高齡化社會。而人口老化伴隨的隱憂是

身體的老化。缺乏運動會造成肌肉量下降。隨著肌肉的流失，身體的心肺功能、活動力與肌耐

力也逐漸下降（林慧淳，民 104）。 

根據研究顯示，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任務需要依靠上肢完成，透過訓練上肢力量，對高齡者

維持正常生活起居有莫大助益（謝宛玲、陳亮恭、何鍾佑、胡曼文、高崇蘭，民 99）。而在眾

多訓練方式中，使用握力器進行握力訓練就能增強上臂肌肉，提升上肢力量（秦秀蘭，民

104）。然而市面上的握力器多設計給青壯年族群使用，未有針對高齡者設計的握力器，且訓練

時的回饋不足以吸引高齡者使用，難以激發高齡者使用握力器訓練的意願，為改善此問題，相

關研究結合數位遊戲與手部訓練，並達到良好回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透過文獻探討找出較適合高齡者的握力訓練方式，並透過讓中高齡者使用市面上

的握力器訓練遊戲產品，以訪談方式了解高齡者使用握力遊戲時的問題，並找出適合高齡者的

握力訓練遊戲，最後歸類高齡者偏好之握力器與握力遊戲元素。故本研究將針對以下列三項進

行探討： 

一、觀察並探討高齡者使用握力器與握力遊戲時的問題 

二、 整理出給高齡者的握力器與握力遊戲元素 

三、 提出給高齡者的握力器與握力器遊戲設計概念 

貳、文獻探討 

一、高齡運動 

運動能提升高齡者身體機能，並減緩老化速度（謝宛玲等人，民 99）。研究證實，阻力運動

（resistance exercise）可以增加體弱高齡者的肌力（吳雅汝、周怡君、詹鼎正，民 103）。對於提

升高齡者的肌肉量、肌力有實質幫助，並增加高齡者日常生活能力與運動的安全性（蔡政霖、

周峻忠，民 97）。為避免超過身體負荷產生的運動傷害，訓練一開始應使用低重量，再依照訓練

效果和自身狀況，逐漸增加或調整訓練重量與強度（王進華、陳慕聰、何國龍，民 97）。 

二、握力訓練 

常見的握力訓練方式有硬舉、引體向上、農夫行走、握力器和彈力帶等。握力器是常見的

握力訓練器材，體積小、方便攜帶，使用時分單手、雙手、上握、下握等不同鍛鍊方式，入門門

檻相對較低，適合各年齡層使用。美國退休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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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力器的使用方式為：每周三次，每次 12-15 分鐘，一次擠壓 2 分鐘，使用一般 10-20 美元的握

力器即可（Szokan, N., 2015）。 

三、常見的握力器種類 

市面上的握力器可分為傳統式、可調式、多指點式與電子式。除了電子式握力練習器之外，

前三者皆無給予使用者人機介面的資訊回饋，使用者無法判斷自身握力狀況（翁志明，民 100）。
另外，除了上述文獻所提的四種主要握力訓練器，目前市面上另有以彈性材質製成的實心握力

球，形狀多為蛋型、球型或其他造型，有些表面有粗糙紋理或突起以增加摩擦力，在使用時無

法得知握力大小與訓練效果。 

表 1 常見握力器種類 資料來源：修改自(翁志明，民 100) 

   種類           實物舉例 

傳統式握力練習器  

可調式握力練習器  

多指點式握力練習器  

電子式握力練習器  

握力球、握力環  

四、握力訓練結合遊戲 

林聖（民 105）針對 50 歲以上族群，針對特定手部動作，進行多功能手部訓練遊戲設計，

並證實遊戲式複合訓練有助於手部保健；古兆鈞（民 106）結合行動裝置與穿戴裝置，針對握力、

上肢擺動、伸展運動開發上肢訓練遊戲，經過觀察與訪談後發現，訓練遊戲若具備多樣化與競

爭特性，會提升高齡者持續使用該裝置之動機。 

五、高齡者與數位遊戲 

相關研究發現，透過有組織的刺激或學習計劃為高齡者提供使用數位遊戲的機會時，他們

大多數都表示感興趣，且這種玩法可以產生許多好處，包括提升他們的感覺運動速度和豐富他

們的社會性和教育性（Ijsselsteijn, Nap, de Kort, & Poels, 2007）。高齡者玩數位遊戲，除了能紓

壓、釋放情緒，還能透過不斷自我挑戰建立自信心與成就感，在遊戲選擇方面，高齡者對操作

簡單、有挑戰性，能獨自遊玩又具娛樂性質的遊戲較感興趣（徐以臻、陸清達、王玲玲，民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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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流程 

實驗開始前，先告知受測者實驗目的並請受測者簽署實驗同意書，接著填寫基本資料。實

驗開始後由攝影機全程記錄手機螢幕畫面與受試者的手部動作，實驗共有兩項任務請受試者操

作。第一項任務為使用握力器並搭配三種類型的互動圖樣（球、雞蛋、罐子），第二項任務為操

作選定的握力遊戲（新春鞭炮、跑步、藥不能停），任務圖樣依序如圖 1 所示。遊戲前由施測者

親自示範直到受測者了解並開始操作為止。兩項任務均結束後，以表 2 的訪綱進行訪談。 

 

 

 

 

圖 1 任務一的互動圖樣與任務二的握力遊戲 

表 2 訪談大綱 

二、實驗器材與實驗對象 

實驗器材有 oriori 握力球、oriori 握力 App、Decathlon 可調式握力器、ASUS_Z01KDA 智慧

手機、手機架、攝影機、筆、記錄紙，研究進行時全程錄影與錄音，如圖 1。實驗對象招募 6 位

60 歲以上，無行動不便、無重大疾病且無手部功能疾病的男性和女性受試者各 3 位。 

 

 

 

圖 1 oriori 握力球、握力遊戲與實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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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樣本資料 

受試者有 3 位男性（代號 A、B、C）與 3 位女性（代號 D、E、F），受測者資料如表 3。 

表 3 受測者資料 

二、觀察與訪談後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欲了解高齡者使用握力器與握力遊戲的喜好，因此挑選有握力遊戲的握力器：oriori
握力球讓受試者操作，並進行訪談。實驗後將 6 個樣本的錄音檔轉為逐字稿，從中梳理受測者

對問題的想法，並依照答句中的關鍵字進行分析，整理出握力器與握力器遊戲的設計要素，以

下以握力器外觀將 oriori 球型握力器簡稱為（蛋型），Decathlon 可調式握力器簡稱為（V 型）。 

（一） 握力器設計要素 

1. 尺寸 

「（蛋型）不錯，可以啦，不過大一點可能會比較好，因為我的手掌大，如果再大 1/3 會更

好」（受試者 B），對於手掌長寬接近 20cm×10cm 左右的男性，oriori 握力球 68*42*44mm 的尺

寸可能太小；對於女性來說「（蛋型）大小 OK 啊」（受試者 D）。 

2. 形狀 

女性覺得「這個（蛋型）形狀很好啊，很適合啊，很適合人體工學」（受試者 E）；部分男

性覺得可以加長握力器兩端「假如這個上下可以出來，我們兩個可以定住的話，這個比較可以

容易用力」（受試者 A），故可將握力器形狀設計為橢圓形接近桿狀的造型方便操作，且外型要

具有親和力和安全性「…帶這個（V 型）好像要打戰一樣，像釘槍很恐怖」（受試者 C）。 

3. 材質 

可使用親膚材質作為手掌接觸表面「我覺得他這個（蛋形）質感就是滿親膚，像矽膠的那

種」（受試者 D）。 

4. 彈力 

oriori 握力球內部為蜂巢狀結構，利用矽膠本身彈性壓迫內部秤重傳感器，藉由形變產生訊

號。有受試者表示「（蛋型）彈力不夠，彈力不明顯」（受試者 F），可增加一些握力器的彈性。

可以嘗試增加按壓行程「握的話這個（V 型）比較好握，可以比較好用力…這個（蛋型）用力距

離比較短，這個（V 型）用力可以比較長」（受試者 A），使用 V 型時「…就會感覺說我真的使

力到極點，那個深度，深淺度我能夠掌握的到」（受試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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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敏感度 

有受試者表示「（蛋型）握起來是很舒服，但是我感覺到我有握，但是我的反應感覺上，敏

感度不那麼強」（受試者 F），可提高一些按壓時的敏感度增加捏握時的回饋感，例如增加回彈彈

力，讓操作者感受到有壓到底的實感。 

6. 其他 

可考慮使用左右兩手的配置「左右二都有的，練兩手會比較平均」（受試者 C），平衡兩手

握力。可考慮左右手搭配操作「…所以應該兩隻，可以互相搭配，他們兩支其實也可以設計不

一樣的東西」（受試者 C）。可考慮直接讓握力器有音效「…他有聲音，按下去他本身就會叫或是

有其他節奏，比如說有樂器的聲音或是打鼓或是什麼」（受試者 C）。可考慮攜帶方便「…這個是

攜帶方便，放包包、等公車、坐捷運…有時候跟人家喝咖啡沒事拿起來握一握」（受試者 D）。 

（二）握力遊戲設計要素 

1. 圖案 

以生活中常見物件進行設計。可以加入明顯的形體變形「阿這個罐子它腰部會伸縮伸縮，

這有韻律啊，就像你在捏這個的韻律」（受試者 C）以及線條變化「因為他有裂縫…他的裂縫越

多我們就越開心，哈哈哈，我會覺得說，我要把你掐破了！」（受試者 D）。 

2. 顏色 

圖案的顏色較為主觀「我很喜歡綠色，就好像我在草地上走路一樣」（受試者 E），可以以該

物件於生活中會出現的顏色顯示即可。優先選用明亮、鮮豔的顏色「…然後色彩要鮮豔，才會，

才會開心，就是說色彩鮮豔一點你的心會亢奮」（受試者 D）。 

3. 聲音 

選用該物件於生活中會出現的聲音，越真實越好，例如雞蛋裂開聲「聲音很逼真」（受試者

B）。鼓勵性質的音效有助於增加玩家突破關卡的信心，例如加油聲「它會增強我信心，會握得

更有力，會增加我信心，感覺聲音還有那造型，都會讓我很想再前進」（受試者 F）。 

4. 操作 

必須考慮中高齡者的反應速度，預留捏與握的動作間隔。遊戲節奏不可太快，必須適中，

例如操控的角色移動速度要適中「第三個這個（藥不能停）就有點難，因為它太快了，我們反應

沒辦法那麼快，要握這個又要去看他這個圖案，所以這個可能年紀大了好像沒有像年輕人那樣

反應那麼靈敏，會比較遲緩」（受試者 C）。可考慮加入有韻律的捏與握動作，例如搭配圖案或聲

音的律動「這一種他，手臂這樣有那罐子這樣的動作，跟你的這個韻律，有動感」（受試者 C）。
除了純粹捏握之外，可加入一些有技巧性的動作，增加挑戰「這個（藥不能停）還有點技術，這

個（跑步）比較沒技術，這個靠體力，等於像真的跑 1500 一樣，好累」（受試者 A）。 

5. 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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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不能太難「不要那麼難…太難的話就不想玩了」（受試者 D），可以依難易度分級。每

個關卡必須有變化且有挑戰性「這個（藥不能停）會，比較變化多，比較有變化」（受試者 A）。 

6. 得分 

得分門檻不能太高。得分條件可依不同物件區分，例如吃到不同的東西代表不同得分「就

是說都是東西，但是分數會不一樣，阿吃這個會幾分吃那個會幾分」（受試者 D） 

7. 其他 

受試者們會使用握力遊戲的動機都不同，有的「會為了玩遊戲去訓練」（受試者 A），有的

「…在家都沒事的話可以，手動一動的話會促進腦血液循環…」（受試者 B）。設計遊戲時可加

入訓練手眼協調、專注力「對啊，練習反應、專注力」（受試者 F）、敏捷力和腦力「可以激盪一

下腦力不錯」（受試者 E）等要素。在遊戲開始前說明遊戲對身體的好處可增加遊玩意願「…對

你有好處的話當然會想要（玩）」（受試者 D）。 

三、握力器與握力遊戲設計概念 

根據討論結果，選用市售的 40 磅（約 18 公斤）握力環進行改造，將微動開關埋入握力環

中，搭配 Arduino 和 HC-05 藍芽模組進行程式設計。當握力環被按壓時，會觸發微動開關控制

APP 遊戲角色的移動方向，開關按下與放開會產生聲音，滿足握、放時的回饋感，如圖 2。 

 

 

 

圖 2 改良後之握力器概觀與操作方式 

握力遊戲採用藥不能停做為參考範本，使用 MIT APP Inventor 進行遊戲設計。遊戲開始時，

首先告知玩家遊玩此遊戲的好處，接著說明遊戲方法。玩家可依自身狀況和喜好選擇關卡。不

同等級中所遇到的得分物件與障礙物皆不相同，物件皆選用生活中常見物體設計，並採用鮮豔、

高對比色彩。關卡說明部分，以簡單關卡為例，當麻雀碰到蘋果可得 1 分，碰到葡萄可得 2 分，

碰到邊緣的鋸齒扣生命 1 命；通關條件為獲得 20 分，若玩家生命被扣至 0 則遊戲結束。 

 

 

 

圖 3 改良後之握力器遊戲概觀（以簡單關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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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觀察和訪談，整理出適合高齡者的握力訓練、握力器與握力遊戲。

握力器設計須考慮尺寸、形狀、材質、彈力、敏感度等。握力遊戲設計要考慮圖案、顏色、聲

音、操作、關卡、得分等。訪談過程中發現個人喜好會對資料有所影響，建議可增加受測者人數

降低個人主觀意見的影響。初步設計的原型較為粗糙，可再針對相關細節進行修改。未來將會

以設計的概念原型進行實驗測試，驗證此握力器與握力遊戲的設計是否適合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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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8,  the two idol nurturing reality programs that produced after the Korean TV show 
“Produce 101” , which called “Idol Producer” and “Produce 101 China” caused a heated 
discuss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Until now, such programs have become a mainstream TV 
program type in China and also have developed huge derivativ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is 
research, authors use in-depth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view to explore the forms of fan 
engagement in the idol nurturing reality programs context, and finally find 11 forms of online 
fan engagement, than divide them into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vertical involvement, 
diagonal interaction, horizontal intimacy and horizontal influence. After constructing the 
scale, 306 valid samples were receiv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on 
online fan engag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ns under 20 years old engag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fans between 20 and 30 years old, and female fans only engag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male fans on vertical involvement.  

Keywords: Idol Nurturing Reality Programs, Fan Engagement, Customer Engagement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27



 

Hallyu

9 Mnet Produce 101 PD 9

PD
101

 

（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Hou, 2018) PD
（ t 


 

PD
1

2 3
 

 

 

2016
2018

101 t

0 Produce




ĤYuille, 2012ĥ
2004 1.0 2012

The voice 2.0 （

； n 2018
101 3.0

（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28



（ 1990


 ĤFuhr, 2015ĥ
（ 9

WIN: Who Is Next Sixteen 2016 Mnet
Produce 101 101

11 Produce 101 2017 Mnet
2018 AKB48 Produce 48 2019 Produce X 101

CJ E&M Produce 101 
Japan  

2015 （

2018

 101

50 150 ĤŻƯ�� 2018ĥ 2019
1 2019 2020 2

2020 （ 、

1300 ĤƼǎƴĿ��2018ĥ

 

t

（

M M （

ĤGupta, Pansari, & Kumar, 2018ĥ M

： ：

： t van Doorn

 : M

t 2009 Spro t t t M

ĤBESCĥ 
 M t Brodie
2011 t  

 

Masayuki 2014 （

PD
（

ĤZhang & Negus, 2020ĥ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29



：

t  

RussellĤ2004ĥ
： GuoĤ2018ĥ Russell




Vertical involvement Diagonal interaction ： Horizontal 
intimacy Horizontal influence

（ （ ：

： （

 

：

：

0: 

H1: a b ：

c d  

H2: a b ：

c d  

 

 

PD
。 （

PD 320
9 306

ŤŒ

ŗŤ�
ĬŤ

İǓƾƂƠƉǀ

ůŪƉǀĤaĥ�
ƹśǉİƈĤbĥ�
ǋŅǍƍǜŭĤcĥ�
ǋŅǄǠĤdĥ

ŊǞ

90ű�
00ű

Ƹ1�ŶřŲƻ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30



 

Churchill 1979 t Paradigm

1
2 3

）

9 


α=0.815 α=0.855 ：  α=0.897
α=0.900 11 1 Cronbach’s alpha

0.70
1-5 -  

 

  

N=306 64.4%
35.6% 2000 00 ĥ 52.0% 1990~2000

	 3 4

ƝƧƩŀĤōžǆĿ�306ĥ Mean S.D.

ņĭ1��ůŪƉǀ��α=.815�

ňūŁĽĺĪǜŨťƬƃķ�ŉũŵǜƴƆ 4.42  .914

ňūŁĽĺĪǘƞĳŝķ�ŉũŵǜƴƆ 3.92 1.338

ňūŁĽĺĪƞőǀķ�ŉŵǜũŹƘıż 3.48 1.426

ņĭ2��ƹśǉİƈ��α=.855�

ƉǀƂƠƨƴŴķ�ŉƚŞǐƛƴŬ 2.96 1.570

ǔƥǀķ�ŉŵǜũŢǛƊŮ 3.03 1.508

ņĭ3��ǋŅǍƍǜŭ��α=.897�

ǌƮƉǀƱŀţĵƕŷũŕƓƩŀ 3.57 1.366

ǌƮšǀķ�ŉŵǜũƢǏǅŦƧğŜƖƵǘƞƣǊǖǚǃĹƢǏǈŰ 3.34 1.453

ǌƮƉǀńŸūŁĽĺũľƺųƈ 2.95 1.543

ņĭ4��ǋŅǄǠ��α=.900�

ǌƮňūŁĽĺƦŏƏƣĠĴƪğƿǟĲłœƤ 2.60 1.470

ĹĩűƛƭĠƂƠƳƟūŁƷǤĶŖŔŇǒƎťĳŝƴƆ 2.54 1.515

ĹĩűƛƭťƁĭŌŴĮŐĨźƉǀƔǗťƌŏƂƠĮŐ 2.05 1.312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31



90 ĥ 48.0% 9 PD
2 101 72.5% 65.4%  

  

 

 

2 F=0.012 p=0.913
F=5.134 p<0.05

F=7.498 p<0.01
00 90

0H1a H2a  

 

3 F=0.144 p=0.705
F=3.157 p>0.05

F=14.573 p<0.001
00 90 0H1b H2b  

：  

4 2

ǢƒŠư SS df MS F ǣơŤ

SEX 50.585 1 50.585 5.134  .024

AGE 73.873 1 73.873 7.498  .007

SEX * AGE  .118 1  .118  .012  .913

1 2

ǢƒŠư SS df MS F ǣơŤ

SEX 24.800 1 24.800 3.157  .077

AGE 111.252 1 111.252 14.573  .000

SEX * AGE 1.130 1 1.130  .144  .705

2

ǢƒŠư SS df MS F ǣơŤ

SEX 19.319 1 19.319 1.340  .248

AGE 366.609 1 366.609 25.436  .000

SEX * AGE 7.231 1 7.231  .502  .479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32



4 F=0.502 p=0.479
： F=1.340 p>0.05

F=25.436 p<0.001 ：

00 90 0H1c H2c  

 

5 F=0.004 p=0.950
F=0.197 p>0.05

F=29.896 p<0.001
00 90 0H1c H2c  

9 ？

： t

1 t

2

3

 

ŻƯĤ2018ĥġƇƶǥŌǝƀĨŘƱŀũǇŋſŎǀƞŽĵŅƐŧģģĶǕƋƽǙĦProduce 
101ħŚŃŴşġ�ƢǡĤ11ĥ��23-24ġ�

ƼǎƴĿĤ2018ĥġīǂƄŒƇƶƲǑļƙğƅĸƑįƋũƗĻƜƫĢƼǎǁġRetrieved from 
https://cn.technode.com/post/2018-08-01/hundreds-of-billions-of-idol-economic-markets/�

5 2

ǢƒŠư SS df MS F ǣơŤ

SEX 2.767 1 2.767  .197  .658

AGE 420.195 1 420.195 29.896  .000

SEX * AGE  .056 1  .056  .004  .950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33



Brodie, R. J., Hollebeek, L. D., Jurić, B., & Ilić, A. (2011). Customer Engagement: Conceptual 
Domain,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4(3), 252-271. 

Churchill, G. A. (1979).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Better Measures of Marketing Construct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6(1), 64-73. 

Fuhr, M. (2015). Globalization and Popular Music in South Korea: Sounding Out K-Pop: Routledge. 

Guo, M. (2018). How Television Viewers Use Social Media to Engage with Programming: The Social 
Engag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2(2), 195-214. 

Gupta, S., Pansari, A., & Kumar, V. (2018). Global Customer Engag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6(1), 4-29. 

Hou, M. (2018). Social media celebr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YouTube. Convergence, 25(3), 
534-553. 

Masayuki, Y., Brian, G., Makoto, N., & Rui, B. (2014).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Fan 
Engage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Professional Sport Context.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28(4), 399-417. 

Russell, C., xa, Antonia, Norman, A., xa, T, . . . E. (2004). The Consumption of Television 
Programming: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nnectedness Scal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1), 150-161. 

Sprott, D., Czellar, S., & Spangenberg, E. (2009). The Importance of a General Measure of Brand 
Engagement on Market Behavior: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6(1), 92-104. 

van Doorn, J., Lemon, K. N., Mittal, V., Nass, S., Pick, D., Pirner, P., & Verhoef, P. C. (2010). 
Customer Engagement Behavi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3(3), 253-266. 

Yuille, H. M. (2012).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dance reality television shows. (Unpublished m 
aster’s thesis). Texas Tech University, Lubbock, TX,  

Zhang, Q., & Negus, K. (2020). East Asian pop music idol produ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ata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367877920904064.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34



區域電子觀光地圖功能與使用者背景的關係性初探—國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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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與日本的來往頻繁，觀光人數成長。紙本地圖上無法提供導航等功能，而電子地圖日

漸取代了紙本地圖在觀光上的地位。目前針對使用者在電子地圖功能上在不同目的時是否具有

差異的相關研究上，尚未有研究表明。因此，本研究將先以使用者背景及其有無目的地時，在

電子地圖的使用功能上是否具有差異。將以 21-30 歲與 61 歲以上的差異最大的年齡層，及台日

兩國，還有性別上的差異進行探討。在結果中發現到街景（無）、簡易外觀（有無）、導航（有

無）國籍上具有差異；方向指示（有）、簡易外觀（無）、導航（無）、店家/景點資訊（無）在年

齡上具有差異；街景（有無）則具有國籍與年齡的交互作用；性別上則是沒有任何差異。本研究

僅進行初探，因此在不同背景的影響，其差異是否具有更明確的因素必須進行更進一步的實驗

或調查。 

關鍵字：區域電子觀光地圖、使用者背景、目的地的有無 

Abstract 

Taiwan has frequent contacts with Japan, and the number of tourists has grown. Paper maps cannot 
provide functions such as navigation et al., and digital map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paper maps in 
tourism. There is no research showing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ser's digital map function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iders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digital 
maps in user's background and whether having a purpose or not. The age group with the largest 
difference between 21-30-year-old and above 61-year-old; gender; Taiwan vs. Japan. In the results, it 
was fou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nations of Street View (with), Outward Appearance (with/without), 
Navigation (with/without); Direction Indication (with), Outward Appearance (without), Navigation 
(without), Store/Spot Information (without). Street View (with/without) show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 and age; and no difference in gender. This study is preliminary, if there are clearer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s must be further experiments or investigated. 

Keywords: Area Digital Sightseeing Map, User’s Sociographic, Presence or absence of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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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電子地圖目前發展上，多以如何判斷方向、導航功能以及提供資訊為主的單方向輸出資訊

給使用者。在 Google 地圖讀取使用者的資訊後，可提供即時路況壅塞與否的改善後，的確互動

性增加了一些；以及提供星等與評論店家資訊上，確實有助於改善。使用者角度上而言，使用

者間互動增加，可以獲得主觀意見，並可以減少製作團隊必須提供資訊的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 

  日本與台灣同屬島嶼國家，在文化、生活上具有許多共通性。觀光上往來也因為交通發達

後日漸頻繁。根據台灣交通部觀光局與日本政府觀光局 2009-2019 的 10 年間，日本到台灣的

觀光人數成長 2 倍，台灣到日本的人數為 5 倍。近幾年深度旅遊方式盛行，但對於區域旅遊的

電子地圖設計上並未有太多選擇性，甚至沒有資源可取得。目前區域紙本地圖的更新即時性、

資訊量太少是一大難以突破的瓶頸。手機或小型平板的使用性上，相較於紙本地圖的操作流程

簡易許多。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於區域電子地圖的功能對於不同社經背景的使用者是否具有差

異，以減少環境-電子地圖-使用者之間的認知差異，並改善使用流程及小區域觀光地圖。 

貳、文獻回顧 

一、地圖與物理環境認知 

  根據其他研究中的理論，可以發現到使用者體驗應用於空間設計和環境結構中，其說明了

人類行為與建築物的功能如何影響使用者體驗；Fogg’s model 中提到，人具有強制性，但是這種

概念僅適用於某些特殊環境，例如博物館及美術觀（Fogg, 2009）。另外，Rahimi’s model 則是傾

向於認為使用者會受其自身的背景因素經驗的影響（Rahimi, 2014; Rahimiet al., 2018）。最後，

Kuntson 等人的研究中則認為人類的活動會受到以下七個因素影響，其包括：有序，收益，可訪

問性，便利性，效用，激勵，信任和環境。該模型還將使用者體驗劃分為不同等級，以分析使用

者如何參與共同活動（Kunston et al., 2007）。 

  基於這些理論，本研究試圖找到有助於使用者獲得愉悅的尋路體驗的地圖設計上的元素。

雖然這三種模型都是以使用者的觀點分析空間體驗，但使用地圖尋路時，因為加上地圖的要素，

上述三種模型無法解釋使用者在使用地圖時所出現的差異。此外，本研究將加入使用者在有無

目的地時的地圖使用差異行為，當人們使用相同的電子地圖時，即使是相同的功能也對使用者

的操作流程上有所差異，其潛在意義也有所不同。 

二、電子地圖設計 

  根據 Mentello 等人（1999，2014）的研究中指出，地圖的性能不僅取決於其視覺吸引力，

還取決於其文字和圖形。 電子地圖已經調整其功能性，每個地圖的都有其特有功能以及與使用

者交互的方式。使用者選擇自己的符合自己需求的地圖，並且每個使用者的具有自我的識別方

式，因此即便是相同的地圖也會因為使用者的操作，而有不同的差異出現（Montello et al., 1999; 
Montello et al, 2014）。介面會影響其使用性和使用者的尋路行為及模式，Google 地圖和 Apple 地

圖等電子地圖已經改變了人們的行為，這些地圖試圖結合使用者的過往數據和互動上的功能，

使其更加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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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尋路行為與使用者差異 

  Nori 和 Giusbert 的研究中，將尋路模式分為以下三種類型：1.地標型（Landmark task），主

要依靠圖片（Photo）和圖示（Figure）做為判斷方向依據；2.路線型（Route task），多以行進路

徑上不同建築/物體等順序（Sequence）、地圖描述（Map Description）、辨別左右方向（right-left 
discrimination）和 2D 旋轉（2D Rotation），以便確保目標位置或方向；3.調查（Survey）型，在

這一組中，他們使用路徑（Path）、3D 旋轉（3D Rotation）、統整（Sum）和拉伸（Straighten），
是以觀察物為中心構成參考系統，進而形成鳥瞰圖的方式進行尋路。研究表明，女性以路線型

為主，約 60%，但其他兩個類型依然各為 20％左右。 

  另外根據 Lawton 和 Kallai （2002） 研究中指出有兩種尋路過程：（1）方向/調查策略和（2）
路線策略。 方向/調查策略的人會以不同的資源獲取資訊，並整合將不同節點之間的資訊，進以

在腦中建立更靈活的認知地圖。而路線策略的人會以一系列的指令，進行尋路，例如路標是尋

路行為中主要的參考物，從不同路標的位置移動到另一位置的尋路策略。Nori 和 Giusbert（2006）
尋路行為與性別有相關，但目前沒有研究表明，不同文化或國籍對尋路策略是否有顯著影響。

因此本研究將年齡、國籍、性別做為自變項，以探討使用者背景因素是否會影響地圖使用行為。 

參、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進行第一步了解使用者對於電子地圖與紙本地圖上的使用頻率、使用

電子地圖的困難點、常用的辨認方向的真實環境物體/建築，最後分別以決定目的地與未決定兩

種情形下電子地圖功能的重要性。採用網路問卷，取樣方式為方便取樣，問卷共回收 183 份。

以年齡、國籍、性別，三方面進行探討，以釐清不同背景的使用者對於地圖不同功能的重要性

進行排序。希冀提供未來區域觀光電子地圖設計時，使用者背景對於使用上的差異。調查對象

為日台兩國，20-30 歲與 61 歲以上兩年齡層。 

肆、問卷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以多因子單變量分析進行分析 6 個功能分別在有無目的地的狀況下共分析了 12 種

項目。探討使用者背景對於在有目的的及無目的地時，在地圖各個功能其重要性的差異。而因

篇幅有限，在本研究中性別並未具有任何顯著或與其他因素有交互作用，因此在結果呈現中性

別相關的結果的部份刪除，但數據仍以三個因素時分析呈現。 

在使用者有明確有目的地時，根據下表 1-6 顯示。在表 1 中，街景具有國籍與年齡的交互

作用（F(7,175)=7.403; p<0.05）。表 2 顯示簡易外觀受到在國籍上具有差異（F(7,175)=8.582; p<.05），
台灣（M=3.972; S=.163）高於日本（M=3.379; S=.12）的重要性。表 3 為目前方向則是受到年齡

的影響（F(7,175)=5.872; p<.05），21-30 歲對於此功能的重要性（M=4.581; S=.102）高於 61 歲以

上使用者（M=4.115; S=.163）。在表 4 中，導航功能，在國籍上具有差異（F(7,175)=4.774; p<.05），
台灣（M=4.351; S=.170）較日本（M=3.892; S=.124）重視導航功能。在表 5 及表 6 的有目的地

時，店家/景點資訊並與圖層中並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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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目的地-街景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19.116
a
 7 2.731 2.199 .037 .081 

截距 1026.133 1 1026.133 826.181 .000 .825 

國籍 1.208 1 1.208 .973 .325 .006 

年齡 .066 1 .066 .054 .817 .000 

國籍 * 年齡 9.194 1 9.194 7.403 .007* .041 

誤差 217.354 175 1.242    
總數 2310.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236.470 182     
a. R 平方 = .081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44)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2. 有目的地-簡易外觀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15.002
a
 7 2.143 2.091 .047 .077 

截距 1351.474 1 1351.474 1318.875 .000 .883 

國籍 8.794 1 8.794 8.582 .004* .047 

年齡 .141 1 .141 .138 .711 .001 

國籍 * 年齡 .008 1 .008 .008 .928 .000 

誤差 179.326 175 1.025       

總數 2662.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194.328 182         

a. R 平方 = .077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40)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3. 有目的地-目前方向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22.392
a
 7 3.199 3.450 .002 .121 

截距 1891.627 1 1891.627 2039.959 .000 .921 

國籍 1.349 1 1.349 1.455 .229 .008 

年齡 5.445 1 5.445 5.872 .016* .032 

國籍 * 年齡 2.328 1 2.328 2.510 .115 .014 

誤差 162.275 175 .927 
   

總數 3621.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184.667 182 
    

a. R 平方 = .121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86)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4. 有目的地-導航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7.718
 a
 7 1.103 .996 .436 .038 

截距 1699.680 1 1699.680 1535.311 .000 .898 

國籍 5.285 1 5.285 4.774 .030* .027 

年齡 .762 1 .762 .688 .408 .004 

國籍 * 年齡 .899 1 .899 .812 .369 .005 

誤差 193.735 175 1.107 
   

總數 3210.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201.454 182 
    

a. R 平方 = .038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00)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5. 有目的地-店家/景點資訊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6.893
a
 7 .985 .894 .513 .035 

截距 1196.078 1 1196.078 1085.521 .000 .861 

國籍 1.398 1 1.398 1.269 .262 .007 

年齡 .000 1 .000 .000 .987 .000 

國籍 * 年齡 1.545 1 1.545 1.402 .238 .008 

誤差 192.823 175 1.102       

總數 2459.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199.716 182         

a. R 平方 = .035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04)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6. 有目的地-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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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6.218
a
 7 .888 .861 .538 .033 

截距 1367.548 1 1367.548 1326.098 .000 .883 

國籍 .447 1 .447 .434 .511 .002 

年齡 .370 1 .370 .359 .550 .002 

國籍 * 年齡 3.459 1 3.459 3.354 .069 .019 

誤差 180.470 175 1.031 
   

總數 2811.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186.689 182 
    

a. R 平方 = .033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05)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而在使用者並未具有明確目的地，僅在該觀光地漫遊時，表 7-12，也在四個功能上具有差

異。表 7 的街景在國籍（F(7,175)=6.466; p<.05）上具有差異，重要性為台灣（M=3.570; S=.18）
高於日本（M=3.002; S=.132），國籍與年齡的交互作用（F(7,175)=4.054; p<.05）也對其重要性有

顯著差異。表 8 的簡易外觀上則在年齡上具有顯著差異（F(7,175)=5.016; p<.05），在實際分數比

較上 21-31 歲（M=3.785; S=.10）的使用者較高於 61 歲以上（M=3.36; S=.161）。表 9，目前方向

的重要性在國籍、年齡、性別上並沒有顯著差異。表 10，導航功能在國籍與年齡上皆具有差異，

在國籍上（F(7,175)=4.102; p<.05）台灣（M=4.045; S=.18）大於日本（M=3.594; S=.132），在年

齡（F(7,175)=5.382; p<.05）則呈現出 61歲以上（M=3.561; S=.118）較高於21-30歲使用者（M=4.078; 
S=.189）。表 11 的店家/景點資訊在年齡（F(7,175)=10.148; p<.05）上具有差異，21-30 歲的使用

者（M=4.166; S=.099）較高於 61 歲以上使用者（M=3.571; S=.159）。表 12，與表 6 相同，此功

能在國籍、年齡、性別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也在有無目的地時，顯示無差異。 

表 7. 無目的地-街景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29.920
 a
 7 4.274 3.426 .002 .121 

截距 1080.684 1 1080.684 866.163 .000 .832 

國籍 8.068 1 8.068 6.466 .012* .036 

年齡 .002 1 .002 .002 .968 .000 

國籍 * 年齡 5.058 1 5.058 4.054 .046* .023 

誤差 218.342 175 1.248 
   

總數 2376.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248.262 182 
    

a. R 平方 = .121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85)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8. 無目的地-簡易外觀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21.060
a
 7 3.009 3.345 .002 .118 

截距 1277.144 1 1277.144 1420.153 .000 .890 

國籍 1.509 1 1.509 1.678 .197 .009 

年齡 4.511 1 4.511 5.016 .026* .028 

國籍 * 年齡 3.356 1 3.356 3.732 .055 .021 

誤差 157.378 175 .899       

總數 2750.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178.437 182         

a. R 平方 = .118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83)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9. 無目的地-目前方向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11.367
a
 7 1.624 1.438 .193 .054 

截距 1689.890 1 1689.890 1496.905 .000 .895 

國籍 2.630 1 2.630 2.330 .129 .013 

年齡 .000 1 .000 .000 .989 .000 

國籍 * 年齡 .072 1 .072 .063 .8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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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 197.561 175 1.129    

總數 3250.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208.929 182     

a. R 平方 = .054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17)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10. 無目的地-導航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13.019
a
 7 1.860 1.498 .171 .057 

截距 1459.912 1 1459.912 1175.497 .000 .870 

國籍 5.095 1 5.095 4.102 .044* .023 

年齡 6.684 1 6.684 5.382 .022* .030 

國籍 * 年齡 .042 1 .042 .034 .854 .000 

誤差 217.342 175 1.242 
   

總數 2832.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230.361 182 
    

a. R 平方 = .057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19)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11. 無目的地-店家/景點資訊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14.019
a
 7 2.003 2.292 .029 .084 

截距 1497.618 1 1497.618 1713.729 .000 .907 

國籍 2.006 1 2.006 2.295 .132 .013 

年齡 8.868 1 8.868 10.148 .002* .055 

國籍 * 年齡 1.677 1 1.677 1.919 .168 .011 

誤差 152.931 175 .874       

總數 3071.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166.951 182         

a. R 平方 = .084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47)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表 12. 無目的地-圖層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淨相關 Eta 平方 

校正後的模式 10.679
a
 7 1.526 1.289 .258 .049 

截距 1453.906 1 1453.906 1228.606 .000 .875 

國籍 1.767 1 1.767 1.493 .223 .008 

年齡 2.818 1 2.818 2.381 .125 .013 

國籍 * 年齡 3.785 1 3.785 3.198 .075 .018 

誤差 207.091 175 1.183    

總數 3027.000 183     

校正後的總數 217.770 182     

a. R 平方 = .049 (調過後的 R 平方 = .011)   b. 使用 alpha = .05 計算 

伍、結論 

  本研究聚焦於使用者的背景對於有無目的地時，電子地圖功能的重要性是否具有差異。根

據上述的結果，可以發現到國籍具有差異的項目為 5 個：街景（無）、簡易外觀（有無）、導航

（有無），可以發現簡易外觀與導航，目的地有無，並不影響其結果；台灣呈現正相關，日本呈

現負相關。 

  在年齡的差異上有 4 個項目，目前方向指示（有）、簡易外觀（無）、導航（無）、店家/景點

資訊（無），20-30 歲的使用者對於有目的地時目前方向指示較為重要，以及無目的地時，簡易

外觀及店家/景點資訊對於重要性較高，61 歲以上的使用者則是在無目的地時導航的功能較為重

要。在性別上則是無任何差異，雖然在尋路行為上性別具有差異，但在對於功能上，使用者的

性別無其他功能上重要性的差異。而在國籍跟年齡的交互作用的 2 個部分，則為街景（有無），

但這部分的原因尚待更進一步的相關研究才有更明確的證據說明其原因為何。對於國籍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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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可以在旅遊模式及環境構成上是否有差異需進一步進行深入探討。以了解更詳細的因素。

而在年齡的部分也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是否因為手機或平板的使用習慣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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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發展，網路科技及隨身攜帶式電子設備越來越便捷，許多人選擇隨身攜帶行動裝

置到各個場合，2019 年底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各大專院校為因應防疫，採取遠距教學的方

式實現教學，本研究以內容分法繪製 Teams 與 Zoom 兩款遠距教學之資訊架構，再透過其將教

學空間之功能服務項目歸納出 11 項功能，再將其服務項目細分出 45 項服務細節，並透過 IPA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 11 項服務功能與 Kano 品質模式分析 45 項功能細節，研究結果發現 11 項

功能之重要度皆大於滿意度，說明其功能皆具有改善之特性，45 項功能細節中，有 42 項皆為無

差異品質，其中「音訊輸入的開啟與關閉」被認為是一維（one-dimensional）品質要素；「使用攝

像頭地開啟與關閉」被認為是必須（must-be）品質要素；「共享功能可以使用白板」被認為是魅

力（attractive）品質要素，藉由本次研究結果可發現遠距教學軟體之功能服務項目及細節許多可

以有許多服務項目待被改進，研究結果得知使用者對其項目之服務品質之評價，期盼透過本研

究所針對遠距教學之功能服務品質結果應用於未來相關介面設計能更為完善。 

關鍵字：遠距教學、IPA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Kano 品質模式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A lot of people choose to carry mobile devices with them 
everywhere. In the end of 2019,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virus, every colleges have 
adopted the way of distance learning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This study drew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two distance teaching software, Teams and Zoom,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nduced 11 functions from the functional service items in the teaching space, and subdivided its 
service items into 45 service details, then analyzed 11 service functions and 45 service details through 
IPA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Kano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11 functions are more than satisfaction, indicating that their functions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45 functional details, 42 items are indifference. Among them, the “turn on and turn 
off the audio input" is one-dimensional quality factor; “open and close the camera” is must- b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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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whiteboard can be used in sharing function” is attractive quality facto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functional service items and details of distance learning software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have learned about the user's evaluation about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se items. Hope that the study results about functional service quality of distance teaching will be 
applied to interface design and make it more perfec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istance learning, IPA, Kano model 

壹、前言 

隨著科技發展，網路科技及隨身攜帶式電子設備越來越便捷，許多人選擇隨身攜帶行動裝

置到各個場合，無論是工作地點、家庭或是學校等，這些行動設備不僅帶來通訊上的便利，更

使人們在工作上更有效率，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佈的「2018 年台灣網路報告」資料

顯示推估我國上網人數已達 2,020 萬，整體上網率達 85.6%，並推估全國 12 歲以上上網人數達

1,898 萬人，其上網普及率更促使許多人攜帶電子相關設備至上課及工作場所，自攜電子設備

（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原是一種允許員工攜帶自己的行動設備到工作場所的商業政

策，隨著行動裝置普及，許多的員工希望能在公司或企業使用自己的行動設備，並使用設備連

結到企業網路，於是產生了 BYOD 的趨勢（陳昱仁、廖耕億、王齎諺，2017）。 

2019 年 12 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之新型冠狀病毒，據工業技術研究院全球

肺炎疫情對台灣產業影響關鍵報告（蘇孟宗等人，2020）指出，受疫情影響物流、運輸、倉儲零

售等許多產業都照成極大的衝擊。為了避免造成密閉空間群聚感染，許多企業採取在家辦公、

遠距會議。隨疫情延燒，全球各國也紛紛宣布停止上課，在教育方面為了防堵疫情的持續擴張，

2020 年 3 月 19 日教育部公告《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採遠距教學注意事項》，

將來學校如因疫情停課或為降低群聚風險時，提供安心就學措施，以達停課不停學之效。教育

的方式也變的多元，透過技術及設備而解決空間及時間之問題的教學方式也行之有年，在 2020

年初因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為防堵疫情的擴散，台灣各大專院校也配合實施遠距教學，使遠

距教學的相關議題甚囂塵上，也因為疫情使得許多會議軟體公司因而聲名大噪，但市面上尚未

有針對即時的線上互動之教學之軟體，皆是使用視訊會議相關軟體及線上協作工具而呈現之遠

距教學的效果，本研究欲針對目前現有的遠距教學軟體之會議空間做探討，並深入分析其會議

空間功能應用於教學上之使用者滿意度，其主要目的為分析針對目前市面上之遠距教學軟體資

訊架構之建立，依照資訊架構所做的分析結果，歸納出教學空間所需之功能，並將功能定義為

服務項目，針對教學空間所使用之服務項目，依各服務項目之分類屬性透過 IPA 重要度-表現程

度分析及 Kano 品質模式進行分析，盼其服務項目之分析結果能對未來教育科技應用有所貢獻並

提供未來遠距教學相關介面設計參考之建議。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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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距教學 

遠距教學的概念發展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後期，以函授教學（Correspondence）的方式進行，

至今已超過一百五十年（黃格崇、陳呈容，2013），最初授課的溝通媒介主要使用印刷資料為主

並以郵寄方式，將講義及教材寄送於每個學生，供其自行修習閱讀。直至英國開放大學設立，

開啟利用資訊與通訊技術以單向式的教學方式進行。隨著科技發展，新的遠距教育方式也不斷

的進步，開始利用網際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1990 學者 Ansoff 指出遠距教學的方式並非

侷限於網際網路，教授的方式包括利用衛星、網際網路、有線電視、錄影帶等多種方式，但最普

遍且最快的方式還是藉由網路學習知識。 

遠距教學發展至今被許多教育環境所應用，甚至成為了主流的教學方式，也因此許多學者

針對遠距教學的架構及組成的必要因素做了更深入的探討，Moore & Kearsley（1996）認為一個

完整的遠距教學系統應包含：科學資源、課程設計、課程傳遞、學習互動、學習環境及行政管理

等要素，國內有學者也對遠距教學實施提出建議，岳修平（2000）針對遠距教學歸納三項特性：

（1）提供多點、及時、雙向互動的教學與學習活動功能、（2）提供多媒體教材與多元互動功能、

（3）提供資源共享的整合型學習環境，其對於遠距教學的特性也引用了學者 Heinich,Model 與

Russell 所提出之 ASSUREM Model 如下圖 1，此模型內容為分析學習者（analyze Learner）、制定

學習目標（state objectives）、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 ）、

使用媒體與教材（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 ）、激發學習者參與（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 ）、評

量與修正（evaluate and revise）系以媒體為應用中心之教學設計模式，可應用於遠距教學做為參

考規範。黃格崇、陳呈容（2013）認為遠距教學與傳統的教學都必須詳細規劃，遠距教學的執行

關鍵在於正確的教學設計，將教學環境視為一個系統，其元素包含教師、學生、教材與設備彼

此間都有相互關聯。 

 

圖 1、Heinich, Model & Russell（2002）ASSUREM Model，本研究整理繪製 

二、IPA 重要-表現度分析 

一開始應用於交通工具產業中，最早由 Martilla 和 James（1997）於分析機車產品屬性提出

之 IPA 架構如下圖 2，Hollenhorst, Olson 和 Fortney（1992）認為用重要（I）－表現（P）程度各

自的總 平均值為分隔點，比使用等級中點的模式更具判斷力，本研究將以總平均值做為 X-Y 

軸的分隔點進行探討。以重要程度為縱軸，表現程度為橫軸，將空 間等份分成四象限，四象限

所代表的意義如下：（1）象限一：是重要度與表現度於此舉陣中皆相對較高，故此部分之顧客滿

意品質良好應維持其特性使其功能成為主力優勢；（2）象限二：與其他服務項目比，較具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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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度，但表現度卻較低，此象限被認為應該被優先改善之服務項目，藉此以提升服務品質；

（3）象限三：是重要度及表現度相對其他服務項目而言數值較低，因此此項線的服務項目較不

重要，歸納於此項線中的服務項目被認為是最後才需要被處理的項目；（4）象限四：是相對於其

他服務項目，其重要度及表現度相對的還得低，此部分被認為是過度開發，可考慮將此項線所

開發之服務項目所用資源運用於優先改善之服務項目。 

本研究因卷設計需要，讓受測者能更清楚明白服務項目之表現度，因而將表現度更改為滿

意度，並分別將各象限依序命名：為繼續保持、立即改善、無關緊及為過猶不及。 

 

圖 2、Martilla & James（1997）IPA 架構，本研究整理繪製 

三、Kanon 品質模式 

1984 年日本學者狩野紀昭（Kano）與高橋文夫（Takahashi）將 Herzbergur 所提出原本應用

於工作動機之激勵－健保理論（Motivator－Hygiene Theory），引入產品的品質改善相關領域並其

重新命名為「魅力品質（attractive quality）」及「必須品質（must-be quality）」並於 1984 年與瀨樂

信彥、高橋文夫、迂新一著正式提出「二維品質模式」，將品質分為五種要素構面：（1）魅力

（attractive）品質要素：當此要素充足時使用者感到滿足，不充足時也可接受、不會因此不滿意；

（2）一維（one-dimensional）品質要素：此要素充足時使用者感到滿足，不充足時會引起不滿，

要素充足與否直接影響到使用者的滿意度；（3）必須（must-be）品質要素：此要素充足被認為是

理所當然，不充足時會引起不滿。（4）無差異（indifferent）品質要素：此種要素無論是充足或否

都不會影響滿意度。（5）反向（reverse）品質要素：此要素若充足時反而會引起不滿，不充足時

才會令人感到滿意。 

根據品質被滿足的程度，將所有品質區分為魅力品質、一維品質、必需品質、無差異品質

與反向品質（reverse quality），如圖 3 所示。 

 

圖 3、Kano 二維品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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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透過內容分析針對目前市面上之遠距教學軟體做資訊架構之

建立，依照資訊架構所做的分析結果，歸納出教學空間所需之功能，並將功能定義為服務項目；

第二階段針對教學空間所使用之服務項目透過服務缺口之重要度及滿意度設計問卷，在依各服

務項目細節透過 Kano 品質分析設計問卷，透過 servercake 雲端問卷服務整合設計服務缺口及

Kano 品質分析兩項問卷並同時施測；第三階段統計問卷結果，將服務缺之問卷結果透過成對Ｔ

統計檢定分析其重要度及滿意度是否具顯著差異，並在透過服務缺口分析結果進行 Kano 品質

模式計算各服務項目細節，再依品質改善分數繪製二維品質模型，研究流程如下圖 4，透過各項

目之分類屬性作為日後服務項目排序之依據。 

本研究透過 ServeyCake 雲端問卷服務以網路問卷發放之方式進行問調查共發放 95 份並分

別針對 Teams 使用率較高之樣本 30 份與 Zoom 使用率較高之樣本 30 份，共計收回 60 份有效問

卷進行後續研究分析。 

 

圖 4、研究架構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目的為針對目前市面上之遠距教學軟體之教學空間所需之功能，挑選 Microsoft 公

司所開發之軟體 Teams 與 Zoom 公司所開發之同名軟體 Zoom 兩款遠距教學軟體，此兩款軟體

台灣各大專院校頗負盛名，並且有非常高之使用率。兩者 app 於 apple ios 作業系統中的 applestore
台灣區域評價分別為，Teams 有 1.1 萬份以上評分，並且有 4.8 的高分評價；而 Zoom 則有 7,529
份評分，並且有 4.6 的高分評價。於 google play 應用程式下載平台中，Teams 有 97 萬份以上之

評分，並且有 4.4 的高分評價；而 Zoom 有 92,928 評分，並且有 3.9 中高分的評價，因此本研究

挑選其兩款遠距教學軟體做為樣本。 

肆、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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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架構圖 

本研究分別對 Teams 與 Zoom 兩款遠距教學軟體做內容分析並繪製兩款軟體之資訊架構下

圖 6、7，資訊內容非常龐大，本研究主要探討會議空間之功能服務品質，下圖*為擷取兩款遠距

教學軟體資訊架構中會議空間所使用之功能及其服務功能設定細節，並透過資訊架構將遠距教

學軟體之會議空間之服務項目歸納服務功 1.加入方式、2.音訊輸入、3.音訊輸出、4.攝像頭、5.共

享、6.聊天、7.參與者、8.分組、9.回應、10.全螢幕、11.結束，共計 11 項，再以資訊架構之第二

階層做更深入的分析，將其 11 項服務功能細節再進行分類 1.使用網址、2.使用會議 ID、3.使用

團隊代碼、4.音訊輸入開啟/關閉、5.音訊輸入選取設備、6.音訊輸入測試設備、7.音訊輸入音量

調整、8.音訊輸出開啟/關閉、9.音訊輸出選取設備、10.音訊輸出測試設備、11.音訊輸出音量調

整、12.攝像頭開啟/關閉、13.攝像頭選取設備、14.攝像頭虛擬背景、15.共享螢幕、16.共享某個

程式、17.共享白板、18.指定共享控制權、19.共享系統中音訊、20.共享時可共同註記、21.共享

Iphone/Pad、22.多人共享、23.限制幾人分享、24.私訊、25.和參與者視窗合併、26.搜尋參與者、

27.強制/解除全體靜音、28.設為主講者/副主持人、29.設為住持人、30.驅逐/強制退出、31.參與者

開啟/解除靜音、32.將參與者移至等候室、33.邀請、34.請求參與者開啟視訊、35.停止參與者視

訊、36.改名、37.要求加入時靜音、38.允許自行解除靜音、39.參與者與聊天連結、40.分組、41.拍

手、42.按讚、43.開啟/關閉全螢幕、44.主持人離開即結束會議、45.主持人離開保留會議，共計 45

項服務功能細節。 

 

圖 6、Zoom 之會議空間資訊架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7、Teams 之會議空間資訊架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二、成對樣本 T 統計 

 由下表 3 成對樣表 t 統計分析能得知， 11 項服務項目之重要度與滿意度想者皆具顯著性，

其中加入方式、音訊輸入、音訊輸出、共享、攝像頭、共享、聊天、參與者、分組、回應、全螢

幕、結束 11 項服務項目之重要度平均值皆大於滿意度平均值。 

表 1、重要度與滿意度成對樣表 t 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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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 標準差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加入功能 0.53 0.72 5.705 59 .000 

音訊輸入 0.70 1.03 5.264 59 .000 

音訊輸出 0.68 0.98 5.386 59 .000 

攝像頭 0.55 1.06 4.002 59 .000 

共享 0.75 1.26 4.621 59 .000 

聊天 0.40 1.04 2.966 59 .004 

參與者 0.43 1.00 3.364 59 .001 

分組 0.80 1.53 4.058 59 .000 

回應 0.53 1.08 3.822 59 .000 

全螢幕 0.45 0.90 3.831 59 .000 

結束 0.27 0.71 2.910 59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三、使用者對遠距教學軟體服務功能之 IPA 重要度-滿意度  

 由下頁表 2 將服務功之重要度及滿意度之平均值繪製重要度與滿意度二矩陣圖，由下圖 8
藉以重要度與滿意度兩軸將圖劃分定義成四個象限，分別為繼續保持、立即改善、無關緊要‘限

過猶不及，其第一象限中加入方式、音訊輸入、音訊輸出、共享、參與者、結束相對於其他功能

來說是希望能繼續保持的；第二象限中攝像頭、聊天，想像功能的滿意度在平均之上但功能的

重要度相對於其他功能平均值來的較低，是希望能被優先改善的，第三象限中的分組、回應及

全螢幕三項功能相對其他功能來說重要度及滿意度皆在平均以下是被認為無關緊要的，然而本

研究所歸納出之 11 項服務項目皆未出現於第四象限，代表沒有功能是相對過度努力的。 

 

圖 8、各項服務功能重要度–滿意度模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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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項服務功能重要度–滿意度平均值 

IPA 象限 服務功能 重要度平均值（標準差） 滿意度平均值（標準差） 

繼續保持 1.加入方式 6.05（1.13） 5.51（1.14） 

2 音訊輸入 5.97（1.13） 5.27（1.22） 

3.音訊輸出 6.00（1.13） 5.32（1.16） 

5.共享 6.00（1.26） 5.25（1.28） 

7.參與者 5.78（1.21） 5.35（1.26） 

11.結束 5.75（1.25） 5.48（1.26） 

立即改善 4.攝像頭 5.27（1.31） 5.12（1.26） 

6.聊天 5.48（1.21） 5.08（1.61） 

無關緊要 8.分組 5.40（1.39） 4.60（1.52） 

9.回應 5.41（1.28） 4.88（1.33） 

10.全螢幕 5.43（1.27） 4.08（1.14） 

過猶不及 無 無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四、Kano 服務品質評價計算 

本研究將 11 項服務項目再劃分成 45 項服務項目細節，並透過 Kano 服務品質平價計算品

質要素所構成二維品質模型如下圖 9，其中「音訊輸入的開啟與關閉」有 37％之受測者認為本

功能為一維品質要素；「使用攝像頭地開啟與關閉」有 34％之受測者認為本功能為必須品質要

素；「共享功能可以使用白板」有 40％之受測者認為本功能為魅力品質要素；其餘 42 項服務

項目皆為無差異（indifferent）品質要素如下頁表 3。 

 

圖 9、遠距教學二維品質模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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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Kano 顧客滿意度係數表 

服務項目細節 歸類 顧客滿

意指標 

顧客不滿

意指標 

服務項目細節 歸類 顧客滿 

意指標 

顧客不滿

意指標 

（1）使用網址 I 0.22 -0.24 （23）限制幾人分享 I 0.24 -0.15 

（2）使用會議 ID I 0.25 -0.32 （24）私訊 I 0.33 -0.26 

（3）使用團隊代碼 I 0.24 -0.14 （25）和參與者視窗合併 I 0.28 -0.16 

（4）音訊輸入開啟/關閉 O 0.44 -0.74 （26）搜尋參與者 I 0.28 -0.24 

（5）音訊輸入選取設備 I 0.37 -0.38 （27）強制/解除全體靜音 I 0.22 -0.25 

（6）音訊輸入測試設備 I 0.44 -0.32 （28）設為主講者/副主持人 I 0.28 -0.19 

（7）音訊輸入音量調整 I 0.46 -0.49 （29）設為住持人 I 0.31 -0.22 

（8）音訊輸出開啟/關閉 I 0.37 -0.51 （30）驅逐/強制退出 I 0.16 -0.15 

（9）音訊輸出選取設備 I 0.33 -0.21 （31）參與者開啟/解除靜音 I 0.29 -0.25 

（10）音訊輸出測試設備 I 0.36 -0.21 （32）將參與者移至等候室 I 0.25 -9.11 

（11）音訊輸出音量調整 I 0.36 -0.33 （33）邀請 I 0.40 -0.43 

（12）攝像頭開啟/關閉 M 0.40 -0.67 （34）請求參與者開啟視訊 I 0.32 -0.19 

（13）攝像頭選取設備 I 0.33 -0.26 （35）停止參與者視訊 I 0.21 -0.18 

（14）攝像頭虛擬背景 I 0.36 -0.09 （36）改名 I 0.52 -0.40 

（15）共享螢幕 I 0.47 -0.47 （37）要求加入時靜音 I 0.40 -0.26 

（16）共享某個程式 I 0.43 -0.28 （38）允許自行解除靜音 I 0.27 -0.34 

（17）白板 A 0.55 -0.19 （39）參與者與聊天連結 I 0.26 -0.17 

（18）指定共享控制權 I 0.40 -0.24 （40）分組 I 0.38 -0.12 

（19）共享系統中音訊 I 0.28 -0.22 （41）拍手 I 0.26 -0.12 

（20）共享時可共同註記 I 0.38 -0.16 （42）按讚 I 0.31 -0.14 

（21）共享 Iphone/Pad I 0.33 -0.16 （43）開啟/關閉全螢幕 I 0.29 -0.43 

（22）多人共享 I 0.36 -0.29 （44）主持人離開即結束會議 I 0.23 -0.23 

    （45）主持人離開保留會議 I 0.25 -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 IPA 法分析結果發現 11 項服務項目之重要度與滿意度想者皆具顯著差異，且

11 項服務項目之重要度平均值皆大於滿意度平均值，因此代表 11 項服務項目皆具有改善之必

要，其中攝像頭與聊天兩項功能是被認為需要優先改善之項目；再以 Kano 分析 45 項服務項目

細節，分析結果大多數服務項目細節皆為無差異功能，意味著大多數功能是否在需改善被認為

提升與否都不會影響滿意度，但其中「音訊輸入的開啟與關閉」之功能被認為改善後會直接影

響使用者滿意度被列為一維（one-dimensional）品質要素；「使用攝像頭開啟與關閉」之功能被

認為是有存在之必要被列為為必須（must-be）品質要素；「共享功能可以使用白板」此功能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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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時會讓使用者感到滿足，不充足時也可以接受並不會造成不滿意的品質要素。 

 遠距教學軟體在短時間因為疫情等特殊情況造成廣大討論度，不僅僅佔據各大新聞版面，

更是於台灣各大專院校中被廣泛使用，但藉由本研究分析可以觀察到，許多功能與一般開會所

使用的功能相似，其中從重要度大於滿意度可得知，每項功能都被認為是重要的，但服務卻不

讓人滿意，由 Kano 分析出也僅僅只有一項共享白板功能是具有魅力的，藉由本次研究結果可發

現遠距教學軟體之功能服務項目及細節許多地方都必須再被改善。本架構功能之外也許有許多

功能是能被設計出來並使用於課堂上，未來遠距教學軟體是否還會有新的功能被設計出來，其

服務品質又是如何？待未來研究做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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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高齡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且隨著資訊科技產品的普及，高齡者接收資訊的需求

增加。利用智慧型機器人協助高齡者學習使用科技獲取新知為本研究之目的。以半結構

式訪談社區 1 位管理者、2 位教學者與 8 位高齡者，探討高齡者使用科技與對科技輔助

學習的態度，並配合觀察法取得課程活動的實際情況，最後以親和圖法歸納設計的輔助

方向與課程內容建議。研究結果得知，透過 Kebbi Air 智慧型機器人輔助高齡者引發學

習熱忱，不過在規劃相關服務時，應確立內容是否過於複雜，避免對高齡者產生身心方

面的負面影響。 

關鍵字：高齡者、智慧型機器人、資訊科技、Kebbi Air 

Abstract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in Taiwan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the demand for the elderly to receive 
information has increase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se intelligent robots to help the 
elderly learn to use technology to acquire new knowledg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1 
manager, 2 educators and 8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to discuss the attitudes of senior citizens 
to using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assisted learning, and uses Observation Method to obtai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ourses and activities, and finally use Affinity Diagram Method 
generalizes direction of course content and design suggestion.The result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Kebbi Air intelligent robot is used to assist the elderly to inspire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but 
when planning services, it should be determined whether the content is too complicated to avoid 
nega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effects on the elderly. 

Keywords: Elderly, Intelligent Robo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ebbi Air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253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已步入高齡社會(內政部統計處，2018)，在人口不斷老化下，以及科技快速發

展，高齡者在日常接收資訊的需求也隨著時代轉變增加，建議高齡者接觸資訊科技的相

關政策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Silva, Caravau, & Campelo, 2017; 陳芳哲、簡志成，2009)；
然而面對高齡者使用科技產品所遇到的障礙跟資訊不對等的劣勢，同時面對人力資源短

缺的情況，加上教育資源與輔助不足下，即便抱有學習熱忱，往往讓高齡者望之卻步(Wei, 
2017; 內政部統計處，2020)。若能培養高齡者自身學習使用科技產品的基本素養，在日

常生活上能獲取更多實用訊息，彌補資訊落差造成的鴻溝。 

二、研究目的 

隨著高齡者接觸科技產品的頻率增加，在現今社會資訊種類繁多下，透過智慧型產

品接收資訊，以及處理跟應對生活所需的能力越顯重要。在人力不足之下，如何給予高

齡者適當的協助，助其使用資訊科技產品，是現今社會的一大難題(Silva et al., 2017; 內
政部統計處，2020)。近期機器人拓展到服務層面，能提供安養照護、心理陪伴、生理測

量等功能(張彥中、劉清益, 2017)；鑒於目前輔助教學的應用方式尚未普及，且高齡者學

習資源較少，透過智慧型機器人引導高齡者學習使用科技獲取新知為本研究之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高齡學習 

高齡者經由學習能激發自我的思考能力與創意，在學習的過程中也可以傳授經驗跟

專長，課程編排與適當的教學輔助，能幫助高齡者在人生的下半場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

為社會做出貢獻(Kuo & Huang, 2019)。 

二、高齡者與資訊 

高齡者在獲取資訊時，因身體機能衰退，加上科技產品本身的使用節奏較快速，對

於操作往往無法快速掌握，因此提升自我的科技素養的必要性顯得相當重要(Wang et al., 
2019)。資訊除了能幫助高齡者應對生活外，利用資訊科技可以幫助其建立其社交網絡，

對於人際關係的維持大有益處(Campos et al., 2016)；可降低高齡者晚年出現社會脫離的

現象，避免自身的寂寞感(Bassuk, Glass, & Berkman, 1999)。 

三、智慧型機器人 

機器人早期多應用於製造業，台灣目前有許多企業投入機器人研發，並朝向醫療與

服務發展(張彥中、劉清益，2017)。而高齡者在第一次接觸機器人時，大部分都保持警

戒，但是經過實際接觸後，多半對其功能產生好奇與抱持正面觀點，並且願意與系統發

展完善的機器人進行互動(Koceski & Koceska, 2016)。本研究所使用的智慧型機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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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bbi Air，由女媧創造股份有限公司所開發，作為此次研究的設備，Kebbi Air 擁有快速

好上手的程式編譯功能，開發者在遇到問題能即時修正，加上親切嬌小的外型，給人較

多的親切感(女媧創造，2019)。 

四、文獻小結 

引導高齡者學習資訊科技，能降低其在生活、健康、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問題，並讓

高齡者找到新的人生價值；在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應用新科技解決

問題是可行的解決方式，而以機器人協助高齡者學習的相關研究案例較少，相關的研究

議題值得深入探究，為本研究的契機。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與位於台中大里的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先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事前準備好

相關問題，藉由彈性化的訪談方式，讓受訪者在較無拘束的情況下取得更多資料，探究

課程活動的相關資訊，深入了解需求與想法，以及機器人能協助之項目；另外配合觀察

法取得課程活動的實際概況，最後透過親和圖法歸納，以得知設計機器人輔助之方向與

課程內容的設計。 

一、半結構式訪談 

利用此方法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會向訪談者展示智慧型機器人的功能，例如溝通、

唱跳、拍照等，對象分為兩個部分：（一）利害關係人、（二）使用者；第一部分訪談的

利害關係人為 1 位管理者與 2 位教學者，從管理者的過程中了解高齡者的日常活動與習

慣，並經由其協助尋找適合訪談的高齡者，並透過課程的教學者進一步探究高齡者在課

程中學習的細節與反應；第二部分訪談使用者會邀請 65 歲以上（含）且身心機能尚未

退化之高齡者共 8 位，探討其使用科技的態度，及對科技輔助學習的見解。 

二、觀察法 

訪談後採用 AEIOU 觀察法，以熟悉方式讓研究者獲得資料，例如拍照、錄音等，

從過程中了解使用者經驗與發掘問題，比較容易找到場域間發生的所有細節(Hanington 
& Martin, 2012)。 

三、親和圖法 

此方法屬於統合性技巧，有助思考大量想法，以及統整歸納出大量訊息，作為處理

非數據資料非常合適。此階段會將前面訪談與觀察所獲得的所有資料轉換成文字，透過

分析關鍵字句和觀察點，用視覺化的方式呈現。本研究與 5 位相關領域之研究者進行討

論，最後獲得研究的發展面向。 

肆、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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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親合圖法的圖解方式，探討目前課程的內容跟編排，歸納出課程規劃要點，並透

過訪談者們接觸機器人後的表現，以及他們認為機器人應具備的要素，得出課程導入機

器人之要點。按照訪談與觀察資料中出現的次數劃分，圓圈大小表示出現的次數多寡，

並藉由分類劃分得出學習各階段的重點項目作為日後發展方向，研究結果如下說明。 

一、課程規劃要點 

    如圖 1 所示，針對學習前、中、後的高齡者學習需求與課程規劃分別說明。 

（一）學習前：高齡者普遍透過電視接收資訊，早期因戰亂、家庭等因素，多數人在年

輕時並沒有學習機會。因此，期望能利用晚年時間多學知識。平時因家人上班外出的關

係，高齡者在家無人照顧的情況十分常見，長期下來容易造成心理疾病，來社區活動能

避免獨自在家感到寂寞。開課前應先了解高齡者的學習心態與接收資訊的方式，才能規

劃出貼近高齡者需求的課程。 

（二）學習中：在課程進行時，教學者會應用媒體科技，配合社區志工的協助，讓高齡

者在學習過程中減少心理壓力，達到帶動肢體、提升思考、觀察力等教學目的。然而因

晚年身體逐漸衰老，教學者認為應避免教學內容對高齡者造成身心方面的危害，此時確

立課程準則便顯得相當重要，才能減少學習時的心理負荷，進而在學習中獲得樂趣，提

高其學習意願。 

（三）學習後：教學者透過課程，訓練高齡者對生活的基本能力與維持身體的機能，例

如觀察、思考、肌耐力等。然而對年紀較大的高齡者來說，透過課程不僅能獲得知識與

增廣見聞，重要的是能培養正向心理，保持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在品味生活細節時，

懂得欣賞、肯定自我，同時藉由跟朋友的社交互動，達到互相激勵、樂於分享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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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課程規劃要點 

二、課程導入機器人之要點  

    如圖 2 所示，針對學習前、中、後的高齡者學習課程導入機器人之需求分別說明。 

（一）學習前：因眾人認知差異，機器人的外觀會影響高齡者與其互動意願。對於未知

的科技產品會因第一印象不好而感到排斥，因此，選擇適合多數高齡者的機器人外型很

重要。另外身心條件的差異也會對高齡者產生不同的接受程度，在硬體需求上應盡可能

滿足多數人的需求，避免讓高齡者對機器人產生負面觀感。 

（二）學習中：在探索未知的科技產品時，高齡者會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對有興趣的

功能進行摸索，而在學習與機器人互動的過程中，從旁觀察到高齡者會觸摸機器人的腹

部跟頭部、握手等肢體上的動作。有實體形象的機器人能啟發高齡者的好奇心，針對有

趣的功能與項目進行探索。 

（三）學習後：在與機器人互動後，多數高齡者抱持正面感受，認為機器人能帶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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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同時好奇是否有更多的功能，能夠帶來話題性跟方便性，利用科技能滿足自身

的學習需求。同時建議語音跟影像辨識方面能再加強，若能國、台語並行會更貼近使用

者。另外教學者也強調應注意避免對高齡者造成傷害，才能減輕其學習負擔，考量硬體

方面的設定是教學者在規劃課程時必須考量的要點。 

 

圖 2 課程導入機器人之要點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 Kebbi Air 智慧型機器人協助高齡者找到新的學習方式，輔助高齡者培

養自身學習的能力，以及善用科技的優勢增加學習趣味性，利用高齡者對智慧型機器人

產生的好奇感，引發他們對學習的熱忱，建立全新學習互動體驗，對其身心發展與人際

關係也有所幫助；不過在規劃相關課程服務時，應先確立內容是否過於繁雜跟困難，避

免對高齡者產生身心方面的負面影響，導致對機器人產生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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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虛擬空間沉浸感之主要因素 

Main factors affecting immersion in virtu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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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虛擬實境逐漸地融入我們所處的環境之中，這意味者虛擬實境的技術已經成熟到了一個階

段，近年有許多的產業都將虛擬實境加入其中，目的是為了能在溝通、互動、沉浸感上達到提

升的效果。而沉浸感的追求則是其中最多人關注的內容，本身對於沉浸感的定義就非常的廣泛，

所包含的內容非常多，而虛擬實境是因哪一項因素所帶給使用者最大的影響力，目前也沒有確

切的說法，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使用心流理論所敘述的沉浸感之元素，與虛擬實境的體驗結

合，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來了解虛擬實境的使用者在使用時所感受到的項目，進而分析出主

要影響較深的元素為何?並依照分析結果來發掘，未來使用的可能性以及後續研究的方向。 

關鍵字：虛擬實境、沉浸感、心流理論、空間理論 

 

Abstract 

Virtual reality i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our environment. 2016 is known as the first year of virtual 
reality. This means that the technology of virtual reality has reached a stage and it is reasonable to be 
considered this way. In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industries have added virtual reality to them in order 
to achieve improved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mmersion. The pursuit of immersion is 
the content that most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definition of immersion itself is very extensive, and it 
contains a lot of content, and which factor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users due to virtual reality At 
present, there is no definite statement.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se the immersive 
element described in the flow theory to combin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virtual reality, and to understand 
the users of virtual reality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What are the items that are felt during use, and 
then analyze the main influential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use and the direction of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Immersion、Flow、Spa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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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科技的發展飛速，隨者發展世界上的產業都即將走向數位化，而說到數位化不外乎就會想

到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以及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而其中

虛擬實境的技術相較於其他兩者發展的較為成熟及穩定。Burdea&Coiffet(1994)所提出的「互動

性」、「沉浸性」、「想像性」，也就是有這些屬性，因此虛擬實境逐漸應用在了各個產業之中。 

    近年不僅是在一般產業中會出現虛擬實境，虛擬實境也應用在了劇場、展場等…空間，跳

脫以往的單方面展示，帶入虛擬實境後的空間提升了對演出內容以及展示物的互動感以及沉浸

感，而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沉浸感」，也是一直以來大家所探討的問題，過去許多學者透過增

加視、聽、嗅、觸、味五種感官感觀的感受度進而達到沉浸感的提升，在探討沉浸感的同時，除

了靠人的五種感官以外還需探討心理層面，沉浸感本身屬於人們在進行活動時所體驗到的一種

心理層面的感受，但沉浸感並非如同字面上所形容的如此簡單，其內容更包含了很深的涵義在。 

    沉浸感一詞在過去時常在各類型的文獻中提起，只要內容是與互動或是體驗有關的研究基

本上都會於文獻中提及沉浸感，而沉浸感是近代才有的形容詞，因翻譯的不同各個學者在研究

中所使用的形容詞皆不同，雖說名詞不同但其解釋都是在敘述「心流理論」，而心流理論是源自

於 1975 由 Csikszentmihalyi 所提出的理論，而在提出理論後 Csikszentmihalyi 整理出了八項關於

觸發新流的元素，過去也有許多的學者於它們的研究中提到此理論，並將其理論套用在自己的

研究之中來支撐研究，在眾多的文獻之中，關於虛擬實境與心流理論連結的文獻較為少數，在

談論虛擬實境一般也只會簡述互動性以及沉浸感。 

依據目前虛擬實境的發展，未來必定會更加有許多利用虛擬實境的特性來作展演的空間，對於

這樣的發展，理解沉浸感是必須的，而對於沉浸感目前並無一個依據可以有效的定義虛擬實境

的沉浸感來源為何?本研究將透過心流理論了解沉浸感的因素，並將理論套用至虛擬實境之中，

透過使用虛擬實境的技術以及軟體使用上的感受度，探討虛擬實境中所感受到沉浸感之因素，

並初步探討虛擬實境未來若要增加沉靜感的感受時，需針對哪個放向進行。 

依據上述內容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問題: 

1.沉浸感的構成條件為何?      2.構成沉浸感之元素中影響虛擬空間的沉浸感之主要元素為何? 

透過研究問題，以下為本研究之目的: 

1.了解沉浸感之構成元素       2.確認構成虛擬空間沉浸感之主要因素 

貳、文獻回顧 

一、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縮寫 VR)一詞最早源自於 1935 年美國科幻作家溫鮑姆的小說，小

說中主角戴上眼鏡就能模擬五感，早在 1838 年就有運用立體視覺模擬技術的產品出現，隨者科

技的進步才演變至今日大家所熟悉的虛擬實境，而真正以定義為第一台虛擬實境的設備，是於

1968 年由 Ivan Edward Sutherland 與其學生 Bob Sproull 所發明的（Sword of Damocles），這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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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體積非常的龐大且笨重，在舒適度上更達不到現今的水準，但對於可偵測頭轉更改畫面

及將物件以線條呈現在當時可說是非常大的突破(Sproull & Sutherland,1968)。 

    虛擬實境是使用電腦進行模擬產生出的一個三錐空間的虛擬環境，透過輸入電腦的各項數

據模擬搭配媒介的使用，提供使用者視覺、聽覺及觸覺上的體驗，Burdea & Coiffet (1994)提到

構成擬實境地的要素有三點，簡稱 3I，分別為互動(Interaction)、沉浸(Immersion)以及想像

(Imagination)，因此虛擬實境可讓使用者投入於虛擬內容中，是將虛擬環境中的物件盡可能的模

擬至與真實相同，在感官上將虛擬便認為真實，也就是所謂的沉浸感。 

二、沉浸感(心流理論) 

    對於心流(Flow)這個名詞在許多學者的文獻中都有出現過，皆有不同的翻譯名詞，例如:心
流、沉浸、流暢、神迷等…都是在敘述同個名詞，因此本研究中所說明的沉浸感可依據心流理

論中所提出以及定義的內容來作為沉浸感的解釋(洪子如,2019)。 

「心流理論」源自於 Csikszentmihalyi 於 1975 年的著作(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Experiencing Flow in Work and Play)之中所提，Csikszentmihalyi 對於心流理論最原始的定義，「進

入一種共同經驗模式，活動者好像被吸引進去，意識集中在非常狹窄的範圍，ㄧ些不相關的事

物都將被過濾，並且喪失自覺，只對活動內的目標有明確的回饋及反應，透過對環境的操縱產

生 控 制 感 」 (Csikszentmihalyi,1975) 。 在 經 過 了 一 連 串 的 訪 談 將 資 料 解 析 過 後 ，

Csikszentmihalyi(1991,1997,1998) 歸納出了八項會造成心流體驗的要素，一個活動中至少需要擁

有八項要素中的其中一項或以上，此活動即可達到心流體驗的條件，而這八項元素為(1)需要技

能的挑戰活動:技能以及活動並非單純的只與體能有關，此要素所提的技能與活動，包含了一切

動、靜態的技能與活動，可感受到本身的技能與活動挑戰非常契合；(2)行動與意識的結合:心思

與行為時常會脫節，若要產生心流體驗需將注意力完全的投入，一旦進入全神貫注的狀態，一

切動都將不假思索的與人完全合一；(3)明確的目標與回饋:了解當前必須要做什麼(清楚行動的

目標)以及是否達到自我的要求，在行動過後判斷是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4)全神貫注在活動:在
心流狀態時，活動進行中只會意識到與活動相關的事物，會將平時的壓力以及不愉快忘掉，全

神貫注於活動不受其他事物的干擾；(5)控制的矛盾:談論到心流就會提到「控制感」與平常會但

心失控不同，受訪者所描述的是控制「可能性」並非「事實」；(6)自我意識喪失:當完全投入時，

會與周遭世界隔絕，無餘力注意不相干的事物，有一種與身旁環境結合的感覺(7)時間的流逝:心
流狀態下的時間感與平常不同，時間彷彿縮短般，無意識到時間的流逝(8)自成目標經驗:心流本

身就是一個目標，一開始是懷有其它目的，最後活動本身就構成足夠的獎賞。 

三、空間理論 

    空間(Space)在每個時代以及不同的領域下有著不同的解釋，在辭典中空間的解釋為: 「空間」

是指「可見或可想像的、與物體內外共存，有三度連續，無限而可分的廣袤。」羅慧明(1994)的

著作(應用透視圖學)中針對空間的定義做了詳細的說明，在哲學、數學以及物理學中，空間的定

義包括了第一度-「線」、第二度-「面」、第三度-「體」以及第四度-「時間」四項。劉思量(1989)

整理出了四種不同的空間觀念，四種空間分別為(1)物理空間:以長、寬、高三個向度來定位物理

的空間(三度空間)，加入時間變化的向度後則變為四度空間，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真實空間；(2)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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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間:人為確立位置，將本身設定為中心，在中心設定:上、下、左、右以及表示深度的前、後

的方位系統，心理空間為虛擬空間，與物理的真實空間不同；(3)畫面空間:在二度平面(二次元)

的畫面中，繪製出形象的立體感，以及各形象間的相對空間位置；(4)視覺空間:透過視覺感官觀

察，所察覺畫面的上下、前後、遠近的位置關係。根據上述的各空間解釋可得知除了物理空間

是實體的以外，心理、畫面空間都是虛擬空間，現今的技術以及知識還沒辦法明確的定義真實

空間這個詞，特別在這虛擬、網路空間發展的時代，已跳脫物理空間所涵蓋的範圍(劉慧容,2008)。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進行研究，研究中將參考 Csikszentmihalyi 歸納出的八項會造成心流體

驗的要素進行問卷調查，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會以角色扮演類型的虛擬實境軟體作為參考的依

據，角色扮演類型在所有類型的軟體之中，本身具有較多的內容性以及互動感，因此選擇此類

型的軟體進行沉浸感問卷的依據。研究的第一個步驟為屬性形容詞設定，將心流理論的八項元

素名稱轉換為更加口語化ㄧ般民眾較夠理解的解釋，並且在其中加入虛擬實境的元素，因受測

對象會以曾經使用過虛擬實境系統進行遊戲的人為受測人選，因此在名詞的解釋上會以遊戲中

較常出現的內容名詞來表達心流理論的八個要點，以降低對於名詞上誤解及不了解的可能性。

第二步驟進行問卷的設計，問卷的內容會採用第一步驟的八項名詞來進行，透過受測者本身於

虛擬實境中體驗到的感受來做問卷的問答，此階段的目的是為了找出，使用者在體驗虛擬實境

的同時，普遍感受到理論裡的哪幾個項目，進而確定影響虛擬實境沉浸感體驗較大的元素為何。 

表 1 研究步驟 

一、屬性形容詞設定 

    心流理論之中有八項屬性，為確保受測人可以清楚的理問題，因此在問卷中將參考原意將

各項形容詞更改為，較為普遍受測者較能理解之形容詞，並依據其原來的解釋將八個項目分為

「體驗前」、「體驗後」兩類，「體驗前」分別為: 需要技能的挑戰活動；行動與意識的結合；明

確的目標與回饋；自成目標經驗，而「體驗後」分別為: 控制的矛盾；全神貫注在活動；自我意

識的喪失；時間的流逝，以下為形容詞分類以及更改前後的對照表: 

表 2 屬性形容詞對照表 

 心流理論 理論形容詞解釋 

體驗前 

1 需要技能的挑戰活動 須具備特殊技能及專長才能完成 

2 行動與意識的結合 無須多於的思考即可完成 

3 明確的目標與回饋 明確的任務方向、以及獎賞 

4 自成目標經驗 自我陶醉 

體驗後 5 控制的矛盾 有自信可以完成遊戲內容 

結論與後續發展 屬性形容詞設定 問卷設計 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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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我意識的喪失 彷彿自身融入虛擬的世界 

7 時間的流逝 感覺不到現實的時間流逝 

8 全神貫注在活動 只會注意遊戲裡的內容 

二、受測者資料 

    受測者範圍為分別為五大類，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以及 50 歲以上，

受測人中 50 歲以上的回收數為 0 因此下方統計表不顯示，以下為受測人數統計表: 

表 3 偏好評比受測者統計表 

性別 

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男性 2 12 5 4 

女性 2 13 1 0 

合計 4 25 6 4 

總人數 39 

三、問卷設計 

    問卷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分為「體驗前」以及「體驗後」兩種，「體驗前」目的在於理解受

測者在選擇軟體時優先考量的部分，以及受測者在使用軟體時各項目感受的程度。而「體驗後」

則主要是針對受測人在使用軟體時面對各項元素時的感受，問卷中會以選擇過去曾經體驗到的

感受項目有幾項為開端，接續請受測者回答個項目心中的優先順序以及曾經體驗到的個項目在

感受度上的分數為多少分數，此步驟問卷可統計出，大眾對於「體驗後」的各項元素中，各項元

素感受度的深與淺。以下為問卷範本: 

表 4 問卷樣本(心流理論體驗前形容詞) 

(題目一)希望軟體所具備的特質(複選題) 
◼ 須具備特殊技能及專長才能完成 ◼ 無須多於的思考即可完成 
◼ 明確的任務方向、以及獎賞 ◼ 自我陶醉 

(題目二) 選擇角色扮演型軟體時優先考慮的順序排列(排序題) 
◼ 須具備特殊技能及專長才能完成 ◼ 無須多於的思考即可完成 
◼ 明確的任務方向、以及獎賞 ◼ 自我陶醉 

(題目三) 依據過往體驗角色扮演類型遊戲時各個項目所讓你感受的程度(評分) 
形容詞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四個項目依序排列 以 1~5 分作為評分依據 

表 5 問卷樣本(心流理論體驗後形容詞) 

(題目一) 過去在使用角色扮演類型的軟體時所體驗到的元素(複選題) 
◼ 只會注意遊戲裡的內容 ◼ 有自信可以完成遊戲內容 
◼ 彷彿自身融入虛擬的世界 ◼ 感覺不到現實的時間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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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二) 請依照使用角色扮演類型軟體時各項目感受度的優先順序(排序題) 
◼ 只會注意遊戲裡的內容 ◼ 有自信可以完成遊戲內容 
◼ 彷彿自身融入虛擬的世界 ◼ 感覺不到現實的時間流逝 

(題目三) 依據過往體驗角色扮演類型遊戲時各個項目所讓你感受的程度(評分) 
形容詞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四個項目依序排列 以 1~5 分作為評分依據 

肆、調查結果分析 

    根據問卷回收可以得出，在「體驗前」的階段中，在希望可以在軟體中具備的項目中，「自

我陶醉」的項目是最高的，其次是軟體內容中有明確的任務方向與獎勵，而「須具備特殊技能

及專長才能完成」這點得票數最低。而這點其他題目中也相同，皆以「自我陶醉」感受度最高。 

表 6 (體驗前)問卷結果 

 

 

依據過往體驗角色扮演類型遊戲時各個項目所讓你感受的程度 
形容詞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須具備特殊技能及專長才能完成 6 9 15 8 1 

無須多於的思考即可完成 4 5 8 11 11 

明確的任務方向、以及獎賞 2 5 7 14 11 

自我陶醉 2 2 13 6 16 

    依據上述的問卷調查可以了解到，「可以獲得沉浸感」會是玩家們優先考慮的原因，在問卷

的各項問題中，皆是以這個選項獲得最高的分數，可以了解到沉浸感對於虛擬實境的重要性。 

    在「體驗後」的問卷結果，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彷彿融入虛擬的世界」這個選項所被選擇的

次數是明顯高於其它三個選項，在感受度優先順序的排序上也依然是「彷彿融入虛擬的世界」

的選項分數最高的，最後在軟體使用過程的感受度上也是同項目感受度特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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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特殊技能及專長才能完成
無須多於的思考即可完成

明確的任務方向、以及獎賞
自我陶醉

希望軟體所具備的特質(選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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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特殊技能及專長才能完成
無須多於的思考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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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角色扮演類型軟體時優先考慮的順序排列(獲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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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體驗後)問卷結果 

 

 

依據過往體驗角色扮演類型遊戲時各個項目所讓你感受的程度 
形容詞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只會注意遊戲裡的內容 2 6 16 9 6 

有自信可以完成遊戲內容 2 5 15 11 6 

彷彿自身融入虛擬的世界 2 2 11 11 13 

感覺不到現實的時間流逝 3 3 13 8 12 

    依據上述的問卷調查後，許多玩家在使用虛擬實境的時候都會有「彷彿自身融入虛擬的世

界」的感受出現，並且此感受度比起其他項目高出許多，因此在這裡可以確認，在體驗後的調

查彷彿自身融入虛擬的世界」是在進行虛擬實境軟體時，進入沉浸感關鍵的因素。 

伍、結論與建議 

    由研究結果可了解到，對於體驗前與體驗後，兩種類別都有相同的情況發生，皆由某項數

據會高於其他的選項，以「體驗前」的問卷來說，是以「自成目標經驗」的選項特別的突出，

而其餘三個選項皆是以感受度以及選擇上的考慮因素不同，並未出現某個選項完全沒有票數的

情況發生。而在「體驗後」問卷之中，則是以「自我意識的喪失」為票數最高，各部分的票數

落差相較於上個部份的問卷，票數最高的選項與其餘三項落差非常多，但也並未出現有某個選

項完全無人選擇的情況。經過問卷的整理後可以發現一件事，各項選項於虛擬實境的體驗感受

中多少都會有存在，只是感受度深與淺的差別，以下為兩階段的問卷結果: 

表 8 各項目結果排名 

 感受度排名 
體驗前 自成目標經驗>明確的目標與回饋>行動與意識的結合>需要技能的挑戰活動 
體驗後 自我意識的喪失>時間的流逝>控制的矛盾>全神貫注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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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信可以完成遊戲內容
只會注意遊戲裡的內容

感覺不到現實的時間流逝
彷彿自身融入虛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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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沉浸感也就是心流理論，心流理論中所提的八個要素也就是構成沉浸感的條件，滿

足其中一項即可稱作進入心流的感受之中，相對的當滿足的條件越多，也代表使用者的沉浸感

受度越高。根據結果可了解說，人們會選擇虛擬實境進入虛擬空間是為了能夠感受到沉浸感，

而角色扮演類型的軟體內容，同時具備了多項心流理論中所提及的元素，其中也包括本次研究

分數最高的兩項元素「自成目標經驗」以及「自我意識的喪失」，兩者在感受度上是最高的。 

    本研究在進行的過程中發現了幾點因受到限制而影響的部分，(1)在問卷調查的部分本次是

透過每位受測人過往的經驗感受來做問卷的調查，而本身對於軟體的定義過為廣泛，曾經使用

過虛擬實境的受測者們，使用的時間以及經驗皆不同，而不同時間點對於軟體類型的定義也不

同，這點會造成受測人想法不夠統一；(2)依據使用虛擬實境的時間點不同，所使用之軟體也有

所不同，即便是以同一套軟體進行測驗，軟體隨者不斷的更新後，最新版本與最初版本會有所

不同，相對的在體驗的感受度上肯定會有落差；(3)與前者也有所關連，在設備的選用上不夠統

一，不同廠牌不同的型號舒適度都會有所差別，舒適度也是引響沉浸感的物理因素。依據以上

提到的三個限制將本研究的限制做整理後，可看出除了軟、硬體的設備外，使用的經驗也會影

響感受度的強弱。綜合以上所提未來若以此方向據續進行研究「自成目標經驗」以及「自我意

識的喪失」必定是需再加以詳談的內容，特別是「自我意識的喪失」在感受度上特別高於其餘

項目，這也證明這點在對虛擬實境的沉浸感上影響非常大，而在後續的研究中，研究的準確性

也須將上述研究限制所提及到的項目進行修正，確保外來研究的準確性以及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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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後背包因使用方便且實用性高，為學生族群常用的配件之一，隨著時代潮流的演變，除了

外型上的設計日新月異，在使用場合上也區分出許多不同的包種與機能性。本研究期望以 18-
25 歲年輕男性族群為研究目標，以魅力工學的角度切入，探討不同的後背包設計對於年輕男

性有哪些吸引力及影響力，並將後背包之設計元素作拆解分析。首先對 12 名該年齡範圍之男

性進行評價構造法訪談後截取出關鍵字，並以 KJ法分類及歸納關鍵字，而後將篩選出之關鍵

字製作問卷發放。 

  在問卷回收並作數量化一類分析後，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18-25 歲男性對於後背包之選

擇其實用性大於耐用與易搭配，論外型設計方面則是淺色、方便搭配衣著，在容量上偏好可壓

縮及展開之帆布材質，且不要有太多的夾層。由此可知多數年輕男性注重其機能性大於其美

型，並以容易搭配衣著的簡約設計為主，使用場合多為上學或旅行。 

關鍵字：後背包、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數量化一類 

 

Abstract 

Backpack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accessories for students because of its convenient and 
high practicability.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 addition to the appearance design 
changes with each passing day, many different bag types and functions are also distinguished in the use 
occasion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take the 18-25-year-old young male group as the research targ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ractive engineering, explor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different backpack 
designs for young men, and disassemble the design elements of the backpack analysis. Firstly, 12 men 
in this age range were interviewed with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 method, and the keywords were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by the KJ method, and then a questionnaire was made for the selected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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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collecting the questionnaires and conduct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t is found that men aged 18-25 are more practical than durable and easy-to-match options for 
backpacks. In terms of appearance design, they are light-colored and easy to match clothes. In terms of 
capacity, we prefer a canvas material that can be compressed and expanded without too many interlayers. 
It can be seen that most young me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function than their beauty, and mainly 
use simple designs that are easy to match with their clothes. They are mostly used for school or travel. 

Keywords: Backpack, Miryoku Engineering, Evaluation Grid Method(EGM),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包包除了容納與攜帶的功能性外，還具備了可搭配服裝整體風格的條件，也就是說包包的

實用性及外型往往相輔相成（2015，佘心婷），而其中後背包因使用方便且實用性高，為學生族

群常用的配件之一。後背包的設計隨著時代潮流的演變日新月異，除了較基本的容量大小、材

質選用、肩背帶寬度、收納袋數量上的設定，為因應各種不同的儲物需求，在使用機能上也區

分出許多不同的包種，如登山包、電腦包、商用包、休閒包等，皆在後背包的範疇。 

而在產品的外型美觀程度趨近重要的現代，消費者已經不單純只滿足於「好用」的背包，

年輕同儕之間的相互比較更是讓外型一度變得比機能性更重要，甚至將後背包作為流行單品看

待。為了能同時兼顧機能性與美觀，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後背包的魅力，將影響年輕男性選擇

後背包之元素進行拆解，擷取出消費者所喜愛之元素及分析數據，以做為日後設計的重要準則。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具有以下研究目的： 

（一） 分析後背包機能性與美觀的具體元素。 

（二） 了解受訪者對各項元素的喜好程度。 

二、研究範圍限制 

本研究主軸為針對當今 18-25 歲年輕男性對於後背包之選擇因素作初步探討，並運用質性

研究方法探討該年齡區間男性對後背包之選擇。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於研究效益與有效性

考量下，歸納為以下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地區：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作為研究之地區範圍。 

（二）研究對象：由於男女性對於後背包的選擇差異性大，在初步調查下男性使用後背包

的比例亦高於女性，年紀對於喜好也具影響，故本研究以 18-25 歲年齡區間之男性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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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魅力工學 

  由日本所發展的魅力工學（Miryoku Engineering）一詞由日本學者讚井純一郎（Junichiro 
Sanui）以及乾正雄（Masao Inui）先生在 1985 年經由參考臨床心理學家 Kelly在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的概念而開發出來之研究，該學說主要是捕捉個人認知概念

並列表整理的方法。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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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具有魅力的產品、空間的技術與學問」為目的，是一種以消費者喜好為主

的設計觀念，也使得設計師與消費者之間有一個溝通介面。 

  在 1998 年日本感性工學會成立，魅力工學編入為其中的一部份，其探討的理論基礎主要

在於以下三點：基礎理論學說、造形 （研究及分析技術）以及設計。 

二、評價構造法 

  評價構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簡稱 EGM）是由日本學者 Sanui（Masato, 1997）學

習 Kelly（1995）所提出之個體構造法（RGM, Repertory Grid Method）並加以改良的一種有助

於深入瞭解受測者對於某一事物之心理認知層面的方法。評價構造法是魅力工學中重要的研究

方法，源自於心理學範疇，主要是經由捕捉個人認知概念並列表整理的方法。 

  此方法主要是透過個人訪談，經由對於兩物件之間的成對比較法，明確討論出物件的相似

或差異關係後，再整理出目標物件的個別特質。第一步，受訪者需回答他對於此物件的喜好或

厭惡程度；第二步，透過附加問題以釐清受訪者的答案意思或具體條件，並統整其回答，最後

解析出產品對於消費者喜好之魅力因素，與整理出其相關構造網路。 

  經由了解消費者有關選擇產品的方式或產品設計成功的經驗，便可捕捉產品的魅力本質，

進而創造出一個具魅力的設計，面對多變的消費市場不同專業與產業，都應該發掘出消費者深

層感受的滿意度及想法的重要魅力因素。（邱國軒，2017）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流程 

    在確立研究目標與範圍限制後，本研究將先製作一份後背包的圖卡，內含不同的外形設計

與樣式，供受訪者判斷其喜好，再來使用評價構造法針對受測者做訪談，以便在訪談中逐步釐

清其詞彙以及對目標物件之定義，而後使用 KJ 法將大量詞彙訊息做歸類並製成評價構造圖，

將其彙整完畢製成問卷作發放，最後將回收之問卷整理並作數量化一類分析而得出結論。 

二、樣本篩選 

  從網路擷取後背包之圖片，經過篩選後，製作 55 張圖卡樣本，將這 55 張圖卡統一裁切成

6x6 正方形大小並編碼，由於此次調查目的為了解年輕男性對後背包外觀配置與機能上的喜

好，暫不考慮色彩之影響，固將圖卡去除色彩為灰階，便於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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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價構造法 

  請受訪者在訪問前先填寫問卷，其問卷內容包括此使用者的基本資料、使用頻率、目的及

日常風格等，有助於對此受訪者之初步了解，以及提升詞彙定義的準確度。 

  此次研究受訪者共計 12 名，請受訪者將圖卡依個人喜好程度分堆，並依序紀錄初步感

受、喜好原因及其餘具體條件（圖 1）。 

(a)                               (b) 

圖 1 訪談紀錄：(a)訪談過程、(b)訪談紀錄 

  由於詞彙是由數個訪談問卷提取，詞彙與被訪談者之個人經驗及教育影響極大，以至於詞

會數量與內容眾多且繁雜，為使本研究問卷內容更加精煉與易懂，因此先使用 KJ 法將詞彙收

斂並分類，去除同義或不適用的詞語。 

  將收斂後的詞彙製成評價構造圖，圖中將詞彙由左至右分為上、中、下位，分別代表抽象

概念、第一原始評價與具體條件，以便於了解詞彙的關聯性與出現頻率（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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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評價構造圖 

四、問卷製作 

  本研究問卷利用 Google 問卷製作，其傳播速度快且介面清楚簡單，可以便於蒐集大量問

卷，其設計分為三部分，首先蒐集問卷受測者基本資料，以及使用後背包的目的、頻率等，以

利統一後期分析時能將問卷樣本清楚分類，第二部分為男性觀點之機能性高的後背包元素調

查，以「易搭配」、「實用」、「耐用」為元素，蒐集問卷者對此元素應具備的具體條件，第三部

分則為男性觀點之美觀的後背包因素調查，以「獨特」、「易搭配」、「元素協調」、「潮」、「小巧

思」為元素。為使問卷更具有效性，將針對每個問卷調查受測者認為此元素是否符合主題的要

素之一，後面將採用數量化一類分析作數據呈現。 

肆、研究過程與彙整 

一、問卷回收與基本資料 

  問卷回收總共 122 份，填寫者均為男性，以工科背景、年齡 21-23 歲為多數，並且有使用

後背包的習慣（至少一個月使用一次以上），在使用目的中有 93%的填寫者填了不只一項用

途，有 50%的填寫者提到上課用，有 57%的填寫者提到旅行、出遊用，有 30%的填寫者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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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用，此外有 50%的受測者不在乎後背包與服裝的搭配。 

二、後背包元素對應風格符合度分析 

  此項為測試受測者認為該元素對應風格之符合度，分數為 1-5 分，根據問卷調查，受測者

認為符合「機能性後背包」的元素，平均下依序為實用(4.2)、耐用(3.9)、易搭配(3.3)，而受測

者認為符合「美觀後背包」的元素，平均下依序為易搭配(3.9)及元素協調(3.9)、獨特(3.6)、潮

(3.4)。 

三、數量化一類分析 

  數量化Ｉ類分析中從屬變數 Y為項目符合度，X 項則為各類目，本研究分析分為機能性與

美觀項目，機能性有效問卷結果為 61 份，美觀有效問卷結果則為 61 份，下列表格為將此問卷

結果代入數量化 I 類分析之產出： 

  （一）「機能性高的後背包」元素分析結果： 

  機能性高的後背包中，「實用」項目最為重要，其次為「耐用」及「易搭配」。「實用」中

以包口易開最為重要，且可隨著裝入的物品多寡擴充容量，但不要有太多夾層，包體也不要過

大；其次「耐用」中偏好袋口形狀能完整不塌陷，而軟材質被認為最不能稱之為耐用之元素；

最後「易搭配」中大型包及帆布材質被認為最符合外型搭配之元素（表 1）。 

表 1 「機能性高的後背包」元素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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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觀的後背包」元素分析結果： 

  美觀的後背包中，「易搭配」項目最為重要，其次為「元素協調」及「獨特」，最後是

「潮」。「易搭配」中以淺色最為重要，且不要有少量裝飾；「元素協調」中偏好有與本體相配

的吊飾；再者「獨特」偏好有小量裝飾，但材質不要太挺；最後「潮」中以黑色並帶有小量裝

飾被認為最符合潮的後背包之元素（表 2）。 

表 2 「美觀的後背包」元素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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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評價構造法訪問受訪者，汲取後背包的代表性感性詞彙，並彙整後背包的視覺

型態元素與感性元素之間的對應關係，而後整理成問卷發放作調查，最後根據回收的問卷結果

分析出數據。總結本研究的內容，整理出以下結論。 

（一） 對於此年齡層之男性而言，符合「機能性後背包」這個詞彙應具有的元素為實

用；符合「美觀後背包」這個詞彙應具有的元素為易搭配和元素協調。 

（二） 由於本研究多數男性注重機能大於外觀，因此日後若設計供男大學生使用的後背

包則可多注重於包體實用性，再輔以易搭配衣著之外型。 

  （三）在「機能性後背包」魅力分析中，實用性對應的具體設計得分最高為包口易開，其

次為可隨著裝入的物品多寡擴充容量，且不要有太多的夾層，再者袋口形狀要能完整不塌陷，

以便應付上學與旅行的使用需求，而軟材質則被認為感覺上較不耐用，可避免使用；而在「美

觀後背包」魅力分析中，易搭配對應的具體設計得分最高為淺色，裝飾數量盡量精簡，但可以

有個與本體相配的吊飾，包體為中型包且為帆布材質。淺色與帆布搭配常見於諸多日系與文青

品牌，建議日後設計可朝此方向著手。 

  （四）在問卷製作上應盡量收斂下位詞彙，本研究下位詞彙約在十幾項，會造成受測者在

填寫問卷時因項目太多而沒有耐心或分心，造成無效問卷數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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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物之內部參照特徵對人的方向性認知的影響 

The effect of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internal references on human 
direction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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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了解生活中立體構成物件具有使用性功能構造或是外部美化性抑或資訊性質之圖

文(本文稱內部參照特徵)時，是否存在影響人們判定立體物件方向性使用之空間參照思維之因素，

透過過往文獻探討，歸納出幾點假設；1.物體具單一水平定向對稱性時，使用內在參照系作空

間判定機會較高 2.物體具強烈使用方向性時，使用內在參照系作空間判定機會較高。以實驗方

式作為本文之研究方法，蒐集 33 件生活物品作為實驗樣本，給予指令要求受測者判定物體的空

間方位，實驗結果顯示具單一水平定向對稱性之物體(生活物品)，會促使大部分的人使用物體本

身之內部參照系作空間方位判定，而具強烈使用方向性者，結果亦同，且參照特徵多為手部接

觸較頻繁處以及物品主要使用之功能處，如:握把、容器出水口等。而關於物體外部的圖文是否

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則待日後深究。 

關鍵字：立體物、內部參照特徵、空間參照框架、方向性認知 

Abstract 

The study tries to figure out whether that 3D objects which have functional figures or patterns/ 
words on surfaces would have influence on adopting what kind of spatial reference frames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al relations of those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past theories, we can summarize 
the hypothesis below: 1. It’s more easily using intrinsic frame when the object only contains one 
horizontal symmetry axis. 2. It’s more easily using intrinsic frame when the object has strong using 
direction. To verify those doubts, we design experiment with 33 daily objects, giving commands to 
check how participants determine spatial relations. The experiment result shows that objects with only 
one horizontal symmetry axis or strong using direction will highly force people using intrinsic frame 
to decide spatial relations, and most people take the frequently touched parts as references, such as 
handles or outlet of containers etc.  

Keywords: 3D object, internal reference, spatial reference systems, direction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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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方位」的概念則是用於判定物體與物體或物體與人之間相對空間關係的方法，例如: 「餐

桌的上方」、「校門的右邊」……，然而每個人對於方位的判定，卻會因為對參照物體和自身 (觀

看者)之間空間關係認知的不同，時常出現歧異。以下將以圖 1.1 說明這種情況，當某人向圖中

的甲某指示「請將湯匙放在碗的前方」時，所得到的並非單一結果，有些人會放在 A 點的位置，

有些人則可能放在 C 的位置，類似的情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時常可見。 

    而生活中會一再地產生如此認知差異的原因在於，人們在進行物體間的相對空間關係的判

定時，對於參照物體相對觀看者的方向性認知有所差異，有些人以自身為中心的視角出發，將

碗視為自己，因此認為 A 點同時代表自己與碗的前方；有些人則會將物擬作為他人，並想像物

的視角與自己相對，認為碗與自己面對面，因此認為 C 點才是碗的前方。 

基於這樣的背景，我們做出以下假設「在某些情況下，物體不具有明確的內部方向參照特

徵(註 1)；而有些物體的內部參照特徵則很清楚，能提升人們對其方位判定的一致性」，這將是

本研究主要想探討的方向，也是本研究重要的研究動機。 

 

 

 

 

 

圖 1 白色碗與甲某之間方位關係示意圖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形體及量感的產品(如:杯子、桌燈、茶壺等)常有機會被當作判

定空間方位時的參照物體，因此了解參照物體的哪些內部參照特徵會影響人在判定方位時的依

據，對於日後在產品的造型設計上能提供一些參考，以提升不同使用者在認知方向性操作時的

一致性。 

*註 1:本文中所指稱之「內部參照特徵」係指以物體自身建立之內在坐標系為參照，從中心主體

延伸出的功能性或外部美化性的造型或圖案等。例如:茶壺把手及壺嘴、產品上的 Logo 標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透過實驗的操作，探究各種不同立體造型構成樣式對人的方向認知感受，選定特

定使用性和外型類別的生活物品(素面且無特定圖案或文字)，作為立體物的內部參照特徵，以此

檢驗若給定明確的物體內部參照是否會影響人的方向性認知。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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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討立體物的造型與使用性是否會影響人的方向性認知； 

2) 幾乎相似的立體物於不同的擺放角度觀看之下，是否影響人判定方向性的感受； 

3) 立體物的對稱類型對於判定空間方位關係的影響； 

通過本實驗了解到生活中的立體物本體影響方向性認知的主要因素為何，為後續探討加入

圖文刺激比較前者與後者之影響力強弱奠下基礎。 

貳、文獻探討 

一、立體構成與造形 

 立體構成是具有實體內涵的物件，它與平面造形最大的不同之處為多了第三次元空間。平

面構成是以「形」給予人的感受，而立體造形則是以量感給予人心理上一種充實的立體或空間

感受的「形體」。二次元平面的「形」主要探討視覺現象和形式構成；而三次元空間的「形體」

則以空間構成、觸覺感應、視覺現象、心理認知四種來探討(林崇宏，2002)。立體造形就平面造

形更複雜，在平面造形上添加了稜角、表面、轉折、空間等現象(王無邪，1990)。立體造形構成

除了有上、下、左、右、前、後六種方向視角，另外還有由斜角各種角度所產生不同的觀點，

而觀看每一個面的視覺形象，通常都不相同。 

二、空間參照框架 

空間思維是人類認知外部世界以及使用空間語言的重要基礎能力，而關於空間思維的研究，

可追溯到 20 世紀 20 年代完形感知理論中的「參照框架」這一概念。最近，荷蘭奈美根大學比

較語言學教授 Levinson(2003)提出了他在空間參照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具新意。Levinson 認

為空間參照框架這一概念對認知研究至關重要，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方面都涉及空間思維，許多

交際過程都依賴空間思維能力(馬林/李洁紅，2005)。 

(一) 空間參照框架種類 

空間參照框架系統若根據 Levinson(2003)的描述，可分為絕對參照系、相對參照系、內部參

照系此三種類型。遇到不同的情境時，需要採用最適合的參照系以做出方位判定。  

絕對參照系是以地球為中心角度的（geocentric）參照系（Evens & Chilton，2010：67），用

來確定由地心引力或標準視線水平提供的某種永恆不變的方向，即為地理上的四大方向—「東、

南、西、北」。以絕對參照系進行空間關係判定時，並不會與實際定位對象或是參照物本身坐

標系有直接關係，而是透過環境中的固定因素來進行判斷，天體方位、河川流向也算如此。 

相對參照系是以觀察者為中心的坐標系，又稱「自我中心（egocentric）參照系」 （Li & Gleitman，

2002）。指透過觀察者的視角，來判定空間關係的參照系，常用於參照物不具明確的內部參照

特徵的情況下。採用此參照系時，會以觀察者所在位置建立起坐標軸向，如視線方向為前並向

後延伸出前-後軸，左右肩連線延伸出左-右軸，軀幹則為中心原點，接者將此坐標系投射在參照

物體上，此即為相對參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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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參照系又稱「物體中心（object-centered）坐標系」，相關定位物體的空間關係藉由參

照物的内部特徵來判定，如物體的邊、面等。採用此參照系時，常用於參照物具有明確的內部

參照特徵的情況下。使用時觀察者會將自身投射到參照物上，並以參照物明確指示向前的內部

特徵為前方，接著將自身的坐標系和以參照物角度建立的坐標系重合，此即為內在參照系。 

  (二) 空間參照框架與方位判定 

Ehrich V. and Koster Ch. (1983) 的研究發現描述一個複雜的空間布局關係時，指示系統(相對

參照系)具有被使用的優勢，只有當所有的參考對象都有一個顯著的内在視角，例如椅子和櫥櫃，

才有可能使用內在系統描述；反之，就有必要在指示和內在系統之間交替使用。 

Laura A. Carlson-Radvansky, David E. Irwin (1993) 探討視覺和語言之間的空間思維關聯，發現

空間詞語的指示通常基於以環境為中心的參照框架，如果兩個物品之間在功能上相關，可能會

增加以物體為中心的參照框架的採用。 

Holly A. Taylor, David N. Rapp (2004) 研究了關於視覺感知框架以及記憶延遲與空間參考系

的引用偏好之間的相互作用，以空間關係描述句搭配 3D 建模影像做研究驗證，結果顯示受測者

普遍偏好使用內在參考系作空間定向且依賴內在面向明顯的參考對象為依據(如椅子、車子)。 

Alfred B. Yu, Jeffery M. Zacks (2010) 檢驗人對於有生命體和無生命體之不同空間角度圖像，

在判定左右方位以及轉換視角判定圖片是否相同時，其空間思維模式以及反應時間，得到的結

果表示，若圖像類似人體(如動物)，人們較容易引發以自我為中心的參照系做轉換判斷，意即將

自己想像成圖中生物。 

新美亮輔、橫澤一彥(2006)針對日常生活中的對稱物體，探討了其方向認知中的視覺認知特

性，結果顯示在進行方向認知時，對於物體的方向認知的感受度並非一致，而會隨著物體中心

表象的理解度及觀看角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式將分為兩個部分:方向認知測試及測試後訪談。方向認知測試部分

將蒐集生活中常見且使用功能較具方向代表性之物品作為實驗操作樣本，物品將會分成不同類

群後(依使用方向性之有無和上視圖對稱類型)再將所有物品分散擺放在不同的桌上，要求受測者

利用所給之不具方向性的圓形指示物(本研究使用圖釘造型磁鐵)依照各別物品桌邊覆蓋之指令

小卡，依實驗者給定之順序翻開作答。其中有 11 項研究目標物品和 11 項造型與之相似或對照

物品將會給予放置其前方的指令(內容為「請放在此物的前方」)，而另有 11 項干擾物品給予放

置其上方、左方、右方、後方的指令(內容為「請放在此物的上(左、右、後)方」)將會穿插擺放

在前述 22 項物品之間，以減低受測者接收多次相同指令而影響直覺判斷的可能性，總計實驗進

行之物品項目為 33 項。測試後將對受測者進行開放式訪談，以引導式問句確認受測者當時心理

認知想法。圖 2 為實驗方式和大致的環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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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驗方式示意圖 

 

二、 參與者 

參與本實驗之受測者無特定身分限制，但基於環境和時間方便性之考量，此次參與實驗者

皆為本校之學生，年齡在 22 至 35 歲左右，其中男生 20 人、女生 16 人，共 36 人。 

三、 實驗程序 

在方向性認知的測驗中，受測者被帶到一空間內，內有 33 項生活物品分散放置在不同的長

型桌面上，桌面配置呈「口」字形，同一側桌面上的各物品之間間隔約為 50 公分，物品至受測

者作答側的桌面邊緣的距離約為 18 公分，且對應各個物品的桌邊都配有一張指令小卡。測驗開

始前，對受測者以簡報方式口頭說明實驗需求和注意事項，隨後根據實驗者指示引導受測者帶

著指示物(圖釘造型磁鐵)進入實驗場域，使用指示物依序至各物品桌邊翻開指令小卡作答，受測

者每結束一項物品之判定，便拍攝一張該物品之桌面上視視角照片記錄並搭配錄影觀察更多作

答時的反應。結束測驗部分後，要求受測者參與開放式訪談，透過引導式問句以了解受測者作

答時的心理感受和認知想法，並以錄音方式記錄。圖 3 為實際的實驗環境照。 

 

 

圖 3 實際之實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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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結論 

實驗後回收 36 位受測者對於 33 項生活物品的方向性認知答案，以及關於作答時判定想法

的訪談錄音，將主要之 11 項研究目標物品及另 11 項造型與之相似或對照物品各別進行卡方檢

定。分析後結果顯示，11 項目標研究物中，其中有使用方向性的 7 項物品中有 6 項物品的前方

答案落點與判定時使用之空間參照系有顯著相關(p<0.05)，包含茶壺、削鉛筆機、長形筆盒、噴

霧瓶、有嘴陶鍋、長柄牛奶鍋，進一步分析在這些物品中，答案落點皆具有顯著差異(p<0.05)，

顯見受測者判定答案之偏好，且答案落點次數最高者之中，皆為使用內在參照系之受測者居多。

另分析訪談中關於這 6 項物品作答時判定依據之敘述，得知使用內在參照系之受測者多提及物

品某一側之使用性造型為他們判定該方向性的依據，如出水口處或盒子開口側為前方、把手側

為後方等，由此可得知立體物若是具有明顯的造型或使用性會影響受測者空間參照的判定。以

下列舉三項物品之答案統計次數為例。 

 

圖 4 茶壺答案落點統計      圖 5 削鉛筆機答案落點統計  圖 6 透明筆盒答案落點統計 

 

另將 11 項相似或對照之物品與前述 11 項目標物品比較，發現在物品外型和使用功能相似

的基準下，擺放的方向若改變使觀看面向不同時，受測者作答的絕對答案落點有受影響的趨勢，

其中使用相對參照系的受測者普遍沒有受影響，以自己為中心的坐標系定位，答案落點在桌面

上的絕對位置不變，而使用內在參照系的受測者雖因為觀看面向不同改變了答案的絕對位置，

但可以發現其答案落點相對物品本體來說位置不變，從訪談中也可得知此類人判定依據為物品

上的某一造型或使用特徵，且以前述之 6 項有使用方向性之物品的作答較為明顯。 

而以物品上視視角之對稱類型而言，分析結果顯示對於複數對稱軸物品中擁有兩條對稱軸

者和不定向對稱軸物品，受測者有較高傾向使用相對參照系，因物體上不具有單一方向之明顯

造型或使用性可作為方位的判定依據。在本研究中，目標物品中的油畫洗筆罐和圓形透明玻璃

杯即屬之。下圖 7、8 為兩物品之答案統計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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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油畫洗筆罐答案落點統計            圖 8 圓形透明玻璃罐答案落點統計 

  

總體而言，可以發現立體物若具有較明顯的造型或強烈的使用性特徵時，答案落點有顯著

偏向物體某側為主的趨勢，且物體擺放不同方向時，對於答案落點也會有所改變，不受影響的

只有少數從一而終皆使用相對參照系作空間判定的受測者，即以自身視角為中心所定義之方位，

判定時定位點在桌面位置皆無改變。另外，立體物的對稱類型也對空間判定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具單一定向對稱軸物體，較明顯有作答偏好，可推測因大多數此類物品在該對稱軸上具有明顯

造型或突出之使用性特徵，能給予受測者明確指向性感受。後續實驗會基於本次實驗的結果，

加入關於圖案文字於物品表面的變因，檢驗視覺刺激是否會影響立體物本身造型和使用性對方

位判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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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設計是為改善生活不便，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然有許多產品附加過多非機能需求之設計，

迷失設計應回歸於使用者需求之簡約美感；在眾產品中，茶几是較貼近人生活的家具，可為此現

象的代表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討簡約風格茶几的魅力因子，了解如何在最大化機能的同時，以最

少的元素滿足多元用途，產生吸引使用者選購的魅力因子。首先利用焦點團體法，及魅力工學之

評價構造法，捕捉其魅力因子，以結果作為的深度訪談參考依據。再進行訪談歸納魅力特質。藉

由 KJ 法簡化，獲得四大抽象類目「摩登時尚」、「安全感」、「工業風」、「大眾風」，後以四大類目

為主軸配合問卷調查，並回收問卷，將結果進行數量化 I 類分析建構「魅力要件」萃取「魅力要

素」以了解各魅力因子為何。 

結果顯示，其魅力要件與要素為：摩登時尚：偏好具有反光色澤的材料如雲母大理石、金

屬或玻璃質感、桌腳造型為圓腳三角立足；安全感：複合材料的運用上達到視覺的穿透性、桌

面設計偏於傳統的幾何圖形、搭配較粗壯直通地面的桌腳；工業風：以具光澤感色彩的原木為

主要材質搭配，中性色作為桌面主體、桌腳設計使用木頭搭配中碳鋼的材質；大眾風：較不拘，

主要在色調統一與和諧，運用低彩色系，高度介於 30 至 60 公分。 

關鍵詞：簡約、茶几、魅力因子、魅力工學 

 

Abstract 

The design is to improve the inconvenience of life and provide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ducts that have too many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The lost design should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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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imple beauty of user needs. Among the products, the coffee table is closer to people's lives 
Furniture can b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phenomen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harm factor of the minimalist style coffee table and to understand how to maximize the function 
while satisfying multiple uses with the least elements, to generate a charm factor that attracts users to 
purchase. First, the focus group and the Evaluation Grid Method designed by Miryoku Engineering of 
charm engineering are used to capture the charm factor, and the results a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basis 
for in-depth interviews. Then conduct interviews to summarize the charismatic characteristics. 
Simplified by the KJ method, obtained four categories "modern", "safety", "industrial style", "public ", 
and then used the four major categories as the main axis to cooperate wit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retrieve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identifying the charm elements by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The results show: modern: preference for marble, metal or glass, table legs are round-legged 
triangle feet; safety: the use of composite materials to achieve visual penetration Sexuality, the desktop 
design is biased towards traditional geometric figures, with thicker legs that go straight to the ground; 
industrial style: bright wood, neutral colors of the desktop, table legs designed with wood and medium-
carbon alloy steel; public: uniform and harmonious colors, low color saturation, the height is between 
30 and 60 cm 

Keywords: Minimalism, Coffee table, Attractive Attributes, Miryoku Engineering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設計來自於生活的體現與改進(Paul Rodgers & Alex Milton, 2012)，提供使用者更好的生活

品質，然而許多產品的設計漸漸的偏向過度包裝的設計元素與附加的功能，反而讓使用者迷失

了所需的設計；產品的設計應回歸於在主要機能營造，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創造屬於產品本身

簡約之美感。 

在眾多產品中，茶几為較貼近人們生活的家具，能為此現象的代表之一，其主要功能為提

供人們一個放置物品的平台，在此基礎上對造型做出不同的設計。因此，本研究透過簡約風格

的設計思維，以魅力工學的方式剖析現有符合簡約風格之茶几，探討如何在最大化機能的同時，

以最少的元素滿足多元用途，產生吸引使用者選購的魅力因子。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現有使用者對於簡約風茶几之魅力要件的喜好   
（二） 萃取簡約風茶几之主要設計魅力要素。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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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約風格 

簡約風格的起源，追溯至 60 年代的「極簡主義」與其後的「現代主義」，其中極簡主義運

用在繪畫與雕塑的領域，展現的方式是除去個人主義與意識形態，排除其與創作者的關聯性，

透過純粹的視覺與單純的色彩，以原始物品自身樣貌呈現在觀賞者面前，啟發觀賞者的視覺

(James Meyer, 2000)。 

有類似性色彩的現代主義，其中 Louis Henry Sullivan 主張建築的造型應將其機能與美感相

融合，避免使用不必要的裝飾，再來從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928)提出的 Less is more 哲

學中，了解到設計即是以最少化的元素滿足多元的用途，創造最大的機能，而此思維持續影響

至 90 年代後的簡約思維。 

90 年代後，後現代主義因過於飽和氾濫，逐漸使設計師再次反思設計應有的型態，不同於

極簡主義單純強調外觀上的簡化，簡約應保有產品所具有的主要機能，並保留其多樣性(深澤直

人, 2007)，透過使用者所體驗的生活帶入設計當中。 

簡約風格的設計產品，不單單追求造型上的視覺極簡，在保有主要機能與其多樣性的同時，

增添不同設計師對其個人風格的展現；而對於簡約風的定義在於：1.將元素極少化、2.平衡簡化

的幾何圖形、3.平衡簡化的材料與顏色；本研究以此為基礎作為簡約茶几研究樣本的篩選條件。 

二、魅力工學 

魅力工學是由日本讚井純一郎與乾正雄(1985)依據 Kelly ( 2002 )在《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一書，所開發探討產品中差異性與關聯性的研究方式，以設計取決於消費

者對於產品的喜好度為主的研究觀念，去發掘並整理產品具吸引力與魅力之項目特質，形塑設

計師與消費者之間溝通的渠道，透過了解消費者的喜好若干，進而創造出具有魅力之設計(朝野

熙彥，2001)。本研究為了解使用者對於簡約風茶几的情感與魅力因素，將魅力工學作為主要之

研究方法。 

參、研究方法 

    為調查影響使用者對簡約茶几喜好度之魅力因子，本研究邀請四位受過四年以上工業設計

訓練之 20 歲以上的男性女性，利用焦點團體訪談與魅力工學之評價構造法，對茶几圖卡進行篩

選，捕捉簡約茶几的魅力因子，並以訪談結果作為深度訪談之參考依據，後邀請 20 位大學生進

行訪談，歸納出簡約風格茶几的魅力特質。最後發放 30 份問卷，並回收問卷，對調查結果將進

行數量化 I 類分析，以了解各魅力因子為何。 

一、篩選實驗樣本 

    蒐集自國內外各大網站、書籍、雜誌等，傳播媒體相關茶几圖片，共 200 張，作為實驗樣

本。為突顯產品之造型與細節，以及避免品牌和背景影響受訪者之喜好度評比，故去除產品之

LOGO 與背景後，將茶几調整為相同視角，以利受訪者評比，最後製作成 A6 之彩色圖卡(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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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茶几圖卡 

以目前對於簡約風的定義為依據，分為 3 個具體條件：1.構成上僅保留桌面與桌腳、2.僅有

桌面放置物品之功能、3.材質應用不多於兩種。 

為確定蒐集之樣本皆符合本研究對於簡約風格的定義，會同四位受過四年以上工業設計訓

練之工業設計系學生，在瞭解本研究對於簡約風格的定義後，運用焦點團體訪談法對 200 張圖

卡進行篩選，取得簡約風格之茶几樣本 93 張，以作為後續評價構造法深度訪談之樣本圖卡。 

二、簡約茶几之魅力要件 

本階段邀請 20 位大學生利用上階段得出的 93 張圖卡，透過運用評價構造法(EGM)進行訪

談，決定出適切之簡約風格茶几問項，並設計具有簡約風格茶几感的問卷，最後向 30 位學生發

放問卷。訪談步驟如下: 

以圖卡樣本搭配 EGM 進行深度訪談，先讓受訪者將樣本圖卡根據喜好不同分成三類，再

以此細分成九階的喜好程度，於不同喜好間探討當中的差異性，從中抽取出受訪者對於產品喜

好的上、中、下位條件，並將訪談結果製作成評價構造圖，接著透過 KJ 法收斂上、中、及下位

條件，其限縮得出四項產品風格為：摩登時尚、安全感、工業風、大眾風，後以 EGM 所得到的

質性資料設計問卷。最後向 30 位大學生發放問卷，將結果進行數量化 I 類分析，得出消費者在

不同茶几風格中最喜好的條件組合。 

肆、數量化 I類分析 

為探討消費者對於四種簡約風格茶几的魅力特徵與權重順序，以上階段取得之問卷調查結

果，進行數量化 I 類分析。 

一、安全感 

表 1：使用者對簡約風格茶几具「安全感」之影響權重 

項目 類目 類目得點 偏相關係數 

桌腳設計 1 型式傳統 0.32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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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粗壯穩重 3.10 
3 圓潤無銳角 0.58 
4 圓柱狀桌腳 -0.66 
5 桌面下空間開放 0.43 
6 十字交叉結構 -3.13 

整體外形 

1 型式傳統 -1.35 

0.97 

2 看得到桌面之下 2.55 
3 圓潤無銳角 -0.05 
4 大理石 0.30 
5 複合材料 0.07 
6 十字交叉結構 5.35 

穿透性視覺感 

1 透明玻璃材質桌面 0.18 

0.98 

2 粗壯桌腳 -1.37 
3 透看到桌面下的設計 1.64 
4 桌面材質無穿透性 -0.09 
5 桌面下有開放空間 0.44 
6 十字交叉結構 -13.41 
7 複合材料 3.87 

桌面造型 

1 型式傳統 2.33 

0.98 

2 圓潤無銳角 -0.26 
3 複合材料 0.36 
4 大理石 1.90 
5 淺色木紋 0.36 
6 全透明玻璃材質 -6.54 

材質應用 

1 複合材料 0.05 

0.95 
2 安全、穩固、穩重材料 -0.03 
3 大理石 -1.97 
4 淺色木紋 1.92 

結構設計 

1 結構單一 -1.33 

0.96 

2 桌腳直通地面 2.21 
3 複合材料 0.91 
4 傳統型式 -3.46 

常數項 22.57 

 
複相關係數 = 0.99 

決定係數（重相關係數的平方）= 0.97 

因篇幅有限，本研究以安全感之分析表格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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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係數為 0.97，代表本分析的結果相當值得信賴。 

將各項目的偏相關係數依照大小排列，結果說明茶几要讓消費者感到安全感最重要的因素

為：桌腳之設計(0.98)，二為桌面造型設計(0.98)、三是穿透性視覺感(0.98)，最後為整體外型(0.97)。 

探討消費者最喜歡的具安全感簡約風格茶具設計之公式為 y=aX1+bX2+cX3+dX4+e，其中

X1 為桌腳設計，X2 為桌面造型設計，X3 為穿透性視覺感造型設計，X4 為結構設計，得出消

費者最喜歡的具安全感簡約風格茶几前三名其包含的類目為 :  

（一） 粗壯穩重桌腳、傳統桌面設計、複合材料營造穿透性視覺感、桌腳直通地面。 

（二） 粗壯穩重桌腳、大理石桌面、複合材料營造穿透性視覺感、桌腳直通地面。  

（三） 粗壯穩重桌腳、傳統桌面設計、看到桌面下的設計、桌腳直通地面。 

二、摩登時尚 

決定係數為 0.94，代表本統計的結果相當值得信賴。 

將各項目的偏相關係數依照大小排列，此結果說明茶几要讓消費者感到摩登時尚最重要的

因素為：型態必須剛硬(0.97)，二為整體材質 (0.96)、三是造型與色彩應用(0.96)，最後為桌腳設

計 (0.91)。 

探討消費者最喜歡的具摩登時尚風格茶具設計之公式為 y=aX1+bX2+cX3+dX4+eX5+f，其

中 X1 剛硬型態，X2 整體應用，X3 色彩運用，X4 材質應用，X5 桌腳設計，得出消費者最喜歡

的摩登時尚簡約風格茶几前三名其包含的類目為 :  

（一） 使用雲母大理石作為材料、材料具有反射光澤、桌腳具有玻璃的反射光澤、色彩呈現金

屬與玻璃的質感、桌腳為有圓角的三角立足。 

（二） 使用雲母大理石作為材料、桌腳為有圓角的三角立足、色彩呈現金屬與玻璃的質感、使

用金屬材料、桌腳具有玻璃的反射光澤。 

（三） 使用雲母大理石作為材料、一體成形、色彩呈現金屬與玻璃的質感、材料具有反射光澤、

桌腳具有玻璃的反射光澤。 

三、工業風 

決定係數為 0.90，代表本統計的結果相當值得信賴。 

將各項目的偏相關係數依照大小排列，此結果說明茶几要讓消費者感到具工業風格最重要

的因素為：桌腳設計(0.94)、二為木頭材質應用(0.93)、三是整體設計(0.92)、最後為色彩運用(0.90)。 

探討消費者最喜歡的具工業風簡約風格茶具設計之公式為 y=aX1+bX2+cX3+dX4+e，其中

X1 桌腳設計，X2 色彩運用，X3 整體設計，X4 木頭。得出消費者最喜歡的工業風簡約風格茶

几前三名其包含的類目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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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桌腳使用木頭搭配中碳鋼、選用具光澤感色彩、整體以原木材質為主搭配其他中性色的

材質。 

（二） 桌腳使用木料製作、選用具光澤感色彩、整體以原木材質為主搭配其他中性色的材質。 

（三） 桌腳使用木頭搭配中碳鋼、選用具光澤感色彩、整體以中碳鋼為主其餘木材部位可以搭

配其他中性色材質。 

四、大眾風 

決定係數為 0.96，代表本統計的結果相當值得信賴。 

將各項目的偏相關係數依照大小排列，此結果說明茶几要讓消費者感到具大眾風格最重要

的因素為：材質應用(0.97)、其次是造型設計(0.97)、最後為舒適的色彩(0.96)。 

探討消費者最喜歡的具大眾風簡約風格茶具設計之公式為 y=aX1+bX2+cX3+d，其中 X1 材

質應用，X2 造型設計，X3 舒適的色彩。得出消費者最喜歡的大眾風簡約風格茶几前三名其包

含的類目為 :  

（一） 高度介於 30 至 60 公分、低調或低彩度色系、色調統一和諧低調。 

（二） 高度介於 30 至 60 公分、低調或低彩度色系、白色桌面。 

（三） 高度介於 30 至 60 公分、淺色木紋材質製成、白色桌面。 

伍、結論 

    以最貼近消費者生活的茶几為主要探討對象，在簡約風格的基礎上對產品樣本進行篩選，

透過魅力工學的方法向大學生進行訪談後，分析其對於簡約風格茶几的魅力要素，藉由此結果

提供在茶几設計上的參考依據。 

 以焦點團體訪談法提出簡約風格的具體條件為：構成上僅保留桌面與桌腳、僅有桌面放置

物品之功能、材質應用不多於兩種，並以 EGM 進行深度訪談，了解影響大學生對於簡約風格茶

几的魅力要件為：摩登時尚、安全感、工業風、大眾風。  

根據數量化 I 類問卷分析結果，得出影響消費者的魅力因子分別為： 

（一） 安全感：在複合材料的運用上達到視覺的穿透性、桌面的設計偏於傳統保守的幾何圖形、

並使用較為粗壯並直通地面的桌腳。 

（二） 摩登時尚：偏好具有反光色澤的材料像是雲母大理石、金屬或是玻璃的質感、桌腳的造

型為較具多樣性的圓角三角立足。 

（三） 工業風：整體以具光澤感色彩的原木為主要材質，搭配其他中性色作為桌面主體、在桌

腳的設計使用木頭搭配中碳鋼的材質交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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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眾風：風格較為不拘，主要在於色調的統一與和諧，運用低調或低彩度色系，高度介

於 30 至 6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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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計畫與誘餌效應之關聯性研究－以特斯拉電動車為例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olor Plan and 
Decoy Effect ─ Using Tesla a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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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誘餌效應，是行銷部門經常利用的消費者行為法則。通過提供第三個誘餌選項，讓目標選

項在價錢或規格上顯得更誘人，能有效增加消費者對目標選項的偏好、減少消費者猶豫的時間，

並誘使消費者選擇有更高獲利的產品。一般行銷人員操控的因子有產品價錢跟規格。但在考慮

這兩項因子之前，消費者通常只會透過產品顏色或包裝線索來評估產品。將產品的色彩視為操

控因子納入考量後，應能有效調節誘餌效應所帶來的影響。 

研究假設 : 透過拉近誘餌選項與目標選項的色相值，能提高誘餌與目標的相關性，引導消

費者專注於比較誘餌與目標產品，藉此加強誘餌效應的影響。實驗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一) 驗證

現有銷售方案是否存在誘餌效應、(二) 驗證透過調整色相值，是否能加強誘餌效應的效果、 (三) 
探討色彩與誘餌效應，對於不同類型消費者的影響。有鑑於近年來消費者越來越習慣在線上購買電

動車,在該產業內，設計部門與行銷部門該如何合作，運用色彩與價格來設計出更誘人的線上銷售方案，

在未來將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課題。 

綜上所述，此研究將以特斯拉 Model 3 目前的銷售方案為樣本，進行產品色相調整的研究，確立色

彩計畫與誘餌效應之間的關聯性，幫助從業人員制定更吸引人的色彩設計與行銷策略。 

關鍵字：色彩心理學、完型理論、誘餌效應、電動車 

 

Abstract 

Decoy effect is a common strategy that marketing department used a lot when establishing a 
marketing plan. By providing a decoy option, marketer can make the target option more attractive on 
price or specification therefore manipulate customer’s decision. The goal is to shortened the decision 
making time of customer and nudge them go for the more profitable option. Price and specification are 
usually the main variations that marketer try to control. But before considering those factors, 
customers tend to evaluate the product only by its color and visual cues. Therefore color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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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to mediate decoy effect and color factor could also be a main variation.     

Hypothesis: Company can enhanc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coy and target options by bringing 
close the HUE of two products in order to nudge customer focus on comparing those options. 
Therefore maximize the influence of decoy effect. The experi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Examining the existence of decoy effect in current market plan (2) Proving manipulating HUE can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decoy effect (3) Studying how color and decoy effect influence different type 
of customer. Since customer became more used to purchase online, it will be a vital task for both 
marketing and design department within electric car industry to create an appealing marketing plan 
together in the future. 

As mentioned above, the main experiment will use market plan of Tesla model 3 as example, to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olor plan and decoy effect, helping workers within the industry create 
more appealing color and marketing plan. 

Keywords: Color psychology, Gestalt theory, Decoy effect, Electric car. 

 

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8 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增長至超過 200 萬輛：同比增長 63％，且增長率略高於前幾年。

美國市場方面幾乎翻了一倍，達到 360,000 輛 EV，這主要是由於 Tesla 的 Model 3 的強勁銷售

業績.Tesla 在 2018 年售出了 140,000 輛 Model 3 的汽車，使其成為美國和全球最暢銷的 EV（40
％的市場份額）。以上的資料皆顯示了電動車市場未來的發展潛力。 

相對的，電動車市場相關產業將會越來越競爭，各家廠商皆致力於搶佔市占率，企圖在電

動車的發展之初，就先取得龍頭的地位。如何在眾多的廠商中脫穎而出，將取決於各家公司能

否提出更優質的產品與更吸引人的銷售方案。以特斯拉為例，近期他們就企圖以平價的策略搶

占市場。反之，該公司也面臨了降低成本的壓力，在這個狀況下，該公司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銷

售邏輯，比如將購買環境由實體店面轉為線上購買。而在銷售方案上，也利用誘餌效應，在看

似平價的方案群體裡，試圖引導消費者選擇較高價的方案。 

接著觀察特斯拉的官方購買網站陳列。雖然在顏色的選擇上有 5 種，但是事實上只有三種

價格區間，0 $ / 37500 $ / 75000 $ (以 model 3 為例)，此種陳列與品項的分類方式，確實已實符

合誘餌效應的應用條件外，在色彩方面也有很大的應用空間(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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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特斯拉官網外觀選擇頁面 

 

消費者在初次看到產品後的 90 秒鐘內會對其做出潛意識的判斷，其中 62％到 90％的評估

僅基於顏色 (Seoul International Color Expo ,2004)。這說明了色彩因子其實會比價錢與規格等其

他因子更快的影響到消費者。回頭觀察現今電動車的購買趨勢與習慣，由於消費者越來越習慣

與傾向於線上購買電動車，在電動車產業內，設計部門與行銷部門該如何合作，運用色彩與價

格來設計出更好的銷售方案，誘使消費者選購更高價的方案並且在更短的時間內下購買決策，

在未來將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課題。 

二、研究目的 

研究主要假設如下： 

  (1) 現有銷售方案存在誘餌效應  

  (2) 透過調整色相值，能有效增強誘餌效應的效果 

  (3) 對不同類型消費者，色彩計畫與誘餌效應將造成顯著度不同的影響 

 

貳、 文獻探討 

一、啟發式處理與分析處理 

啟發式處理與分析處理為心理學中的雙系統概念。人類在面對不同的決策時，會由不同的

系統進行思考。系統一代表的是反射性的直覺式思考，系統二則代表按部就班分析的理性思考。

系統一稱為啟發式處理，系統二稱為分析處理 (Stanovich, K. E., & West, R. F. 2000)。 

 

二、誘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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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餌效應是一種現象，公司通過提供第三個誘餌產品，可以有效改變消費者對原始兩個選

項的偏好。當市場提供明顯較不吸引人的第三種誘餌選項時，消費者會傾向於選擇與誘餌選項

相似、但在其他方面明顯較有優勢的目標選項。其他方面可能為價錢、規格、品質、服務等等 (圖
2-1)。從雙系統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已得知，消費者在多數的時候會說服自己是理性的。但在經過

實驗後發現，多數人都傾向下非理性的消費決策。誘餌效應是一個能有效觸發非理性決策的行

銷策略 (Dan Ariely,2008)。 

 

 

圖 2-1 誘餌效應選項價值比較圖 (-A 為誘餌選項) 

 

三、選項的相似性與消費決策  

當受測者感覺到目標與誘餌之間的顯著相似性時，就會出現誘餌效應，目標和誘餌之間的

相似性也使人們易於識別兩者之間的主導關係 (Hu,J.,& Yu, R.,2014)。 

四、完型理論 

如果數個元素具有類似的尺寸、體積、顏色，使用者會自動為它們建立起關聯，因為我們

的眼睛和大腦較容易將相似的事物組織在一起 (Köhler, W.,1929)。在完型理論 Gestalt psychology
中歸納出主要有六種情況，分別為 1.相近性 Proximity 2.相似性 Similarity 3.封閉性 Closure 4.
簡單性 Simplicity 5.對稱性 Symmetry 6.圖地關係 Figure ground。當這些狀況發生時，人類的大

腦會傾向將不同的資訊歸納為一個整體。 

五、色相與產品相似性 

透過顏色的設計，可以使兩個看起來顏色相近的元素，因為相似性與鄰近性的關係，而被

視為一個群體 (van Lier, R., & Wagemans, J.,1997)。這樣的結果，讓設計師能有效的設計出同系

列的商品，或是產出更具有完整性的配色。而在伊登 (Johannes Itten,1967) 的色相環概念中，妥

善的運用鄰近色的概念能有效的設計出和諧的色彩計畫，可能進而使消費者產生同類同組的感

受，以此提升產品之間的相似性。 

六、Values and Life Styles (VAL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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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0 年代末，部分公司與研究員開始認為 VALS 價值與興活型態分析模型已經過時，不能

完整的預測消費者的消費心理。為此 SRI 國際公司開發出了 VALS2。VASL2 僅包括與消費行為

有關的項目。其參考了消費者所花費的時間與金錢來分類，並以自我導向層面(self-orientation) 
與資源層面(resource) 為座標軸基礎，將消費者分類為八種群體。分別為履行者(fulfilleds)、信

仰者(believers)、成就者(achievers)、奮鬥者(strivers)、經驗者(experiencers)、實做者(makers)等。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前期研究，透過 VALS2 價值與興活型態分析模型，將受測者分為兩群，及高資源組、低資

源組。分析特斯拉現有銷售方案為樣本，設計驗證原始誘餌效應是否存在的實驗。最終透過分

析測試結果，提出新版誘餌效應實驗的調整方向。 

主要實驗。透過色相的調整，以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比較。驗證 : 因為誘餌選項與目標選

項的色相相似度提高，是否會提升誘餌效應的效果，藉此提高目標產品的選擇率與決策速度。 

二、研究工具 

(1) VALS2 線上測試表單 : 本實驗將參考國內同樣利用 VALS2 表單元素，轉化設計的中

文表單，提供給 80 位受測者進行填寫，並將結果回填入 VALS2 的英文原始測試表單產出最終

的受測者分類，分為 40 位高資源組與 40 位低資源組。 

(2) 網路問卷調查法 : 本實驗將使用 Surveycake 線上受測表單(圖 3-1)，模擬特斯拉官方網

站上的銷售方案，設計出四組受測表單，A:原始銷售選項，誘餌選項色相差異量為 150，共三

選項 / B: 誘餌選項色相差異量為 0，與原始兩組銷售選項，共三選項 / C:誘餌選項色相差異量

為 50，與原始兩組銷售選項，共三選項 / D: 誘餌選項色相差異量為 100，與原始兩組銷售選項，

共三選項。 

 

圖 3-1 Surveycake 線上受測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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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前期研究調查 

一、消費者價值與生活型態分析  

本實驗將採用 VALS2 模型將消費者依享有資源高低分為兩組，觀察不同組別對於誘餌效

應與色彩計畫的反應是否顯著，並分析其差異。 

二、原始誘餌效應測試 

實驗的樣本直接採 Tesla 特斯拉公司的 modle 3 電動車進行實驗。驗證現有公司官網上的

陳列與價格設計，是否已經達成誘餌效應的條件。以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比較，觀察在加入誘

餌選項之後，目標選項的選擇率是否提升。以驗證實驗假設一 : 現有銷售方案存在誘餌效應。 

伍、 實驗設計 

一、顏色調整範圍 

根據伊登色相環的概念，實驗目標是在互補色的範圍內將色相的角度分為三級，若選用等

差數的分法，色彩因子項目會過於複雜，因此本研究將選用增加 50 度、100 度、150 度作為色

相的選擇。目標顏色為現有色彩中，有彩色 : 藍色。 

二、實驗架構 

高資源組的 40 位受測者，將被拆成四組各 10 人，分配填寫 A B C D 四組表單。低資源組

的 40 位受測者也同理 (圖 5-1)。實驗將以網站後台記錄受測者的決策時間，與不同銷售選項的

選擇率，統計不同組別的目標選項的選擇率，與決策時間進行量化的分析。 

 

   圖 5-1 實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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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流程 

受測者將於大同大學學生族群內隨機取樣，共取 80 為樣本。透過網路表單 VALS2 模型將

消費者依享有資源高低分為兩組後，再將 ABCD 四組表單分別提供給兩組內的組員。 

四、實驗結果分析 

(1) 分析組間差異 : 以 ANOVA 分析對照組:原始誘餌效應色相未調整組、與實驗組:色相經

調整組，之平均決策時間與目標選擇率是否有顯著差異。自變數 : 色相差。因變數 : 決策時間 
/ 目標選擇率。此分析於高資源組與低資源組皆會進行。 

(2) 分析組內差異 : 以 ANOVA 分析 ABCD 四組是否有因線性減少 150 度、100 度、50 度、

0 度的色相差，而使平均決策時間顯著下降與目標選擇率顯著提升。自變數 : 色相差。因變數 : 
決策時間 / 目標選擇率。此分析於高資源組與低資源組皆會進行。 

以上述兩組分析，驗證實驗假設二 : 透過調整色相值，能有效增強誘餌效應的效果。 

(3) 分析高低資源組別的差異 : 比較高資源組與低資源組的數據顯著度的差異，研究假設

高資源組別會較容易到色彩因子的影響，低資源組別則傾向於以價錢為首要考量。 

驗證實驗假設三 : 對不同類型消費者，色彩計畫與誘餌效應將造成顯著度不同的影響 

 

陸、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 

研究預期特斯拉原始的 modle 3 電動車色彩銷售組合已存在誘餌效應。該公司試圖透過提

供較高價的紅色車型選項，誘使消費者願意為了色彩而多付出金錢，進而選擇了中間價位的藍

色選項，最終提高該公司整體的利潤。 

經過 ABCD 四組的色彩銷售方案驗證，本研究希望能證明，透過縮短誘餌選項(紅)、與目

標選項(藍)的色相差距，能有效縮短消費者的決策時間，並提高目標選項的選擇率。以此研究結

果，提供相關從業人員在進行色彩與銷售方案的設計時，一個強化誘餌效應的色彩調整依據。 

二、後續研究發展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特斯拉公司官方的網路購買環境做觀察與分析，並不包含實體店面的銷售環

境、書面文宣與其他非官方的銷售管道。上述因子皆可能是其他影響消費者心裡的變因，本研

究希望未來能納入這些變因，提供相關產業更全面的行銷方案調整建議。 

在色彩方面，本研究只針對該公司現有的色彩選項做分析並建立實驗設計，並不包含其他

公司的色彩選項。為了控制變因的數量，本研究也僅針對色相 HUE 做調整與考量，並不包含

產品的亮度、彩度與表面處理。上述色彩要素，皆會從不同的層面對消費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響，後續的研究發展應將以上變因納入考量，探索其對於誘餌效應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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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種類涉入程度對封面元素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the type of book involvement on the cover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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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的書籍種類在封面上的宣傳往往需要對讀者施加不同的刺激，而書籍的封面是一種書

的廣告形式，但書籍卻不像電視廣告能有生動的動畫表現，讀者在選擇書籍時往往只能藉由封

面上的元素來了解書籍的內容進而刺激閱讀意願，然而，不論實體書店的書本封面或是線上書

店的廣告，其內容琳瑯滿目、不盡相同，如何針對不同種類的書籍精準行銷是重要的課題。本

研究先從書籍種類當中探討產品涉入程度，再以高、中、低三種產品涉入程度的書籍種類探討

其與封面元素的關係。 

關鍵字：產品涉入、封面元素、書籍種類、廣告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different book types on the cover often requires different stimuli to the reader, 
and the cover of the book is a form of book advertising, but the book does not have a vivid animation 
like the TV advertisement. The elements on the cover can b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and stimulate the reading intention.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book cover of the physical bookstore or 
the advertisement of the online bookstore, the content is varied and different. Important subject. This 
study first explores the degree of product involvement from the types of books, and then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ver elements and the book types of high, medium, and low product 
involvement. 

Keywords: product involvement, cover element, types of books, advertis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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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行銷學的興起，書商們以各自的方式在最短的時間裡介紹書本的內容給讀者，根據

107年台灣圖書出版現況，2018年台灣新出版書籍達39,114本，在龐大的出版書目背後往往是

銷售的壓力，而封面作為書的廣告讓書商與讀者做最直接的溝通，所以對出版社而言，封面的

所配置的廣告內容是最直接廣告欄位，即使圖文塞滿了整個封面，甚至可能令讀者感到厭煩，

但書商仍不惜放入各式各樣的封面元素吸睛讀者，如果封面的設計是必須的，那怎樣的封面才

能夠有效的與讀者溝通？ 

以往關於書籍的國內文獻多以書本作為單一產品涉入的考量，並未有人從書籍的分類下探

討涉入程度，故本研究以涉入程度套用至不同的書籍分類，從問卷探討初步涉入程度的高低，

以高、中、低三層選出不同產品涉入程度的書籍分類代表，探討不同涉入程度的書籍在封面元

素上的需求是否有不同之處。 

二、研究目的 

（一）書籍類別是否具有不同的產品涉入。 

（二）不同種類的書籍在封面元素上的需求是否不同。 

（三）依照產品涉入選出高、中、低三種書籍類別，並探討其封面元素是否有不同的趨勢。 

貳、文獻探討 

一、書籍種類 

書籍的種類繁雜，根據賴永祥所編訂的中國圖書分類法，所編訂的書籍共分為九大類別，

分別是：0總類、1哲學類、2宗教類、3自然科學類、4應用科學類、5社會科學類、6-7史地
類、8語文類、9美術類，當然在此之下還有更加詳盡的類別，也因此可以知道書籍種類包羅萬

象。而國內外各家書店也依據書籍不同的內容將其做分類，以國內最大網路書店博客來為例，

其網站內的中文書籍大致上分為二十類別，分別是：文學小說、商業理財、藝術設計、人文史

地、社會科學、自然科普、心理勵志、醫療保健、飲食、生活風格、旅遊、宗教命理、親子教

養、童書／青少年文學、輕小說、漫畫、語言學習、考試用書、電腦資訊、專業／教科書／政

府出版品，並由以上之分類界定研究之書籍範圍，但宗教命理、童書／青少年文學、漫畫、專

業／教科書／政府出版品等四種分類因為其出版的特殊性所以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內。 

二、書籍裝幀 

書籍不同於一般有時效性限制的雜誌設計，其需要更多質感與保存性，因此在進行書籍的

設計時，除了要考慮到書籍的主題訴求還要兼顧美觀與鑑賞性或是注意排列的方便性，要能針

對不同屬性的出版品做不同的規劃（東京視覺研究所，2007）。盛美雲（1995）將書籍各部位

專有名詞進行區分，數千年來圖書形式因印刷術、裝訂術的發展，歷經多次演變，由於機械化

技術的傳入，使得中國書籍裝訂形式亦改為西式的平裝及精裝，平裝的形式與包背裝相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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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若是書殼（封面）用厚紙板做成，厚紙板外部再包上皮或布，在皮或布上燙上金字或印墨

字，則稱為精裝；若是不用厚紙板作書殼，僅以薄的紙作為封面，則稱為平裝。  

三、封面元素 

不論是書店裡架上的書本或是網路上的電子書，封面都是給人最直接的第一印象，對於讀

者也是能夠短時間內快速了解這本書的依據，若是不能短時間的了解書本內容將會大大降低讀

者的閱讀意願。封面設計包含：書名（如該書名有副書名也需附上）、編著者名、出版商名等

和文字、版式與開本（尺寸可能大於內頁）、色彩、畫面 構成、書籍封面圖像、書腰的文

案、書脊寬度(書背)、書籍封面設計造型的族群定位要明確，閱讀者的年齡、文化層次等不同

的特徵。「封面設計是書籍裝幀設計藝術的門面，它是透過藝術形象設計的形式來反映書籍的

內容。」（我愛羅119，2008），封面元素在本研究定調為在封面上所出現的訊息，但不管是

哪一種類的書籍，這些元素都會出現在書籍封面上，其項目有：書名、作者、出版社、文案介

紹、封面設計、推薦人等六項。 

四、涉入程度 

涉入程度在本研究中指讀者對書籍分類所感覺到的相關程度。涉入（involvement）是一個

心理學的概念，相關理論被提出的先驅者為 Sherif & Cantril （1947），認為個人對於某產品

或事物與其內在需求、價值觀以及興趣所產生認知與感受的相關程度，Zaichkowsky（1986）
則把涉入的定義加以精準為：「因本身的需求、價值觀和興趣個人，對事物所感覺到的相關程

度的差異。」並把涉入的種類分為兩種，一種以「質性」為著眼點，有三種型態，分別為情境

涉入（situational involvement）、持久性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反應涉入（response 
involvement）；另一種以「自我」對涉入對象的「行為」表現為著眼點，也有三種型態，分別

為產品涉入（product involvement）、廣告涉入（advertising involvement）、購買決策涉入

（purchasing decision involvement）。雖然涉入程度以個人行為作為衡量標準，但是 Warrington 
and Anamaria （2000）卻提及涉入程度層級是一個從低到高的連續面，雖然個別的消費者對於

不同產品等級和不同的購買情境，仍會呈現不同的涉入程度，而消費者對於產品所具有的涉入

程度仍具有普遍的一致性。  

（一）產品涉入 

產品涉入程度的高低，是個人與產品的關連程度與個人對產品的認知來定義，高產品涉入

的消費者會主動尋求產品相關資訊，而低產品涉入的消費者則反之（Zaichkowsky1986）。  

五、涉入程度衡量 

本研究涉入量表採用縮減後的 rPII 的 10 個問項來衡量涉入，Zaichkowsky（1986）提出個

人涉入量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PII），它以一個完整的涉入建構基礎，包括個人

因素、產品因素、情境因素等三構面，將 108 對形容詞經由實驗應證縮減為 20 個項目，並以

較為中性之單一向度概念詞語作為衡量涉入的程度，之後 Zaichkowsky（1994）將其濃縮為 10
個選項的 rPII（r-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量表，故本研究採用縮減後的 rPII 的 10 個問

項來衡量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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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問卷法，題項總共分成兩個步驟：第一部分為確認書籍分類的的產品涉入

程度並擷取其中高、中、低之次序，第二部分將書名、作者、出版社、文案介紹、封面設

計、推薦人等六項的封面元素分別以非常不重視、相當不重視、不太重視、普通、還算重視、

相當重視、非常重視等七點量表請受測者針對不同書籍種類個別回答喜好程度，其研究架構

如下圖所示： 

 

圖 1 研究方法架構 

二、問卷設計 

(一)問卷內容： 

第一部分：受測者基本資料個人資料。 

第二部分：書籍種類涉入程度調查，將十六種書籍分類採用 rPII（r-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中 10 個問項當中的重要程度、感興趣程度、有趣程度、實用程度、需

求程度等五項題項以 10點的程度量表做喜好程度的詢問，最後詢問受測者在該分類當中對於

封面元素當中的書名、作者、出版社、文案介紹、封面設計、推薦人的在意程度並採用 7點量

表詢問。 

(二)問卷發放： 

本研究問卷使用 surveycake 網路問卷，將製作好的問卷經由網路網路連結發送，發

送管道採用社群軟體 Facebook 以及批踢踢實業坊之問卷板（BBS 討論版）。 

肆、分析與結論 

問卷點閱人次 847次，總回收 364份，其中無效問卷 2份，有效問卷共計 362份，故

統計結果於本章進行統計與分析。 

一、人口變項 

(一)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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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182 位，女生 180 位，男性所佔的比例為 50.2%，女性為 49.7% 

(二) 教育程度： 

主要為大學/大專居多，共有 236 人，佔總人口數的 65.1%，其次為碩士，共有 110
人，佔總人口數的 30.3%。 

(三) 年齡： 

以 21-25歲居多，共有 127 人，佔總人口數 35%，其次為 26-30歲，共有 76 人，佔總

人口數的 20.9%。 

(四) 最高學歷學院： 

以理工學院居多，共有 108 人，佔總人口數的 30.7%，其次為商學院，共有 72 人，佔

總人口數的 20.5％。 

(五) 職業： 

以學生居多，共有 142 人，佔總人口數的 39.2%，其次為學術/教育/輔導類，共有 27
人，站總人口數的 7.4%。 

(六) 逛書店頻率： 

以半年至少一次居多，共 146 人，佔總人口數的 40.3%，其次為一個月至少一次，共

有 138 人，佔總人口數的 38.1%。 

二、信度分析 

為確保問卷的可信度，以問卷之樣本組成並針對題項做信度分析，本研究利用 SPSS
（版本 25）進行統計分析，使用信度分析 Cronbach’s Alpha 做為參考，問卷設計依據前述

學者之理論基礎在涉入程度採用縮減後的 rPII 的十個問項，並挑選本研究適合之題項，共計

五個題項採 10點量表，在封面元素上，本研究以書名、作者、出版社、文案介紹、封面設

計、推薦人等六個題項，採 7點量表，依據信度的 Cronbach’s Alpha值以確保各構面所含之題

項具有內部一致性，在信度分析部分，由於本研究採取十點量表進行問卷調查，且在過去衡量

內在信度的研究中，多用 Cronbach’sα 係數為參考值，因此針對信度，本研究分析如下表： 

            

 

  

表 1 涉入程度問項 Cronbach’sα 係數 

 

表 2 封面元素問項 Cronbach’sα 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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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均數 

(一) 涉入程度平均數 

以下表格將問卷結果的涉入程度之平均數由大至小排序，根據數據，前 25%依序為語

言學習、旅遊、文學小說、飲食，其中以語言學習在總平均數的分數最高，為高涉入程度

之種類；在中段 25%-75%當中依序為社會科學、藝術設計、商業理財、心理勵志、自然科

普、電腦資訊、醫療保健、生活風格，由於商業理財與心理勵志為相同分數，故自然科普

為中涉入程度之種類；在後段 75%當中依序為考試用書、輕小說、人文史地、親子教養，

其中以親子教養平均數最低，故為低涉入程度之種類；其他數值因數據不具其特殊地位

性，故本研究不探討。 

  重要程度 感興趣程度 有趣程度 實用程度 需求程度 總平均 

1 語言學習 6.38 5.4 4.46 6.97 6.22 5.89 

2 旅遊 5.02 5.73 5.77 5.635 4.66 5.36 

3 文學小說 5.56 5.98 5.94 4.1 4.6 5.24 

4 飲食 4.73 5.4 5.38 5.36 4.36 5.05 

5 社會科學 4.98 5.01 4.82 4.8 4.31 4.78 

6 藝術設計 4.5 5.2 5.22 4.64 4.1 4.73 

7 商業理財 4.73 4.25 3.6 5.62 4.46 4.53 

8 心裡勵志 4.62 4.81 4.53 4.53 4.16 4.53 

9 自然科普 4.5 4.61 4.66 4.8 3.9 4.49 

10 電腦資訊 4.81 4.2 3.83 5.28 4.24 4.47 

11 醫療保健 4.6 4.09 3.74 5.32 4.04 4.36 

12 生活風格 4.08 4.65 4.69 4.12 3.74 4.26 

13 考試用書 5.03 3.38 2.69 5.46 4.56 4.22 

14 輕小說 4.07 4.76 5.01 3.19 3.66 4.14 

15 人文史地 3.91 4.3 4.24 3.75 3.36 3.91 

16 親子教養 2.37 2.28 2.26 2.38 1.87 2.23 

表 3 涉入程度總體平均數 

(二) 封面元素在意程度平均數 

以下表格將問卷當中的封面元素問項，以書名、作者、出版社、文案介紹、封面設

計、推薦人，依照涉入程度平均數排序，在高涉入程度種類的語言學習當中，以文案介紹

的平均數最高、封面設計的平均數則最低；在中涉入程度種類的自然科普當中，以文案介

紹的平均數最高、出版社的平均數則最低；在低涉入程度種類的親子教養當中，以文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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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的平均數最高、出版社的平均數則最低；在總平均當中，以文案介紹為平均數最高、出

版社的平均數為最低。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文案介紹 封面設計 推薦人 

1 語言學習 4.69 4.33 4.17 4.83 4.10 4.15 

2 旅遊 4.99 3.78 3.49 5.21 5.00 3.68 

3 文學小說 4.71 4.19 3.13 4.68 4.80 3.51 

4 飲食 4.76 3.90 3.26 4.90 4.97 3.65 

5 社會科學 4.62 4.10 3.38 4.68 4.19 3.73 

6 藝術設計 4.43 3.91 3.29 4.65 5.32 3.56 

7 商業理財 4.35 4.17 3.43 4.64 4.00 3.98 

8 心裡勵志 4.65 4.03 3.24 4.73 4.28 3.72 

9 自然科普 4.53 3.81 3.49 4.60 4.25 3.59 

10 電腦資訊 4.42 3.83 3.55 4.42 3.88 3.72 

11 醫療保健 4.69 4.35 3.44 4.71 3.99 3.88 

12 生活風格 4.55 3.78 3.19 4.71 4.81 3.47 

13 考試用書 4.20 4.33 4.09 4.26 3.55 3.97 

14 輕小說 4.69 4.19 3.54 4.78 4.74 3.28 

15 人文史地 4.41 3.85 3.31 4.43 4.18 3.44 

16 親子教養 3.80 3.41 2.94 3.90 3.62 3.28 

17 總平均 4.53 4.00 3.43 4.63 4.36 3.66 

表 4 封面元素總體平均數 

四、結論與討論 

本次問卷依照數據將涉入程度與封面元素初步探討如下，在涉入程度的語言學習類別當

中總平均數最高，故推測讀者在選擇語言學習類別的書籍時，較會主動尋求該類別的相關資

訊，進而求得讀者較為理想的書籍，而在封面元素的在意程度內，於文案介紹上的平均數也最

高，可見讀者在選擇語言學習類別的書籍時，較會參考封面上的文案介紹進而挑選，不過在封

面設計相較於其他封面元素的平均數較低，故可得知在挑選語言學習類別的書籍時在封面設計

上對於讀者可能不是第一選項；而位於中涉入程度的自然科普類別，在封面元素當中的文案介

紹平均數最高，可以得知固然書籍封面元素有相當多，讀者依舊需要文案內容的輔助，而封面

元素當中最低的平均數為出版社，可推測讀者在挑選自然科普類別的書籍時，對於出版社較不

在意；在低涉入程度的親子教養類別當中，文案介紹依舊是該種類當中最高的平均數，出版社

則依舊為最低平均數，根據數據推測，無論高、中、低涉入程度，讀者仍需要藉由文案內容來了

解書本內容的輪廓。 

總體而言，在本問卷當中的十六種書籍分類，依涉入程度的數據來看，同為書籍但讀者

在挑選不同種類的書籍時對於該種類的涉入程度仍具有差別，對於書商來說，在書店的市場

行銷上可針對不同種類的書籍提出解決的方式，不該將所有書籍視為同一種產品，而在封面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305



 

元素的總平均來看，相較於書名，讀者更為在意封面上的文案內容，相反的，讀者在出版社

上較不在意，故在封面元素上，出版社對於讀者來說可能較無翻閱的動力；由問卷結果發現，

雖然封面元素上的平均數不盡相同，但在文案介紹上仍具有普遍的一致性，故本研究推測讀

者在文案介紹上所在意的程度較高，後續研究會基於此次問卷的結果，加入廣告涉入程度的

變因，檢視在高、中、低涉入程度的書籍在文案介紹上對於廣告涉入程度是否具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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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兒童對鄰里公園中兒童遊戲區之圖像認知繪畫研究

Research of preschooler’s cognition of pictogram for children’s 
playgrounds of neighbor parks by drawing 

林禹馨*  林家華**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sherry85411@gmail.com 

摘要 

 鄰里公園的兒童遊戲區是兒童經常去遊玩的地方，但他們受傷、意外等事故頻傳，雖然照

顧者須注意，但也該教育兒童如何保護自己。在此現況下遊戲區的標誌即為無聲的叮嚀，但因

學齡前兒童的認知、社會經驗不足，無法完全理解，故本研究以繪畫探討學齡前兒童對於四項

（地面堅硬危險，不要從設施上跳下來、「熱」表面及撲面之警告、使用者年齡範圍、移除頭

盔，繞在脖子上之細繩或配件）在鄰里公園內常見的標誌之圖像認知。透過文獻探討確立實驗

內容，專家訪談定義實驗流程。實驗中會與學齡前兒童說明引導，接著觀察記錄兒童之反應，

再進行內容訪談了解兒童繪畫內容為何。 後將圖畫內容分為造形、人物、空間、色彩四個維

度進行分析，並對比過去文獻之兒童繪畫表現，進而提出鄰里公園中兒童遊戲區之圖像認知的

繪畫共同認知。希望藉由此研究，能成為設計兒童遊戲區圖像標誌之基石。 

關鍵字：學齡前兒童認知、繪畫表現、圖像符號、兒童遊戲區、鄰里公園。 

Abstract 

     Kids usually play in children’s playgrounds of neighbor parks, but it’s common to hear that they 

suffer injuries there. Although minders should notice what is happening, we also must teach kids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accidents. Under this kind of situation, signs of playgrounds are silent 

warning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preschoolers’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they can’t understand 

what signs would like to conve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discussing what preschoolers’ cognition 

of four pictograms for kids’ playgrounds in neighbor parks. First, the content of the experiment is 

establish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process is firmly defined in the deep interview. Second, in the 

experiment, kids would be guided, observed, and asked what they were drawing. Last, the results ar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shapes, figures, spaces, and color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with th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result, this study comes up with the common cognition of preschoolers which apply in 

children’s playgrounds of neighbor park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be the foundation 

of deigning pictogram signs in the children’s playground. 

Keywords: preschoolers’ cognition, drawing, pictogram, kids’ playground, neighbor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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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兒童在公園發生意外的新聞層出不窮，事故傷害的防範雖然是照顧者該注意之處，但我們

也該教育他們如何簡單地保護自己遠離危害，此時兒童遊戲區或設施上的告示就是幫助兒童要

有警覺的方法之一。在台灣，公園內的告示多為文字呈現，主要以成人使用偏好及認知為設計，

但真正的使用者—兒童應被考慮其中，尤其是識字較不容易的學齡前兒童。 

  公共標誌系統多分為文字、圖像、符號，也有三者混合者。其中，圖像因跨越文化、語言的

隔閡，為更廣泛地使用。但 Jamal Ahmad、Eman Al-Zboon、Kholoud Dababneh（2016）指出兒

童對於日常圖像標誌之理解度，發現他們不能成功辨別許多項目。國內對於不要玩火的警告圖

像進行研究，發現學齡前兒童對部分的警告圖像理解程度不高（張美春，2015），因此若能先了

解他們對於圖像的共同認知，再以此為基礎進行設計，想必會讓兒童對於圖像之理解性提高。

若要了解兒童認知，繪畫是一種表達認知甚至是和旁人溝通、理解兒童的一種視覺語言（穆佩

芬，2014）。Lowenfeld 及 Brittain 提出兒童繪畫認知階段，於前圖示期（4-7 歲）的學齡前兒童

已經能夠透過繪畫和他人溝通，也會將認知與實物之間交互的關係表現出來，讓我們可以進而

了解兒童的思考過程與他們的內心世界。 

  本研究為了遊戲安全，改善學齡前兒童因對圖像的認知不足所造成的理解差異，將透過繪

畫探討學齡前兒童對於現今鄰里公園中兒童遊戲場之圖像的表達與認知，並以造形、人物、色

彩、空間四個項目進行元素探討與歸納。希冀本研究成果對於未來鄰里公園中兒童遊戲區之圖

像標誌設計能有具體參考。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對象：以學齡前兒童為研究對象。學齡前為未進入國家正式學制，現今國民教育為 6-18

歲，故鎖定為 6 歲之前。此外考慮到學齡前兒童對於表達、理解及繪圖的狀況，以 Lowenfeld 之

兒童繪畫發展—前圖示期之後為標準，範圍為中班及大班。 

（二）空間：以台北市鄰里公園中的兒童遊戲場為研究範圍。鄰里公園除了離家近，照顧者方

便遊憩，設計時也時常合併兒童遊戲場（郭瑞坤，1996），因此在鄰里公園使用者中，兒童也佔

有相當大一部分。 

貳、文獻探討 

一、圖像與學齡前兒童繪畫認知 

（一） 圖像定義與種類 

 圖像符號即是一種視覺訊息的傳遞，可以不同功能、場域分成文字（words）、圖像（pictograms）

及符號（symbols），也很常有三者混合呈現之情況出現（張悟非，1992）。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為了公共場所使用的圖像制定了五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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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7010）且結合 ISO 3864 歸納出可使用的顏色、形狀：（1）禁止：用於禁止。色彩為紅色；

形狀為圓形和斜線；（2）命令：用於必須做的事。色彩為藍色；形狀為圓形；（3）警告：用於危

險、警告。色彩為黃色；形狀為圓角等邊三角形；（4）安全狀況：用於安全設施或出口。色彩為

綠色；形狀為長形或長方形；（5）火災安全：用於火災防護。色彩為紅色；形狀為方形。 

（二） 學齡前兒童繪畫認知發展 

根據 Lowenfeld 與 Brittian（1987）的藝術教育理論，依照兒童圖畫的表現形式將繪畫發展

分成六個階段，而學齡前兒童為塗鴉期及前圖示期，說明如下（侯禎塘，2002）： 

1. 塗鴉期（2-4 歲）：可分為隨意塗鴉、控制塗鴉及命名塗鴉。從命名塗鴉期（3 歲以後）開始，

兒童會開始有心象性的思考（thinking imaginatively），賦予自己繪畫出的符號意義。 

2. 前圖示期（4-7 歲）：開始有意識地創造形體，以主觀的方式利用自創的視覺語言和他人溝通。

會將認知與實物之間交互的關係表現出來，可以藉此了解兒童的思考過程。 

（三） 學齡前兒童繪畫表現 

本節歸納各家提出的論點，且將前圖示期（4 歲）作為分水嶺進行說明。以造形、人物、空

間與色彩四項目統整各家對於學齡前兒童的繪畫之分析（侯禎塘，2002；曾銘宇，2011；藍靜

義，2012；穆佩芬等人，2014；荷內˙巴爾第，2017。）。 

表 1 學齡前兒童繪畫階段項目分析 

	 3-4 歲	 4-6 歲（未滿 7 歲）	

造

形	

（1） 三歲開始出現圓形（第一個閉合的形

狀）、十字。四歲會繪製正方形。	

（2） 會開始將自己的生活經驗呈現於圖

畫，可稱之為心像（mental image），但

較缺乏邏輯。	

開始出現樹、房子的概念（Schemata），熱衷

於繪製出格子、柵欄等反覆的方形圖像。六

歲左右兒童對於物體較能仔細繪製，雖然比

例不太正確。	

人

物	

四歲左右的兒童第一個出現的圖畫象徵即

為人，而這時 常以「蝌蚪人」的方式呈現。

一個圓代表頭部，而剩下的線條則是腳和

手，通常沒有肚子。	

	

（1） 隨著年紀產生細節，除了手、腳，細

節應包含其他臉部（眼睛及嘴唇）、

身體部位，但有時還是會遺失部分。

因對空間掌握不熟悉，身體比例可

能不太正確。	

（2） 外形階段：線條人、管狀人、輪廓人。	

空

間	

（1） 當兒童繪製出封閉的圓形時，會發現

畫上的「圖地關係」。	

（2） 空間純為想像的空間。	

主觀的空間觀，物件任意分散於圖畫，物和

物之間缺乏邏輯，排列多以平行、正面繪製。

大約四到五歲開始有基準線（天空和地面）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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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彩	

（1） 在四歲時開始分辨色彩，且能正確說

出五種不同色彩。	

（2） 不常著色，會認為「線條」組成即是圖

畫的元素，色彩多為區分不同的圖像。	

使用上相當自我，但偏好使用「原色」做圖。

六歲左右開始注意到物體的固有色，並運用

於圖畫中，例如草地為綠色。	

（四） 學齡前兒童與圖像之相關研究 

Schneider（1997）指出 3-5 歲兒童對於「骷顱頭」表示警告有毒是無法辨認出來的。交通

方面 Aleksandar Trifunovic ́ 等人（2017）測試學齡前兒童，發現他們無法理解禁止圖像。國內也

有對於不要玩火的警告圖像進行研究，顯示兒童對部分的「警告」圖像理解程度不高，提出若

要設計給學齡前兒童之圖像應直接清楚，特徵完整（張美春，2015）。 

二、兒童與公園 

鄰里公園因位於社區中，為民眾 常接觸之公園空間。設計時時常包含遊樂設施，甚至是

合併兒童遊戲場（郭瑞坤等人，1996），因此在鄰里公園使用者中，兒童也佔有相當大一部分。

陳淑華及方文熙（2012）也指出學齡前兒童主要休閒地點為公園，但兒童因為身心、認知發展

尚未完全，對於環境的判斷能力較弱，他們經常發生事故傷害、意外（曾慈慧、董娟鳴、莊明

霞，2017）。 

（一） 兒童遊戲場告示牌與標誌 

國家標準 CNS 12642:2016（A1043）也有在 2016 年進行修訂公布，內容如下：（1）要看到

標誌的人可隨時看見。安置於設備上或採獨立式裝置；（2）標誌或標籤上應載明事項（不限於

下列）：適合之年齡、建議事項、移除頭盔，繞在脖子上之細繩或配件、「熱」表面及撲面之警

告、遊戲設備位於堅硬表面危害性的警告；（3）規格應符合具識別性、字型、訊息及符號之清晰

度、顏色規格、文字訊息及明顯性。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一） 定義圖像：確立欲設計圖像，以及其中視覺訊息的定義。 

（二） 繪畫實驗：透過繪畫及事後訪談理解學齡前兒童對現有訊息之認知與理解。  

二、研究設計 

（一） 圖像蒐集： 

從文獻探討中可得知，法規中規定告示須載明事項為：適合之年齡、移除頭盔，繞在脖子

上之細繩或配件、「熱」表面及撲面之警告、遊戲設備位於堅硬表面危害性之警告。以 ISO 所制

訂之標誌分類做排序：（1）警告：遊戲設備位於堅硬表面危害性之警告、「熱」表面及撲面之警

告；（2）命令：使用者年齡、移除頭盔，繞在脖子上之細繩或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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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測、流程修正：以文獻探討、專家訪談修正細節後在前測中確認 終實驗流程。 

1. 文獻探討：將前測流程設定為說明引導、觀察紀錄與內容訪談。說明欲實驗圖像之意義後請

學齡前兒童繪畫，並在旁觀察紀錄實驗過程，進而修正實驗流程。 後進行內容訪談理解學

齡前兒童繪畫想法。 

2. 專家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目的是探討學齡前兒童在公園遊戲狀況以及實驗流程建議。 

（1） 時間：2019 年 6 月 10 日，13：00 – 14：00。 

（2） 地點：台北市非營利景新幼兒園。 

（3） 受訪人背景： 

	 姚姚老師	 倩倩老師	

任教班級	 中班（中玫瑰班）	 大班（大茉莉班）	

職務	 教師	 教師	

經歷	 2009-2019（十年）	 2016-2019（三年）	

（4） 訪談重點整理： 

兒童在公園遊戲狀況	 實驗流程	

（1） 大班的孩子常常假日去公園回來就受

傷。	

（2） 除非爸媽有特別安排，不然兒童不太常

去特色、共融公園，大多都去景行、景

華公園（鄰里公園。）	

（3） 公園裡單純的圖像會比插畫、文字好，

兒童也比較能理解。平常都會用簡單的

圖像去要求兒童做事，如果要設計圖像

是可以的。	

（1） 畫圖時間不能太長，大約 15-30 分鐘，

不然會不專心。	

（2） 事後訪談時盡量一個一個問，不然兒

童可能會不理解但怕被同學笑，裝作

理解。訪談時也不要有表情，兒童會從

表情裡猜測你的想法。	

（3） 可以用我們的紙和蠟筆作為用具，他

們也用得比較習慣。	

3. 前測與修正：從前測中得知學齡前兒童認知大致相同。但發現他們因圖像定義太冗長，時常

忘記部分內容。為方便他們記憶有簡化與修正圖像定義：（1）禁止：地面堅硬危險，不要從

設施上跳下來；（2）警告：「熱」表面及撲面之警告（亦有禁止）；（3）命令：使用者年齡

範圍、移除頭盔，繞在脖子上之細繩或配件。 

（三） 正式實驗： 

1. 實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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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點：以台北市為研究範圍鎖定通過評鑑之幼兒園。篩選後詢問校方後願意參與實驗

者。 後為台北市私立非營利景新幼兒園。 

（2） 受測者：學齡前兒童尚未成年，需經過家長同意者才能進行實驗。過程中若學齡前兒童

有語意表達不順、圖畫完全不能理解等狀況，則不列入實驗結果當中。 

2. 對象：為四名大班兒童及五名中班兒童（一位為六歲，四位五歲及四位四歲以上），性別為

一男八女，當中有一名大班女童因故而無法繼續進行實驗，由另一名大班男童替代。 

3. 繪圖工具：蠟筆、彩虹筆、圖畫紙。 

肆、繪畫實驗結果 

若內容為學齡前兒童偏題之創作則不採用，以造形、人物、空間、色彩四部分較為有特色

的部分作探討。 

一、禁止圖像 

（一） 地面堅硬危險，不要從設施上跳下來 

造形	

（1） 由於說明時有強調「地板」，多以線條呈現，也有人繪製石頭作為地板。	

（2） 禁止的抽象概念大班的兒童會以常見的禁止符號甚至配合告示牌呈現，中班兒

童多繪製叉叉。	

	 	 	

人物	 都有繪製人物，有些以表情（驚訝）、肢體、角度或輔助線條（箭頭）表達禁止跳下來。	

色彩	

大多仍是主觀用色，許多兒童表示喜歡粉紅色因而使用它。固有色的概念出現於禁止

（紅色、暖色系），大班兒童會將地板使用黑色、灰色等。	

	 	 	 	

二、警告圖像 

（一） 「熱」的表面及撲面之警告（亦有命令）：說明有強調設施表面很燙時不要玩。 

造形	

（1） 都有溜滑梯的出現，多以幾何組成。有一名僅畫出樓梯的部分代替全部。	

（2） 熱氣有出現六次，多以線條呈現。有三名兒童畫大

太陽表示太陽很大就會很熱。並在旁繪製出禁止符

號代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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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有三名大班兒童表示因為很熱，所以要拿水去幫忙散熱，因此繪製出的人物均有拿水

（水管、抹布）的動作。	

空間	
都有天空（基準線）的概念，也因為天氣很熱，所以大部分都以太陽呈現，僅有一名兒

童只畫雲。物件大多都位於地板之上，有兩名兒童會先畫外框，之後在框內畫圖。	

色彩	
用色主觀，不填色時多以線條呈現。具有固有色概念，且不僅是實體物體，抽象概念也

具有固有色，例如熱氣（暖色系）、太陽。	

三、命令圖像 

（一） 使用者年齡範圍 

造形	

年齡說明的部分多為直接寫數字以告示牌或對話框呈現，也有兒童繪畫幼兒並表示這

些人不能玩。而數字部分老師有表示寫反是正常的。	 	 	

（二） 移除頭盔，繞在脖子上之細繩或配件 

造形	

（1） 此次遊樂設施出現多元，有單槓、鞦韆、攀爬網、溜滑梯等，多以幾何和線條構

成。	

（2） 有禁止概念出現，以對話框、叉叉、告示牌的方式呈現。	 	 	

人物	

（1） 線條人、管狀人和輪廓人皆有出現，且可以相當細膩地繪製，無論是動態（爬、

吊單槓）或是衣著細節。	

（2） 解釋題目時有舉例不要帶頭盔、圍巾或是衣服上的線，故此次兒童的呈現方式

均不同。有衣服上的線、帽 T；圍巾；頭盔、安全帽等。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繪畫研究，了解學齡前兒童對於鄰里公園內兒童遊戲區之標誌認知與呈現方式

和成人有所不同，也進一步發現繪圖時，大部分兒童會出現該年齡會出現的繪畫認知，卻可能

因當下情緒、狀況而有所改變。例如已有固有色概念，卻因為更喜歡粉紅色而使用主觀用色。

且部分學齡前兒童會展現比該年齡更成熟的繪畫表現。 

接下來以繪畫認知為基礎，整理出學齡前兒童適用之圖像標誌繪畫共同認知元素，希望未

來可以藉此繼續延伸有關學齡前兒童不同範圍的繪畫認知研究，提出更詳盡的階段理論。以及

以本研究之結果為基礎，設計出一系列以學齡前兒童認知為出發點之圖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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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現今社會的科技進步，普羅大眾現在皆可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產品來體驗全新的事物，

而「虛擬實境」此技術正是其中之一。透過虛擬實境人們可以遠端體驗到不同的場景，與不同

的人事物做逼真的互動，然而在越是擬真這樣的情況下，人類的社交心裡表徵也更為明顯，個

人空間做為人與人之間距離的調節，也會在虛擬實境中發揮其作用，至於展現方式為何，又或

是與現實環境中的不同，正是此研究的目標。透過建立一套虛擬實境遊戲，採用止步距離法的

實驗方式，讓受測者面對與自己同性別的虛擬人物，以三種地理環境狀況，五種面對方式，兩

種行徑意圖，組合出共五十三種路徑，去界定受測者在不同環境與姿勢狀態下的個人空間範圍，

了解在此限定遊戲環境下的虛擬環境個人空間大小形狀，各個路徑方向之間的差異，以及在不

同地理環境影響下的變化，最後與過往在現實環境中的結果做比對，試著找出與之的差異。 

關鍵字：個人空間、人際距離、虛擬實境、距離學、止步法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nowadays, the general public can now experience 
new things through ever-changing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the technology of "virtual reality" 
is one of them. Through virtual reality, people can experience different scenes remotely and 
interact realistically with different people and thing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more realistic,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social mind is also more obvious. ''Personal Space'' , as the 
adjustment of the distance to people, will also play a role in virtual reality. As for the way of 
presentation, or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real environment, this i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t of virtual reality games, with three spac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five face methods, and two behavioral intentions. A total of fifty-three paths to 
define the subject's space rang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postures understand the size and 
shape of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personal spac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path 
directions and the different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ce environment are finally 
compared with the past results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and try to find th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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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Personal Space, Virtual Reality, Social Distance, Proximity, Stop-distance method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隨著現今社會的科技進步，普羅大眾現在皆可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產品來體驗全新的事物，

而「虛擬實境」此技術正是其中之一。透過虛擬實境人們可以遠端體驗到不同的場景，與不同

的人事物做逼真的互動，然而在越是擬真這樣的情況下，人類的社交心裡表徵也更為明顯，「個

人空間」做為人與人之間距離的調節，是如何影響人們的心理與生理反應，心中的距離界線會

是多少，透過裝置，是會令人感到更鬆懈而拉近距離，亦或是令人覺得更加緊張，而保持更遠

的距離，以及與過去的研究結果，在真實環境下又有何差異，若是有，是否存在著一些關聯性，

是否可以藉此類推出一些端倪，這些都是將來虛擬實境的內容開發所需密切關注的。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能夠找出人們在虛擬實境當中的個人空間距離以及其變化並且對照過往。過往

環境心理學家已經針對個人空間有了深入的了解，然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環境」一詞也跟

著多了很多種的詮釋方式，其中虛擬實境正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在虛擬環境中人們的個人空

間調節會影響虛擬內容對於使用者的感受，了解個人空間在虛擬環境中的樣貌，是作為開發者

必須考慮到的一環，透過虛擬環境中的個人空間需要，便能強化內容開發的完整度，為將來體

驗提供更好的設計。 

貳、文獻探討 

一、個人空間 

（一）個人空間的定義 

最早的個人空間（personal space）的概念是由 Katz（1937）所提出。一個「環繞著個人軀

體，由無形的界線界定出的領域，不容許入侵者的進入」（Hayduk,1983）環繞在個人身體四周的

稱之人際距離，而這樣的人際距離會組成每個個體的個人空間，且個人空間會隨時間、情況而

有所改變，擴大或是縮小，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連續距離（Bell, Greene, Fisher &Andrewbaum, 
2003）。像這樣的個人空間通常被描述成一個人的空間氣泡（bubble），會隨著人的移動而調節，

這種功能被提出是為強調個人空間的保護功能更甚於溝通功能（Aiello, 1987）。這個空間氣泡傳

統上被視為圓形，但如果以三度空間來思考，性別不同、身體不同、部位的個人空間大小都不

同，因此會形成一種不規則的圓柱型（Fisher & Byrne, 1975; Harris, Luginbuhl & Fishbein,1978）。 

最早對於個人空間相關的研究，為人類學家 Hall（1966）所發表的「距離學（proxemics）」，
探討人們附加於空間的意義，提供了在不同文化下的空間規範。在美國的文化下，中產階級的

白人互動通常發生以下列四種人際關係的互動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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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親密距離（intimate Distance）：0 - 46 cm。此時的互動可以獲得身體溫度和氣溫等額外的

感覺訊息，專用在非常親密的互動關係中。 

2.個人距離（personal Distance）：46 - 120 cm。此時，個人得以了解他人身體的其他部分，

通常也被允許碰觸，是與朋友交談的普通距離。 

3.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120 - 370 cm。用於一起工作或進行非正式事務的人之間。 

4.公眾距離（public Distance）：370 cm 以上。人們可以輕易的採取逃走或防禦的行動。 

（二）個人空間的影響因素 

個人空間為一個隨時間連續變化的一段距離，會隨著不同的情境、年齡、性別、種族文化

與倫理背景等因素，影響其大小: 

情境因素：接近者與被接近者之關係、正向的情緒、友誼以及吸引力等都與接近行有關，

當朋友而非陌生人靠近時，人們會感到比較舒服(Ashton, Shaw & Worsham, 1980) 。而物理空間

也會對個人空間產生影響，因為人類的心裡存有危害、威脅或壓力的知覺(Heimstra & Mcfarling, 
1985)，對空間的利用通常反映出關心安全的底線，只要必要時可 以輕易逃走，則彼此需所的空

間就可以較小(McAndrew, 1995)，另外像是牆角的人比站在房間中央的人需要更多個人空間

(Dabbs,Fuller,&Carr,1973;Tennis & Dabbs,1975)。 

年齡因素：年齡跟人際距離的關係是曲線型的(徐磊青和楊公俠，2005)，兒童的個人空間需

求隨著年齡而穩定增加(Burgess, 1981; Hayduk,1983)， 通常 10 歲以下的兒童對於侵入個人領域

較很少引發負面反應;而年長者需要的人際距離反之較小，可能是年長者的各個感官靈敏度降低

不再如以前，因 而希望依靠不同線索包含空間或他人的幫助來部分地補償此能力的降低，所以

年長者喜歡靠近他人，以增加觸感和嗅覺等刺激作為訊息溝通的手段，(徐磊青和楊公俠，2005)。 

性別因素：性別是決定大多數情境中空間行為的重要因素。有些研究指出，女性偏好與男

性互動的距離可能與生理周期有關，因為人際距離可能受到身體不適、緊張和性行為的興趣之

波動所影響(O’Nel, Schulz & Christenson, 1987; Sanders, 1978)。除性別外，個人的性向取向(例 如

是否強烈的認同男性化或是女性化的角色)，也可能是調節空間行為的重要因素(Lombardo, 1986)。 

種族、文化與倫理背景：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民族，對互動距離與個人空間的需求也就不

同，一但來自於不同文化的人進行互動，而不知道對方的空間需求就可能會發生明顯的問題

(Hall,1966)。 

二、虛擬環境中的個人空間 

（一）虛擬個人空間狀況 

Bailenson 等人在過去的實驗中(2001)，得知虛擬環境中的個人環境是個為正面長、側

邊窄的橢圓形，而 Andrea Bonsch 等人也在虛擬環境中情緒對個人空間的影響實驗中，得

出此形狀，現在普遍認為虛擬環境中的個人形狀會大致與現實環境中相同，前長側窄且左

右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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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擬人物社會影響力 

根據過去的實驗中，虛擬人物與觀測受測者間存在「非語言補償」(Bailenson, Blascovich, et 
al., 2001)，例如手勢、眨眼等動作，證實了虛擬人物具備的社會影響力，受測者也因此會將其視

為一個真實的人而對其產生人與人之間的心理反應，受測者的個人空間也將因此具備。  

參、研究方法與實驗 

一、個人空間測量方式 

根據 McAndrew 在 1995 年的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一書中，舉出測量的方式大概有以

下三種：模擬/投射法、實驗室中的止步距離法、自然觀察法 

模擬/投射法：社會情境的模擬和投射技術是研究個人空間的最普遍方法， 在模擬研究中，

受測者被要求將圖畫想像成真實的人，且依照實驗者所描述的情境適當的加以排列，其中使用

最普遍的為「適宜人際距離量表（Comfortable Interpersonal Distance Scale, CID）」（Duke & Nowicki, 
1972）。 此方法之所以受到大眾歡迎的原因為容易施測、計分又快速，並且比其他方法節省金

錢，然而越來越多研究者認為：依靠假設的情境並不適當，且目前所使用之投射測量工具的信

度還不夠好（Aiello, 1987; Love & Aiello, 1980; Sundstrom & Altman, 1976），所以使用投射法的

研究已經逐漸減少。  

實驗室中的止步距離法： Kinzel（1970）設計的「止步距離法」（stop-distance method）是

指在實驗室裡，受測者面對真實的人，以人體為中心，向周圍八個方向移動，直到「對目標開始

感到不愉悅的點」為止，明確指出與他人互動時感到舒適的距離，作為其身體的緩衝圈，連結

這些距離圍成出，且包含有心理因素的範圍，即形成個人空間，如圖 3.1。然而這種方法也是一

樣有其限制，例如必須要產生必要特徵，以及不確定結果是否能夠概化到真實生活中會發生的

情況，儘管如此，此方法依然被廣泛運用著（如 Bailey Hartnett, Gibson, 1972; Hartnett, Bailey & 
Gibson, 1970; Hayduk, 1981; Horowitz, Duff & Stratton, 1964)） 

自然觀察法：此為最理想的觀察方式，在真實情況下進行觀察，但是有許多問題必須克服，

隨機分派通常是不可能的，許多倫理及後勤的障礙必須克服，測量不如在實驗室中精確，時間

可能會過於冗長，以及缺乏組織性等問題。通常研究者會用攝影機或相機拍攝自然背景中的人，

利用地板上的磁磚、區間等，藉以測量被觀察者之間的距離（如 Dabbs & Stokes, 1975; Heshka 
& nelson, 1972; Jones, 1971）。 

二、虛擬實驗程式 

本次實驗採用實驗室中的止步距離法進行，共 30 人，男性與女性各 15 人，受測

者須在矯正視力後使用 VR 頭戴裝置，且整個實驗過程中不會出現暈眩而影響測量之

狀況，實驗過程中固定腳部站立位置，由受測者手持遙控器，控制虛擬人物的開始前

進、暫停位置以及微調距離共三個動作，並由實驗者觀察與記錄各路徑中虛擬人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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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程式由 Unity 遊戲引擎編寫成，使用 HTC VIVE 頭戴型裝置透過 SteamVR 執

行。實驗依照虛擬人行走意圖能分為兩大類型，「面向路線」以及「行經路線」進行，

黑色原點為虛擬人物出發起點。 

（一）面向路線 

以虛擬人方向、站立姿勢以及環境狀況構成共 21 條路徑，每段路徑長為十公尺，

虛擬人方向為正前方、斜前方、正側方、斜後方、正後方，受測者站立姿勢為左側靠

牆、背靠牆、面對牆以及斜靠牆，遊戲環境則是分為無牆面、單牆面、角落牆面，路

線狀況如下圖 

圖 1 無牆面           圖 2 單牆面側靠牆          圖 3 單牆面背靠牆 

圖 4 單牆面面對牆           圖 5 角落牆側靠牆          圖 6 角落牆斜靠牆 

（二）行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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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垂直與水平分別，垂直部分包括由右前往右後、由右後往右前，而水平則為由

右前往左前以及由右後往左後，共四部分進行，每段路徑長為二十公尺。 

圖 7 右前方往右後方行經        圖 8 右後方往右前方行經 

 

圖 9 右前方往左前方、右後方往左後方行經 

 

肆、結果與預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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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現階段實驗結果，得出如下圖資訊。以面向路徑中的各種牆面狀況與各方向的

距離平均數而言，可以看出在虛擬實境中的個人距離約為三公尺多，對比過去黃詠涵

（2013）在現實環境實驗中所做的平均距離遠上許多，過往距離平均約在一公尺多，除

了平均距離增加外，在本次實驗中的個人空間形狀也與過往的實驗中有不同，至於是與

牆面狀況、站立姿勢或是虛擬人方向有關則需透過單因子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做更近一

步的了解。 

另外也可以依目前結果進行假設在行經路線的狀況，實驗結果預估也會與面向路徑

相同，在對比現實狀況中，數字上會有明顯的增加，至於水平與垂直行徑的空間形狀為

何，則是現在進行中的實驗一大觀察重點。 

    圖 10 無牆面             圖 11 單牆面側靠牆      圖 12 單牆面背靠牆 

圖 13 單牆面面對牆        圖 14 角落牆面側靠牆       圖 15 角落牆面斜靠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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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於閱讀記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們必須掌握的語言。人們很少關注文字本身（即詞語的

感知特徵）如何影響人類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在這項研究中，我們以15吋筆記型電腦為介面呈
現4種不同字體大小和2種字體顏色的中文雙字詞彙來操縱文字的感知特徵，並通過向10位大學
畢業生來實驗。實驗目的為比較以上中文詞語在閱讀記憶上的成效差異，根據結果探討文字感

知特徵中不同的操縱方式間對閱讀記憶的影響比較。字體大小分別是16pt、20pt、28pt、40pt，
字體顏色分別是紅色和黑色。紅色詞語為控制變因，其字級比例皆為16pt；黑色詞語的字級大小
涵蓋20pt、28pt和40pt三種不同等級。根據實驗結果，增加字級大小相比改變文字顏色更能有效
增加記憶分數。尤其相對16pt紅色文字的詞語，40pt黑色文字的詞語對記憶分數有顯著性地增加。
但是20pt與28pt黑色文字的詞語則對記憶分數沒有明顯差異。我們根據實驗結果發現一些問題，
論述將會與實驗後訪談在本篇最後進行後續討論。 

關鍵字：中文網頁、色彩心理學、字級比例、記憶力、閱讀記憶 

 

Abstract 

The study of reading memory mainly focuses on the language,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skills that 
people must master, by which people are able to read and stud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words 
themselves, the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ds, affect 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In the research,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were controlled by providing Chinese words in four different font sizes and two 
font colors which are experimented in 10 participants. The font sizes were 16pt, 20pt, 28pt, and 40pt; the 
font colors were red and black, respectively. Experiments were made to compare and measure the two 
aspects influence on reading memor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font size increasing wa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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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in increasing memory scores than color-changing. In particular, compared with red words in 16pt, 
words in black of 40p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memory score.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mory score between 20pt and 28pt black words.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found some questions, and we will discuss it with the post-experiment interview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words: Chinese website, Color psychology, Font size, Memory, Reading memory. 
 

壹、前言 

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藉著各個媒介由五官獲取資訊，其中由視覺

接受到的訊息最多。視覺是最容易傳達資訊的方式，能將傳播內容最直接地傳達給普羅大眾。

但是過多的資訊呈現方式複雜多變，反而不容易找尋並辨識我們真正想獲取的資訊。因為資訊

傳達往往繁複多雜，我們的視線會受到各種因素導引注意力，並影響我們的閱讀性與記憶，例

如資訊的位置、閱讀方向、閱讀順序。為了凸顯一串資訊中的重點一般會將重點加粗、分類、放

大或以顏色標註來引導注意力加深閱讀的記憶。注意力的加強可以對記憶產生正向影響。許多

研究表示，色彩可以引起人們的情緒反應，並加強注意力；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色彩能有效地

加強注意力也因此可以提高記憶力。而字體愈大愈粗愈表示內容愈重要更能引起注意力，舉例

將其應用在標示系統提供使用者辨識功能，便能協助使用者快速得到正確資訊。如果公共場所

或運輸系統標示因為字體統一而不明確，便容易造成使用者辨識過慢的困擾甚至引發危險[1]。
但是目前仍缺乏將這些已知能加強記憶的方式間的效益比較。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設計一系列實

驗探討並分析紅色與黑色文字搭配不同大小比例對人類記憶力的影響，並找出何者與人的記憶

具有更強的聯繫？最後透過實驗嘗試找出這兩種文字之間的關係與規則。 

貳、文獻探討 

一、影響記憶的因素 

與語言不同，腦部並沒有特定局限的記憶中心區域專司記憶一職。其中又有不同的記憶進

程，根據記憶持續的時間目前的研究將其分為3個階段，分別是：（一）感覺記憶（二）短時記

憶（三）長期記憶。感覺記憶是一瞬極短時間內的記憶，是記憶系統開始的階段，最受到注意力

的影響，而且儲存時間很短，記憶時間約是0.25秒到4秒之間；短時記憶則是衰退至遺忘的速度

相當快速，大部分資訊如果沒有重複獲取的話保留時間通常在5秒到20秒之間而已，最長不超過

一分鐘；長期記憶則與前二者不同，經過記憶鞏固後能被長時間記憶，其中又分成內隱記憶和

外顯記憶，內隱記憶平常可能記不得卻能因為某些外來因素觸發重新回憶起，外顯記憶則是有

意識性的記憶，相對內隱記憶是具體明確的[2]。 
人類的視覺認知與許多的心理學高度相關，例如感知、注意力與記憶力。視覺認知其中的

核心是記憶，人類的記憶力會隨著很多因素變異而改變[3]。以視覺傳達而言目前有相當多的研

究在探討記憶與各類因素的關係，例如資訊文字的擺放位置、分段、群組分類、字級比例與色

彩，甚至與讀者的情緒與生活經驗有關。其中尤以色彩更是影響視覺的重要因素，色彩可以是

閱讀環境的色光、資訊介面的背景顏色、資訊畫色標註或是文字色彩的選擇，這些都是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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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流暢性並進而影響注意力與記憶力的因素。以分段舉例，Yingying Wu的研究指出透過上下

文的結構進行層次性的分段能使讀者在重點聚焦注意力，也使閱讀流暢度增加[4]。 

二、注意力與記憶力的關係之文獻探討 

    有研究指出注意力是選擇環境中可用資訊的認知過程。當我們關注某些資訊時，實際上在

我們的認知系統已經選擇與專注在一定數量的資訊進行處理了。對某些刺激能增加注意並增加

在資訊儲存在腦裡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我們更加注意的資訊會相較我們較不注意或者忽略的

資訊更容易被記住[3]。 
記憶力在過去有不少的相關研究，更是有學者歸納出記憶術幫助人們快速記憶，市面也充

斥非常多的相關教學書籍。過去William James在西元1890 年於“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提

出將記憶以二元論定義命名為短時記憶與長期記憶[5]。目前則在短時記憶的程序前新增了感覺

記憶。感覺記憶相比短時記憶的記憶時間更是極短。其中短時記憶會受注意力影響，感覺記憶

尤其是。關於注意力也被長期研究，經由高注意力引導視線可以正向影響短期記憶甚至使大腦

將資訊處理進長期記憶中儲存[6]。 
綜合以上文獻表明，提高注意力則能有效地提高記憶力。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資訊在注意

力與記憶力向度上是呈高度正相關的。 

三、字級大小對閱讀記憶的影響 

目前有研究指出在兒童的閱讀學習時，讀物中的文字以字級大小的變化作為重點提示，更

大的字體單字能為兒童帶來更好的學習效率，能使他們對放大字級的重點更確切地記憶[7]。 
X Wang 發現在電腦與平板上的文本應選擇適中的字體大小，文本字體大小18pt和24pt 最

有利於學習，同時節省學習者判讀的時間，它們可以幫助學習者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與效率。

同時，設計師應避免文字字體太小或太大，如小於12pt 或大於36pt，以免給學習者帶來太多的

認知負擔而阻礙學習[8]。 
由Rhodes和Castel(2008)所做的研究中指出關於資訊中的字級大小對JOL (Judgment of 

Learning)的影響。JOL是指學習者以之前閱讀過的文本為基礎後，對後續記憶測驗裡判斷自己的

記憶程度。在他們的研究中，受測者記憶大字體(48pt)與較小字體(18pt)呈現的單個單字做效率

評估。實驗結果發現大字與小字交錯的資訊因為破壞閱讀流暢性而對整體閱讀的JOL沒有顯著
影響。然而針對結果顯示相較於小字，大字作為重點凸顯能明顯使受測者更容易記憶[9]。 
由以上文獻可以確認資訊在視覺傳達時字級大小的選擇會影響記憶的效率，針對重點文字

放大能有效增強記憶點，但是除了重點被記憶外並不一定能讓受測者完全地記憶整篇文章。其

中以字級作爲比例重點凸顯的方法中有其字級放大與縮小的範圍，並不是一昧地放大字級就能

增強記憶，這是有可能反而造成反效果的。 

四、有色文字對閱讀記憶的影響 

以色彩作為舉證注意力與記憶力的關係，色彩能提高我們的注意力並幫助我們記住某些資

訊。受刺激而關注資訊的注意力越多，被轉移到長期記憶儲存的機會就越多[10]。資訊的閱讀會
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畫色標注是其中之一種方法。透過畫色標注能使閱讀過程更順利，並使閱

讀者在經過第一次閱讀後再重讀一次能更具明顯效果，而且在重點畫色標注後會相較第一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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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下，於重讀時出現其更明顯的效益，這表明重點畫色標注比其他簡單的暗示如加底線或字體

夾襯線對記憶更具效果[11]。根據記憶持續的時間將其分為三個進程：（一）感覺記憶（二）短

時記憶（三）長期記憶。假如字體顏色對大腦注意力中樞產生的任何影響是保守的原因則與以

處理長期記憶的區塊進行回憶有關[12]。 
綜合研究文獻可以推斷有色文字對於閱讀者的注意力與記憶力效率是正相關的，有色文字

相較無色文字可以有效加強注意力與記憶力，但是同前面的文獻所述，在固定背景顏色下，文

字顏色的選擇也是有所限制才能有效達成預期。 

參、研究方法 

本實驗旨在探討由16pt紅字詞語和20pt、28pt 與40pt的黑字詞語比較下，不同的特徵之間式

如何影響受測者的閱讀記憶。 
 

（一） 文字樣本的設計 
1. 文字樣本的取用 
通過讓受測者對電腦屏幕上置中排列的16個雙字中文詞語來進行記憶實驗，以收集他們對

於不同文本的感知特徵的記憶效果，接下來將介紹我們為實驗設計了的文字矩陣排列與詞語選

用規則。文字樣本取自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並以名詞過濾出詞頻前80的雙字詞彙。字體選

用的微軟正黑體是目前中文網頁開發使用及最常用的中文字體之一，實驗文字會以筆記型電腦

為介面呈現在固定亮度、視線距離各項聲光環境的控制下，以白底黑字與白底彩字且雙方字級

大小相異比較呈現之。 
 

2. 文字樣本的字級比例 
本論文實驗的文字字體單位使用pt（point），並以16pt、20pt、28pt和40pt以上四種字級大小

比例做為比較實驗。 

 
3. 文字樣本的排列設計 
每一組實驗會選出16個詞彙以4*4的方式平均排列並採置中顯示。為了平衡傳統閱讀方向造

成被記憶的詞彙其分佈區域會失衡，因此每一個詞彙的分佈設計為每一排與每一列皆包含不重

複字級大小的詞彙。範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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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文字樣本的排列設計 

 
（二） 間隔任務的設計 

實驗中每個區段的間隔時間長短與行為，亦會影響到實驗結果的差異。舉例Sarah R. Allred與Maria 

Olkkonen的實驗是研究時過境遷後人類對於物件之顏色記憶的影響，探討人類會不會因為受到隔了一段

時間後與生活經驗的關係，從而影響到一個物件的色彩在心裡的變化，可能因為時過境遷的關係物件在

心中的色彩明度或彩度會因此有所差異。為了研究這種關係，觀察者分配受測者在同一空間裡觀測不同

的顏色變化，並且在同一空間裡操縱照射在物體上的照明，接著看受測者在不同光照下之間答題配對的

遲疑。最後發現，當不同的光照和環繞聲變化的時間間隔延長到10分鐘時，僅管在背景的變化控制有著顯

著的差距，也不會再出現受測者因為記憶混色的關係讓答題配對的誤差顯著增加[13]。但如果在間隔期間

加入其他的任務用以記憶洗牌，在這個實驗的題目可能會增加間隔時間，但本論文之實驗的間隔時間或

許可因此縮短。承上述實驗，因此本研究在每次區段實驗過程的間隔將對受測者加入20題簡單的二位數

加減算術題目，如圖2所示。此間隔任務用以使受測者在每區段的實驗能不受上一區段實驗的記憶影響而

左右實驗數據的客觀性，以及看出經過題目造成記憶褪色後尚存於受測者記憶中的文字會是哪些表徵。 

 

 
 
 
 
 
 
 
 
 
 
 

圖2 間隔任務的設計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327



（三） 閱讀記憶任務的設計 
1. 實驗對象： 
本實驗受測者共10位，對象以接受中文教育滿12年(含)以上，且經常使用電腦螢幕瀏覽資

訊者。 

 
2. 實驗樣本： 
本研究以MacBook Pro (15-inch, 2017) 作為實驗的區域樣本，背景皆選用白色。文字色彩採

用黑色與紅色兩種。實驗空間會將電腦放置在80*80*80(cm)的黑色便攜式攝影棚內，並控管

人士出入實驗教室，以控制閱讀環境的色光與聲音等因素不會影響到受測者的閱讀與記憶受

到干擾。 

 
3. 實驗流程： 
實驗共5回合測試。一道題目內含16個詞彙 (4個16pt紅色詞語、4 個20pt黑色詞語、4 個28pt
黑色詞語和4個40pt黑色詞語)，如圖1所示，記憶時間限制為一分鐘。一分鐘記憶時間結束會

接著請受測者進行間隔任務，填寫如圖2之20題的二位數加減算數題目，間隔任務不限時。

間隔任務完成後請受測者開始填寫在前述記憶題目裡尚記得的詞彙，會請受測者盡可能地回

憶所有尚記得的詞語。此階段不限時，如果遇到不會或是忘記如何拼寫的字詞，除了以文字

撰寫外亦不限制以拼音或各種表達方式作答。作答完成即完成一回合的測試，受測者如遇記

憶疲勞可在兩回合的區間提出休息請求。總共五回合相同步驟，惟題目相異，全數完成即結

束實驗。實驗完成後會針對每位受測者進行簡單的錄音訪談，紀錄每位受測者的記憶模式，

以及個人作答時的回憶狀況，檢視受測者的作答與感受上是否有所差異，並檢討實驗的環節

是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以求更確切的實驗結果來解釋我們的假設。 

肆、 實驗結果分析 

（一） 實驗結果 
根據實驗結果，增加字級大小相比改變文字顏色更能有效增加記憶分數，尤其相對16pt 紅

色文字的詞語，黑色文字的詞語字級增加到40pt時記憶分數結果有顯著增加。但是20pt與28pt黑
色文字的詞語則對記憶分數沒有明顯差異。經過五回合的實驗後，16pt、20pt、28pt 與40pt被記
住的的總數分別是81、94、92與104個。結果顯示經過五回合的實驗後當字級放大超過兩倍後明

顯比紅字還要容易被記住。有一點需要被特別注意，從各回合中觀察發現唯獨第一回合的實驗。

結果是顯示16pt 紅字詞語的記憶數多於另外3個更大級的黑字詞語。另外四回合中20pt、28pt和
40pt黑字詞語的記憶數皆是微幅甚至明顯多於16pt。 

 
（二） 受測者訪談回饋 
實驗中受測者在每回合實驗的結束到下回合開始的區間都有詢問受測者是否有記憶疲勞、

需不需要提出休息請求。10位受測者中有3位皆於第三回合實驗結束時提出暫停，普遍在實驗過

程中都是認為不需要休息的。然而根據實驗結果來看，有提出休息請求的受測者在接下來實驗

回合中的表現明顯優於沒有提出休息請求者，實驗結果發現記憶數在第二回合達到高峰，但於

第三回合的記憶數卻直線下降至最低。在實驗後訪談也可以得知經過休息後的受測者在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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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也較沒有出現記憶重疊的現象，未提出休息請求者大多在第三回合後開始出現記憶重疊的

現象，作答出未選入詞語的答錯率也在第三回合達到高峰，但是受測者本身卻大多未發覺此現

象的發生而未提出休息請求。根據以上發現我們認為在未來的實驗需要延長每回合間的間隔時

間，並加入另一種不同的記憶間隔任務。由提出休息的3位受測者訪談中提到，在休息的過程中

因為與我們的日常對話有明顯放鬆作用，亦讓他們在接下來的記憶表現更好。因此未來實驗會

審思加入簡單的趣味性遊戲作為每回合間的間隔任務，目的除了放鬆受測者的情緒還能進行記

憶洗牌，降低每回合的實驗變因。另外多數受測者反應每回合呈現的詞語之間可以嘗試用邏輯

進行串連意義成句子以幫助記憶，儘管實驗結果呈現這種記憶方式在作答時仍可以看出因為字

級大小或字體顏色的改變造成不同的注意吸引力而導致不同的記憶效果，但為了更謹慎控制實

驗變因，因此未來實驗中每回合的樣本呈現將會更審慎挑選出彼此間毫無關聯性的中文雙字詞

彙。 

伍、結論 

本研究簡單通過一系列排版各異的中文雙字詞語，測試並比較了中文閱讀環境中如果需要

強調重點訊息幫助閱讀者記憶的方法。結果表明，在理想環境下，將字級放大得到的記憶效果

會優於將文字彩色化，彩色化的文字確實會在吸引注意力上達到一定的效果，但前提必須在字

級大小相仿的條件下才能有對資訊在大腦深刻儲存具有明顯效果。根據結果與實驗過程中的發

現，未來實驗應改以隨機抽取兩種特徵相互比較，去探討個變項之間是否為獨立關係與差異的

顯著性。並且在依變項即閱讀記憶效果去檢視（一）正確再憶的詞語數量％（二）錯誤再憶的詞

語數量％（三）毫無任何再憶詞語的數量％。其中錯誤再憶的詞語的定義是在雙字名詞的作答

過程中只答對其中一字。並且無法忽略排版設計上對記憶現象的顯著影響，根據文獻可知大腦

處理文字記憶與位置訊息為不同系統的工作。因此為確保實驗上的變數可以更單純地去分析其

對人類閱讀記憶的影響效果，上述的檢討可以從更多方面去檢視這些提高文字記憶效果的方式

之間的關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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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持續創新已成為了現代企業不可或缺的能力，而設計思考是能為不同領域的人帶來創新的

思考方式，但仍需要具備好的環境來激發，現今企業普遍以團隊的工作型態來運作，團隊成員

間的互動環境便成為了激發創新的催化劑，抑或是絆腳石。此外，不同的成員背景，如性別、

國籍、知識背景，對環境的感知也有所不同，也同樣可能會影響到個人在團隊裡的設計思考表

現。為了探討團隊設計思考中不同成員背景對團隊文化、動機與氛圍的感知差異，因此本研究

以一個“棉花糖挑戰”的設計思考活動，並在活動後藉由對自己所屬團隊的團隊文化、動機與氛

圍層面，共 43 項量尺進行評估，來檢視不同成員背景間對團隊文化、動機與氛圍上是否存在感

知上的差異。本研究邀請台灣與日本共 32 位受測者參與此實驗，實驗結果發現，(1)男性與女性

在團隊文化與氛圍層面上有差異，而在團隊動機層面上沒有差異(2)設計與非設計背景在團隊文

化與氛圍層面上有差異，而在團隊動機層面上沒有差異(3)台灣與日本兩國在團隊文化、動機與

氛圍層面上皆有差異。 

關鍵字：設計思考、團隊文化、團隊動機、團隊氛圍、棉花糖挑戰 

Abstract 

Innovation is an essential ability for modern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thinking is a way which can 
bring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o people in different fields. However, it still needs to have a good 
environment to inspire. Nowadays, companies generally use "team" work patterns, and thu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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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team members has become a catalyst for innovation or a stumbling block. In 
addition, people with different member backgrounds, such as gender, nationality, and design experience,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may affect the individual's design thinking 
performance in the team.  

To clarify th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n these three aspects between different member backgrounds, 
this study used a design thinking activity called "marshmallow challenge", invited a total of 32 
participants from Taiwan and Japa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hallenge and asked participants to evaluate 
their team on 43 scales including "team culture", "motivation" and "clim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gender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team culture" and "team climate",(2)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sign backgrounds was found on "team culture" and "team climate",(3)the nationality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team culture", "team motivation" and "team climate". 

Keywords: Design Thinking, Team Culture, Team Motivation, Team Climate, Marshmallow 
Challenge 

壹、前言 

全球化的影響下，加速了環境變動的速度，企業不僅面臨到國內市場的競爭，也同時面臨

到國外企業的威脅，單以製造與科技的能力已不足以因應現今競爭日趨劇烈的市場，因此全球

產業紛紛轉為以創新導向的產業模式。「創新」成為了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唯有不斷創新，企

業才能永續經營以及保有一定的競爭優勢。 

企業為了培養創新能力，會在企業內部團隊中進行一個叫做棉花糖挑戰(Marshmallow 
Challenge)的一項針對初學者來訓練設計思考活動，最初是由一位同為設計師與工程師的

Skillman 所發起的。在過去幾年，基於設計師人本思考與做事方式的設計思考一詞，不僅在學

界，甚至是在業界越來越受歡迎。設計思考被認為是能在設計學術領域與超越設計範疇等不同

領域中，解決問題的「一個令人興奮的新典範」(Genevieve Mosely, 2018)，並且強調任何學科皆

不僅可以從設計師的思考中獲取靈感，也能帶來創新的產物。(Brown, 2008) 

然而，由於現今企業大部分採用團隊的工作型態來運作，團隊能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學者

Coyle（2018）認為並非取決於個人能力，如：知識多寡與能力高低，而是取決於團隊成員間的

互動文化。因此，學者 Coyle 訪問與研究八個世界上最成功的群體，發現他們的文化是由一套

特定的技能所產生的，並認為團隊文化是團隊成員們朝向共同目標努力的一連串存在於生活當

中的關係 (Coyle, 2018)，而在這關係之中也隱含著一種無形的氛圍，使得團隊成員們對於團隊

實務、程序以及共同實行任務的動機與目標產生共同的知覺。然而團隊文化、氛圍與動機的好

壞與否，都可能會成為團隊進行創新與進行設計思考時的催化劑抑或是絆腳石。 

除此之外團隊成員背景的不同也可能會構成影響感知以及影響整個團隊的因素，學者

Tsui(Anne S. Tsui, 1992)認為由於年齡、性別、種族等容易從外貌觀察出來，這些特徵比教育、

年資差異對團隊的影響更大，而群體中不同背景成員的人數比例，也會決定社交互動與團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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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形式與本質，進而影響團隊成員的態度甚至績效(Pfeffer, 1983)，對管理階層而言，能確切

掌握各成員背景感受上的差異以及對團隊所帶來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管理知識。 

因此，本研究以棉花糖挑戰為例，初步探討團隊在進行設計思考時，不同團隊成員背景會

對自身所屬團隊的團隊文化、動機與氛圍層面上有哪些感知差異後，提供相關建議與參考依據，

並期許探討結果能幫助企業的管理階層，懂得不同背景之特性並掌握團隊成員之間的互動機制

後，培養出合宜的團隊文化，進一步透過運用設計思考，促進團隊成員彼此各異的價值觀、知

識與經驗之激盪，為企業帶來創新。 

貳、研究方法 

為了探討不同團隊成員背景間對自身所屬團隊的文化、動機與氛圍上會造成哪些感知差異，

邀請了台灣大同大學以及日本京都工藝纖維大學的學生，共 32 位受測者參與此實驗。  

本研究分別於日本及台灣兩國進行，日本的調查於 2020 年的 2 月在京都工藝纖維大學設計

經營學系教室中進行，共邀請 16 位受測者。其中包含男女各 8 位，且 8 位為設計系學生、8 位

為非設計系學生。台灣的調查則是於同年的 3 月在大同大學工業設計系教室中進行，同樣邀請

男女各 8 位，且 8 位為設計系學生、8 位為非設計系學生。因此實際參與本研究分析結果的受

測者，不僅在台日受測人數比例、男女比以及知識背景比例上皆為 1:1。 

本研究請受測者依設計經歷與性別進行四人分組，最終組成兩組皆為設計系男生的團隊、

兩組皆為設計系女生的團隊以及四組 2 位非設計男生以及 2 位非設計系女生的團隊共 8 組。每

次實驗為一組設計系與一組非設計系學生同時進行，會提供每組實驗材料，包含 20 根義大利麵

條、10 公分長的紙膠帶、40 公分長的細繩、1 張 A5 大小的紙板與一顆棉花糖。另外以提供實

驗工具，包含 1 把剪刀、4 支黑筆、4 支皆不同顏色的筆與數張測驗紙。請受測團隊們利用上述

的實驗材料與工具，在時限內在一張 A5 紙板上搭建出一個能夠獨立支撐的高塔，越高越好，並

且能把棉花糖放置於高塔頂端後，高塔能在 30 秒內不會倒。 

一、實驗流程 

棉花糖挑戰共有五個階段，如圖 3 所示，以下為五階段之說明： 

（一）階段一:熱身活動-你畫我猜接龍  

階段一之目的在於讓團隊成員能先互相熟悉彼此以及同時訓練成員們將想法用繪圖的方式

表達出來，在此階段中各組各選出兩位組員負責畫畫、兩位負責猜題寫字。出題人員會給每組

第一位畫圖的組員展示題目，並請第一位組員在 25 秒內畫出來後傳給第二位猜，並在給第三位

畫，以此類推，第四位寫下答案後與出題人員核對答案。活動過程中不可以說話且每一題各組

可以隨意安排畫圖與寫字的人選。 

（二）階段二:個人草圖設計                                                       

階段二之目的在於促使團隊成員的每個人能充分的進行設計思考。在此階段中受測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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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 8 分鐘內在測驗紙上快速畫出一個最可行的想法，並用文字詳細註明(1)概念來源(2)材料搭

建方式與架構(3)如何固定於底板上與(4)註明連接方法，此過程禁止與他人進行討論與交流。 

（三）階段三:團隊討論與草圖修改  

階段三之目的在於使團隊成員們藉由彼此交流，感受到團隊中無形的文化、動機與氛圍。 在
此階段中受測者任務為受測者們使用一隻與組員不同顏色的筆與數張測驗紙，與團隊成員們進

行討論，在 5 分鐘內將討論後的想法畫在測驗紙上，並用文字詳細描述(1)概念來源(2)材料搭建

方式與架構(3)如何固定於底板上與(4)註明連接方法，不限想法數量，但不同的想法需分開畫在

不同測驗紙上，也可以修改階段一所畫的作品。如圖 1 所示。 

 

圖 1 團隊討論過程 

（四）階段四:團隊製作 

請每組根據討論後的結果，利用實驗材料與工具在 18 分鐘內在 A5 紙板上，盡可能地搭建

出一個可以獨立支撐的高塔，越高越好，並且把棉花糖放置於高塔後，高塔不倒。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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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團隊製作過程 

（五）階段五:問卷填寫 

研究員在測量完高塔高度、剩餘材料量與時間後，請受測者回答問卷，共 43 題。在 1-5 分

的量尺上給分，1 分表示強烈不同意，5 分則表示強烈同意。問卷的 1~16 題為組織文化評價量

表 OCAI(Organizational Culture Assessment Instrument)，用於檢測團隊文化及現象，17~22 題為

工作調節傾向量表，用於檢測團隊的動機傾向，23~43 題則為團隊氛圍量表，用於檢測團隊成

員們對於所屬團隊的認知情形。 

 

圖 3 實驗流程 

參、團隊成員背景在團隊文化、動機與氛圍上的差異 

為了探討團隊成員背景在團隊文化、動機與氛圍上的差異，本研究針對受測者之性別、國

籍與設計經歷來探討可能存在的差異。 

一、性別差異 

為了探討在團隊合作中，不同性別對於整個團隊有哪些不同的具體感受，本研究將 32 位受

測者之問卷數據進行 T 檢定，來檢測不同性別是否分別對團隊文化、動機以及整體氛圍具有差

異。而將在 95%的顯著水準下的檢驗差異結果整理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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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 T-test 檢定結果，團隊成員背景在不同團隊文化、動機與氛圍上的差異(9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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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 可以了解到(1)男性比起女性更會分享更多關於他們自己的事，(2)男性比起女性有著

更高的要求以及喜愛追求成就與競爭力，(3)男性比起女性更喜歡冒險以及追求自由與獨特性，

(4)男性比起女性更易於認同團隊所制定的目標，(5)男性比起女性更能隨時協助發展想法以及(6)
男性比起女性會經常有正式與非正式的交談。 

二、設計經歷差異 

在了解到不同性別對團隊文化與氛圍層面上具有不同面向的差異後，本研究也想同時探討

設計與非設計學生在進行設計思考活動時，對於整個團隊有哪些不同的具體感受，因此同樣利

用上節所提及的方法進行分析，並將其分析結果整理於表 1。從表 1 可以了解到(1)非設計學生

比起設計系學生更重視成員間穩定的相處，(2)設計系學生比起非設計系學生會經常有正式與非

正式的交談。 

三、台、日差異  

本研究又進一步探討國籍上的差異是否同樣的會造成個人對整個團隊產生哪些不同的具體

感受，因此本研究同樣利用上節所提及的分析方法進行探討，並將其分析結果整理於表 1。從

表 1 可以了解到(1)台灣比起日本學生更重視成員間穩定的相處，(2)台灣比起日本學生更重視有

效率的穩定運作，(3)台灣比起日本學生更會集中注意力去避免工作上的失誤，(4)台灣比起日本

學生更易於認同團隊所制定的目標對自己本身是值得做的以及(5)台灣比起日本學生更會持續監

督自己的表現是否實現最高的標準。 

肆、結果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探討團隊在進行設計思考時，不同團隊成員背景會對自身所屬團隊在團隊文化、

動機與氛圍層面上的感知差異，運用了用來訓練團隊思考的活動-“棉花糖挑戰”。在台日兩國分

別尋找具有特定背景的受測者組成四人團隊進行實驗，並在活動結束後，分別請受測者對團隊

文化、動機與氛圍，共 43 項量尺進行評估，以了解特定成員背景之間的感知差異，結果發現: 

(1) 男女性之間在成員凝聚力、追求成就與創新的團隊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感知差異，男性

比起女性更易於藉由對認同團隊目標，給予成員實質上的支持，促使團隊具備經常性的

互動氛圍。 

(2) 不同設計經歷之間對成員間溝通與穩定運作的團隊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感知差異，設計

系學生往往比起非設計系學生能培養出能經常與團隊成員互動交談之氛圍。 

(3) 台灣與日本學生之間則對成員間溝通與穩定運作的團隊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感知差異，

也由於台灣比起日本學生較重視去避免出現內部失誤，因此易於散發著以此目標與期望

的氛圍。 

由此可知男女性在團隊文化與氛圍層面上有差異，然而在團隊動機層面上則無差異；設計

系與非設計系學生在團隊文化與氛圍層面上有差異，然而在團隊動機層面上則無差異；台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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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生在團隊文化、動機以及氛圍層面上皆具有差異。此結果亦顯示出國籍比起性別與設計

經歷因素在團隊層面上具有更多不同的差異。 

本研究針對不同團隊成員背景對於團隊文化、動機與氛圍感受上做探討，研究對象以 20~25
歲受測者為主。然而實際上在企業內部團隊成員的組成既多元且複雜，可能包含來自不同國家、

不同知識背景以及不同年齡層的員工，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加入其他更多不同國籍、不同知

識背景以及不同年齡層的族群來進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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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視、觸覺體驗探討化妝盒之魅力要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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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化妝品使用者年齡下降，使得化妝品需求量上升。為使自家產品在琳瑯滿目的商品中

脫穎而出，各大化妝品公司除了提升產品品質外，亦透過包裝設計，從視覺與觸覺層面吸引消

費者的目光與增加購買欲望。因此，本研究將採用魅力工學研究方法，探討消費者透過視覺與

觸覺對產品之喜好度評價，與產品魅力要素。 

本研究透過評價構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 簡稱 EGM)之訪談，了解受測者喜好化妝盒

之特點。隨後，針對訪談結果規劃問卷並調查，以了解受測者喜好化妝盒之魅力要素。透過視

覺與觸覺體驗之調查結果，顯示增加好的觸覺體驗可提升受測者對化妝盒之喜好程度。此外，

訪談結果可將化妝盒規範出六大風格，其中，受測者較偏好具低調質感，且易攜帶、方便使用

之簡單俐落風格化妝盒。本研究調查結果期能作為後續化妝盒設計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魅力工學、化妝盒、視覺、觸覺、質感 

Abstract 

With the declining age of cosmetics users, the demand for cosmetic products has increased. In order 
to make product stand out from others, major cosmetics brands not only try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but 
also attempt to attract consumers’ attention from the visual and tactual level through packaging design.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dopted Miryoku Engineering to explore consumers' preference through visual 
and tactual sensation, as well as the attractive factors of product. 

This study interviewed subjects through Evaluation Grid Method (EGM) to understand subjects’ 
preference for cosmetic compacts. Subsequently, a questionnaire planne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results 
was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attractive factors of the subjects’ preference for cosmetic compa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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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of survey shown that increasing positive tactile experience can increase the subjects’ preference 
for cosmetic compacts. In addition, the resul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cosmetic compac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ix major styles. Among them, subjects prefer a simple and neat style cosmetic 
compacts with low-profile texture that is easy to carry and convenient to use.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cosmetic compact design. 

Keywords: Miryoku Engineering, Cosmetic, Visual sense, Tactile, Texture 

壹、前言 

女性愛美是天性，再加上化妝品使用者年齡層下降，使得美妝產業發展速度增快，預計全

球規模為 5,320 億美元(Biron, 2019)，其中，Global Information, Inc.(2019)調查指出 2018 年亞太

地區市場規模為 152.8 億美元，預計至 2023 年將高達 216.6 億美元，以 7.2%的年複合成長率增

長，可知無論在全球或亞太地區，化妝品產業未來看漲，因此各大化妝品公司均積極拓展客源，

搶佔市佔率。然而，在琳瑯滿目的商品中，如何使得自家商品脫穎而出，則為各公司絞盡腦筋

之處。除提升產品品質外，改善其包裝設計可更快速吸引消費者目光與購買(Design, 2013)。2018
年 Giorgio Armani 推出的奢華訂製柔霧唇膏即是透過其品質與包裝設計吸引消費者購買，其包

裝設計特點-消光經典 Armani 紅與神秘霧黑的外觀，讓整體展現女性性感的誘惑，在 ARMANI
官網(民 107)引起消費者討論，並讓美妝時尚雜誌和網站推薦其包裝設計(LOOKin; The FEMIN)，
興起一股收藏之風潮。此外，clé de peau BEAUTÉ、Kiehl’s、Lancome、NARS、PERFECT DIARY、
ZEESEA、植村秀等各大品牌均尋求藝術家進行跨界合作，透過藝術創作傳達品牌精神，讓化

妝盒不僅為保護商品之容器，更是讓消費者期望收藏之藝術品(Apex，民 104)。包裝設計除藉由

花樣、圖案呈現之外，亦可透過材質、紋飾及表面處理，帶給消費者不同質感之感受，讓化妝盒

不再只有視覺效果，亦具觸覺體驗，並可有效提升消費者的偏好，增加其購買欲望(Pino et al. , 
2016)。因此，欲了解化妝盒造型、圖案、材質及表面處理之視覺與觸覺效果吸引消費者之魅力

因子為何，本研究透過魅力工學探討其喜好化妝盒之魅力因子，並整理化妝盒之設計要素，期

能提供化妝品設計師之設計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觸覺 

現今消費者挑選商品基準不僅為符合機能上的生理需求，更為了滿足感官的快感與情感的

心理需求(Rahman et al., 2011)。消費者透過感官的刺激評斷產品的價值，其中，視覺佔 60%，而

觸覺佔 30%(Stadtlander et al., 2000)，可知視覺主導消費者之評價(Gidlöf & Anikin et al., 2017)，
因此，設計師設計時主要著重於產品外觀之造型與色彩。然而，Balaji et al.(2011)、Karana & 
Hekkert(2010)、Pino et al.(2016)與 Rahman(2012)研究均指出在視覺感官體驗外，加上觸覺感官

體驗，可提升消費者對產品之好感，並認定其具較高品質，使其購買意願上升。消費者透過觸

摸產品，將對產品外觀與質感產生深刻印象，獲得不同感受意象。故，設計師挑選合適的材質

與表現處理傳達產品意象(Fleming, 2014; Stoffels et al., 2017)，以引起消費者之情感與反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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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場無形的溝通，與滿足消費者心理需求，足見觸感對其評價產品之影響顯著。現階段相關

研究(Wang et al., 2009; Wang, 2015)均指出透過調查消費者對產品之感性因素，轉化為設計要素

後，其設計成果均可達成消費者對產品心理層面之期望。魅力工學則為此研究方法之一，眾多

研究者透過實驗驗證此方法具成效(Dong, 2011; Lo, 2018; 宋昱亭，民 104; 李翊寧，民 104)，因

此本研究將透過魅力工學，探討消費者透過視覺與觸覺對產品之喜好度評價，與產品魅力要素。 

二、魅力工學 

魅力工學為讚井純一郎及乾正雄(1985)參考心理學家 Kelly G.A.在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書中的概念而產生的一套研究方法，主要以使用者喜好為主之調查與設計方

法，透過訪談使用者對產品(或環境、空間、服務、軟體等)的喜好，與產品設計成功之案例，

擷取產品魅力之特點和列表整理，並應用至新產品之設計，以創造出一個極具魅力之產品(朝
野熙彥，2001; Ujigawa, 1999)。魅力工學透過評價構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 簡稱 EGM)
將使用者對產品(或環境、空間、服務、軟體等)之喜好感受具體化的方法。EGM 採用訪談高涉

入族群對產品喜好程度之方式，經由對 A 與 B 群的喜好度成對比較法，以明確擷取真實、可

信且詳細的個人評價與意見，將訪談結果劃分為上位(抽象感受)、中位(原始評價)、以及下位

(具體條件)，並繪製其構造表，可解析出消費者喜好產品之魅力因素(Sanui, 1996)，與協助研究

者與設計師深入了解消費者思維的方法(馬敏元，民 99)。目前透過魅力工學與 EGM 調查產品

魅力因素之相關研究(Dong, 2011; Lo, 2018; 宋昱亭，民 104; 李翊寧，民 104)，多半採用圖卡

方式進行訪談，較少利用實際產品或模擬樣品進行調查。因此，本研究採用實際產品進行調

查，讓受訪者可透過視覺、觸覺與實際操作後進行評價，以獲得更真確的產品魅力因素。 

參、研究方法 

為探討化妝盒之魅力要素，本研究首先透過訪談，了解受訪者喜好化妝盒之特點，以建構

EGM 圖。隨後，針對訪談結果規劃問卷並調查，以了解受測者喜好化妝盒之魅力要素。 

一、樣本收集 

收集市面上現有之化妝盒，方盒 32 個、圓盒 42 個，共 74 個，其材質皆為塑膠，部分為射

出原色，部分進行表面處理，處理方式包括射出珠光色、噴漆、噴漆加 PU 或 UV、噴漆加金蔥、

內噴、噴彈性漆、噴消光漆、電鍍、水漂染、燙金、印刷、轉印、移印、貼水鑽、或浮雕。 

二、受訪者 

21 名有化妝經驗之 20-30 歲女性，收入二萬以內為 12 位、二萬以上為 9 位，平日化妝者為

10 位、特殊節日化妝者為 11 位，化妝經驗均為一年以上，目前擁有之化妝盒約 10 個以內，一

年平均花費一萬以內購買化妝品，11 位視化妝品為工具、10 位視其為收藏品。 

三、實驗流程 

  首先，介紹實驗主題，並請受訪者填寫資本資料後，進行喜好度分類：請受訪者在觀看、

觸摸與使用樣本，先剔除不喜歡的樣本（0 分），並依喜好度將其分為三類（很喜歡 3 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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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2 分、普通 1 分）。最後進行 EGM 訪談，將分類後之樣本兩兩比較，請受訪者回答「與第二

類(喜歡)相比，為何較喜歡第一類(很喜歡)？」，而後再針對第三類（普通）與第一、二類相比

進行訪談(圖 1)。在訪談過程中，研究人員紀錄樣本分類結果與受訪者回答後，製成 EGM 圖，

並將 EGM 結果製作喜好度問卷並發放，以了解消費者對調查結果之化妝盒風格喜好程度。 

 

圖 1 受訪者進行 EGM 訪談 

肆、分析與討論 

為探討化妝盒之魅力要素，本研究進行一次訪談與一次問卷調查，實驗結果透過信度分

析、集群分析、One-way ANOVA，以了解受測者喜好化妝盒之魅力要素。 

一、訪談結果分析 

（一）信度分析與集群分析 

針對受訪者填寫之問卷與化妝品盒分類結果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 Cronbach's Alpha 為

0.87，顯示調查結果具有信賴程度。 

為了解受訪者對 74 個化妝品盒之喜好度分布，將受訪者分類之喜好度分數進行集群分析，

可將化妝品盒分為六群：第一群-細緻有質感系列(M=2.13)：圓盒與方盒各半，圓盒多為噴漆與

立體圖樣；方盒多為射出黑色，兩者均為外表有質感且能突顯細緻紋理之設計。第二群-小巧可

愛系列(M=1.51)：57.1%為圓盒，尺寸多偏小型，圖案可愛且多為滿版。第三群-中等質感方盒系

列(M=1.30)：77.8%為方盒，顏色多為黑色與偏暗，LOGO 多偏簡單文字且置中。第四群-繽紛圓

潤系列(M=0.96)：83.3%為圓盒，其中 2/3 方格具圓角，顏色多為電鍍色、透明、或射出亮面之

色彩，整體外觀偏亮且顏色多為繽紛色彩，如金、桃紅、紫等。第五群-圖案花俏圓盒系列(M=0.88)：
83.3%為圓盒，彩度均偏低，且印刷或燙金之圖樣較繁雜。第六群-閃亮亮系列(M=0.38)：57.9%
為方盒，顏色偏冷色調，表面處理多為噴漆加金蔥、貼鑽或燙金等較閃亮的形式，多半都可填

充不同顏色或不同功能之粉。 

在此六群中，第一群-細緻有質感系列與第二群-小巧可愛系列為大部分受訪者較喜好之類

群，前者應為低調中的花俏又具質感，可深得受訪者喜好，後者為攜帶方便與表現出年輕氣息

之功能性為受訪者挑選之特點。然而，在第六群-閃亮亮系列的喜好度得點僅有 0.38，可知受訪

者較不偏好此群，應為此類型為多功能粉盒與過於明亮的表面裝飾較不易增加受訪者之喜好度。 

（二）One-way ANOVA 

為了解基本資料中年齡、化妝經驗、化妝時機、擁有化妝盒數量、化妝品花費金額、以及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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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為工具或收藏品，對化妝品盒的喜好程度是否有差異，因此將其與分為六群之化妝品盒

之平均分數進行 one-way ANOVA，分析僅於年齡與化妝時機對六群化妝品盒之喜好程度具顯著

差異。在年齡的部分，由同質性檢定可知喜好度數據同質(p-value=.72>.05)，在 ANOVA(F=6.52, 

p-value=.01<.05)與事後多重檢定(p-value=.01<.05; p-value=.01<.05)結果，顯示 31-35 歲受訪者對

第六群-閃亮亮系列喜好度(0.73)顯著高於 21-30 歲(0.35、0.30)，應為此類型功能性(粉)較多，因

此在於上班族攜帶與使用較方便所致。另一方面，在化妝時機為「平日」或「特殊場合或時間」

的部分，由同質性檢定可知喜好度數據同質(p-value=.20>.05; p-value=.52>.05)，在 ANOVA 結果

(表 1)顯示第一群-細緻有質感系列(F=7.78, p-value=.01<.05)與第四群-繽紛圓潤系列(F=4.97, p-
value=.04<.05)，均為平日使用之受訪者喜好程度(M=2.53; M=1.21)顯著高於特殊場合或時間使用

之受訪者(M=1.80; .73)，應為第四群-繽紛圓潤系列在使用上之手感較佳，深得天天使用者喜好

所致。平日使用之受訪者較偏好第一群-細緻有質感系列，應為低調花樣與質感讓天天使用者可

愉悅地化妝。 

（三）EGM 訪談結果 

將訪談結果分為上、中、下位記錄，由於資料量眾多，因此分別透過KJ法收斂上位與中

位之語彙，而下位僅將類似之具體條件統合。其中，上位收斂後分為六大風格：1. 簡單俐落

風、2. 年輕活潑風、3. 浪漫公主風、4. 閃亮炫耀風、5. 高雅經典風、6. 品味尊貴風。中位

收斂後則具以下19項：好開、表面閃亮感、時尚感、感覺低調、精緻感、圖案好看、顏色漂

亮、視覺高級、易攜帶好使用、表面處理有質感、表面觸感佳、造型獨特、整體感簡單、感覺

清爽、造型好看、巴洛克風格、多功能、可愛感、有品牌。下位則為46項。將上、中、下位之

關聯繪製成圖。其中受訪者對化妝盒共通感覺為心情愉悅(中位、21位提及)，其中又以顏色漂

亮提出之次數最多、其次為觸感佳，未來化妝盒設計可從視覺之色彩與觸覺之質感著手。 
以下為EGM訪談結果之各風格介紹： 

1. 簡單俐落風：外型強調易攜帶、好使用，蓋子為透明材質，且內附刷子/粉撲，可以俐落且

優雅化妝。方形代表俐落造型，導圓角可提升好掌握之優點。在質感部分，簡單的文字

LOGO搭配霧面質感、浮雕或按鈕開關，為此風格所推崇之簡單、清爽、及低調的個性。 
2. 年輕活潑風：特質為吸引別人注意、年輕特質、自信、活潑、表現自我，化妝盒表面處理

需具閃亮感、色彩明顯且漂亮、整體簡單的精緻感、大面積可愛圖案，此外，亦追求易攜

帶好使用之化妝盒，讓使用者可在任何時間與場合均可方便使用精緻可愛的化妝盒。 
3. 浪漫公主風：特質為心情愉悅、女性化、浪漫、甜美小公主，化妝盒需具大LOGO，或閃

亮且有質感的水鑽，表面為霧面、亮面或金屬質感，偏好粉色調，若為方盒需導大圓角。 
4. 閃亮炫耀風：特質為醒目、閃亮、炫耀、吸引人注目，利用獨特的造型，加上視覺感很重

之質感(如噴漆加金蔥或電鍍金屬色)，呈現表面閃亮感與視覺高級感，使其在使用化妝盒

時，可吸引旁人之注目。 
5. 高雅經典風：特質為成熟、有品味、期望擁有、高雅，如同皇室般之氣質，盒上圖示偏好

大面積重複排列之且具復古質感之圖樣，整體質感需為霧面、低調且具巴洛克風格。 
6. 品味尊貴風：特質為安全感、品牌、時尚感、精緻感、質感、貴氣、具身分地位，不可像

暴發戶般的誇耀自我，而是品質與質感須低調呈現。化妝盒尺寸為適合單手操作，霧黑高

質感或鍍金有氣質材質，搭配浮雕增加質感，使其表面處理呈現品牌設計與材質之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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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於閃亮炫耀風較偏負面特質，且在訪談時調查結果亦顯示閃亮亮系列得點最低(0.38)，另

一方面，高雅經典風則過於皇室之特質，非一般年輕女性所能體會，因此本階段問卷調查將此

二風格剔除。本次問卷發放人數為 56 人，請受測者填寫基本資料與對四個風格化妝盒之喜好度。

受測者為 21-40 歲，過半受測者之化妝經驗為 3 年以上，平日會化妝者 23 位、特殊場合或時間

會化妝者 33 位，40 位受測者視化妝品為工具、16 位視其為收藏品。 

為了解受測者對各風格化妝盒之喜好程度，將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簡單俐

落風平均得點為 5.71(S.D.=1.12)、年輕活潑風平均得點為 5.46(S.D.=1.29)、品味尊貴豐平均得點

為 4.95(S.D.=1.59)與浪漫公主風平均得點為 4.61(S.D.=1.55)。其中，年輕活潑風之得點最低，應

為受測者平均年齡在 25 歲上下，已脫離小女生喜歡可愛事物的階段，為導致此風格喜好度德點

較低之因素。 

（二）One-way ANOVA 

為了解年齡、化妝經驗、化妝時機、擁有化妝盒數量、化妝品花費金額、與視化妝品為工具

或收藏品，對四個風格喜好程度是否有差異，因此將問卷統計結果進行 one-way ANOVA，結果

顯示在視化妝品為工具或收藏品的部分，由同質性檢定可知喜好度數據同質(p-value=.09>.05)，
在 ANOVA 結果(F=7.20, p-value=.01<.05)顯示相較於視化妝品為工具之族群(M=4.28)，視化妝品

為收藏品之受測者(M=5.44)顯著偏好浪漫公主風之化妝盒，應為此組群受測者喜好收集化妝盒，

因而會較喜歡讓人心情愉悅、感到女性化、浪漫、甜美小公主之化妝品盒。 

（三）小結 

透過本研究之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可知閃亮、炫目系列較不受使用者喜愛。在訪談階段

所得之細緻有質感系列與在問卷調查結果之簡單俐落風，兩者特質相當，且喜好度得分均最高，

顯示使用者較喜好方便且易用之盒子，與其質感為簡單、清爽、及低調。在訪談階段之小巧可

愛系列得點排名第二(M=1.51，調查採 0-3 分計)，但於問卷調查中與小巧可愛系列雷同之浪漫公

主風得點卻最低(M=4.61，調查採 1-7 分計)，應為受訪者可把玩化妝盒後依照喜好度分類，透過

視覺與觸覺綜合感覺後評比，滿意該系列化妝盒尺寸、質感、色彩與圖案，然而問卷受測者僅

可觀看浪漫公主風之圖片與文字敘述後評分，認為此風格較適合年輕少女喜歡之形式-閃亮水鑽、

金屬亮面、粉色調、圓潤，因此得點較低。另一方面，在訪談結果分析可知平日使用化妝品之受

訪者較偏好手感佳且具低調質感之化妝盒，應為觸感影響平日使用者對化妝盒喜好度較多。綜

合上述，可知在化妝盒體驗上加入觸覺要素，可提升使用者之偏好，此結果與 Pino et al.(2016)
與 Balaji et al.(2011)之研究結論一致。 

伍、 結論 

本研究以魅力工學之方法調查化妝品盒對女性之吸引魅力，經實驗調查後，可得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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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透過魅力工學與 EGM 之調查方法，將化妝盒規範出六大風格：1. 簡單俐落風、2. 年
輕活潑風、3. 浪漫公主風、4. 閃亮炫耀風、5. 高雅經典風、6. 品味尊貴風。 

2. 透過訪談與問卷結果，顯示細緻有質感系列與簡單俐落風格之化妝盒，具低調之質感、細緻

紋理與簡單的文字 LOGO，加上導圓角且俐落造型之方盒為易攜帶好使用，深受消費者喜愛。 

3. 依訪談結果-EGM 圖可知，顏色漂亮與觸感佳高居受訪者提及次數之一、二名，未來化妝盒

設計可從此二處優先規劃。 

4. 比較訪談與問卷結果顯示，在視覺觀察下，增加觸覺體驗，可提升消費者對化妝盒之偏好。 

本研究採用魅力工學之研究方法，透過視覺與觸覺之體驗，調查消費者對化妝盒之偏好，

其結果顯示視覺與觸覺均影響其對化妝盒之喜好程度。然而，因成本考量，本研究僅收集 74 個

樣本，後續研究可拓增樣本數量，與表面處理之種類，以更深入調查化妝盒之外觀與質感影響

消費者喜好之要素。 

陸、參考文獻 

宋昱亭（民 104）。療癒燈具魅力要素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李翊寧（民 104）。童趣相機之魅力要素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馬敏元(民 99 年 4 月)。淺談日本新產品開發之感「心」技術，工業材料，280，160-172。 

郭彥廷(譯)(民 102)。商品包裝設計教科書(原作：N. Design)。新北市：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陸可茵(民 107 年 12 月 22 日)。女子評為：2019 年最期待的高訂唇色！Giorgio Armani【奢華訂

製柔霧唇膏】柔焦美唇、拉響唇控心動警報。LOOKin。取自 https://reurl.cc/14x2X8 

朝野熙彥(2001)。魅力工學的實踐-熱門商品生成步驟。海文堂。 

Apex, S. (民 104 年 5 月 7 日)。沒錢買藝術品就買個粉餅吧：素顏妹都想買的時尚設計化妝品。

報橘。取自 https://buzzorange.com/2015/05/07/art-cosmetics-marketing/ 

ARMANI beauty(民 107)。奢華訂製柔霧唇膏。ARMANI beauty。取自 https://reurl.cc/7oXeM5 

Balaji, M. S., Raghavan, S., & Jha, S. (2011). Role of tactile and visual inputs in product evaluation: a 
multisensory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23(4), 513-530. 

Biron, B. (2019, July 10). Beauty has blown up to be a $532 billion industry – and analysts say that 
these 4 trends will make it ever bigger Retrieved from https://reurl.cc/5qlGvq 

Cyndi, H. (民 108 年 1 月 2 日)。散發性感氣勢的致命唇色：Giorgio Armani 奢華訂製柔霧唇膏。

the FEMIN。取自 https://reurl.cc/R14jYr 

Dong, W. (2010). The Evaluation Method for Product Form Attractiveness Based on Miryoku 
Engineering.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44-47, 86-90.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345

https://reurl.cc/14x2X8
https://buzzorange.com/2015/05/07/art-cosmetics-marketing/
https://reurl.cc/7oXeM5
https://reurl.cc/5qlGvq
https://reurl.cc/R14jYr


Fleming, R. W. (2014). Visual perception of materials and their properties. Vision Research, 94, 62-75. 

Gidlöf, K., Anikin, A., Lingonblad, M., & Wallin, A. (2017). Looking is buying. How visual attention 
and choice are affected by consumer preference and properties of the supermarket shelf. Appetite, 
116(1), 29-38. 

Global Information, Inc. (2019, March 13). Opportun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Make-Up Sector: Analysis 
of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High growth Economies. Retrieved from https://reurl.cc/odLeyq 

Lo, C.-H., Liao, G.-Y., Tang, Z.-X., Chen, X.-W., Xu, H.-F., Hu, J., & Linda. (2018). A Study of iPhone’s 
Attractiveness Factors By the Miryoku Engineering Approach.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2018, 1680-1690. 

Karana, E., & Hekkert, P. (2010). User-Material-Product Interrelationships in Attributing Mean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4(3), 43-52. 

Kelly G.A. (1955).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Vol. 2, New York: Norton. 

Pino, G., Guido, G., Tomacelli, C., & Capestro, M. (2016, January). Assessing the Role of Haptic 

Imagery in Print Advertis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discovering the Essentiality of 
Marketing, 801-802. 

Rahman, O. (2012). The Influence of Visual and Tactile Inputs on Denim Jeans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6(1), 11-25. 

Rahman, O., Liu, W.-S., Lam, E., & Chan, M.-T. (2011). “Lolita”: Imaginative Self and Elusive 
Consumption. Fashion Theory, 15(1), 7-27. 

Sanui J. (1996, August). Visualization of users’ requirements: Introd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Grid 

Method. Proceeding of the 3rd Design &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in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Conference, 1, 365-374. 

Stadtlander, L. & Murdoch, L. (2000).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rankings for touch-related 
adjectiv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32(4), 579-587. 

Stoffels, P., Kaspar, J., Baehre, D., & Vielhaber, M. (2017). Holistic Material Selection Approach for 
more Sustainable Products. Procedia Manufacturing 8, 401-408. 

Ujigawa, M. (1999)。魅力工学。日本ファジィ学会誌，11(3)，58。 

Wang, C.-H. (2015). Integrating Kansei engineering with conjoint analysis to fulfil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product customisation for digital camer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53(8), 
2427-2438. 

Wang, I-C., Chen, S.-N., & Chang, Y.-M. (2009, June). The Research of Correlation between Cosmetic 

Compact Opening Cognition and Its Dimensions, WASET, Paris.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346

https://reurl.cc/odLeyq


藍牙喇叭之魅力要素研究 

A study of the attractive factors of bluetooth speaker 

王秉鈞*a  王藝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   

a 通訊作者：F108101104@nkust.edu.tw 

摘要 

藍牙喇叭擁有龐大的使用族群，且隨著網路商場的興起，消費習慣從實體店面消費之模式

轉向網路購物，消費者僅能依靠網路商場之商品圖片決定其購買意願，因此商品外型成為吸引

消費者之關鍵要素，如何使藍牙喇叭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購買為本研究之動機；運用評價構造

法調查受測者對藍牙喇叭之心理感受，記錄提及之詞彙並繪製評價構造圖，製作問卷後進行調

查，將問卷調查之結果運用數量化 I 類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藍牙喇叭設計上應更注重

「造型簡約」、「有質感」兩種感受、（2）「有設計感」藍牙喇叭以造型圓潤、表面使用異材質效

果並搭配美工線及分模線而非一體成型的設計，而音孔設計以簡約無其他異材質的搭配及孔洞

分佈密集、（3）「有個性」風格之藍牙喇叭尺寸約 10~15 公分左右，造型上勿過於幾何同時也不

希望曲面太多，音孔設計上偏好小而密之音孔之設計。 

關鍵字：藍牙喇叭、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 

Abstract 

Bluetooth speakers have a huge user group, and with the rise of online shopping malls, consumption 

habits have shifted from physical store consumption to online shopping. Consumers can only rely on the 

product images of online shopping malls to determine their purchase intentions, so the product appearance 

Become a key element in attracting consumers. How to make Bluetooth speakers attract more consumers to 

come to buy is the motivation of this research; use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feelings of the testees about the Bluetooth speakers, record the mentioned vocabulary and draw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 In the pictu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made and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analyzed using quantitative type I,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Bluetooth speaker desig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wo feelings of "simplicity" and "texture", ( 2) The 

"designed" Bluetooth speaker has a rounded shape, a different material effect on the surface, and a design line 

and parting line instead of a one-piece design. The sound hole design is simple and has no other dissimilar 

material matching and dense hole distribution. (3) The size of the "personalized" style Bluetooth speaker is 

about 10~15 cm. The shape should not be too geometric and also do not want too many curved surfaces. The 

sound hole design prefers a small and dense sound hol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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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藍牙喇叭具無線、好攜帶之特性，且音質日益提升，故吸引眾多消費者使用。以往，消費者

進入實體店面選購商品，然而近年來網路商場崛起，消費者僅需輸入欲購買商品之關鍵字即可

將近期銷售之眾多商品一覽無遺，但因無法實際體驗商品，僅能依靠網路商場之商品圖決定購

買意願，故商品外型乃是吸引消費者購買之關鍵，本研究藉由魅力工學調查藍牙喇叭外型對消

費者之魅力要素，並提出未來藍牙喇叭設計之建議。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市面上藍牙喇叭種類眾多，蘇于修(2018)訪問資深 3C 達人魏基益時表示，藍牙喇叭除了音

質須講究以外，尺寸上輕便好攜帶亦為消費者考量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次研究以目標尺寸

100x100x150mm 以內的迷你攜帶型藍牙喇叭作為研究對象，另外兩種藍牙喇叭暫不探討，如下

表 1 所示。 

表 1 藍牙喇叭種類彙整 

 

貳、 文獻探討 

一、藍牙喇叭 

傳統多媒體音響需使用音源線與電源線連接輸出設備，受限於連接問題(潘佳田，2013)，消

費者在使用上極為不便；藍牙喇叭透過內置的藍牙晶片，與手機、電腦、平板等設備連接後，將

連接設備之音訊輸出；相較於傳統多媒體音響，藍牙喇叭因無線、操作簡單、價格便宜、選擇性

多樣化等優勢，因此受到廣大消費族群喜愛。市面上藍牙喇叭依照使用方式可區分為攜帶式、

固定式、短距移動式三種(潘佳田，2013)，本研究將以目標尺寸 100 x100 x150mm 以下之攜帶型

藍牙喇叭作為後續研究之目標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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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魅力工學 

魅力工學一詞是由日本學者讚井純一郎與乾正雄先生參考臨床心理學家 Kelly G.A 於西元

1985 年發表之《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一書後所提出的一種研究方法，其研究方

法目的在於捕捉個人認知的概念，魅力工學主要探討以下三點理論基礎：基礎理論學說、造型、

設計(宋昱亭，2015)。魅力是吸引和引響消費者的一種牽引力，他另產品擁有令人喜愛之風格、

質感、品味等特質，這些特質產生出獨有的吸引力，藉此吸引消費者得注意（李翊寧，104)。魅

力工學是藉由消費者眼光找出魅力元素的方法，而評價構造則是落實魅力工學的具體作法(邱瑋

晨，105)，本研究將藉由評價構造法對受測者以樣本圖卡進行深度訪談，引導受測者表達對藍牙

喇叭之內心感受，進而整理出藍牙喇叭外型之魅力要素。 

參、 實驗流程 

首先，蒐集 100 x100 x150mm 以下之藍牙喇叭產品圖片並製作成後續實驗用圖卡；進行評價

構造深度訪談，將訪談結果繪製成評價構造表，藉此萃取出藍牙喇叭吸引受測者之喜好魅力要

素；再使用 KJ 法收斂，將收斂完之魅力要素製成問卷後進行調查，最後經由數量化 I 類分析之

結果提出對於未來藍牙喇叭之設計建議。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實驗流程圖 

一、樣本圖卡蒐集與製作 

於臺灣各大網路商場蒐集尺寸 100 x100 x150mm 以下之迷你攜帶型藍牙喇叭，將所選定之

產品圖片做去除 LOGO 與背景的處理，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藍牙喇叭外型之魅力要素，為避免

受測者因產品色彩影響而導致實驗數據造成偏差，故將產品圖片去色彩並調整成相同灰階，最

後製成 105x105mm 之樣本圖卡，共 48 張。 

二、評價構造深度訪談 

本實驗共訪談 15 位 20~30 歲從事設計相關工作或在學就讀之受訪者，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

訪談工具有圖卡 48 張、筆、紀錄表、相機、錄影機。訪談過程中，請受測者挑選喜歡的圖卡並

排除不喜歡的圖卡後，將圖卡依照喜好程度分成三小堆，並詢問上位(抽象感受)、中位(原始評

價項目)、下位(具體評價項目)之魅力因子詞彙，最後整理出每位受測者的評價構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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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價構造整體表 

使用 KJ 法將 15 位受測者提出的上、中、下位之魅力因子做收斂後，並將受測者提及魅力

因子詞彙次數做計次統計，得出本研究之藍牙喇叭評價構造整體表。最後以提及次數較高之上

位詞彙「有設計感 (42)」、「有個性 (26)」作為後續問卷調查主要風格。 

四、問卷製作與調查 

本研究之問卷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年齡、一個月大約使用幾次藍

牙喇叭、使用藍牙喇叭經驗時間、使用藍牙喇叭時段)，第二部分為受測者對藍牙喇叭與風格(有

設計感、有個性)的喜好程度，第三部分為各風格之風格特質符合程度及符合條件調查；受測人

數共 50 人。 

肆、 分析與討論 

本章節依上一章節之問卷調查結果，進行數量化 I 類分析，藉由分析了解藍牙喇叭外型魅

力要素之項目(原始評價項目)與類目(具體評價項目)之權重，並提出未來藍牙喇叭設計之建議。 

一、「有設計感」之藍牙喇叭數量化一類分析 

表 2 「有設計感」之藍牙喇叭數量化一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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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方表 2 得知，「有設計感」藍牙喇叭數量化 I 類分析之決定係數為 0.72，由此可知受測

者對於「有設計感」藍牙喇叭的魅力要素存在著強烈的相關性，代表分析結果可信賴度較高；

由各項偏相關係數可以看出，以「有質感 (0.72) 」、「造型簡約 (0.74)」及「音孔有質感 (0.52)」

偏相關係數較為顯著，因此在設計「有設計感」藍牙喇叭時應該要注重「有質感」、「造型簡約」、

「音孔有質感」這幾項特點。 

在「有質感」中，類目的部分以「塑膠材質 (-3.98)」、「異材質表面  (1.79)」的類目得點較

為顯著，代表受測者認為具體條件中「塑膠材質」、「異材質表面」是影響「有質感」的重要條

件；由此可知，受測者對於「有質感」的感覺理解偏好表面使用異材質作為表面，且不希望藍牙

喇叭有太塑膠感的表面。 

在「造型簡約」中，類目的部分以「造型圓潤 (1.02)」、「一體成型  (-1.7)」的類目得點較為

顯著，代表受測者認為風格條件中「造型圓潤」、「一體成型」是影響「造型簡約」的重要條件；

由此可知，受測者對於「造型簡約」的感覺理解偏好造型圓潤且雖然造型簡約但不要太單調的

一體成形。 

在「音孔有質感」中，類目的部分以「音孔分佈廣 (-1.71)」、「音孔周邊無異材質 (1.4)」的

類目得點較為顯著；由此可知，受測者對於「音孔有質感」的偏好音孔周邊無其他異材質且音

孔分佈密集的設計，可使藍牙喇叭整體更有設計感。 

二、「有個性」之藍牙喇叭數量化一類分析 

表 3 「有個性」之藍牙喇叭數量化一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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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方 3 得知，「有個性」藍牙喇叭數量化 I 類分析之決定係數為 0.52，由此可知受測者對

於「有個性」藍牙喇叭風格的魅力要素存在著強烈的相關性，代表分析結果可信賴度較高；由

各項偏相關係數可以看出，風格特質中以「有質感 (0.57)」、「造型簡約 (0.63)」及「有份量 (0.50)」

之偏相關係數較為顯著，因此在設計「有個性」藍牙喇叭時應該注重「有質感」、「造型簡約」、

「有份量」這幾項特點。 

在「有質感」中，類目的部分以「塑膠材質 (-1.73)」、「約 10〜15 公分之尺寸 (1.36)」的類

目得點較為顯著，代表受測者認為風格條件中「塑膠材質」、「約 10〜15 公分之尺寸」是影響「有

質感」的重要條件；由此可知，受測者對於「有質感」偏好尺寸約在 10~15 公分，且盡量不要使

藍牙喇叭表面太過塑膠材質。 

在「造型簡約」中，類目的部分以「音孔小而密 (2.61)」的類目得點、「幾何造型 (-1.35)」

的類目得點較為顯著，代表受測者認為風格條件中「音孔小而密」、「幾何造型」是影響「造型簡

約」的重要條件；由此可知，受測者對於「有個性」偏好音孔設計小而密但不造型太過幾何。 

在「有份量」中，類目的部分以「曲面較少 (1.19)」、「方正造型 (-1.38)」的類目得點較為顯

著，代表消費者認為風格條件中「曲面較少」、「方正造型」是影響「有份量」的重要條件；由此

可知，受測者對於「有份量」偏好不要太方正，但也不要有太多曲面的藍牙喇叭造型設計。 

伍、結論 

近年網路商場普及，消費者已由實體店面購物模式轉變為網路購物，在消費者無法實際體

驗商品的情況下，商品圖片更是吸引消費者購買意願之關鍵，而商品外型更是吸引消費者目光

之重要條件；因此本研究藉由魅力工學探討藍牙喇叭外型對於消費者之魅力要素，於深度訪談

過程中紀錄受測者提及之魅力因子，將其製成 15 位受測者的評價構造表，再使用 KJ 法收斂魅

力因子得出本研究之評價構造總表，將其製成問卷並進行調查，最後運用數量化 I 類分析問卷

調查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一、「有設計感」藍牙喇叭與「有個性」藍牙喇叭之數量化 I 類分析中，二者項目(原始評價項目)

中「造型簡約」、「有質感」偏相關係數皆較為顯著，代表現階段之消費者期望藍牙喇叭能同時

注重造型簡約與有質感之感受，在設計上，若能讓人感覺到藍牙喇叭造型簡約與有質感，較能

夠吸引到更多的消費者注意。 

二、「有設計感」藍牙喇叭以造型圓潤、表面使用異材質效果搭配藍牙喇叭之美工線與分模線而

非一體成型的設計，音孔設計以簡約無其他異材質搭配孔洞密集分佈，較能符合消費者理想之

「有設計感」的藍牙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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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個性」藍牙喇叭尺寸約 10~15 公分左右，造型上不希望與一般市售之藍牙喇叭造型太過

接近，因此偏好造型上不要太過幾何同時也不希望曲面太多，希望造型上有較多裝飾，音孔設

計上偏好小而密之音孔，較能符合消費者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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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英雄電影之三幕劇結構對應聲光特效研究 

A Study on the Sound and Light Effects of the Three Acts Structure of 
Superhero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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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動態影像的電影中，透過多樣的聲光效果去引起觀眾的情緒，能更為準確地攫取觀眾視

覺及音效所引起的情緒反應。本研究以近年廣受大眾喜愛，票房連續兩年佔據全球第一名的主

流商業電影《復仇者聯盟》系列作為研究對象，以好萊塢傳統劇作公式-三幕劇作結構(3-Act 

Structure)劃分電影的劇情段落，分別去蒐集分析不同段落中視覺刺激及聽覺刺激交互作用的關

係，分析其如何影響並刺激觀眾，以分別達成三幕結構中各自的段落目的。研究後發現：開頭

使用大量配樂使觀眾快速進入劇情狀況，並在中段隨劇情發展使用階梯式上升的聲光效果，將

情緒及劇情帶入最高峰，於後段聲光變化幅度趨於穩定平均，透過聲光效果有計畫、規律的變

化，給予觀眾準確的觀影感受，讓聲光效果有效地為劇情加分，營造觀眾最佳的觀影體驗。 

關鍵字：三幕劇結構、超級英雄電影、聲光效果 

 

Abstract 

The movie has boomed in recent years. In the so-called dynamic phantom movie industry, more 
sound and light effects are used to arouse the emotion of the audiences and capture the emotional 
response caused by virtual and sound effects more accurately.This paper takes a mainstream commercial 
movie – Avengers series that had been widely loved by the public and continued to hold the top stop at 
the box office for two years as the research target and divided the plot paragraph of the movie by 
applying traditional Hollywood movie formula – 3-Act Structure to collect and analyze how the 
synergies between visual and auditory stimuli stimulate the audiences and achieve the respective goals 
of each part within the 3-Act structure.Aft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use of a 
large number of soundtrack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ie allowed the audiences to quickly get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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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play, step-up sound and light effects 
are used to lead the emotion and the story to the climax. In the latter part, the changing amplitude of 
sound and light effects become more stable as average. Through planned and regularly changing sound 
and light effects, the audiences can be given accurate experiences of movie-watching. In conclusion, the 
sound and light effects effectively push the plot of the play to a higher level and create a better movie-
watching experience. 

Keywords: 3-Act Structure, Superhero Movies, sight and sound effects 

 

壹、 前言 

根據美國電影協會（MPAA）的全球市場調查報告，全球電影產值從 2015 年的 391 億美元

成長至 2019 年的 422 億美元，將票房市場區域劃分為北美及北美外市場，2015 年至 2019 年北

美市場成長 2%，北美外市場成長高達 10%，其中以亞洲市場作為最快速成長的區域，從 2015
年 146 億美元成長至 2019 年 178 億美元成長幅度 21.9%，除了中國市場的快速崛起外，根據台

灣國家電影中心的統計，2019 年台灣整體電影共上映 827 部，票房為 3.3 億美元，觀影人次為

4,319 萬人次，等於每位台灣人一年之中看過 1.8 部電影，其中還不包含使用串流平台、DVD、

藍光的消費者，根據文化部的報告顯示所有電影相關產業產值加總，能創造 7.6 億美元的商機。 

隨著電影產業蓬勃發展，越來越多消費者願意花費金錢進行電影體驗震撼的聲光特效，更

以近年持續成長的漫威(Marvel)超級英雄電影作為大宗，漫威(Marvel)電影分別在 2019 與 2018
年台灣年度票房前 20 名中獲得 3 名席次，其中復仇者聯盟 4:無限之戰與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分別獲得台灣票房第一名，在台灣電影市場扮演最具代表性的英雄電影，復仇者聯盟 4 更在

Google 年度字搜尋中得第二名(Google 台灣)成為電影市場中最為成功的電影系列。 

若以電影構成要素切入討論復仇者聯盟系列何以廣受歡迎，其緊湊的動態影像能對人的心

理與行為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並產生感動、警示、教育等效果，改變與創造觀影體驗，復仇

者聯盟系列電影能夠獲的如此巨大的成功，莫過於其透過漫畫改編劇情與大量聲光特效，所創

造出的良好觀影體驗，本研究將復仇者聯盟電影作為樣本，透過電影法則的角度，運用視覺研

究法以及描述性統計進行研究分析，歸納整理復仇者聯盟電影劇情設定與聲光效果交互作用的

運用規則與表現，分析復仇者聯盟電影如何創造良好觀影體驗的規律。 

貳、文獻探討 

一、三幕劇段落結構 

三幕劇結構最早要追溯至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亞里斯多德在著作中將劇作初步分為

開始、中段、結尾的一體形式，一直到 Sydney Alvin Field《Screenplay》(1978)義三幕劇段落結

構，這樣的三幕劇劇作公式也成為好萊塢最為主流的劇作公式，應用在復仇者聯盟、變形金剛、

玩具總動員等暢銷電影，在 Sydney Alvin Field《Screenplay》(1978)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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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為鋪陳，主要目的在建立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並埋下角色日後所會遇到的困難，篇幅大

約佔全劇的四分之一，第二個階段為衝突，角色為了某目標必須設法解出困難，篇幅最大佔全

劇的一半第三階段為解決，利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去敘述角色克服困難，獲得成長並將故事告一

段落，而三段間皆有突發事件作為轉折，依照三幕劇的線性發展，不同的段落中，各有其不同

的氣氛與情緒，因此，在鏡頭運用及表現性上也必定有所差異。(鐘世凱、張宇晴﹐2009)在不同

段落中，為達成不同的段落效果會有不同的表現手法，而本研究目的將以三幕劇的劇作公式去

劃分復仇者聯盟 4-無限之戰，定義三幕各自段落需達成目的，以利後續檢視其電影鏡頭及特效

上的表現差異。 

二、電影特效 

電腦合成影像（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透過電腦合成使電影能化不可能為真實，，動

畫中的變形技巧是在真人實拍電影當中做不到的，是動畫當中獨有的一種技巧與美感，善用變

形技巧做轉場可以使動畫有不同的視覺效果呈現。(陳啟龍、李香蓮, 2016)，然而透過電腦合成

影像能做到真人實拍電影無法完成的影像效果，帶給觀者多元的觀影體驗及想像，漫威電影《奇

異博士》(2016)大量使用電腦合成影像，打造現實無法完成的魔法世界，1 小時 55 分鐘的片長

中使用將近 350 個特效片段，電影團隊耗時一年建立大量的視覺特效，並將同樣的視覺語言延

續至《復仇者聯盟》，《復仇者聯盟 4》(2019)更動用了 12 家特效公司製作超過 600 個特效片段，

電腦合成影像(CGI)儼然成為復仇者聯盟電影最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三、電影聲光效果 

(一)視覺 

觀看電影時最直接的傳達就以視覺作為最主要的接收方式，被視為歷史上第一部電影由盧

米埃兄弟拍攝的《工人離開里昂的盧米埃爾工廠》(1895)，以每秒 16 格拍攝影片，沒有任何聲

效，定調了電影以視覺作為最主要的傳達方式，對於視覺注視與情感反應上，無論事物是呈現

正面或負面的情感都有機會被發現，只要具有較高的喚起或刺激情況產生時，就容易且迅速的

被發現（Leclerc & Kensinger, 2008），電影是將故事以影像呈現，因視覺化是獲得知識的重要途

徑（羅碧媛、唐榮昌，2014）因此現今電影不斷開發不同的視覺刺激物，從鏡頭的構成、剪輯的

手法使用大量視覺元素的堆疊成一部電影。有研究也顯示，不論是孩童或成人，皆會將目光放

在具有吸引力的產品上（Pieters & Warlop, 1999）透過視覺刺激引起觀者對於電影的注意力，甚

至影響其認知及行為。 

(二)聽覺 

現今主流媒體趨勢，視覺傳達設計逐漸與聲光效果結合討論，聲音節奏可引導觀者的視覺

注意力，可將此知覺反應應用於視聽媒體中聲音與畫面的設計，(陳雅靖﹐2004)在漫威(Marvel)
電影中無數英雄角色，每位角色除鮮明的角色設計外，都會搭配上朗朗上口的登場旋律，增加

觀眾對角色的印象，《大白鯊》電影以配樂搭配看不見的大白鯊營造出詭譎的氛圍，勾起觀者的

情緒反應，每當配樂開始，觀眾就會跟著引起緊張的情緒，透過配樂的操作影響觀者的情緒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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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復仇者聯盟 4:無限之戰》作為實驗刺激物標的，將電影之影音檔匯入非線性剪

輯軟體(Adobe Premiere)進行段落與特效剪輯，在視覺特效方面，以構圖黃金分割法(Golden Ratio)

將電影畫面分割成九宮格，並將視覺特效程度分為 5 種程度，特效程度 0 即為畫面中沒有任何

特效，特效程度 1 為特效佔據九宮格的一格即為 1/9(圖 1a)，程度 2 為特效佔據九宮格的三格，

即為佔據畫面 1/3 比例(圖 1b)，程度 3 為特效佔據九宮格的六格，佔據畫面 2/3 的比例(圖 1c)，

程度 4 為特效佔據九宮格的九格佔據整個畫面(圖 1d)，以此界定電影特效佔據程度之分別。 

聲音特效方面，則將電影音檔匯入非線性剪輯軟體(Adobe Audition)，將音軌劃分出背景音

之音量數據，以觀看電影配樂音量分貝數(dB)產生之變化。 

數據蒐集以三幕劇結構劃分電影段落，遵循三幕結構鋪陳、衝突、解決 1:2:1 的結構等比例

取樣三段落之電影片段，分別觀看反派登場、主角登場、主角取得優勢、反派取得優勢等劇情，

電影片段中視覺特效及聲音配樂同時出現之段落，以每十秒為單位做數據蒐集，並統計分析同

一場景的特效及配樂一百秒內的變化數據，將變化數據製作象限圖表，觀看 X 軸(視覺特效)與 Y

軸(聽覺配樂)兩者在象限上呈現的交互關係。 

   

             a.特效程度 1                                b.特效程度 2 

   

              c.特效程度 3                               d.特效程度 4 

圖 1: 超級英雄電影之視覺特效四程度類別示意 

肆、結果分析 

一、從三幕劇電影段落 

(一)三幕劇劃分《復仇者聯盟 4:無限之戰》 

以三幕劇作公式劃分《復仇者聯盟 4:無限之戰》，分別探討其段落所要達成之劇情推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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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陳段落為 00:00:00 至 00:40:09，其段落主要內容為介紹各個角色背景及反派的動機，將故事

的人事時地物建構清楚，帶領觀眾進入電影劇情， II.衝突段落為 00:40:09 至 02:05:02，佔據全

劇最長的篇幅，將主角及反派的對抗帶入最緊張刺激的片段，讓觀眾情緒在此段落緊繃投入，

III.解決段落為 02:05:02 至 02:29:32，故事邁向尾聲，前兩段所講述的劇情獲得階段性的結果，

讓觀眾情緒逐漸平穩，三段各自具有明顯的劇情轉折，各自達成不同的觀者情緒引發。 

(二)從三幕劇看聲光效果之分佈 

統計三幕劇段落間配樂以及特效出現的次數，鋪陳段落共 40 分鐘，佔全劇 26%的時間，共

有 16 段配樂以及 10 次特效，平均每 2.5 分鐘就會有一段配樂、4 分鐘有一段特效，衝突段落佔

全劇 56%的時間，共有 25 段配樂以及 38 次特效(圖 4) 平均每 3.4 分鐘就會有一段配樂、2.2 分

鐘有一段特效，解決段落佔全劇 18%的時間，共有 4 段配樂以及 14 次特效平均每 3 分鐘就會有

一段配樂、0.8 分鐘有一段特效，配樂部分出現頻率最高的段落為鋪陳部分，特效部分部分頻率

最高的段落為解決部分，三幕劇結構中佔比重最重的衝突段落，其特效與配樂的頻率最為平均。 

 

圖 2:聲光效果出現頻率 

二、三幕劇段落聲光效果之變化 

(一 )鋪陳段落之聲光效果變化  

 

      a. 00;02;16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b. 00;24;15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0 1 2 3 4 5

解決

衝突

舖陳

每段落聲光效果出現間隔時間

特效平均間隔時間(分/一次) 配樂平均間隔時間(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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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鋪陳段落聲光效果變化 

鋪陳段落反派登場片段(圖 3a)，多使用視覺效果較弱的特效，視覺程度 2 的特效僅出現一次，配

樂部分音量落差大，以-24dB 作為分界，各佔一半的使用比例，最大落差達 11.8dB，鋪陳段落主

角登場片段(圖 3b)，開始使用構圖比例較大的特效，在視覺程度 2 以上的特效使用上達 7 次，

配樂音量也開始將分貝數調高，超過-24dB 的配樂使用達 7 次，可以明顯看出與反派登場時使

用的聲光效果差異，在鋪陳階段中反派及主角的聲光效果走勢差異極大，反派登場片段以明顯

的聽覺(Y 軸)影響角色登場時的觀影情緒，主角登場片段則以多變化的視覺特效(X 軸)作為角色

登場的效果搭配。 

 (二)衝突段落之聲光效果變化 

     

         a. 01;35;39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b. 01;52;42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a. 01;58;41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b. 02;02;42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圖 4: 衝突段落聲光效果變化 

衝突段落中 4 段配樂與特效同時出現的片段，統計配樂與特效的運用變化，衝突段落反派登場

片段(圖 4a)，相比於鋪陳時反派登場，衝突段落開始使用大對比視覺效果的特效，使用 7 次視覺

程度 2 以上的特效，配樂音量也使用-24dB 以上的配樂 7 次，衝突段落主角登場片段(圖 4b)，在

視覺特效的使用上多視覺對比明顯擴大，多使用程度 3 及程度 4 的特效，將四段反派登場及主

角登場的畫面作比較，可以看到衝突階段的聲光對比非常大，中間值的聲光效果使用幾乎為零，

反派獲得優勢時(圖 4c)，聲光效果呈現漸進式的成長，主角獲得優勢時(圖 4d)，在聲光效果製造

大量起伏，在衝突段落聲光效果走勢多為階梯式的上升，且具大量起伏，在聲光效果的使用上

變化最多且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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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段落聲光效果變化 

 

      a. 02;05;12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b. 02;09;14 聲光效果對應圖表  

圖 5: 解決段落聲光效果變化 

挑選解決段落中 2 段配樂與特效同時出現的片段，此段落為全劇比重最小的段落，僅佔全劇 18%
的佔比，其聲光效果趨於平均，視覺特效使用平均(圖 5a、b)，以視覺程度 2 作為分界，使用比

例近乎 1:1，在連續使用同樣程度的特效，沒有前兩段落的頻繁起伏，在聽覺的使用上，與視覺

呈現同樣狀況以-24dB 作為分界，使用配樂音量的比例也為 1:1 ，此階段的聲光效果走勢平均

且穩定，沒有過多的變化起伏。 

伍、結論與建議  

《復仇者聯盟 4: 無限之戰》在聲光效果分佈中第一段落-鋪陳，運用大量的配樂，平均每

2.5 分鐘就有一段配樂，在反派及主角登場的聲光效果搭配上有明顯差異，反派部分以聽覺變化

為主，主角部分則以視覺變化為主，對照至三目劇作結構中，在將觀眾帶入角色的情緒上，能

明顯看出《復仇者聯盟 4 》的區別。第二階段-衝突，其聲光效果變化與角色成長曲線走勢都呈

現階梯式上升，在角色登場的聲光效果走勢有明顯差別，在衝突階段時的角色登場不管反派及

主角的效果都以視覺程度大及音量大的使用，在反派及主角分別取得優勢時，走勢起伏則開始

變多，使用多變的聲光效果營造多緊湊的氛圍，並隨劇情逐漸達到電影的最高潮。第三階段-解

決，聲光效果頻率沒有減少，但變化幅度趨於平均，沒有大幅度的視覺及聽覺對比，多是規律

及一致的特效刺激以及音量變化，與前一階段的上升式變化呈現明顯的落差，將故事情緒帶入

平穩的情緒。本研究目前僅以《復仇者聯盟 4:無限之戰》作為取樣樣本，未來方向建議能取樣

更多漫威電影作為樣本，以目前研究方法做解構，並加入受測者，以驗證電影中聲光效果變化

的不同幅度及曲線，是否有效的幫助三幕劇結構的段落目的達成，觀影者會隨如何的聲光變化

做出不同程度的情緒反應做為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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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異對於用藥圖像符號理解力與認知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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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藥錯誤是一個普遍存在並影響患者安全的重要問題，而在用藥錯誤中藥物標籤的使用說

明等相關因素占所有錯誤的三分之一。藥品圖像符號通常是使用者和藥物之間最重要的聯繫，

是傳達藥品資訊的重要載體。美國藥典藥物資訊（USP）中的圖像符號（Pictograms）被全世界

廣泛的使用，然而，此圖像符號是以西方的文化與邏輯設計，對於東方人不一定全部適用。因

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不同文化與脈絡設計之用藥圖像符號的理解力與認知度差異。從 USP 挑
選 8 項圖像符號進行比較，並分為 USP 原始圖、USP 文化微調設計、USP 脈絡微調設計三類，

進行圖像符號的理解力與認同度調查。透過網路問卷方式收集資料，共 53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

果顯示，中西方在飲食方面觀念不同可能影響對於藥物圖像符號的理解。而在藥物服用方法（如

經口服用）和存儲方法（如請勿存放在兒童觸碰到的地方）的圖像符號，在中西方文化中無顯

著差異，藥物圖像符號可通用。 

關鍵字：用藥錯誤、藥品標籤、藥品資訊、圖像符號 

 

Abstract 

Medication errors are a common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safety of patients. The use of drug labels 
and other related factors account for 1/3 of all errors in medication errors. Drug image symbols are 
us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between users and drugs. Pictograms is widely used in the US 
pharmacopoeia information (USP). However, the image symbols are designed in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logic, and are not always applicable to Oriental peop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image symbol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ntexts. Compare 
8 image symbols from USP, and divide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USP original map, USP cultural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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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ing design, USP context fine tuning design, and investigate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image symbols. A total of 5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nline questionnaires. The 
concept of diet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ountries is different. Different dietary conceptions may aff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drug image symbol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use of other methods (such as oral administration) and storage methods (such as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not touched). Drug image symbols can be used universally. 

Keywords: Medication errors, Drug labels, Drug information, Pictograms 

 

壹、前言 

藥物是用來診斷和預防疾病的商品，合理的藥物治療能使用藥錯誤的風險減到最低，從而

達到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的治療效果。但是對於藥物使用說明理解不充分，或誤解易導致治療效

果不如預期。藥品使用說明對用戶而言需清晰易懂，以便達到預期的治療效果並可防止用藥錯

誤。已有研究指出，添加圖片或圖像符號能提升藥物使用者理解用藥資訊的程度（Barros et al., 
2014； Thompson, Goldszmidt, Schwartz, & Bashook, 2010）。 

使用藥物圖像符號，使無法完全理解藥物文字訊息的使用者，能夠理解該圖文訊息，對於

不識字或不熟悉當地語言的使用者也很有用。 

開發具有文化意義和生活脈落的圖像符號，可以作為一種工具來提高患者的理解，並可能

有助於記住複雜的醫療說明，以及減少錯誤用藥的風險，提升患者的用藥安全(Grenier et al., 
2011)。圖像符號取決於患者能夠理解圖片內容，但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可能導致使用者圖片理

解上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是純潔的標誌，而在東方文化中，白色代表

哀悼的標誌（Cleary, 1999）。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藥物圖像符號，是否對使用者的理解力與認知度存

在差異，透過 USP 原始圖、USP 文化微調設計、USP 脈絡微調，設計三類藥品圖像符號並進行

調查。 

貳、文獻探討 

一、用藥錯誤 

用藥錯誤（Medication errors）是指藥物使用過程中發生的任何能導致藥物錯誤使用的可預

防事件（Preventable event），美國國家用藥錯誤通報及預防協調審議委員會（The National 
Coordinating Council for Medication Error Reporting and Prevention）對藥物治療錯誤的定義為：

在藥物治療過程中，醫療專業人員、患者或消費者不恰當地使用藥物，或因此造成患者損傷的、

可預防的事件（NCC MERP, 1997）。用藥錯誤可出現於處方、醫囑、藥物標籤與包裝、藥物名

稱、藥物混合、配方、發藥、給藥、用藥指導、監測及應用等過程中（張曉樂，2013）。用藥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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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大多因違反治療原則和規定所致，且無論此錯誤最終是否導致任何嚴重程度的不良後果，皆

屬於用藥錯誤之範疇。 

用藥安全的相關知識，除了醫護人員需要熟識之外，服用藥物之患者更須清楚了解才行，

因為對於用藥認知有充分的了解能有效減少許多醫療疏失（葉明莉等人，2008）。現有許多用藥

錯誤可能還未被發現，或對患者產生的不良反應微乎其微，從而忽略了用藥錯誤的問題。藥物

使用不當會導致嚴重後果，例如胃出血和中毒。一個錯誤的用藥方法可以對患者造成嚴重的後

果，不當使用藥物的弊端遠遠大於利處，對於存在隱患的用藥錯誤，我們應提起重視。 

二、圖像符號 

圖像符號是表示對象或者動作的圖形，傳達的含義應獨立於任何特定的文化或語言（Kolers, 
1969）。現今生活中，圖像符號被用於標誌或指示等方面，通常用來傳遞重要訊息，例如安全隱

患或道路訊息等，並用於提供有關產品使用的說明或警告，幫助傳達產品訊息。藥物圖像符號

是增強對藥物相關訊息的理解和記憶，正確理解藥品標籤訊息是提供及服用藥物依從性的基礎。 

藥物圖像符號已經有許多組織開發及發佈，例如美國藥典藥物資訊圖像符號（USP）和國際

製藥聯合會（FIP）圖像符號。美國藥典藥物資訊（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l Dispensing 
Information）制定了一套 81 幅藥物圖像符號，作為標準化的藥物圖像符號，有助於向患者和消

費者傳達用藥說明、預防措施或警告，例如：服用藥物的正確方法、存儲方法以及有關藥物的

預防措施，USP 圖像符號已經通過了理解測試（Chan & Chan, 2013；Knapp, Raynor, Jebar, & Price, 
2005；Yu, Sun, & Wang , 2013）。 

美國藥典藥物資訊標示以三種不同幾何形狀呈現，賦予辨識不同的用藥指示型態，「圓圈上

面有一個交叉形」表示請勿、禁止的指示；「倒立三角形」為警惕注意的意思；「長方形和正方

形」是告知該如何使用資訊之意（錢真珠、孔方正、陳合進，2010）。 

三、藥品圖像符號設計 

錢真珠等人（2010）整理出的藥品圖像標示設計形式整合設計，藥品圖像符號設計形式區

分為單一式圖像、複合式圖像、連續式圖像，設計上須注意的要項如下： 

（一）單一式圖像：傳達主題上須明確，直接切中主題，細節不宜過多，需強調使用題材的代表

性、主題的解釋性、聯想性、地域性、認識性，須特別注意設計元素的代表性，避免詮釋意義不

足。 

（二）複合式圖像：需注意數量關係，避免訊息過度複雜化，透過賓主之間的關係區隔，區分出

閱讀次序與資訊層級的重要程度。 

（三）連續式圖像：最符合多步驟的指示，需注意圖像被安置於框架之中，無法任意的分割或

分置，圖像的顯著特性具有前後連續性的相依發展關係。 

    本研究選取圖像符號的標準為：首先，圖像符號可以傳達訊息，無須使用補充文字。其次，

圖像符號不得與其他任何藥物圖像符號一起用於傳輸消息。最後，每個圖像符號都應傳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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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訊息的說明。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規定，圖像符號必須至少達到 67%的理解力才能

被認為是有效（ISO, 2014）。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語言障礙與不同文化背景，對於用藥標籤理解通常是用藥錯誤中最大的問題。研究架構如

圖 1 所示，目的為研究受測者對圖像符號的理解和認同，以 USP 原始圖、USP 文化微調設計、

USP 脈絡微調三類藥物圖像符號，探討西方元素對於中方人是否存在理解度和認同度的差異。

文化元素微調設計以 USP 為基礎，將圖像上的英文字體調整為中文字體，將餐盤調整為米飯等，

符合東方人文化的設計。脈落元素的微調設計以生活情境為主軸，例如在東方雞鳴代表早起，

通過箭頭符號代表動作先後順序等。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受測對象，主要以 18 歲以上中國大陸的成年人及近一年至少服用過一種藥物為

主，以網路問卷發放進行，問卷填寫時間約 10-15 分鐘。問卷內容包含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等

個人基本資料，以及各圖像符號的理解與認同問題。 

三、實驗設計 

藥物圖像符號是一種交流的形式，通過動作的圖示化以傳達涵意。選擇本研究藥物圖像符

號的標準為在藥物容器盒上常見的醫學訊息，並能傳達藥物訊息且無需補充文字。本研究使用

(1)美國藥典藥物資訊（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l Dispensing Information）81 幅藥物中的 8 種圖

像符號（如圖 2）、(2)USP 為基礎更改符合中國文化的圖像符號，以及(3)本研究根據中國生活脈

絡所新設計的 8 種藥物圖像符號等三種類型（如圖 3），共三種設計作為本研究之自變項。 

8 種圖像符號傳達了服藥時，所需注意的事項以及服藥方法，其分別為：「經口服用」、「閱

讀說明」、「一日三餐服用」、「飯後服用」、「請勿存放在兒童觸碰到的地方」、「請勿在服藥期間

飲酒」、「早上服用」，以及「請勿存放在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地方」。 

問卷分為 A 組和 B 組，A 組測試 USP 圖像符號和文化元素微調過後的 USP 圖像符號；B
組測試 USP 圖像符號和本研究根據脈絡元素重新設計的圖像符號。理解力評量方式為開方式問

答，依回答的正確程度分為：完全正確、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三個等級。認同度評量題目的量

尺為 Likert-type 5 點量表，由「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中立」、「符合」、「非常符合」，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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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 1、2、3、4、5 分，得分越高，表示同意的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圖 2 USP 藥物圖像符號 

 

圖 3 調整後 USP 藥物圖像符號（左：文化元素微調後設計；右：脈絡元素微調後設計）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 A 組調查男性 11 人、女性 17 人；高中學歷為 4 人，大學及以上學歷 24 人；40 歲
以下 21 人，40 歲以上 7 人。B 組調查男性 13 人、女性 21 人；中學學歷為 1 人，高中學歷為 4
人，大學及以上學歷為 30 人；40 歲以下 31 人，40 歲以上 3 人。95%的人在服用藥物前會先看

藥品標籤說明，通過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評估 A、B 組圖像符號之間的理解度和認同

度。 

在 A 組 USP 藥物圖像符號和文化微調過的藥物圖像符號中，除「飯後服用」在理解度有顯

著差異（p<0.05），其餘檢驗結果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而「飯後服用」的藥物圖像符號，

經文化微調過後的圖像符號理解度，低於原 USP 藥物圖像符號，代表僅將餐盤換成米飯的文化

微調還未能提高理解度，於使用者而言餐盤和米飯可能皆能代表用餐的意涵。 

而藥物圖像符號的認同度結果表示，經文化微調的「飯後服用」其認同度為「不符合」程

度；「一日三餐服用」、「早上服用」、「請勿存放在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地方」兩種藥物圖像符號，

及 USP 圖像符號「閱讀標籤」、「飯後服用」、「請勿在服藥期間飲酒」的認同度都達「中立」程

度；「閱讀標籤」、「請勿服藥期間飲酒」微調過的認同度達「符合」程度；「請勿存放在兒童促碰

到的地方」兩種藥物圖像符號達「符合」程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A 組理解度和認同度 

    理解度   認同度 

    全部正確 部分正確 不正確 x2 p   均值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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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標籤 文化微調 21 3 4 0.354 >0.05  4.21 0.738 

 USP 19 4 5    3.75 1 

一日三餐服用 文化微調 4 2 22  0.072  3.21 1.258 

 USP 5 8 15    3.1 1.1 

飯後服用 文化微調 6 0 22 9.412 <0.05  2.79 1.37 

 USP 11 5 12    3.07 1.331 

請勿存放在兒童觸碰到的地方 文化微調 16 7 5 0.651 >0.05  4.46 0.693 

 USP 13 9 6    4.214 0.917 

請勿在服藥期間飲酒 文化微調 17 5 6 2.333 >0.05  4.18 0.983 

 USP 12 5 11    3.857 0.932 

早上服用 文化微調 3 15 10 3.307 >0.05  3.68 1.056 

 USP 8 14 6    3.571 1.069 

請勿存放在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地方 文化微調 3 12 13 0.739 >0.05  3.04 1.105 

  USP 3 9 16       3.071 1.152 

    B 組 USP 和脈落微調藥物圖像符號中，「一日三餐服用」、「飯後服用」、「早上服用」的理解

度有顯著差異（p<0.05），脈落微調的藥物圖像符號均高於 USP 藥物圖像符號；「經口服用」、「請

勿存放在兒童觸碰到的地方」、「請勿在服藥期間飲酒」、「請勿存放在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地方」

結果均未達顯著（p>0.05）。在脈落微調中「飯後服用」藥物圖像符號理解度高於 USP 的藥物圖

像符號，通過脈落微調的設計理解度高於文化微調後「飯後服用」的理解度，代表僅通過文化

脈落微調還未能增加理解度，需透過脈落微調提升。 

    認同度部分，「經口服用」、「一日三餐服用」、「請勿存放在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地方」均達「中

立」程度；「閱讀標籤」、「請勿存放在兒童觸碰到的地方」、「早上服用」認同度均達「符合」程

度；「飯後服用」的脈落微調達「符合」程度，如表 2 所示。 

表 2 B 組理解度和認同度 

  理解度  認同度 

  全部正確 部分正確 不正確 x2 p  均值 標準差 

經口服用 USP 28 1 5 0.407 >0.05  3.97 0.969 

 脈落微調 26 1 7    3.97 1.114 

閱讀標籤 USP 23 6 5 4.21 >0.05  4.06 1.043 

 脈落微調 30 2 2    4.23 1.017 

一日三餐服用 USP 11 4 19 9.005 <0.05  3.38 1.015 

 脈落微調 19 8 7    3.94 1.071 

飯後服用 USP 8 0 26 26.145 <0.05  3.03 1.193 

 脈落微調 29 0 5    4.11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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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存放在兒童觸碰到的地方 USP 18 5 11 1.645 >0.05  4.26 0.931 

 脈落微調 17 9 8    4.06 1.043 

請勿在服藥期間飲酒 USP 21 9 4 0.17 >0.05  4.24 0.781 

 脈落微調 21 8 5    3.82 0.999 

早上服用 USP 11 17 6 8.928 <0.05  4.26 0.828 

 脈落微調 22 6 6    4.09 0.83 

請勿存放在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地方 USP 12 9 13 4.621 >0.05  3.44 1.106 

 脈落微調 19 3 12   1 3.91 0.965 

對於「是否在藥品包裝中添加圖像符號是否有助於理解藥物標籤說明」，實驗結果表明大部

分受測對象認為有幫助。A、B 兩組中得知「一日三餐服用」、「飯後服用」、「早上服用」的藥物

圖像符號，理解度有顯著差異。表明中西方在飲食方面觀念不同，不同的飲食觀念（生活脈絡）

可能影響對於藥物圖像符號的理解。其餘服用方法（如經口服用）、和存儲方法（如請勿存放在

兒童觸碰到的地方）的圖像符號在中西方文化中差異並不大，藥物圖像符號可通用。 

本研究根據 ISO 標準，脈落微調設計的 8 種圖像符號理解力均達 67%以上，為有效圖像符

號。「一日三餐服用」、「飯後服用」、「早上服用」根據 UPS 脈落微調的藥物圖像符號理解與認同

都較高。據錢真珠等人（2011）研究結果顯示，雖然早晨時的公雞啼叫¬已是眾所週知，然而居

住於城市與鄉村或接觸公雞的經驗不同，則有聯想強烈與否的考量；早上以的意象以「鬧鐘」、

「公雞」與「太陽」不同類型的圖像傳達資訊欠缺代表性。這一結論與本研究結果有些許差異，

帶有「公雞」的圖像符號的理解度與認知度均較高，證實公雞與早晨的聯想是強烈的。林延宜、

黃子倫（2009）研究結果顯示，鬧鐘代表早上，認知度是不足的，與本研究結果一致。從飲食文

化的觀點看，據林延宜、黃子倫（2009）研究結果顯示，飯碗及整齊平放的筷子，對於飯後服用

與隨餐服用易混淆，與本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表明，依據文化微調設計將餐盤改為碗筷後，對

於餐前服用和餐後服用的理解度與認知度並未明顯提升；而脈落微調設計添加箭頭元素後，餐

後服用的理解和認知度有顯著差異；由此可見餐盤和碗筷皆可代表吃飯的意涵。設計形式隸屬

連續式圖像，特色為圖與圖之間的前後關係具有解讀連貫關係，有助產生聯想的線索（錢真珠

等人，2011）。以脈落微調後的「一日三餐服用」可見，加入太陽的日升日落與明月後，理解度

和認知度皆較 USP 圖像符號和文化微調的圖像符號高，且具有顯著差異。在 Grenier et al. (2011)
研究指出，文化在增加受測對象理解度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受測者更喜歡本地開發的圖像符號。

因此在設計時，將圖像改為符合東方人思維的元素，能更容易傳達圖像符號所表達的意思。 

伍、結論 

研究表明，文化差異對藥物圖像符號存在理解度和認知度上的差異。從研究結果可知，飲

食觀念的藥物圖像符號「飯後服用」對中國大陸的使用者而言，僅透過文化元素微調在理解度

上未能有明顯差異。但加入脈落元素微調後的圖像符號，在理解度和認知度上皆高於 USP 和文

化元素微調的藥物圖像符號設計。年齡及性別因素對藥物標籤的理解並未有顯著影響，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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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受訪者多為 20-50 歲，文化微調和脈落微調的圖像符號，在理解度和認知度上就存在差異。由

此可知，未來若將藥物圖像符號用於高齡者，更應注重其理解度、認知度上的文化差異。研究

結果可為醫務人員有效使用藥物圖像符號，幫助實際服用藥物的人傳達用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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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咖啡市場蓬勃發展，開設非連鎖咖啡店也是很多人的選擇，但讓人們能辨識品牌間的

差異，非連鎖咖啡店商標的設計是很重要的關鍵之一，因此本文想了解非連鎖咖啡店的商標設

計元素與情感的關係。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訪，實地訪問位於台北與新北地區的三十家非連鎖咖

啡店，初步瞭解各家店的商標設計元素與想傳遞的情感，爾後再根據文獻中學者對於商標設計

的各項分析方式進行研究。研究發現非連鎖咖啡店店家設計商標時，以「溫暖的」與「自在的」

為最多店家欲傳達之情感。而「溫暖的」在商標設計元素上以咖啡杯為主，英文字體以手寫體

為最多。顏色以白色與橙色或藍色的搭配最常使用；「自在的」也以咖啡杯及手寫英文字體為最

常使用之元素。中文字體則以手寫風格的展示字體為主。在色彩方面以單一色彩的黑和橘色為

常用之識別配色。藉由研究瞭解現今非連鎖咖啡店想傳遞具代表性的情感與設計元素的表現特

質，以作為非連鎖咖啡店業者設計商標時之參考。 

關鍵字：商標、情感、企業識別 

Abstract 

The coffee market is booming now. Opening a non-chain cafe is a choice for many people to enter 
the coffee market. The stores’ logo design i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Identify brand differenc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res’ logos’ design elements and emotions. 
This paper us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irty stores to understand each cafe’s logo design elements 
and emotions that each cafe wants to convey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Warmth and freedom are 
the emotions that the stores want to convey, when they design their logos. The stores that want to convey 
warmth use the coffee cups, English script font, and white with blue or white with orange to be their 
logos’ elements. The stores that want to convey freedom use the coffee cups, English script font, Chinese 
handwriting display font, black, and orange to be their logos’ elements. According to research, I can 
understand the non-chain cafés logos’ elements and their logos most want to convey emotion. 

Keywords: Logo, Emotion,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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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臺灣財政部統計處（2019）統計 2008 至 2017 年咖啡豆進口數量有逐年增加，相較於

10 年前進口數量成長至 306％，可見臺灣咖啡市場逐漸擴大。而開設咖啡店的風潮逐漸從加盟

的連鎖咖啡店轉向非連鎖咖啡店，而相較於連鎖咖啡店，社群網站的經營是非連鎖咖啡店的優

勢（羅郁盛，2016）。因此如何在這個競爭市場中與競爭對手做出區隔，是很重要的。 

 要能脫穎而出，林磐聳（1985）於企業識別系統一書中表示一個企業或品牌要能有效的於

其它競爭對手作出區隔，其最主要的影響是視覺識別，其就包含了商標。根據 Henderson & Cote
（1998）指出，一個好的商標需具備的功能，包含顧客對於標誌所產生的情感回應，引發正向

情感時即為一個好的商標所具備的功能之一。商標等視覺設計的產物於設計時賦予的情感，人

們觀看後能產生共鳴，但可能會因設計師的背景與觀看者的文化差異等因素而有所差異（李亞

傑，2013）。雖然於設計時所賦予的情感與人們認知的情感仍有些微差異，但本文主要著重於非

連鎖咖啡店老闆設計非連鎖咖啡店商標時想傳遞的情感與元素間的關係。 

1. 分析非連鎖咖啡店商標想傳遞具代表性的情感 

2. 歸納非連鎖咖啡店具代表性的情感與商標設計元素的表現特質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非連鎖咖啡店數量眾多，考量時間與人力等有限，因此研究目標鎖定以臺北市與新北

市地區於 Facebook 店家粉絲專頁達評價達 4.0 的店家為主。篩選商標想傳遞的情感具代表性的

形容詞時，由於提及的店家數量低於 7 次以下之形容詞，可能較不具代表性，固本文篩選提及

的店家數量達 7次以上的形容詞，作為非連鎖咖啡店商標設計時想要傳遞具代表性的情感。 

貳、文獻探討 

一、企業識別 

企業的產品或形象在同業之間能夠有所區別，並能用來和大眾廣泛交流的一種捷徑稱為企

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簡稱 CIS），而企業識別系統是由企業經營的理念所構

成的理念識別（Mind Identity，簡稱 MI）、各式企業對內和對外的一切活動所構成的活動識別

（Behaviour Identity，簡稱 BI）以及企業的可視化的靜態符號所構成的視覺識別（Visual Identity,
簡稱 VI）所組成。而企業識別的強弱與否，最主要的影響是視覺識別，因為視覺傳達設計出的

具體符號，不需經過理解，可直接依個人感受，創造企業的印象，其中當構成視覺識別的標誌

從事商業行為時，則可成商標（林磐聳，1985）。 

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在公布的商標類型中，將商標分為傳統商標與非傳統商標，

其中傳統商標亦可稱為平面商標，是以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所構成。而商標的文字

的構成，於台灣使用的語言可能會包含中文字體與英文字母，其中字母的字體設計，根據伊達

千代與內藤タカヒコ（2007/2017）書中說提到，將西方語系的字體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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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襯線體（serif）：文字前方具有爪型裝飾的襯線所構成。 

2. 無襯線體（sans-self）：不具有爪型裝飾的襯線。 

3. 歌得體（gothic）：運用尖扁平的筆所書寫成。 

4. 手寫體（script）：充滿手寫氛圍的字體。 

5. 展示字體：十九世紀後於看板或海報標題等，大尺寸用於短篇文章具有許多裝飾的字體。 

柯志杰、曾國榕與許瀚文（2017）將繁體中文字體的部分，分為五種類型，分別為明體、黑

體、圓體、傳統書法字體與展示字體，而其分別代表的差異為： 

1. 明體：筆畫特色橫細直粗，源於傳統明代匠體字。 

2. 黑體：筆畫特色為橫直筆粗細均衡，是現今電子產品使用的主要字體。 

3. 圓體：與黑體結構相似，差別在於筆畫起始造型是圓的。 

4. 傳統書法字體：如仿宋、楷書、行書等書法類字體。 

5. 展示字體：手寫或故事用的標題標語等，屬於裝飾性強烈的字體。 

在商標的圖形的部分，鍾乘樂（2014）的研究中，分析網球比賽標誌的設計時，就將標誌以

主要的構成元素做分類，將標誌的圖形與文字的組合，以圖左文右、圖右文左、圖上文下、圖

下文上、圖中文上下與其它，六種方式將標誌的圖文關係作分類。 

色彩方面陳繼明（2006）於研究中根據 PCCS 之色彩系統為藍本，將商標的色彩分為紅（R）、

橙（O）、黃（Y）、綠（G）、藍（B）、紫（P）、其它、黑（BK）、白（W）及灰（Gy）。羅凱（2007）

則除了分析商標使用的顏色外，並計算其商標使用色彩的數量。 

二、情感 

Rosenberg & Hovland（1960）指出情感包含情緒與感覺，指個人主觀的對某一事物所引發

喜好厭惡等情緒上的反應。Russell(1980)主張各種情緒之間存有互動的關聯性，以愉悅感與喚起

感組成兩個維度的情緒結構模型，並將正負情緒以 360 度劃分出八個主要情緒，並且提出了 28
個情緒形容詞，如快樂的（happy）、欣喜的（delighted）、興奮（excited）等。 

當商標設計使顧客觸發相關聯想時，會與對商標的情感反應一致（Walsh, Winterich & Mittal, 
2010）。Henderson & Cote（1998）表示，一個好的商標需具備功能，包含當顧客對於標誌所產

生的情感回應，引發正向情感即為一個好的商標所具備的功能之一。而商標等視覺設計的產物

經設計時賦予的情感，當消費者觀看後能產生共鳴，但可能因為設計者與觀者的文化不同等因

素產生認知上的差異（李亞傑，2013）。而於研究商標與情感關係時，詹菀婷（2013）以有趣的、

無趣的、好的與壞的等形容詞做為衡量人們對於商標情感的評量媒介，且從實驗可以發現，即

便是同一品牌，當商標設計更換時，人們對於商標的情感也會有所改變。因此當設計商標時，

先了解商標想傳遞給人們的情感，並賦予相應的設計，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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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將根據，獻探討中的各項商標的各式分析方式，包含了商標的繁體中文字體、英文字

體、商標圖形的構成元素、色彩、使用色彩的數量，作為後續分析商標元素的表現特質之依

據。 

2. 根據學者對於商標實驗時，以形容詞作為評量情感的方式，因此本文以形容作為商標想傳遞

情感的研究方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式，訪談 30 家非連鎖咖啡店的店家，以暸解各店家商標

設計的元素與想傳達的情感形容詞為何，藉此統計各項形容詞被提及的店家數量，篩選出具代

表性的情感，並分析代表性的情感與商標設計元素的表現特質。 

 

圖 1 研究流程 

一、確認各家非連鎖咖啡店商標設計元素 

 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實際訪問 30 家非連鎖咖啡店，並根據文獻探討所得到的繁體中文字

體、英文字體、商標圖形的構成元素、色彩、使用色彩的數量，於訪談時與店家確認商標設計

的元素，如使用的英文字體是手寫字、圖形的構成元素是咖啡杯等。而一個商標可能使用多種

字體、構成元素，於統計時不會只計算該商標代表的一種字體或一個構成元素，只要與店家確

認後的元素，將都於分析時進行統計，如商標可能同時有咖啡豆與咖啡杯的元素，於統計構成

元素時，兩種元素都會採計並進行統計。 

二、確認各家非連鎖咖啡店商商標想傳遞的情感形容詞 

根據訪談結果，提取於訪談過程中店家說明商標設計元素時所提及的形容詞，並與店家確

認提及到的所有形容詞是否為店家商標想傳遞的情感，然而其中可能含有語意較模糊之形容詞，

會進一步詢問店家是否有更精確描述該形容詞的其他詞語，如像家的，近一步精確描述成自在

的、悠閒的，研究以精確描述後的形容詞作後續分析與統計，但各店家想傳遞的形容詞數量皆

不相同，因此並無規定各店家所提出的形容詞數量。 

三、篩選具代表性的非連鎖咖啡店商標想傳遞的情感 

篩選具代表性的情感時，以精確的統計該形容詞被提及的店家數量，如舒適的和舒服的等

相近語意的詞語，將不會合併計算，以訪談時與店家確認的形容詞，用字完全相同之詞語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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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的統計，用以篩選出具代表性的情感。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分析非連鎖咖啡店商標想傳遞具代表性的情感 

根據訪談結果，確認各店想傳遞的情感後，共得 87 個形容詞，其中溫暖的有 11 家、自在

的有 11 家、專業的有 7 家、放鬆的有 7 家、，故篩選上述之形容詞作為後續分析之情感依

據。 

 

圖 2 訪問的 30 家非連鎖咖啡店商標 

表 1店家想傳遞的情感統計 

店家數量 情感（形容詞） 

11 溫暖的、自在的 

7 專業的、放鬆的 

6 溫馨的、舒服的 

5 輕鬆的、輕切的 

3 舒適的、友善的、熱情的、創新的 

2 療癒的、安靜的、復古的、平靜的、自然的、創意的、幸福的、沈穩的、多元的、

體貼的、平易近人的 

1 熱心的、搞笑的、可愛的、健康的、紳士的、都會的、融和的、有趣的、理想的、

潔淨的、平安的、喜樂的、豐盛的、無害的、另類的、快樂的、流行的、混搭的、

慵懶的、熱忱的、農村的、純樸的、簡約的、文藝的、平凡的、有愛的、環保的、

愜意的、真摯的、活潑的、明亮的、貼切的、認真的、謹慎的、生活的、沉靜的、

簡樸的、再生的、包容的、細緻的、穩定的、正義的、質樸的、安心的、傳統的、

華麗的、用心的、愉悅的、知性的、悠閒的、個性的、冷靜的、自由的、酷的、

日常的、不突兀的、現代感的、設計感的、有品質的、工業風的、獨一無二的、

有安全感的、不商業化的、引人入勝的 

二、歸納非連鎖咖啡店具代表性的情感與商標設計元素的表現特質 

 溫暖的情感有 11 家非連鎖咖啡店想傳遞此情感，而在 11 家咖啡店中，構成元素方面以咖

啡杯為最多店家使用的構成元素，英文字體以手寫體為最多，而只有 4 家使用了中文字體，在

這 4 家店家中有 2 家使用明體，色彩上以白為最多，且以使用兩個色彩的商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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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想傳遞溫暖的店家商標設計元素統計圖 

 自在的情感有 11 家非連鎖咖啡店想傳遞此情感，而在 11 家咖啡店中，構成元素方面以咖

啡杯為最多店家使用的構成元素，英文字體的部分只有 9 家店使用英文字體，以手寫體為最

多，雖然只有 4 家使用了中文字體，但這 4 家店家都使用手寫風格的展示字體，色彩上以橙與

黑的單一色彩為主。 

 

圖 3 想傳遞自在的店家商標設計元素統計圖 

 專業的情感有 7 家非連鎖咖啡店想傳遞此情感，這些店家於商標的構成元素上，以咖啡豆

為最多店家使用的構成元素，在英文字體的部分以手寫體與展示字體為最多，中文雖只有 3 家

使用，但也以展示字體為最多，色彩的部分以黑色的使用為最多，使用色彩的數量上，則以單

一或兩個色彩為主。 

 
圖 4 想傳遞專業的店家商標設計元素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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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的情感有 7 家非連鎖咖啡店想傳遞此情感，這些店家於商標的構成元素上以咖啡杯為

最多店家使用的構成元素，在英文字體的部分以手寫體與無襯線的字體為最多店家使用，但有

一家店家未使用任何英文字體，中文雖只有 2 家使用，但均為手寫的展示字體，色彩的部分以

黑色的使用為最多，使用色彩的數量上以兩個色彩為主。 

 

圖 5 想傳遞放鬆的店家商標設計元素統計圖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訪問結果的分析，發現非連鎖咖啡店於設計商標時，不論是溫暖的、自在的以及放鬆

的，多半以咖啡杯為商標的構成元素，但想傳達專業的店家，則是以咖啡豆為最多，而不論哪

一種情感，使用字體的部分，多半含有英文字母，且多為手寫體，而少數有使用繁體中文字體

的店家，其中想要傳遞自在的與放鬆的店家也以手寫風格的中文展示字體為最多，溫暖的則是

明體，專業的則是以經設計過具裝飾的字體為最多；色彩的部分，溫暖的商標以白搭配其它色

彩的兩個色彩組合最多，其中以橙色與藍色搭配白色的組合為主，自在的則以橙色與黑色的單

一色彩使用為最多，專業的以黑色的單一色彩或與白色搭配的兩個色彩較多店家使用，放鬆的

則以黑與藍的兩個色彩為最多店家使用商標設計元素，但並無與何種色彩搭配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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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在在很多公共場所的地面上常看到標示指示方向或相關資訊的文字，其實地面標示指示

文字是近十年來才產生的友善設施，但在人來人往的道路上，地面標示指示文字常常被人們忽

略，沒有達到應該要發揮的效果。為了讓地面文字能夠被人們看得更清楚，使用文字的尺寸、

筆畫或文字寬高比的不同搭配，都有其不同的效果，目的是希望達到 佳的辨視性。本研究透

過實驗方式進行前測實驗，記錄在不同地面文字寬度、筆畫數及寬高比組合下所能辨視的 遠

距離，經由統計平均可視距離，並繪製成折線圖來探討各因素對辨視性影響的顯著性，初步得

出筆畫數越少、文字寬度越大、寬高比增加，所能辨識的距離越遠，亦即地面文字在筆畫數多寡、

文字寬度變化及寬高比例的變化上，都會影響視覺辨視性，因此這些因素即為地面文字視覺辨視性的重

要因素。藉此，也可以作為後續友善空間及地面標示指示設計時的參考。 

關鍵字：視覺、文字長寬比、文字辨視性、地面標示 

Abstract 

Now on the ground of many public places, we often see words indicating directions or related 

information. In fact, the ground marking instructions are friendly facilities that have only been created 

in the past ten years. However, on the road between people, the indication text on the ground is 

often overlooked by people, and the effect that should be exerted is not achieved. This study 

carried out pre-test experiments through experimental methods, recording the longest distance 

that can be distinguished under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ground text width, stroke number and 

aspect ratio, and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visual distance and drawing a line chart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visibility effect, it is initially concluded that the fewer strokes, 

the larger the width of the text,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aspect ratio, the farther the distance can 

be recognized.So these factor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visual discrimination of the 

ground text. 

Keywords: Vision, Text ratio, Legibility , ground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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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現在在很多公共場所的地面上常看到標示指示方向或相關資訊的文字，其實地面標示指示

文字是近十年來才產生的友善設施，尤其是政府在車站、捷運、高鐵、機場及一些政府設施大

幅度的宣導地面標示指示文字，但在人來人往的道路上，地面標示指示文字常常被人們忽略，

沒有達到應該要發揮的效果，在不同的地面擺放位置、不同的標示指示文字間隔距離、文字的

筆畫數多寡以及不同的文字寬高比是否會影響人們對於地面文字的辨視性，要如何使用適當的

文字尺寸、比例來達到標示指示的 大效益，則為本研究探討的議題。 

 

 (一)研究背景 

    由於地面標示指示文字對很多用路人是非常重要的資訊，是一種無聲的訊息傳達。但不同

地方的地面文字設計又不太一樣，這些差異是否會影響到觀看地面文字的辨視性，即為一重要

的議題，不同地方的地面文字標示如下圖樣所示： 

   
圖 1.本研究實地拍攝 (資料來源依序:板橋車站、桃園機場二航、桃園高鐵站、仁愛新生路口) 

    本研究希望能夠增加地面標示文字的實用性，同時達到 佳的辨視性，因此探討觀看前後

距離以及左右方向對於地面文字的辨視性影響，以及進一步探討地面文字的筆劃數多寡，對觀

看地面文字辨視性是會有影響？地面文字寬度不變將高度拉高，對於觀看地面文字的辨視性是

否有所助益？針對不同視覺高度做探討，也可以使坐著的人及小朋友更明確的看到地面文字。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討： 

1.觀看距離與辨視性的關係 

2.地面文字的筆畫數對辨視性的影響 

3.地面文字的寬高比對辨視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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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與辨視性 

    人類的視覺感知系統，是從眼球到大腦之間所構成的傳輸系統。光線經由虹膜調控形成瞳

孔(cornea pupil)進入眼球內部，通過水晶體聚焦，經玻璃體在視網膜上形成影像(image)；然後

利用視網膜上的視神經纖維傳達給大腦。從而形成視覺。 

     

許勝雄(1993)從人因工程的角度而言，認為要有良好的視認性，視覺顯示器必須具備足夠

的可視度、易讀度及可讀度。可視度(visibility)係指從背景中能察覺出文字或符號的存在程度；

易讀度(legibility)又稱能辨度、可區辨性，係指可辨別文字、符號間的屬性，會因字型、筆

畫、色彩組合、照明而影響；可讀度(readability) 又稱做能解度、可讀性，是指對於所顯示的文

字、符號、圖像意義的瞭解程度(李馥如，2004)。 

 

    人類的視覺在觀看版面時，視覺動線的移動十分複雜，同時並與腦部記憶做翻譯比對，且

由於眼睛受制於生理條件，因此眼球左右移動比上下移動來的快且省力（柳閩生，1987）。 

 

二、文字與視認性關係 

    文字是無可替代的視覺語言，每天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視覺資訊爆炸的現今，文字仍是

構成資訊傳達的基本要素。 

 

表 1. 文字視認性理論(本研究整理) 

 作者 文字視認性理論 

1 鄭昭明(1981) 指出字在有意義的詞中，比在無意義的詞中較容易辨識，此一現

象即字優與詞優效果，代表人們在辨識中文字時，可以透過詞

彙，來辨識又或者推敲在辭彙中的字元究竟是哪一個字，但如果

都是無意義的文字所組成的組合，就沒有這種效果。 

2 喻柏林等人（1990） 研究顯示漢字結構於視認績效中，無論漢字的呈現方式為何，左

右構型的字體，比上下構型的字容易辨識。 

3 張明勳與鄭世宏(1996) 研究結果指出中黑體與細明體的視認性較佳 

4 陳俊宏、黃雅卿、曹融、

邱怡仁（1996） 

文案在排列方式上，橫式編排的閱讀速度優於直式編排，單行 多 

25 字的閱讀速率是 佳的，其次是 15 字 

5 王天津，侯東旭（1996） 研究則指出黑體字的文章搜索正確率較高，且花費時間也較短 

6 梁成一、陳立儀(1997) 研究中提到,在黑底白字下,中黑體與細明體較楷書的反應時間

較短,即視覺績效較好 

7 蔡登傳(2001) 中文字高較高者，或字寬較寬者比字高較低者或字寬較窄者，

有較好的視認度; 黑體字的視認性 佳、而明體視認度次之、

楷體第三,隸書 差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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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研究可知,中文字體以黑體、與細明體的視認度 佳,然而黑體字也 常拿來做

為標示或看板廣告來使用；之外，蔡登傳（2001）、張銘勳與鄭世宏（1996）、洪隆盛（1991）

的研究中分別顯示了筆劃數的多寡與字體視別判斷度之間存有交互作用；也就是筆畫越

多的字體，其視別判斷度較差，筆劃數越少，則視別判斷度越準確。 

 

三、地面指示標識 

將指示標識訊息透過簡單的文字傳達出去，將訊息快速無誤的傳遞出去，才是地面指示標識的核

心價值。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46-192 條)第三章標線裡提到在地面道路上文字數字標示，

會依照可辨識度的距離將文字拉文字長，讓汽車、機車駕駛能夠清楚辨識限速是多少。目前地面道

路交通標誌文字常用比例共有 100X250cm，70X200cm，90x250cm，100X150cm，4 種。(表 2)            

表 2. 地面道路交通標誌文字常用比例表 (本研究彙整) 

 

 

參、研究方法 

一、前測實驗 

    綜合第貳章之理論述，以下章節將針對文字，探討地面文字寬高比對辨視性的影響。透過

實驗法的方式來探究其規律。 

二、實驗樣本 

    本研究探討文字寬高比與對辨視性的影響，將文字寬度分為三種 1cm、2cm、3cm，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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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高度比例分為十二種(圖 2)、中文字筆畫數分為筆畫數少 4-10 劃、筆畫數少 11-17 劃、筆

畫數少 18-24 劃三種分類，加以比較與分析，探討對辨視距離的影響。本實驗文字選用教

育部於民國 85 年頒布的 4808 個常用中文字，亂數挑選且避免選用過於艱澀難懂之中文

字 。 

 

圖 2.受測實驗樣本範例 

三、實驗空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六樓 603 美術教室。教室實驗配置如圖 2 

 

圖 3.實驗教室配置 

四、實驗方法與步驟 

(一) 實驗字樣放至於地面上，即實驗字樣與視線呈現平行(此實驗觀看區域,即為地面上的文

字)，(二)受測者由起始點開始沿著標示距離直線前進，(三)自行往前走到所能辨視到文字的

距離(確認點)即停。(四)請由起始點沿著直線行進，直到可以正確辨視出文字及唸出文字。 

(五)每測完一個字後，請回原點，重新測試,直至所有實驗完成。 

    

              圖 4. 實驗流程(本研究製作)                       圖 5. 實驗現場照片 

實
驗
起
始
點 

實
驗
字
樣
處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382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實驗結果數據討論 

    以下表格依照實驗結果將文字寬度、筆畫數、及寬高比例做分類，並統計出文字 遠平均

可辨識距離，彙整成表格 3： 

 表 3.實驗結果紀錄表(平均距離 單位:公分) 

 

 

由統計表 3 可知，在文字寬高比 1:1 時，寬高 1x1 公分，筆畫少的”月”字可辨識距離是落在

266.7cm，但筆畫多的”禮”字可辨識距離就落在 233.3cm，視距落差約有 33 公分，所以表示筆畫數

的多寡會影響視覺辨識性。 

在文字寬高比 1:1 時，同樣為筆畫數少，字寬 1 公分的”月”字可辨識距離是落在 266.7cm，但

字寬 3 公分的”右”字可辨識距離就落在 483.3cm，視距落差約有 217 公分，所以顯示文字寬度亦是

會影響視覺辨識性。 

文字 2 公分”務”字，在比例 1:1 時，可辨識距離是在 350cm，在文字寬高比 1:6 時，可辨識距

離是在 533.3cm，但在文字寬高比 1:12 時，可辨識距離就落在 772.3cm，由此可知文字寬高比等比增

加，可辨識距離也會因此越遠。 

    透過以下折線圖，可以看到，地面文字在 1x1 公分時，站在 266 公分處即可辨視,隨著文字寬

高比等比加大，可辨視距離亦即拉長；但就圖 6 所呈現的線形走勢，文字寬高比例 1:6 時線形走勢往

下，文字寬高比 1:8 時,無論筆畫數多中少線形皆是往上呈現的趨勢，沒有規律，似乎產生誤差的狀況，

後續實驗將依此狀況來做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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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在字體寬度 1 公分時，不同文字比例及不同筆畫數與辨識距離的關係折線圖 

 

 

    圖 7. 在字體寬度 2 公分時，不同文字比例及不同筆畫數與辨識距離的關係折線圖 

 

 

     圖 8. 在字體寬度 3 公分時，不同文字比例及不同筆畫數與辨識距離的關係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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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 7 折線圖中，圖面呈現的是朝右上方的線形時，這代表隨著文字寬高比例越大，能夠

看到的辨視距離越遠；在圖 8 折線圖中，圖面線形在比例 1:7 時，已是視覺辨識距離的極限，

由此可知地面文字在寬度 3 公分時，寬高比例 1:7(3x21cm)已是文字放大的極限，即使要追求

遠的辨識距離，已無須調整更大的寬高比例。 

二、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章節的實驗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地面文字在文字寬度變化、筆畫數多寡及寬高比

例的變化上，都會影響視覺辨視性，因此這些因素即為地面文字視覺辨視性的重要因素。 

     

    希望藉由本實驗，日後如有設計師進行公共場所、友善空間地面標示指示文字或地面廣告

文字，皆能參考本實驗結果，讓地面文字更能呈現其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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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報是具備「引起大眾注目傳播某種訊息」功能的載體之一，透過國際海報得獎作品的分

析不僅可以讓人們了解到當代海報的視覺語言，並且透過作品的解讀來了解目前社會所關注的

議題焦點。 

近年教育部負責「設計與藝術人才培育計劃」，為此設有「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

競賽計畫」。因此為落實我國「大學校院藝術與設計領域人才培育」之目標，擴展學生國際視野、

提昇專業素質。本研究以世界權威海報大展中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波

蘭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以及「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為研究對象，取其近五年（2018~2014）
以環境保護議題進行創作之得獎作品共 19 件為本次海報研究樣本，並透過符號學分析法應用索

緒爾的符號學與「兩軸論」等學理分析研究樣本的議題類別以及符號元素之視覺語彙。 

透過研究過程建構出主體與載體之符旨，啟發出深刻的省思而得其概念融合，達到凸顯設

計概念以環境保護為議題之效果，更探討出創作者所要傳達的設計意涵，循此歸納出國際競賽

海報文本所呈現之環境保護意義、內涵及所闡述的方向，進而轉化為可供應用的創作表現手法；

此研究分析的成果可提供視覺傳達領域學生做為相關設計思維的參考。 

關鍵字：符號學、海報設計、環境保護、國際競賽 

 

Abstract 

Posters are one of the carriers with the function of “attracting the public’s attention and 
disseminating a certain message”. The analysis of the award-winning works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osters can not only let people understand the visual language of contemporary posters, but als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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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ocial concern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ks.  

In recent yea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been in charge of the "Design and Art Talent 
Cultivation Program", and has set up an "Encourag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Art and Desig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rogram" for this purpos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desig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will expand students' international horizons and 
enhanc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In this stud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s most authoritative poster 
exhibitions are the " International Poster Triennial in Toyama ", " International Poster Biennale in 
Warsaw ", and " The International Biennale of Poster in Mexico ". As research objects, a total of 19 
award-winning works created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2018 ~ 2014） 

are the poster research sample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F. De Saussure's symbol "two axis theory" 
and other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samples, the topic categories and visual vocabulary of 
symbolic elements, the purpos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carrier is constructed. This inspires deep reflection 
and brings together the concept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highligh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the 
topic of the design concept and to explore the design meaning that the creator intends to convey. It 
summariz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gnificance, connotation and the directions stated in the 
poster 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n translates into applicable creative expression 
techniqu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nalysis can provide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with reference to related design thinking. 

Keywords: Semiotics, poster desig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總統蔡英文強調「設計力」不僅是國力展現，也將是台灣下一波國家競爭力最重要的來源；

2020 成立台灣設計研究院，從中央到地方合作，將設計擴散到台灣每個角落。因此，透過國際

競賽的競爭，激發出更多設計新力，為落實我國藝術與設計領域人才培育之目標，加強藝術與

設計領域人才培育國際化，規劃國內教育與國際競賽接軌，促使全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踴

躍參加國際競賽。本研究藉由參與競賽作品之準備，提升學生創作國際水準，並建構參賽作品

之視覺語彙，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及培養原創性思維的人才。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符號學相關論點的整理研究，應用兩軸論與意義分析擴充論分析的方式，

希望對於國際競賽的環境保護海報設計提出新的發展結構，分析的成果可提供視覺傳達領域學

生做為相關設計思維的參考。其研究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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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國際海報競賽中「環境保護」相關設計議題所闡述的觀點與方向。 

（二）應用符號學理論建構出國際海報競賽中「環境保護」主體與載體之視覺語彙。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選定世界權威海報大展中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波蘭華沙

國際海報雙年展」、及「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比賽為研究對象，取其近五年（2018~2014）以
「環境保護類別」之得獎作品，共 19 件為本次研究樣本。 

貳、文獻探討 

一、索緒爾符號學 

瑞士語言學家出身的費迪南，索緒爾在 1878 年發表的《歐洲語言字母的原始系統》

《Primitive Syste of Vowels in Indo - European Languages》提出「語言」是一個符號的系統，符號

本身具有意義，是由符徵（signifier，也稱為符號具）與符旨（signified，也稱為符號義）所構成，

前者是可聽得見、看得或可察覺的信號，後者意謂為一種抽象的心靈想像，索緒爾認為語言的

記號不單只有在物質上的表現，同時也是一種心靈上的記憶（李欣樺，2002）。符號具與符號義

之間的關係，來自社會共同的認知，相同文化與相同語言的人，會有大致相同的概念，也即是

說，符號所傳達的意義是來自社會文化的約定俗成，亦也是一種文化系統的表徵（楊裕富，1998）。 

二、索緒爾兩軸論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表義過程有賴於兩軸的作用，即為毗鄰軸（syntagmatic 
axis）與系譜軸（paradigmatic axis）。兩軸論中的水平部分是毗鄰軸（syntagmatic axis），意指講

出來的、有效的一串語句，具有水平連續性。而在垂直的部分為系譜軸（paradigmatic axis），是

隱藏著被聯想到的一連串心領意會的過程；透過此二軸，說者表達意義的全面，聽者也才能接

收意義全部（Saussure，1916；引自林怡菁，2016）。因此，當一個符號從系譜中被挑選出來後，

再與其它符號聯結，我們可以稱為「橫組合」，這種組合依序某種約定俗成規定或規則而形成，

符號所傳達的意義要看與其它符號交互關係來決定，例如系列領帶、系列西裝、系列色等等；

而毗鄰軸是由系譜軸中選出某一符號和另一個系譜軸的某一符號做結合搭配，例如西裝搭配領

帶和皮鞋、電腦螢幕搭配主機與滑鼠及鍵盤等。 

三、海報設計的定義 

海報大多張貼在柱子（post）或牆壁上，而被稱為 Poster。而海報一詞，雖無特殊之字元語

彙可追遂，從字面上看，「海是四海，報是通報，即含有向四面八方揭示傳達」的意思（林品章，

1998）。數百年來，它從另一個角度記錄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曲線。海報是印刷在紙面或其他材料

上，展示在公共場所的印刷品，用作告示或廣告，因此具有傳播資訊和帶有特殊刺激的特點。 

海報設計，儼然已成為與觀看者的對話方式，是屬於瞬間視覺藝術，好的海報要做到既要

讓人一目了然，還要做到讓人一見傾心，讓人所吸引，並留下較深的印象，透過它，我們得以看

見真實世界、人本精神以及改善環境與社會，這就要求海報需具有精湛的構思。唐代詩人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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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意匠慘淡經營中」「語不驚人死不休」，說明海報設計意境的產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用

心。而這一切，恰恰是海報設計者構思時的主要手段。事實上，海報傳達的訊息多元化，代表了

社會各階層的聲音，同時也讓社會充滿了個性與活力（胡仇東，2005）。素與圖像構成形式的運

用，進行形態、色彩、構圖等視覺表現。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符號學分析法，做為本研究的設計方法，應用在「國際競賽海報中環境保護議

題」得獎作品，透過相關理論來加以應用，期望在海報設計中注入關於符號學領域的思維模式。 

一、挑選樣本 

針對「日本富山國際海報三年展」、「波蘭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以及「墨西哥國際海報雙

年展」得獎作品進行蒐集，取其近五年（2018~2014）共 111 海報，並挑選出環境保護議題海報

共 19 張，作為本研究的分析樣本。 

二、樣本與分析說明 

（一）文本資料的蒐集：針對三大國際海報競賽得獎作品進行蒐集，並挑選環境保護議題作為 
                      本研究的分析樣本。 
（二）符號具與符號意：運用索緒爾符號學理論，分析出環境保護海報設計視覺語彙。 
（三）毗鄰軸與系譜軸：客觀將資料分類，建立該類別毗鄰軸與系譜軸，並分析國際競賽海報 
                      之環境保護相關議題。 

 

肆、研究分析 

一、國際競賽之環境保護海報議題 

研究範圍以三大國際海報競賽得獎作品進行蒐集，並挑選出環境保護議題海報共 19 張作為

本研究的分析樣本。研究分析結果得到毗鄰軸可分類之集群，共分為四大集群，第一議題「海

洋生態保育」、第二議題「動物森林守護」、第三議題「生活環境防治」、第四議題「喚醒食物浪

費」。並透過系譜軸找出可延伸之意涵，如重金屬汙染、塑料汙染、垃圾汙染、廢油汙染、生態

滅亡、海洋汙染、森林汙染、動物滅亡、人體傷害、全球暖化、酸雨侵蝕、空氣汙染。 

表 1 環境保護海報議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毗鄰軸 

海洋生態保育 動物森林守護 生活環境防治 喚醒食物浪費 

系譜軸 重金屬汙染 
塑料汙染 
垃圾汙染 
廢油汙染 
生態滅亡 
水產汙染 
人體傷害 

動物絕種 
全球暖化 
垃圾汙染 
土石崩塌 
地球沙漠化 
酸雨侵蝕 
塑料汙染 
樹木砍伐 

酸雨侵蝕 
工業廢氣 
交通廢氣 
生活汙染源 

霧霾 
人體傷害 
全球暖化 
空氣汙染 

海洋汙染 
森林汙染 
全球暖化 
生態改變 
經濟危害 
垃圾汙染 
塑料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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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議題：海洋生態保育 

本議題共有 4 件「表 2」，全球有 90%的魚類近乎把塑膠製品吃下肚以及因為工廠排放廢料、

船隻廢油等汙染，因此審慎處理全球性海洋汙染與捕獲魚類等過度消耗問題，持續的備受關注，

更希望全球人類一起來維護海洋的健康，讓海洋生命永續與平衡。 

表 2 海洋生態保育樣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編碼 01 02 03 04 

樣本 

    

符號具 人類、骷髏頭、
水管、魚 

魚、墳墓 鋁化魚類、化學
標示 

魚骨、瓶子 

符號義 強調人類與海
洋之間的食物
鏈關係，惡性的
循環最終影響
到自己的生命
與健康。 

丟棄在海洋中
的塑料瓶越多，
死亡的海洋生
物就越多，魚鱗
身上的墳墓象
徵死亡的意涵。 

鋁的生產有毀
滅性的影響，當
鋁製品不正確
的回收流入海
洋，鋁毒將影響
整個海洋生態。 

反映了塑料汙
染對於海洋生
態的危害。 

海報風格 影像合成 插畫 影像合成 向量剪影 

三、第二議題：動物森林守護 

本議題共 4 件「表 3」，並強調隨著世界森林資源的環境的劣化與快速消失，森林生態循環

對人類的重要性遠超過往昔，而我們對森林的依賴，將隨著時代而增強，循環共生的是永續生

態的原則。 

表 3 海洋生態保育樣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編碼 01 02 03 04 

樣本 

    

符號具 木紋、絕種動物、手寫英文字體 分解的手、樹葉 人體、動植物 

符號義 以樹樁木紋結合動物，並透過手寫
標題直接傳達訊息，提醒人們時刻
禁止砍伐森林，保護動物。 

砍樹只是為了
伐木業者罷了。
更希望透過畫
面的強烈宣導
砍樹如同砍掉
雙手警戒觀看
者。 

象徵各種生物
都可以相互依
存和諧共生。 

海報風格 版畫 + 插畫 插畫 向量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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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議題：生活環境防治 

近年研究發現，貧窮國家無力處理塑料垃圾，會任由它們堵塞排水道和海洋。燃燒塑膠垃

圾會造成空氣汙染，釋放汞、多氯聯苯和黑炭等物質，每年有 370 萬人因此引發癌症或心臟病

而喪命。本議題共有兩張，如「表 4」呼籲大家重視問題，除了空氣汙染造成的酸雨形成之外，

更加強宣導避免塑料汙染危機不僅是為了地球，更是為了全球人民健康著想。 

表 4 生活環境防治樣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編碼 01 02 

樣本 

  

符號具 農民曆、酸雨 黑色購物袋 

符號義 四月開始便是亞洲雨季開始，並透
過亞洲人迷信習俗結合農民曆並透
過文化鏈結加以宣導。 

以假亂真的「塑膠袋」，承載著全球
「走塑」的想望，望有朝一日，世界
可以提用塑膠袋。 

海報風格 版畫 影像合成 

 

五、第四議題：喚醒食物浪費 

根據研究顯示全球食物浪費達 13 億噸！本議題「表 5」共有 9 張。喚醒人類對於食物的浪

費。響應「救地球，不浪費食物」，全球暖化日益嚴重，反省著我們都應該愛護這一片土地，除

了節能減碳之外，更要珍惜與愛惜地球資源，不要再浪費食物！ 

表 5 喚醒食物浪費樣本 

編碼 01 02 03 04 05 

樣本 

     

符號具 垃圾車、購物車 麵包、全球地圖 手、叉子 

符號義 海報設計中將
垃圾車變成購
物車，象徵我們
人類過度浪費
食物。 

Thinking Eating Saving 思考飲食儲蓄概念。每年，所
生產食物的 1/3 變成廢物。在第二部分海報上，有人
食用了 1/3 的麵包。在第三部分中，麵包的剩餘部分
是十年，它在非洲和亞洲大陸。這意味著如果不浪費
它，世界其他地方也會使用它。 

畫面圖地反轉
的表現，黑色為
人類的雙手，透
過三隻手形成
一隻叉子的畫
面，強調我們必
須要珍惜食物，
不要過度的浪
費。 

海報風格 向量剪影 影像合成 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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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06 07 08 09 

樣本 

    

符號具 播種、紅蘿蔔、垃圾桶 盤子、小精靈 

符號義 浪費食物是每個人的責任。根據聯合國最新統計，全

球每年浪費 13 億噸食物，當中被丟掉或浪費的農作

物佔約三成。 

透過有趣的小精靈與盤子結合。象

徵過度浪費食物，總有一個區塊都

是丟棄的。 

海報風格 影像合成 影像合成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究國際競賽海報文本所呈現之環境保護類型、意義、內涵及所闡述的

方向，及海報圖像與環境保護题材之視覺語彙，本章綜合前述研究調查結果，提出分析的結論

與相關建議，分述如下： 

一、研究分析國際海報競賽中「環境保護」相關設計議題所闡述的觀點與方向 

面對環境破壞日益嚴重、資源逐漸稀少的現代，環保意識更是高漲，研究分析結果，可以

歸納為「海洋生態保育」、「動物森林守護」、「生活環境防治」、「喚醒食物浪費」四大聚焦議題，

並由這四大議題間接可探討出我們需要正視的相關環境保護之觀點，如重金屬汙染、塑料汙染、

垃圾汙染、海洋汙染、森林汙染、動物滅亡、人體傷害、全球暖化、酸雨侵蝕、人體傷害、空氣

汙染等。因此，在國際海報競賽中，設計者將自己所見所聞變成社會大眾認識和關心的議題，

透過海報設計，呈現最直接的關懷與告誡，傳達給每一位觀看者。 

二、建構出國際海報競賽中「環境保護」主體與載體之視覺語彙以及創作手法 

綜合分析的內容，發現一張海報傳達一件事情，畫面簡潔有力不拖泥帶水。從研究結果其

技法可概括出五種表現方式：影像合成、手繪插畫、向量電繪、版畫等融合運用。而在每張海報

視覺表現上則有著多層次的元素鋪陳訊息，如與木紋結合的動物象徵大量的砍伐樹林影響動物

生態、魚鱗上的墳墓象徵塑料的汙染，造成海洋生物的死亡、發霉的麵包與地圖象徵亞太區的

浪費等，強烈的衝擊感讓人印象深刻。 

三、檢討缺失與研究建議 

本研究總共收集 111 張國際競賽獲獎海報，對於分析環境保護議題欲圖建構視覺語彙之執

行以及搜尋載體的來源，符合條件僅有 19 張作品。仍有著許多遺憾與不全，在此提出可檢討之

方向，並提供之後研究者相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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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改變與進步，全球發展所面臨的考驗更是越來越複雜，環境不再只是我們所需

要關切的類別之一，科技發達，人類的發展，現今涵蓋了社會、人文、經濟等面向；舉凡來說如

人口老化、貧富差距、多元家庭、跨性別、女性主義等，以及 2020 新冠狀肺炎傳染疾病（COVID-
19 ），將是備受關注的方向。當然，針對本次環境保護類別的研究，藉由研究分析過程結果找

到經驗法則，並統整歸納應用於其他面向，套用不同類別，從原始的經驗資料再次實驗與扎根。 

最後，為求國際獲獎的創作視覺語彙更加完善，可以再增加相同性質之國際海報競賽單位，

所建構之分析的成果，可讓本研究更加完善，並提供視覺傳達領域學生做為相關設計思維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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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it between color preference and industrial logo color. Thirty-five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35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select the colors from the PSSC system for 
24 adjectives and 12 industrial logos to express each adjective's image and the product or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dustry. The resulted showed that the colors were selected for the image of 
adjectives such as “comfortable", "fresh", "tensed", "relaxed", "hard", "active", "brisk", "full", "clean", 
"cautious", "enthusiastic", "exercise, convenient," and "delicate" has a high consistency. Colors were 
selected for logo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restaurant industry, medical industry, financial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and stee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so had more consistent. The Pearson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tness between an image of an adjective and the logo of some industries is all 
significantly related. For example, full/agriculture, fresh and delicious/restaurant, stead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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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news media industry, rough/steel manufacture, active and exercise/sports industry, light and 
convenient/retail industry, and soft/textile industry.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designing the color of the logo for a different industry. 

Keywords: preference of color, color combination, log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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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案看板設計之研究–以台中市建案為例 

A Study o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Billboards in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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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台灣經濟水平之提升，無論是投資或自住，民眾購屋的需求均未減少，因此，滿街皆

是琳瑯滿目的建案看板。然而，如何透過有效的建案看板設計，引起顧客的注意，是值得進一

步探討的課題。本研究以台灣台中地區 2019 年建案看板為例，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首先，以

KJ 法將樣本分類及遴選樣本，並透過問卷調查及分析比較，探討不同類別建案看板設計之視覺

吸引程度；第二階段，以內容分析法來探討現今建案看板設計之內容與手法；最後，再以問卷

調查民眾認為建案看板中，應具備哪些重要的元素。本研究結果獲得兩個重要的結論，其一為

純文字看板之受歡迎程度與其他兩類有圖案的看板比較起來，顯著較差。同時，有圖案的看板，

不管是建物圖或一般圖，其受歡迎程度並沒有顯著差異；其二為現今建案看板之設計內容多以

建案名稱、電話、建設公司、建案位置、圖片和格局為設計之元素，然而，根據本研究之調查，

民眾端認為必要，但在目前看板樣本所出現次數卻不多的元素則包含有坪數、價錢和接待中心

位置。因此，本研究可建議未來在設計建案看板時，儘可能將這些元素也納入設計中。 

關鍵字：建案看板、設計元素、圖像、視覺感受。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aiwan's economic level, people's demand for housing has been 
increasing. Many building billboards can be seen all over streets. Therefore,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through the design of building billboards is somehow important for marketing. The present 
study samples building billboards in Taichung, Taiwan in 2019, and carries out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some topics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billboards. Firstly, the samples are classified by KJ method, and 
then the visual attractiveness of the billboard is discuss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comparison; secondly,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billboard design; finall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used to find out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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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elements the public think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onstruction billboard.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based on our study.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popularity of text billboards i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e other two types of pictorial billboards. 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 most 
critical in billboard design are the name of the case, telephone number, the location of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mpany, picture and Housing pattern. However, from the viewpoints of people, three 
more elements, i.e., price, area and location of information center,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billboards. 

Keywords: Billboard, Design Element, Image, Visual Feeling. 

壹、緒論 

隨著台灣經濟水平之提升，人們每天的交易，小至日常用品的購買，大至交易金額龐大的

不動產，都屬於消費行為。而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充斥著各式各樣不同的產品廣告或宣傳形式

的訊息（曹馨亓，2012）。黃煜哲（2018）認為現今社會在科技與資訊發展的影響下，與以前的

社會相較，人們較容易選擇以視覺途徑來幫助自己接收外在世界的資訊，而視覺文化也經由不

同的途徑，漸漸地影響我們生活。 

「有土斯有財」造就了華人置產的觀念，也致使市場上的「購屋需求」一直存在（林明吉，

2015）。無論是投資或自住，民眾購屋的需求未曾稍減，因此，滿街皆可看到許多建案看板。然

而，如何透過優良的建案看板的設計，引起顧客的注意，並在顧客心中樹立起「品質與安心」

的形象，同時也成功將建商的經營理念傳達到顧客心中，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因此，本

研究選擇以台灣台中地區 2019 年建案看板為對象，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透過問卷調查及分析

比較，來探討建案看板對於民眾的吸引程度，進而提供設計者參考。 

本研究目的有下列三點： 

一、 對建案看板進行分類，讓設計者了解民眾對於建案看板的設計內容與手法之滿意度。 

二、 藉由民眾認知的調查與分析，使設計者能夠了解在建案看板之設計中，有哪些元素被民眾

認為是重要的。 

三、 藉由本研究之整理，提供建議給未來要製作建案看板的設計師，以期在看板設計上有所依

據。 

本研究方法規劃以 KJ 法、內容分析法與問卷調查進行研究。研究流程方面，首先本研究回

顧並整理相關文獻，然後在第一階段研究中，將蒐集之樣本分類，探討民眾對於看板之吸引程

度；第二階段再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看板樣本中之元素，先了解現今建案看板設計之手法，並

問卷調查來探討民眾心目中重要之元素有哪些。本研究以台中市的建案看板為研究樣本，而研

究對象則是一般民眾，本研究採取網路施測方式進行調查。 

貳、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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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藉由視覺來認識世界的。當人們走在路上時，他/她可以看到許多廣告看板，於是，這

些看板便自然而然地佔據了他/她的視線。建案看板為眾多廣告形式的一種，也是日常生活中最

常見的設計項目之一。在建案看板的設計中，通常是藉由圖像、顏色與文字配置，來達到吸引

民眾目光的效果。 

一、廣告看板 

范美嬌（2015）提到廣告是行銷推廣的手法之一，戶外廣告是廣告的一種方式，是以戶外

流動的消費者為主，廣告招牌，也稱作看板，是一種比較經濟實惠的方式。就戶外廣告而言，

超大型廣告看板最容易吸引路人目光（黃厚祥，2008）。其主要訴求對象主要為用路人及從事戶

外活動人員。由於這樣的人群具有移動性、且專注力不高之特性，因此戶外廣告在創意上，必

須簡單扼要且能在短時間內吸引注意力，如此才能在短暫的視覺接觸中，迅速強迫性的將廣告

內容，清楚且明白的傳遞給大眾（余至柔，2004）。 

戶外看板廣告常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性、高觸及率以及高重複性等特質，因而成為建案行

銷的重要利器。一旦看板設計別具創意性或話題性，傳播的效果就會加倍，更有可能成為促進

購買的重要關鍵因素（顏聆羽／台中報導，2019）。林明吉（2015）認為將建案的案名、產品屬

性、賣點、位置、電話等重點清楚簡潔標示，並配合適當的圖面設計，能夠對建案產生宣傳的

效果，進而引導客戶至建案現場。 

二、視覺感受 

學者 Mirzoeff（1999）指出：視覺對於人類而言，不僅只是用以感知外在世界的知覺之一，

更是賴以建構並判斷外在世界的五大知覺之首。眼睛主宰著我們的五官感覺，人類有百分之七

十的感官接受都集中在眼部（莊安祺譯，2001）。陳玉秋（2004）提到：透過眼睛經過視神經後

再由視覺腦產生視覺體驗，也就是說，視覺是視覺腦產生的，而觀眾的視覺經驗是在視覺腦進

行訊息處理的。大腦獲取訊息的方式係由眼球之注視點移動到物體對照點的過程中，將視線聚

焦於注視點上的影像（柳閩生，1992），視覺的觀看、辨識與心靈的感受。根據完形心理學主要

是以均衡、群化為主因，人類的眼睛有均衡的需求，圖像本身也會影響畫面調和（陳韜元，2010）。 

視覺接收到訊息時會與其他感官連結而產生認知與體驗（林宏銘，1998）。在現今資訊過多

的情況下，很常會因同時得到太大量的資訊而導致注意力無法集中。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所收集

的建案看板中出現之元素是否皆為必要，是否會造成觀看者接受過多的訊息量。 

三、圖像 

洪世杰（2006）提到：圖像設計從語言、造型的表現上，範圍極為廣泛。它包含造型、設

計思維、語言符號、心理研究、大眾傳播、市場經營等方面的知識。圖像被納入意義系統，是

因為它可以記錄經驗、表達理念，以靜態或動態呈現人物行動與場景（李明明，1994）。因此我

們可以了解，圖像是具有顯現外在世界事物的意義，並與對象物之間隱含著關聯性，它是人所

賦予視覺世界的形象表徵（劉怡君，2007）。 

鄭仲婷（2013）提到：對圖像的解說，每個人都擁有圖像感知視野，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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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像的感知是確認個人凝集心神可框設的景象。每個人隨著圖像感知觀點感受到這個框景的

全體時，其觀看的「視界」大多偏重視覺造形物的內容與細節，但對造形物本身的意義興趣大

都置之於腦後。在胡仇東（2005）的研究裡提到：圖像符號是最容易吸引觀者的注意，並留下

深刻的印象。由此可見，圖像在給予資訊和記憶兩等方面，是能夠具有一定的效果。 

本研究將分析建案看板中所使用的元素，並藉由比較元素來了解對觀看者視覺心理的認知

與感受。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 2019 年台中地區的建案看板設計。第一階段以 KJ 法將收集的建案看板分為 3
類，分別為第一類(一般圖+文字)、第二類(純文字)、第三類(建物圖+文字)，爾後調查此民眾對

於 3 類的看板類型的偏好程度；第二階段使用內容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以民眾的角度，分析

建案看板設計之內容與手法，以及民眾認為看板中所應必要之元素。 

一、第一階段：將建案看板分類進行喜好程度分析 

本研究於 2019 年 10 月份於台中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採用實地攝影的方式收集 50 張建案看

板。本研究於第一階段 KJ 法之小組成員，邀請了三位設計專業背景與兩位文學背景之人士；教

育程度皆為大學畢業。並請此五位專家以 KJ 法將田野調查之樣本分成三類，並依據設計手法的

多元性為依據，選出較適合於本研究的 30 張樣本製作成問卷，其中，每一類包含十張看板樣本。 

本階段採網路調查的方式，於 2019 年 11 月份進行施測，邀請民眾對於 30 張看本樣本，依

據整體畫面的滿意度進行評分。評分值為 1~10 分；其中，「1」為非常不滿意，「10」為非常滿

意。然後，對三類看板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多重比較，以探討民眾對於這三類建案看板的

喜好程度是否有別。此部分問卷調查回收共計有 30 份有效問卷。 

二、第二階段：建案看板設計內容元素之重要性分析 

在建案看板設計之手法與內容，以及設計元素之重要性分析中，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

首先解析建案看板設計中所出現的元素，並將內容元素製成問卷，同樣採網路問卷發放方式，

並於 2019 年 12 月份進行施測，讓民眾依據主觀認為建案看板中必要出現的元素有哪些，得複

選。此部分問卷調查回收共計有 35 份有效問卷。 

肆、結果與分析 

一、將建案看板分類進行喜好程度分析 

在第一階段的研究中，本研究邀請五位成員將 50 張建案看板以 KJ 法分三類，如表 1 所示，

分別為第一類(一般圖+文字)、第二類(純文字)、第三類(建物圖+文字)，並且依據樣本的多元性

進行篩選，最後共篩選出 30 張(每類各 10 張)作為本研究施測樣本。 

由網路調查問卷回收的結果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從表 2 得知，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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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統計量的值為 6.98，大於其臨界值。而在顯著性方面，其顯著水準達顯著，因此，可說明民

眾對於這三類建案看板的滿意度平均數具有顯著差異。 

由於變異數分析的結果達到顯著，因此，本研究再進行多重比較以判定三類看板中兩兩之

間的滿意度的差異性，如表 3 所示。從表 3 得知，純文字看板(第二類)受歡迎程度與其他兩類有

明顯差別，有圖案的看板，不管是建物圖或一般圖，受歡迎程度並沒有明顯差別。 

表 1 建案看板類型歸納表 

建案看板

類型 

數量 樣本 

第一類 

(一般圖+

文字) 

10 定義：畫面中使用非建物圖之看板。 

 
    

   
 

 

第二類 

(純文字) 

10 定義：畫面中未出現圖形，只有文字之建案看板。 

 

    

   

 
 

第三類 

(建物圖+

文字) 

10 定義：畫面中使用建物圖之看板。 

 
    

 

   

 

表 2 建案看板類別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統計量 

類別 9.2883 2 4.6442 6.98* 
誤差 17.9706 27 0.6656  

總和 27.2589 29   

*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條件下，F 統計量的臨界值為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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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案看板類別之多重比較 

虛無假設 第一類和第二類一樣

受歡迎 

第一類和第三類一樣

受歡迎 

第二類和第三類一樣

受歡迎 

t 統計量 2.42* 0.30* 2.13* 
結論 第一類和第二類受歡

迎程度有別 

第一類和第三類受歡

迎程度沒有明顯差別 

第二類和第三類受歡

迎程度有別 

*在顯著水準為 0.05 的條件下，t 統計量的臨界值為 2.052。 

二、建案看板設計內容元素之重要性分析 

在建案看板設計之設計元素之重要性分析方面，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來分析 30 張看板中的

元素有哪些，從解析的結果可以看到，本研究所調查之樣本，主要包含有建案名稱、電話、建

案位置、建設公司、建商 LOGO、坪數、格局、價錢、接待中心位置、圖片來做統計，統計結

果如表 4 所示。其中，以第一個元素建案名稱為例，在 30 個看板中，包含該元素之次數為 30
次，亦即 100%出現率，代表 30 張看板中都有這項元素。從表 4 可以看到：在 30 張看板中，出

現的元素次數由高到低排序，前十名分別為：第一名為「建案名稱」，第二名為「電話」，第三

名為「建設公司」，第四名為「建案位置」，第五名為「圖片」，第六名為「格局」，第七名為「建

商 LOGO」和「價錢」，第九名為「坪數」，第十名為「接待中心位置」。 

表 4 設計端與顧客端之元素統計表 

元素 在 30 個看板中，包

含該元素之個數 

百分比 

(重要性) 

在 35 位受訪者中，認

為該元素不可或缺的

人數 

百分比 

(重要性) 

建案名稱 30 100% 35 100% 
電話 30 100% 33 94.3% 
建設公司 29 96.7% 29 82.9% 
建案位置 25 83.3% 33 94.3% 
圖片 20 66.7% 23 65.7% 
格局 19 63.3% 17 48.6% 
建商 LOGO 14 46.7% 15 42.9% 
價錢 14 46.7% 25 71.4% 
坪數 10 33.3% 33 94.3% 

接待中心位置 2 6.7% 21 60% 
其他 -- -- 9 25.7% 

為了瞭解民眾對這些元素之重要性的認知，本研究以建案名稱、電話、建案位置、建設公

司、建商 LOGO、坪數、格局、價錢、接待中心位置、圖片和其他這 11 個元素製作問卷，並將

問卷 (哪些是建案看板中必要出現的元素) 並且於網路進行施測。回收問卷之統計結果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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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表 4 中，「建案名稱」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意度達到 100%，也就是說，對所

有的受訪者來說，這項元素是必要的。而在其他的統計結果顯示：民眾認為建案看板中重要之

元素，依其重要性排序，分別為：第一名為「建案名稱」，第二名有「電話」、「建案位置」、「坪

數」皆為同名次，第五名為「建設公司」，第六名為「價錢」，第七名為「圖片」，第八名為「接

待中心位置」，第九名為「格局」，第十名為「建商 LOGO」，第十一名為「其他」。 

伍、結論與建議 

隨著時代的進步，越來越多人有購屋買房的需求，城市中也隨處可見建案看板，因此，要

如何設計出能吸引消費者目光的看板，一直都是建商所重視的議題。基於此，本研究以台中市

2019 年的建案看板為研究樣本，首先對建案看板進行分類，讓設計者了解民眾對於現階段建案

看板的設計內容與手法之滿意度。再藉由民眾認知的角度進行分析與比較，使設計者能夠了解

在建案看板之設計中，有哪些元素被民眾認為是重要的。藉由統計整理後，以提供建議給未來

要製作建案看板的設計師做參考。 

綜合研究分析結果： 

一、 目前在建案看板中，純文字看板之整體畫面的滿意度與其他兩類比較起來，顯著較差。同

時，有圖的看板，不管是建物圖或一般圖，其整體畫面滿意度並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

民眾對於在建案看板中以圖片搭配文字的設計方式是較滿意的。 

二、 根據本研究之調查，目前在建案看板設計上多以建案名稱、電話、建設公司、建案位置、

圖片、格局為設計之元素。民眾認為很有必要但在現有的設計樣本中卻出現次數不多的元素

有坪數，重要性高達 94.3%；價錢，重要性達 71.4%；接待中心位置，重要性 60%。由此可

見，民眾在觀看建案看板時，除了建案名稱、電話、建設公司、建案位置、圖片、格局這些

元素之外，對於坪數、價錢、接待中心位置也是感興趣的，建議之後設計者可將這些元素也

納入設計中。     

本文僅以建案看板受喜好程度、設計元素之重要性等方面，進行探討。在建案看板的設計

中，通常是藉由圖像、顏色與文字搭配的方式來呈現。未來的研究，可再進一步針對「色彩」

與「各元素之排版」等要素之研究分析，使看板設計相關研究之結果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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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服務產業在全球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服務設計研究也逐漸引起各界的關注和興趣，

但是仍缺乏系統性的文獻回顧，為了協助了解其研究成果的全貌，本研究主要回顧以繁體中文

撰寫的服務設計相關之學術研究文獻，藉此了解服務設計的執行流程與工具方法。主要研究目

標有二：1.探討服務設計的流程與工具的應用，以利國內研究者與設計師參考；2.探討國內服

務設計的學術研究概況，並提出未來服務設計可能探究之議題。 後，本研究提出四大未來研

究方向 (1)基於利害關係人參與服務設計過程、(2)導入商業模式於服務設計流程，實踐跨領域

合作、(3)多渠道交互的服務設計、(4)開拓非營利組織之服務設計多樣性。 

關鍵字：服務設計、系統性文獻回顧、設計流程、設計方法 

壹、前言 

在競爭激烈的服務業市場中，創造優質的服務體驗 (Service Experience) 已成為各公司的首

要目標，服務產業在全球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服務設計研究也逐漸引起各界的關注

和興趣。為了解國際服務設計學術研究發展現況，本研究針對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搜尋所

有年份、語言英文、標題包含「service design」( TI="service design” )之期刊論文 (article)，符合

上述條件之結果為 147 篇服務設計相關文獻。文獻發表時間介於 1959 至 2019 年之間，自 1959

年起以每 10 年為一個區間來分析發表篇數，1959-1969 有 2 篇、1969-1979 有 3 篇、1979-1989 有

2 篇、1989-1999 有 10 篇、1999-2009 有 30 篇、2009-2019 有 100 篇，其中 2018 年為產出文獻

多年份(20 篇)，整體而言，服務設計國際相關文獻發表數量有顯著的上升趨勢。 

然而，多數國內設計研究者或設計師對其定義及實質應用仍較模糊不清，且過去國內針對

服務設計有系統性的文獻甚為缺乏。基此，本研究旨在回顧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TSSCI)、學術引用文獻資料庫 (Academic Citation Index，

簡稱 A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 (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HCI)、設計學報 (Journal 

of Design)、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Research) 等國內與服

務設計相關之期刊文獻，研究目標有二：1.探討服務設計的流程與工具的應用， 以利國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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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設計師參考運用；2.探討國內服務設計的學術研究概況，並提出未來服務設計可能探究之議

題，作為國內服務設計學術研究的參考依據。 

貳、服務設計定義 

目前學術界與產業界對於「服務設計」尚未有統一的定義，基本上，服務設計是一門強調

整體性 (holistic)、跨領域 (multidisciplinary) 和整合性 (integrative) 的新興設計領域 (何舒軒、宋

同正，2014)。Holmlid & Evenson (2008) 認為服務設計是有系統地將設計方法和原則應用於服務

中，作為傳統服務業發展上的擴展，如同工業管理與工業工程需依賴於工業設計一樣，服務業

需要發展並整合出適當的設計能力作為核心競爭力。因此，服務設計是透過整合有形與無形的

媒介，規劃出系統與流程設計，進而提供顧客完整且縝密的服務體驗 (Schneider & Stickdorn, 2011)。

唐玄輝則認為流程是服務設計的結果與架構，而新服務設計中真正的要素有六項，分別是實體

與虛擬的人員、產品、環境。未來的服務設計創新就是如何在這六個渠道 (Channel) 中移動，整

合成更好服務體系，影響用戶體驗 (唐玄輝，2019) 

本研究延續 Holmlid & Evenson (2008)、Schneider & Stickdorn (2011)、何舒軒和宋同正(2014)、

唐玄輝(2019)的說法，將服務設計定義為「服務設計是具有系統性的設計思維，透過全面性思考

問題、跨領域共創發展並整合其設計核心，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新的價值關係，建立更良

好的服務體系，進而影響用戶體驗」。 

參、文獻回顧方法 

一、文獻搜尋與篩選 

本研究於西元 2019 年 3 月 8 日進入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 網

站，以關鍵字及篇名包含「服務」、「設計」，搜尋年限不限，發表文章之期刊限制為 TSSCI、

ACI、THCI，另外考慮到服務設計可能與設計、創意領域相關，因此增加搜尋設計學報以及文化

創意產業研究學報。環繞著「服務設計」為主體架構，為更進一步貼近文獻回顧主軸的篩選，其

詳細步驟如下：(1) 以 Endnote 篩選刪除重複的研究。(2) 由研究者檢視文章題目，確認與服務

設計有相關。(3) 由研究者以文章摘要、內文進行 後篩選，確定題旨與本次回顧有直接關聯，

茲以圖 1 說明篩選流程。經由上述步驟之篩選，結果符合條件的文獻，刊登年份介於 2010 年至 

2018 年之間，共有 20 篇文章。平均一年不到三篇，服務設計在國內的發展緩慢。 

 

圖 1 文獻篩選流程 (詳細圖片請至以下網址：https://reurl.cc/j75R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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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結果與討論 

綜合篩選出的 20 篇國內學者服務設計相關研究，從年份、期刊出處、研究產業別、期刊品

質整理出以下五點初步的發現，作為國內相關文獻爬梳的小結： 

1. 國外服務設計研究開始於 1959 年，而國內的學術發展則是近十年才有密切投入。從文

獻數量來看，2014 至 2016 年為產出 多期間。顯示近年來台灣的服務設計論文未見明

顯增長。其次，台灣也沒有專門探討服務設計的學術期刊，文獻出處多在藝術設計領域。 

2. 從刊登過服務設計相關學術論文期刊中，「設計學報」收錄 多 (4 篇)，顯示期刊發表

出處的集中度較高。雖然本研究是以篇名或關鍵字為「服務設計」作為篩選依據，但有

數篇文獻是以管理的觀點切入;就期刊類別而言，藝術設計領域佔 多 (6 本期刊)、其次

是管理領域 (5 本期刊)。 

3. 若依照研究產業別而言，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類 多(15 篇)，其中博物館相關主題佔了 4 篇。其次是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2

篇)，金融及保險業、住宿及餐飲、製造業各為一篇。 

4. 研究對象為非盈利事業裡，博物館類別有 4 篇、大學圖書館 2 篇，其研究主題多樣性相

較於營利事業類稍顯不足，如表 4 所示。 

5. 自 2016 年起，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評比核心期刊結果共分為三級，受評為第

一與第二級者，收錄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屬於社會科學領域者，為社會科

學核心期刊 (TSSCI)；歸屬人文學領域者，則稱為人文學核心期刊 (THCI)。本研究回顧

之國內文獻中，10 篇屬於 TSSCI、THCI 收錄之核心期刊，其中設計學報佔了 4 篇，也

是本研究回顧文獻中評比 高之期刊 (THCI 第一級)。 

肆、服務設計流程與工具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的過程，經評閱後於以下描述服務設計執行流程與工具。 

一、服務設計流程 

相較於一般設計流程，服務流程較強調服務利害相關人，例如，服務接受者、服務提供者、

競爭者和合夥者之間的互動或接觸方式。英國設計協會(Design Council) 在 2005 年提出雙鑽石

設計流程 (The 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 ，主要由探索 (Discover)、定義 (Define)、發展 

(Develop)、執行 (Deliver) 四階段組成，每兩個階段就是一次發散思考至收斂思考的程序，因圖

形像兩顆鑽石因而得名，是目前實務界較常運用的服務設計流程之一。 

在台灣，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2008) 與德國工研院（Fraunhofer IAO）合作，引進德國

服務工程方法，發展適用於台灣業界的「服務體驗工程法」(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ng，SEE)，

界定了服務創新研發架構，新服務研發主要包含六程序：趨勢研究、產業價值鏈研究、服務塑

模、概念驗證、服務驗證及商業驗證。因應現代商業模式的多元與創新，台科大唐玄輝教授與

政大別蓮蒂教授，也於合作課程中開發出進一步的三個鑽石版本的設計流程，三個鑽石分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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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創意、創新、創業，而三段的高峰分別是客戶需求的親和圖 (affinity diagram) 整合、概念情境

故事 (scenario) 的發展、及不同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canvas) 的測試 (唐玄輝，2019)。 

  從文獻回顧中發現，服務設計相關研究所使用的設計流程、步驟具多樣性，根據不同研

究之需求、目標等而影響其流程有所差異。其中有 2 篇採用雙鑽石設計流程，另外有 2 篇所使

用的步驟為探索、定義、執行三階段，與鑽石設計流程之設計階段接近，因此雙鑽石設計流程

是較為被廣泛引用之服務設計流程，其次是服務體驗工程方法(2 篇)、使用者體驗創新方法 (1 篇)

等。 

二、服務設計方法與工具 

從國內文獻回顧中，方法與工具被使用 多的為觀察法 (11 篇)，其餘為訪談法 (9 篇)、服

務藍圖 (8 篇)、顧客旅程地圖 (6 篇)、原型製作法(2 篇)、利害關係人地圖 (2 篇) 等。屬於質性

研究的觀察法與訪談法在此不多加以說明，本研究僅針對回顧文獻中，前四項被使用 多次數

的工具進行說明包含：1. 服務藍圖 (Service Blueprint)、2. 顧客旅程地圖 (Customer journey map) 、

3.原型製作法 (Prototype)、4. 利害關係人地圖 (Stakeholder maps)。 

(一) 服務藍圖 

Shostack (1984) 提出服務藍圖，來檢視服務產出過程。它是一張用來描述服務傳遞過程、順

序、關係及依賴性的流程圖，主要特性之一是它可以區分顧客接觸到的「前場」和顧客看不到

的員工作業及支援過程的「後場」，在前後場之間就形成「可見線」(Line of visibility)，為一種

對服務有效的規劃和管理的工具。 

(二) 顧客旅程地圖 

顧客旅程地圖是以視覺化的方式，將用戶與產品或是服務進行互動時的體驗分階段繪製呈現，

幫助檢視旅程中每一個環節，揭露用戶與服務互動時的特性、情緒反應以及問題點，以利個別

檢視和改善其用戶體驗 (宋同正，2014)。所以在建構時必須釐清服務與使用者互動的接觸點有

哪些，藉由訪談、拍照等方式蒐集質性的資料來了解使用者對服務的體驗、感受和想法，尤

其，是使用者在服務歷程中的「痛點」和「甜蜜點」，是整個服務流程的重要環節，具有關鍵

重要性 (楊舜云等人，2017)。 

(三) 原型製作法 

原型製作是利用各種原型方法，將新概念具體化，針對使用者進行測試，以協助新概念的修正

與改善。通過快速創建服務原型對方案進行測試與改進，可以節省試錯的成本，即早發現問題

並制定具體實行方法。藉由原型製作的過程，逐漸將想法收斂、整合，使創新概念漸趨成熟、

具體的一套開發流程 (楊舜云等人，2017)。 

(四) 利害關係人地圖 

利害關係人地圖是將與特定服務關係的不同參與人員，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出來，釐清工作人

員、消費者、合作單位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將這些不同角色之間的相互作用列表出來並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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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利害關係人地圖適合用在服務設計中之第一階段，用以在一開始就確認服務間的所有利害

關係人之關係，像是服務人員、顧客等，並進行分析的方法。利害關係人地圖的目的，還包括

找出那些服務提供者未主動提及或其本身沒有意識到的關係人，同時找到每一位關係人的興趣

及動機 (Marc Stickdorn, Jakob Schneider, 2013)。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本研究於以下提出兩點文獻評閱結果與四點未來研究建議。 

一、文獻評閱結果 

(ㄧ) 國內服務設計之學術發展較國外緩慢 

雖然服務設計正逐漸興起，相較於國外，國內的服務設計研究起步較晚，大約於近十年才開始

陸續發展。多數國內文獻對於服務設計之定義採用國外的研究內容，顯示國內學術研究對此還

缺乏一個清楚的定義。此外，國內尚未發展出以服務設計為主題的期刊，可見該研究領域尚未

獲得重視，本研究推測這些因素為影響國內服務設計領域發展較緩慢的可能原因之一，這些都

有賴後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二) 服務設計流程與方法工具應用具多樣性 

本研究回顧文獻中所使用的設計流程、方法工具具有多樣性，就設計流程而言，雙鑽石設計流

程較為被廣泛使用，包含探索、定義、設計執行三階段。而方法工具被使用 多的為觀察法，其

次為訪談法、服務藍圖、顧客旅程地圖等。服務設計方法與工具使用是具有彈性的，設計者可

依照專案不同的特性、目標、需求等，適時的搭配使用 ; 為了符合實際運用，工具本身也能夠

適當地進行調整。 

二、未來研究建議 

(ㄧ) 基於利害關係人參與服務設計過程 

從國內文獻回顧中，發現於研究階段的工具方法被使用的比例 高，顯示多數國內學者多已具

備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思維，注重透過觀察、訪談來釐清問題與用戶的需求，但對於服務設計中

「共創」的特性實現較為不足，也就是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服務設計的過程。設計的本體是人、

產品、環境的互動，用戶體驗較偏向於人與產品的互動，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待設計。而

服務設計是一個系統性的思維，透過系統、服務體系的觀點來看待設計，指的是用戶在服務體

系中，與不同元素所接觸所產生出的互動與體驗，設計師需要處理服務體系中的人物與場景，

以及多重利害關係人在不同場景間複雜的互動與關係，透過設計出 好的服務體系，進而提升

整體的用戶體驗。李傳房等人(2016) 也提及除了透過用戶與研究者的觀點，場域經營、管理者

等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亦不能忽略，如此才能提出可行且有效的服務改善建議。因此，未來研究

可進一步剖析經營模式與利害關係人互動之關係，實現更完善的服務體系。 

(二) 導入商業模式於服務設計流程，實踐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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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用戶體驗，大部分的文獻都著重在前期研究階段，僅少數研究提及商業模式階段，其

中商業模式圖工具僅被使用於一篇文獻中、價值主張圖卻未曾被使用。商業模式圖是透過九個

主要構面並以圖像的方式勾勒出企業整體運作的商業邏輯關係，以利於在溝通整體商業模式時

的討論與發想，目標在於幫助企業更貼近目標客戶與彰顯價值主張。價值主張圖則是由價值地

圖與用戶輪廓組合而成，能夠更加結構化和詳細描述商業模式圖中價值主張的特點以及特定的

客戶群。 

設計除了要滿足用戶的需求、兼顧技術可行性之外，商業價值更為企業所在乎，也關乎到產品

是否能永續發展，企業若要成功，商業模式遠比產品和服務重要。未來進行企業組織相關的服

務設計時，建議將商業模式導入設計流程，有助思考不同渠道所能提供的創新解法和價值，以

全局化思維完善服務體驗。此外，如果是考慮到商業模式的創新服務，就會需要對於產業、成

本結構有一定的了解，而服務設計師並不一定了解商業管理知識及業界實際營運模式，此時就

仰賴專精於商業模式的專家或是專業經理人的意見。未來可以加強跨領域多專業人才合作交流

與實踐，有助創新商業模式設計變得更加具體。 

(三) 多渠道交互的服務設計 

以科技為基礎、以及自動化的服務已成為現今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於人事成本的高

漲，使得許多公司開始尋找替代服務人員的自助服務方案，由顧客自行完成。服務公司將科技

導入至服務接觸中，除了降低成本與增加效率之外，更能藉由科技化的服務來達到顧客滿意 (林

俊昇等人，2016)。科技的發展帶來許多領域的質變，多管道的服務模式已成為常態，例如航空

公司同時提供實體服務櫃台、應用程式 (App)、機器自助報到等服務，餐廳提供實體服務人員、

簡訊通知、網站線上訂位、應用程式 (App)，Amazon 在美國 大的倉庫全靠機器自動化，銀行

提供臨櫃服務、網路服務與 ATM 服務等。透過新型態的交互方式，提升與顧客接觸的機會，也

改變了科技在用戶與企業的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多管道的交互場景，

將會是未來服務設計研究發展重要方向之一。 

(四) 開拓非營利組織之服務設計多樣性 

研究對象為非盈利事業裡，博物館類別有 4 篇、大學圖書館 2 篇，其研究主題多樣性相較於營

利事業類稍顯不足。許多國家把服務設計當作社會創新力量， 非營利組織、政府部門或公共服

務開始導入服務設計，例如韓國的公民參與政策設計的國家性計畫團隊 (KDD)，是由公民、服

務設計師與政府官員全程參與政策規劃，為社會提供具體貢獻與影響力的創新方案，瑞典在 2003

年實行「設計階梯 (Design Ladder) 」計畫，積極發展以服務設計為主軸的創新設計政策，不僅

對瑞典設計業帶來幫助，並且帶動其他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台灣的 5% Design Action 社會設計平

台透過服務設計，串連與設計議題相關的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私部門一起進行價值共創，創

造可持續發展之社會創新影響力。本研究認為此類服務設計可作為改變社會的橋樑，也是未來

服務設計研究發展應更積極思考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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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設計觀點探討茶文化協進會導覽體驗 

Explore the Guided Experience of the Tea Culture Association : th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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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及歷史文化，各縣市也有不同的在地特色，而現有的觀光環境除

了需要完善基礎設施外，人們旅遊體驗的深度、多元性、在地特色也需努力推廣及行銷。因此，

政府與旅行業者應思考如何深化旅遊體驗並提升旅遊深度及品質，如此不僅能增加旅客的回訪

率，更能替旅遊景點建立好口碑。本研究以嘉義縣茶文化協進會作為個案，透過服務設計、觀

察法、深度訪談法將個案繪製出服務流程圖，從中找出服務缺失，並分析提出改善方案建議，

提供改善服務體驗之參考。 

關鍵字：茶文化、服務設計、服務藍圖、商業模式 

 

Abstract 

Taiwan has a rich natural landscap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counties and cities also have differen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isting sightseeing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better people's tourism experience, diversity, local characteristics also need to strive to promoting and 
marketing.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ravel industry should think about how to deepen the 
tourism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he best quality of tourism, so that it can’t only increase the return 
rate of tourists, but also build a good reputation for tourist attractions. This study adopts the case study 
approach to Jiayi County Tea Culture Association, drawing the case flow chart through service design, 
observation method an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from which to find out the lack of service, and 
analyze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proposal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ervice 
experience. 

Keywords: tea culture, Service Design, Service Blueprint,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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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及歷史文化，各縣市也有不同的在地特色，而現有的觀光環境除

了需要完善基礎設施外，人們旅遊體驗的深度、多元性、在地特色也需努力推廣及行銷。如此

一來，不僅能使旅客產生旅遊興趣，也能提升旅遊服務體驗。舉例來說，在 1970 年的「發現日

本」宣傳活動，日本國有鐵道公司將鄉下與偏遠地區包裝成日本人尋找鄉愁的寶庫，提升了旅

遊的文化深度，也為地方活化帶來契機。而國內也有類似的例子，根據 TTR 台灣趨勢研究在 2019
年指出，屏東縣政府透過內容、故事及美學設計，將屏東在地的產業、人文、自然景點製作為

旅遊手冊，在網路上的引起廣大迴響與詢問。而在嘉義縣東石鄉，政府輔導傳統漁業轉型休閒

且透過各項地方產業推廣活動，並同時持續推廣漁村旅遊，使傳統漁村有了新的產業活力。 

本研究選擇以嘉義縣茶文化協進會作為個案，文獻指出嘉義縣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特產，

其中最有名的就屬嘉義縣阿里山高山茶，而根據茶業改良場多年研究調查，全世界最優良的茶

園集中在北迴歸線附近約 50 公里以內山區，阿里山茶區即在北緯 23 度半附近嘉義縣境內，是

適合茶樹生長的地區。故多年來，茶已成為阿里山地區最大宗的經濟作物，主要以烏龍茶為主，

又稱高山烏龍茶。嘉義縣梅山、竹崎、番路及阿里山鄉等茶區，經多年整合後統以「大阿里山

茶區」稱之，所產製之茶葉亦統一名為「阿里山高山茶」，這是臺灣「茶區名稱」整合成功的一

個範例(林儒宏，2012)。嘉義縣茶文化協進會理事長為推廣茶品及活絡社區的產業，因此成立協

會為推廣社區、傳承文化、產業發展注入一份心力，並將社區規劃成現在的茶文化旅遊行程。

本研究以服務設計探討嘉義縣茶文化協進會的服務流程，以觀察法了解現有體驗行程、深度訪

談理事長並做後續整理、分析，研究成果可提供協會改善旅遊體驗之建議。 

本研究目的： 
1.了解茶文化協進會目前導覽體驗流程。 
2.透過服務設計工具初步了解嘉義縣茶文化協進會推動旅遊體驗的流程。 
3.提供建議改善現有旅遊體驗，使旅遊體驗更加完善。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設計 

學者 G. Lynn Shostack 於 1984 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刊登 Designing Services that Deliver
一文，首度將「服務」與「設計」兩個關鍵詞彙連結。在有關服務的定義中，Gronroos（1990）
認為服務是指通常會發生在顧客、服務人員、實體環境的互動系統之中，是一種本質上具有無

形性質的活動。Lovelock、Wirtz（2004）和 Kotler（2002）認為服務在本質上還是無形的。Stickdorn
與 Schneider（2013）認為服務設計定義在於透過整合有形、無形的媒介，創立完整、縝密的服

務經驗。Moritz（2005）則主張服務設計是一種具備整體性、跨領域和整合性的設計活動。當在

顧客體驗中，能提供人與人、人與系統、人與環境的良好接觸、互動與體驗，更能重新定義服

務的價值、規範與原理，進而促成組織及社群之間新服務型態的誕生與轉移就是好的服務設計

(何舒軒、宋同正，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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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設計協會( Design Council )在 2005 年提出雙鑽石設計流程(The 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圖 1)，其中設計流程包含探索階段、定義階段、發展階段和執行階段四大階段。而世

界知名設計公司 IDEO 則界定服務設計流程為：1.針對市場發展見解、2.創造卓越價值主張、

3.發掘創造性服務模式、4.嚴守傳遞法則、5.重複探索與修正新服務。台灣學者唐玄輝、別蓮蒂、

李竺姮(2017)提出三鑽石模型，延伸英國的雙鑽石設計流程，主要是強調設計思考過程需要從創

意、創新到創業，並將創意實踐於產業。(圖 2) 

 

圖 1 雙鑽石設計流程 (Design Council，2005） 

 
圖 2 三鑽石模型 (唐玄輝、別蓮蒂、李竺姮，2017） 

二、服務藍圖 

1984 年 G. Lynn Shostack 學者發表了服務設計重要工具「服務藍圖」，並提出服務藍圖設計

有四個重點分別為(1)指明過程步驟：構成服務之步驟過程圖示，需包含分析、控制、改善。(2)
選出失誤點。(3)建立時間表：考慮標準執行時間、允許失誤時間。(4)分析獲利：繪製服務藍圖

可增加之利益，在 1987 年提出服務藍圖的概念，作為檢視服務產出過程的方法，此後服務藍圖

即成為服務流程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圖 3)。服務藍圖闡明構成服務的各種要素和關係，詳細拆

解服務傳遞過程，描繪服務過程中的工作執行方式和顧客經歷，呈現出服務的情境、接觸點、

服務人員以及後勤支援等，是完善服務設計、服務品質與服務創新的最佳工具(賴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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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服務藍圖，本研究重新繪製 (資料來源：Shostack，1984)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個案研究法、觀察法、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實地

訪查個案嘉義縣茶文化協進會，經訪談茶文化協會理事長得知個案相關旅遊體驗內容，將其繪

製成服務藍圖，由服務流程發展出服務缺失矩陣並進行分析、改善。研究流程如下(圖 4)： 

 

圖 4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繪製) 

二、個案研究 

    根據 Simons(2009)研究顯示，個案研究法興起於 1960、1970 年代，是社會研究方法中較常

被使用的方法，目的在於瞭解接受研究之目標對象，並進行深入探究、分析，以解釋現狀或描

述影響及成長的因素(王文科、王智弘，2014)。Stake(1995)認為個案研究是針對單一案例的獨特

性與複雜性進行研究，並在重要環境中瞭解其活動。本研究選定茶文化協進會為個案，進行實

地場域觀察並以質性研究探討、描繪其旅遊體驗服務藍圖及提出改善建議。 

三、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法是質性研究的一種方法，分為非結構式、半結構式及結構式三種(胡幼慧，1996)。
透過深度訪談探究問題，較能使研究者掌握問題的焦點，經由受訪者豐富的回答內容，推測其

邏輯和背後的語言、行動的意義，並可直接判斷其談話的可靠性(吳振宇，1998)。本研究個案，

對茶文化協進會理事長進行 2.5 小時的半結構式訪談，依據訪談資料內容整理逐字稿後再請受

訪者確認並補充修正、繪製茶文化旅遊體驗服務藍圖，釐清旅遊體驗之情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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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分析 

一、個案介紹 

臺灣茶在國際間聞名遐邇，阿里山高山茶也名列在內，茶葉產區遍佈嘉義縣山區，產茶的

村莊多位於阿里山公路旁。高山茶葉因氣候寒冷、平均日照短，所以茶葉泡在茶湯裡茶色清透、

茶湯回甘。嘉義縣茶文化協進會自創會以來，致力推廣茶文化的傳統、傳承以及茶文創商品研

發，積極辦理以茶宴與小旅行為主軸之活動，希望將社區內不同的族群經由溝通與凝結共識，

綜合自身文化的想像跟規劃，發展出社區的特殊寫照與旅行魅力(姚仁寬、蔡金龍，2018)。 

金蘭村成立工坊只有短短一年，但在協會為村民與家政班媽媽們開設一些社區產業入門課

程、社區文創產品品牌及植物染教學，並招攬對遊程有熱情的當地青年一起規畫設計，運用當

地豐富的農產品進行文創品的研發後漸漸為阿里山下打造輕旅行的體驗據點。在遊程方面，茶

文化協進會提供兩種行程，其一是以體驗方式知道草本染的繁複過程與天然成分，引導工藝品

的販售，活動內容包含植物染體驗、品茶等等。其二是體驗遊程，以茶染作品進行品茶，進而

行銷工藝品，活動包含植物拓染、茶洗愛玉、製茶與茶園導覽及製作手巾等文創品。 

    在導覽方面，金蘭村有許多村民是經過阿里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培訓的導覽人才，精通四種

語言，協會妥善利用此項優勢，請村民擔任導覽員，不僅讓旅客更了解在地文化，也讓村民與

旅客有更多互動且活化社區。現今協會理事長為了提供給旅客不同的體驗感受，於是運用擴增

實境技術，將茶葉的知識、泡茶的步驟透過有趣的圖像呈現給旅客，讓體驗不再單調、無趣。 

二、研究分析 

服務藍圖裡呈現出從體驗前到體驗後的服務體驗流程，由此可得知服務體驗裡的前線、後

場支援人員和顧客的互動關係。在服務流程產生的同時，也會意識到一些服務不足的地方，進

而整理出服務缺失矩陣進行分析。(圖 5) 

 

圖 5 茶文化旅遊體驗-服務藍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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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務藍圖分析出服務流程的缺失如下：(圖 6) 

1.路線指示：在前往石硦林場的路上山區無明顯路標可指引遊客前往，廁所出入口標示不清楚。 

2.人員不足：石硦林場導覽、茶染製作、販賣茶文創商品上缺少人員幫忙。 

3.動線規劃：茶染成果展、購買文創品的動線明顯不足，人多時會擁擠，造成遊客感受變差。 

4.活動安全：在活動時未將區域做隔離，導致人行走區域與烹煮區域重疊，會導致危險發生。 

 

圖 6 茶文化旅遊體驗-服務缺失矩陣 (本研究繪製) 

    依服務缺失矩陣四項缺失目標做服務改善並提出以下改善建議(表 1)。經由文獻分析法、深

度訪談法後，繪製商業模式圖了解茶文化協進會經營模式與服務體驗間的關係，在改善旅遊體

驗的同時作為參考依據。(圖 7) 

表 1 茶文化-服務改善建議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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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茶文化-商業模式圖 (本研究繪製)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個案以服務設計觀點整理、歸納出茶文化旅遊體驗流程，整合前台、後台服務人員

滿足顧客旅程體驗需求，體認台灣的茶文化。根據分析資料，針對茶文化協進會目前所規劃的

旅遊體驗發展做一個整理，觀察得知體驗活動散佈在嘉義縣中埔鄉各個地方，所以當在認識茶

文化的流程中也會穿插一些生態園區做觀光遊憩讓遊客休息片刻後再繼續體驗製作茶染的作品，

供顧客自行 DIY 製作。 

    此外，從上述研究結果得知目前在人力方面、收益方面比較欠缺，建議人力方面可以選擇

用語音自動導覽或者影像播放的教學模式，一來能夠吸引更多不同族群觀光客，二來也能解決

人力資源不足問題；在增進收益方面可透過政府或地方觀光局將交通、旅遊資訊做整合，把當

地地方特色產業做一個連結，加強宣傳地方的文化特色來吸引遊客，讓茶產業的文化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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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設計思維建立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 

-以新北市長照巴士司機服務為例 

Designing a Service Standards of Employees for the Long-Term 
Care Driver in New Taipei City Using Service Design 

俞靜庭*  鄭博允*  唐玄輝**
 a

 

*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教授 

a通訊作者：drhhtang@gapps.ntust.edu.tw 

科技部計畫編號 MOST 108-2420-H-035-002 

摘要 

隨著台灣逐漸邁向超高齡化社會，復康巴士與長照巴士成為年長者與身障者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無障礙運輸服務。透過前期研究與利害關係人訪談得知，目前臺灣長照巴士的服務規範尚

未定型，各家廠商皆無結構化的司機訓練流程，導致服務品質不一、客訴率增加等問題；且隨

著新數位系統介入傳統服務，導致廠商訓練成本增加、服務人員需要重新適應與學習新系統的

使用方式。因此，本研究以新北市長照巴士為場域；服務提供者（司機）為主要研究對象；“Donkey 
Move 小驢行”為研究系統，研究目的為探討如何以服務設計思維幫助長照巴士建立標準化司機

服務規範，提升司機學習成效與興趣， 終幫助公司降低訓練成本，建立台灣長照巴士服務體

驗一致性，強化品牌忠誠度，期望可作為無障礙交通接送服務人員規範迭代參考。 

關鍵字：服務設計、服務規範、工作標準作業程序、人員訓練 

As Taiwan progress towards a Superaged Society, Rehabilitative and Long-term care buses has 
become the essential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hat elderly seniors and the physically-disabled heavily 
depends on. Thru research from the early phase, including interviews with the research target's 
associates, we found that Taiwan's Long-term care bus service standards are yet to be defined. The 
various care bus service providers do not operate with a service standard, thus affecting service quality 
resulting in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ing customer complaints, negative impressions etc. In addition, 
with the digital era coming in place, these service providers are also facing a costly challenges such as 
bringing their service management online and staff trainings to implement these chang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ong-term care buses operating in New Taipei City, with the bus operators as 
our main research target; “Donkey Move” as our research system, to understand how we can help 
these Long-term care buses establish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via service design. 
Ultimately, we hope that the SOP can become an operational standard implemented across all th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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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es in Taiwan, helping these service providers build trust between their custom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brand loyalty as a whole. 

Keywords: Service design, Service standards,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Staff training 

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據服務現況與過去二年楊怡馨（2018）與李知芸（2019）研究指出，復康巴士與長照巴士服

務皆存在共同問題—服務須知冗長難懂、缺乏訂車資訊即時回饋、司機無法快速掌握乘客資訊

及整理服務數據耗力費時等，因此皆提出建立標準化服務規範並完善教育訓練，能有效提升服

務提供者整體專業度並建立服務品質，但先前的研究在“服務人員”著墨較少，本研究著重在無

障礙交通接送服務中“人員”的部分做更深入的探討。Meroni 和 Sangiorgi（2011）指出服務設計

可作為改變社會或經濟問題的手段。過往大量研究也證明，工作標準作業程序（SOP）可有效減

少人為錯誤、降低不良率、建立高品質保證的管理制度、幫助服務端達成目的，場域中，人員的

話術與行為更影響整體的服務核心。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如何以服務設計思維幫助長照巴

士建立標準化司機服務規範，提升司機學習成效與興趣， 終幫助公司降低訓練成本，期望可

作為無障礙交通接送服務人員規範迭代參考，一同建構台灣社會的無障礙公共運輸環境，提升

顧客搭乘體驗。 

二、研究目的 

為達本研究目的，制定以下二項研究目標： 

（一） 透過服務設計思維，探索長照巴士現有服務規範與司機訓練問題，建立長照巴士標準化

司機服務規範。 

（二）以開放式訪談，與利害關係人確認標準化司機服務規範，同時詢問之看法，歸結以服務

設計思維建立之標準化司機服務規範於本研究的知識累積與價值，以供未來無障礙交通

接送服務人員規範迭代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 

服務設計是一門具整體性、跨領域與整合性的新興學術，有助於建立創新或改善既有的服

務，讓服務更為有效、可行性高且更符合客戶的需求，同時對組織也更有效率（Stefan Moritz，

2005）。服務設計能幫助員工傳遞頂級的服務環境、工具與流程，且是專屬於自有品牌獨有的服

務方式（Rancière，2010）。基此，唐玄輝（2019）提出新服務設計中分別由六項要素組成：實體

與數位的人（people）、機（product）、環（environment），而未來的服務設計創新是在這六個渠

道中移動，整合成更好服務體系。 

二、服務藍圖（Service Blu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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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藍圖能將服務有系統性地呈現，有助於服務提供者全盤瞭解服務內容，並提供令人滿

意的服務。Bitner 等人（2008）指出，服務藍圖有五大組成要素：1. 顧客活動：包含顧客購買、

消費和評價過程中，採取的一系列活動步驟 2. 前台：能被顧客看見和與顧客直接接觸的服務人

員活動；3. 後台：顧客看不見的後台服務人員活動 4. 支援系統：涵蓋了在傳遞服務過程中支持

員工的各種內、外部服務系統 5. 實體證據：服務接觸點出現的實體表徵。 

三、情境故事版（Storyboards） 

Vertelney 和 Curtis（1990）指出情境故事版是源於傳統電影製作的工具，通過一系列有順

序性的圖畫和圖片組合在一起（劇本），在產品設計與開發的過程中，以使用者的角度透過故事

情境發掘產品構想；並透過使用情境模擬、探討和分析人與產品間的互動關係。在服務設計領

域中，情境故事版可以作為團體合作或討論時的重要工具，亦能夠針對服務或新服務標準的重

要面向做 真實、直接地傳達（Stickdorn & Schneider，2011）。 

四、工作標準作業程序（SOP） 

楊烱星（2011）提出對工作標準作業程序（SOP）的定義為「對於經常性或重複性工作，例

如各種檢驗、操作、作業等，為使程序一致化， 將其執行過程予以詳細描寫之一種書面文件。」

其目的在於減少人為錯誤、降低不良率、建立高品質保證的管理制度。SOP 使每一項作業流程

清楚呈現，閱讀流程圖即可明瞭，其設計依據工作分析與情境分析，明訂每個工作的步驟、做

法、標準，清楚劃分工作權責，達到統一化、通用化、簡化、系列化、組合化、模塊化之功效。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研究者親自參與場域的分析，並實際完成其設計內容，以下為研

究架構與流程： 

（一）第一階段：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問題探索及定義 

本階段透過訪談服務利害關係人、觀察場域運作方式，同時參閱現有復康與長照巴士廠商服務

規範、法規資料、人員訓練方式與司機數位學習模式， 終定義核心需求與設計目標。 

（二）第二階段：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設計 

根據第一階段設計目標，本階段首先透過服務設計思維梳理新服務（DonkeyMove 系統介入後）

的服務渠道圖（包含數位、實體的人員、工具、環境渠道），接著以服務中重要的角色與核心服

務歷程進行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設計，包含服務人員之服務形象、工作步驟、話術、姿態、注意

事項與顧客期待，同時訂定學習人員服務規範的體驗原則。 

（三）第三階段：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測試 

透過開放式訪談，具體瞭解司機對於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設計之感受，並以此作為人員服務規

範迭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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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員服務規範問題探索及定義 

一、場域訪談 

為了廣泛探索長照巴士人員服務規範之問題與需求，本研究訪談對象包含 3 家長照巴士營

運機構、2 名督導、6 名司機、2 名行控人員與 1 名乘客。根據場域觀察及深度訪談，統整出長

照巴士服務中，服務規範對於三方利害關係人之痛點：由於政府尚未定義長照巴士服務規範且

隨著新數位系統 DonkeyMove 介入傳統長照巴士服務，對於服務管理者來說，各家廠商皆無結

構化司機訓練方法，需花費更多時間與成本教導新進司機；而對於服務提供者（司機）來說，需

花更多時間適應與學習新服務模式，導致提供的服務品質與流程不一，進而影響服務使用者（乘

客、家屬）指定要某位司機接送與投訴、抱怨增加等。 

二、了解現有服務規範與法規資料 

為了設計更完善的人員服務規範，本研究參考了復康與長照巴士現有之廠商服務規範與法

規資料，發現長照巴士確實不如復康巴士有完整的服務流程與規定，且各家廠商資料凌亂分散，

特別對於司機工作 SOP，目前較無廠商制定明確規範，僅有一家廠商有一頁之服務流程圖與九

項注意事項，如圖 1。對於過去較缺乏無障礙交通接送服務經驗的司機來說，如服務過程忘記工

作步驟時，此種紙本傳達媒介無法快速讓司機尋找到想要的資訊。 

 

 

 

 

 

 

 

 

圖 1 廠商現有服務規範與法規資料 

三、長照巴士現有司機訓練方式 

經由訪談與現有資料得出，目前長照巴士司機訓練流程主要可分為三大階段： 

（一）招募與甄選、面試：此階段各家廠商皆無固定招募條件，大致條件為 1.駕照要求：需有

大或小客車駕照、2.學歷：無固定限制、3.工作經歷：過去如有相關交通運輸工作較好，而其他

條件包含溝通、談吐能力、同理心等。 

（二）職前訓練：大多偏向個別教導，訓練內容為：1.對乘客的服務、2.行車安全、3.車輛操作、

4.行政事務。行車安全與車輛操作主要為跟隨較有經驗的司機服務 3-7 天，並實際開車、操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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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設備，輔以紙本工作手冊。而對乘客的服務可由跟車或司機學院線上課程學習，行政事務則

由督導教導。 

（三）在職訓練：大多偏向團體教導，訓練內容為 1.行車安全、2.車輛操作與 3.救護知識，有些

廠商會安排週期性外部授課，如路權、消防、醫療照護等，甚至每週固定開會、宣佈消息。 

然而，隨著新數位系統 DonkeyMove 加入長照巴士服務，過去的司機傳統訓練方式可能有

所改變，如在職前訓練時，督導需花更多時間與成本教導新進司機學習工作 APP。因此，在數

位科技介入服務後，如何讓司機有效學習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順利執行工作，為一重要議題。 

四、司機學院線上課程與數位學習模式 

目前長照巴士司機於職前訓練所使用之司機學院線上課程，為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Taiwan 
Taxi Academy Association）於中華開放教育平台（OpenEdu）所設計之職業駕駛訓練課程。課程

宗旨為期望透過科技的便利性，提供職業駕駛專業訓練及促進交流之社群分享。課程中每一單

元皆不超過 15 分鐘，總時數為 209 分鐘。訓練對象以大眾交通服務司機為主，並無著重於長照

與復康巴士司機。教學內容廣泛至「對人的服務」、「行車安全」和「車輛操作」，但目前課程並

無長照巴士司機工作之服務規範與 SOP 講解，本研究認為此部分為可設計之切入點，而課程單

元時長也將作為設計參考。同時，為了更了解司機線上學習習慣，本研究針對有使用過「司機

學院線上課程」的長照巴士司機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司機大多利用載客空檔學習，學習時長約

為 30 分鐘至 1 小時，且以單元為主方式觀看課程，而大部分司機認為此課程可有效幫助自學。 

五、問題總結與設計方向 

經由上述研究，可統整出本研究二項問題：1. 如何以服務設計思維建立較完善的長照巴士

標準化司機服務規範，提升整體服務體驗並強化品牌忠誠度；2. 新數位系統介入服務後，如何

讓司機更有效的學習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降低司機訓練成本。因此，本研究設計目標為利用

司機既有之線上學習模式，並藉由服務設計思維檢視完整長照巴士服務歷程，以服務中核心的

服務人員（司機）與情境，進行標準化司機 SOP 及相關 APP、教學影片設計，幫助讓司機在職

前訓練時，除了實際跟車與學習線上課程外，亦可自學長照巴士服務 SOP，如在就職後忘記某

些步驟，亦能隨時查看與搜尋相關服務規範與流程。 

伍、人員服務規範設計發展 

根據設計目標，本階發展人員服務規範內容的流程為：1. 蒐集新服務內容：藉由場域觀察

並參閱服務規範與相關人員訓練資料 2. 優化、彙整新服務內容：利用服務藍圖針對新服務流程

內容進行整合、梳理，並加上二手資料得出服務規範，彌補原本沒有考量或沒有經過整理的資

訊 3. 確認新服務內容：藉由訪談督導、調度員、個案（家屬），確認此服務規範內容符合實際

場域且有實際幫助。本研究“蒐集新服務內容”階段及為上述問題探索及定義內容，不另外贅

述，以下針對第二與第三階段介紹： 

一、優化、彙整新服務內容 

（一）服務藍圖與渠道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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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首先透過服務設計思維梳理 DonkeyMove 系統介入後的服務藍圖，同時訂定學習人員服

務規範的體驗原則。不同於以往服務藍圖呈現，本研究將服務藍圖之「顧客活動」以較大描述

範圍之「核心服務情境」替代，而「實體物證」與「支援系統」則整合為前台與後台活動所運

用之實體與數位的「人員、工具、環境」渠道，如圖 2。 

 

 

 

 

 

 

 

 

 

圖 2 DonkeyMove 長照巴士服務藍圖 

（二）長照巴士司機服務規範設計 

本研究僅針對服務提供者（司機）進行服務規範與 SOP 設計，服務管理者（督導、行政人員）

之服務規範不在本研究範疇，因此著重於“服務中”之核心服務歷程。建立完服務藍圖後，即

向下延伸更細膩的標準化人員服務規範設計，包含服務人員之「服務角色描述」、「服務目

的」、「工作步驟」、「話術」、「情境圖」、「姿態」、「任務叮嚀」與「顧客期待」等，

如圖 3。 

 

 

 

 

 

 

 

 

 

 

 

 

 

 

圖 3 司機服務規範細節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430



二、確認新服務內容 

服務規範設計完成後即到場域進行開放式訪談督導、司機、乘客，訪談流程分為二大階段： 

（一）第一階段：詢問對目前長照巴士司機服務 SOP 看法 

大多司機認為「服務職責」、「服務目的」、「顧客期待」與「任務叮嚀」偏向職前訓練時先了解，

工作中較難有機會再看，認為如太多文字量，可能會較難吸收，呈現方式應盡可能簡單易懂；

而「服務話術」是必要的，有些司機提出過往因為沒有確實執行話術，如：向乘客確認身份，而

導致有誤載的狀況發生；且大多司機認為「工作步驟描述」在職前訓練是重要的，工作中如果

忘記也能隨時搜尋。 

（二） 第二階段：確認長照巴士司機服務 SOP 內容與流程 

因服務規範內容資訊量較大，為了幫助司機更好理解，本研究將 SOP 內容與流程一一拆解並影

印成 A4 輔助道具，過程中司機如覺得有問題，可隨時排序重新調整，訪談者也會隨時記錄更改

部分，如圖 4，而此種方式對於梳理與確認服務 SOP 內容與流程有一定幫助。同時，本研究於

訪談過程發現目前長照巴士司機缺乏一套固定 SOP，有些司機的工作流程也不盡相同，可得出

長照巴士司機的確有建立服務 SOP 之必要。 

圖 4 開放式訪談長照巴士司機服務規範之看法與流程 

陸、研究總結與價值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如何以服務設計思維幫助長照巴士服務建立標準化司機服務規範，提升

司機學習成效與興趣， 終幫助公司降低訓練成本，建立台灣長照巴士服務體驗一致性，強化

品牌忠誠度。本研究已完成司機服務規範設計，後續將進行相關的 APP、教學影片落實並測試，

設計目標為讓司機在職前訓練時，除了實際跟車與學習線上課程外，亦可自學長照巴士服務規

範 SOP，如在就職後忘記某些步驟，也能隨時查看與搜尋相關服務規範與流程。 

研究過程中達到以下成果與價值： 

一、我們透過深度訪談利害關係人、觀察場域實際運作，參閱現有廠商人員訓練方式與相關法

規資料，挖掘現有服務規範與人員訓練問題；透過服務藍圖渠道梳理與服務規範內容彙整，建

立長照巴士人員服務規範，幫助台灣長照巴士建立服務體驗一致性，強化品牌忠誠度。 

二、我們藉由檢視完整長照巴士服務歷程，排序服務重點，研究 重要的服務人員（司機）的核

心服務情境，建立人員服務標準化，同時訂定司機學習體驗原則，提升司機學習意願、降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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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習門檻，增強司機學習方便性。 終，幫助公司降低訓練成本、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三、本研究為一細膩的交通人員服務規範，設計範圍包含服務人員之服務形象、工作步驟、話

術、姿態、與注意事項，並透過開放式訪談確認實際使用的效率。影響範圍跨越長照巴士車輛、

司機工作 APP、行控中心調度系統等渠道，建立線上與線下服務的顧客體驗，可作為無障礙交

通接送服務人員規範迭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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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設計思維探討閱讀的服務與體驗優化方向 

Exploring Reading Services and Experience Optimization 

Directions with Service Design Thinking 

 

洪宇萱*  唐玄輝**a 

*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教授 

a通訊作者： drhhtang@gapps.ntust.edu.tw 

摘要 

    科技的進展與網路的便利，吸收知識的方式逐漸多元，但根據統計閱讀紙本書依然是最多

人選擇吸收知識的形式。在世界發展快速與信息爆炸的現代，人們的知識需求倍增，專注力有

限的讀者往往在閱讀上受到挫折。本研究透過服務設計思維，進行書籍服務個案整理與閱讀體

驗現況。分析後發現在購書與書籍評估階段，因服務過於分散，讀者難以完整了解書籍內容及

資訊；而在閱讀期間，讀者雖會在固定的時間、場域閱讀，但卻難以專注，甚至一分心就再也無

法專注到書本上，甚至必須透過外在力量來強迫讀完，而閱讀後雖有分享需求卻難以整合，最

後根據此發現進一步提出優化方向之建議。 
關鍵字：服務設計、閱讀行為、個案研究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的趨勢與網路普及的便利，網路與社群信息爆炸的時代，每個人的注意力無可避

免地分散，世界滾動的越快，社會競爭而間接帶來了知識焦慮—想看書、卻缺乏時間與動力。 
根據聯合報系 107 年願景工程所做的「民眾閱讀行為調查」發現，有閱讀習慣的人是逐漸減少，

調查去年一整年閱讀紙本書的，就高達 40.8%的人整年一本書都沒看過（聯合報，2017），相當

於 5 個人中，就有 2 個人「不讀」，受訪者大多表示自認是沒時間或看書太花時間。 
    本研究希望透過服務設計思維，瞭解讀者的閱讀行為與商家的服務現況，提出未來閱讀服

務優化方向，作為發展作為日後設計知識學習服務的參考。 
二、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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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服務設計的研究觀點，為閱讀體驗進行設計建議與未來優化方向，故擬定以下兩項研

究目標： 

（一）分析讀者的閱讀行為需求與痛點，與服務使用現況。 

（二）以服務設計觀點研究使用者閱讀行為，提出符合讀者行為之體驗優化方向。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設計 

    服務設計是指在企業或系統協助下，一種顧客參與其中而獲得體驗的過程。這樣的設計思

考模式有助於創新（innovate）或改進（improve）既有的服務，且使顧客認為服務更能用（useful）、
可用（usable）和想用（desirable），同時對組織端來說也能提供高效率（efficient）及有效益

（effective）。除提出原創服務商業模式（original service business model）外，發展應更積極思

考「永續性服務設計（sustainable service design）」（何舒軒、宋同正，2014）。服務設計思考

的原則包含了以使用者為中心、共創、整體性、實體化的物品與證據、按順序執行 (Marc 
Stickdorn&Jakob Schneider, 2013)。而服務設計要創新，須通過三大考驗：人的需求、科技的適

用性、商業的永續性，這三元素的交叉點能思考出許多可能性。設計思考是考慮有歷程的設計

（唐玄輝，2017）。英國的設計協會整理成功案例繪製成三個鑽石模式，代表各個階段的想法

擴張與收斂，在探索需求中，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法，從觀察訪談獲得同理心、得到洞察。 
    本研究延續以上定義，將服務設計定義為「服務設計是以系統性的設計思維，以全面性思

考問題、跨領域共創發展並整合其設計核心，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新的價值關係」。 

 
圖 1 唐玄輝教授提出之服務設計三鑽模型 

二、閱讀行為 

（一） 閱讀時間碎片化時代 

    「碎片化閱讀」指的是使用者閱讀的是短小的片段式內容，是隨時可中斷的零碎化、片段

化、非結構化閱讀內容。時間的碎片化，導致了閱讀的行為轉變，大多讀者只能在碎片的時間

中來彌補閱讀（王艷玲，2015）。關於碎片化閱讀行為，歸納出以下三點： 
專注短-在珍貴的專注力內完成目標；資訊精-偏好零碎、短小的資訊內容；選擇多-更多元的資

訊自主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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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書的發展也較難帶動閱讀購物意願 

網路便利趨勢，電子書有緩慢提升的的淺力發展，但即使優化了閱讀載體，依然無法提升

民眾購買意願，紙本書依然遠超過電子書的販售量，（文化部，2018），但是，紙本書購買力仍

就低迷。據統計，去年半數以上的國民過去一年內未買過紙本出版物，即使買了，也僅買了 5 本

以內（文化部，2018），這樣的數據推判即使閱讀載體優化，但缺乏閱讀的動力依然是主要因

素，閱讀行為並不會因為因應時代載體的優化而有提升，缺乏閱讀動力才是核心問題。 

三、個案研究 

（一）博客來網路書店 

 博客來是台灣第一家網路書店。經營的販售的商品類型多元，販售內容涵蓋多元：中外文

書籍、中外文雜誌、CD/DVD 影音商品，亦有百貨商品（包含美妝、 親子、衣飾、創意生活、

玩藝和美食）等，透過金、物流與客服系統，以及全國超過四千家 7-11 超商取貨優勢，獲得消

費者的親睞。根據 107 年臺灣民眾閱讀及消費行為調查報告，願意購買或付費閱讀電子書或加

入成為會員之網路平台，博客來即佔了 27%，是最多消費者的選擇電商。而經分析後，博客來

書店服務觸點大多以線上平台為主，缺乏線下的體驗觸點，以至於讀者在購書後即產生服務斷

點。 

（二）蔦屋書店 

    TSUTAYA 將蔦屋書店定位是傳達有創意的、全新生活方式的媒體—販賣生活方式。而代

官山蔦屋書店的定位更加鮮明，「在自家書房中一樣安逸」主打讀者能在店內舒適的閱讀。 
透過會員卡 T-CARD 積累的會員紀錄為企劃靈感來源，透過數據分析的結論作為 CCC 企劃體

系中「提案主題選擇」與「推薦」能力的依據，運用於圖書、音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創意內

容、1400 家門店定製、創造出更適合消費者需求的消費場景。而經分析，蔦屋書店著重的是購

書與店內閱讀之體驗，在場域中與知名簡餐或咖啡廳合作，強化了讀者於店內閱讀的體驗，著

重於閱讀當下服務。 

（三）誠品書店 

    母公司「誠品」以大家熟知的「誠品書店」為經營主軸，其經營範疇涵蓋書店、畫廊、網路

書店、電影院與音樂廳等，提供消費者人文、知識、心靈與藝術的生活想像，以此為核心主軸累

積品牌能量。多年來，以文化創意為核心，深具場所精神與人文關懷的複合式文化場域，致力

促動閱讀與文化交流。於 1999 年成為創新經營的 24 小時不打烊書店，開啟民眾零時差閱讀生

活。近年來誠品更以 app 線上輔助線下體驗，強化會員與紀錄功能，維繫品牌互動，建立自主曝

光管道。 

（四）三家比較如表所示 

表 1 書店服務比較（本研究整理） 

 蔦屋書店 誠品書店 博客萊網路書店 
客群 菁英白領：60 歲以上 成年女性上班族：26-35 歲 新世代：29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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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 
模式 

透過過完善的會員卡追

蹤數據，將用戶的消費記

錄分解成 300 多個維度，

從多樣化的消費記錄分

解，進而推導出用戶消費

偏好，可時調整選書和其

他商品的銷售方案，確保

最佳的運營效率，更透過

數據即時掌握消費者需

求，做為每次活動企劃的

靈感來源。 

母公司「誠品」以大家熟知的

「誠品書店」為經營主軸，其

經營範疇涵蓋書店、畫廊、網

路書店、電影院與音樂廳等，

成立初衷在於提供消費者人

文、知識、心靈與藝術的生活

想像，以「人文、藝術、創意

融入生活」為核心理念，經營

複合式文化場域，致力促動

閱讀與文化交流。 
更透過 app 線上輔助線下體

驗，強化會員與紀錄功能，維

繫與誠品之間的親密互動，

建立自主曝光管道。 

博客來事業已達經濟規

模，品牌深植人心，形象上

也是最活絡的商店之一，

其他網路書店就算有實體

店面在後支助，也已難以

撼動。透過網路經營，解決

了空間成本問題。由於已

達經濟規模，博客來常常

辦活動，以幾乎沒有利潤

的五折出售手上的暢銷

書，更是讓它的知名度與

人氣繼攀升。 而取貨付款

服務也避免了很多線上金

流方面的不信任感。 

線

上 
特

色

服

務 

 

人 無 無 簡介瀏覽、物流、客服 

機 無 App 瀏覽店舖書籍，提供線

下實體書保留、線上購買服

務 

會員分類，爲高忠誠度、

高回購率的書籍會員提供

更完整的服務 

環 無 app 強化社群體驗，傳達書香

美學，輔以動畫科技界面設

計。 

精準推播，以大數據了解

用戶喜好，延伸書籍以外

的購物力 
線

下 
特

色

服

務 

人 1.專家及導購，透過店員

聊天找到適合的書籍 
2.舉辦文藝活動 

舉辦文藝活動，強化風格定

位 
無 

機 無 庫存查書機，方便讀者找書 無 

環 1.各間特色主題，強調在

地化與主題性 
2.與知名咖啡店異業結

合，使顧客閱讀體驗更加

完整 

文化與藝術為基底行銷，獨

特一貫的誠品風格 
無 

 透過服務設計思維之服務渠道進行分析後，更能清楚的釐清與盤點現況，了解到三間知名

書店，在跨渠道與延伸體驗出現了服務缺口，提供的服務大多都只著重於購物當下情境。 

參、研究方法 

    在前期了解個案後，將本研究流程以服務設計思考方法之三鑽石圖方法中的第一階段：探

索問題進行研究，而此階段分為兩個階段－問題探索、定義問題，並在下方說明兩階段所使用

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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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探索 

本階段先透過閱讀行為調查統計線上問卷找出 8 位適合之受訪者，並進行用戶進行深度訪談、

場域觀察並進行紀錄，將紀錄以使用者旅程圖(customer journey map)及工作活動親和圖表 (work 
activity affinity diagram)進行資料分析，並以人物誌 (persona) 象限分群及進行行為，使行為更加

具象化，幫助研究思考。 

（二）定義問題 

根據第一階段資料分析後，盤點讀者閱讀體驗的核心問題，最終定義出核心需求與未來建議服

務目標。 

肆、分析結果 

一、目標用戶定義 

基於上述研究流程，本研究透過問卷進行閱讀經驗調查，並從 135 位填答者，抽出 8 位進行深

度訪談： 
本階段主要調查潛在讀者的閱讀動機、以歷程去探討過去經驗，與未來期望，瞭解過去相關經

驗，並以十字象限劃分用戶輪廓，透過分析，將其定義為：知識焦慮型、積極充實自我型、流行

議題型、舒壓閱讀型，而進一步分析用戶族群，知識焦慮型與流行議題閱讀型在閱讀上更需要

服務輔助，故擬定為主要、淺在目標族群。 

（一）知識焦慮型閱讀 

此類型用戶通常專注力有限，在閱讀時間上難以騰出，並對閱讀偶爾感到挫折，閱讀時有明確

的目標，並希望獲得確切的收穫。 

（二）流行議題閱讀 

閱讀目的僅止於休閒與社交話題，為了瞭解流行議題而閱讀，此類用戶在得知熱門議題時，會

透過閱讀深入淺出的主動了解。 

 
圖 1 讀者行為象限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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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人物誌 (persona) 假設為訪談依據，訪談對象聚焦在填答過去的閱讀量、閱讀動機符合

象限者進行深度訪談。為了解用戶於活動歷程中可能遇到的各個痛點與期望，訪談大綱包含閱

讀前：資訊來源、書籍評估；閱讀中如何規劃閱讀、閱讀過程；閱讀後如何處理閱讀書籍與回顧

整理…等，並以工作活動筆記圖表 (work activity affinity diagram) 進行訪談整理。 

二、讀者閱讀需求 

（一）顧客旅程圖 

    根據上述場域觀察與問卷調查內容，透過質性訪談，繪製出顧客旅程地圖，以利分析讀者

於各階段的痛點。將其梳理後，定義出三大閱讀問題核心：（1）內容評估：經常需要透過各渠

道評估了解書籍是否符合需求；（2）閱讀時間：無法掌握適合自己的閱讀動力與節奏；（3）知

識循環：個人知識難以整理，讀後書本不易轉賣。並於以下近一步闡述： 
1. 閱讀前 
核心痛點：無法完整了解書籍內容及資訊 
核心痛點說明：透過訪談，發現大多的讀者書籍資訊來源皆來自朋友、社群推薦，大多從既定

使用的社群平台瀏覽而得知，而查閱書籍時，經常需要透過各渠道評估了解書籍是否符合需求。 

 

圖 2 顧客旅程地圖之閱讀前階段 
2. 閱讀中 
核心痛點：達不到閱讀目標而感到失落 
核心痛點說明：大多數的讀者都是碎片化閱讀，雖會在固定的時間、場域閱讀，但卻難以專注，

甚至一分心就再也無法專注到書本上，必要時，會透過讀書會等外在力量來強迫自己閱讀完，

心情感受上是不有趣且漫長的。 
3. 閱讀後 
核心痛點：個人知識難以整理、讀後書本不易轉賣 
核心痛點說明：大家都喜歡看別人的閱讀筆記，透過訪談得知雖然有邊閱讀邊做筆記的習慣，

但卻難以在最後整合整理，紀錄方式過於分散，導致無法整合，讀者也認為目前做紀錄的方式

難以回顧，尚未有較適合的工具。而在書籍上，雖部分讀者會選擇二手書轉賣，但大多即使不

再讀後也會選擇擱置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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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顧客旅程地圖之閱讀中、後階段 

伍、閱讀體驗優化方向建議 

    根據上述調查分析，本研究以表 2 整理出讀者於閱讀前、中、後三階段之核心痛點以及優

化方向建議，並於以下三點進行優化方向說明：（一）在接收書籍資訊階段，讀者缺乏書籍評估

服務，建議整合相關資訊，以便讀者評估；（二）在閱讀期間，提供閱讀輔助幫助讀者達成自己

擬定的閱讀目標；（三）在閱讀後，輔助讀者整理記錄與資訊，達到良好的知識循環。 
表 2 閱讀體驗優化方向 

階段 核心痛點 優化方向 

閱讀前 得知資訊 
書籍評估 

整合書籍資訊與各渠道，幫助讀者完整了解書籍內容以便評估。 

閱讀中 閱讀中 
休息片刻 

1.優化閱讀紀錄工具。 
2.適時幫助讀者專注回到擬訂之閱讀目標上。 

閱讀後 分享 
書籍處理 

優化閱讀紀錄工具，並在閱讀後維持書籍的討論度，提升對閱讀的

成就感與興趣，進而達成讀者目標培養閱讀習慣。 
    總結出調研結果後，得知目前的閱讀服務過於零散，三間知名書店無論是線上書店或是實

體書店，提供的服務大多都只著重於「購物當下」，缺乏延續性的閱讀服務，讀者在買到書後仍

然需要透過許多額外的分散的工具來輔助。 

陸、結論 

現有的書店提供的服務幾乎都只在「販售」面提供著墨，以至於讀者在購買書籍時，幾乎在

意的是價錢的比較，對品牌忠誠度低。本研究藉由質性半結構式訪談與桌面資料研究，了解讀

者對於閱讀整體行為，並分析各階段使用之輔助工具與其原因，期待能夠過研究給予未來閱讀

體驗之建議參考。 
本研究提出三大提升體驗之建議：（1）購買書籍時，幫助讀者評估該書籍是否適合自己，

書籍媒合等，以及整合書籍資訊，熱門度或社群意見對讀者來說更具參考性。（2）閱讀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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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輔助讀者完成閱讀目標，並且依循讀者既有行為：紀錄，優化閱讀紀錄工具。（3）閱讀

完書籍後，幫助讀者將知識內化與沈澱，並且鼓勵分享閱讀心以達到知識循環，使讀者透過閱

讀獲得成就感。以上優化方向建議可作為未來閱讀體驗服務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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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量化分析服務中的核心歷程及因素 

翁語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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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進行服務歷程改善時，由於其服務內容複雜且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因此常透過質性訪談確

認改善的方向與起點，需花費大量成本及時間。隨著量化工具的成熟，本研究希望基於淨推薦

值，混合運用質性訪談與量化數據分析，結合客戶滿意度及淨推薦值，試圖在合理的成本及時

間內，提出最有效的服務檢測方式。 
 研究方法以服務歷程中的歷程與驅動因素出發，結合淨推薦值與多元迴歸分析，探索對於

品牌忠誠度有高影響的歷程與因素，建立更精準的改善策略。研究步驟中包含，質性訪談萃取

歷程及其對應的驅動因素、問卷調查客戶對於該公司的淨推薦值，與各歷程滿意程度及驅動因

素滿意程度，最後進行多元迴歸檢定，分析各階層間的影響力，並搭配滿意度高低建立影響 NPS
的模型，確認服務設計改善策略。研究成果對於服務設計學術與實務有助益。 
關鍵字：淨推薦值(NPS)、顧客滿意度、驅動因素 

Abstract 

     When improving the service process, due to the service content is complex and e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t often needs to use qualitative interview to confirm the dir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but the 
process requires a lot of time and cost. With quantitative tools maturing, we us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combined with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Net Promoter Score, in an 
attempt to propose the most effective service detection method at a reasonable cost.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ze the influence in each stratum, and establish a model that affects NPS with satisfaction, 
and confirm the service design improvement strategy.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helpful for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ervice design. 

Keywords: Net Promoter Score (NPS), customer satisfaction, driving force 

壹、緒論 

一、背景與動機 
 體驗經驗來臨，服務業成為現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不同服務更是出陳推新在生活周遭

展開。當企業提供服務時，可以透過梳理服務流程，以及其中的驅動因素，改善客戶在服務歷

程中的不適及痛點，進而提升企業的品牌與客戶忠誠度。淨推薦值（The Net Promoter Score, NPS）
是瞭解客戶滿意度及品牌忠誠度的重要方法，更可以成為公司價值的評估指標，因此近年成為

各企業評定服務歷程中的重要因素。淨推薦值受到歷程中的服務品質影響，而不同歷程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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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驅動因素，因此若提升驅動因素滿意度，可進一步提升淨推薦值。因此可透過滿意度預測及

估計淨推薦值，提出改善建議以提升品牌忠誠度（全球領先數位策略顧問公司，2018）。 
 然而在服務歷程中，有許多因素的影響狀況，並不容易被檢測及觀察。除了服務提供者設

想的因素以外，更有許多因素是來自於客戶的感受與體驗，但服務提供者較難檢測（Følstad & 
Kvale, 2018）。因此本研究使用質性訪談，試圖更全面地了解驅動因素，再透過其問卷中的淨推
薦值與滿意度，進行多元迴歸分析。透過淨推薦值與現有驅動因素滿意度的因果關係，試圖找

到服務歷程中不同因素的影響狀況，作為服務檢測的基礎。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是否可用量化的方式，梳理服務歷程中的關鍵歷程與驅動因素。研究目標是

1.完整收集個案的淨推薦值、服務的客戶歷程、及透過質性訪談萃取驅動因素。2.進行多元迴歸
分析其關連性。呈現個案中，淨推薦值、歷程、與不同驅動因素的關聯狀況。3.分析量化服務檢
測方式的可能性。 

貳、文獻探討 

一、淨推薦值（The Net Promoter Score, NPS） 
 淨推薦值由 Reichheld (2003) 提出，認為淨推薦值代表顧客忠誠度，包含再購意願以及推
薦意願兩部分，同時亦代表公司成長的指標和獲利能力。淨推薦值問題如下：「若要您將此企

業推薦給親朋好友，您的意願會是多少？請使用 0分至 10分回答，0分代表非常不喜歡，10分
代表非常喜歡。」根據客戶的回覆，可分成三個群體：0~6分為批評者，代表不喜歡此企業，甚
至阻止他人喜歡；7~8 分為被動者，代表不會特別對該企業表達正面或負面想法；9~10 分為推
薦者，該客戶會主動向他人推薦該品牌。將以上三個群體的比例值計算出後，使用推薦者的比

例值減去批評者的比例值，即為淨推薦值。淨推薦值又可再細分為三個使用情境：分別為戰略

淨推薦值、場景淨推薦值及關係淨推薦值（全球領先數位策略顧問公司，2018）。本研究專注於
戰略淨推薦值，以及運用關係模型中淨推薦值與驅動因素滿意度的因果關係，期望確認服務力

成關鍵因素。 

當使用淨推薦值及影響因素進行順序式邏輯式迴歸時，可在預設的模型下，了解模型內不

同因素對於淨推薦值群體比例分布的影響力，計算出各自對戰略淨推薦值的影響程度(Tonthat, 
2019)。然而過去的統計分析模型皆使用各自獨立因素，並未先行歸類於歷程中，難以得知淨推
薦值差異來自服務歷程的何處。因此本研究先透過梳理服務歷程，萃取出驅動因素歸納至各歷

程中，並將之階級化確保影響因素皆來自於各自歷程，再透過滿意度對淨推薦值進行多元迴歸

分析，盼能更全面地審視服務歷程。 

二、顧客滿意度 
 顧客滿意度，為客戶基於服務既有認知具備預期的期望值，經過體驗服務後客戶實際感受

與期望值之間的差異，又能分成滿足、失望、符合預期 (Kolter, 2003)。上述之感受差異，是針
對這個特定行為而產生的即刻性情緒反應。當客戶擁有不同的情緒反應，將伴隨著影響其當下

購買之意願及態度(Oliver, 1981)。此外，顧客滿意度亦具備另外一個意義，為客戶體驗服務後，
對於整體服務歷程中的接觸物件、人員服務加以衡量，藉由體驗經驗產生之態度 (Fornel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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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顧客滿意度與服務品質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若提升服務品質，可有效提升顧客滿意度，

進而增加客戶的品牌忠誠度（張火燦、余月美，2008）。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全國電子為例，分別於復興、新生南門市及 Digital City公益、南京店對消費者和
店家進行質性訪談，而後萃取出驅動因素列入服務歷程各歷程中。將上述列出之歷程及驅動因

素編輯成服務流程滿意度問卷，經由網路發放至全台各大平台。問卷回覆透過重複 IP位置篩選
出不當作答問卷，共收集 369份有效問卷。由於使用迴歸分析時，每欄回覆均不能存在遺漏值，
而此限制與服務體驗過程有所違背。雖歷程中存在遺漏值，但各歷程中受測者均超過三十位，

基於中央極限定理，可透過平均數的抽樣達常態分配，因此本研究均使用平均數取代遺漏值。 
 問卷內容如下：(a) 基本資料 (b)淨推薦值 (c)受測者體驗過全國電子提供的歷程 (d)各歷
程中的整體歷程滿意度 (e) 各歷程分別呈現六個驅動因素，選三個最注重的 (f) 勾選之驅動因
素滿意程度分別為何（五分量表） (g) 將所有勾選過歷程及驅動因素填完，即完成本份問卷。 
 根據問卷結果，本研究設計出一個模型，模型架構分成三個階層，分別為淨推薦值、歷程、

驅動因素。三個階層中，第一層為全國電子之淨推薦值；第二層為服務歷程中十個重要歷程；

第三層為各別歷程下六個重要驅動因素。將上述三層因果關係經由多元迴歸分析，梳理於全國

電子服務歷程中，歷程及驅動因素的滿意度與淨推薦值之間的影響程度。藉由影響程度差異，

整理出顯著影響淨推薦值之歷程及其驅動因素，使用三階層模型完整呈現。 
 本研究希望探討：1.歷程滿意度與淨推薦值是否具因果關係？影響力強弱為何？2.驅動因
素與歷程滿意度是否具因果關係？強弱為何？3.驅動因素滿意度與淨推薦值間是否具因果關係？
強弱為何？4.若驅動因素滿意度與淨推薦值間存在因果關係，經過歷程是否影響因果關係強弱？ 
 若證實以上之因果關係存在，本研究推測業者能透過調整驅動因素滿意度，間接提升品牌

的淨推薦指數，甚至是翻轉品牌的形象。 

肆、研究結果 

一、淨推薦值與歷程滿意度的因果關係及強弱 
 本研究試圖了解歷程滿意度是否與淨推薦值存在因果關係，若存在因果關係，其影響力強

弱為何。本研究的基本假設為，服務歷程中的八個歷程滿意度，將分別對於淨推薦值產生不同

程度的因果關係。使用 SPSS對歷程滿意度和淨推薦值進行迴歸分析，以淨推薦值作為應變數，
各歷程滿意度作為自變數，即使用歷程滿意度對於淨推薦值進行因果關係的預測。採用 0.10作
為臨界值，確定自變數對於應變數之因果關係。而後，比較每個因果關係間的強弱，因迴歸係

數代表迴歸模型中該自變數的權重，所以在此使用迴歸係數作為比較因果關係強弱的根據。 
表 1 淨推薦值與歷程滿意度的關係 

旅程順序 1 2 3 4 5 6 7 8 
旅程名稱 進入實

體門市 
店員提

供協助

服務 

店內尋

找商品 
了解、

比較商

品資訊 

商品體

驗及試

用 

商品購

買結帳 
辦理會

員 
售後服

務 

係數 1.227 0.001 0.309 0.389 0.025 0.493 -0.437 0.801 
顯著性 0 0.996 0.134 0.074 0.933 0.058 0.337 0.004 
渠道 環 人 環 機 機 機/環 人/機 人/機/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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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1所示，對於淨推薦值最具有因果關係影響力的歷程為「進入實體店面」，緊接著為
「售後服務」，其餘達顯著效果的依序為「商品購買結帳」、「了解比較商品資訊」。上述提及達

顯著效果之歷程，來自的渠道多以實體機器為主，人員和環境的服務為輔。 
 本研究結合滿意度之高低，繪製出以填答人數多寡為氣泡大小的氣泡圖。使用影響能力，

意指迴歸係數，與滿意度搭配作為背景圖。以兩者之平均數作為原點，劃分四個象限，不同象

限分別具有代表的意義，如圖 1。 

 
 
 
 
 
 
 
 

圖 1 使用影響能力與滿意度四象限示意圖 

 首先最急需改善為第四象限，滿意度低且影響淨推薦值的能力大，此象限之服務為參差不

齊的，且具有改善空間，若調整滿意度將能夠最直接影響到淨推薦值。接著，次要需要改善依

序為第三象限、第一象限、最後是第二象限。 

 
 
 
 
 
 
 
 

圖 2 各歷程對淨推薦值的因果關係強弱及滿意度圖 

 利用多元迴歸分析得到影響能力以及使用滿意度，交叉呈現出圖 2，氣泡大小亦為該服務
歷程體驗人數。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實體門市」的歷程滿意度是最低且影響能力最大的，可以

猜測客戶可能認為進入門市的階段，是影響品牌形象的關鍵，因此最需要優先改善。藉由圖 2可
以發現，滿意度偏低之歷程多來自「實體環境」；滿意度偏高之歷程多來自「人員服務」。藉由

上述結果可以推測，全國電子具備高品質的員工訓練，然而實體店面環境可能尚須改善。 

二、歷程與驅動因素滿意度的因果關係及強弱 
 確定歷程滿意度與淨推薦值間的因果關係及其強弱後，希望了解驅動因素之於歷程是否亦

具有不同強弱的因果關係。表 2 為八個歷程下分別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合併全體歷程的驅動因
素，比較眾驅動因素間影響能力強弱。將達顯著關係之驅動因素照影響能力排序，紅字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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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偏低的驅動因素。 

表 2 歷程滿意度與驅動因素滿意度的關係 

排名 1 2 3 4 5 6 7 8 

DF 
名稱 

送修流

程簡便 

試用品 

外觀呈現

狀況良好 

付款方

式安全

可靠 

指引標示

明顯容易

辨識 

商品特色

標示明顯 

店員服務

態度良好 

方便試用

商品 

服務 

人員 

態度好 

係數 0.578 0.499 0.457 0.453 0.402 0.402 0.393 0.378 

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來自 

旅程 

售後 

服務 

商品體驗

及試用 

商品購

買結帳 

店內尋找

商品 

了解比較

商品資訊 

店員提供

協助服務 

商品體驗

及試用 

售後 

服務 

渠道 機 機 機 環 機 人 環 人 

滿意度 26% 75% 73% -22% -52% 67% -16% 81% 

三、NPS與驅動因素滿意度因果關係及強弱 
 最後本研究使用迴歸分析，確立驅動因素與淨推薦值之因果關係及其強弱。透過驅動因素

滿意度預測歷程滿意度，由此建立出驅動因素滿意度至歷程滿意度的模型，再使用歷程滿意度

預測淨推薦值，建立歷程至淨推薦值的模型。將兩個模型合併，發展驅動因素經由歷程以預測

淨推薦值的能力。如表 3所呈現，紅字代表滿意度偏低的驅動因素。由此可發現，「進入實體
門市」的『動線規劃』、『標示以及空間大小』，皆影響力大然滿意度不理想的驅動因素。 

表 3 淨推薦值與驅動因素滿意度的關係 

排名 1 2 3 4 5 6 7 8 

DF 
名稱 

門市空

間寬敞 

送修流

程簡便 

服務人員

態度好 

店內品項

分類清楚 

門市環

境整潔 

付款方式

安全可靠 

店內動線

規劃流暢 

指引標示

呈現清楚 

係數 0.46381 0.46298 0.30286 0.29325 0.22945 0.22530 0.21473 0.16810 

來自 

旅程 

進入實

體門市 

售後 

服務 

售後 

服務 

進入實體

門市 

進入實

體門市 

商品購買

結帳 

進入實體

門市 

進入實體

門市 

渠道 環 機 人 環 環 機 環 環 

滿意度 3.651 3.768 3.941 3.705 3.814 3.915 3.377 3.568 

 在圖 4中，將上述三個分析結果使用模型呈現，最上層為全國電子的淨推薦值；中層為五
個達顯著效果的歷程，其中紅色達顯著，黃色達邊緣顯著；下層為個別歷程中達顯著效果的驅

動因素。藍色方形代表該歷程的滿意度，灰色及紅色方形代表此驅動因素滿意度與全體驅動因

素滿意度相比之比例值，其中紅色為低於平均值的比例值。 
 從以上分析來看，量化服務歷程的檢測方式具備可行性，後續如何轉化成設計策略與服務

改善執行需要更多的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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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基於淨推薦值使用多元迴歸分析建立之服務改善模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量化模型及分析方法，結合前期質性訪談資料，了解客戶重視之驅動因素。透

過量化分析搭配質性訪談資料，梳理服務歷程中最能影響品牌忠誠度的歷程及因素，進行篩選

及排序於模型中，呈現淨推薦值與各歷程滿意度及驅動因素滿意度間的因果關係，將有助於企

業提出有效之服務改善策略。 
 研究方法主要使用多元迴歸分析，同時使用相關分析進行輔佐，相關分析能夠了解階層之

間是否具有相關性，確保各因果關係之因子皆具有關聯性，證明其關係確實存在，但是卻不能

產生因果關係的推演，因此我們最終選用迴歸分析，確立因果關係的真實存在。 

但是多元迴歸分析，卻不如邏輯式迴歸能夠更加確立淨推薦值的變化，甚至預測戰略淨推

薦值。因此在預測淨推薦值方向並不周全，無法確切得知改善特定因素，可改善的淨推薦值之

數值。若未來能進行相關研究，希望能夠突破此限制，提供更加完整之預測戰略淨推薦值的指

標及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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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服務原型對用戶反饋及服務設計過程的影響

Explore the impact of service prototypes on user feedback and service
design processes

鹿璐*a 洪仕閔** 唐玄輝***a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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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服務原型（Service prototype）具有讓服務設計案產生新的設計概念，方便參與者溝通等作

用，且不同服務原型會讓參與者對服務設計案產生差異化反饋。本研究基於「動物之家」服務

設計案，採用口語分析法，分別研究「故事版」、「桌面預排」、「角色扮演」三種原型在用

戶反饋和設計過程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結論為：不同服務原型在設計共創中會影響利益相關者

的參與感和創意發想能力，同時，也會影響服務渠道間的發想於回饋，並藉以此為後續如何更

好的使用服務原型提供可參考依據。

關鍵字：服務設計、服務原型、口語分析

Abstract

Service prototype has the function of generating new design concepts for service design cases,
facilitating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etc. Different service prototypes trigger participants to have
differentiated feedback on service design cas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nimal Shelter" service
design case, and uses protocol analysis to researc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oryboard", "Desktop
Walkthrough", and " Role-play " prototypes in terms of user feedback and the design proces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in the design and co-creation of different service prototypes, they will affect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creative imagination of stakeholders, at the same time they will also
affect the ideas and feedback between service channel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ow to better
use service prototyp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Service design Service prototype Protoco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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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服務原型（Service prototype）是一種在服務設計過程中，用來獲取、分析、演示和驗證需

求的重要方法。服務原型因服務設計特有的跨渠道、多利益相關者、多觸點等特點，與以往的

產品 3D模型、界面易用性測試等有所不同，除了傳統的故事版（Storyboard）與實體模型外，

還有服務設計所特有的桌面預排(Desktop Walkthrough)與角色扮演( Role-play )等原型方法。不同

的服務原型有不同的特點，同時，使用不同的服務原型測試會得到不同的用戶反饋，從而對服

務設計過程產生不同的影響。此外，現階段還沒有針對故事版、桌面預排以及角色扮演三種原

型方法間的研究與比較。

本研究以 2018年 SDN國際服務設計大賽學生組金獎作品——「動物之家」(Animal Shelte)
服務設計案作為實驗內容，用故事版、桌面預排、角色扮演三種原型方法來測試，分析設計過

程中得到的不同用戶反饋，並藉此來討論不同服務原型對設計過程的影響，此為本研究之主要

問題。

本研究通過口語分析(protocol analysis)方法，將實驗資料進行分類，通過编码分析，旨在了

解受測者基於不同服務原型对實驗反饋的差異性与对服務設計過程的影響。根據此研究目的，

本研究可細分為三個研究目標：（1）以「動物之家」服務設計案作為實驗對象，探討三種原型

對實驗結果產生的影響；（2）透過口語分析對服務設計過程中的共創以及跨渠道問題加以解釋

與說明。（3）了解服務原型對於設計師與非設計師的影響。

期望本文可延續服務原型的研究，亦可供未來服務原型研究提供一種實驗方法，以此探討

更多服務原型間的比較，以及原型與服務設計間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原型

服務原型是服務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原型被描述成發展的一種形式（Blomkvist, 2014）
或者一個完整系統（Coughlan, Suri & Canales, 2007）或一部分的表述，並且原型應該使服務可

見（Beaudouin-Lafon & Mackay, 2007）而不是抽象的或只是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口頭描述

（Coughlan, Suri & Canales, 2007）。然而，在最終服務存在之前，涉及一個具體的（Booth & Kurpis,
1993）、有形的和有經驗的表述（Blomkvist, 2014）。

服務原型的目的是提高設計師的意圖和用戶、客戶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產生共鳴的服務的

能力（Blomkvist, & Bode, 2012; Miettinen, 2011）。服務原型設計通過以下方式為服務設計過程

做出貢獻：（1）定義要解決的服務設計問題；（2）評估服務概念的可用性和有效性；（3）促

進不同參與者（例如，用戶、服務供應商、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作(Simo, Miettinen, Kuure &
Lindström, 2012; Chasanidou & Karahasanovic, 2014 )。它們還應該通過服務原型來描述服務提供

者和服務用戶之間發生的交互順序(Arvola, Blomkvist, Holmlid & Pezone, 2012) 。

服務設計要求服務設計師使用適當的原型工具和方法使得生產的服務原型可以讓用戶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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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服務體驗中，最終提取有用和高品質的關於服務體驗的用戶反饋（Jung Bae & Seong Leem,
2014）。故本研究將選用故事版（Storyboard）、桌面預排（Desktop Walkthrough）、角色扮演

（Role-Play）三種原型進行比較，以此希望得到高品質的用戶反饋。

二、口語分析

口語分析是在語言化的過程中讓用戶提出針對解決問題或執行任務時所面臨的假設、推論、

誤解和問題（Ericsson & Simon，1996）。本研究口語分析斷句方式採用以「設計意圖」為方式

的斷句規則，一個斷句可以是一句話組成，也可以是一段話組成（Suwa, Percsll & Gero ,1998）。

本研究將受測者意圖的改變或是他們思想或行為的改變，都標誌為一個新的斷句（Suwa, Percsll
& Gero ,1998）。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用三种原型進行分組實驗，每組使用一種原型進行測試，藉此分析三種原型對同

一服務設計案設計共創及服務渠道的影響，實驗過程如下：

一、實驗前期準備

實驗前期準備工作按照下列幾點進行：

（一）人員準備：本實驗共 48位受測者，實際年齡在 20——30歲為標準，按照三種測試

原型平均分為三組，每組受測者為 16人，且按照設計與非設計背景平均分開各為 8人。實驗分

組方式如表 1。

表 1 實驗人員分組情況

服務原型 背景 人數（人） 每組人數（人） 合計人數（人）

故事版
設計 8

16

48

非設計 8

桌面預排
設計 8

16
非設計 8

角色扮演
設計 8

16
非設計 8

（二）物料準備：1.實驗所用到的實體物料包括：海報、信息展板、信息卡片、新手爸媽

包、領養證書等；2.實驗所用到的虛擬物料包括：「動物之家」聊天機器人。為了確保實驗測

試的同一性，三種原型均會統一運用到以上物料。

二、實驗過程

實驗分為兩輪進行，第一輪讓受測者以自由探索的形式在所給的場域中完成領養任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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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運用放聲思考的方式表述其領養經歷和感受。第二輪基於第一輪實驗部分，測試者

對受測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針對第一輪所接觸到的每個觸點究其原因問其感受，並使其給予

相對的建議，以備後續進行口語分析。

三、實驗結果呈現

本實驗編碼分為兩步，第一步將口語原始資料分為「問題」、「建議」和「其他」三類編

碼內容，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渠道類型」劃分。具體編碼形式如表 2。

表 2 編碼內容詳述

編碼 定義 例句

問題（Question,Q）
受測者在實驗中所產生疑惑的地

方。
「其實我對領養流程沒有很清楚。」

建議

(Advice,A)

受測者在實驗中根據實驗者提出

的問題，針對設計本身提出相關

提議及修改方式。

「我可能想要它建立在Line上面，

不是 messenger上面，Line比較常

用。」

其他

(Other,O)

受測者在實驗過程中，針對設計

本身提出的個人感受、評價、描

述等相關話術。

「如果志工帶我來，志工先離開的

話，我會有點害怕。」

人員服務

（Stuff-Service,S）

有人員所參與的服務行為，包括

工作人員所提供的服務、工作人

員給予受測者的服務、受測者所

感受到的服務等。

「有工作人員在比較安心，如果沒

有，我就默默出來。」

線上服務

(Online-Service,N)

通過線上渠道所提供的服務，包

括本研究案中的聊天機器人、粉

絲專頁等。

「預約獸醫的部分，因為之前沒養

過寵物的話，可能會不知道去哪裡

看。」

環境服務

(Enviornment-Service,E)

在實體場域中所提供的服務，主

要是指海報、看板、新手爸媽包

等實體物件以及互動區、辦公室

等實體場域。

「像我剛剛聽到你們會送一些必

備的生活用品，我會覺得還蠻貼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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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結果分析

在將影音資料進行編碼之後，根據受測者設計與非設計背景，對編碼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比較在不同背景下，不同原型中兩種斷句類型在編碼總數中的佔比，如表 3。

表 3 斷句類型編碼數據總結

背景 斷句類型
服務原型

故事版 桌面預排 角色扮演

設計
建議 23.43 % 35.71 % 35.69 %

問題 39.27 % 33.54 % 39.78 %

非設計
建議 26.45 % 28.46 % 27.14 %

問題 40.50 % 36.92 % 27.62 %

從結果中可以分析得出：

1. 受測者運用故事版對服務設計案理解與創意發想的能力有限。

故事版組別，設計背景的受測者提出的建議是 23.43%，非設計背景的受測者提出的建議比

例是 26.45%，兩組數據均比同背景其他原型組別低。同時，兩個背景下的受測者提出問題的佔

比，比其他原型組別相對較高，分別是 39.27%與 40.50%。因此，根據數據可看出圖片原型對於

設計與非設計受測者均不容易提出建議，但會產生較多的困擾。通过口语分析资料可以看出，

一些受测者提出：

「所以入口在這裡嗎？」

「我要站在門口填問卷嗎？感覺沒有其他可以填問卷的地方。」

「所以我當下把狗狗帶走嗎？那接下來的流程呢？」

通過數據顯示推測，故事版因其二維的原型特征，會讓受測者較難進行空間與交互行為的

想象，從而產生較多針對原型本身的疑問以及空間想象和互动方面的問題，並较難對服務設計

案本身提出更多的建議。

2.桌面預排為受測者在服務設計案中提供了發想空間。

設計與非設計受測者在運用桌面預排原型時，提出建議的佔比分別是 35.71%和 28.46%，均

高於其他原型建議佔比。本研究認為，桌面預排因其立體的模擬空間，更能夠讓受測者感受到

空間分佈、動線排布等，並對原型本身進行理解，在此基礎上，能夠對設計案提出更多建議。

3.角色扮演更適合具有設計背景的參與者運用。

角色扮演組別，設計背景受測者提出建議與問題的比例分別是 35.69%和 39.78%，均高於非

設計背景的 27.14%和 27.62%。本研究認為，角色扮演更具有沉浸式體驗，讓受測者能夠身臨其

境感受服務案本身，但因角色扮演的專業性，非設計背景參與者缺少專業度，較難在短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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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對原型進行運用，故適合具有一定設計背景的參與者進行方案的發想及思考。

本研究在對內容進行編碼分析後，又對其渠道類型進行了分析，數據結果如表 4：

表 3 渠道類型編碼數據總結

背景 渠道類型
服務原型

故事版 桌面預排 角色扮演

設計

人員服務 12.97 % 12.11 % 12.07 %
線上服務 48.42 % 34.65 % 37.15 %
環境服務 38.61 % 53.24 % 50.77 %
跨渠道 4.11 % 9.30 % 15.79 %

非設計

人員服務 15.27 % 15.17 % 16.74 %

線上服務 42.75 % 41.72 % 38.63 %

環境服務 41.98 % 43.10 % 44.64 %

跨渠道 7.38 % 10.34 % 9.87 %

通過對渠道類型編碼分析，分別計算出三種原型在「人員服務」、「線上服務」、「環

境服務」和「跨渠道」上的佔比，得到以下結論：

1. 故事版讓受測者更專注於單一渠道。

故事版組別中，設計和非設計背景的受測者跨渠道比例均最低，分別為 4.11%和 7.38%，兩

者均容易集中在「線上服務」渠道，而「人員服務」渠道則最少。本研究認為，因故事版空間

特征較難體現，讓受測者更容易沉浸在線上這種單一渠道的互動中，較難與環境服務和人員服

務產生聯想。

2. 桌面預排更能激發非設計受測者跨渠道的發想。

非設計受測者在桌面預排組中，跨渠道比例為 10.34%，而在故事版中跨渠道比例為 7.38%，

角色扮演跨渠道比例為 9.87%，均低於桌面預排跨渠道比例。本研究認為，桌面預排通過紙板

或樂高等材料，搭建適合桌面大小的空間場域，較清晰的讓非設計者弄清服務場域如何提供服

務與交付物，較其他原型更宜探索某空間內的一連串互動體驗，故能激發非設計者更好的通過

原型理解設計案。

3. 角色扮演更有利於設計背景受測者提出多渠道回饋。

角色扮演組別中設計背景受測者跨渠道比例為 15.79%，均高於故事版和桌面預排。本研究

認為，設計師通過角色扮演，沉浸在角色之中，更能夠激發其對空間環境、人員及線上的認知，

調動設計師多感官聯動，拓寬設計師對服務設計案的體驗與發想，且此類參與者也比非設計背

景人員較快熟悉此原型方法，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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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未來發想

根據口語分析結果可看出，不同服務原型對用戶反饋及設計過程均產生不同的影響。結論

總結如下：

1. 原型的表現方式會影響利益相關者在服務設計案中的共創過程。

本研究通過口語分析方法，對口語資料進行「問題」、「建議」與「其他」的編碼發現，

不同的原型對於受測者提出問題和相關建議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問題與建議比例可以反映共創

現象。故事版通過二維方式展現服務原型，較容易讓受測者受限於平面圖，更需要受測者有豐

富的對於空間和交互的想象和理解；桌面預排可將設計方案以立體的形式展現在桌面上，讓受

測者對空間一目了然，從而提高對方案的理解度，更方便設計概念的傳達；角色扮演讓參與者

更有代入感，但因非設計者較少接觸，故需要較多時間進行前期對原型學習和理解，從而達到

更好的共創目的。

2. 不同的服務原型對於利益相關者在服務渠道的選擇上也有所不同。

根據對口語資料進行「人員服務」、「環境服務」和「線上服務」的編碼看出，故事版因

其平面性，參與者較難通過多渠道進行方案的發想，較多的集中在單一渠道，對渠道發想具有

專注性；角色扮演可滿足參與者對於實體環境、人員互動、線上服務的多渠道互動及轉換，但

因非設計者對此方法不熟悉，故角色扮演更適合於具有設計背景的人員進行跨渠道發想；非設

計人員可使用桌面預排來進行跨渠道方案互動，即避免了故事版對空間想象的限制，又避免了

對角色扮演的不熟悉，從而更高效、快速的對服務設計案多渠道的概念發想。

根據現有結論，本研究課題還有不足及可發展部分：

現有「問題」編碼僅僅對「內容」進行了編碼，但在進行口語分析時發現，「問題」編碼

有針對設計案內容的疑惑部分，也有針對原型本身的疑惑部分，本研究沒有分開討論，忽視了

因受測者對不同原型理解程度不同，而產生「原型問題」編碼數的不同，會造成數據分析的不

嚴謹。同時，「渠道」編碼也沒有針對「問題」和「建議」進行細分，而單純從數值上進行比

較，這樣對「跨渠道」問題的探討同樣不具嚴謹性。

服務原型的合理使用，從一定程度上可大大提高設計及溝通效率，不同的服務設計案，可

根據其特征及想要達到的效果，以此來選擇合適的原型進行測試和概念發想是尤為重要的。在

原型的研究基礎上，未來可進一步對服務設計共創和服務渠道等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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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基於服務設計理念對東勢老街區的本街，進行駐地工作站案例研究。首先以文獻探

討服務設計方法，歸納合適的研究設計。並採用參與性研究通過口頭訪談和統計分析進行。透

過訪談法取得老街生活體驗接受者研究案例，觀察瞭解老街駐地工作站提供者案例現況。有鑑

於東勢本街傳統市場是當地居民日常生活必去的地方，於是與一個當地工藝協會合作，將駐地

工作站設置在本街傳統市場內的協會會址。並聘雇兩名女青年進駐工作站協助籌劃活動，打造

成工藝教學的工作坊，讓長輩有機會與青年在合作中傳承經驗，使當地的客家工藝文化得以復

甦。計畫重點從「人」開始著力，活絡在地客家精神。調查當地客家工藝文化產業，紀錄並分析

客家工藝文化發展潛力，以服務設計的觀點，探討當地客家老街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關鍵字：工藝產業、服務設計、東勢、客家、駐地工作站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a site workstation proje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ervice design. 
Appropriate study designs were developed by exploring service design methods foun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bsequently, the study participants’ service design experienc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of Ben Street in Dongshi provider was 
obtained via observations. Participatory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oral interview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t the traditional market of Ben Street in Dongshi, where residents need to go daily, the site workstation 
was set up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a local craft association. Two young women were hired to work there 
to assist in establishment of a workshop for craft teaching, where the elders could inherit the experience 
with the youth in collaboration to revitalize local Hakka craft culture. The project was focused on 
"people", so to make the local Hakka spirit alive. After the local Hakka craft culture industr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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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Hakka craft culture was recorded and analyzed, eventually,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Hakka culture on the old street has been 
found.  

Keywords: craft industry, Dongshi, Hakka, site workstation, social design 

 

壹、前言 

老街隨著時間流逝，會變得陳舊，居民也逐漸老化。但是其中所蘊藏的歷史記憶與故事，

卻是新街區所無法創造出來，因此，將老街創生，注入活力，也是保存居民集體記憶最好的方

式。老街創生是個建構、詮釋的居民集體參與的實踐過程。參與創生的人員，無法預先見到創

生後的指向，而是通過老街空間再利用本身，代表著凝聚居民共識，進而對老街內的建物、居

民、遊客等發揮正面積極的效應。老街需要創生，這是共識。老街區不只建物老化，在地居民也

因為老齡化，需要協助。今日多數的老街透過都市規劃後，很容易成為一條條同質性高的老街。

但是，每一條老街多具有依山傍水自然環境、奉祀神明廟宇建築、生活起居市集街道等條件，

但應該以能夠呈現出其文化生活內涵與樣貌為佳。近年來受到客家聚落保存風氣之影響，老街

保存與再發展似乎是一個有待整合的研究課題，本文研究對象為東勢老街區，企圖以服務設計

的觀點，將老街文化及再發展的部分做研究與分析。 

過去老街相關研究大致可分以下三類：第一類為文化資產保存，在台灣快速現代化的環境

下，老街逐漸失去原本地方文化的樣貌。台灣重視社區營造之後，地方活力再現之後，從地方

重視老街的古蹟保存，認同老街生活空間衍生出來的價值。（廖敏惠，2002）第二類為都市環境

改善替代更新的社區營造概念。（張賢源，2006；周佳雯，2005）第三類為外在環境，例如：環

境結構改變、懷舊風潮、遊客體驗、觀光吸引力、顧客滿意度間的關係。（羅敏儀，2002） 

綜上所述，過去老街相關研究，偏重老街建築、環境空間的保存與修復，亦有從老街旅遊

觀點探討老街遊客動機、體驗、吸引力與滿意度間之關係。近年來偏向於將老街納入地方創生

的主題，老街從保存的機制研究，轉化為人的文化保存這類地方意識。讓居民能夠有機會去珍

惜過去的歷史記憶，透過空間和文化的資源整合，展現地方文化特色。透過政策規劃地方發展，

保留文化資源的措施，逐步使地方居民意識到文化資源的重要性，也瞭解老街發展的可能性。

但老街生活規劃服務設計當中，是否能融入地方居民生活，使老街區活化之目標，較少有學者

探究。 

東勢作為大埔客家聚落的重點客家發展區，本街又稱為舊街。街區面臨社會高齡化，人口

外流等問題，客家文化保存成為重要的議題。本街這個老街區是最能察覺客家人文活動的載體，

因此，本研究調查本街商家建物概況，配合所設立的客家駐地工作站整備規劃，聚焦在駐地工

作站的工藝團體個案。東勢過去除了農產耕作，也曾有腦寮、林場等傳統產業，因而培育出相

關行業工藝匠師，樟腦、釀造、客家美食、新丁粄、木藝、竹編等技藝，愛物惜物的習慣以及對

技術(包含工藝、農產等)執著孕育出在地產業達人、工藝匠師及傳統店鋪，這些人撐起過去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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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現今則是東勢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東勢地方特色之一。研究目的為 1.探討老街生活文化

價值之內涵；2.發現服務設計能提供老街居民的幫助項目。 

貳、文獻探討 

一、永續環境的地方創生 

日本從 2014 年度開始，正式推動各項地域再生政策，以產業振興、地域交流與觀光據點化

為目標，致力推動活化都市建設。這就是「地域再生」，指的是活用各個地區的個性或特徵，打

造自律且永續的社會。但想要達成這個目標，首先必須存在有意願維持這個地域，找出地域固

有價值，並且率先展開行動的居民。（中橋惠、鈴木裕一、宮部浩幸、漆原弘、鷹野敦，2017/林
詠純譯，2019）地域再生的本質，不是追求像特效藥一樣全體適用的一般解方，而是百人百樣

的個別解方。日本各地方政府不但擬定實現地域再生的計畫，也鼓勵創造工作機會，引導人口

回流地方，再造新市鎮等方面，積極推動許多值得關注的政策。為了達成在 2060 年內幫日本達

到不讓人口小於一億人，並且讓經濟持續成長的目標，地方創生政策構築自立型經濟據點策略，

對日後日本政策設定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臺灣社會未來發展也和日本相似，走向少子化和高齡化的社會狀況。伴隨著人口、經濟等

資源明顯過度往西半部集中的問題。目前臺北大都市圈臺北市、新北市的人口約佔臺灣總人口

的三成，和境內所有都市的人口相比，也未曾拉近彼此的差距。地方城鎮若要成為「地方經濟

樞紐」，首先就要配合據點都市各自的特性，在作為研究開發據點的同時要活用觀光資源，藉此

強化經濟上的向心力。 

臺灣所謂的「地方創生」，指的是活用各個地區的個性或特徵，打造自律且永續的社會。但

想要達成這個目標，首先必須存在有意願維持這個地域、找出地域固有價值，並且要有率先展

開行動的居民。中橋惠等人（2017/林詠純譯，2019）觀察日本地域再生「新疆域（frontier）」的

案例，為地方創生提供新的發想。透過案例分析，瞭解所有的案例都是特定的人，搭配上特定

的地域所產生的，具有極高特定性的個別解決方法。因此「整體化」本身，就會破壞在各個案例

中原本應該關注的特定性，甚至有可能讓日後想要參與地域再生的讀者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地

方創生策略追求的是合乎人文、地理環境的作法，首先要清楚地方創生的本質，應是各有各的

特殊解方，而不是追求像特效藥一樣，希望找到全體適用的良方。（中橋惠等人，2017/林詠純譯，

2019） 

東勢區屬於山城區域，發展地方創生的方式，或許也可以參考芬蘭的經驗。芬蘭在傳統森

林產業的基礎下，孕育出「生物經濟」這樣的新概念，並從事規模或大或小的事業。芬蘭提出

「生物經濟」的理念，所指的是將當地社會狀態，從仰賴石化資源的現狀，轉向以自己擁有的

森林資源為中心的思維，藉以打造社會環境、產業結構等，適用於整體社會的概念。芬蘭的菲

爾卡斯小鎮創造強烈的品牌形象。將僻地這缺點善加利用，用地域森林資源與歷史為根柢進行

活動，展現出不同於都市地區經濟優先價值觀。 

二、為社會生活而設計的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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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哈維（Harvey D., 2005/王志弘譯, 2008）認為，日常生活的不均地理發展，是我們藉

由轉變性的行動，包括論述理解和日常實踐，來造就自己及我們世界的過程的產物。所以，可

以建構一種「由下往上理論化」的模式，藉由透過批判分析，以及對個別狀況的詳細檢查，來辯

認出這些底層力量。使用個案操作內含理論建構，進而討論個案研究如何推進理論，所產生效

果為何。本文關注的是在於有形的物質文化下所形成的無形人文特色。透過研究發現其慶典活

動、民俗文化以及生活空間，這部份在東勢老街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些有特色的活動與

場域更是地方歷史的見證。由於它們的存在使得東勢老街成為一處傳達居民歷史記憶的文化媒

介。因此，透過服務設計方式，將老街的生活空間、民俗慶典空間以及文化觀光場域整合成具

有生命力的文化空間。維克多‧巴巴納克（Papanek V., 1985/楊路譯,2016 初版二刷）認為如果單

純將物品、工具或手工藝品由一種文化搬移到另外一種文化中，並期待他們產生作用，這是不

可能實現的想法。而且，不考慮到背景環境的狀況下，期望日常物品能夠自然而然在不同的社

會中運作，這種想法跟作法也不合理。 

舉榻榻米這種傳統日式住宅所鋪的地墊為例，周邊需要生活習慣配合，才能夠正常使用。

例如：日本人穿襪子入室內，將外出鞋留在門邊的生活習慣，如果換成歐洲人穿西式皮鞋或高

跟鞋入內，不進會破壞榻榻米表面，也會將塵土帶入室內。如果改變了榻榻米的居家習慣，同

時也會改變社會習性，社會生活鍊結因此脫離，這點跟東勢區的傳統疊席店老闆為了老客戶的

生活，跟社會練結不容斷裂的堅持，中西理念不謀而合。每一個地方都有屬於它歷史文化或社

會脈絡裡的設計智慧，其核心價值便是要找到那個地方的設計智慧，來解決當地所可能面臨到

的挑戰、問題，然後，藉由推動服務設計帶來改變社會，以使社會邁入成熟的設計社會。 

三、服務設計與地方連結感的建立 

為了活化衰退的地方，地方創生工作首發由政府推動。也讓居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就是

倚賴政府來幫忙。如果政府沒有繼續投入計畫資源，個人或者公共設施也無法持續營運。日本

操作地方創生，木下齊（2018：130）指出，地方有這樣的心態：「既然地方的力量薄弱，就讓政

治或行政機關為我們做些什麼吧」的想法。呈現出單是接受援助，而無法再生成功的案例，比

比皆是。這種狀況在臺灣客家重點發展區裡，也很容易找到案例。政府常態性推動地方創生計

畫，根據實地訪談瞭解，地方居民的感受有兩類，一是拿到計畫社團、協會負責人，有足夠能力

操作地方創生，因為獲取資金來源是官方，使得一開始投入地方創生事業就離不開獎助金。這

類計畫負責人，本文稱之為利益關係人，利益關係人因一再重複每年申請補助、核銷經費這樣

的動作，變得失去創新的能力。時間拉長之後，原來實踐力強的利益關係人，也會對自己的理

想、作為產生懷疑，心生倦怠。另外一類，則是無能力取得計畫經費，雖然是位於計畫實踐的範

圍內，而此類利害關係人，卻不能如同前項取得計畫的利益關係人直接獲得資源，故而心生排

斥，無法配合者，比比皆是。如果又要利害關係人支付維護設施費用，就更加怨聲載道。因為政

府為了發展地方創生，在重點區域投入資金，打造原本應該要用來活化地方的觀光設施等，反

而需要耗費地方政府額外支付龐大維護費用，或者地方人力資源支持營運，使得一番美意，卻

出現反對地方創生的聲音。服務設計在解決利益關係人跟利害關係人衝突點上，考慮到地方經

營的人力資源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經營地方是發展適用人力資源為要。在創生事業當中，

分別有：利害關係人、利益關係人。考慮到創生事業推動直接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常常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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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地方創生計畫，原因在於他們沒有直接受益，卻深受計畫影響生活起居。例如：老街創生引

入觀光人潮，干擾當地居民生活起居，沒有照顧到他們的需求。如能夠在服務設計上，考慮到

增加當地居民的收入，將這些利害關係人，納入利益關係人，擴大利益關係人的範疇。人力資

源解決之餘，反對勢力也減少了，創生事業阻力降低，成功率自然增加。木下齊：「與其用低薪

雇用全職社員，不如增加原本就在當地工作的員工的薪水（2018：135）。」若說地方創生為街區

發展觀光策略訂定的理念骨架，社會的連結感應該可以說是神經系統。空有骨架沒有神經系統

連結，無法發揮四肢靈活運作的功能。山崎亮（2011/莊雅琇譯，2015）主張社區設計的理念，

著重於人的社會連結感受，強調社會人際網絡的重要性。他認為設計應該是由人來推動，而不

是為設計而設計。是由素人與專家共同合作產出美麗的「物」或「事」，雖不能說是專業設計，

卻也不能歸為業餘。透過這活動，參加的人們互相連結，成為朋友，對居住的城鎮產生情感後，

素人與專家雙方都會自願繼續參與。（山崎亮，2011/莊雅琇譯，2015）文中所討論的社會連結感，

係指存在於東勢區傳統農村社會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網，該地區從過去開發以來的中心街區，以

及農村聚落，皆有其良好的人際網絡。而非新市鎮規劃、建造過程中，聚集起來的人群。此屬來

自各地方，過去彼此並不相關的居民類型。將傳統產業所串連的社會感強化凝聚力，重新建立

對生活的感動，得以形塑區域社會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應該超越一般認定的社區，是社群生活

的一種社會實踐（鄒崇銘，2015）。 

近年臺灣很熱衷都市更新，但城市行銷與改造需要更大格局的導引，才能夠創造商機；休

閒娛樂對於辛勤工作的現代人不可或缺，只要懂得讓人放鬆就有商機；臺灣日益邁向老人社會，

但相關設施與人力不足，這正說明著熟齡市場裡蘊藏的無限商機；家鄉味所引發的懷舊商機，

以上種種，日本都提供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例如：善用在的天然資源，壯大商品陣容。工藝技術

保存與發展，老牌子的東西很耐用，得到使用許多年都不會壞的好口碑。因此，日本品牌發展

單一品項極致化，一個刀具品牌竟然能夠開發出幾百種刀款，還活了兩百多年。東勢區的客家

傳統產業文化休閒資源發掘，更可以取經於日本將店鋪與工作室合一的概念，由於每間店鋪與

職人工作室合而為一，工藝師與客人互動機會很大，可以直接聆聽客人心聲，這種經驗與造訪

一般藝術品商店相當不同。此外，社區老建築再利用，亦可成為社區的藝文發展中心（柯珊珊，

2017）。 

關於服務設計思維用在東勢老街的創生，可強調合作以使得共同創造成為可能，讓服務變

得更加有用、可用、有效，旨在提高用戶體驗和服務質量的創新思維和方法。客家聚落特色的

東勢老街，居民生活以農業為主，適合發展農業體驗活動，作為服務設計的標的。利用農業體

驗設計，將服務設計運用在以農耕為主業的東勢客家老街創生，可運用於農業體驗上，有莊婷

鈺（2017）研究，農業是與土地接觸最直接的方式，但都市化嚴重的臺灣社會，多不以農業維

生，能夠參與農作接觸土地的機會較少，由於食安與環境問題，讓越來越多人願意透過農業體

驗對土地有更進一步的感受。歸納出適合農業體驗之設計方法與流程；將上述流程及方法應用

於東勢客家聚落農業體驗設計。今日面對全球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以服務設計來面對老街創

生，有助於克服老街永續經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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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以實地訪談與踏查為主，輔以對特定在地青年問卷分析，綜合歸納後得到結果。

透過立意選擇之問卷調查與口述訪談法，挑選東勢老街區上，三代經營的傳統產業為研究標的，

討論產業文化跟社會生活鍊結程度，企圖找出傳統產業文化的本質，尋找其中與生活相關的社

會連結。研究步驟首先以整理相關研究文獻，了解老街所具有的空間元素與文化生活，接著透

過調查與訪談，整理出屬於當地的文化資源，歸納出東勢老街與整體環境的特色，進而提出服

務設計可以提供老街創生的項目。 

1. 研究範圍 

調查地點以臺中市東勢區的本街街道建築為主，逐一調查並探詢店家有關店面之相關資料，

記錄調查表，最後用 EXCELL 分析結果、繪圖。最後彙整成果，做成結論與建議。主要研究內

容之成果展現，以質性研究內容為論述方式。調查區域以本街為主。本街是東勢南北綿延八百

多公尺，在地人稱為：「舊街路」。穿越東勢區，從第一至第五橫街以及忠孝街縱貫其中。第三橫

街南北兩側當地稱為「街心」。街心以南有旅店、酒家、打鐵店；街心以北則有布莊、香店、秤

店、茶行、中藥局、碾米廠、委託行、銀樓等老舖。舊街路見證了東勢生活變遷，保有東勢林業

發展時期的產業結構在此仍可以看到痕跡。921 地震前，部分老舖已轉手由房客經營，連棟街屋

的居住型態也有變化。由於大多數店舖歷史悠久，屬於磚造建築，在 921 地震時受損極嚴重。

災後經由居民努力，本街快速重建，除解決居民單純「住」的問題外，同時提昇地區公共設施水

準，建立人行系統，提供高品質購物空間，復甦市中心商業機能。重建過程中，部分居民不耐長

期等待，逕行申請個別重建，縣府也核發建造執照，導致目前街區街屋店面形式不一致，但仍

不脫商業營業項目。本研究調查本街建物現況，範圍從本街 6 號到本街 369 號。初步調查本街

街屋之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建議老街觀光資源設計目標，評估重點為：公共空

間改善基地之適宜性，以及作為文化創意觀光產業之適宜性，沿街逐棟評估紀錄於調查表。 

2. 訪談對象 

分別為東勢區駐地工作站活動之社團領袖、工藝師、在地青年，作為定向訪談對象。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實地調查統計土地權屬共計 93 筆資料，75%為自有，24%為租用，1%為公有地；傳統店面

調查以外觀或建物屋齡 30 年以上者為判別標準，傳統店面調查共計 260 筆資料，傳統店面佔

20%，非傳統店面佔 72%，其餘為空地站 8%；顯示本街大部分房屋為屋主自有，且多數為非傳

統店面。此點符合 921 重建之後的建物特點，有統一重建也有自行重建，導致建物形式不一。

建物現況調查資料，其中 8%為空地，「環境有整理」佔 86%，「結構堪用」佔 90%，「構造設備

堪用」佔 83%，「損壞情況堪用」佔 90%；顯示本街地區房屋大部分維持良好。以作為「公共空

間」之適宜性評估及作為「創意產業」之適宜性評估兩項分析，適合作為「公共空間」比例佔

6%，適合作為「創意產業」比例佔 5%，顯示該本街地區作為「公共空間」及「創意產業」之適

宜性低。此點對於老街創生需要釋出公共空間與創意產業經營空間，相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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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東勢傳統產業業者、工藝師等作深度訪談，內容大綱包含三大項目，第一部分

是訪談者的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是工藝的傳承與團體成立的起源，以及工藝的技法介紹，第三

部分則是針對工藝或團體的未來經營策略。訪談人數共計 20 人，其中平均年齡 62 歲，以 50-59
歲較多，年紀最小 31 歲，年紀最長的匠師已 88 歲。性別多數為男性，僅有 4 位女性；多從事

生活工藝品創作，專長項目以竹編師傅為多。源於東勢石圍牆一帶，早期有竹編產業，發展該

地居民以竹編為農餘副業。現在雖然竹編產業已經衰落，當地仍有多位師傅繼續以竹編為業，

其他，有少數則從工商、公教退休之後，發展竹編技藝為藝術品及文化創意產品。 

技藝傳承方面，其中有 12 位是自學自通，12 位是家族型式經營。家族傳藝的匠師，有一位

已經傳至第四代，並有第五代傳人，6 位則是第三代傳人，2 位的第二代。產業、工藝能傳承至

今者已達第三、四代，第三代平均年齡 25 至 45 歲。因為屬於家族企業型式，所以，東勢區傳

統工藝仍有半數的新生代，願意回家接手企業。 

伍、結論 

實地調查傳統產業類別與人民生活連結度，以東勢居民宗教活動重心在文化街，其行政活

動區則為豐勢路。而本街位於豐勢路與文化街之間，屬東勢街區商業活絡範圍。本街「街心」，

是東勢人重要生活圈。南北綿延八百多米，穿越東勢鎮心。此地有密集的商業活動，東勢人多

半務農為生，習慣到本街採買相關生財器具和生活用品。經營傳統產業店家，世代居住於當地，

服務客戶長達三代，也讓商業活動蘊含著社會的人際交情。雖然，營業額隨著人口老化而下降，

並不會純粹以經濟收入考量，取消營業項目。東勢老街創生服務設計策略可以針對以下幾點來

做加強：1.傳承至今者已達第三、四代，第三代平均年齡 25~45 歲。2.早期各家產業發展蓬勃，

時代變遷競爭之餘，能留存至今者多為現今東勢地須需求之民生用品，如竹編、打鐵、農機具、

醬油、榻榻米等，堅守品質，但銷售範圍受限。3.人口老化嚴重，許多工藝產業面臨無人傳承、

人手不足的問題。4.東勢老街區與外圍農業區各自發展，各協會獨立作業少有合作同盟關係。建

議強化服務設計策略如下： 

1. 培育青年投入傳統工藝產業 

地方領袖、耆老多超過七十歲，傳統產業的第三代平均年齡 25~45 歲。雖然許多產業已有

接班人，但東勢區仍是臺中市轄區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地區，因此還是有許多工藝產業面臨無人

傳承、人手不足的問題，因此需要的是建立培訓教學系統，如成立培訓學校，讓技藝沒有斷層。 

2. 長者的生活智慧視作珍貴教材融入生活傳承出去 

無論是竹編、打鐵、醃漬釀造，地方領袖、耆老多訪談紀錄及錄影能重現傳統技藝的原貌，

然而「傳承」是需要有人跟著學、照著做的事，長者的手藝與智慧需要手把手帶著來傳承；山城

生活體驗營、青銀共創或媽媽教室等工作坊，能將長者的智慧視作珍貴教材融入生活傳承出去。 

3. 建立產業聯盟經濟網絡 

東勢街區與外圍經濟產業區各自發展，各協會獨立作業少有合作同盟關係。需要建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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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平台，銜接東勢街區與外圍休閒農業區。建立一良好的溝通平台，協助兩區可以共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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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透過次級資料的蒐集與文獻研究，探討睿能創意（Gogoro）的發展歷程與創新策略，

結果發現與 Thomas & Maine （2019）探討的電動汽車品牌「特斯拉（Tesla）」的策略極為相似，

可視為「建構式創新」策略與具「攻擊者優勢」的市場；Gogoro 的電池、換電站、電動機車與

操作系統等互補資產與技術強化了其價值主張，而在發展時開拓的是電動機車新市場，並非與

傳統燃油機車廠商正面競爭，因而能夠在臺灣市場中快速成長，成為臺灣機車市場的領先品牌。 

關鍵字：電動機車、創新策略、創新擴散、利害關係人、Gogoro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Gogoro'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econdary data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ogoro’s strategy is very similar to 
the electric vehicle brand Tesla investigated by Thomas & Maine (2019),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an “attacker’s advantage” in the market. The 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battery, charging station, electric scooter, and operating system 
strengthened the Gogoro’s value proposition, also, Gogoro opened up a new market for the electric 
scooter instead of competing with traditional gasoline-fueled scooter manufacturers. As a result, 
electric scooter market grows rapidly in Taiwan and now the Gogoro is the top brand in Taiwan's 
scooter market. 

Keywords: Electric Scooter, Innovation Strategy,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Attacker Advantage, Tesla.  
 

壹、研究背景及動機 

機車是臺灣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儘管 1995 年時政府即有補助發展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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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政策（莊士緯，2015），但直到 2015 年 Gogoro 推出第一款電動機車後，才被認為真正對

臺灣機車市場產生影響；特別在光陽、三陽、山葉、宏佳騰、摩特動力、台鈴等具有產業優勢

的燃油機車品牌大廠環伺情況下，身為新創品牌公司的 Gogoro 依然能夠崛起，並曾於 2019 年

末超越山葉與三陽，登上單月掛牌數第二大臺灣機車品牌（吳冠儀，2019），其快速發展的歷程

與策略相當值得探討；而對照 Thomas & Maine（2019）探討「特斯拉（Tesla）」電動汽車個案

的發展歷程、「建構式創新策略」與「攻擊者優勢」，本研究認為與 Gogoro 極為相似，亦期望於

本研究中進一步比較及探討。 

貳、文獻探討 

一、特斯拉（Tesla）的發展歷程 

根據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所提出的宏圖計畫（Master Plan）（Musk, 2016），最初於 2006 年

規劃的歷程包含四階段：1.打造一款產量低且必須昂貴的車型、2.用所賺得的錢研發產量中等而

價格相對較低的車型、3.用上一步所賺得的錢創造產量高，價格更親民的車款、4.提供太陽能電

力。而 2016 年的二次宏圖計畫（Master Plan, Part Deux）（Musk, 2016）則包括：1. 整合企業資

源製造出美觀並可創造與儲存能源的太陽能屋頂面板、2.擴充電動汽車產品線以涵蓋主要的陸

上交通市場需求（如重型卡車、城市內客運車）、3.透過大量的車隊學習，開發出比手動駕駛安

全 10 倍並具有容錯功能的自動駕駛功能、4.讓電動車閒置時透過共享來為車主賺錢。兩個計畫

階段的最終目的都並非汽車製造，而是專注於能源與共享產業。也由於電動車的零件更少，無

須頻繁換油或對內燃機等動力元件進行繁瑣的調校，其開發方式更像是手機與軟體而非傳統的

汽車製造。 

Thomas & Maine（2019）的研究也驗證了前述概念，與傳統燃油汽車廠新車款式價格越來

越高的趨勢相反，2008年特斯拉的超級跑車Roadster約 11萬美元、2012年定位為豪華車的Model 
S 約 6 萬美金、2017 年定位為主流使用者的車款 Model 3 則可低至 3.5 萬美金，特斯拉推出的電

動汽車價格反而越來越低；而相較於同等級的燃油汽車，特斯拉的關鍵特徵在於驚人的加速性、

更低的價格（如 Tesla Roadster 0-60mph 所需時間低於 5 秒，11 萬美元的價格遠低於同等級加速

性但售價高達 100 萬美元的法拉利；Tesla Model S 亦低於 6 秒）與更長的「行駛里程」（如 Tesla 
Roadster 行駛里程為 245 英哩，遠高於 GM EV1 的 55 英哩或 Honda EV Plus 的 81 英哩；Model 
S 行駛里程為 265 英哩，遠高於當時行駛里程居次 BYD e6 的 122 英哩）。前述發展階段可與

Gogoro 的產品發展歷程對照，以瞭解發展歷程與策略上的異同。 

二、特斯拉（Tesla）的「建構式創新」策略與「攻擊者優勢」 

    Thomas & Maine（2019）的研究採用「攻擊者優勢（Attacker’s Advantage）」分析圖（Gans 
& Stern, 2003）以及的「應變圖（Transilience Map）」（Abernathy & Clark, 1985）來分析特斯拉

的策略，如圖 1。其結果認為「特斯拉（Tesla）汽車」是運用建構式創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和攻擊者的優勢進入競爭的汽車市場。「攻擊者優勢」分析包括二個問題，一是現有企業的互補

資產是否有助於新技術的價值主張，二是新創公司的創新是否會影響現有廠商的有效發展，如

果兩個問題的答案均為否，則可透過攻擊者優勢形成技術領先的地位以進入利基市場，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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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特斯拉採用的鋰電池技術、網路與手機產業發展形成的互補資產，有助於特斯拉將電動汽

車視為手機開發與更新的模式；而特斯拉創立初期並未影響現有廠商的發展，因而並未面臨直

接的產業競爭，而傳統車廠已具備的生產技術能力、客戶族群與通路，在此反而成為發展電動

汽車的最大阻礙。另一方面，「建構式創新」須以新技術和新生產力，投入現有企業不熟悉的新

市場以建立起新客戶的連結，其特徵包括「核心概念」是被「強化（reinforced）」而非「激進式

創新（Radical Innovation）」的「顛覆（overturned）」；而「核心概念」與「元件」之間的「連結」，

則有超越「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的成效，其帶來的改變進而形成產品體系的

結構創新，讓系統中不同的組件可在改進的結構體系內進行修改（如重量更輕、外形更小等）

（Henderson & Clark, 1990），相對於熟悉技術生產力及市場的「定期漸進式」創新；具有新技術

與生產能力但不熟悉市場或須創造新客戶的「利基式創造」；或是儘管技術或生產能力已經被推

翻，但市場與客戶仍存在的「革命式創新」等策略更加困難。Gogoro 的策略是否亦可視為「攻

擊者優勢」與「建築式創新」策略，本研究中亦將蒐集佐證加以分析。 

 

 

圖 1：（左）新創公司進入市場的應變圖；（右）攻擊者優勢分析圖 
修改自 Thomas & Maine（2019）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研究方式，廣泛蒐集次級資料與相關研究報告，瞭解 Gogoro 的發展歷程及策

略，特別是針對設計創新光譜的三層級中（Na, Choi, & Harrison, 2017）「企業策略層級商業模式

與市場定位創新」，以及「新產品或新服務創新」為主，以建構研究分析基礎，進而能於後續訪

談探討與中間層級「設計部門組成與流程的創新」的關聯。 

二、 研究對象: 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Gogoro） 

Gogoro 由陸學森和宏達電前技術長 Matt Taylor 於 2011 創立，於英屬開曼群島註冊 Gogoro 
Inc.成為外商公司，並於 2011 年在臺灣成立分公司「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Gogoro Taiwan 
Limited」，2014 年時以此分公司設立「英屬開曼群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Gogoro 
Network）」與「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Gogoro Taiwan Sales and Services limited）」，分別

負責「能源網路」及「銷售服務」；2019 年設立「睿能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共享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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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採訪的報導中曾提到，量產智慧電動機車原先並非 Gogoro 的目標，創辦人陸學森提到

其目的是建構一套由智慧電池交換站、物聯網系統和電動機車所構成的智慧能源網路系統（曹

以斌，2018）。由於初期拜訪臺灣各家燃油機車廠尋求電動機車製造的合作皆被拒絕後，才決定

獨力開發智慧電動機車。本研究分析 Gogoro 於 2012 年甫創立時所申請的 17 項發明專利，也發

現除了「電力儲存」相關專利外，已包括電動機車核心的「電動馬達驅動模式」、「電動車輛的

待命和診斷方式」等專利，可佐證在此時期除了電池與交換站外，也已開始構思電動車體內動

力傳動零件與軟硬體整合。相較於燃油機車，Gogoro 電動機車的特點在於快速換電獲取能源的

機制，以達到「即換即騎」的使用模式，因此如何在車輛製造與換電站設立之間取得平衡是Gogoro
的重要挑戰。 

肆、 研究結果 

一、Gogoro 電動機車的發展歷程與特斯拉的策略對照 

    本研究對照 Gogoro 電動機車各系列的推出時間、規格與銷售價格，發現與特斯拉汽車 2006
年時推動的宏圖計畫策略相當吻合，而與 2016 年特斯拉提出的二次宏圖計畫策略相較，Gogoro
在換電站的能源規劃、產品線的細分市場需求、車輛共享等皆有對應的相似策略，僅車隊學習

與自動駕駛的技術開發並未強調，且 Gogoro 另外發展出「免費開放 GoStation 電池交換授權」、

「授權維修體系加盟」等新策略。本研究將 Gogoro 發展歷程分為三階段，並將其產品推出歷程、

產品定價、市占比例與合作夥伴車款整理如下列圖 2 所示。  

 

圖 2 Gogoro 車款價格、上市時間與累積銷量歷程變化表 
資料來源：Gogoro 官方網頁（2020）；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020），本研究繪製 

（一）、Gogoro 發展第一階段（2015-2016） 

2015 年推出的 Gogoro 1 智慧電動機車，為 Gogoro 所有推出車款中的最高價（Gogoro 1 與

Gogoro 1 Plus 分別為台幣 12.8 萬及 13.8 萬）且產量少的車型，乘載設計上為 1.5 人使用，整體

構成為三角形結構，採用鋁合金一體成形的沖壓車架以呈現跑車的定位，因此車重極輕（不含

兩顆電池僅 94kg），懸吊也採用極罕見的鋁合金單臂式倒叉前避震與多連桿式後避震以強調操

控樂趣。當時是臺灣市場中唯一能比照 125cc 白牌機車動力等級的電動機車產品，最高時速為

95km/h、最大馬力 8.58hp、最大扭力 25/174 Nm（馬達/輪上）、續航力 125km，遠超過當時他廠

所推出的電動機車（對比當時 e-Ｍoving Super EM100 規格，最高時速為 50km/h、續航力 60km，

為 50cc 綠牌等級）。獨特的設計包括採用 Keyfob 無線智慧感應鑰匙、方向燈回正自動關閉、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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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制的性能升級等獨特功能，市場定位為高端且熱愛新潮的早期採用者。 

（二）、Gogoro 發展第二階段（2017-2018） 

    2017 年推出的 Gogoro 2 電動機車，價格明顯較 Gogoro 1 低（Gogoro 2 與 Gogoro 2 Plus 分
別為 7.38 萬及 7.98 萬），為針對大眾消費者而推出的車款，設定上增加為 2 人乘載，加長乘載

坐墊與車廂空間以提高騎乘的舒適性與置物空間，整體構成為六角形結構，由 1 系列的鋁合金

沖壓車架改為與傳統燃油機車相同的鋼管焊接車架，因此車重變重，多數零組件也改為與傳統

燃油機車可共通的規格，如懸吊系統改為傳統潛望鏡式前叉和雙槍式後避震，前後輪則針對舒

適取向改為前 14 後 13 吋的歐規輪胎。最高時速略降低為 90km/h、最大馬力同樣為 8.58hp 但於

略低轉速 3,000 rpm 時即可產生（1 系列為 4,500 rpm）、最大扭力 25/205Nm（馬達/輪上）、續航

力則在電池技術發展下提高為 150km，綜合下更能加強多數人用於通勤上的表現。此階段也進

一步擴展產品線以細分市場；包括強調高質感與豪華感的 Gogoro 2 Deluxe、針對女性或身材較

矮小消費者的 Gogoro 2 Delight、強調越野風格的 Gogoro S2 Adventure、講求經典街頭與紳士風

格的 Gogoro S2 Café Racer 以及強調企業商務用途並可用以載貨的 Gogoro 2 Utility。 

  在能源網路方面，Gogoro 於 2017 年底再倍增至近 500 站 GoStation 電池交換站，密度設定

為六大都會區每一公里一站，同年 3 月公開「能源網路 2.0」計畫，針對 GoStation 導入大數據

與 AI 人工智慧用以分析電池的調配，使其更精準提供能源，並推出 GoStation 2.0 以改善「815
全臺大停電」時 GoStation 無法提供能源服務的問題，可自主提供電力營運 48 小時，此階段也

開始與中油、全聯、7-11、全家等熱點合作建置 Super GoStation 超級電池交換站。 

  在共享服務部分，Gogoro 銷售其機車與換電系統，由德國 BOSCH 集團子公司 COUP 於 2017
年起（2016 年 8 月簽訂）柏林、巴黎、馬德里等歐洲主要城市推出電動機車共享服務平台（此

服務於 2019 年 12 月中停止，由德國共享服務 Tier Mobility 收購）；2017 年底，則另與日商住友

商事合作，與日本沖繩縣石垣島推出「GoShare 智慧雙輪共享服務」。 

在電動機車維修體系建立部分，2018 年起 Gogoro 即與教育單位合作規畫人才培訓；例如

與新北市泰山高中成立「新北市 Gogoro 智慧雙輪技術認證中心」，2019 年則與臺灣師範大學機

電工程學系合作開設「Gogoro 電動機車維修人才培訓專班」，培訓電動機車師資，以及進行電

動機車教材編寫，同年也與修平科大共同建置「智慧雙輪維修服務訓練中心」，導入 Gogoro 的

訓練課程，輔導學生取得 Gogoro 維修證照，本研究也預期，Gogoro 後續將尋求與傳統機車行

的合作夥伴關係建立起維修體系以對應成長快速的銷量與能源網路拓展。 

（三）、Gogoro 發展第三階段（2019 迄今） 

2019 年中推出的 Gogoro3 電動機車的價格更低（Gogoro3 與 Gogoro3 Plus 分別為 6.998 萬

及 7.598 萬），延續先前的鋼管車架，設定雖同樣為 2 人乘載，但更進一步將車頭向上拉提，減

去車前導流面積以減輕重量，視覺上有更長的坐墊與更大的置物空間，整體構成為變形六角形

結構，外殼改為無烤漆的 PP 材質以降低刮傷的明顯程度。最高時速再降低為 86km/h、最大馬

力略低為 8.31hp、續航力則維持 150km。2019 年夏天推出的 Gogoro VIVA/VIVA Lite，更進一步

降低至所有車款的最低價（5.498 萬/5.298 萬），已達一般燃油機車的價格帶（如光陽 GP 12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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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碟煞版定價 5.8 萬），僅搭載一顆電池，車高為 74cm、車重大幅減輕為 71kg，為所有車款中

最低與最輕的款式，前後輪為 10 吋，目標在於進入 50cc 綠牌動力等級的市場；動力方面改用

輪轂馬達，讓起步更為輕快，適合短距離的使用，最高時速降低為 63km/h、最大馬力為 4.02hp、
最大扭力 96/200Nm（馬達/輪上），續航力為 85km，整體構成有如船體般穩重的倒梯形。 

另一方面，此階段較特殊是透過 2018 年初開放 GoStation 電池的交換授權（使用 Gogoro 電

控系統與電池機制），促成了 2019 年形成的 Powered by Gogoro Network （PBGN） 智慧電動車

聯盟，包括 YAMAHA、宏佳騰、PGO 摩特動力等著名品牌皆已採用 Gogoro 的能源網路系統與

動力控制系統，此階段市場上已有 14 款車型採用 PBGN 換電系統。 

  Gogoro 1 至 Gogoro VIVA 各系列逐漸降低價格的策略，也帶動銷量而逐步提高市佔率，從

2015 年佔有電動車市場比率由 35%提升至 2019 年 86%（佔總體機車市場為 0.5%提升至 16%），

而換電站的數量也提升至 2020 年的 1,633 站（含建置中），隨著提升的銷量於四年內快速擴展

至全台灣，2019 年再設置於澎湖、苗栗、東港、台東等地，於臺灣各縣市都至少有一個服務據

點，2020 年預計再增設 60 個服務據點，能源總體使用用戶數已超過 27 萬，加上前述五家加入

PBGN 的智慧能源聯盟，以及直營的「GoShare」共享服務，均呼應了 Gogoro 原先「賣電」而

非賣車的策略目標。而不同系列車款之間的設計，則透過「減法設計」的理念，細節則透過「膠

囊造形（Pill Shape）」融合於車身各零部件以創造整體風格的一致性，而電池與換電站則運用「圓

角矩形（Squircle）」，營造具力量但好親近的意象，使得整體品牌與產品的形象鮮明並具獨特性。

如圖 3 所示。 

 

圖 3  Gogoro 系列電動機車設計架構圖（本研究繪製，圖片取自 Gogoro 官網） 

二、Gogoro 電動機車的建構式創新與攻擊者優勢 

    本研究分析也發現，Gogoro 的策略結構符合「建構式創新」的特徵，包括發展出的是新興

市場，並未明顯影響傳統燃油機車的市場；另一方面，Gogoro 所建構的電池、換電站、電動機

車、iQ System 智慧連網系統等，均非當時燃油廠商所擁有的核心技術，其採行更像是手機的模

組式開發與組裝而非傳統機車製造，並可線上更新車輛效能與韌體版本等，與特斯拉汽車的作

法極為相似。 

 

圖 4 電動機車與傳統機車 2006-2019 銷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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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goro 官方網頁（2020）；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020），本研究繪製 

比對臺灣 2006 年迄今的機車市場銷售量，如圖 4，可發現臺灣機車市場年銷售平均一年約

60 萬部，但自 2015 年 Gogoro 1 系列推出後，2016 年至 2019 年臺灣機車市場平均銷售量躍升

至一年 90 萬部，且增加數量主要均為電動機車，原本燃油機車市場並未消失或受到電動機車顯

著擠壓，本研究認為可視為未與燃油車廠正面競爭的佐證。而 Gogoro 的出現則重新定義了臺灣

市場對於電動機車的想像，顛覆過往電動車速度慢，續航力低的印象，也提供新穎的低噪音高

加速性騎乘體驗，產生願意嘗試新科技、高性能與獨特風格的早期使用者，並逐步向下拓展至

分眾市場、主流使用者甚至更親民的買菜車，甚至吸引到原本不騎機車的消費者。且儘管政府

自 1995 年「補助新購電動機車執行要點」至今均持續提供電動機車購買補助，如 2011 年推動

「電動車免徵貨物稅」、2014 年「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辦法」、2017 年「電動

機車產業共通標準建置與補助計畫」等，但真正能促成電動機車市場快速成長的因素，仍須歸

因於 Gogoro 的出現，搭配政府的補助政策而共同促進臺灣機車市場的轉變。 

 

圖 5  Gogogro 的建構式創新圖  
資料來源：Gogoro 官方網頁（2020），本研究繪製 

另一方面，分析 Gogogro 的專利及推出新產品與新服務的歷程，本研究認為係在能源經營

的核心概念下，第一階段由電動車的核心元件：電池開始、次之在都會區設置基本數量的換電

站、開發極為獨特的電動機車與新軟體 iQ 連網系統，建構了第一層核心架構與互補資產，形成

建構式創新的護城河後，再逐步擴大規模、調整市場定位並基於核心架構基礎更新功能，如圖

5。在第二階段中，電池在限制中略微提升容量，換電站推出可自主供電的 GoStation 2.0；站體

設置也突破 500 座，並針對換電站未普及的縣市提供 GoCharger 自主充電器的申請；車款則針

對分眾市場推出 2 系列車型，並採用 Gogogro 自行生產的特規車型與郵局和物流公司 DHL 合

作，初步展開 PBGN 智慧電動車聯盟。至第三階段，電池則在維持原樣式尺寸與規範下，透過

更換內部電芯將蓄電容量提升 27%，並推出的 GoStation 3.0 換電站，讓電池數量增加 50%但所

需佔地面積減少，能在更小空間存放更多能源；車輛部分發展至國民車市場，推出更低價的 3
與 VIVA 系列，同時也與 PBGN 合作夥伴推出新的分眾市場車型，並開啟台灣機車共享服務

GoShare；iQ 連網系統在此階段已趨於使用體驗上的定期更新，並開始將大數據成果應用於使

用者接觸層面。綜觀而言，Gogogro 一開始設計的能源系統、機車動力系統架構與尺寸規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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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可透過韌體持續的更新強化、能源技術的升級以及 PBGN 聯盟合作，來共同提升能源

使用效益以促使創新擴散，此歷程逐步建構出 Gogoro 的能源生態系統的建構式創新護城河，形

成技術領先的「攻擊者優勢」，鞏固了電動機車新市場並開始影響傳統燃油機車的市場結構。 

五、結論 

本研究探討 Gogogro 與特斯拉汽車的「建構式創新」與「攻擊者優勢」相似之處，均運用

現有市場中非主流的核心技術來開發新市場而非與傳統製造商市場正面競爭、透過降低價格策

略進入主流細分市場，並透過共享服務推廣能源使用並降低使用者門檻。而 Gogoro 另透過「免

費開放 GoStation 電池交換授權」與「授權維修體系加盟」等多元合作模式擴大市場，並呼應「賣

電」目標，僅車隊學習與自動駕駛的技術開發並未發展，此結果有助於釐清 Gogoro 的創新模式，

並逐步透過建構式創新擴展能源網路，達到其能源經營而非電動機車銷售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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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網路越來越蓬勃的年代，許多不同功能與特質的社群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吸引了不

同族群的使用者，尤其年輕族群在 Instagram 的活躍程度比老年族群高出許多，也因而推動了

網美族群的出現，他們有自信且不吝嗇的分享自己與生活，卻也因為過度的行為而造成大眾的

反感，而這類族群中亦存在著許多共通的符號及意涵。 
本研究解構解網美之生活形式、妝容穿著、個人特質中的特殊符碼及符號，以作為文化創

意發想之參考。從文化元素可看出網美具有相當程度之美感經歷、體驗與最新訊息，且使用手

邊最簡便的工具創造出最佳的視覺效果，因此本研究規劃一套網美文化探索課程，幫助同樣想

要變得更好或是對自己並不了解的人，協助提升其自信與生活質感。 
關鍵字：網美、文化意涵、文化創意發想 

Abstract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media are emerging in an era when the network is 
booming . Each social media has different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so it attracts different user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on Instagram are more active than older people. So there's Internet Celebrity 
Groups. They have the confidence and willingness to share their lives with themselves generously, but 
they may cause popular repugnance because of excessive behavior. But self-confidence and self-
awareness are not a bad thing, and there are many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is group. 

This study further deconstructs the special codes and symbols in the online red dat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et celebrity groups, make-up hairstyles, dress,dressed, frequent places, 
etc. And use the results 'as a reference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ity..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it, in addition to self-confidence, had a fairly high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They have a lot of the latest pop information and create the best visuals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study plans a set of courses to explore the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celebrity groups. To help people who don't know themselves and want to improve their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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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internet celebrity groups, cultural implications, Culture and creative ideas 

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目的 

近年來網路改變人類生活方式，不同的網路使用者能夠透過媒體得到更多連結，讓溝通和

分享的形式不受限於空間與時間，亞太地區約有 15.7 億人為社群媒體使用者，每人每日平均

使用社群平台的時間高達到 2 個多小時（莊膳榕，2018），網路的普及使得「網美」發展成為

新名詞與新族群，他們與ㄧ般人相較之下是較注重外表與生活體驗之族群，也在社群網站中會

因個人特質的不同而有特定的風格穿著、喜愛使用的配件產品、甚至外出的場所…等，並且透

過社群網站之經營獲得許多粉絲的追蹤與關注，為探討其族群之特質，本研究將以網美族群作

為文化研究對象，探討該族群的特殊符號意義與期待表意涵，以作為後續文化創意發想之基

礎。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亞洲地區之網美作為研究對象，因歐美地區之網美與亞洲地區有較大風格之差

異，故將研究範圍限縮至亞洲地區。 

 

貳、文獻回顧 

一、網美定義 

網路紅人，簡稱「網紅」；網路美女，簡稱「網美」，而「網紅」這個語詞是近年由中國流行

到台灣的新興詞彙，意旨人因外貌、才藝或是特殊事件在網路上突然竄紅，在有意與無意間受

到網路世界的吹捧的素人（郭芳伃，2018）；隨著網際網路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民眾使用媒體

的機率大幅增加，每個人都能輕易地上傳及觀看文字、照片及影片，讓資訊能在短時間內透過

「分享」而有高曝光率及廣大觸及率（陳奕璇 2016），然而這些網紅們，使用個人社群分享日常

生活或是個人經驗，可能只利用幾分鐘的影片、簡單的文字或是幾張圖片相片，除了能讓自己

得到壓力的抒發及得到關注外，亦可讓觀眾擁有感同身受的體驗（吳品萱，2017）。 

二、網美族群之自我認同 

網美被社會套上了標籤，認為他們是積極運用自己美貌優勢疊加名利的人，社會較為片面

的觀念使得他們為自己的外貌勞動不能理直氣壯，迷戀美麗女人，卻又不希望她努力維持、更

不希望她化為自戀的主體，但事實上網美是相對手邊可用資源較少卻仍渴望受人崇慕的人們，

他們非常瞭解自己美貌優勢且善用既有資源，即使實踐的方法可能因資本不足而無法達到細緻

效果，也沒有做非法的行為，卻被大眾嘲諷與嘲笑（婉昀，2017），但他們依然為了成就自己而

努力著，花費心力與時間試著認識自我，使自己感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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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美經濟 

網美利用網際網路及先進的技術手段，能夠低成本、全方位、立體、及時地展現自己，以及

自身背後想要表現的價值體系，為的就是讓目標人群產生認同，透過將自己的名字當作品牌來

經營，可能會是比建立傳統品牌效率更高的一種方式，網美根據其對消費者的理解，不斷調整

溝通、定位、產品，來形成共同良性發展，產品既是目的亦是一種營造社區的手段（億邦動力

網，2017），網美在網路上看似「做自己」，但隨著粉絲人數的增長，網美感受到持續經營的壓

力，接續該怎麼做才能獲得更多人氣。原本應為即時分享的理念，卻在觀看的壓力下成了長期

的枷鎖，若無法抓到大眾的喜好，就只能面對人氣下滑的恐懼（劉雨涵，2018）。 

四、文化意涵與元素 

根據劉建欣（2008）指出「文化」包含『形而上』的精神心靈感受，亦包含無形的觀念思想；

『形而中』的生活文化，包含生活中發生的現象與生活形態；以及『形而下的器物文化』，包含

生活中具體且有形的器物。 

 

參、研究方法 

一、參與式觀察法 

參與式觀察為一種研究策略。它被廣泛運用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其目

的是與一個特定人群及其行為，建立一種密切與親近的熟悉感，並且密集地參與他們的日常生

活進行觀察，然而本研究親身到訪網美經常出現之地點、觀察紀錄網美之特色與使用之物件、

大量蒐集網美於社群網站之圖文等，並在「沒有先入之見」之情況下進行探討。 

準備之紀錄工具：拍照設備、錄製之影音設備、筆記本、筆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旨透過蒐集有關資訊、調查報告、圖書、期刊與學術論文等文獻資料，全面的

鑑別和掌握所想要研究的議題現象並且加以整理歸納，而後分析事件的淵源、原因、影響及其

所隱含的意涵或意義。 

本研究主要以社群網站使用者中之網美族群作為探研究對象，大量蒐集相關之圖片、照片

及文字資料，針對其妝容、服裝、配件、地點、生活型態、社群網站經營形式等進行分析統整，

亦針對網路論壇上民眾對於網美之評論進行解析，後記錄文字與圖片，爾後得到其文化象徵符

號以作為研究之參考，並且發展文化創意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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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應用觀察法與現有文獻蒐集，經由統整之後分析網美族群的特殊文化特質與文

化意涵，藉此作為未來構想之基礎，並且最終產生文化創意構想成果，其研究架構如下圖 1。 

 

圖 1 研究架構圖 

肆、研究成果與分析 

一、研究成果 

經由前幾章之文獻資料蒐集與整理後，安排時間至網美族群時常聚集之地點進行觀察記錄，

進而發現網美族群的生活特質，以服裝飾品而言大多以較大地色系、淡色系、明度較低的色彩

為主，且服裝樣式、剪裁都及極為簡單，主要以襯托網美的身形及外表為主，飾品也盡量避免

過於花俏的服飾搶奪目光；而妝容及髮型以韓系風格為主，就符號形式而言以粗平眉、咬唇妝、

大紅唇彩、偽素顏、空氣瀏海、韓式雲朵燙居多；經常與朋友相約於適合拍照之景點或餐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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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繽紛色彩裝潢之餐廳、充滿乾燥花之甜點店、特殊地標等，如下表 1。 

表 1 網美族群生活型態及符號意涵(本研究整理) 

項目 符號代表 文化意涵 

 

 

妝容髮型 

清爽水潤底妝、粗平眉 
偽素顏、咬唇妝 
空氣瀏海、韓式雲朵燙 
大紅唇彩、較白之底妝 

凸顯自己滿意的 
修飾自己不足的 

文化萃取圖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qbd93、https://reurl.cc/8AGrM 

項目 符號代表 文化意涵 

 
 
 
 
穿著 

大地色系、淡色系 
明度低之色彩 
樣式、剪裁簡單 

利用外在的穿著 
突顯個人的風格特色 

文化萃取圖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qbd90、https://reurl.cc/EN7qn 

項目 符號代表 文化意涵 

 
 
 
配件 

簡約款式、名牌配件 
棒球帽、點綴性首飾 

加強凸顯自己有自信的部分 

文化萃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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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reurl.cc/pbyma、https://reurl.cc/WYLXD、https://reurl.cc/2Agon 

項目 符號代表 文化意涵 

 
 
 
 
工具 

IPhone、MAC 
自拍棒、手機外接鏡頭 
拍照 APP、修圖 APP 

搭配最新的資訊科技 
將自身的優點最大化 

文化萃取圖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lbdk6、https://reurl.cc/DM61m 

項目 符號代表 文化意涵 

 
 
 
 
地點 

紛色彩裝潢之餐廳 
充滿乾燥花之甜點店 
夢幻特殊景點(超現實) 

不可與社會脫節 
成為我想要的那個我 

文化萃取圖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nb01d、https://reurl.cc/db5WV 

 
項目 符號代表 文化意涵 

 
 
 
 
社群網站 

統一風格化經營 
Instagram、Twitter 
Youtube、Dcard 

抒發自我、分享生活 
表現個人性格的特色 

文化萃取圖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0bOo9、https://reurl.cc/R714Z、https://reurl.cc/0bO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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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創意成果發想 

根據以上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網美對於生活品質非常講究，除了對社群網站除了風格化經

營之外，更是有屬於自己的性格與特色，對於美與品質感受相當敏銳，且努力維持自己最喜歡

的模樣示人，並且時刻接觸最新的流行與科技資訊，若將這分精神與經驗傳遞給需要需要了解

自己的人，便會是很好的互惠互利，因此本研究規劃一套透過網美的協助來探索自我的課程，

邀請有名氣之網美合作，讓他們作為講師的角色開課一同分享經驗，利用不同網美講師擁有之

專長開設課程，並且調整課程內容幫助無從著手的人，從中賺取小額收入及曝光機會，也將他

們的生活日常作為分享的教材，並且透過此機會讓社會大眾對於網美的認知並非僅止於網路平

台與社群媒體，亦可透過課程分享身邊過多或不需要的的產品，除了資源的再利用外更是一種

社會回饋的機會，而學員透過網美講師的幫助更了解自身的優勢並且協助學員找到適合的衣著

妝容、拍照角度、色調及色彩等，從中獲得最新的流行資訊，詳細如下表 2，並且製作相關宣傳

海報如圖 2。 

表 2 網美文化創意發想課程 

成為學員可以透過課程得到什麼? 成為講師可以透過課程得到什麼? 

1.幫助找到最自信的自己， 
無論是身材、臉蛋、才華... 
2.協助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產品， 
無論衣著、妝容保養、拍照角度 
3.找到適合自己的色調與色彩 
4.得到最新的科技資訊及流行資訊 
5.提供個人化的諮詢服務 

1.分享日常生活作為教材， 
提升大眾對於網美的認知 
非僅止於網路平台的美好生活 
2.提供自己的專長、能力與經驗 
3.為了授課和分享，保持持續進修 
4.分享/二手售出手邊多餘/快過期的產

品，讓物品找到新的主人 
5.賺取小額收入或業配機會 

 

 

圖 2 網美文化創意發想課程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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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在科技發展之下，新興的族群、新字詞與新文化日益增加且變化的非常快速，在快速地追

隨之下必須停下腳步仔細地感受新的族群文化，然而文化的共通符號不僅是一個族群的代表象

徵，亦是透過文化符號達成族群的自我認同，本研究藉由探討網美族群的日常生活與社群動態，

解構網美文化現象並且進行統整後，找到專屬網美族群之符號系統，並且成為文化創意發想之

基礎發展出一套相關之網美課程，期盼透過網美特殊的專業才能與對美感之敏感度，利用開設

課程的方式協助對自身感到自卑或疑惑的人，也期望此研究成果對於日後相關設計有所貢獻與

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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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皮爾斯的符號學觀點解讀南京城市意象

Interpretation of Nanjing city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irce's

Semiotics

裴凌暄*a 黃文宗**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研究生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

a 通訊作者：lingxuanpei@gmail.com

摘 要

符號學（Semiotics）觀點可解讀文學戲劇、流行現象、飲食文化等。城市意象是大眾對於一

座城市感受與情感，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大陸准一線城市，具有很多值得解讀的城市意象符號。

當下以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號學觀點解讀城市意象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在補上

空白的同時為城市意象之設計轉化做資料積累。本文透過皮爾斯的符號學三要素、三分法、三

種性質對南京的城市意象中的「人、文、地、產、景」進行內容解讀與對比分析。研究方法使

用焦點團體法羅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南京「人、文、地、產、景」元素，並結合文獻資料分析，

運用皮爾斯符號學三要素、三分法、三種性質進行符號解析，探討其內容的關聯與差異。研究

結論為：1.南京城市印象有博愛的、豐富的、歷史的、文化的、年輕的、折中的等。典型的南京

符號有明城牆、梅花、辟邪、梧桐、鹽水鴨、民國建築、孫中山、雨花石等，且這些符號具有

象徵意義，可作設計意象表現的參考元素。2.從符號分類上對比，三分法更適用於解讀視覺類的

符號，詮釋項最能解讀城市符號的象徵意義，偏文化現象的元素適用於以三種性質進行解讀。

符號在運作時候，符號類型間並非完全孤立，之間會有重合，相互跳躍的關係。3.「人、文、地、

產、景」的每個類別都可細分元素，「景」的符號元素最多，解讀效果最佳；「人」與「文」

的符號解讀側重在對象的心理聯繫；「地」與「產」在指示符號與規約符號上的解读較多，「文」

與「產」，「地」與「景」的符號解讀時常有重合與相似之處。

關鍵詞：符號學、皮爾斯、城市意象、南京、地方依戀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479

mailto:lingxuanpei@gmail.com


Abstract

Semiotics can interpret literary drama, popular phenomenon, food culture and so on. City image
is the public's feeling and emotion towards a city. As a first-tier ci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ancient
capital of six dynasties, nanjing has a lot of city image symbols worth read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urban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ierce's semio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contents of "people, literature, land, production and landscape" in the city
image of nanjing through three elements, three properties of Pierce's semiotics. The research method
USES the focus group method to list the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people, literature, land,
production and scenery" in nanjing, and combines with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data, and USES the
three elements, the method of dividing and the three properties of pearce semiotics to analyze symbols,
and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and difference of their content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impression of nanjing city is philanthropic, rich, historical, cultural, young and eclectic. Typical
nanjing symbols include Ming city wall, plum blossom, exorcism, wutong, salt duck, architec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t-sen, and yuhua stone. 2. In terms of symbol classification, the rule of
thirds is more suitable for interpreting visual symbols, the interpretation term can best interpre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city symbols, and the elements of partial cultural phenomena are suitable for
interpreting with three kinds of properties. When symbols are in operation,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but overlap and jump from one another. 3. Each category of "people,
literature, land, production and landscape" can be subdivided. "landscape" has the most symbolic
elements and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effect; The symbol interpretation of "man" and "text"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relation of the object. There are many interpretations of "land" and "property" on the
indicator sign and the statute sign, and there is often overlap and similarity between "text" and
"property", "land" and "scene".

Keywords: Semiotics, Peirce, City imagery, Nanjing, Place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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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符號學（Semiotics）研究符號與符號系統，現代符號學以文化為主要研究範疇，涵蓋人類學，

敘事學，藝術學等，並逐漸滲透到設計學領域中（赵毅衡，2011）。當下以皮爾斯的符號學觀

點解讀城市意象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在補上空白的同時也可對後續城市意象之設計轉化做資料

的積累。隨著全球城市化的發展，「城市美學」漸漸成為熱潮（蒯光武，鮑忠暉，2010）。南

京有六朝古都，十朝都會的悠久歷史，並有很多值得解讀的城市意象符號。透過對南京城市符

號的梳理，可構建南京城市意象名片，對提升南京城市美學，城市精准定位，提高城市競爭力

具有積極作用。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

（一）體現南京城市意象的典型的符號有哪些？南京城市意象之心理印象為何？

（二）使用皮爾斯符號學三元素、三分法、三種性質在解讀城市意象時內容差異性为何？

關聯性如何？

（三）南京「人、文、地、產、景」在皮爾斯符號學解讀上的側重點為何？其設計轉化的

效果如何？

研究目的：

（一）挑選并羅列出南京城市意象中「人、文、地、產、景」的元素，探討南京城市意象

之典型符號與心理印象。

（二）運用皮爾斯符號學觀點對南京城市意象中的「人、文、地、產、景」進行細分與解

析，探討內容結果的關聯與差異。

（三）對未來研究南京城市意象之設計圖示表現做參考資料的積累。

三、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與步驟（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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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文獻探討

一、符號學

符號學即研究符號與符號系統的學說，研究者研究符號及其含義，符號的形式就是人類的

文化形式。在符號學的研究範圍內，一切都是符號，不論是動作、味道、視覺效果，還是行為

本身（Paul Cobley，2010）。趙毅衡（2012）認為符號是具有意義的感知，在表達事實的同時也

帶有符號與意義的一種鎖合關係。瑞士符號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75-1913）從語

言學模式出發，提出符號的二元結構，即「符徽」（Signifier）和「符旨」（Signified）。例如

「康乃馨」的「符徽」是指作為植物，「符旨」是母親與感恩。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則是將索

緒爾的二元結構上升到三元方式，三元方式中的再現體指向對象，接收者做出詮釋，詮釋項具

有象徵意義（郭鴻，2004）。索緒爾的「符旨」在皮爾斯的理論中變為「對象」和「詮釋項」。

其獨特之處在於符號的衍義過程不再是單向且一成不變的，其解讀方式是基於接收者的背景經

驗，因此解釋項要用另一個符號才能表達，而這個新的符號表意時又會產生另一個解釋項，即

符號的無限衍義（張良林，2004），見圖 2。這成為了當代符號學的一個關鍵性前導，後期符號

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 1915－1980）的神話學迷思結構也受其影響（David Crow，2016）。

圖 2 皮爾斯三要素之無限衍義（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皮爾斯符號學觀點

美国符號學家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 1839-1914）列舉了八種三元關係，本研究

主要運用其三要素、三分法、三種性質。 三要素由再現體(Representament) 、對象 ( Object) 和

詮釋項 ( Interpretant)構成 。其中再現體是符號表現的外在形式，近似於索緒爾的符徽；對象是

符號所指涉確定存在的實體關係；詮釋項則詮釋著符號的象徵意義，近似於索緒爾的符旨（David

Crow，2016）。皮爾斯的三分法包含像似符號（Icon)、指向符號（Index）、規約符號（Symbol）。

像似符號代表的符號的近似性，如肖像畫，雕塑，擬聲詞等；指向符號指向事物之間有直接關

聯，例如：煙的指向符是火；規約符號（Symbol）是社會約定俗成下的符號，需接收者事先習

得符號與意義的關係，例如：紅色十字象徵救助，白鴿象徵和平。皮爾斯同時提出符號有三種

性質，第一性質（Firstness）是直接的情緒感受，如紅、苦、令人心碎、高貴等，第一性質範疇

是現象的質或感覺的質；第二性質（Secondness）是事實的層次，是事物間的物質關係，對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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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質的；第三性質（Thirdness）是符號代表的心理關聯意義，也將第一性質，第二性質帶入

關係的心理層次（David Crow，2016）。筆者以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拉警報這一行為例

子，以皮爾斯符號學三要素、三分法、三種性質解讀其符號關係，見表 1。

表 1 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拉警報之符號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警報聲 三要素 三性質 三分法

再現體：一種 130分
貝的信號聲音。

第一性質：緊張的、

警示的、沉痛的。

像似符號：近似警報的提醒

聲，如火警鈴，救護車鈴聲

等。

對象：防空警報 第二性質：提醒防空

避險作用的聲音。

指向符號：指向空襲來襲。

詮釋項：象征著警告、

注意

第三性質：提醒，默

哀，緬懷。

規約符號：默哀，1213國家

公祭日。

三、城市意象

城市意象是大眾對於城市的觀點和印象，離不開人們對城市環境與城市文化的認知所形成

的記憶與認同感（Shumake，1983）。凱文·林奇（Kevin Lynch）將城市意象分成了五類：通道（Path）、

地標（Landmark）、節點（Node）、區域（District）、邊界（Edge）。「通道」是具有方向性和

連續性的運輸幹道；「地標」是具有清晰形態、位置間突出、擁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或風景；「節

點」是某些重要特徵的彙集點或通道的交匯點；「區域」是城市裏具有功能性的區塊面積；「邊

界」是兩個部分的分界或連續的線性的中斷處，如鐵路隧道、圍牆和海岸線等。意象是感知的

一種，具有抽象的文化層面，「人、文、地、產、景」的系統分類，可在林奇五大分類基礎上

探討城市意象潛在的文化層面，使得對於大眾對於城市意象的理解更加的系統與立體（辛自强,

李丹，2011）。同時城市中在地居民對於城市的情感聯結構築了地方依戀。具有地方依戀的城

市在地居民對城市意象的定義會更加客觀具有深度（Jorgensen，Stedman，2006）。

叁、研究方法

林奇並不迷信基於城市數據的定量研究,他更重視的是對實地評價和感知的質性研究。林奇

認為航拍照片，地圖，密度這樣的城市數據，看似客觀，但對城市意象缺乏充分情感的概括性，

选着具有在地经验的居民做经验访谈则效果最佳（楊健，戴志中，2007）。因此本研究先透過

焦點團體法挑選出代表性的南京城市意象元素。研究對象：12 位在南京有 30 年以上在地生活居

住經驗的南京人，其中男性 7名，女性 5名。地點：南京大學逸夫樓 803，時間：第一次為 2019

年 11 月 10 日 14：00~16:00 ;第二次為 2019 年 12 月 20 日 10：00~12:00。操作過程：不給 12 位對

象看任何與南京有關的圖片與文字，完全憑藉其在地記憶與在地經驗對南京城市元素進行回憶

與口述，筆者錄音並且記錄。之後整理合併歸納，按其口述辭彙重複出現頻率從高到低進行排

列，羅列到南京城市意象元素口述歸類表中，整理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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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京城市意象元素口述歸類表（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類別 名稱（出現頻率）

人 孫中山（12）、朱元璋（11）、孫權（9）、洪秀全（8）、曹雪芹（5）、王導謝安

（5）、鄭和（4）、袁枚（2）、楊廷寶（2）、陶行知（1）、林散之（1）、吳敬璉

（1）、祖沖之（1）。

文 節慶習俗類：元宵節燈會（11）、12月 13日拉警報默哀（9）、端午節吃五紅（7）、

爬城頭祛百病（6）、清明踏青（4）、過年準備什錦菜（3）、吃野菜（1）、南京白

局（1）、南京吆喝（1）。

傳說故事類：莫愁女投莫愁湖（3）、沈萬三埋聚寶盆（1）、孝陵衛下馬坊下馬（1）。

地 地形地貌：山水城林（11）、低山緩崗（8）、十里秦淮（5）、丘陵地貌（2）、沿

江地勢（1）。

氣候：冬夏長（10）、春秋極短（7）、濕寒（6）、黃梅雨季（1）。

動植物：梧桐（12）、荷花（6）、梅花（2）、雪松（1）、櫻花（1）。

區域規劃：鼓樓區行政中心（2）、秦淮區老城南（2）、建鄴區 CBD（1）、棲霞區

大學城（1）、下關區老廠區（1）。

通道：新街口（6）、長江路（4）、西康路（2）、應天高架（2）、城西幹道（2）、

繞城公路（1）、1912步行街（1）。

產 特產類：鹽水鴨（12）、鴨血粉絲湯（7）、活珠子（6）、雞鳴湯包（6）、糕團（3）、
赤豆元宵（2）、鴨油燒餅（2）、梅花糕（1）、糖芋苗（1）、雨花茶（1）。

產業類：高校平臺（4）、電子產業（3）、化工產業（2）、航空航天業（2）、體育

產業（1）、新能源材料（1）、積體電路業（1）、生物醫藥產業（1）、文化創意產

業（1）。

非遺類：雨花石（8）、雲錦（8）、金箔（2）、絨花（1）、金陵刻金（1）、蘇煙

（1）。

景 中山陵（12）、總統府（12）、明城牆（12）、紫金山（11）、紫峰大廈（11）、南

京博物院（10）、明孝陵（10）、玄武湖（10）、辟邪石刻（9）、孫中山雕塑（8）、

南京長江大橋（7）、明故宮遺址（7）、雞鳴寺（6）、金陵飯店（5）、江寧織造府

（2）、朝天宮（4）、靈穀寺（4）、瞻園（3）、雨花台（3）、中華門城堡（2）、

棲霞寺（2）、梅花山（1）、音樂臺（1）、大報恩寺（1）、南京大屠殺紀念館（1）、
南京眼步行橋（1）、江南水師學堂（1）、下馬坊遺址（1）、頤和路民國建築群（1）、
南京電視塔（1）、南京青奧中心（1）、六朝博物館（1）。

對透過焦點團體法羅列出的南京「人、文、地、產、景」元素進行梳理，對重複出現 2次

以上的元素更進一步使用皮爾士符號學工具分析。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使用皮爾斯符號學中三要素、三分法、三種性質對摘錄出的南京城市元素進行分析，對比

其內容的關聯與差異。「人」的類別分成南京王侯將相人物，南京文化人物，南京演藝人物，

南京科技人物，其皮爾斯符號學解析見圖 3、表 3、表 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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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皮爾斯三要素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人」（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現體 孫中山、朱元璋、孫權、洪秀全、曹雪芹、王導、謝安、鄭和、袁枚、楊

廷寶。

對象 南京帝王將相、南京文化人物、南京演藝人物、南京科技人物。

詮釋項 象徵著鐘靈毓秀、人才輩出、王朝興衰、名士流變、權利符號。

表 4 以皮爾斯三分法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人」（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像似符號 昵稱、學號、運動員號碼等近似的身份稱呼。

指向符號 稱呼指向人物不同的身份類別。

規約符號 姓名是區分識別個體的社會規約符號。

帝王將相稱呼在是一種規約的社會權利符號。

表 5 以皮爾斯三種性質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人」（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性質 尊敬的、豐富的、求知的、嘆惜的。

第二性質 南京王侯將相人物、南京文化人物、南京演藝人物、南京科技人物。

第三性質 王朝更替下名士流變、古今英雄、來去如夢。

圖 3 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人」的再現體（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人」的再現體以姓名的方式呈現，其形式是一種語音稱呼，其對象上是各行業身份的識

別。詮釋項的解讀象徵著南京鐘靈毓秀，人才輩出；其指向符號指向人物不同的身份類別。其

中王侯將相稱呼在規約符號中是一種的社會權利符號。從第一性質解讀「人」是尊敬的、豐富

的、求知的、嘆惜的。其第三性質是對南京歷史王朝更替下，英雄來去如夢，名士流變的歎息。

表 6 以皮爾斯三要素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文」（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現體 元宵節燈會、12月 13日紀念日拉警報默哀、端午節吃五紅、 爬城頭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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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清明踏青、過年準備什錦菜、莫愁女投莫愁湖。

對象 南京特色文化與活動、南京風俗習慣、南京節慶儀典、南京傳說故事。

詮釋項 象徵著儀式感、流行文化、蘊含著歷史記憶。

表 7 以皮爾斯三分法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文」（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像似符號 如放煙花等近似的節慶儀式。

指向符號 指向南京市民對於健康平安，美好生活的嚮往。

規約符號 一種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與節慶儀式。

表 8 以皮爾斯三種性質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文」（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性質 具有儀式感的、博爱的、豐富的、流行的、熱情的、記憶的。

第二性質 南京特色文化與活動、南京風俗習慣、南京節慶儀典、南京傳說故事。

第三性質 期盼美好生活、祈福平安、憧憬未來。

圖 4 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文」的再現體（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文」的對象有南京特色文化與活動，南京風俗習慣，南京節慶儀典，南京傳說故事，見

圖 4。其中代表性的南京文化習俗有元宵節逛夫子廟燈會，12 月 13 日紀念日拉警報默哀，端午

節吃五紅，爬明城牆祛百病等，見表 6。南京的傳說故事都與特定的南京景點相關，如莫愁女莫

愁湖投湖，沈萬三明城牆下埋聚寶盆，孝陵衛下馬坊需下馬等。這些文化習俗象徵著儀式感與

流行文化，也蘊含著歷史記憶。第三性質的解析中有南京人期盼美好生活，祈福平安的人情味

道，折射出南京百姓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見表 7、表 8。

表 9 以皮爾斯三要素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地」（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現體 地形地貌：山水城林、低山緩崗、十里秦淮、丘陵地貌。

地方氣候：冬夏長、春秋短、濕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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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梧桐、荷花、梅花。

區域規劃：鼓樓區行政中心、秦淮區老城南。

城市通道：新街口、長江路、應天高架、城西幹道。

對象 南京地理地勢、南京氣候情況、南京動植物生態、南京城市紋理、南京

區域規劃、南京城市通道、南京城市節點。

詮釋項 象徵著城市化、虎踞龍盤、帝都風貌、歷史厚重。

表 10 以皮爾斯三分法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地」（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像似符號 近似的地理地勢、近似的沿江氣候、近似的城市紋理。

指向符號 城市區域指示城市面積區域的功能佈局規劃。

規約符號 六朝古都，歷史名城。

表 11 以皮爾斯三種性質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地」（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性質 有規劃的、歷史的、具文化感的、虎踞龍盤的、豐富的、安全的、宜居

的、煙火氣的、冬冷夏熱的。

第二性質 南京地理地勢、南京氣候情況、南京動植物生態、南京城市紋理、南京

區域規劃、南京城市通道、南京城市節點。

第三性質 城市化、新舊交替、養老之地、煙火氣息。

圖 5 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地」的再現體（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的對象有南京地理地勢、南京氣候情況、南京動植物生態、南京城市紋理、南京區

域規劃等，見圖 5。其中區域，通道，節點源自於凱文·林區城市意象中的五大類別。「地」的

再現體解讀中直觀反映的是南京山水城林，低山緩崗的丘陵地貌。其城市氣候冬夏漫長，春秋

極短，因處於長江沿岸，空氣濕度高，見表 9。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有梧桐，荷花，梅花，其中梅

花為市花，象徵著堅毅品格。從南京的區域規劃上看，鼓樓區屬於行政中心，秦淮區是老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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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區域指示城市面積區域的功能佈局規劃，六朝古都，歷史名城成為了南京的規約符號，見

表 10。其第三性質是具有煙火氣息的養老之地，其隨著南京城市化發展，新舊交替，不斷更新，

見表 11。

表 12 以皮爾斯三要素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產」（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現體 特產類：鹽水鴨、鴨血粉絲湯、雨花茶、活珠子、赤豆元宵、雞鳴湯包、

雨花石。

產業類：高等院校、電子產業、化工產業、航空航太業、新能源產業。

非遺類：雲錦、金箔。

對象 南京民間特產、南京旅遊伴手禮、南京城市傳統產業、南京城市新興產

業、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

詮釋項 地域特色、城市產業升級、日常飲食、文化傳承。

表 13 以皮爾斯三分法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產」（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像似符號 旅遊業、服務業等近似產業。

指向符號 城市伴手禮指向遊客視角。

規約符號 發展趨勢、城市產能。

表 14 以皮爾斯三種性質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產」（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性質 創新的、時代的、折中的、求知的、年輕的、多元的、豐富的。

第二性質 南京民間特產、南京旅遊伴手禮、南京城市傳統產業、南京城市新興產

業、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三性質 城市產業發展趨勢、饋贈心意。

圖 6 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產」的再現體（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產」也需要細分種類，「產」的對象可分南京民間特產、南京旅遊伴手禮、南京城市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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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產業、南京城市新興產業、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屬於「文」也屬

於「產」，可見「文」與「產」符號有重疊之處。再現體可見南京城市產業有電子產業、化工

產業、航空航太業等；南京特產有鹽水鴨、鴨血粉絲湯、雨花茶、活珠子、雨花石等，見圖 6；

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雲錦，金箔等。詮釋項象徵產業轉型升級地域特色與城市產業升級，也蘊含

著城市居民的飲食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寓意著傳統文化的傳承，見表 12。「產」的指向符號

中城市伴手禮指向著遊客視角，城市產能成為城市生產力的規約符號，見表 13。「產」的第一

性質的解讀是創新的，時代的，折中的，求知的，年輕的，多元的，豐富的，見表 14。

表 15 以皮爾斯三元素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景」（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現體 中山陵、總統府、明城牆、明孝陵、紫金山、紫峰大廈、南京博物院、

玄武湖、辟邪石刻、孫中山雕塑、南京長江大橋、明故宮遺址，雞鳴寺、

雨花台、石像路、朝天宮、金陵飯店、江寧織造府、靈穀寺、瞻園、中

華門城堡、棲霞寺。

對象 南京建築地標：傳統建築、現代建築、旅遊景點、網紅地標。

南京歷史古跡：古陵墓、古寺廟、遺址公園。

南京城市圖騰：紀念碑、公共雕塑。

詮釋項 象徵著城市名片、城市圖騰、城市化發展。

象徵著民國風骨、六朝遺風、明代風貌。

表 16 以皮爾斯三分法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景」（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像似符號 近似的城市歷史建築、近似的歷史遺跡、近似的城市地標。

指向符號 城市天際線指向城市化的發展進程。

規約符號 南京城市地標、市民居住空間、公共服務機構、城市交通樞紐。

表 17 以皮爾斯三種性質解析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景」（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性質 文化的、歷史的、折中的、多元的、豐富的、發展的、博愛的、包容的、

宜居的、便利的、虎踞龍盤的、高房價的。

第二性質 南京建築地標、南京歷史古遺跡、南京城市圖騰。

第三性質 歷史古都、行政中心、多元平臺、藝術展演中心、高醫療品質、高等教

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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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南京城市符號意象之「景」的再現體（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景」可解讀的元素符號最多，對象除了南京建築地標，還有南京歷史古遺跡與南京城市圖

騰三大部分，並還可細分種類。「景」在三分法，三元素，三種性質上皆可順利分析，這與「景」

具象的特徵有關，見圖 7。「景」在詮釋項解讀中，其歷史一面象徵著民國風骨、六朝遺風、明

代風貌；其現代一面象徵著南京城市名片，城市圖騰與城市化發展，見表 15。鱗次櫛比的建築

如圖騰一般宣告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高低錯落的城市天際線作為指向著南京城市化的進程，

見表 16。「景」第一性質的心理印象是文化的、歷史的、折中的、多元的、豐富的、發展的、

博愛的、包容的、宜居的、便利的、虎踞龍盤的、高房價的。「景」第三性質是歷史古都，行

政中心，多元平臺，藝術展演中心，高醫療品質，高等教育中心，見表 17。

綜合上述，皮爾斯符號學中三元方式相對於索緒爾的二分法更適用於解讀文化現象。若以

皮爾斯符號分析工具上探討，研究分析發現詮釋項，第三性質，規約符號，有重疊的地方；區

分之處在於，詮釋項更傾向符號象徵意義的解讀，而第三性質更接近於對象的心理聯繫，規約

符號則是大眾心中約定俗成的經驗符號。在符號分析中，符號三種性質會受接收者的心理因素

印象，不易客觀定義，其總結相對概括；其中第三性質因結合了第一性質和第二性質的帶入關

係，其心理聯繫定義具有總結意義。像似符是近似於對象的符號，指向符號具有資訊指向性，

規約符號需接收者先習得社會規約經驗。視覺圖像是像似符的一種，導視設計具有指向符號的

功能，圖標可較好對接規約符號的內涵，故三分法最適用於分析視覺傳達類型的符號。若從城

市意象之「人、文、地、產、景」分類上探討，「景」與「地」特徵相對具象；以三要素，三

分法，三種性質進行解讀效果直觀順利；「人」「文」「產」的解讀較為抽象生澀，需要細分

其再現體才利於進一步分析。三種性質適用於解析「人」「文」「產」這類文化現象，這也與

皮爾斯符號學適用於解釋文化現象的特質相呼應。

伍、研究結論

符號學研究目的就在於表達事實與意義，透過對於南京城市意象中具代表性的「人、文、

地、產、景」元素進行皮爾斯符號學解讀，其研究結論為：

1.南京城市理印象有博愛的、豐富的、歷史的、文化的、年輕的、折中的等。典型的南京符

號有明城牆、梅花、辟邪、梧桐、鹽水鴨、民國建築、孫中山、雨花石等，見圖 8；且這些符號

也具有象徵意義，可作為設計表現的參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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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符號分類上對比探討，在三分法中，像似符號本身具有視覺形象的相似性，指示符號具

有資訊指示性，規約符號具有對視覺認知經驗的涵蓋，更適用於視覺傳達類符號的分析。三要

素中的詮釋項則最能解讀城市符號的象徵意義。偏文化現象的符號適用於以三種性質進行解讀，

其中第三性質與規約符號會受到接收者符號學習經驗的影響。第三性質與詮釋項，規約符號，

有相似重複的地方，其不同之處在於詮釋項偏象徵意義的解讀，第三性質偏心理聯繫的解讀，

規約符號是具有社會規約經驗的符號。符號在運作時候，符號類型間並非完全孤立，之間會有

重合，相互跳躍。

3.「人、文、地、產、景」的每個類別都可細分元素，進一步分析。「景」的符號元素最多，

解讀效果最佳。「人」與「文」的解讀更側重在對象的心理聯繫上，即第三性質的定義；「地」

與「產」在指示符號與規約符號上的分析相較多；「文」與「產」，「地」與「景」的符號解

讀時常有重合與相似之處。

圖 8 南京典型城市符號集合（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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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在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創生的趨勢下，許多社區及區域性的特色工藝開始

備受重視，工藝產業的振興除了帶給生活實用和美學的產品，更能增進地方與文化的附加價值。

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透過地方工藝與產業的結合，為新埔鎮帶來文化獨特性與商業價值；其使

用的工藝原物料更來自當地的柿餅產業，附加了環保意識，可視為台灣社區工藝產業所強調的

共生、共創之精神典範。因此本研究選擇中具知名度、成功自創品牌和經營狀況較為良好的新

竹縣柿染文化協會作為研究個案，以個案研究法結合系統動態學，透過深度訪談與文獻佐證，

界定出個案產業的關鍵影響分別為「工藝人才培育」、「品牌行銷」以及「產品開發」。透過質性

系統因果環路圖，解析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主要受到「教學口碑」、「品牌價值」、「產製與設計

能力」和「資金」四個累積變數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個動態且複雜的產業結構，研究發現將提供

社區工藝發展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柿染、文化產業、社區工藝、系統動態學、品牌行銷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and local creation trend, many community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cess began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raft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bringing practical and aesthetic products, but also to enhance the added value of 
local and cultural in Taiwan. Persimmon Dyeing Cultural Association in Hsinehu Count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craft and industry, for the town of Xinpu to bring cultural uniqueness and 
commercial value, its use of the original materials from the local persimmon dyeing industry, attached 
to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an be regarded as Taiwan's community craft industry stressed the 
symbiosis, the spirit of the model of co-creation. Therefore, the Hsinchu County Persimmon Dy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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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ssociation, which has a well-known, successful own brand and good business condition, as a 
research case, combined with Systematic Dynamics in case studies, and defined the key effects of the 
persimmon dyeing industr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craft talent 
cultivation", "brand marketing" and "product development".Through the qualitative system causal loop 
map, the more successful analysis of the Persimmon Culture Association in Hsinchu County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four cumulative variables interaction - "teaching reputation", "brand value", "production 
and design ability" and "capital", and form a dynamic and complex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esearch 
finding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raft. 

Keywords: Persimmon Dyeing, Cultural Industry, Community Craft, System Dynamics, Brand 
Marketing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進步與全球化的發展，專業分工愈分愈細，社會多元化的思想已是必然結果；然

而專業分工愈細，使得專家視野變得狹隘，也導致彼此間的對話與溝通愈形困難，因此知識整

合變成當代最重要的議題。社區工藝屬於文化產業一環，在發展過程中不乏跨域合作以及參與

政府地方文化扶植計畫，在體現經濟與文化價值間，有時會有過度依賴或失衡的狀況產生，因

此政府與經營者的任何決策都極為重要。Senge（2018）指出使用對策解決問題時，有時候容易

或熟悉的解決方案不但沒有效果，反而會造成危險的後遺症，在日後需要更多的心力來修復與

解決。而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的目標在透過系統結構來呈現整個系統動態行為，並

從中尋找政策介入點，而達到輔助決策的功能，在管理功能、組織策略、產業經濟、總體經濟以

及全球層級議題上受到廣泛應用（蕭志同，2016）。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系統思維之觀點，探討社

區工藝產業在經營上的動態變數與因素，並從系統動態模型中解析不同變數之間的關聯性。 

二、研究目的 

從 2005 年至今，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提出了許多社區工藝的扶植計畫，計畫的發展內容

可總結為以下要素：培養地方工藝文創人才、形塑在地工藝品牌、社區產品開發、整建地方美

學工坊、建立在地產業合作機制。當行政院宣示 2019 年為台灣的地方創生元年，此時社區工藝

就被視為推展地方產業帶來經濟效益與社會價值的一項方法。不過由於各社區的人口與地理位

置不同，加上工藝與文化背景有所差異，因此各個社區的工藝產業發展狀況與預期有所落差。

因此本研究從台灣社區工藝產業中選擇具知名度、成功自創品牌與經營狀況較為良好之新竹縣

柿染文化協會作為研究個案。盼望能在此個案研究中，探討社區工藝產業發展的脈絡，進而建

構系統動態模式，提供學術界研究者或社區工藝產業經營者之參考指標。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藉由文獻探討與深度訪談，了解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的發展脈絡與經營模式。  
（二）以系統動態學解析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的關鍵影響變數，並建構質性系統因果環路圖。 
（三）釐清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優勢與缺乏之處，作為未來社區工藝產業的發展方向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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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工藝與文化產業之關聯 

柳宗悅（2019）提及「工藝是實用之物，這個特質與美術並不相同。繪畫是為了觀賞所製作

的美術品，不過像衣服、桌子等工藝品，卻是為了被使用所生產的」，上述這段話體現美術與工

藝之區別，並強調工藝品是實用之物。顏水龍（1952）認為工藝的定義可分為狹義與廣義兩類，

狹義的工藝是以裝飾為目的而製的器物，其所做技術上的表現稱為工藝；廣義的工藝是指對各

種生活器物，賦予美的技巧，皆列於工藝之範圍。工藝應注重實用，在實用中以其精美提升使

用者的視覺美感，深化其美學觀念，並提升生活品質（謝汝萱，2013）。工藝能將創造的器物達

到實用與美感之價值，同時兼顧物質與精神需求，來滿足舒適和美好之生活（La Vie，2017）。 

根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定義，工藝產業乃「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材

料製作、工藝品生產、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鑑定等行業」。從文化部發行《2018 臺灣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年報》得知工藝品為創作者利用各種工具將原料或半成品進行加工處理而成之產品；

工藝產品多為手工製作為主、機器量產為輔的功能性生活用品。工藝產業的產值雖然難以與工

業產品匹敵，但在經濟成長與物質充裕的時代，人們更追求的是產品或服務所給予的心靈感動

（林榮泰，2010），而工藝就是凸顯產品獨特與市面差異的方法之一。現今部分工藝產業產品製

作朝向精緻化與藝術化發展，成為一種造型藝術或風格而存在，與工藝原有的生活、生計或生

業之本質有所差異。 

二、社區工藝發展 

社區工藝（community craft），即為「透過社區工藝的扶植，期望地方文化與資源能夠有效

運用，開創地方文化經濟產能，培養工藝種子深耕地方，達成地方自主參與之社區營造（黃世

輝，2013）。」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社區工藝扶植計畫」，執行迄今已輔導超過上百個社

區。除了積極輔導業者技術水準與生產行銷外，對擁有傳統工藝或社會文化的地方產業，也極

力地幫助傳承與發展。地方工藝一直是振興地方經濟與傳承文化的重要方法，譽有台灣工藝之

父的顏水龍（2016）認為：工藝產業的振興除了為生活提供健康的美麗用具，還能促使民眾擁

有正確品味的生活，並同時謀求增進社會福利的意義。因此當政府的支援計畫結束撤出後，社

區工藝產業能否延續文化與永續發展才是關鍵（諸葛正，2013）。 

每一個工藝社區都有其特色與需求，在自我資本與文化資產的基礎上，凝聚社區共識，參

與社區改造，找出可投入產製的工藝文化，能有效增進經濟價值與增強地方象徵。宮崎清（1996）
與漢寶德（2018）兩位學者皆認為傳統工藝具有傳遞地方文化價值以及具有產業化之潛力。以

文化為核心的社區工藝產業，是與地方生活緊密結合的社區經濟模式，讓傳統工藝得到技術和

製程的創新，走向以使用者為導向的生活工藝模式（諸葛正，2011）。在重視美學經濟與文化的

年代，文化產業的推動，必須仰賴創意設計為產品帶來經濟價值與文化推廣（林榮泰，2007）。
社區工藝的創新發展，必須建構在生活脈絡的基礎上，經營者必須從地方生活著手，運用各種

方法與機會來連結具有價值性的活動，創造出以社區生活為導向的創新價值鏈（孫華翔，2013）。 

三、社區工藝品牌行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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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社區以在地特色工藝商品設計為主導方向，透過社區之地產、人文、技藝的揉合，加

值於社區工藝產品，成為社區未來產業整合重要媒介，後續推展以品牌行銷能力提升之工藝體

驗經濟拓展者，做為主要之地方文化輸出與地方創生永續發展之重要指標（國立台灣工藝研究

發展中心，2019）。近年來台灣的社區工藝產業也邁向精緻、高檔、文化、藝術品產出販售的方

向成長，而推展品牌的行銷除了帶來產業的經濟，也帶給地方永續發展與文化傳達之重要任務。

程湘如（2016）認為品牌形象關乎商品的成敗，從品牌建立到品牌故事的鋪陳，則是通往市場

給予消費者的第一印象；地方工藝品牌往往受限於產量不足，在滿足內銷市場的情況下，因此

品牌的命名多符合目標客層與市場定位，以有趣、耐人尋味的命名方法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品牌能帶幫助產業行銷以及開拓客源，有優良的品牌力更能為產業聚集好的人才與消費者（中

川淳，2017）。一個成功的品牌需要時間的建構，而品牌價值在於消費者的認同與否；因此品牌

的管理除了產製過程，還包含上市後的行銷、定位、形象和銷售，甚至是後續的售後服務。工藝

品牌的行銷和推廣方式會隨著環境、文化以及市場型態影響產業經營的決策，同時也以改變社

會為目標，促使工藝產業的環境生態產生良性發展（洪胤芷，2018）。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個案研究及深度訪談法收集個案資料，訪談內容依循「2019 社區及區域特色

工藝扶植農村微型工藝產業培力補助計畫簡章」計畫理念，透過相關文獻、國家政策與個案背

景進行訪談大綱設計。並向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的統籌專案管理—吳至航進行三小時的半結構

開放性訪談，透過訪談後得知產業的營收狀況、人力布局、市場方向、外部合作模式、參與政府

計畫等資料。經由深度訪談獲得一級資料後，將資料予以歸納彙整，並以系統動態學分析新竹

縣柿染文化協會的產業發展關鍵影響因素，最後建構質性因果關係環路圖（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一、個案研究法 

所謂的個案（case），是對真實狀況的一種敘述，透過狀況的敘述來刺激讀者的思考，並讓

讀者認清事實的真相、問題以及解決方法。通常，個案研究多為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內容多半在探索、敘述以及解釋某些事物，必須運用推理判斷等思考過程有系統地去尋求事實

的解釋。Yin（2009）對此提出個案研究的界定方法：「使用個案研究法研究獨特的事件時，其中

有非常多的變數比結果與數據來得有趣，而這些變數需要仰賴不同的資料來佐證。如果資料與

研究結果呈現一致性，就可以發展為理論的雛型，並引導為將來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上述說

明個案研究涵蓋邏輯與資料收集技術，資料可仰賴文獻、檔案記錄、訪談、參與觀察、實物證明

等來源證據，透過相互的互補性，提高整體研究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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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動態學 

系統動態學（System Dynamics）又稱系統動力學，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Jay W. Forrester 教
授於 1950 年代後期所創立的方法。系統動態學是一種過程導向的研究方法，是一種方法論、是

一種工具，更是一種概念（謝長宏，1980），從創立至今，已成功應用於企業、城市、地區、國

家，甚至於世界性的許多模擬決策分析當中。蕭志同（2004）認為系統動態學的因果回饋環路

方法，適合解決錯綜複雜且相互影響的因果關係問題，在這些相互作用與交疊的變數活動中，

整理出因果環路系統與關鍵敏感變數，可以清楚了解整體系統運作以及外在環境變化。Senge 在
《第五項修練》（郭進隆等譯，2018）一書中，把系統思考語言分為三個基本元件，（圖 2），分

別為增強環路（reinforcing feedback）、調節環路（balancing feedback）與時間滯延（time delay）。
「增強環路」又稱為正反饋環路，是一種不斷放大或強化的反饋環路，可能是良性回饋，也可

能是惡性循環。「調節環路」又稱為負反饋環路，是一種逐漸趨於穩定的反饋環路，面對各種變

化，它可以消除或平衡變化帶給系統的影響。「時間滯延」是行動與結果之間的時間差距，在一

個變數對另一個變數的影響，需要一段時間才看得出發生的情形。 

 

圖 2 系統動態學元件圖示（本研究繪製） 

肆、個案分析 

一、個案探討－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 

台灣柿染工藝的起源可追溯於 2005 年，在一次柿餅產業輔導的參訪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的輔導團隊在旱坑里的味衛佳柿餅加工廠，發現牆壁、柱子等地方，上頭佈滿了褐斑與掌印。

經調查得知，早期柿餅製作都仰賴人工，客家婦女幫忙削柿皮時，沾滿柿汁的雙手總在各種地

方留下痕跡，是經年累月的歷史證明（姚仁寬，2018）。2005 年，新埔柿染班由柿餅產銷班班員

與社區婦女等成員所組成，利用廢棄的柿皮熬煮與未成熟的柿子榨汁，透過多種染布技法來進

行商品開發。隨著柿染技術逐年的成熟，2010 年成立「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致力於柿染工藝

的推廣；隔年設立「新埔柿染坊」，負責柿染商品的行銷與教學。2017 年新埔柿染坊創立「Kirkir-
柿阿柿阿」文創品牌。除了社區產業化的經營外，也不忘推動文化教育與工藝傳承。在柿染文

化的傳承上，開設體驗課程、柿染季或節慶型之限定活動，藉著與地方店家連結，向遊客推廣

新埔的在地文化。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與柿餅產業密不可分，地方工藝與工藝產業的結合，為

新埔鎮帶來獨特性與商業價值，更附加環保意識，是現今台灣社區工藝產業所強調的共創精神。 

二、「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社區工藝產業發展關鍵 

（一）「工藝人才培育」之關鍵影響：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為讓柿染工藝帶動地方產業發展，透

過舉辦體驗課程、限定課程以及培訓課程，來建立工藝人才之培育。體驗課程主要針對外來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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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所設計，課程通常為期一天；限定課程依據節慶而推出，讓參加者製作該節慶柿染製品；培

訓課程針對社區人士所設計，當工坊需要人力支援時，課程通過者可優先入取。隨著課程的增

加，教學收入有所提高。教學收入提高所帶來的利潤，使人事費用投入增加，進而強化教學品

質，建立良好的教學口碑，形成三個正性回饋。勞動部培力就業計畫的補助金多用於人事費用

開銷，包含社區工藝師與專案管理團隊的人事支出，當人事費用投入增加，成本會提高，所帶

來的利潤會減少，進而降低產業的資金累積，影響下一次的人事費用投入，形成一個負性回饋。 

（二）「品牌行銷」之關鍵影響：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的品牌經歷多次的轉型，並受到政府的幫

助與輔導，包含經費補助、品牌諮詢、商品創新設計、市場策略等，並積極參加有助於提升品牌

曝光度的活動，如國際交流展、國內展覽、市集、設計聯名、廣告行銷等，更與當地店家串聯與

合作，達到互助精神。知名度與合作交流的提升助於產業在銷售通路上的布局，銷售通路促使

銷售量與訂單的增加，帶來的利潤增加，產業的資金累積也會提高，進而增加更多有助於產業

的行銷，形成一個正性回饋。 

（三）「產品開發」之關鍵影響：感質產品使消費者藉由感受增進期待與心靈滿足感，促進市場

消費需求，消費者給予的評價回饋，有助於提升設計師經驗，增強產製與設計能力，形成一個

正性回饋；反之，產品的感質詮釋不全，會導致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降低，訂單的減少，會轉化設

計師往後的設計經驗。為讓商品迎合市場，設計趨向於現代生活化，藉由消費者的生活主張，

提高柿染商品的魅力。根據設計師的構想，也會與外部廠商合作，透過異材質與柿染製品結合，

增強產品感質力。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勞動部以及參與 USR 計畫（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之計畫）

的大學，透過提供經費、師資、設計人才以及人力，與協會相互合作開發新產品，並積極參與產

製、展覽、市集等活動，每次的合作也帶給工藝師與設計師在未來產製能力的提升。當訂單反

應良好時，帶來的利潤增加，產業的資金累積也會提高，人事費用的投入更確保產製與設計能

力，形成一個正性回饋。柿染原物料的來源主要向當地柿餅業者索取，柿餅加工後剩餘的柿餅

皮本屬廢棄物，因此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不會受到原物料的充足度與收購成本所困擾。 

 

圖 3 「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社區工藝產業發展因果環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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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之經營發展是一個複雜且動態的系統結構。根據個案研究結果顯示促

使社區工藝產業得以永續，主要分為工藝教學與工藝品牌兩個面向。關鍵環路主要受到「教學

口碑」、「品牌價值」、「產製與設計能力」和「資金」四個累積變數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個動態的

系統模式。以下為為本研究透過質性模型的因果環路圖，經過與個案訪談對象和系統動態學專

家的討論後，獲得的結論與建議： 

（一）工藝原物料之有效利用 

  柿染雖然是台灣較為新興的工藝技術，不過有其特別的亮點，就是附加於新埔的柿餅產業，

是居民賴以生計的工作而分支出來的一項工藝技術。運用地方產業剩餘的原料及素材製作成具

有在地特色的工藝產品，除了降低汙染與廢棄，更能提升產品的環保意識與在地象徵。在現今

台灣社區及區域發展所強調的「共生、共創精神」，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為代表社區工藝產業的

典型例子。 

（二）未來活動場域之限制 

社區產業的場域通常為社區閒置或是尚有空間的設施，因此容易受到地方政策或社會趨勢

所改變。根據受訪者表示，新埔柿染坊的工作地點是向新竹縣政府所承租的，政府有意將此場

域收回作為長照設施應用；若被收回，柿染坊的活動空間以及主要的體驗課程收益會受到極大

地影響，未來新竹縣柿染文化協會可能暫停營運或結束經營。 

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為社區工藝產業初探，以系統動態學進行質性分析，解析出影響社區工藝產業之關

鍵，未來關鍵變數可透過 Vensim 軟體進行量化模擬分析，促使研究更加完善。另方面，研究過

程發現個案產業的員工大多居住在工作地點附近，加上產業地理位置偏離市中心，在地方人口

高齡化以及城鄉失衡的趨勢下，推動地方創生的政策與議題，近年來備受政府重視。因此未來

研究可嘗試整合地方資源與人口結構，以聚落形的地方產業進行系統觀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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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符號的移植再現：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為例 

Transfer and Re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Symbols: A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作者：黃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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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年代臺灣各地興起民俗藝術與傳統戲曲類的本土活動，鄉土運動成為文化發展的主流，

加上當時文化發展受到西方影響甚大，戶外博物館與主題式樂園因而被引入採納，「園區式」便

成為當時博物館型態的主流樣態，其企圖結合觀光休閒與文化保存，形構成消費社會發展下特

殊的“觀看與體驗傳統”模式。其中，以文化立縣為施政標竿的宜蘭市府自 1996 年開始籌備「國

立傳藝中心」，耗資新台幣二十餘億，採用園區式博物館的規劃概念，以民俗技藝為構想主軸，

2003 年於宜蘭五結鄉開幕，相較於過去博物館的型態，此園區中可以見「去脈絡化」與「美學

化」貫穿整體規劃，再搭配上各角色的扮演及節慶活動渲染，打造出虛實交錯的奇幻景象，這

座由官方精心為觀者所建構一個日常經驗外的異質地方，最終欲達到文化傳遞及觀光效果，並

對往後主題園區博物館的發展影響深遠。本文將以其為例，先簡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

過程的文化政策及背景，藉以釐清文化政策對博物館形式的影響，並探討「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如何透過園區配置詮釋文化保存及傳統空間再現的想像。 

關鍵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空間再現、文化再製、文化政策 

Abstract 

In 1980s, local activities such as folk arts and traditional operas began to rise in Taiwan. As local-
color movement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 at that 
time, outdoor museums and theme parks were introduced and adopted, and the “park-type” became the 
mainstream pattern of museums, which attempts to combine tourism and leisure with cultural 
preservation to form a special model of “viewing and experiencing tradition”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Since 1996, Yilan City Government, with cultural county as the benchmark for 
governance, has started to prepare for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costing NTD 2 billion. 
Adopting the planning concept of a park-type museum and taking folklore as the main axis of the idea, 
it was opened in Wujie Township in 2003. Compared with the past museum type, in this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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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textualization” and “aestheticization” run through the overall plan, collocating with each played 
role and festival activities, to create a fantasy scene intertwined with reality. This is a heterogeneous 
place beyond daily experience that is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by the official for the view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tourism effects are what it ultimately wants to achieve. This case is an important case in the 
history process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heme-park museum. and 
discuss how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demonstrates the imagination of culture 
preser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by area layout, and presents th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onnotations built by the country phase by phase. 

Keywords: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space production, space, cultural policy 

壹、前言 

197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國家發展逐漸走向「現代化」，對傳統民俗文化產生極大衝擊，在

經濟發展與傳統文化之間產生矛盾與拉扯，直到 1977 年中央政府推行「十二項建設」，「文化」

首次成為國家建設發展的要點之一，奠定之後大量興起的地方文化特色館重要基礎。1980 年文

建會參考國外民俗村案例，提出「民俗技藝園區」作為民俗技藝傳承的基地，依據「東北部民俗

技藝園」計畫為參考基礎，「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新建計畫」等計畫因而誕生，檢視以上計畫內容

可發現許多來自國外戶外博物館的體驗模式，企圖創造傳統民俗文化與觀光產業的融合，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最終於 2003 年正式開幕，園區規劃透過複製傳統建築樣貌、街道安排與異地保存，

建築為「文化模型」的展示，並在展示堆砌過程中反映另一種空間想像的樣貌。在探究國立傳

統藝術中心欲以形塑的想像之前，必須先藉由了解園區的空間生產過程後，從空間配置與建築

符號中逐步抽絲剝繭，以釐清上位者與建築師是透過何種視覺意象再現傳統，形塑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 

貳、台灣戰後的文化政策與傳統文化的定位 

在臺灣光復初期，國民政府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臨時基地，社會與經濟處於不穩定的狀

態，國防與基礎建設自然成為政府的施政中心，當時所謂的文化政策及建設多半是為配合政治

及經濟考量所作的行政措施，1953 年由蔣中正所發表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內容將育、

樂納入社會福利的考量，並進一步提出「戰鬥藝文」，希望在臺灣建立一個完善的思想堡壘，促

使藝文成為戰爭角力的武器，並且具有政治功能，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承續著傳承中華文化的使

命，如故宮博物院、三軍劇團等藝文空間等機構都是象徵著中華文化命脈延續，意圖透過文化

藝術散發的渲染力把特定美學與國家意識加諸於人民身上，達到其政權合法化的目的。  

1970 年臺灣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化，經濟上也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社會氛圍走向「現

代化」，驅使傳統技藝面臨無人傳承的窘境，經濟快速發展間接地對鄉土環境的破壞，喚起民間

對於「古蹟保存運動」的重視，在民間發起一系列的鄉土文學運動，此階段雖對「本土」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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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明確，但可看見萌生的文化保存意識。，繼十大建設之後，臺灣經濟以及社會氛圍趨於穩

定，政府將國家發展的注意力由經濟建設擴張至文化建設，1977 年「十二項建設」首次正式將

「文化」列入國家重要發展中，在其計畫中
1
特別強調文化建設的意義與必要性，並於次年 12 月

通過「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2做為推行文化建設基礎的規劃藍圖。依據「在每一縣市建立

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的原則，藝術文化不再只專屬於中央政府，國家開始在

各地興建各類主題陳列館、特色主題館，民俗內容中的工藝及戲曲，也在此次正式被納入博物

館體系中。1981 年後3臺灣的文化政策仍是國族主義與現代主義思想並行的「雙軌」現象，但國

族主義逐漸在現代主義極力主張藝術需具獨立與自主性下，國家越來越難以集中掌控「中華文

化」作為意識控制的工具，此時臺灣傳統農村已經逐漸崩解，城市的消費社會則隱然成形，鄉

土轉化成市場上的特定文化商品（陳志梧，1993）國家經濟區於穩定後，新興的中產階級對休閒

品質要求亦有所提升，激發商品消費的能力與慾望，並隨著周休二日的政策推行轉化為「國民

旅遊」的動力，利用周末開車出門遊玩成為國人休閒行為的模式之一，反映出大眾觀光的供需

熱潮。政府以改善社會風氣為目的，提供更完善且具有寓教於樂設施作為觀點出發，在硬體設

施上提出「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計畫」
4
方案，文建會規劃在五至六年間

要投入二十餘億補助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成立各主題展示館，欲以結合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此政策加速推動各類型、尺度與層級博物館的成立，同時反映了國家政策中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的融合，驅動一股由官方到民間的博物館熱潮，博物館成為地方「觀光經濟」的一部分。同時，

政府從國外習得園區式博物館型態，以「模型文化」(model culture)展示，並配合活動表演，這打

破了博物館空間單向傳遞靜態展示的束縛，讓逐漸重視休閒生活的社會大眾心身嚮往。官方經

過多方考察後，1980 年文建會初次倡議以「韓國民俗村」、「日本民俗村」為效仿對象，提出「民

俗技藝園區」作為民俗技藝保存與傳承的根據地。就國家而言，博物館作為文化建設環節中的

一環無疑能宣達國家文化發展及現代國家的象徵與指標，民俗文化在此階段從原本僅有意識形

態的保存，更進一步被納入硬體設施中，雖然大量建設的展示館與地方文化特色館，樣式大同

小異與缺乏專業解說人員，使得未發揮預期的結果，不過臺灣文化的「地方化」趨勢已然成形。 

延續 1980 年代「地方化」的文化走勢，1990 年來到「本土化」的意識高峰，期望能以更貼

近常民的草根記憶去呈現地方及社區觀點，由民間到官方試圖以社區意識作為串連，建構國家

的「生命共同體」，最終形成具體方案便是由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社造運動在各地

發酵後，社區的博物館、生態博物館此類以地方為主體的博物館大量浮出，以民俗類別的博物

館也出現更多樣的族群文化，與上階段不同的是，公部門著手進行文化機制地方化的工作，將

經費、權力下放給地方執行，透過再次書寫草根歷史，欲以重新建立社區共同記憶，反映出更

多元臺灣社會文化，凝聚地方居民與族群認同的表徵。而上階段「園區式」博物館的規劃持續

延續到 1990 年前期，其中發展出「東北部民俗技藝園區」、「中國文化園區籌設計畫」、「南部民

俗技藝園區」雖然在土地取得與現實條件下以上國家計畫並未全部成形，最終僅由「東部民俗

1 蔣經國並就文化建設部份做具體提示：「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單要使國民有富足的物質生活，同 時也要使國民能有健康

的精神生活。因此，我們十二項建設之中，列入文化 建設一項。計畫在五年之內，分區完成每一縣市的文化中心。隨後再推動長 

期性的、綜合性的文化建設計畫，使我們國民在精神生活上，都有良好的舒 展，使中華文化在這復興基地日益發揚光大。」 
2 行政院院長孫運瑞璿於院會中提及十二項建設中的文化建設，施政方針中倡導國民育樂活動並 
  由陳奇祿教授主持 
3 當時文建會為第一任的文類學者陳奇祿博士。 
4 1994 年文建會依此推動文建會副署機構之籌建、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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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園區」規劃案為雛型，發展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但系列計畫看出國家文化政策必須回應

「本土化」漸漸形成為主流價值。 

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空間規劃的敘事性 

於民國 1989 文建會依「加強文化資產與觀光事業結合實施計畫」提出「籌設東北部民俗

技藝園」的規劃，報請行政院納入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中，由宜蘭縣政府提供五結鄉約 50 公頃

的魚塭地作為此計畫的基地，前後邀請國立藝術學院邱坤良教、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劉可強

教授及台大城鄉所偕同調查及硬體設計規劃，描繪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雛型。 

此時期臺灣因消費社會已然成形，並受日、韓民俗村及西方戶外博物館國外經驗設計觀影

響的背景下，在最初《東北部民俗技藝園整體規劃報告書》中提出以『田園風光』作為整體園

區氛圍規劃，將園區劃分成戲曲表演空間、童玩空間、農村空間及產業聚落為四大主要的產景

串聯，並依據臺灣傳統社會中「演戲酬神」的傳統習俗，戲台的表演空間在傳統聚落中常做為

居民聚會及聯絡情感的場所，園區規劃中將戲台作為主要的核心拉出園區的軸線，企圖藉以複

製出臺灣傳統社會的縮影。這階段報告書中所提出的三個方案與園區架構的泡泡圖中能看出，

設計方案動線上的設計採封閉的環繞園區手法，雖然以擷取了台灣傳統社會中的元素作為區塊

的配置，例如試圖在園區內導入農田、魚塭、農舍等產業景觀的方式，使觀者透過直接觀賞產

業生產的面貌想像過往的農村風貌，但從平面圖看得出整體規劃以生硬的塊狀作為切割手法，

使相互間的關係趨於薄弱，造成觀者無法更深度的穿梭在園區中達到身歷其境的氛圍，然而欲

以移植的傳統社會的營造其實不僅是獨立個體上的排列組合，而是需要有更緊密的需求連結，

進而去串聯出一個聚落型態。最終此計畫書在提送文建會評選後，次年《傳統藝術中心新建計

畫》提出了以「廟宇」為中心的古市街聚落意象，為最終定案並開始進入細部規劃設計。 

                           圖片 1 空間架構泡泡圖 

         圖片 2 方案 1              圖片 3 方案 2                 圖片 4 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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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藝術中心新建計畫》後委託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對宜蘭傳統建築聚落開始著手

深度調查，模擬以廟口為發散形塑戲台與廟埕廣場的關係再延伸出市街的型態，打破原來塊狀

分割，將各機能打散在園區並將空間層級化。  

  圖 5 傳統聚落廟宇四周與市街發展          圖 6 傳統藝術中心新建計畫中園區配置 

首先由園區配置將象徵保佑國家文明昌盛的廟宇-文昌祠，建置在街道的一端並在對向以

廣場作為串連搭建戲台與戲棚，這便是移植典型台灣傳統聚落「演戲酬神」傳統習俗中衍生出

的空間佈局，由廟埕廣場為中心再發展出街道為園區的幹道一文昌街、魯班街及臨水街，街道

形式上呈現了傳統街屋街道頭尾不見得特色，這樣的街道形式正符合漢人風水上「藏風聚氣」

的觀念，另外透過街屋外穿插退縮的小廣場與巷弄，暗示街道變換的轉折點這也是傳統聚落常

見的街道轉換，而市街建築原形主要是以宜蘭臨河的頭城聚落、利澤簡的市街空間作為觀察對

象，也從台灣各地老街的街屋中擷取其型態及元素打造出替觀者精心設計過的街道，整體以 

     圖 7 宜蘭傳藝中心街道立面          圖 8 新竹老街           圖 9 九份老街 

「廟宇」為中心的古市街聚落的園區意象已形塑出具體的型態配置，最終更引入冬山河的

河水進入園區內，遊河逛景的雅致更是突顯出園區與世隔絕的氛圍，再者移地保存所遷入的黃

舉人宅與廣孝堂，突顯了園區塑式性意象形塑外的與真實世界的連結，種種虛實手法欲以將複

製出的園區聚落更推向進一步設計者理想國度，這樣以模型文化的規劃設計除顯露出博物館異

質地方的特質，更藉由去脈絡化的進程，體現替觀者打造夢幻之地的營造性。 

肆、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視覺化的傳統呈現與移植轉譯 

「現代以至後現代主義，將一整套理性運算精良的美感設計，直接覆蓋在民眾地身上，來

形拱人們整個生活態度，甚至於生命方向。」（王志弘，1997）美學化的現代經驗，橫跨在建

築、空間、影像、藝術品、甚至是在地傳統中，這使得「傳統」透過消費社會以文化移植與再

製有全然不同的新風貌。近代傳統文化與民俗技藝集中展示的手法，透過人們對傳統抽象的意

象及幻想，運用夢幻的視覺拼湊及重組產生具體的呈現方式，建構出一種新時代由視覺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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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認同，這樣的觀光現象藉由傳統文化作為資本，透過各種再製符號的生產作為詮釋。當傳

統與民俗被博物館化之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所藉用正是以視覺化、主題化和象徵性，加上時

空背景下上位者與團隊走向主題化經營的空間導向，所以更為側重體驗式情境的氛圍塑造，視

覺化的空間生產突破博物館以往單調的靜態文物陳列，使與園區的本身便被視為一種展品，所

有東西皆是被精心規劃過的，但將傳統建築與本土意涵重新轉譯後再現於園區空間後，其功能

型態也將有所形變，以園區內的廟宇-文昌祠為例，原先廟宇再臺灣日常生活信仰中，具備著

安定人心在地方上的力量，在工藝上期望臺灣傳統藝術的技藝能夠傳承及發揚，對於早期社會

來說，興建文昌祠等同於推廣文風端正士氣，然而當文昌祠進入主題化空間的園區後，文昌祠

具備於的地方上的「意義」即有了新的定義，除原本信仰中心祈求參拜的功能外，寓教於樂的

主題園區讓文昌祠更像是被精心包裝的商品轉化為一種視覺角度的觀賞，透過導覽、演示的民

俗節慶使文昌祠產生戲劇性的張力，精心包裝活動與美學的裝飾的似乎退去了原本常民經驗，

切斷實質地方信仰上的脈絡，透過這樣現代空間戲劇儀典的併至，再製出美學觀下的神聖性。 

 圖 10 信仰中心的祭祀功能    圖 11 傳藝中心-文昌祠     圖 12 傳藝中心內民俗節慶演示 

而這樣視覺化的美學所講求的風格營造，立面便成為最好的視覺聚焦點，如何打造出抓住

眼球的立面成為包裝的重點，將傳統元素作為皮層表徵，透過移植拼湊出嶄新的象徵符號，例

如園區中打造的市街為主要的入口意象，由於整體園區主要定調是以移植漢人民族的聚落社

會，在立面上必定難以脫離閩南式的街屋立面，但園區內多方的移植了各地的建築語彙與置入

不同時空下的活動行為，因此增廣對傳統的想像及定義，在這樣「去脈絡化」的空間裡便能同

時融入更多元素，因此為能更符合快速體驗的視覺角度的觀賞，從文昌街道入口立面來看其仿

製二十世紀初期新竹湖口、三峽、鹿港、臺北大稻埕融合各地多元的街屋特色，外部建材以紅

磚、石材及木頭為主，並搭配較強的裝飾性，女兒牆透過了剪粘、堆灰及交趾陶作為裝飾，另

外部分街屋移殖了日治西洋建築的紅磚折衷主義，主要的特徵為紅磚，沒有明顯的屬於任何樣

為主要的主導元素，但在仿製的過程中在拱圈及入口處以突出處理形成了另一種非古典的建築

語彙。 

  圖 13 文昌街街道立面      圖 14 交趾陶、剪黏裝飾  圖 15 模擬招牌林立的街道氛圍式 

另外「熔古鑄新」的美學方式將傳統統建材結合現代建築，進行傳統想像的再譯，是另一

種的想像實踐，邀請了簡學義、陳森藤、蔡元良、黃生遠等現代建築師來進行設計規劃，例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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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中以傳統的清水混凝土、磚瓦和洗石子等傳統建材為主，建築立面以現代建築風格透過

大面開窗、方塊與幾何的拉伸，帶出空間的流動感，在接頭做現代化的方式處理，並將氣候及

濕度列入考量透過時間的積累使得自然建材在建築立面上呈現時間的累積，使觀者能看到傳統

建築的歲月風貌，這樣的樣的手法在圖書館、體育館、展示館上看到建築師轉譯現代建築展現

對傳統的回應與想像。 

圖 16 展演廳                圖 17 圖書館              圖 18 老爺行旅住宿 

以上的建構顯現出，現代化經驗與消費社會的背景下所促使商品消費的能力與慾望大增，

大眾觀光的熱潮出現使「園區式博物館」以主題的敘事性介入休閒市場，文化開始商品化，這

樣的地方消費成為新的觀光模式，相較於過往靜態的物館展示，觀者更渴望以要求親身體驗的

真實經驗，所創造出的「擬真實」的空間閱讀，為吸引觀光客目光，所轉譯與移植的符號透過

美學的包裝再現成被精心包裝的空間規劃，視覺成為符號蒐集的方式，而透過這樣符號的蒐集

重組也演變為，文化的創造集文本的重製。  

伍、結語 

在全球化的年代，各地文化的快速散播，無可避免傳統建築及技藝逐漸式微，透過國立傳

統藝術中心的落成見證了台灣文化政策與民俗保存的重要歷史過程。臺灣首座國家級以民俗為

主題的園區式戶外博物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規劃佈局，進而決定觀眾對傳統文化想像的限

度，透過傳統街道的移植與現代建築對傳統進行的轉譯闡釋出了「傳統」的新思維，成為官方

對傳統文化保存結合觀光的象徵性文化園區。檢視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從民俗技園區雛型的計畫

至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空間生產，有助於後續分析使用空間及建築細部，這樣透過規劃體現「體

驗經濟」追求主題上敘事結構的營造勝於一切下，博物館整體商品化對移植的選擇與影響？則

需後續更深入的解析與待論證的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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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婚俗植物應用於婚儀商品設計之研究－以苗栗縣南庄鄉為例 

A Study on the Plant of Hakka Marriage Custom Applied in Wedding 
Product Design－A Case Study of Nanzhuang Township in M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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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運用索緒爾兩軸分析理論探討客家婚俗植物文化，以文獻分析法收集及歸納符號學、

客家民俗文化等資訊，解析客家婚俗植物文本，研究樣本總計 10 組，後透過兩軸分析理論分析

客家婚俗植物之表徵及內涵意義。結果得知:客家婚俗植物之內涵意義皆取自於植物特性及名稱

諧音，作為客家族群訊息之傳遞媒介，其中涵括對新人婚姻之祝福及冀望。因此本研究透過分

析後得出植物元素及意義並進行分類，將元素導入婚禮商品設計中，以延續植物文化發展及新

面向。 

關鍵字：兩軸分析、轉化設計、客家民俗、客家婚俗植物文化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Saussure's two-axis analysis theory to discuss Hakka wedding plant culture, 
collects and summarizes semiotics, Hakka folk culture and other information 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alyzes Hakka marriage plant text, a total of 10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n uses two-axis analysis 
theory Analyz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Hakka wedding plan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Hakka wedding custom plants are taken from the pla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omonym of the name, as the transmission medium of the Hakka group message, which includes 
the blessing and hope for the couple's marriage. It can also be learned from the marriage customs that 
the Hakka family also seeks children through plant beliefs, thus knowing the importance that Hakka 
attaches to lineage succession. In this study, the plant elements and meanings are obtained through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and the element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product design to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and new orientation of plant culture. 

Keywords: Two-axis analysis, transformation design, the plant culture of Hakka marriage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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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臺灣傳統客家婚俗儀禮，多以光復後的習俗為主，此時普遍採行的婚姻禮俗分為「議

婚、過定、送日子、親迎」。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儀式內容有所改良及簡化，形成一套符合現

代生活需求之新型態禮儀儀式，新式婚俗禮儀中仍可見得以植物祈福之古禮。本研究預透過索

緒爾兩軸符號理論分析客家婚俗植物蘊含之符號及意義，並轉化為商品進行訊息傳遞，期分析

結果有助於釐清客家植物文化符碼並有助於後續文化訊息傳遞。 

貳、文獻探討 
一、 符號學理論基礎 

符號學，即為事物經過「符號化」的歷程，得以進行傳遞與溝通。符號化的理念源於瑞士

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將符號從本質進行探討，進而得知符號與

人類多種活動間的關係(Barthes,1992)。在多種人類活動中，以自我詮釋為例，人類並非用單一

的語言符號來表達自己，而是運用一組符號。符號群在綜合體中組織，同時該符號群個體本身

亦為符號（Saussure，1983）。 

索緒爾提出了以語言學理念為基礎發表符號學定義論述，從而符號學得到科學性的解釋。

其說明如下：「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因此，我們可以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

號生命的科學，我們管他叫符號學」。以語言學角度為出發點定義符號，其由物質性象徵之符徵

(signifier)與意義象徵之符旨(signified)構成。索緒爾以語言學面向探討符號特性，提出符號間需

透過符徵得以獲得符旨，且兩者存在規律的順序性。對於符號的特性，索緒爾則將其分為以下

三類(表 1)，分別為任意性、多義性及慣常性。符號任意性說明符徵及符旨間並無必要關聯，而

是透過約定俗成之習慣而產生指涉意，如次亦體現符號之慣常性；多義性則說明不同之符徵可

具同一符旨，一個符徵於不同情況下可能也具不同所指，上述說明了不同情況產生不同的關係

連結及指涉物。索緒爾對於訊息有深度的探討及見解，認為所有訊息皆涉及選擇和組織，進而

提出兩軸關係(表 2)。其旨為符號需透過系譜軸(Paradigm Axis)和毗鄰軸(Syntagm Axis)兩軸間相

互作用而產生意義，系譜軸具可選擇各種元素的特性。同一個系譜軸裡的各單元必有其共同之

處，且各單元必定與其他單元間清楚區隔。以文字為例，文字為系譜軸然而文字系譜軸裡又可

分出不同的系譜軸，如文法、用法、動詞。毗鄰軸為元素從系譜軸被選擇後，會與其他系譜軸

裡選出的元素組合，衍生出新的意義。 
表 1 符號三大特性 

任意性 多義性 慣常性 

符號關係由社會慣例、法則所聯繫。 符號之意義視情境變動。 約定成俗而形成慣例。 

表 2 兩軸關係 
系譜軸 毗鄰軸 

可選擇各種元素的垂直軸 符號間訊息組合之規則與慣例的橫向軸 

特徵 特徵 

同一系譜軸之單元，必有其共同之處 元素從系譜軸選擇後，與其他系譜軸選出之元素組合。 

單元間清楚區隔，且可分辨系譜軸裡各單元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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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家婚俗文化 

客家為較為保守的族群，因此在傳統客家婚俗中可看出傳自古禮之現象。傳統的婚姻觀念

是以「廣家族，繁子孫」為主要目的。傳統客家結婚儀節分為六步驟，稱之為六禮。分別為:納

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項古禮。其中納采、納徵及親迎三禮於儀節中存有使用

植物之禮俗。納采為古禮之首，提親之儀節。「采」為彩色的絲帛，此處泛指禮物，男方派遣媒

人傳達求婚之意，女方初步同意後，男方即可送禮至女方家。禮盒中包含多種具福氣意涵之物

品及植物，植物多以名稱諧音被賦予意義作為祝福之媒介。納徵為接納男方聘財，相當於近代

的下聘禮。女方接受此聘禮，代表婚約完全成立並請求完婚的確定日期。女方亦於納徵儀節回

禮男方，禮品除禮香、禮炮、禮餅外，亦有以植物作為回禮之習俗。親迎以古禮說明，新郎於

黃昏時親迎新娘入宅，迎親禮節中以隊伍形式前往女方家迎親，為求婚姻美滿，於隊伍中亦有

植物作為祝賀之媒介隨行隊伍，後世則將該植物禮俗置放於迎親禮車上，同求新人婚姻美滿之

意。除六禮之外，於婚前禮節及婚儀結束後皆有使用植物以作祈福之習俗。綜上所述，亦可得

知婚俗儀節中植物使用廣泛且受重視。 

三、 轉化設計 

客家民俗植物文化對應市場需求日漸薄弱，為求該文化得以跨族群被認同，須將文化本質

結合創意進行加值，進而擴大市場需求。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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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英惠，2012)。高曰菖(1997)提出三段式意象表徵設計方法，分別為聯想(association)、轉換

(transformation)、具化(implementation)，意旨為探討產品意象轉換為表徵設計之方式。聯想為直觀

與內心的經驗、構想、記憶和感知進行連結，為求將有意義的意象特徵透過聯想加以描述與呈

現。轉換為意象表徵化過程之核心，旨於將意想聯想視覺化呈現，根據使用者對產品意象的認

知進行視覺暗示符號的設計與構成。具化亦可稱之為產品化，目的在於完成產品意象的表徵設

計。透過上述程序將目標物之意象具系統性地進行設計轉化，全程為使用者導向，因此產品傳

達意象更為準確且符合使用者實際所需。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為位於苗栗縣東北部之南庄山區，南庄鄉現規劃為觀光型遊憩區，分為街區及山

區二種規劃型態。街區其主要的景點為南庄老街，多種古樸建築與街道景觀發展觀光區域且廣

為人知；山區則為生態園區及露營棲地為主。本研究主要探討之民俗植物多生長於山區，因此

現階段將僅針對山區進行探討，獲得當地居民之使用情況。 

二、 研究樣本與對象 
研究樣本為南庄山區原生植物且用於客家婚俗禮儀，樣本總數共 10 組，並以婚俗儀禮活動

為區分，其中用於提親儀禮之樣本件數 2 組；婚儀前置準備 3 組；婚儀當日使用植物樣本為 5
組。訪談對象為南庄山區當地居民，共六位，以年齡作歸納與分類，年齡區分方式根據我國內

政部統計處公告之年齡段，分為青年、中年及老年，分別為 18 歲至 40 歲二名，41 歲至 65 歲

二名，66 歲以上二名。因考量回饋資料之信度，受訪居民須於南庄山區居住滿十年以上，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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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型態為南庄山區，以獲取研究所需之實際植物使用情況。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為主。首先透過蒐集文獻資料，掌握研究問題，並經由

兩軸符號理論獲得樣本之表徵及意涵，其次通過訪談了解真實使用狀況並與文獻進行比對，從

而了解客家婚俗植物於社會文化中價值與文化發展之可能性，最後運用於商品設計。 

肆、研究分析 

一、 客家婚俗植物之分析 
本研究運用索緒爾提出的兩軸符號理論分析客家婚俗植物文化之構成元素。婚俗植物之符

徵構成之系譜軸組合推演與客家婚俗禮儀產生意義之毗鄰軸，並以圖表統整其符徵符旨(表 3)。
分述如下: 

(一) 提親儀禮 
1. 番石榴、狀元紅、柏樹葉，為男方提親所給予之禮盒內容物，並於新婚當晚放置於床

頭。以果實特性為系譜軸組合主軸，其中包含外觀及名稱諧音之表徵。番石榴具果實

特性而具多子之象徵；狀元紅則取自其名及外形象徵子孫高中狀元，柏樹葉則取自客

家語諧音有百歲之意，三者皆具祝福新人及求子之意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2. 長命草，為女方提親回禮，於紅帖袋中裝入長命草及五種(包含少許早稻、小米、大豆、

綠豆、豇豆)。其以藥性功效多益處且具子孫寓意之植物為系譜軸組合主軸，其中以植

物多產量及名稱諧音為表徵。毗鄰軸為取長命草名稱中的長壽義與早稻諧音之早生貴

子意涵，並結合象徵子孫之豆類作物象徵五代同堂。 

(二) 婚儀前置活動 

1. 芹菜、大蒜、香蔥、韭菜，為新娘之陪嫁品，以紅繩或紅布條捆紮。以四種植物名稱

諧音為表徵及系譜軸組合主軸。四種植物名稱諧音寓有給予新人美好祝願，此類植物

組合富含祝福新人美好前景之意並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2. 龍眼樹葉，新娘出嫁前以清洗龍眼嫩枝葉之水擦拭身體。以龍眼樹葉及水同具淨化意

義及具淨化動作為表徵及系譜軸組合主軸。龍眼樹葉與水依古禮描述皆具避邪效果，

透過擦拭其水給予新娘避邪及淨身，兩者皆同為淨化身心避邪之意，給予新娘出嫁前

賦有好運及去霉運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3. 抹草、艾草、圓粄花、雞冠花，新娘出嫁前以浸泡四種植物之水搭配煮熟帶殼的蛋擦

拭身體。此四種植物分別為草腥味較重之植物及含籽花種，以植物生長特性作為系譜

軸組合主軸，並以植物氣味特性及植物結果特性作為表徵。因抹草、艾草草腥味濃厚，

被民間深信其具避邪之效果；圓粄花、雞冠花則以生長特性探討，皆為含籽花種，因

此作為祝福新人結子之生育能力。可見得此類植物組合寓意在於為新人去霉運及求子

之意，並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三) 婚儀當日 

1. 青竹:青竹使用於三種相異之禮俗，皆為婚儀當日使用。其一為新娘出嫁前穿取鞋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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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以竹製成米篩以供新娘穿取鞋襪用。其二運用在迎親隊伍，由成年男子肩扛女

方家準備的連根帶尾新生竹，前端需用紅線所掛長條豬肉，其枝枒起處與每節要左右

兩支共存，稱之拖青。其三為新娘出嫁時，女方以竹葉水進行潑灑之儀式。 
(1) 青竹、米篩，以青竹多節之諧音寓意及米篩用途隱喻為系譜軸組合主軸及表徵，

並透過套上鞋襪動作形成一組具其祈福意味的活動。青竹因其植物外表具多節，

因而轉化為結子之諧音意義，米篩於婚儀用途為新娘擋煞，於出嫁時新娘需以米

篩置於頭頂遮擋。此處用以放置新娘鞋襪，亦有為新娘避邪，給予新娘光明於前

之隱喻。以竹製成米篩且搭配穿襪動作之組合寓意為祝福新娘未來光明且多子多

孫之意，並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2) 新生竹、竹外觀連根帶尾且枝枒起處左右對稱，以竹之外觀隱喻為系譜軸組合主

軸及表徵。掛豬肉依古說用於擋煞，竹之外觀連根帶尾且枝枒共生寓意在於落地

生根且成雙成對之意。以竹為主體取自其形態及竹節，以諧音說明，有節節高升

之意，此組合意於祝賀新人結連理及未來展望之祝福並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3) 竹葉、水，以竹葉及水淨化身心之意喻為系譜軸組合主軸，並搭配潑灑動作為儀

禮表徵。水及竹葉本有消災及除垢含意，象徵辟邪，潑水則賦有女方家的祝福，

潑水動作越高則代表新娘與女方家感情深切。此組合可得見女方家對於新娘未來

之祝福及深切情感之寄託並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2. 長命草，作為嫁妝，以紅繩繫之，新婚當晚以竹籃掛在新人床頭，翌晨將其植於土地。

以長命草及紅繩之吉祥意涵與種植動作之隱喻為系譜軸組合主軸及表徵。紅繩因紅色

象徵喜氣吉祥，長命草則得名於其藥用功效，將其掛於床頭取自其名稱諧音，意於祝

福新人長命百歲，種植動作則有新娘落地生根之意，此類組合象徵祝福新人身體永保

安康及給予新娘作為人婦身分肯定之意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3. 花生、柚子、新人豆，用於新婚當晚，將三種果實灑滿新人床鋪。以三種果實名稱之

諧音為系譜軸組合主軸，並以灑滿果實之動作作為表徵。三種果實諧音皆為求子祝福

之意，將其灑滿新人床鋪，象徵多子多孫之意，綜合該組合之寓意為給予新人生育力

之祝福，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4. 甘蔗，使用於二種婚儀禮俗場合，其一為將其掛於出嫁禮車車頂，其二為男方迎親隊

伍所提之子孫燈把手。 
(1) 甘蔗，以甘蔗口感特性隱喻切合出嫁儀式作為系譜軸組合主軸及表徵。甘蔗甜蜜

口感特性寓有預祝新人甜甜蜜蜜之意，並於歸寧日帶回則象徵有始有終之意，此

組合即為給予新人對於未來相處模式之祝福，於歸寧日帶回則存有對於新人叮囑

不忘本之意，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2) 一男一女造型之子孫燈、甘蔗提把，以兩者皆具祝賀新人琴瑟和鳴及送子之意為

系譜軸組合主軸並以子孫燈造型及結合甘蔗寓意手把為表徵。子孫燈之外型具送

子之意；甘蔗則作為提燈之把手，依循其植物特性，蘊含祝福新人甜蜜之意義。

該組合象徵祝福新人雙方生活美滿及順利產子，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5. 花生、紅棗，於新娘下車時將果實往外撒出。以植物及新娘落地生根之意做為系譜軸

組合主軸，並以果實名稱諧音及外撒動作為表徵。新娘下車動作即象徵新娘入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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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及紅棗之名稱諧音則有早生貴子之意，兩者結合產生新娘新身分之肯定及生育能

力之祝福，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6. 茅草、抹草，於新娘入門時跨過瓦片堆使用，瓦片放置炭火且上置植物。以兩種植物

共同具有強烈草腥味為系譜軸組合主軸及表徵。新娘入門踩破瓦片旨於將先前不好的

事物拒於門外，將好事帶進門之意，茅草及抹草則因同具有草腥味而被民間深信其具

避邪功能，此組合象徵為新娘辟邪及去霉運，以此為毗鄰軸構成依據。 

表 3 婚俗植物圖表 
名稱 使用場合 符徵 符旨 

青竹 

新娘穿取鞋襪用 青竹、米篩、鞋襪 祝福新娘未來光明且多子多孫之意 

迎親隊伍，成年男子扛之，稱拖青 
新生竹、連根帶尾且枝枒
起處左右對稱 

祝賀新人結連理及未來展望之祝福 

潑水儀式以竹葉水潑灑 竹葉、水 女方家對於新娘深切情感之寄託 

長命草 

嫁妝，以竹籃掛在床頭，翌晨將其
植於土地 

長命草、紅繩、種植動作 祝福新人永保安康及新娘身分肯定 

提親回禮，與豆類置於袋中 
長命草、早稻、小米、 
大豆、綠豆、豇豆 

預祝新人長壽且日後子孫滿堂之意 

花生、柚子、
新人豆 新婚當晚用於灑滿新人床鋪 花生、柚子、新人豆 給予新人生育力之祝福 

芹菜、大蒜、
香蔥、韭菜 陪嫁品，以紅繩捆紮 芹菜、大蒜、香蔥、韭菜 祝福新人美好前景之意 

龍眼樹 新娘以龍眼嫩葉泡水沐浴 水、龍眼樹葉 給予新娘出嫁前賦有好運及去霉運 

甘蔗 
掛於出嫁禮車車頂 甘蔗、出嫁禮車 祝福新人未來及叮囑不忘本之意 
男方迎親隊伍所提之子孫燈 造型提燈、甘蔗提把 祝福新人雙方生活美滿及順利產子 

抹草、艾草、
圓粄花、 
雞冠花 

新娘擦拭沐浴使用 
抹草、艾草、圓粄花、 
雞冠花 

為新人去霉運及求子之意 

狀元紅、 
番石榴、 
柏樹葉 

提親男方所贈之禮盒及放置於床頭 番石榴、狀元紅、柏樹葉 祝福新人及求子之意 

花生、紅棗 新娘下禮車時往外撒出 花生、紅棗 新娘新身分之肯定及生育能力祝福 

茅草、抹草 新娘入門時跨過瓦片堆疊並放置炭
火且上置植物 

茅草、抹草 為新娘辟邪及去霉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客家植物與婚俗禮儀兩軸關係 
將客家婚俗植物 10 組樣本中將 26 種植物作為系譜軸之單元與毗鄰軸進行意義之探討，預

設毗鄰軸以婚俗禮儀該系譜軸下六禮儀式與植物建立關係連結，進而推演出植物個別於婚俗中

之寓意(表 4)。據寓意分析結果可分為四種意義系統，分別為:意指多子系統、意指美滿系統、意

指避邪系統、意指多壽系統。具多子意涵之植物依據其原生形態生長特性及名稱諧音分為二種

意涵來源，以原生形態生長特性論之，以多產量、多籽等生長型態衍生寓意為祝賀生育多子；

以名稱諧音論之，其名稱諧音皆與早生貴子發音相近而產生寓意連結。具祝福生活美滿意涵之

植物依據外表特性及名稱諧音分為二種意涵來源，以外特特性說明，因其外表多節而推演出節

節高升之意，除此之外亦有因兩者連根帶尾且枝枒相對而具落地生根及成雙成對之意；以名稱

諧音與美滿意涵連結關係之植物，因名稱諧音推演出各自佳話寓意。具避邪意涵之植物則以其

植物氣味則衍生出避邪意涵，民間深信透過強烈草腥味可將霉運驅散。蘊含祝壽之意的植物則

以其名稱及藥用功效廣泛則衍生出長壽意涵，名稱直觀具長壽之意，藥用功效為清熱利濕、解

毒消腫、消炎、止渴、利尿作用；其種子亦可明目、作獸藥及農藥。本研究期於後續進行設計

流程時將上述客家婚俗植物意涵之分析作為導入元素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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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兩軸分析圖表 

系
譜
軸(

植
物) 

毗鄰軸(婚俗禮儀) 

意指多子系統 意指美滿系統 意指避邪系統 意指多壽系統 

早稻 
青竹 

(連根帶尾且枝枒相對) 
龍眼樹(葉) 長命草 

小米 芹菜 抹草 — 

大豆 大蒜 艾草 — 

綠豆 香蔥 茅草 — 

豇豆 韭菜 — — 

花生 甘蔗 — — 

柚子 狀元紅 — — 

新人豆 柏樹葉 — — 

圓粄花 — — — 

雞冠花 — — — 

紅棗 — — — 

番石榴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訪談內容比對 
本研究與六位南庄居民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內容以探討客家民俗植物為主。依據訪談內容

得知，客家禮俗含括生育、喪葬及婚俗等三大儀節場合，生育與喪葬儀節運用之植物多具驅邪

避凶之意，如抹草、艾草與大風草；其中婚俗運用之植物種類最為多元，本研究將文獻歸納之

植物 10 組納入問題進行訪談，進行文獻與居民實際狀況之對比，如表 5 所示。訪談結果可見植

物使用情況因社會環境之進步，多數禮儀逐步簡化，且植物使用知識並未傳承，惟青竹、長命

草、茅草及抹草實際於受訪者婚儀禮節中使用，由於社會文化之變遷，因而產生了植物文化知

識面臨消失的狀況。 
表 5受訪者實際狀況與文獻對比 

 A 先生 B 先生 C 先生 D 先生 E 小姐 F 先生 

青竹 V      

長命草 V V V V   

花生、柚子、新人豆       

芹菜、大蒜、香蔥、韭菜       

龍眼樹       

甘蔗 V V V V V V 

抹草、艾草、圓粄花、雞冠花       

狀元紅、番石榴、柏樹葉       

花生、紅棗       

茅草、抹草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設計實作 
依據文獻與受訪者實際使用狀況之對比，本研究預以實際狀況與文獻對比相符之客家婚俗

植物進行設計，分別為長命草、甘蔗以及茅草與抹草三種植物組合，透過其使用場合與樣本意

象特徵進行轉化之設計，如表 6 所示。長命草以外型作為擴香石造形，可作為嫁妝掛於床頭，

增加香氣；此外可更換瓶身，作為澆水瓶埋於土中。長命草於婚儀中為新娘隨行之嫁妝，因而

設計收納包便於收納新娘需於禮節中給予之紅包，收納包物外型取自米穀，封口處以長命草外

形為核心，對應長命草作為提親回禮及嫁妝之使用場合。甘蔗則取其植物紫色外型及枝節，結

合掛於出嫁禮車之雨傘作為傘套，跳脫婚儀場合則可攤平產品，供於日常野外用餐之布墊。茅

草、抹草取其針形外型作為手把保護套造型，材質為可彎取膠材，拿取炭盆時避免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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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植物象徵意義及外型特徵 
名稱 長命草 甘蔗 茅草、抹草 

外型特徵 光滑無毛，多分枝，平臥或斜

生，花黃色，莖則有紅骨及綠骨

兩種。 

富有光澤、表面呈紫色，端

正挺直 

茅草頂端漸尖呈刺狀，下部漸窄，質

硬，基部上面具柔毛；抹草葉子互生，

葉片披針形，多為花黃色及綠白色 

象徵意義 藥用功效眾多及名稱諧音因而

衍生出長壽意義， 

甘蔗甜蜜口感特性寓有預祝

新人甜甜蜜蜜之意 

具有草腥味而被民間深信其具避邪功

能 

使用場合 1.女方提親回禮 

2. 嫁妝，以竹籃掛在床頭 

掛於出嫁禮車車頂 新娘入門時跨過瓦片堆疊並放置炭火

時下方放置 

設計意象 

(a) (b) 

(a)擴香器/定時澆水器 

(b)紅包收納包 

(c) 

    (c)雨傘套/午餐墊 

(d) 

(d)手把套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將現有客家植物文本透過索緒爾之兩軸分析論進行分析及探討，獲得多種客家婚俗

植物之符號及內涵意義，可得知多種植物具內涵意義皆取自於植物特性及名稱諧音，特性以生

長特性、植物氣味、植物口感為主；婚俗植物傳遞之訊息多為祝賀新人結為連理，並對其未來

寄以冀望，亦可得知多數婚俗植物皆象徵求子之祝福，由此可見子嗣對於客家族群之重要性。

結合上述文獻與訪談內容進行資料比對，將表徵及意義轉化為婚禮商品，使文化以商品形式進

行訊息傳承，以達到婚俗植物文化之衍伸及拓展。民俗所蘊含之文化思想起源需透過多層次符

號學理論進行深度分析，後期可根據本研究初探結果接續探討文化性符碼，亦可得知客家婚俗

植物文化之起源及其深度內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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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研究所 副教授 

a 通訊作者：m10732018@gemail.yuntech.edu.tw 

摘要 

小誌傳播至臺灣約發展十年，十年間因政府著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創意市集及藝術書市

集的參與人數節節高升，加上言論風氣自由的社會環境促使更多創作者透過刊物傳達個人思想，

使越來越多人認識小誌這樣裝幀形式自由，著重理念和內容的刊物。本研究以小誌創作者、獨

立書店管理者及小誌式及策展人作為訪談研究對象，透過訪談取得質性資料，再以典範模型作

為技術文獻，進行扎根理論分析，得出典範模型後，進一步探討在典範模型中發展現象及未來

展望的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小誌在臺灣發展狀態尚可，但目前臺灣創作者及讀者對於刊物本

身性質有些許誤解，且更因臺灣美學教育及文化較為保守，造成於部分議題上之小誌難以被大

眾接受，進而影響創作者創作的方向及獨立刊物的未來發展狀況，若要改善並突破以上的障礙，

必須讓更多人認識小誌，了解刊物本身真正的意義，吸引更多人加入創作的行列，才能使這項

文化持之以恆並蓬勃的發展下去。 

關鍵詞：小誌、獨立刊物、文化創意產業 

Abstract 

Zine came in to Taiwan about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Between ten years, as the government 
set out to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creative markets and art 
book markets had increased. Communicate personal thoughts and makes more people recognize 
magazines like zine, which are free at form and focus on concepts and content. This research interview 
objectives were zine creators, independent bookstore managers, and zine style and curators. With those 
research objects, obtains qualitative data through interviews, and use Paradigm Model as technical 
documents to conduct grounde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obtain model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of 
development phenomena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model.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zine ’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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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in Taiwan is acceptable, but at present, Taiwanese creators and readers have a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ublication itself, it was because Taiwan ’s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ulture are more conservative, it is difficult for zine to be popular on some issues. Accepting,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direction of creator’s crea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publications. 
To improve and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more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zine,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ublication itself, and attract more people to join the ranks of creation, to assure the 
culture to be sustained and flourish. 

Keywords: Zine, Independent Publicatio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壹、前言 

小誌約在十年前被引進臺灣，當時教育環境中設計科系剛開始發展，由設計師帶進臺灣的

小誌因題材廣泛、裝幀特殊，在創作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吸引不少人以此形式創作，但也因

此造成大眾及創作者的誤解，將其帶入商業市場，以此作為賣點拓展個人品牌，抑或作為廣告

文宣使用，而小誌實質上並非適合商業化的刊物，也非營利的刊物，但因了解小誌的群眾太少，

造成誤解越來越深，而本研究以此觀點切入研究臺灣獨立刊物的出版現象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貳、典範模型及小誌發展狀態 

一、典範模型（Paradigm Model） 

典範模型（Paradigm Model）是一種組織和整理資料的工具，將數據的範疇和重點思想及現

象聯繫起來，以幫助研究者系統性地思考，並提出有關範疇，以及範疇間如何相互關聯的問題

（J. Kendall, 1999）。使用典範 Strauss & Corbin（2001）認為使用典範模型可以幫助研究者更準

確地思考，以更有系統性的方式分析搜集之資料，並指出其因果關係的相似之處，是多數人在

日常生活描述中所依賴的思維方式。引導數據及資料搜集之分析有六項預定類別：現象、因果

條件、脈絡條件、中介條件、行動/互動與結果，六大項關係如下表（洪玉文，2019）。本研究針

對臺灣獨立刊物出版現象及未來展望依據上述六大項目完成典範模型圖。 

 

圖 1、典範模型架構 

（資料來源：洪玉文，2019 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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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創業產業與獨立刊物之關係 

政府自 2008 年起發展文化創業產業，創意市集及手作市集便逐漸開始成長，市集裡會有攤

主自行出版的刊物，藉由自製刊物介紹作品，刊物會是偏向於手作性質的，且以任何形式呈現，

偏向於創作者的一張名片或是作品的簡介，當時並沒有那麼多參與者認識 Zine，而是直接在過

程中使用這樣的形式創作，獨立刊物和 Zine 便是由此時開始漸漸變得廣為人知。 

三、小誌之核心價值——自費出版精神 

自費出版（Subsidy Press）又稱作自助出版或個人出版（Self-publishing），自費出版為一種

自主性出版和發行刊物的方式，小誌為創作自由度極高之刊物，不限制任何的性質，但創作者

必須對於刊物所想傳播之訊息有著急切性，對於告訴他人有著迫切性，自費出版的初衷便在於

即便今日花費出版但仍舊想告訴大眾這些訊息，因為這些訊息具有重要的價值及被知道的意義。 

參、臺灣獨立刊物之典範模型 

一、質性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表 1 內容之時間及對象訪談，並將訪談內容進行扎根理論分析，經由開放性譯碼

及主軸式譯碼，最後以 Strauss & Corbin（2001）之「典範模型」作為技術文獻，進行選擇性譯

碼，透過組織性地整理整體脈絡，建立臺灣獨立刊物之理論模型。 

表 1、訪談對象資料表 

編號 類型 訪談日期 訪談對象 受訪人簡介 

a 編輯及策展人 2019/12/10 江家華 
現任《新活水》雜誌副總編輯，「做本

Zine (Make A Zine)」策展人。 

b 編輯及策展人 2019/12/17 邱璽民 
《京都塑膠人》刊物創辦人，

「NotBigIssue」市集主辦人。 

c 書店負責人 2019/12/25 黃廷玉 台北 Mangasick 書店負責人 

d 書店負責人 2019/12/19 陳真 台中暗渡書店負責人 

e 創作者 2020/01/21 路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曾任學術類圖

書編輯。2011 年與友人共同創辦「毒

草 Toxic Weeds」，目前已經發行超過二

十種「小誌」。 

f 創作者 2019/11/22 Pam Pam Liu 

筆名為「過去 X 未來 多提無用，為臺

灣插畫家、獨立漫畫家和音樂家，畢業

於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學院平面設

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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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範模型分析結果 

訪談全文經開放性譯碼與主軸譯碼的過程共取得 181 個概念，依據典範模型收斂為「臺灣

獨立刊物的潛在問題」、「小誌與目前主流刊物市場的差異及隔閡」、「影響小誌發展之因素」、「小

誌崛起契機」、「拓展小誌文化的策略」、「臺灣獨立刊物之未來展望」等六個範疇。各範疇與次

範疇關係說明如下： 

（一）範疇一：臺灣獨立刊物的潛在問題 

如表 2 顯示「臺灣獨立刊物的潛在問題」範疇是由：「創作者的誤解」、「創作者的侷限」等

兩個次範疇所組成，顯現出臺灣獨立刊物被環境及文化所影響之問題，在典範模型中屬現象之

特徵，範疇關係如表 2 所示。 

表 2、「臺灣獨立刊物的潛在問題」範疇關係表 

主範疇 次範疇 屬性 

臺灣獨立刊物的

潛在問題 

創作者的誤解 刊物性質的誤解 

創作者的侷限 
市場評估的誤解 

不會說故事 

（二）範疇二：小誌與目前主流刊物市場的差異及隔閡 

如表 3 顯示「小誌與目前主流刊物市場的差異與隔閡」範疇是由：「小誌與主流刊物的差異」、

「作者與市場的連結性」、「實體與電子格式的差異」等三個次範疇所組成，顯現出小誌目前於

臺灣刊物市場上的定位及發展狀態，在典範模型中屬因果關係之特徵，範疇關係如表 3 所示。 

表 3、「小誌與目前主流刊物市場的差異及隔閡」範疇關係表 

主範疇 次範疇 屬性 

小誌與目前主流

刊物市場的差異

及隔閡 

小誌與主流刊物的差異 

裝幀形式上的差異 

印刷成本上的差異 

內容及議題上的差異 

管理及經營上的差異 

作者與市場的連結性 

小誌不該考量市場 

創作的目的性 

拓展整體市場的可行性 

創作者拓展個人市場的可行性 

實體與電子格式的差異 
呈現形式的差異 

資訊傳遞的即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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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範疇三：影響小誌發展之因素 

如表 4 顯示「影響小誌發展之因素」範疇是由：「社會環境的特性」、「教育的轉型與缺失」、

「政府政策影響」等三個次範疇所組成，顯現出小誌目前在臺灣發展的契機、困境及缺乏之條

件，在典範模型中屬脈絡條件之特徵，範疇關係如表 4 所示。 

表 4、「影響小誌發展之因素」範疇關係表 

主範疇 次範疇 屬性 

影響小誌發展之

因素 

社會環境的特性 
自由民主的社會環境 

社會風氣的影響 

教育的轉型與缺失 
教育訓練的缺乏 

教育方針的改變 

政府政策影響 
藝文活動正向成長 

資訊傳遞的即時性 

（四）範疇四：小誌崛起契機 

如表 5 顯示「小誌崛起契機」範疇是由：「政府補助文創產業」、「創作者有曝光之需求」等

兩個次範疇所組成，顯現出小誌過去在臺灣出版及設計市場中崛起之契機及要素，在典範模型

中屬中介條件之特徵，範疇關係如表 5 所示。 

表 5、「影響小誌發展之因素」範疇關係表 

主範疇 次範疇 屬性 

小誌崛起契機 
政府補助文創產業 市集與藝文活動增多 

創作者有曝光之需求 創作者需有發表平台 

（五）範疇五：拓展臺灣小誌文化的策略 

如表 6 顯示「拓展小誌文化的策略」範疇是由：「擺脫目前形式」之次範疇所組成，顯現出

發展小誌文化的必要條件，在典範模型中屬行動與互動之特徵，範疇關係如表 6 所示。 

表 6、「拓展小誌文化的策略」範疇關係表 

主範疇 次範疇 屬性 

拓展臺灣小誌文

化的策略 
擺脫目前形式 

作品類型更加多元 

擺脫商業化的念頭 

（六）範疇六：臺灣獨立刊物之未來展望 

如表 7 顯示「臺灣獨立刊物之未來展望」範疇是由：「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之次範疇所組成，

顯現出發展小誌文化的必要條件，在典範模型中屬結果之特徵，範疇關係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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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臺灣獨立刊物之未來展望」範疇關係表 

主範疇 次範疇 屬性 

臺灣獨立刊物之

未來展望 
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維持現狀並持續發展 

推廣小誌讓更多人認識 

三、臺灣獨立刊物的發行困境與超越之典範模型 

本研究將主軸譯碼發展出的 6 個主要範疇，經過選擇性譯碼藉由故事線（Story line）找出

核心範疇（core category）後，藉由典範模型（Paradigm Model）作為技術文獻，歸納出「臺灣

獨立刊物出版現象及未來展望」之典範模型。 

 

圖 2、「臺灣獨立刊物的發行困境與超越」之典範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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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臺灣獨立刊物的發行困境與超越之典範模型進行如下探討，並以以下四點補充

說明其運作關係。 

一、主流刊物與 zine 之差異 

Zine 所能探討之創作內容較為廣泛，沒有任何限制，能夠探討的議題比起主流雜誌更為多

元，能夠嘗試的風格也更多，不需經過出版社的審稿，不需考量群眾的閱讀習慣，也不需因年

齡尺度問題而有所限制。 

二、zine 作為紙本刊物的必要性 

紙本刊物於訊息的傳播速度有著較高的便利性，紙本更有著現場對談及即時討論的交流特

性，與 zine 的定義中對於資訊傳播的急迫性有著較高的連結性，即便現今刊物已漸漸轉換為電

子書、網站或自製電子形式的刊物呈現，但仍舊無法取代這樣的即時性。 

三、zine 於刊物市場的發展可行性 

多數訪談對象皆表示 zine 是不需要拓展市場的，應以文化永續發展的可行性去思考，以整

體場景為考量，而非主張商業化，即便次文化之群眾較少，但仍有其文化之發展性。Zine 對部

分群眾而言仍然是陌生的事物，作為新興的刊物而言，若是有機會能夠使更多人認識，不只有

機會讓更多人對於文化的接受度更廣泛，也能夠促使臺灣美學的文化發展。 

四、未來 zine 永續發展之要點 

目前有許多創作者皆對於 zine 和獨立刊物的性質及定義有誤解，故何以讓 zine 被更多不同

的族群認識才是發展的主要目標，讓更多人明白 zine 的真正定義及其刊物之正確價值，並鼓勵

創作者應持續不斷地創作，讓這樣的文化持續發展下去。 

伍、結論與建議 

小誌目前於臺灣發展狀態尚可，但部分創作者及讀者對於刊物本身性質有些許誤解，且更

因臺灣美學教育及文化較為保守，造成部分議題的小誌和內容難以被大眾接受，進而影響創作

者創作的方向及獨立刊物的未來發展狀況，若要改善並突破以上的障礙，必須讓更多人認識小

誌，了解刊物本身真正的意義，以及內容涵蓋議題範圍的重要性，期望吸引更多人加入創作的

行列，才能使這項文化持之以恆並蓬勃的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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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符號角度探討金門文創商品之視覺符碼分析 

-以「點十成金2017金門縣吉祥物暨文創商品設計為例」- 

The Analysis of Visual Element in the Kinmen Culture and Creative 
Products: Works of 2017 Design Kinmen 

周芸亦*
a  林加雯** 

*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研究所 副教授 

a 通訊作者：hannahandnicle@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針對「2017 點十成金-金門文創商品設計」之十位設計師作品進行探討，運用文獻分 

析法、符號學，探討金門文創商品開發過程中，視覺元素與符號語意的表現方式，進行內容交 

叉比對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數文創商品設計可將文化意涵精神轉化於視覺符號，視覺 

符號表現於文創設計的視覺元素，分析整理如下:1.簡化複雜的造型保留最純粹部分，提升文創 

商品的質感度。2.透過材質混合或功能轉換成現代人的需求品，將文創商品以傳統素材融入現代 

語彙。3.從整體物件擷取部分，凸顯視覺特徵增添文創商品趣味性。4.平面與立體間的轉換 5.金 

門吉祥物以情境故事的方式，帶領消費者體會文化精神意涵。  

關鍵字：金門、文創商品、視覺元素、符號學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 at discussing the works of ten designers of "2017 Design Kinmen",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emiotics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visual elements and symbolic seman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inm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mo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s can transform the spirit of cultural meaning into visual symbols. 
The visual symbols mostly represent in the visual element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The analysis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1. Simplify complex shapes to the purest concep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2. Through material mixing and function conversion into modern necessities, the 
designers integrate cultural and creative goods with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to modern colloquialism . 3. 
Extract parts from the whole product to highlight the visual features and seas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4. Transformation between plane and three-dimensional lead to distinctive visual aids. 5. Lead 
consumers to experienc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meanings by comparing the Kinmen mascot into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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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金門在歷史上曾為軍事戰略據點，因限制產業高度開發，使得金門地區保留了完整的自然

生態、人文建築、軍事戰地遺跡。相較於台灣地區，金門環境資源較於匱乏，觀光產業成為金門

重要的經濟發展來源。金門縣文化局自105年起舉辦多項文化創意計畫，2017年特別打造「點十

成金-金門文創商品設計」，邀請十位設計師設計金門地方特色文創商品，提升地方品牌形象。政

府積極整合地方資源與鼓勵青年返鄉就業，結合文化創業設計，共同發展金門文化產業特色商

品，透過創意加值帶動地方產業活絡。 

二、研究目的  

1.探討金門縣文化局推動文化創意計畫之文創商品之現況 

2.「2017點十成金_金門縣吉祥物暨文創商品設計」計畫緣起 

3.分析「2017 點十成金_金門縣吉祥物暨文創商品設計」的視覺元素與符號表現形式。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2017點十成金_金門縣吉祥物暨文創商品設計」計畫臺灣十位知名設計師的十件

作品為研究樣本。計畫以將金門縣文化意象的吉祥物設計運用作為設計目標，其作品類型包括

產品設計、包裝設計、品牌規劃設計、文字造型設計等。 

貳、文獻探討 

一、公部門推動「金門文創商品」計畫發展現況 

（一）金門簡介 

金門，舊名浯江、浯州、浯島，鄰近廈門與台灣間，由 16個島嶼組成，四面無高山屏障，

故風力強。因特殊的地理條件，曾為重要戰略地，遺留許多戰後遺跡。同時在建設與產業低度

開發之下，金門保留完整的閩式建築、人文風俗與自然生態，造就金門獨特性文化。 

（二）金門文化局舉辦文創計畫 

近年來金門縣政府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透過文化創意產業扶植，行銷觀光與金門品牌，

自 105年起金門縣文化局辦理「金門文化創意產業發表計畫－文創產業扶植計畫」，鼓勵有志青

年人才投入文創產業，以金門地方生態觀光、戰地為主題，開發文創商品、文創產業，扶植地方

文創產業。金門文化局也舉辦多項文創商品徵件相關活動，作品皆來自台澎金馬大專生與知名

設計師，運用創意將文化轉化於文創設計，同時也獲獎多項國際設計大賽，無形中將金門文化

創意行銷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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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點十成金_金門縣吉祥物暨文創商品設計 

參考日本熊本縣打造熊本熊為例，以「創意、創新、創業」之概念，結合地方無毒產業、文 

創加值、觀光行銷，推行「地方創生」。為此本計畫以「金門縣吉祥物_金門三寶」設計為目標， 

並加入金門在地的「人+地+物」，訂出十大設計方向，透過創意加值地方產品，行銷地方特色， 

吸引觀光人潮、創造在地就業機會。金門縣文化局特邀請十位知名設計師將金門吉祥物、人文 

歷史、自然環境、精神理念等融入設計，開發具有金門特色之文創商品。(呂坤和，2017)   

二、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 

（一）文化的定義 

所謂文化的定義有不同的解釋，著名英國人類學專家 Edward B. Tylor 指出，文化包含了知

識、藝術、道德、風俗等人類的習慣與能力的累積。Raymond Williams（1985）認為文化是整體

生活方式，透過日常生活和群體共同經驗來傳達出某種意義與價值。近一步將文化的分類分為

物質、精神、制度文化等三大類。物質文化即為人類創造性勞動的物質成果; 精神文化為精神、

觀念、思維，如藝術、道德、政治等; 制度文化是社會發展中建立的規範，如法律、禮儀規範、

家庭結構、倫理關係等（歐陽友權，2003）。因不同環境條件塑造各種生活型態，發展別具色特

色的文化(蕭明瑜，2014)。 

（二）文化創意產業 

台灣行政院於 2002年起推行「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將「文化創意產業」納入國家發展

重點。2010 年頒布「文化創意產業法」以來，積極推動地方文化產業，提供專案計畫發展地方

特色、文化保存，促進國人文化素質普的普及。透過創意與地方文化、產業結合，開發出各種型

態之文創商品，為地方創造就業機會與商機。 

三、文化創意商品與類型 

（一）文化創意商品設計 

何謂文創商品設計？一般商品開發注重機能與造型優美為主，而文化創意商品設計關注於

文化傳承與社會問題，設計加入創意概念，讓使用者體驗生活品質與傳統文化氣息。（徐啟賢、

林榮泰，2011）林榮泰（2009）提出文化創意商品的 4C概念分別如以下：1.文化（Cultural）:以
日常生活的文化為創作來源。2.精選的（Collective）:從文物中精選能夠代表文化特色之元素，

並加以轉化設計成日常生活用品 3.愉悅的（Cheerful）：感到賞心悅目的、令人愉快的 4.創意的

（Creative）:綜合日常生活具有創意性的用品。 

文創產品的魅力關鍵在於美感、文化、價值、故事等關鍵要素且文化具有儀式感、符號、思

想，較為複雜的特質(劉大和，2007)。透過設計轉化將文化象徵的符號注入商品，延續文化並重

新賦予現代感，來提升商品價值性。設計師要能夠深刻體驗文化與情感故事，時時覺察生活中

的問題、提出設計概念，把文化與創意融合，創造出觸動人心的文創商品（徐嘉莉，2007）。 

（二）文創商品開發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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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文化創業產業高度發展，文創商品成為熱門討論內容，業者以「文化創意」吸引消

費者購買，市場上標榜文創商品設計開發種類繁多，文創相關研究者以文獻分析整理出文創商

品的分類。根據涂爾幹圖騰與儀式論述，蕭明瑜（2009）以符號學系統將文創商品區隔兩種類

型：圖騰型與儀式型。1. 圖騰型文創商品：文化共同的象徵意義以象徵圖騰作為代表。圖騰與

指涉對象有清楚的連結。例如:金門設立風獅爺來驅邪鎮風，風獅爺為金門守護神的象徵。金門

文創商品常見風獅爺的圖騰。2. 儀式型文創商品：透過特定的行為操作，讓使用者體驗蘊含的

文化意義。例如：金門文創商品「囡仔花帔_風獅爺的寶貝披風」，將傳統花披育嬰包巾與風獅爺

造型圖騰結合，穿上小披風，象徵驅邪避凶、守護孩童平安成長。 

（三）文創商品的視覺型態要素 

文創商品藉由外觀設計吸引消費者購買以及理解商品設計的內在意涵。陳俊智、李依潔

（2008）認為設計師透過商品形態的形、色、材質、操作方式，將文化意涵與特色具體化地融入

設計。林俊良（2005）於著作基礎設計提到：「設計要素包含形態、色彩、材質、質感等，以及

美感的形式原理。」許占民、張全、景韶宇、陸長德（2005）認為商品的型態要素包含形體、圖

案、材質、紋理、色彩。風格特徵是以抽象形容詞來表達對商品的心理感受。 

三、皮爾斯的符號學 

皮爾斯認為所有人類經驗和想法都是符號活動，指涉某事物，就能產生意義。他將符號分  

成三類:肖像記號(Icon)、指示記號(Index)、象徵(Symbol) Fiske J. (1995)。簡述如下:  

（一）肖像：指涉對象與記號，透過觀察看出其有「形象相似」之特性，舉例：照片、圖畫。 

（二）指示：指涉對象與記號代表有因果，可使人直接聯想到其關聯性，舉例：冰塊與水。 

（三）象徵：涉對象與記號是約定成俗、法則，必須透過學習得知，舉例：十字架象徵基督。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分析金門「2017 點十成金_金門縣吉祥物暨文創商品設計」的視覺元 

素表現與設計符號轉化運用、文化設計層次。透過觀察法得出文創商品的視覺外觀型態。使用 

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肖像、指示、象徵)，分析設計師將金門題材轉化成符號應用於文創商品。  

表 1 金門文創商品轉化分析之一 

Ａ1. 品名 金門風。ＣＩＳ品牌標誌設計 商品類型 ＣＩＳ品牌標誌設計 

 金門題材 福建螺鈿工藝、金門戰地迷彩圖樣 

商品型態 外形 書法筆畫 紋飾 迷彩紋飾 

色彩 黑、土金、紅 材質 紙材 

功能 應用於在地包裝，如手提袋、文宣版型、形象招牌 

符號分析 1.肖像：螺鈿工藝的材質牙黃色澤與迷彩塊狀造型結合。書法筆畫力度，取自金門書法

家呂世宜。2.指示：金門文風鼎盛，多人文進士，以「書法筆墨」代表金門人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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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2. 品名 浯島城香 商品類型 產品設計 

 金門題材 金門五月初一迎城隍「過頭」城隍信物_印信	

商品型態 外形	 正方體外加握把造型以及正方形凹槽底座	
色彩 深咖啡色、米黃色 材質 木頭 

功能 焚香、蓋印章 

符號分析 1.肖像：造型仿城隍印信意象。2.指示：信眾求香灰保平安，焚香代表祈福。 

Ａ3. 品名 金門風。金屬文創 商品類型 產品設計（共 7款） 

 金門題材 金門人文、戰地、自然景 觀特色，包括風獅爺、燕尾脊、砲

彈、碉堡、戴勝、歐亞水獺、栗喉蜂虎，取一作品分析。 

商品型態 外形 取金門縣鳥戴勝頭冠造型為主要設計 

色彩 銀色 材質 金屬鋼材 

功能 飾品裝飾 

符號分析 1.肖像：將戴勝的頭冠造型簡化。2.指示：戴勝à金門縣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Ａ4. 品名 獻給阿公阿嬤的懷舊桌遊 商品類型 視覺包裝設計 

 金門題材 金門傳統賭注遊戲_四色牌 

商品型態 外形 長方形體禮盒 紋飾 金門縣吉祥物、四季圖案 

色彩 外盒包裝：藍、白。四色牌：白、黃、綠、桃紅。 

材質 紙材 功能 賭注型桌遊 

符號分析 肖像：原四色牌的牌面尺寸加大，融入吉祥物以及四季意象 

Ａ5. 品名 金門中英文字合體設計 商品類型 視覺設計 

 金門題材 金門傳統「字姓」燈、閩南文化、自然生態 

商品型態 外形 燈籠造型為主體 

色彩 黑、白、紅、金色 功能 應用於各式商品 

材質 應用於不同商品 

符號分析 1.肖像：取自傳統「字姓燈」造型、金門字反轉為 Kinmem 。2.指示：翻轉字à「翻轉

金門、添燈平安」。3.象徵：傳統紅色燈籠，象徵家族團圓，本設計象徵金門輝煌。 

Ａ6. 品名 聖祖皇禮禮盒暨貢糖單盒 商品類型 包裝設計 

 

金門題材 漢民族的禮節「作揖」、閩式建築特色「馬背」 

商品型態 外形 包裝為方形盒 色彩 紅、土金、橘色 

紋飾 外包裝作揖動作衣袖的簡約造型、十二紋繡添加金

門吉祥物。內包裝表現於閩式建築馬背、磚牆線條 

材質 包裝採珍珠油墨印刷加上壓凸與燙金，一紙多層次 

功能 外包裝採天地蓋。內包裝紙的設計是一體成形 

符號分析 1.肖像：將馬背、磚牆、作揖動作衣袖的線條簡化。2.象徵：進貢皇帝作揖禮儀、雙袖繪

繡上十二章紋，如同帝王般的尊榮，包裝上紋繡圖樣加入金門吉祥物凸顯在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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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門文創商品轉化分析之二 

 
  

 

 

 

Ａ7. 品名 浯島聚濁 商品類型 產品設計、包裝設計 

 金門題材 閩式建築「馬背」、金門牛皮、金門砲彈 

商品型態 外形 仿魏晉南北朝常用的陶瓷酒外形，包裝為長方體 

紋飾 酒瓶皮套印有馬背簡化圖樣，外盒為馬背線條 

色彩 產品皮套：淺棕色，外盒包裝：黑、白為主 

商品型態 材質 皮套：漂流木和皮件異材質結合。產品：雙層玻璃管 

功能 金門高粱酒瓶、包裝設計 

符號分析 1.肖像：馬背簡約線條應用在包裝與皮套視覺設計 

2.指示：雙層玻璃管à金門砲彈剖面。漂流木材質à環保 

3.象徵：馬背山牆是金門傳統聚落建築重要元素，象徵金門宗族聚落凝聚的象徵。魏晉南

北朝常用的陶瓷酒瓶外形、皮件材質運用於酒瓶設計，呈現中西合璧的現代感設計。 

Ａ8. 品名 金合利鋼刀「小鎮神獸紀念款包裝設計」 商品類型 包裝設計 

 

金門題材 金門縣吉祥物（風獅爺、戴勝鳥、歐亞水獺）代表天地水守護

三寶、金門鋼刀 

商品型態 外形 長條方形盒 

色彩 以黑色為基底，並以桃紅、澄黃、淺藍搭配 

材質 中式彩色線裝書的裝幀、精裝絲布 

功能 金門鋼刀包裝盒 

商品型態 紋飾 風獅爺、戴勝鳥、歐亞水獺卡通化視覺。風獅爺手持關刀、戴勝鳥佩掛原住

民番刀、水獺手握龍紋菜刀。包裝紋底以幾何抽象圖形代表天、地、水。	

符號分析 1.肖像：將金門吉祥物三寶設計為具象插圖化。 

2.指示：風獅爺手持關刀à鎮風止煞、戴勝鳥à美頭冠縣鳥、水獺à生態保育 

3.象徵：化砲彈為剛刀與三寶神獸手持刀守護金門的形象來結合。 

Ａ9. 品名 風獅少爺 商品類型 產品設計 

 

金門題材 金門風獅爺 

商品型態 外形 圓筒狀 色彩 紅、黃色、土黃、黑、白 

紋飾 各種表情的風獅爺，姿態仿風獅爺兩腳站立、獅子的

卷毛、穿著紅色披風，手裡拿的不同的物件。 

材質 依照不同商品應用使用相對應材質 

商品型態 功能 「豎立」風獅爺，延伸出圓柱型類的商品。例如：筆筒、抱枕、燈罩 

符號分析 1.肖像：將金門風獅爺形象具象插圖化，加入不同表情符號。2.指示：圓筒狀à穩重，屹

立不搖。3.象徵：營造年輕人努力做事的奮鬥感，未來要接班的年輕風獅爺，在各種風

吹雨打中屹立不搖，也要做好守護者的角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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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金門文創商品轉化分析之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表格交叉比對分析十件文創商品所使用的題材、視覺造型元素（具象、抽象、半

具象）、色彩、功能、符號學、文化層次。 

金門題材面向分成可分成：1.人文建築 2.宗教信仰 3.風俗活動 4.自然生態 5.戰地。其中以

人文建築為最多、風俗活動與戰地風光次之。人文建築題材部分，採金門閩式建築「馬背」、「燕

尾脊」。風俗活動類則較多元，如：四色牌、燈籠習俗（字姓燈、後浦燈籠）、漢民族的禮節「作

揖」、風獅爺。戰地風光類為砲彈（外形、剖面）、鋼刀、碉堡。 

視覺型態要素方面分為：造型、色彩、材質、功能，以及加入符號學分析。以下為分析內

容：（一）造型：金門題材中細分出視覺造型元素至少兩件以上文創商品有重複，進行比對差異

性。1.馬背造型：A1、A10 使用抽象有機線條呈現。A7 以具象呈現馬背山牆的造型簡化，保留

其裝飾性部分。2.風獅爺造型：A3、A8、A9皆以具象重新描繪造型。3.歐亞水獺：A3 造型有機

抽象化，圓弧形表現水獺靈巧的身形與動作。Ａ8 造型為具象插畫圖案。4.戴勝鳥：A3 擷取頭

冠特徵，半具象設計出頭冠弧度造型，Ａ8 以具象插畫圖案。5.砲彈：A3 砲彈造型半具象化，

壓縮比例，A7 取自金門砲彈剖面造型，酒瓶設計採雙玻璃管呈現抽象造型。A8 為產品本身是

以砲彈殘骸所製成，鋼刀表面為抽象化紋飾。（二）色彩：1.暖色調為主：Ａ2、Ａ5、A6、A8、

A9、A10。暖色系，保留傳統聚落的古色古香、宗教文化傳承以及文風雅士匯集。2. 中性色：

A3、A7。黑、白、灰、金、銀等中性色，提升金門文創商品的現代感與時尚感。（三）材質：1.
改變成另一種材質：Ａ1、A3、A5、A6、A9。2.運用兩種以上的材質搭配：A7、A8、A10，如：

A7 商品皮套為漂流木和皮件異材質結合，瓶身是雙層玻璃管。A8：刺繡、絲布、線裝包覆書盒。

A10：壓克力與木材 2.運用兩種以上的材質搭配：A7、A8、A10，如：A7 商品皮套為漂流木和

皮件異材質結合，瓶身是雙層玻璃管。A8：刺繡、絲布、線裝包覆書盒。A10：壓克力與木材

（四）功能：1.屬於功能改變符合現代人需求:A1、A5、A6、A7、A8、A9、A10。2.屬於原功能

消失裝飾商品: A2、A3。3.與原 典藏功能相似: Ａ4。（五）符號分析：

1.肖像：Ａ1～A10。指示：Ａ1~Ａ3、Ａ5、Ａ7~Ａ10。3.象徵：A5~A10。 

將前述的視覺元素與符號分析進一步探討發現，設計師運用以下五種設計方式作為視覺元

素與符號轉化的方式：(一)簡化：A1、A10、A7、A3。如：馬背山牆的造型簡化，以抽象線條表

Ａ10. 品名 金門聚落文創 X後浦燈籠計畫 商品類型 產品設計 

 金門題材 閩式建築「馬背」山牆、後浦老街特色「燈籠」、普渡燈 

商品型態 外形 馬背山牆曲線 材質 壓克力、木頭 

色彩 淺咖啡色、白色 功能 燈籠照明功能 

符號分析 1.肖像：將後浦燈籠造型轉化成金門建築聚落馬背造型。2.指示：燈籠à指引一條光明的

路。3.象徵：傳統閩式建築馬背曲線，透過設計融入現代語彙，改變金門街道現代化的

形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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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複雜圖案簡化成純粹的線條感，可以提升設計商品的質感度。（二）混合：A7（魏晉陶瓷
酒瓶造型與玻璃材質混合)、Ａ3（印信與薰香兩者功能上結合）、A10（燈籠功能與馬背意向結

合）、Ａ1（福建螺鈿工藝顏色與迷彩圖文結合）。經由材質混用、功能性調整，將傳統文物融入

現代語彙創造出文創商品。（三）擷取：A3(戴勝鳥擷取頭冠局部特徵、燕尾取其細長特徵、歐

亞水獺擷取)。將物件擷取部分特徵，可運用彰顯其視覺特徵符號以及增添文創商品的趣味性。

（四）變形：A3(風獅爺由立體轉化成浮半雕立體)。平面與半立體、立體間的轉換，創造不同的

視覺特色。（五）比擬：Ａ8（將鋼刀比擬成）、Ａ9(風獅爺從「爺」的形象，重新賦予「年輕」

風獅少爺來接班)。將風獅爺比擬成某個角色，帶領消費者透過故事體會金門文化的精神意涵。 

伍、結論與建議 

金門縣文化局從 105 年至今舉辦多項文化創意設計計畫，學生競賽徵件與設計師完成近百

件文創商品設計。早期的文創商品僅以成果展覽呈現，並無市場上流通，而近一年的文創計畫

強調地方創生，透過文化創意加值地方產業，得以讓文創商品於市面上販售。「2017 點十成金_

金門縣吉祥物暨文創商品設計」邀請十位專業設計師進行文創產品開發，別於以利益為考量冠

上「文創」商品。設計師透過自身設計專業並實地訪查，體驗金門當地文化與訪談當地耆老，對

金門文化有深透的研究。因此在開發文創商品時，不只有外形直接挪用圖案，而是能將視覺元

素透過符號轉化，並透過符號關聯性類推，讓使用者操作時能意會的設計的巧思，設計師更深

入能將文化象徵帶入文創商品中。此研究可供創作者開發金門文創商品設計的設計思維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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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諷刺，是一種人類思想的特殊表達。藝術家透過諷刺插畫創作，揭露社會隱含的問

題與各種面相，進而引發議題，促使觀者反思這些社會現象背後的意義。當代諷刺插畫

在表現手法上，以映襯、反諷、誇張、比喻、交配錯置五種表現為大宗，並多以科技成

癮、環境保護、人際關係為諷刺對象，顯示在科技進展快速的當下，人類社會已產生許

多負面效應。本研究透過文化符碼解析英國 John Holcroft、波蘭 Pawel Kuczynski、西班
牙 Joan Cornellà、波瀾 Igor Morski、奧地利 Gerhard Haderer 五位當代諷刺插畫家的作
品，以策略層、意義層、技術層詳加分析個案作品符碼之涵意及諷刺手法表現，了解當

代諷刺插畫所具有的要素意旨。 

關鍵字：諷刺插畫、當代社會、文化符碼 

Abstract 

Sarcasm is a unique expression of human thought. Artists use sarcastic illustrations to 
uncover the many facets of a diverse range of social problems, prompting the viewers to thin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these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modern age, sarcastic illustrations 
employ a range of techniques, the five main types of which are contrasts, irony, hyperbole, 
metaphors, and antitheses. Subject matters of sarcasm include technology addi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dicating that as technology rapidly 
advances, human society has already developed many adverse effects. This research uses 
cultural symbolism to analyze a group of modern artists of sarcasm, including John Holcroft 
from England, Pawel Kuczynski from Poland, Joan Cornellà from Spain, Igor Morski from 
Poland, and Gerhard Haderer from Austria. Analyses on the strategic, symbolism and technical 
aspects are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works' coded significance and sarcasm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 modern sarcasm illustrations' critical elements. 

Keywords： Sarcastic Illustrations, Contemporary Society , Cultural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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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背景與動機 

諷刺，是一種人類之於社會思想的特殊表達方式。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將諷刺定義為：「一

種文藝創作的表現手法。用譏刺或嘲諷的方式，呈現社會生活面貌。」古今中外不乏許多文學

家、藝術家，透過作品批判人性的險惡，或抨擊社會的虛偽，達到諷刺的目的。18世紀的英國
現實主義畫家威廉‧賀加斯（William Hogarth）便是透過系列畫作鮮明指出上流階層的陰暗面，
諷刺社會存在的階級問題。法國曾於 19 世紀流行「漫畫版沙龍」，一種刊登於插畫報刊，針對
當時的藝術作品或藝評家，予以扭曲或誇張的嘲諷。 

諷刺插畫在當代社會上也非常常見，從報紙上對政治人物的針貶漫畫，到網路上針對時事

的嘲諷梗圖，都屬於諷刺藝術的一種表現。諷刺本身即是一種批判精神，舉凡社會時事、人性

善惡、生活習性、宗教文化等皆可能成為諷刺插畫針對的對象，而諷刺插畫的內容其實也能相

當程度的展現出當代社會的面貌，揭露社會隱藏的問題。 
隨著科技快速進步，媒體傳播型態、經濟結構等因素改變，諷刺藝術在近代再度成為現代

繪畫的流行，並以圖像符號為媒介，進入傳播媒體，產生議題，引發社會關注（劉紹宇，2015）。
研究者經由課堂了解藝術是作為視覺溝通符號的應用，也發現當代有些藝術家專門透過諷刺插

畫創作，揭露社會各種面相。這些諷刺插畫因為巧妙地指出現代社會問題而受到大眾關注，引

起研究者的注意，也令研究者興起研究對諷刺插畫的符號意義，之於當代社會文化意義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當代諷刺插畫所批判的對象包羅萬象，從國家意識、政治層面、科技社會、環境議題，無

一不可成為被針貶的目標，諷刺插畫可以探討的層面可說是相當多元。雖然諷刺插畫在表現形

式上多半使用漫畫的誇張效果，但在風格特色上仍各有千秋。研究者將透過分析英國 John 
Holcroft、波蘭 Pawel Kuczynski、西班牙 Joan Cornellà、波蘭 Igor Morski、奧地利 Gerhard Haderer
五位現代藝術家的諷刺插畫作品，以文化符碼解析其應用於藝術的表現手法與內在觀點，探討

當代社會諷刺插畫的符號意義，並觀察當今的社會在科技快速進展下，大眾不知不覺深受影響，

而產生特定於這個時代的觀念或行為。 

貳、文獻探討 
 本章研究要旨，共分為兩節。第一節探討諷刺插畫的定義、興起及應用；第二節探討文化

符碼理論。 
一、諷刺插畫 
（一）諷刺插畫的定義 

「諷刺」一詞源於希臘文 Satyros，原為飲食用語，代表「盛滿的」，後指為「雜燴、拼盤」。
西元前 1 至 2 世紀時由羅馬詩人愛尼烏斯、教育家與修辭家昆提蓮、詩人朱維納爾三人將此術
語引進文化領域，使其逐漸脫離本意，變成「具有粗俗的、多質的、富含酸辣味性質」的代名詞

（萬書元，1993）；「插畫」一詞源於拉丁文 Illustratio，表示「舉例說明、例證、圖解、註釋」
之意。起初插畫被認為是文字的圖解，替文字補充解釋與說明。隨著時代變遷，插畫的概念除

了訊息的傳達，亦須具備美感價值、藝術內涵與感染力（宋晨、劉欣欣，2011）。陳俊宏、楊東
民（2003）認為廣義的插畫可包含繪畫、照片、圖表等文字外的視覺化造型符號；狹義的插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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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手描繪，能被大眾傳播媒體複製，且限定於「傳達」之意義內的圖畫。 
由於資訊時代來臨，插畫可運用範圍不斷擴大，加上新的領域與技法推陳出新，因此各種

插畫類別的性質可能相互重疊。原則上可以根據媒體、表現風格、表現形式、表現效果將插畫

概括性地劃分。諷刺性插畫便是以暴露人性為主要目標，運用嘲諷表現效果傳達之。諷刺插畫

畫面多少會運用誇張的手法來呈現，性質上接近漫畫。雖然在表現技巧上較不容易發揮，但如

果將主題掌握恰當，則可營造極大的震撼力（陳俊宏、楊東民，2003）。 

（二）諷刺插畫的興起 
諷刺藝術最初在中世紀的歐洲出現。由於藝術性諷刺比文學性諷刺更加直觀、容易理解、

更有群眾性，也具有更加強大的攻擊力，因此飽受當時藝術家青睞，也在中世紀歐洲形成諷刺

藝術風潮。系列的諷刺插畫最早於 1840 年代初的法國插畫報刊界發跡。當時流行一種主題性諷
刺插畫，稱之為「漫畫版沙龍」（Salon caricatural），以當年度在官方沙龍中展出的作品作為嘲
諷對象，將作品刻意扭曲、誇張化，是一種經由諧仿（parody）而成的藝術作品系列漫畫。典型
的漫畫版沙龍刊印在諷刺畫報或插畫周刊中，或者單獨發行成小冊，以單幅全版或系列小圖的

形式出刊（楊尹瑄，2018）。 
諷刺插畫可以應用在許多議題的探討，特別是政治性題材，因為多半與時事相關，可藉由

大量流傳、出版，涉入公共輿論圈，與傳播媒體關係密切。當代許多藝術家亦透過諷刺插畫的

運用，呼籲關注社會、環境、政治、人性、文化議題，以幽默軟化嚴厲的攻擊，用嘲諷取代暴

力。 

（三）諷刺插畫的應用 
 諷刺插畫借助藝術表現力，將特定的缺點或陋習進行形象化的揭露與批評，讓觀者更清晰、

深刻的意識並了解問題的存在（宋晨、劉欣欣，2011）。根據萬書元（1993）的《幽默與諷刺藝
術》一書內文中，作者以文學性修辭技巧介紹諷刺意指的形式表達，其中與諷刺插畫的諷刺形

式表達較為相關的有映襯、反諷、誇張、比喻、交配錯置五種。形式運用得當既可目的性地抒發

諷刺情感，亦可交互配合使用，凝聚諷刺情感。透過不同諷刺表達形式，可了解各諷刺插畫的

表現異同，並作為後續文化符碼解析的重要參考。 

二、文化符碼理論 
 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認為文化是包含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
德、風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能力與習慣的複合體。文化代表一種「各種人群」

生活的區辨與理解，包含三個層次：形而上層次（思考活動、語言）、型而中層次（相處與互動

的制度）、形而下層次（器物、具體形式），三個層次互相指引辯證可以顯示出「各種人群」的生

活特色。 
文化符號學是符號學的廣義指涉，泛指人類對符號的理解會受限於其成長團體的文化。人

類彼此能夠傳達訊息溝通，並非單純以形象、聲音等只有物質基處的訊息交換，還包含如何接

收與分析訊息，以達到相同觀點。接收與分析訊息的規則是透過人類特有學習的一套規則與「價

值系統」逐漸形成，在形成的過程中，文化發揮影響力並得以傳承下去。在符號學上將人類文

化的「規則」類比於通訊的「符碼、密碼」（code），只有能夠精確理解這些規則的雙方，才能正
確接收並解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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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大辭書名詞解釋，文化符碼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深層結構，會使生活於該文化中的

個人具有特定的思考傾向，語言形式、價值導向及行動方式。文化符碼是社會文化所形成的結

構，內化為個人的行動規則，使個人的特定行動方式猶如自然天成。個人通常不會意識到，但

卻具有恆定性（周淑卿，2000）。 
從廣義符號學的角度而言，文化符碼就是對文化的解析工作的成果，包含語言現象以外的

所有表達的規則及特性。在設計上，特別重視圖像符號和符號的象徵意涵與故事性。設計上的

文化符碼除了研究物質符號（形象、聲音）意義的最小元素（意素），也重視「意素」之間的組

合規則，及組合後的「語句」在該文化中的「位置」。 
基本上，文化符碼的概念可以區辨不同文化，找出為甚麼同樣的物質基礎會衍生出不同的

意涵。楊裕富（1998）指出文化符碼解讀由高往低包含三個層次：策略層、意義層、技術層。策
略層包含說服層次及說故事層次，是「巧意」層次，基於文化習慣而形成立場，不容易察覺與分

析；意義層包含語意（符號）層次與說故事層次，屬於「故意」及「表達」的層次，是「特定社

會的文化」的反映，較容易被察覺分析其中的內涵；技術層則包含美感形式層次及媒材層次，

展現象徵美、形式美及感知美，是「無意」的層次。低層次有向高層提煉的作用，而高層也有向

低層反省及指導的作用。 
文化符碼三層說理論有助於解析別人的作品的創意、了解作品在該文化環境脈絡中的位置

及作用，也能夠擷取創作者的運用手法及慣用的文化符碼。不同的市場條件具有不同的慣用文

化符碼，而經過深度分析探討其中文化隱含的訊息，更能提升對文化造型的敏感性，成為學習

及創作的良好資源。 

參、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要旨，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內容分析法；第二節為文本分析法；第三節為比較研

究法。本研究以文化符碼理論進行諷刺插畫之文化符碼探究，依照本研究各階段之需要選擇不

同研究方法。首先以「內容分析法」蒐集研究相關文獻資料並分析，再以「文本分析法」針對諷

刺插畫相關作品個案的結構細部分析，最後以「比較研究法」探討諷刺插畫對於針貶社會現象

的呈現方式異同與其差異特色。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針對社會已存在的事或物進行解析探究，也稱為「文獻分析法」。內容分析法

能夠產生一種文化指標，指名信仰、價值、意識形態，或者其他文化系統的狀態（Robert P. Weber，
1989）。本研究主要蒐集以諷刺社會插畫為創作，當代藝術家的相關作品、諷刺插畫及文化符碼
理論文獻資料。再依據文化符碼理論為分析基礎，進行諷刺插畫內容的研究與探討。 

二、文本分析法 
「文本」在符號學和詮釋學中，代表存在任何時空中的符號具系統，可以是社會的任何現

象。文本分析法透過「分析與詮釋」，拆解觀察文本的組成與結構，詮釋其中元素相互連結所產

生的價值，了解「符號客體」訊息如何轉化成意義。（陳雍正，2007）在本研究中，以諷刺插畫
作品為文本，並以文化符碼三層說進行個案的文本分析，深入探討諷刺插畫組成結構（策略、

意義、技術），及各插畫家慣用的文化符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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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經由二者或二者以上的現象，在共同基礎單位下進行分析，確定其相似性和

差異性，進而探討其潛在意義及彼此的關係（郭辰嘉，2007）。本研究以當代同屬於諷刺性插畫
的作品，比較分析各個插畫家對於當代社會問題現象、所批判之對象、諷刺呈現手法的異同之

處。以了解諷刺插畫的精神內涵，及特色異同。 

肆、個案分析 
以下以文化符碼三層說為基礎，就五位插畫家進行分析如表 1～表 10。 

一、John Holcroft（約翰．霍克洛夫特） 
英國插畫家。自 1996年開始從事概念性插圖的工作。經常以科技、環境為主題，諷刺科技

便利而人心冷漠的現代社會，呼籲大眾關注自然生態、人際關係。其作品以文化符碼策略、意

義、技術三層面分析以表 1示之。 

表 1 John Holcroft作品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John Holcroft作品慣用的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以表 2示之。 

表 2 John Holcroft作品文化符碼三層說分析 

策

略

層 

說服層

次 
立場 諷刺人類過度追求科技與經濟，迷失與環境共存之精神。 

策略 呈現人類、科技與原始自然環境間的不良關係。 

說故事

層次 

策略 
諷刺人類沉迷於科技的便利，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對周遭環境及人際關係

漠不關心。 
主題 科技令人上癮，破壞環境提升經濟 

題素 科技成癮、人性冷漠、傷害自然 

意

義

層 

語意層

次 

單語意 諷刺當代人類環境破壞、科技上癮的行為 

字句 在大自然與現代化之間，人類似乎只能擇一而無法共存。 

文章 
人類沉迷科技的帶來便利，即使周遭生態巨變，自然環境、人際關係逐漸的崩

塌流逝，依舊漠不關心。 

技

術

層 

美感形

式 

1.擅長比喻、反諷。 
2.絲網印刷效果，畫面具有復古感。 
3.畫面建構單純，運用少量元素即傳遞出人類之於環境的冷淡態度。 

媒材層 
1.以人類、機械、自然三元素相互對比，呈現三者不平衡的關係。 
2.色彩上多運用簡單、冷暖色、對比度高顏色，清晰地凸顯畫面重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Pawel Kuczynski（帕維爾．庫欽斯基） 
波蘭插畫家，畢業於波茲納美術學院。自 2004年起開始從事諷刺插畫，常用超現實主義創

作暗喻諷刺諸如政治、戰爭、貧窮現代社會種種問題。其作品以文化符碼策略、意義、技術三層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538



面分析以表 3示之。 

表 3 Pawel Kuczynski作品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Pawel Kuczynski作品慣用的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以表 4示之。 

表 4 Pawel Kuczynski作品文化符碼三層說分析 

策

略

層 

說服層

次 
立場 諷刺人類創造出科技，卻被科技限制了人類探索世界的視野。 

策略 畫面呈現上，使人類多半處於被控制、行為軟弱、色彩陰暗的一方。 

說故事

層次 

策略 
以人與科技產品的互動畫面，顯示人類立場渺小、沒有自主權。促使觀者反思

社會的現象。 
主題 科技的制約 

題素 科技成癮、科技冷漠、沉迷 

意

義

層 

語意層

次 

單語意 人類視線只停留在電子產品上，跟周遭環境無交流。 

字句 科技牢籠無處不在，人類在其中喪失了自我、與人互動的能力。 

文章 
科技之於生活已經不可分割，而人類也逐漸被制約。雖然科技帶來方便，卻也

形成一種禁錮。 

技

術

層 

美感形

式 

1.擅長使用錯置、反諷手法。 
2.擅長以色彩、位置對比人類與科技。 
3.低彩度顏色營造枯寂、冷漠的氣氛。 

媒材層 
1.鉛筆材質呈現抑鬱枯萎的氛圍。 
2.色彩運用：人類陰暗無彩色；科技產品有彩色、鮮豔明亮。 
3.畫面的元素放置：人類趨向邊緣、下方，顯示人類立場低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Joan Cornellà（朱安・葛明尼拉） 
西班牙插畫家。其作品內的主角，總是維持緊皺眉頭卻微笑的詭異表情，且在面臨黑暗、

暴力的事件時，會以各種荒誕可笑的方式回應，以諷刺表象的虛偽不真實。Joan Cornellà曾表
示人們都在不幸中大笑，並從中獲得啟發。但不管是否帶有同情，這種行為都伴隨著殘忍。其

作品以文化符碼策略、意義、技術三層面分析以表 5示之。 

表 5 Joan Cornellà作品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Joan Cornellà作品慣用的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以表 6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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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Joan Cornellà作品文化符碼三層說分析 

策

略

層 

說服層

次 

立場 人性本惡，表面不等於實質。  

策略 
以荒誕不合理的情節、遭遇不幸卻保持笑容的主角，諷刺人們總是選擇對自己

有利的部分，不顧他人。 

說故事

層次 

策略 
以漫畫形式呈現面對危機，人們常以不合邏輯且荒謬的態度面對。故事情節挑

戰道德感，使觀者感到衝擊，進而反思社會問題。 
主題 黑色幽默諷刺人性的荒誕無稽 

題素 人性的黑暗、殘酷的真相 

意

義

層 

語意層

次 

單語意 用黑色幽默諷刺社會問題 

字句 諷刺在遇到危機、或別人需要幫助時，人們總是忽視真正的問題核心。 

文章 
以主角遭遇到的危險，旁人不合理的對待，皆大歡喜的結局，諷刺看似美好的

結果，實際真相卻相當殘酷。 

技

術

層 

美感形

式 

1.善用反諷手法。 

2.無對白四格或六格漫畫格式。 

3.強烈的對比：如畫面氣氛與情節對比；開頭與結尾對比；真相與表象對比。 

媒材層 
濃郁鮮豔、高彩度顏色營造歡樂的氣氛，對比血腥暴力的情節。象徵真正恐怖的是隱藏在

美好表面下的惡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Igor Morski（伊戈爾．莫斯基） 
波蘭插畫家，畢業於波茲南藝術大學，擅長平面設計、插畫和裝置藝術。作品多為混合媒

體圖形藝術，融合影像處理與繪畫。擅長透過人體變形、誇張化，諷刺現代社會種種隱含的問

題。其作品以文化符碼策略、意義、技術三層面分析以表 7示之。 

表 7 Igor Morski作品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Igor Morski作品慣用的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以表 8示之。 

表 8 Igor Morski作品文化符碼三層說分析 

策

略

層 

說服層

次 
立場 揭露當代社會潛在的問題，包含性別、婚姻、家庭、貧富、健康觀念等。 

策略 運用當代社會產物與人產生不和諧的關聯，表示社會暗藏的各種問題。 

說故事

層次 

策略 
以當代社會特有的產物，表示我們身處的社會問題，迫使觀者思考背後的涵

義。 
主題 諷刺社會問題 

題素 貧富、家庭、婚姻等社會問題 

意

義

層 

語意層

次 

單語意 當代社會不合理現象與人們身上所背負的重擔。 

字句 社會問題使人們在其中受到影響，生成不健康的人性。 

文章 
諷刺現代社會觀念中，人心險惡，食安問題，刻板印象的觀念，影響自身與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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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層 

美感形

式 
1.善用誇張、比喻、映襯手法。 
2.超現實次面，使人類社會中潛在的問題具體化。 

媒材層 
1.運用影像處理、融合繪畫，多媒材結合的創作，營造畫面的豐富。 
2.色彩運用偏向低彩度，讓人有混濁不清、曖昧的感受。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五、Gerhard Haderer（葛哈‧哈德雷爾） 
 奧地利插畫家。1985 年成為自由漫畫家，從事諷刺插畫。曾因為出版著作《耶穌的生活》
遭到天主教會抗議涉嫌褻瀆耶穌，而被告上法院。擅長用誇張的漫畫，表現人類過度依賴科技

而產生許多滑稽的行為。其作品以文化符碼策略、意義、技術三層面分析以表 9示之。 

表 9 Gerhard Haderer作品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Gerhard Haderer作品慣用的文化符碼三層說深度分析，以表 10示之。 

表 10 Gerhard Haderer作品文化符碼三層說分析 

策

略

層 

說服層

次 
立場 科技雖然帶來便利，但不應只仰賴科技提供的資訊，而忽略生活中其他體驗。 

策略 用漫畫呈現人類過度依賴科技產品而產生許多滑稽的行為，惹人發笑。 

說故事

層次 

策略 
諷刺當今人類無論何時何地都無法離開科技產品，而沒有使用科技產品的人反

而被視為異類。 
主題 用幽默詼諧的漫畫諷刺人類處處都要依賴科技。 

題素 過度依賴科技、3C成癮 

意

義

層 

語意層

次 

單語意 人類太過依賴科技的生活樣貌 

字句 因為科技成癮而在生活諸多方面做出相當滑稽的行為。 

文章 
因為深陷在科技便利所創造出來的泥沼，人們喪失親身去體驗自然、接觸他人

的能力，一切以科技為大。 

技

術

層 

美感形

式 
1.擅長使用反諷、誇張手法。 
2.寫實風格加上誇張的體態、行為，詼諧表現人類依賴科技到無法分離的地步。 

媒材層 
1.寫實手法描繪每個人會遭遇的日常景象，增加親近感。 

2.運用對比彰顯人類依賴科技的程度。 
3.建構幽默的情節，詼諧地表現人們過度依賴科技。 

資料來源：本研究 

六、五位插畫家異同比較分析 
儘管上述五位插畫家皆創作社會諷刺插畫，然而各自在策略、意義、技術上仍有許多相異

之處，展現諷刺插畫的多元性。本研究以比較分析法歸納整理五位插畫家異同之處，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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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綜合分析比較 
藝術家 相異之處 相同之處 
John 
Holcroft 

擅長比喻、反諷、冷暖色、高對比色 

1.皆以當今社會問題，如科技成癮、家庭、環境、
人性問題為關注議題。 

2.均以諷刺為表現手法。 

Pawel 
Kuczynski 

擅長錯置、反諷、有彩色無彩色對比、

以元素大小位置凸顯對應關係 
Joan 
Cornellà 

善用反諷、無對白漫畫格式、人物辨識

度極高、平塗式繪圖、色彩鮮豔 
Igor 
Morski 

擅長用誇張、映襯、影像處理、人體變

形、色調陰暗 
Gerhard 
Haderer 

擅長使用誇張、反諷、戲謔、詼諧式漫

畫手法、作品具幽默感 
資料來源：本研究 

伍、結論 
一、研究結果 

諷刺插畫的情節經常發生在我們所處的社會當中，研究者認為諷刺插畫能夠相當程度地體

現當代社會的問題，是社會現況的鏡子，提醒人們要懂得反思當下的環境、現象。因此透過本

研究建構「當代諷刺插畫文化符碼解析三層次」，以了解諷刺插畫作品於策略層、意義層、技術

層上的表現意涵。並透過個案分析的過程，理解各個諷刺表現手法的特色性質。本研究結果有： 
（一）當代諷刺插畫多以科技、環境、人性關係為切入點，尤其是沉迷科技所帶來的影響，特別

能展現當代社會的模樣。 
（二）諷刺插畫表現手法可運用映襯、反諷、誇張、比喻、交配錯置五種方式呈現，也可互相搭

配強化畫面諷刺感。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解析當代諷刺插畫之文化符碼，然而諷刺插畫還包含許多的形式，諸如報紙的諷刺

漫畫、網路上嘲諷時事的插圖等，亦涵蓋於諷刺插畫的類型中。礙於時間因素，本研究僅以五

位諷刺插畫家之作品為研究範圍，無納入其他類型作品。故對後續相關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可以深入探討其他類型諷刺作品，如報紙的政治諷刺漫畫、網路梗圖等，在文化符碼中

的表現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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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法概念舒緩重大慢性病患者生活之設計開發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o relieve the patient's life with major chronic 
diseases using Buddhism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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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早時醫療與宗教密不可分演變到現在為宗教與醫療分家，宗教與健康在人的生活中一直都

是兩個重要的課題。現今醫學成熟，宗教也趨向穩定，人們又開始嘗試在醫療當中加入靈性關

懷，以期望病人在身體與心靈都能夠得到療癒。人在生病時會容易感到煩躁與焦慮，如果長期

住院治療的話更會感到緊張與不安，尤其是在沒有親人在身旁時，這樣的情緒可能造成失眠或

精神不穩定，從而影響病情的加重，如果能緩解病人的情緒並給予其適當信仰的心靈寄託，讓

病人身心都更加安心，使病人的病情不會因不穩定的情緒而加重。精神信仰在治療疾病為重要

的一部份，與其宗教信仰息息相關，具有創造奇蹟的能力(Christina，2016)。 

愉快的情緒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是重要的生命糧食，快樂的心情可以影響人的選擇並且更好

的規劃事情(Christina M.，2011)現今衍生出了各式各樣的舒壓產品。市面上大部分的療癒產品目

前都主要是以逗趣或是可愛的造型使消費者內心因為造型的關係產生共鳴進而衍生出療癒的效

果，但是這些方式都容易因為每一個人的認知與喜好不同而導致效果有所差異，少有以宗教信

仰為出發點，本文以曼陀羅思考法進行佛法相關的詞彙以及行為，再加以整合，並以劇本導引

法模擬角色人物的日常生活習慣，找出使用者的平常生活中，有哪些時候會有較大的壓力，進

而提出改善的方法以及其他提醒的功能。   

關鍵字：佛法、紓壓、重大慢性病患者、產品設計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54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autorpa.lib.nkust.edu.tw/science/article/pii/S088539241500760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autorpa.lib.nkust.edu.tw/science/article/pii/S0092656611001164#!


壹、前言 

一、背景與動機 

根據台灣健保署統計至 2017 年底，台灣共約有 1020 萬慢性疾病病患。顯示平均每四人至

少有一人有三高的徵兆，相較十年前有明顯提高的跡象。當代醫學尚無法治癒一些慢性疾病，

如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等，而如今腫瘤是慢性病也已經成為一個共識。不少患者要長期甚

至終身服藥治療。這些慢性疾病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到病人的心理反應，例如:有的患者對醫生的

治療意見抱有消極態度，不配合治療；有的患者長期患病，注意力和興趣變得狹窄，對自身身

體健康狀況的感知常比健康人敏感；有的患者在長期治療過程中，容易產生焦慮、抑鬱等負性

情緒，如出現這些狀況不僅對病患身體會有相當程度的不好的影響，也可能牽連到周遭的親人。

若要和平的與慢性疾病共處，情緒管理將會是重要的一環。目前醫院中的安寧療護普遍都有宗

教關懷師進行靈性照護的服務，期盼透過宗教信仰的力量，可以陪伴病人走向人生終點，過去

宗教跟醫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早期多是為了傳布教義以宗教名義替人看病與治療。在醫療

體系成熟的現代，信仰與醫療不在是一種手段，更多的是一種心靈上的支撐以及撫慰，有鑑於

現代人承受著更多的工作壓力，且每年患有慢性疾病的病患也是逐步上升，本研究認為，我們

可藉由宗教力量，讓心中累積的壓力得以釋放，而獲得正向情緒，去挑戰困難，進而提升自身

生活的品質。 

二、研究目的 

當人的生理出現問題時，通常會求助於醫院；然而生理也會影響著心理，所以心理也要尋

求各種協助，如親情、友情、醫療照護、宗教關懷等；本研究將以佛教信仰為主，探討如何以宗

教力量來支撐以及撫慰病患之心靈，使病人的病情不會因不穩定的情緒而加重。 

貳、文獻探討 

一、宗教信仰的力量 

宗教(religion)一辭源自於拉丁字“religar”，意思為「連結」(to bind together)是把一群人的心

靈經驗統整之後，成為一套落實於生活情境的系統與信念。因此，宗教是一種宗教組織的教義

與儀式，強調特殊的信仰、特殊信念與特殊的教儀與教義。宗教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文化因素，

其可以整合價值體系、人際關係與生命的意義及目的(蔡岱蓉，2013)。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宗

教說明了生命的原因和意義，是人們為了脫離不穩定、不安全、不完美的環境，而達到自我平

衡與精神安慰所形成的一種行為模式。 

信仰，是指對聖賢的主張、主義、或對神的信服和尊崇、對鬼、妖、魔或天然氣象的恐懼，

並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是人對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的選擇和持有。當一個人飽受

折磨、身心俱疲、苦痛不已時，絕大多數人都會尋求援助，希望脫離困境及求助信仰；透過信

仰，即使身體有傷病的存在，往往可以變得較能理解傷病及挫敗的因素，甚至認為是神、天、道

對他們的考驗與淬煉，中、西皆然；此即為信仰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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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佛教文化 

信仰文化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化之一，在臺灣的信仰生態裡，又以「佛教」的傳播與弘揚最

為積極與熱絡。佛教文化為人類精神文明歷史上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是東方世界中最重要且

普及面最廣之精神信仰，影響著不同時代、地域及民族的思想。佛教起源於印度，在東漢時期

傳入中國後，發展更為成熟及精粹，傳入內容包含佛教經典、藝術、建築、戒律、儀軌、梵文、

醫術等，尤其在佛教藝術領域上，佛教美術創作皆將佛教之精神意涵精緻且豐富。佛教文化歷

經了長時間的演進與轉變，至今已具有龐大的影響力，隨著現今文化創意產業的蓬勃發展，佛

教在與信眾弘法傳道的互動交流管道中亦推陳出新，藉由結緣性質之推廣媒介或課程活動管道，

達到與日常生活緊密之連結。臺灣的四大佛教團體之發展方向，獨具各自的特色與風格，佛光

山強調「人間佛教」概念，於海內外分設許多生活道場；法鼓山提倡「人間淨土」與「心靈環

保」之理念，以禪修作為必要修習方式；慈濟功德會立基於「濟貧教富」之佛教精神，行社會救

濟路線；中臺山則將現代化與中國禪宗融合，仿似古代禪宗叢林之意念。四大佛教團體之弘法

事業遍及全臺各地，甚至延伸國際，透過組織制度之運作，達到穩定的發展，其佛法思維更成

為臺灣佛教文化型態的主流意識。 

三、慢性疾病定義 

慢性疾病是指人類的健康狀況或者是疾病，其影響是持續，或者長期存在，或者是隨時間

推移而發展的疾病(吳佩芬，2007)。當疾病的病程持續三個月以上時，經常就會用到「慢性」這

個術語。常見的慢性疾病包括關節炎、哮喘、癌症、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高血壓、高血

脂，和某些病毒性疾病。疾病的定義，也有可能從絕症變為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和愛滋病曾

一度屬於絕症，但由於對糖尿病患者施用胰島素，對愛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每日藥物治療，這些

人能夠在症狀被控制的情況下生活，轉變成慢性疾病。至 2017 年底，台灣共約有 1020 萬慢性疾

病病患。而 2016 年衛福部統計處的也公告，國人十大死因以慢性病為最高佔比。因不良的生活

型態及飲食習慣，種下了慢性病禍根，讓原本發生在高齡族群的慢性病，也慢慢年輕化，加上

台灣人口老化的雙重影響，台灣慢性病人口逐年攀升。很多時候慢性病管理不佳與情緒有關。

患者會因病情痛苦、感到無力而放棄節制飲食，讓情況變得更差；而生活中的負面情緒也會直

接影響到其病情。曾有不少病情控制穩定的患者因突如其來的負面情緒及環境因素受影響，如

失業、與家人爭吵而忽視了自身情況。所以情緒與病情是互相影響的。 

四、紓壓小物 

舒壓小物又稱為”療癒系小物“是設計給成人使用的，目的是為了讓使用者放鬆心理的疲

勞與激發一個人的創意。療癒系小物源自日文「癒す」一詞；日本可以說是亞洲最早邁入成熟

型社會的國家，從戰後復甦、高度成長、泡沫經濟、不景氣到目前穩定發展，日本在衝突挑戰之

餘，社會、個人承受各種壓力，心理受創的同時也造就不少抒壓、同時撫慰受傷心靈的療傷系

產業。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市場供需法則下，只要有需求存在，就有供給的市場機會，產業也

就有可以發展的可能。日本的療癒經濟，特別是在歷經長達十幾年的平成不景氣年代愈漸蓬勃，

各式各樣商品服務推陳出新，甚至以療傷系（Healing style）來統稱能夠讓人抒壓撫創的各種服

務。基本上，療傷系在日本，已經形成關鍵字，並且成為一種類別概念(劉貞妏，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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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使用使用曼陀羅思考法來發想更多的詞彙有助於後續設計方向，之後使用劇本

導引法來加以分析產品在日常環境下所產生的情境，進而了解使用者的行為模式。設計者在設

計過程中，透過情境建構設計流程，不僅可以增加想像與創意構想，也幫助設計者以情境參與

的角度，廣泛探求使用者的潛在認知(余德彰 2001)。 

一、曼陀羅思考法(Mandala Chart) 

曼陀羅藝術原先起源於佛教,而後被日本今泉浩晃先生加以系統化利用後改進成一種重要

的發想方法。其主要的核心概念為:區分為九個區域,在中心方格內寫下思考主題,與主題相關的

聯想分別填入周圍的八個方格內,分為擴散式、順序發展兩種思考法。曼陀陀思考法的使用原則:
盡量發想、用詞簡潔、挑選最好或具代表性的、時時檢討以擴展整合思維、事後整理與結合其

他技法並用相關概念說明如(圖 1)。 

圖 1 發散式曼陀羅思考法 

表發散式曼陀羅法是以九宮格的中心為概念的主題，將與主題有關的概念外散出去，而主

題周圍的八個發散概念也可以獨立向外擴散形成其他與主題有關的探討方向，進而產生更多的

想法跟靈感(圖 2)。 

圖 2 以佛教徒病患舒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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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劇本導引法（Scenario-Based Design） 

進行模擬規劃時，皆有其相對應的方法，劇本導引法便是營造產品使用情境的設計方法之

一。劇本導引法最早被應用於人機互動設計。劇本導引法即是依照時間順序，串連人事時地物

等事件片段的設計方法。劇本導引法具有兩個主要的特性：有順序的描寫一個過程、一些動作

及事件、以及以敘述型式對活動做有形的描述。使用者情境體驗可以描述未來生活中，技術如

何幫助使用者的情境。利用劇本導引法提供一個較為明確且具體想像，提供了互動的多面性、

引導方式及重點，協助發展者管理設計過程的重大限制。以下使用兩組角色模型，分析出角色

的行為模式中，哪些是我們希望解決的目標以及解決後角色行為模式的改變(圖 3、圖 4、圖 5、
圖 6)。 

圖 3 角色未使用產品前的行為模式(60 歲陳婆婆) 

圖 4 角色未使用產品前的行為模式(40 歲張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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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模擬的角色行為模式得出在吃藥以及檢測身體狀況時，較容易出現問題，並在做休

閒活動無法有效的計算以及分享，還有得出平時進行哪些活動時會感覺到壓力。 

圖 5 角色使用產品後的行為模式(60 歲陳婆婆) 

圖 6 角色使用產品後的行為模式(40 歲張太太) 

透過前面的角色行為模式得出哪些行為容易出現問題，以及休閒活動能被更有效的紀錄以

及分享，還有平時進行哪些活動時會感覺到壓力，進而得出我們想解決的目標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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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文中所利用的分析內容，囊括了各項關於佛教精神、法器、行為等元素，將以上特點加

以分析解釋，希望把主要的特點融入在設計模型中如下(圖 7)： 

圖 7 木魚藍芽耳機預想圖 

佛教僧眾在誦經時之所以要敲打木魚，原因就是因為一切魚類的眼睛都是終日睜著不閉的，

所以出家人取此義以示精進，不敢稍有懈怠之意。木魚的產生，是佛教用來警示僧眾勤習佛法，

覺悟成道的重要法器。以無聲電子爵士鼓為概念，把木魚縮小成藍芽耳機充作的外觀，利用藍

芽耳機來聽取敲打的聲音，以手指敲打代替木魚棒，裡面附有經文音樂，在念經以及冥想時作

為輔助。配對 App 可自行加入有聲經文，以及環境音樂，並可設定吃藥時間，到吃藥時間時震

動裝置提醒，可計算跑步的距離以及消耗熱量(圖 8 主畫面選單、好友列表、圖 9 各項修行紀錄、

在線健康諮詢、圖 10 禪修設定、完成打坐介面)。 

圖 8 手機 APP 介面(主畫面選單、好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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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手機 APP 介面(各項修行紀錄、在線健康諮詢) 

圖 10 手機 APP 介面(禪修設定、完成打坐介面) 

透過劇本導引中的角色模擬，得出我們想解決的目標以及方法，例如:平時誦經時能記錄下

誦經的次數，以及迴向給特定對象，讓平時的誦經活動也能被記錄下來，並跟其他好友能有更

多的互動，進而達到緩解壓力的效果。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希望可以把心靈上的安撫，與醫療結合，人在生病時，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折磨，對

心靈上也是一種考驗；期望以後能有更多類似的研究。科技方面,宗教界普遍對於科技介入仍有

許多的疑慮，未來可嘗試發展不同的科技產品服務應用,不論是單一用途的產品設計或是與現有

的科技產品結合。驗證方面此篇尚未完成，日後會有更多的實驗結果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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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牌海報圖像分析探討 

Chinese Calendar Posters Image Analysis 

作者 朱珮君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視覺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 M10893702@mail.nknu.edu.tw 

摘要 

月份牌廣告畫盛行於二十世紀二、三 O 年代的上海，在當時是一種特殊的商業海報。起初是以

美女圖像為主軸，本研究藉由文本分析的方式，運用圖像學、色彩心理學的方式，解構與歸納

月份牌海報視覺表現形式之使用題材、海報結構與色彩應用。 

關鍵字：月份牌、海報畫、圖像、設計 

 

Abstract 

The Chinese Calendar Posters was popular in Shanghai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nd it was a special 
commercial poster at that time. At first, it focused on the image of beautiful women. By means of text 
analysis, this research uses iconography and color psychology to deconstruct and summarize the subject 
matter, poster structure, and color application of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alendar Posters. 
 

]eywords: Chinese calendar poster、Poster、Picture、Design 

 

一、前言 

1-1.動機 

月份牌廣告與民初上海流行，無論生活或各項生活百貨都可搭配其中圖像廣告，

因月份牌大多形式加上圖像做商品的置入行銷，並加上商號資訊及月份日期，與裝飾

藝術(art deco)外框融合，可放置家中廣告一整年之久。有別於現在常在家中掛置的月

曆圖像，以前古典仕女海報有何耐看魅力，這是令我想研究月份牌的動機。 

 

1-2.目的 

彙整文獻資料，建立「月份牌」圖像題材分類。 

並藉由研究樣本，依圖像學做學理分析。歸納「月份牌」廣告視覺表現形式，可作為

往後插畫廣告類型之參考設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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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範圍與限制 

月份牌廣告，因研究者無現存紙本，僅能網路搜尋圖為主要方式，搜尋圖 

像將依其商品類別進行分類。因搜尋數量眾多，依其分類前三名廣告類別作為主要學

理分析對象。 

 

1-4.研究方法 

(1.)文本蒐集：蒐集「月份牌」廣告資料，包含圖像、評論文章等，進而了 

解月份牌歷史背景及形成原因，進而探討其圖像表現方式。 

(2.)針對研究主題進行相關論文與期刊蒐集，並擷取重點進行分析。 

 

1-5.研究步驟 

 

 

 

 

 

 

 

 

圖 1 研究步驟 

 

第二章、文獻探討  

2-1.圖像學 

作品「最初的或自然的主題」進行初步描述，包含兩部份：首先是觀察藝術作品的外觀的

形式結構、外在事實意義，進行客觀中立、不加以評價的表象特質描述，其中包括色彩、光

線、線條、結構、構圖、布局、符號、徽誌等；第二部份則是描寫藝術作品所表達的各種情

緒、情感，嘗試對作品所表達的意義，歷史的、社會習俗的表達方式與形式演變風格，作觀察

描述。 

針對對同一主題的作品、圖像、圖式，延接與其相關故事、寓言等的文學知識、特殊主題

和理念，收集整理，描述其性質，分析歸納其類型的歷史。 

分析這個主題需具備豐富知識，並掌握文獻資料，了解此主題的圖像在不同歷史情境下的演變

脈絡。在此階段是要尋找作品與時代潮流之關聯。 

透過前面二階段的圖像分析，進一步對藝術作品的內在意義與內容作深意綜合詮釋，需要

與該作品相關的國家、地區、時代背景、文化特性以及藝術家作品的風格等，作綜合的、直觀

的觀察與詮釋，對該作品的文化表徵或象徵的歷史，作出系統的解釋，總結出藝術作品所表達

出的世界觀與人文思想、時代意義。(張省卿，1997)。 

依其圖像學方法有三個步驟：描述、分析與解釋。主要概念是對同一主題的相關作品、圖

 
研究主題確[認 

資料蒐集 相關學理文獻資料 

文本-月份牌廣告 

總結歸納 

文獻探討 

色彩分析 

圖像詮釋 

回頭檢視與主題有無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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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圖式的歷史演變、風格特色或社會習俗、文化，加以排比分析、考證描述、歸納詮釋。 

 

2-2.色彩心理學 

色彩的社會心理因素在設計中的應用- 

(1.)色彩象徵性的應用：在產品的功能定位時必考感其色彩的象徵性。如：可口可樂屬於喜慶

用的飲品，所以以紅色為主：而一些婚慶活動及社會活動的請束多以紅色及黃色係為主。在產

品色彩設計中須注意由於地域、民族、歷史、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消費人群對色彩的不同

喜好問題。 

(2.)不同消費人群對色彩有不同的喜好，這一點在設計中要注意體現。設計色彩之前首先要給

產品的消費人群定位，此定位包括消費人群的社會背景、年齡階段、文化素質等。當產品的消

費人群以高學歷、高收入的人群為主時，產品色彩要穩重大方,盡量避免高純度、鮮豔花亂的

色彩當產品的消費人群以學生為主時,產品色彩要鮮艷有活力，避免深暗色系，色彩的設計要

以不同人群的不同喜好為轉移。(田華強，2007) 

主要概念是消費者(觀者)因生活經驗產生對於色彩的象徵感受，可考量其社會背 

景與文化素質，加以詮釋色彩使用的主要概念。 

田華強，(2007)。〈邢台學院學報-色彩心理在設計中的應用〉，中國河北﹕邢台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頁 115-116。 

 

三、研究主題概述 

3-1.月份牌 

從清末開始，國際性的托拉斯集團先後在中國設立分公司，至辛亥革命之後已經擴充至三

千餘家。這些資金雄厚的洋商是重要的廣告主，它們不惜重金聘詩畫家設計圖像、刊登廣告，

甚至免費發放廣告海報，開啟了中國現代廣告業的發展，而作為廣告業重鎮的上海，在此段期

間有非常活躍而多元的文化景緻。面對來勢洶洶的外國資本，中國本地的商人為了救圖存，也

開始建立經營管理法則，將廣告概念引入商品促銷活動，甚至中日戰爭爆發前夕之前，出現了

與「愛國」主題相關的文案，或是以巾幗英雄花木蘭為廣告人物，以區分洋華產品在訴求上的

差異。(孫秀蕙、陳儀芬，2020) 

月份牌廣告畫最早由洋商引進以促銷進口商品，而後也被一般商家普遍運用作為商品附贈物，

以達宣傳效果，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現代商業海報與廣告形式「月份牌廣告畫」的命名，源自海

報在發展初期，多以附印月暦而得名。 

視覺表現上在一九一〇〜一九三〇年間的月份牌廣告畫中，主要商品卻極少估據視覺的核心位

置，而被放到海報的邊框或角落。 

吸引消費者注目的，是廣告中各式各樣、千姿百態的古典或現代美女。無論商品為何，大

量使用「女性」符號作為廣告主題為月份廣告畫的特色。 

孫秀蕙、陳儀芬，(2020)。＜框架的女性意象:上海月份牌廣告畫的圖像符號分析＞，《廣告學

研究 第三十四集》，頁 25-63。 

3-2.月份牌技法表現-擦筆水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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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西方繪畫的「寫實」與中國畫的「寫意」結合起來。構圖以人物為主，背景深遠淡雅，

留有餘白，富有意境：整體採用西方繪畫的明暗造型方法，局部以中國畫的「絲毛法」刻酬鬚

髮等細節。在色彩上，將中國畫「因物象形，隨類賦彩」的理念與西方水彩畫冷暖交替渲染的

方法結合，又深受西方用色鮮豔明快的色調的影響，將炭精粉素描關係減弱,只擦出明暗交界

線部分，表現出的亮部艷麗，暗部通透而沒有「黑氣」。 

此技法將中國傳統仕女畫與國外電影海報上的國外女性形象相融合，創造出既具有含溫婉

傳統美，又具有時尚健康現代美的東方都市女性形象，成為當時「女性美」的代表。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7024217 

其中除了上述題材外，其餘題材內的「人物圖像」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題。 

 

四、相關研究分析比較與歸納 

4-1 月份牌-文本作品圖像 

 

 

 

 

 

 

 

 

 

圖 2 月份牌文本作品圖像 

月分牌廣告類別蒐集並分類，可分為：女性化妝品、布料、百貨、洋行、茶葉、菸草、成

鞋、顏料、藥局、線轆、保險、銀樓、牙膏、電器、啤酒…等。 

其中依序排列最多張數類別為：菸草 10 張、藥局 7 張、布料 3 張、女性化妝品 3 張。取眾數

中前四排名作為圖像分析，分析張數共 23 張。 

 

4-2.月分牌圖像分析 

表 1 

菸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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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描述 

(1.)人物半倚靠在涼亭前，披暖色華麗毛絨披肩與洋裝，眼神遠望他方，背後是中國

涼亭與燈籠，橘黃香爐裊裊煙燻，與冷色調湖水相映。 

(2.)人物坐在柱前手拿書閱讀樣，身穿橘暖色合身的長旗袍，背後是西式庭園綠樹整

齊並排。 

(3.)人物半坐，身穿淺黃色合身的長旗袍，手拿紅花，神情泰然自若。 

(4.)人物身著古裝，手拿花器。後方男人臉留鬍鬚與後方孩童遊戲，應是戲曲故事情

節。 

(5.)人物人身著花色旗袍，肩披華麗毛絨披肩，短髮俏麗，後方有圓框旁有紅花花

瓶。 

(6.)人物身著花色旗袍，手拿香菸，神情自信短髮俏麗的微笑，後方有圓窗景可看出

後方景物。 

(7.)人物身著古裝，男子動作與神情如調戲左方女子，而右方女子則是帶著看戲心

態。圖像空間描述古典，由大量的木製品與畫作可看出是個富貴人家。 

(8.)人物身著長旗袍，肩披毛絨披肩，手拿香菸，神情泰然帶點自信，短髮微卷俏麗

微笑，並倚靠在藍絨布沙發上 

(9.)人物身著淺藍洋裝，小露香肩，短髮捲而俏麗，手拿鏡與貓咪遊戲，後方有圓框

旁有紅花花瓶。 

10(9.)美人身著花色長旗袍，短髮捲而俏麗，右手扶助馬匹，視線往孩童看。孩童坐

在馬匹上，視線遠眺他方。整體被裝飾框框住，商品資訊則放置上方。 

圖像

分析 

(1.)無論花色旗袍、西式長洋裝、毛絨披肩或是古裝，其布料表現皆是高貴典雅絲綢

模樣。 

(2.)搭配手中物件，推測是受高等教育女性，且生活較為優渥之家 

圖像

解釋 

以服裝與配件象徵高質感生活品，也暗喻著販售菸品為高級品。 

表 2 

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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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描述 

(1.)人物身著紅色肚兜，微露胸部，短髮捲而俏麗，右手持傘，坐在小艇中，傘上有

「孩兒面」三字。圖像整體被裝飾框框住，商品資訊則嵌入中間，並取間距放置。 

(2.)人物古典身著旗袍式洋裝，手持涼扇。背後則有一花樹做為背景。裝飾圖框內左

右大量置入該年的月份日期資訊，上方放置藥房名稱，下方置入商品資訊。 

(3.)圖面為一和尚被眾多美人包圍，美人似乎正在誘惑和尚模樣，右下方置入商品資

訊，並提詞「跌坐身非我，低眉色自空。六根已清靜，七情豈動中」。上放柱上則寫

「除小鬼百病，專保小兒平安」。 

(4.)圖面為故事中國古代文學家歐陽修用「沙地為紙，蘆荻為筆」學習寫字的故事。

圖中為歐陽母教導模樣。裝飾框兩邊各寫著「增進兒童幸福、保障嬰孩健康」。商品

資訊則置入在右下角與下方。 

(5.) 人物古典身著旗袍式洋裝，手持花束。背後遠景呈現庭園景致。裝飾圖框內左右

大量置入商品使用資訊，上方放置藥房名稱，下方置入該年月份日期。 

(6.)人物古典身著旗袍式洋裝，手持商品。背後是西式的室內裝潢。裝飾圖框內左右

大量置入該年的月份日期資訊，上方放置藥房名稱，下方置入商品資訊。 

(7.)人物古典身著旗袍式洋裝，視線看前方。兒童身穿水手服裝騎腳踏車。裝飾圖框

內左右置入商品資訊，上方放置藥房名稱，下方置入商品強力主標「強身健體、唯一

補品」。 

圖像

分析 

(1.)美人做主圖，巧妙的將實用的月份日期資訊並列，增加海報附加加值。並在上下

主打藥房名稱與販售項目，可使觀者若有需求時第一時間聯想。 

(2.) 以孩童與母親圖像主打的兒童用藥商品，運用在廣告圖像投射觀者希望孩子能如

圖像內孩童快樂成長的想像。 

(3.) 題材以民間故事為主的圖中，畫面後方「除小鬼百病，專保小兒平安」呼應前文

六根以清淨，象徵人們不被病痛干擾 。 

(4.) 以傳統民間故事帶入藥局主打的兒童用藥商品，運用在廣告圖象，藉由圖像投射

觀者希望孩子能如歐陽學習成文人的想像。 

圖像

解釋 

搭配古典美人，與實用的日期資訊，並在旁邊加入藥品資訊，放置家中默默廣告置

入。 

表 3 

布料 

    

特徵

描述 

(1.)人物古典身著旗袍式洋裝，視線看前方。上放置入安安色布 LOGO，並且用大量

文字作為背景，下方置入布料商品資訊。 

(2.) 人物古典身著旗袍式洋裝，視線看前方。坐在古典木椅上，背景如潑墨並與紅花

相襯，上放置入布行 LOGO，下方置入布料商品資訊。 

(3.)人物古典身著旗袍式洋裝，視線看前方。腿上放置書籍，坐在古典木椅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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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樹林。上放置入布行 LOGO，左右兩色與下方置入布料商品資訊。 

圖像

分析 

以古典美人圖像象徵布料使用的高級質感。 

圖像

解釋 

置入商品資訊配古典美人使海報成裝飾圖像，放置家中默默的廣告置入。 

表 4 

布料 

    

特徵

描述 

(1.)人物坐在石椅上，身穿橘暖色合身的花色長旗袍，背後是中式庭園，庭園綠樹整

齊並排。商品名稱置在右方，商品資訊整齊放置下方，外圍有裝飾藝術風格圖騰圍

繞。 

(2.)人物站在石橋上，身穿橘長旗袍，背後是中式湖泊庭園景，庭園綠樹整齊並排，

湖面上有一小船。商品名稱置在上方，上方左右則並列商品資訊細項，商品圖與外圍

裝飾藝術風格圖騰圍繞並。 

(3.)人物身穿花色長旗袍，手採百花，[，背後是百花齊放的綠葉景。商品名稱置在上

方，商品圖與外圍裝飾藝術風格圖騰圍繞。 

圖像

分析 

美人服裝與神情讓人感受身分高雅與高貴，可推測是生活較為優渥之家庭。 

圖像

解釋 

以服裝與配件象徵高質感生活品，也隱喻著使用香粉能使女性看器來更加高雅，也暗

喻著雙美人牌香粉為高級品。 

 

五、結語 

由關研究分析與歸納，可綜合出月份牌海報畫中的題材分類、人物造型、畫面結構、用色結

論： 

5-1.月份牌海報畫中的題材大致可分為四大類 

(1.)宗教喜慶題材 

(2.)風景花鳥題材 

(3.)民間故事或戲曲題材 

(4.)女性人物題材 

其中除了上述題材外，其餘題材內的「人物圖像」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題。 

5-2.人物造型 

(1.) 人物視覺形象大多符合以下條件：人物形象秀美視覺比例占為明顯突出、視覺主題選   

擇符合觀者胃口、畫作用色柔和畫面清楚。 

(2.)人物服裝大多旗袍為主，不少也有時裝美女為型。人物神情皆是怡然大方且自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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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帶給觀者物件的投射想像。 

(3.)人物肢體造型若是單人為主，則大多呈現優雅倚坐方式，手上動作呈現托腮臉頰或是 

手拿書籍、雨傘，菸品等物件。雙人造型則呈現畫面對稱，雙方有肢體互動或是眼神交

流。 

5-3.月份牌海報畫面結構 

(1.)以圖為主，而文字與商品為輔的編排，人物圖像通常會佔去視覺大半篇幅，從中可看   

出海報設計規則，在周邊外框使用大量的裝飾藝術圖騰，並將公司名稱或是商品置入

其中。 

(2.)商品圖片常置於畫面中不重要或不顯眼的位置，元素間造成大小、比例、位置等不協 

調情形，主要放置圖像而弱化了商品資訊。 

5-4.月份牌海報圖像色彩使用 

(1.)色調：暖色調、冷色調，各式調性皆有。 

(2.)明度：大多是圖像明度較高。 

(3.)彩度：大多圖像為低彩度，少部分圖像彩度較高。 

圖像使用上畫面大多冷暖交替渲染的方法結合表現出仕女畫中女子溫婉傳統美，又具有時 

健康現代美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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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團購網站介面資訊對團購意願之影響 

Explore the Effect of Group Buying Website Interface Information on 
Group Buying Intentions 

 

洪郁修*
a  林宛姿**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教授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通訊作者：a0981375352@gmail.com 

 

摘要 

有鑑於社群網路龐大的影響力，線上團購網站藉由提供社群介面資訊來刺激消費者購買意

願，如購買人數、折扣數、及剩餘時間等，因此了解消費者是如何受到社群介面資訊影響是十

分重要的。本研究希望可以了解線上團購網站中的社群介面資訊如何影響團購網站消費者的購

買意願。我們邀請了 48 位自願的參與者參與實驗，本研究採組內設計，自變量為「購買人

數」、「折扣數」和「剩餘時間」；應變量為「購買意願」。參與者會在我們所提供的火鍋團購網

頁中，瀏覽不同實驗水準的「購買人數」、「折扣數」和「剩餘時間」，並提供購買意願程度。

實驗結果發現，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高低分別為: 折扣數、購買人次及剩餘時間，而「剩餘時

間」在某些狀況對於購買意願沒有幫助, 其相對重要性較小；而折扣數高低對於消費者的購買

意願影響最大，提供高折扣數給予消費者，可以促進刺激消費購買意願；而「購買人數」，可

以引發消費者的從眾效應，進而刺激購買意願。此外，研究還發現部分變數間存在有顯著的交

互作用。本研究貢獻: (1)線上團購網站的平台開發人員可以了解如何藉由提供社群資訊來促進

消費者的購買意願；(2)線上團購公司了解社群資訊的重要性，能透過簡單的介面資訊改變，達

到最高的利益。 

關鍵字：社群網路、線上團購網站、社群介面資訊、購買意願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ug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s, online group buying websites provide social 
interface information to stimulate consumers' buying intentions, such as the number of purchasers, 
discounts and remaining time.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consumers being affected 
by the social interface information. This study hop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cial interfa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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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nline group buying websites affects the consumers’ buying inten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invited 48 participants to participant in the experimen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number 
of purchasers", "discounts" and "remaining time",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buying intentions." 
Participants would browse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al levels of " number of purchasers ", "discounts" 
and "remaining time" on the hotpot group buying pages provided by the study, and then provide the 
degree of buying intention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ranking of the impacts on the consumers’ buying 
intentions: discounts, number of purchasers and remaining time. The" remaining time " may not be 
helpful to buying intentions in certain situations, and its influence may be relatively less. Providing high 
discounts to consumers may stimulate consumers’ buying intentions. Also, when the group buying 
website provides " number of purchasers ", it may trigger the bandwagon effect and stimulate the buying 
intention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exist interaction between some variables.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1) Make the developers of online group buying platform understand how to stimulate consumer’s 
buying intentions by the social information; (2) Make the companies of online group buying do 
something on the social interface to make benefit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group buying website, Social interface, Buying intention 

 

壹、前言 

隨著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大幅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模式，不可否認的，線上團購已成了目

前的全球各地蓬勃發展的趨勢 (Cheng et al., 2013)，國際上的團購網，如: Groupon, LivingSocial, 
Plum District, and BuyWithMe (now gilt city)，近年來已成為社交商務中受歡迎的平台，這樣的現

象已受到研究人員以及從業者廣大的重視（Aral et al., 2013）。早在 1990 年末期，已有許多電子

商務公司以團購的模式，來讓消費者購買自家公司的產品（NI, Guanqun et al., 2015），線上團購

意味著一定數量的消費者，藉由網路平台聚集在一起，並藉由越多人的集體購買，而能以越優

惠的折扣來購買特定的產品(Cheng and Huang, 2013, p. 185；Kauffman et al., 2010a, 2010b)。  

透過相關文獻收集發現，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探討社群網站對於消費者在團購網站的購買意

願的影響，包含的議題如藉由提升消費者對於團購網的信任程度，來刺激消費者的購買產品的

意願（Kim et al., 2013；Shih-Ming et al., 2011；Norazah et al., 2017 )；或是學者 Kuan, Zhong 也

指出消費者在團購時，會受到購買人數多寡的影響，購買人數資訊的顯示會進而顯著的影響消

費者團購時的購買決策（Kuan et al., 2014 )；另外，也有研究提出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購買，

團購網站可以透過顯示倒數計時（24-hour countdown timer)，來刺激購買意願（Gwee et al., 2013 )；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探討團購網站中價格的標示方式，對於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其研究結

果也顯示價格的標示方式確實顯著影響了消費者團購時的購買決策（Guanqun et al., 2015）。因

此，綜觀以上研究，可以發現社群網路所提供的社群相關內容資訊確實會影響消費者在線上團

購網站的購買意願與決策。 

現今少有研究去探討消費者在團購網站中，會如何受到這些社群介面呈現資訊的影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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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社群網路對於線上團購的影響已漸趨顯著，且過去研究也指出，消費者在進行線上購物

前，會希望獲得其他消費者的消費資訊（Wing S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提出兩項研究目的：

(1)了解消費者在團購網站頁面中，何種社群資訊能有效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2)分析消費者

是如何受到該社群資訊的影響。本研究將會以線上團購網站中國際上使用人數最多 Groupon 的

團購介面作為模板進行實驗，找出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的社群資訊。 

 有鑑於本研究的目標，我們利用社群的角度，探討社群資訊會如何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幫助: (1)線上團購網站的平台開發人員可以了解如何藉由提供社群資訊來

促進消費者的購買意願；(2)線上團購公司了解社群資訊的重要性，讓他們能透過簡單的介面資

訊改變，達到最高的利益。   

貳、文獻探討 

一、典型網路購物中團體購物的探討 

典型網路購物可以很方便的瀏覽很多不同的商品，在線上輕鬆的進行比較和做選擇，並購

買自己想要的商品（Kauffman et al.,2002），購物網站有許多種類（Andrews et al., 1999），最常見

的網路購物模式有以下四種類型：(1)定價型：網站上的每樣商品皆有其訂價，消費者只購買自

己有興趣的商品。例如購物網站 Amazon 上會展示各式各樣的商品，消費者也可以輸入關鍵字

搜尋商品，尋找自己接受的價格的商品下訂單；(2)出價型：商品陳列展示在網站上，消費者對

有興趣的商品喊價，由出價最高者得標。例如購物網站 eBay 便有提供競標功能，除了直接購買

商品，消費者也可以參與競價，有機會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得標；(3)推銷型：由買家在網站上提

出自己想要購買的商品，符合條件的賣家再對買家推銷自己的商品，雙方都滿意時達成交易。

例如購物網站 TravelBids 提供買家在網站上提出需求，而賣家尋找自己可以承辦的案子，透過

3D 模型或是其他方式來與買家溝通推銷，雙方都滿意時便達成交易；(4)團體型：當購買商品的

人數在時間內達到一定數量時，賣家會提供優惠的價格。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盛行，團購

賣家可以迅速藉由網路招攬到一定人數的消費者，因此團購網路購物出現第二種購物機制，也

就是賣家在某格折扣下提供商品，但是當消費者人數增加時，賣家不會再降低價格（Erdogmus 
et al.,2011），例如 Groupon、GOMAJI 皆會在網站上公布一些餐廳折價卷或是旅遊折扣等團體購

物的資訊，開放消費者一同訂購，提供較優惠的購物選擇。比較上述四種網路購物模式，定價

型不會提供優惠給消費者；出價型及推銷型的交易過程中，買家必須密切與賣家互動，而團體

型的交易過程中，消費者只需加入購物的行列，便可以得到優惠的價格。而在這四種網路購物

模式中，團購網路購物可以讓消費者付出較少便得到優惠價格。因此，網路團購漸漸受到關注。 

二、影響團體購物購買意願與決策的因素 

（一）從眾效應對團體購物的影響 

 網路團購是許多人在網路上一同參與交易的活動，因此消費者彼此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影響

力，像是 Kauffman, Lai 發現愈多的購買數量也會提升消費者的購買動機（Kauffman et al.,2010）；
也有相關研究以社群效應角度探討影響消費者參與團購的動機，像是 Pi, Liao 發現社群的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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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是影響消費者參與團購動機的最大因素；Kauffman and Wang 也發現，消費者容易受到購買

人數的影響，當購買人數愈多，消費者愈容易跟著參與購買，當消費者發現再增加一些購買人

數就可以獲得更優惠的折扣時也更容易會參與購買（Kauffman et al.,2001）。 

（二）價格標示對團體購物的影響 

現今網路團購管道多元化，價格資訊也相對透明，過去關於團購的研究，已有研究探討價

格對於團購購買意願的影響，例如團購價格機制的比較（Anand & Aron 2003; Guanqun et al., 2015），
以及網路團購的價格折扣（Kauffman & Wang 2001; Chen et al. 2015），而相關研究顯示，產品的

價格會有效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且正向牽動到購買意願（Kahneman et al. 1986; Kalapurakal 
et al. 1991; Olive & Swan 1989）。 

（三）飢餓行銷對團體購物的影響 

「飢餓行銷」是一種行銷手法，商品提供者刻意去限制商品優惠時間長短，或調整降低每

次供給量，分批多次的釋出，期望能夠達到控制供需關係，目的是製造出商品熱銷的現象，好

維持商品較高的售價及利潤，手法操作得當，還能夠提升品牌附加價值，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可

能影響飢餓行銷成效及品牌重視度，進而影響著購買意願。團購網站會在限定期間（通常是 24
小時至數天不等）或有限的產品數量下，讓消費者容易創造出急迫的購買感受，用來刺激消費

者進行選購（Kumar & Rajan 2012）。完稿文章採用 A4 格式（21.0cm×29.7cm）。版面設定邊界：

上、下、左、右邊界各 2.5cm 空白。稿件順序：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文（含圖表）、參考文

獻、附錄。 

參、研究方法 

一、受測者 

    本研究以隨機取樣的方式一共招募 48 位受測者進行問卷調查，其中 21 位是男性，27 位

女性，年齡大多介於 21~25 歲之間。 

二、實驗設計與器材 

    本研究的三項獨立變量為:(1)購買人數(高/低)；(2)剩餘時間(多/少)；(3)折扣數(高/低)。因

變量是購買意願。 

    本研究挑選變量器材設計參數的選擇說明如下原因為：(1)正因為 Groupon 營運成功，在

2012 年便已經跨展到全球 48 個國家，因此本研究以 Groupon 介面作為參考模板；(2)為了瞭解

現今團購網站中，何種介面資訊會影響不同團購經驗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本研究從各個不同類

型的團購網介面中找出大部分會具備的內容資訊進行研究，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團購網站會顯

示「購買人數」、「剩餘時間」及「折扣數」；(3) 每個獨立變量的參數訂定是從各大團購網站中

相類似的產品頁面搜尋，並進行統計與綜合評估後取得。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564



    在本研究中，所有參與者皆會針對所有的實驗條件進行評分。此外，由於本研究採取受測

者內實驗。本研究將所有的實驗條件轉化成不同網頁頁面，是為了(1)得到受測者最真實的回

答；(2)降低受測者的閱讀負荷。圖 1 為其中一個實驗條件的範例。 

 

 

圖 1 高購買人數 X 高折扣數 X 少剩餘時間 

三、任務流程 

    本研究在大學圖書館、咖啡廳招募志願者。接受邀請的志願者將會在一個安靜的空間中進

行實驗。下面為本研究實驗步驟：(1)我們會先以聊天的方式讓受測者放鬆；(2)請受測者點擊

我們所提供的電子問卷後，受測者會看到本研究的目的說明頁，受測者可藉由說明頁了解本研

究的目的和實驗說明；(3)針對問卷中的團購網站介面資訊進行購買意願評分。本研究以問卷的

方式詢問受測者的購買意願的題目，使用兩項和購買意願相關的問題:(1)這個網頁會不會促進

我購買的意願;(2)這個網頁上的商品相關數值，有影響我決定要不要買。 

肆、研究結果 

    我們進行了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格 1 所示。從整體結果來看，大多數的團購實驗介面皆

高於 4 分，代表消費者對於多數團購實驗介面都有較高的購賣意願。其中以高購買人數 X 高
折扣數 X 多剩餘時間的平均 5.38，標準差 0.89 為最高分，而低購買人數 X 低折扣數 X 多
剩餘時間的平均 4.06，標準差 1.18 為最低。 

    再以各個網頁上的商品相關數值來看，本研究探討購買人次，其中高購買人次的平均數是

4.88，標準差為 1.13；低購買人次的平均數是 4.45，標準差為 1.04。由此可知，高購買人次對

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較高。而在高購買人次中: 

高折扣數 

高購買人數 

少剩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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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購買人次 X 高折扣數 X 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5.38，標準差為 0.89 

• 高購買人次 X 高折扣數 X 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5.25，標準差為 1.34 

• 高購買人次 X 低折扣數 X 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31，標準差為 1.01 

• 高購買人次 X 低折扣數 X 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56，標準差為 0.96 

在低購買人次中: 

• 低購買人次 X 高折扣數 X 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75，標準差為 0.93 

• 低購買人次 X 高折扣數 X 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71，標準差為 0.91 

• 低購買人次 X 低折扣數 X 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06，標準差為 1.18 

• 低購買人次 X 低折扣數 X 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19，標準差為 0.98 

由此可知，高購買人次 X 高折扣數 X 多剩餘時間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最高，而低購買人次 X
低折扣數 X 多剩餘時間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最低。 

    在折扣數中，高折扣數的平均數是 5.05，標準差為 1.05；低折扣數的平均數是 4.28，標準

差為 1.03。由此可知，高折扣數的購買意願影響較高。而在高折扣數中: 

• 高折扣數 X 高購買人次 X 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5.38，標準差為 0.89 

• 高折扣數 X 高購買人次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5.25，標準差為 1.34 

• 高折扣數 X 低購買人次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75，標準差為 0.93 

• 高折扣數 X 低購買人次 X 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71，標準差為 0.91 

在低折扣數中:  

• 低折扣數 X 高購買人次 X 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31，標準差為 1.01 

• 低折扣數 X 高購買人次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56，標準差為 0.96 

• 低折扣數 X 低購買人次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06，標準差為 1.18 

• 低折扣數 X 低購買人次 X 少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19，標準差為 0.98 

    由此可知，高折扣數 X 高購買人次 X 多剩餘時間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最高，而低折扣數

X 低購買人次多剩餘時間，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最低，從中也可發現，消費者對於高折扣數組

合的介面資訊的購買意願，均高於低折扣數組合的介面資訊。 

    在剩餘時間中，多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70，標準差為 1.15；低剩餘時間的平均數是

4.70，標準差為 1.11。由此可知，剩餘時間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影響相對較小。 

表 1 描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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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人數 

三項變量 購買人次 折扣數 剩餘時間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高購買人次 高折扣數 多剩餘時間 48 5.38(0.89) 4.88(1.13) 5.05(1.05) 4.70(1.15) 

少剩餘時間 48 5.25(1.34) 4.70(1.11) 

低折扣數 多剩餘時間 48 4.31(1.01) 4.28(1.03) 

少剩餘時間 48 4.56(0.96) 

低購買人次 高折扣數 多剩餘時間 48 4.75(0.93) 4.45(1.04) 

少剩餘時間 48 4.71(0.91) 

低折扣數 多剩餘時間 48 4.06(1.18) 

少剩餘時間 48 4.19(0.98) 

伍、討論 

  從上述圖表可知，購買人數、折扣數和剩餘時間各自影響消費者在團購網站中購買意願的高

低。 

一、折扣數對受測者的影響 

    從結果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高折扣數組合介面資訊的購買意願，均高於低折扣數組合的

介面資訊，且發現即使介面資訊呈現低購買人次或多剩餘時間，只要介面資訊有搭配有高折扣

數，其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平均都相對高。由此可推斷，折扣數、購買人次及剩餘時間三個實驗

變數，折扣數高低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影響最大。而不論在高購買人次或低購買人次中，高

折扣數均有助於消費者購買意願的提升。從我們受測者的表示看來，在團購中，他們容易受到

折扣數的影響，進而影響其購買決策。因此，提供在團購介面中，折扣數確實是會影響消費者

的購買決策，而且高折扣數確實可以刺激團購消費者及的購買意願。 

二、購買人次數對受測者的影響 

    從結果可以瞭解，在相同的剩餘時間，不論在高折扣數或低折扣數中，高購買人次均有助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567



於消費者購買意願的提升；而在相同的折扣數中，不論在高剩餘時間或低剩餘時間中，高購買

人次均有助於消費者購買意願的提升。 

過去的研究指出，人們會考慮社會對於自己的看法，希望被他人接受或認可，因此在購物時傾

向購買多數人都有購買的商品(Wilkie, 1994; Macinnis, 1997)，此外，從我們受測者的表示看

來，在團購中，他們容易受到購買人數的影響，進而影響其購買決策。因此，提供在團購介面

中，購買人數確實是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而且高購買人數確實可以刺激團購消費者及的

購買意願。 

三、剩餘時間對受測者的影響 

    從結果可以發現，在高折扣數中，剩餘時間對於消費者購賣意願的影響力較低，其購買意

願高低較不受剩餘時間影響；而相對的在低折扣數中，消費者會受到剩餘時間多寡影響，少剩

餘時間會刺激消費者購買。 

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發現「購買人數」、「折扣數」及「剩餘時間」對於團購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都很重要，而「剩餘時間」在某些狀況對於購買意願沒有幫助, 其相對重要性較小。 

陸、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為了解線上團購網站中的介面資訊的數值多寡如何影響團購網站消費者的購

買意願。本研究邀請 48 位受測者。我們在圖書館、咖啡廳招募受測者，自願參與的受測者會在

一個安靜的空間中，以電腦 E-prime 軟體瀏覽問卷的方式，填寫本研究所設計的團購網站問卷

進行測驗。本研究結果顯示，「購買人數」、「折扣數」及「剩餘時間」對於團購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都很重要，而「剩餘時間」在某些狀況對於購買意願沒有幫助, 其相對重要性較小。而折扣數、

購買人次及剩餘時間三個實驗變數中，其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高低分別為: 折扣數、購買人次及

剩餘時間，折扣數高低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影響最大，提供高折扣數給予消費者，可以促進

刺激消費購買意願。此外，當團購網站提供「購買人數」給予消費者，可以引發消費者的從眾效

應，進而刺激購買意願。 

本研究結果會受到實驗介面呈現產品種類及照片的影響。由於受測者絕大多數為大學生，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不同的族群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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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為了解決總人口減少、少子化、人口集中都市等等的問題，行政院於 2019年開始推動
地方創生的相關政策，協助臺灣各個偏鄉地區找出屬於當地的特色，吸引民間企業以及青年人

口回流，讓各地區能均衡的發展。本研究以地方創生、地方特色產業相關文獻作為研究基礎，

選擇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中的中介城鎮類型，以宜蘭縣白米社區的白米木屐館作為研究個案。

運用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實地觀察，並與經營者、工藝師進行深度訪談，將影響白米木屐館之

因素進行整理，再以系統思考觀點進行因果關聯性之分析，彙整出經營者、社區居民、工藝師

彼此間的合作關係，成功的讓傳統木屐轉型成工藝產品，研究結果發現重要的影響因素分別是︰

經濟資源、商品品質、工藝體驗活動、跨領域技術合作，是影響白米木屐館經營的關鍵因素，根

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可提供給其他相似類型地區的相關業者執行地方創生時參考。 

關鍵字：地方創生、地方特色產業、木屐工藝、系統動態學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Taiwan reduc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low birth rate, the population is 
concentrated in the city, and so the issue. The Executive Yuan in 2019 began promoting the creation of 
local policies, to help Taiwan rural areas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artial belong to local, 
private sector and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reflux, so that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ll regions. In this 
stud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local creation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as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select the type of intermediary town in the area of local creation priority promotion, and take the White 
Rice Clog house in Baimi District of Yilan County as the research case. Way with case studies of field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managers, craftsme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ort, then systems 
thinking perspective causal association analysis, organize cooperation between operators, residents, 
craftsmen each other, let the traditional clogs transition into technology product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factors are︰economic resources, product quality, technical experience activities, cross-cutting technical 
cooperation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results, available 
to other regions related industry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creation . 

Keywords：Placemaking, Local Cultural Industry, Wooden clogs craft, System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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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位於宜蘭縣蘇澳鎮的白米社區曾經是全臺灣落塵量最高的社區，因發展礦石加工業讓環境

受到破壞而使居民外遷。1950 年，木屐是生活必需品，社區居民開始使用臨近山區的江某樹 生
產木屐；1960 年，塑膠製品的出現使社會大眾的穿著跟著改變，木屐產業逐漸沒落。因政府伐

木政策的影響，現在白米木屐館所使用的木材以南洋杉、鐵杉等輕巧又堅固的木材為主。白米

木屐館透過結合彩繪、電燒、皮雕與木雕等方式，將木屐轉化為生活工藝品，在 2010 年，木屐

產業到達高峰期，但隨著外部環境和資源的改變，逐步進入停滯。近幾年因政府資源減縮、觀

光客減少，白米木屐館也在嘗試不同經營的方式，如改建社區空屋的「木益客棧」，結合餐飲服

務和住宿的方式，以此空間作為青年創業之基地，增加更多在地就業機會。 

白米社區一直都面臨許多的問題，像是旅客減少的問題、青年人口外移等等，根據國家發

展委員會（2018）的報告提出 2019年是地方創生元年，並制定地方創生政策，其目標是「創造

工作機會，減緩人口減少」的問題，徐重仁（2018）提到地方創生所面臨的問題很複雜，要有具

體的成果需要持續堅持，不能僅靠政府補助，而是必須由企業、地方組織、在地居民來互相協

助，發揮地方原有的特色。木下齊（2018）也提出以地方特色產業為基礎的地方創生事業，能讓

當地居民感受到歸屬感，以此方式推動，即使人口再少都能轉變為幸福的城鎮。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地方創生之觀點探討白米木屐館之發展，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蒐集白米社區相

關文獻，並進行實地訪查，了解白米社區、木屐產業、工藝師等各種因素的組成，這些因素彼此

之間是一個複雜且動態的過程。因此，運用系統動態學之觀點了解社區的潛在資源與運作方式，

以此建立完整的系統結構，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藉由個案研究，進行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蒐集相關文獻以了解實際發展情況。 

(二)、以系統思考觀點，整理出影響白米木屐館的經營關鍵因素與因果關係。 

(三)、運用系統動態學軟體建構質性系統環路圖，提出白米木屐館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貳、文獻探討 

一、地方創生之定義 

    最早提出地方創生相關概念的是美國作家珍·雅各（Jane Jacobs） ，她在 1961 年出版的《偉

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中提到：「城市的基本價值來自於居民的多樣性，規劃一個城市也必

須以居民的角度去考量，讓居民去共同創造。」。而臺灣的地方創生是借鏡日本的執行經驗制定

相關政策，臺灣的地方創生核心目標是促進人口迴流，因此需依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經濟，以緩

和人口過於集中六都之趨勢。臺灣的地方創生依據地方不同的資源特性以及發展情況，可分為

三種類型，分別是農山漁村、中介城鎮、原鄉類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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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方創生的地區類型 

類 型 說 明 

農山漁村 
農漁業雖蘊藏豐富，但人口規模小，青壯人口不足，使產業發

展不易，主要分佈於中南部山區及沿海地區。 

中介城鎮 
介於兩者中間之地方型生活及就學核心，該類型之地方街區老

舊沒落，產業提升動能不足，主要分佈於中南部都市邊緣。 

原鄉 
土地發展限制多，產業發展受限，公共服務水準不佳，大部分

都是原住民族地區，主要分佈於中央山脈及東部地區。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二、地方特色產業 

    透過地方特色去發展地方經濟是臺灣目前主要的趨勢，而地方特色產業之經營即是解決地
方問題的方式之一，地方特色產業是運用當地的人力、資源所形成之產業，具有獨特性、歷史

性等特性。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5）定義地方特色產業的「地方」是指以鄉、鎮、市、區、
村、里、社區為單位；「特色產業」指具有文化性、歷史性、獨特性、唯一性等特性之產業。綜

合上述，地方特色產業之定義為居民運用鄉鎮地區內的資源，從事生產地方產品或服務之產業。 

    翁徐得（1993）認為地方特色產業是撐起地方經濟的一種產業，需要融合地方風俗習慣、歷
史與文化特色。黃惠文（2007）認為地方特色產業是運用鄉鎮的當地資源，開發具有地方特色
商品的產業，其發展會受到自然資源、地理環境的影響，因此塑造出各地區不同的產業型態。

曾旭正（2008）以地方文化的獨特性為基底，創造出新的產業內家，並能有效地切入市場，實現
一定的利潤，對區域性經濟發展發揮振興效果，同時也對區域性文化的發展有積極的貢獻。陳

邵寰、洪志銘（2010）提出當地由於自然資源條件、人文社會背景等因素，逐漸發展而成具有地
方特色的群聚現象，就是地方特色產業。地方特色產業能活絡地方經濟發展，隨時代變遷衍生

出更多不同類型，本研究以白米社區當地的木屐產業為研究對象，以下將詳細說明。 

三、白米社區木屐產業之發展脈絡 

    白米社區於日據時期深受日本影響，因此木屐產業逐漸興起，在光復初期，以成長為具有

規模的產業，隨著時代轉變，木材資源逐漸耗盡，加上橡膠材質的鞋子越來越受歡迎，使木屐

漸漸被取代。如今，白米社區的居民組成社區合作社，以改善生活居住環境為目標，將社區的

歷史文化重新定位，使木屐轉變為具有文化藝術意涵的工藝製品（白米社區發展協會，1999）。 

    在 2016年，白米社區合作社開始轉型成社會企業的經營方式，嘗試運用商業模式來解決白
米社區環境問題；在 2018年，白米木屐館將工藝體驗與社區的生態環境結合，以形成區域性地
方旅遊景點，連結自行車道、溪流生態、一畝田農事體驗、江某公園環教體驗等景點規劃，形成

以村落為概念的旅遊景點。在 2019年，因應地方創生的概念，推動「騎屐漫遊－蘇澳好食在」、
「蘇澳 22℃的小鎮輕旅」等社區旅行。目前，白米木屐館主要以木藝、皮革、電燒為主，產品
有木屐、鑰匙圈等等，從木屐衍生的產業有木屐舞蹈、咖啡、社區導覽、自行車旅遊等等。白米

木屐館遇到各種阻礙，也解決許多困難的問題，木屐歷史文化使地方工藝得以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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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蒐集文獻探討後，針對個案相關資料進行整理，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白米木

屐館實際現況，再將訪談後的逐字稿進行整理與歸納，最後以系統動態學軟體 Vensim 作為分

析工具進行分析，運用系統思考法整理並找出關鍵影響因素，建構因果關係環路圖。（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一、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之一，可以釐清對於組織、機構、社會等各種領域的了解，

例如社會工作、社區規劃等等，目的在於描述事物的本質與特徵，可作為改善現況或規劃未來

之參考，其優點為瞭解複雜的社會現象（Yin，2003）。本研究透過白米社區木屐工藝的個案，對

白米社區合作社的理事主席進行 2-3 小時訪談，實際到訪白米木屐館進行觀察與紀錄，依據訪

談後相關資料整理，以系統動態學進行因果分析，整理出白米木屐館發展脈絡的關聯性，探討

該地區推動地方創生之系統模型，整理出社區居民、木屐館、木屐工藝師彼此間相互影響的模

式，找出影響木屐館發展的關鍵因素，以協助本研究釐清真實情境脈絡，紀錄完成便可進入資

料分析，透過客觀以及系統性的描述，了解白米木屐館的實際現象，探討問題的複雜性。 

二、系統動態學 

    系統動態學又稱系統動力學，是 Forrester（1961）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提出的方法論，Senge
（1990）認為因果之間的關係是系統動態學的基礎，重點不在於分解現象，而是綜觀全體，思

考問題背後結構的過程，擬定出最有效率的解決方式。謝長宏（1980）系統動態學的組織過程，

就是透過觀察六種流量相互影響的運作關係，以此分析系統的動態行為，對系統結構的瞭解有

助於預測未來的趨勢。Sterman（2000）指出系統動態學研究的問題並不是預測事件的發生，而

是以宏觀的角度去觀察系統運作的情況，發現問題背後的本質才能規劃出具體的對策。本研究

透過系統動態學 Vensim軟體建立因果循環圖等模型，繪出白米木屐館的因果關聯性。(圖 2) 

 

圖 2 系統語言符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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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分析 

一、個案介紹 

    位於宜蘭縣的白米社區，因礦石產業興盛而繁榮一時，由於礦石廠太多導致白米社區的生

態環境被破壞，使當地居民大量外移，衍生出人口老化、產業蕭條等等的問題。白米木屐館從

老屋改造發展至今已有 30 年以上的歷史，除了館內的木屐工藝，目前持續在推動在地生態與木

屐結合的旅遊行程，透過當地礦石產業、江某公園、一畝田及溪流的景色，瞭解木屐從生產到

製作的過程。目前白米木屐館的木屐工藝師僅存一位，會透過政府的培力計畫，以社區居民為

主體開設工藝研習班，也會去附近的學校將在地知識轉化為環境教育特色課程，在課程中讓學

生體驗木屐工藝的 DIY 手作，讓有興趣的人可以來學習木屐工藝，也會引進國際志工，讓不同

國家的人來到這裡做文化交流。運用上述那些方式持續推動白米木屐的歷史文化與工藝傳承。 

    近期與政府合作的部份有 2018 年的農村微型工藝產業培力計畫，以木屐工藝為發展主軸，

協助社區凝聚共識、推廣發展特色工藝。在 2019 年的地方創生政策也被選為優先辦理的鄉鎮之

一，目標在於改善居民生活品質、善待生態資源，增加地方創生事業的發展機會和產業經濟價

值。白米木屐館曾有台視「世界非常奇妙」、八大電視「臺灣傳奇」、東森電視「珍藏臺灣」等各

家電視台節目採訪拍攝，在報章雜誌中也有刊登相關的報導，也會透過舉辦木屐節、文化節等

活動吸引消費，目前也會參加國際旅展、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展覽來增加曝光度。 

二、白米木屐館之系統循環圖 

    如圖 3 所示，對白米木屐館來說，提升 DIY 體驗活動的種類是經營獲利的關鍵；白米木屐

館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商品銷售與 DIY 體驗，獲得的利潤會投入在商品種類的變化上，樣式單一

的木屐僅能從木屐大小的差異或是木屐顏色的深淺作出區別，而商品的種類增加之後，提升商

品的精緻度可讓商品附加價值提高，進而增加消費者的滿意度，經過消費者的口碑效果，讓潛

在消費者受到木屐的吸引而到木屐館購買商品，館內銷售量增加對材料的需求量也會跟著提高，

而成本增加會影響到利潤的多寡，白米木屐館的盈餘會作為白米社區合作社的發展基金運用。 

    木屐的商品設計會透過在地居民的發想，以及政府相關單位指導，進行跨領域的技術合作，

目前有結合皮雕、木雕、電燒等等的技術，設計出木屐結婚證書、皮雕與鑰匙圈等不同種類之

產品，讓到訪的消費者可以選擇想體驗製作的產品，透過 DIY 體驗活動讓消費者瞭解白米木屐

館的歷史故事，以及體驗木屐的工藝技術，使消費者享受懷舊的空間氛圍，同時學習製作產品，

為消費者帶來獨特體驗。在木屐館、工藝產品、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之中，也發現經濟資源、工藝

體驗活動與跨領域技術合作，是白米木屐館經營的關鍵因素，其中，跨領域技術合作從發展至

今一直都是白米木屐館的主要的成長力道，而當地的文化傳承會藉由文化教育課程讓學生理解

環境與生活的連結及重要性，並提升環境意識，課程內容也包含讓學生體驗木屐工藝之製作。

地方創生需要靠當地居民的共同參與，才能有效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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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白米木屐館整體環路圖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的地區表（附錄 1）中選擇中介城鎮的宜蘭白米社區進行

個案研究，從白米木屐館經營者、社區居民、工藝師三者利害關係人的宏觀角度，運用系統動

態學方法論，以系統思考觀點發展動態分析模式，並建構質性系統因果環路圖，分析結果可作

為地方創生政策執行時的建議，亦可作為其他地區之參考。 

一、結論 

    根據個案分析之結果，透過白米木屐館經營者、社區居民、工藝師彼此間的合作關係，成

功的讓傳統木屐轉型成工藝產品，研究結果發現重要的影響因素分別是︰經濟資源、商品品

質、工藝體驗活動、跨領域技術合作，是影響白米木屐館經營的關鍵因素，白米木屐館運用當

地生態環境來推動地方創生，讓旅客可以住下來體驗在地生活和在地文化交流，對白米社區來

說，要讓社區的居民增加，把生活、生產、生態維持平衡就是很好的方式。藉由本研究繪製的

整體因果環路可以清楚的看出木屐館、工藝產品、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情形，從經營模式上需要

整合社區居民的意見達成共識，再進行規劃與合作便可循序漸進的找出適合方式來改善問題。 

二、建議 

    本研究以系統動態學進行質性分析，整理出白米社區木屐館發展脈絡的關聯性，探討地方

創生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之系統模型及因果環路圖，未來可將相關數據帶入本研究之模型進行量

化之分析，即能建立符合真實情境之模型，便能提供更有驗證性之結果，讓本研究更加縝密，

本研究成果可用於其他社區發展地方創生之個案之參考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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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 

 

 

 

I：農山漁村 II：中介城鎮 III：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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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活化之不同施作場域特質比較-以楊梅永寧社區為例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conducting space of local activ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ning Community in Yan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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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設計的價值不該只實踐在少數人身上，更因該發酵在整個社會，近年來社會設計意識抬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更在 2011 年開始推動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隨著政府的推動大專

生投入地方創生，藉由自身專長去為社區再創。而一個場域的構成可以由地標、節點、區域、邊

界、通道去串聯。本研究以楊梅永寧社區為研究案例，透過參與式觀察法探討不同施作場域的

特質，並運用這些特質去進行比較再搭配城市意象的概念作分析。根據調查結果發現不同的場

域類型在不同特質下所扮演的角色不盡相同，透過分析比較必能找出相對的位置安排，若將節

點與節點做交互編織，將能互相加乘為地方創生創造最大價值並發展出一套自身的社區意象。 

關鍵字：社會設計、地方創生、場所記憶 

 

Abstract 

The value of design should be practiced on whole society. In addi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has been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 stationed-in rural community project since 2011. With the 
promotion, college students engage in stationed-in rural community more. A field could be connected 
by landmarks, nodes, districts, edges and pathways. A case study of Yongning.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ducting fields’ traits by probed into them throughout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ogether with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city imag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we can see that 
distinguished types of field may play different roles with diversity traits in the society. If we interact 
nodes with multiple effect, it could bring about the maximum value and develop their own image of 
community. 

Keywords: Socail design, Placemaking, Place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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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社區由「地、產、人」共同組織而成，由於群體在地方生活而創造出許多有形以及無形的價

值，像是地方文化、地方產業、建築風貌以及空間本質所具備的生態環境，但面臨到社會產業

結構的改變，以傳統產業為主的社區遭受考驗，農村社區人口老化加上青年人口外流使得產業

逐漸沒落面臨轉型。 

意識到地方鄉鎮日漸凋零以及特色文化被忽視，政府亦開始重視地方創生，透過盤點當地

「地、產、人」三類別的有形與無形資產，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開創具

有地方特色的產業，期望形成循環和共創的價值。進而提高社區居民的凝聚力，並強化在地居

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讓社區共好共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在 2011 年開始推動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此競賽透過讓大專

生運用自身專長下鄉去為社區進行活化再生，藉由學生創新的思維注入讓社區復甦。而在地方

活化進行時，根據社區本身所具備不同的條件所能被運用的資源不盡相同，在施作之時必定會

有場域的選擇，本研究將探討不同施作場域之特質比較，不同的場域所具備的特質為何在社區

活化中所扮演的位置又該如何選擇。有的場域作用為聚集人群藉由在空間的互動中增加社區凝

聚力，有的場域作用為向外推廣社區特色藉由空間原本具備的生態、文化亦或者是歷史等不同

自然條件，不同的施作場域具備著不同的特質。是否這些場域特質存在著一套邏輯能讓地方在

進行活化時能有可參考之社區意象呢？因此本研究將比較不同節點間的差異性去做探討該如何

運用場域本身特質去安排在社區活化中該扮演得角色。 

本研究將透過參與式觀察法，以楊梅永寧社區為研究對象實際進入場域觀察分析，探討在

永寧社區中有著多處不同的場域像是驛品香生態農園、江夏堂、保甲古道、750 年老樟樹等，每

處節點都具備不同特質，而究竟該具備麼樣的特質才能使這些空間被選為地方活化之施作場域，

而這些場域又有著甚麼不可或缺的元素使得這空間在地方活化時被利用。並將這些特質進行比

較替地方活化發展出一套社區活化的城市意象。 

貳、文獻回顧 

一、社會設計 

意旨以同理心為出發點進行社會創新，為 90%的人設計，設計的價值不該只實踐在少數人

身上，更因該發酵在整個社會。社會設計不僅透過參與式的方法來改善解決社會問題，更重要

的是，它重新安排了社會關係，讓原本在社會中較弱勢的場域藉由外來的擾動獲得了重視。但

對於社會設計而言，最具挑戰的仍是能在本地環境中實際實施甚麼，能給予社區哪種資源與投

入。當社會設計團隊進入場域時經常會面對到的挑戰為被當地人視為只是與幾個受邀到本地的

參與者觀看實地考察的過程，對當地社區似乎沒有實際的幫助，居民對於設計團隊的投入並不

抱太大的期許。該如何在本地人與參與者間取得平衡創造價值即是社會設計投入的目標

(Margolin & Margolin，200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在 2011 年開始推動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讓大專生以團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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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入農村，藉由大專生自身專長為社區提供想法並在過程中發掘農村的價值，引動青年思考

未來與農村的連結，啟發青年留農的機會。並讓參與者了解到社會實踐的意義。身為設計者在

發揮設計專業的同時也必須看見真實的社會，檢視自身作為的價值與意涵，將其投入到農村當

中，設計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參與而非是孤立的，應該透過與許多領域互動、創新而形成影響力，

洄游農村的計畫即落實了此種思維。 

二、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是由地方、社區發展延伸出的概念，理論始於  1950 年代，當時美國學者

R.Poston(1951)發表《小鎮的復興》（SmallTown Renaissance）一書，強調由地方社區居民自主性

的萌生活化社區的想法，而非由政府或執行者強制施行政策或解決方案，美國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非營利組織表示「地方創生」的過程必須以社區為基礎，才能強化地方自主永續的能力，

強調「地方創生」是一種是由下而上，由居民自身推動的過程進而去實踐（張正衡，2017）。由

此可知，地方創生應是由地方自主發起而產生的意識，政府只是輔助性角色。 

意識到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於都市，地方鄉鎮日漸凋零。2016 年開始，行政院政府

即指示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透過盤點當地「地、產、人」三類別

的有形與無形資產，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開創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並

形成循環和共創的價值，而其最終目標是「創造工作機會，減緩人口(減少)問題、提昇養育後代

的條件、為地方創造生機」(蕭惠中，2018)。 

地方振興是一個過程。利用當地社區具備的資產去發掘與尋找出可能的潛力，目的在於創

造出良好的公共空間，促進群眾身心健康，幸福和福祉。而地方創生應是由地方自主發動而產

生之意識，政府在其中扮演的只是輔助性角色。最終強化了居民對於地方的歸屬感以及認同感，

藉由地方創生建構出更好的公共空間，進而人民生活福祉得以改善。 

三、場所記憶 

黃如足、管倖生(2005)提出一群人聚集的地點、場所，或指某一個地域的人、事、物，就可

被稱作「地方」。在意象上可被歸納為地標(Landmark)、節點(Nodes)、區域(Districts)、邊界(Edges)、
通道(Paths)，清晰鮮明的城市結構能讓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感到舒適，足以讓生活在當中的人乘載

更加複雜多樣化的活動(Kevin Lynch，1964)。不同的型態與範圍構築出了不同定義組，組成分子

的經驗來自對這區域的象徵，Christian Norberg-Schulz(1979)提出「場所精神」為人最基本的需求

式體驗，其存在是具有意義的，而人可以透過對其生活的空間產生認同，必須將場所視為賦予

人「一個存在的立足點」，而每個場所所具備的特質接能使不同的群眾產生共同的認同感」，也

就是基地本身的區域文化認同，一個空間的建立不只是具有遮蔽性的場所，而是一群特定時代

的人共同理想的呈現，在此空間中將會進行不同的活動與行為，能反映出當下文化。  

場所就好比為生命的誕生，「一個由人類記憶所形成的場所，看來必定有機，如同一個生命

的形成……。」(季鐵男，1992)；場所是活動發生的地方，具有清晰的空間，依照與場所進行不

同的關係而形成不同的經驗具有獨特性，亦即場所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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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可分為「人為場所」與「自然場所」，不管是人為或是自然場所，當人類選擇了一

處之時，同時也選擇了與此空間他人的關聯以及與周遭環境的關係。而透過人的意識和行動在

參與的過程中將會獲得一種場所感，讓這空間別具意義，自身體驗的過程與經歷皆會成為記憶，

在空間中的聲音與活動會更真實的存在，而場所記憶必然更清晰。(王淳隆，1994)。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參與式觀察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永寧社區為主要田野場域。 

步驟 1：案例背景研究 

步驟 2：參與式實作-青年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悠哉油摘 

步驟 3：永寧場域節點與場所精神 

一、案例背景研究 

永寧社區位於桃園市楊梅區的東南方(圖 1)。主要有兩條幹道，一條為校前路桃竹 71 省道

一直往新竹，另一條為桃 67 號道往龍潭，將永寧社區劃分為兩個區域，面積為六平方公里，位

於平原與丘陵的交界地帶，有一半以上的土地處於山坡地，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有著豐富的自

然資源與生態資源，引水之便利性將早期產業大致分為水稻以及茶葉、甘藷。2000 年後受到貿

易全球化影響，大量的農產品被引進台灣使得本土產業受到威脅，永寧社區也不例外，原本的

產物逐漸停耕，考量到人力與產值近年來致力於苦茶樹的種植。生態面向因應日本統治而有條

以保甲制度命名的保甲古道，有著「楊梅後花園」之稱，沿途可見梯田景觀(圖 2)，並眺望整個

永寧社區。(謝淳鈺，2019) 

                

      圖 1 永寧里區域位置圖(本研究繪製)         圖 2 永寧里茶園(本研究攝影) 

人口分布中有近 9 成的人講客家話，聚落的劃分多半以姓氏為主，是現今保留完整的客家

族群之一，有著傳統的客家建築聚落、客家文化、客家生活型態，「江夏堂」即為客家傳統建築

的代表之一為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客家祖厝，社區當中更有著一顆見證 760 年歷史的

老樹為桃園區佇立最久的老樟樹，永寧社區擁有「地、產、人」豐富的資產，在地發展協會串連

了這三面向去作出課程以及導覽將社區推廣出去，期許讓更多人看見社區的價值。 

綜觀上述資訊，可發現永寧擁有需多不同特質與範圍的施作場域，本研究將以參與式觀察

法分析不同場域之間節點的特質比較，以及不同的場域在地方活化中所能發揮的效益，並統整 

出可參考的場所活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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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式實作-大專生農村洄游計畫-悠哉油摘 

悠哉油摘為謝淳鈺指導教授(研究者)與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學生共同組成的團隊，於 2018

年參與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 

(一) 駐村過程 

步驟 1：走訪社區進行社區產業、生態環境、歷史文化、以及發展概況等資源盤查；步驟

2：分析社區目前所面臨問題有(1)受地形影響人口居住分散導致社區凝聚力較弱。(2)年輕人口外

移導致社區傳統產業面臨轉型。(3)交通不便多為山道，現有大眾運輸量不足較難引入外來客；

步驟 3：建立目標策略尋找社區特色，運用永寧社區具備自然與人文條件進行活化(詳細時程參

照表 1)：(1)舉辦社區活動強化社區凝聚力；(2)推廣客家文化特色；(3)特色場域規劃旅行觀光。 

表 1 2018 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悠哉油摘時程表 (本研究整理) 

等一個人候車亭 洄游大記事 

下鄉 

悠遊市集 

7/31 景點設計 7/29 第一次會議 6/4-30 商品、美食設計 

8/01 設計施作、宣傳 8/1 下鄉調查 7/1-

8/28 

活動宣傳 

8/2 修改設計定案 8/9-10 駐村 旅行 

8/9-10 候車亭施作 8/11 與居民一同清掃 6/4-30 景點設計 

   8/15 訪視日 7/1-

8/28 

設計施作、宣傳 

(二) 實際施作 

舉辦社區活動強化社區凝聚力「等一個人候車亭」以及推廣社區特色的市集為 2018 大專生

洄游農村計畫-悠哉油摘主要實作項目，特色場域規劃旅行觀光為後續執行目標。 

實作 1：舉辦活動強化社區凝聚力；透過美化活動中心舉辦活動促進社區居民交流。交流

後意識到，每到假日皆會有喜好騎自行車的居民在社區內運動，但沿途的休憩站卻相對缺乏，

因而萌生了改造候車亭的想法，這也是本次洄游中的主要施做場域。此場域本來為乏人問津的

閒置空間，本次設計運用了公車亭「等待」的本質為精神，象徵著等待團員的加入也象徵著等

待擾動後交流的社區居民。步驟(1)從設計開始結合了象徵永寧的 750 年老樟樹為主要空間意象。

步驟(2)與社區居民一同清掃這空間在這過程中認同感正慢慢地被建立。步驟(3)屋頂結構搭建，

由於施作有危險性因此社區中有相關經驗的居民們主動前來幫忙，參與的大家來自不同的生活

背景但在過程中隔閡彷彿消失了。步驟(4)空間的上漆，在塗鴉中更結合了客家文化去繪製小精

靈的角色以及客家料理等的圖樣豐富了牆面。步驟(5)將永寧最具代表的老樟樹意象裝置藝術擺

置空間中。學生在這次實作讓空間從無到有從中也慢慢建立起了對場域的回憶與認同感。(圖 3) 

   

圖 3 等一個人候車亭實作-2018 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悠哉油摘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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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2：推廣客家文化特色；市集往往能體現出在地文化，在本次大專生農村洄游競賽中

學生則為社區新增了悠遊市集活動規劃，由於楊梅苦茶樹種植最密集的區域為永寧社區，且茶

樹是該特區之特色發展產業，於是學生運用自身對設計之專長開始一連串的廢棄的茶渣文創商

品設計，像是茶渣製作的環保商品、茶染的文化體驗以及茶調酒的創意料理等(圖 4)。 

       

圖 4 苦茶文創商品設計-2018 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悠哉油摘 

實作 3：特色場域規劃旅行觀光；透過盤點社區特色資源選定具有客家建築文化之江夏堂、

生態資源豐富之保甲古道、富有歷史意義之 750 年老樟樹、地方產業之觀光茶園以及等一個人

候車亭並以此場域作為故事行銷推廣規劃出悠遊路小旅行路線，在串聯其他特色場域設置戶外

畫框讓外來者與場域互動。這幾個場域藉由空間本身之特質去為社區活化，吸引更多的外來者

進入認識社區。 

三、永寧社區場域節點與場所精神 

Kevin Lynch(1964)認為我們所處的城市是由地標(Landmark)、節點(Nodes)、區域(Districts)、邊

界(Edges)、通道(Paths)建構而成，有了結構與不同的特性，在人類經由視覺以及思考的過程後場

域則會被建構出獨有的氛圍與精神，本研究將以楊梅永寧社區為施作場域進行分析。(圖 5) 

 

圖 5 以 Kevin Lynch 之城市架構分析永寧場域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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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永寧社區中的「老樟樹」為社區意象的地標。此場域有著不同於其他空間的精神，

在這空間中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流動，駔立在此的老樟樹伴隨著永寧人一同成長、看著新舊交

替，整個永寧脈絡由此為中心向外擴散。 

節點：社區中的節點有「驛品香生態農園」「等一個人候車亭」「江夏堂」，恰巧地皆為人

為場所，在空間上有著相對明確的框架，場域尺度較小使得人在此空間相對容易獲得領域感，

通常扮演了交流、建立凝聚力的作用，而節點中存在著強弱關係有著主節點與次節點。像是

「驛品香生態農園」為此社區意象的主節點，其功能為進入永寧社區的窗口，當進入社區時此

場域提供了對社區概況的介紹、活動推廣、課程體驗等，在對社區不熟識前帶領了外來者建立

了第一印象，而其餘或大或小的節點則會與主節點做串聯。Kevin Lynch(1964)談到〝一個好的

環境意象能給擁有者在心理上的安全感〞會形成內在認同，社區中的節點即具備了此作用。 

通道：「保甲古道」「桃 71 號縣道」引導了外來者通往各節點，更是編織社區網絡的主要線

段，在永寧社區通道由步道以及產業道路建構而成，在社區意象中場域尺度大。 

邊界：不同於城市的邊界，永寧社區的邊界為「茶園」，茶園也可說是社區意象代表，進入

社區即可見到大片的茶園坐落在山坡地上，由於丘陵的地形以及豐沛的水源楊梅早期大量種植

茶葉，形成了天然屏障，明顯的劃分了永寧與其他社區。 

在社區意象中(詳細分析參照表 2)，地標呈現的是種精神與象徵為中心由此向外擴散，節點

則為主要施作場域建構與外來者的關聯，場域尺度較小為社區中的點，通道則串聯了或大或小

的節點為社區中的線，邊界劃分了不同的領域清楚地建立邊界同樣為社區中的線，而將所有的

點與線串聯相互即可交織出永寧的社區意象圖。 

表 2 社區意象特質分析 (本研究整理) 

場域 空間內涵 場域尺度 意象元素 

S1 老樟樹 生態資產、歷史痕跡 小 地標 

S2 驛品香生態農場 生態資產、交流空間 中  

節點 

 

S3 等一個人候車亭 社區凝聚力、交流空間 小 

S4 江夏堂 建築特色、客家文化、生活軌跡 小 

S5 保甲古道 生態資產、生活軌跡 大 通道 

S6 觀光茶園 產業演變、社區意象 大 邊界 

圖 6 永寧場域-2018 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悠哉油摘紀錄 

      
S1             S2              S3           S4              S5             S6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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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藉由參與式觀察法深入社區可發現，在一個社區中會存在著多種施作場域，有的為象徵社

區主體的地標、有的為擴散的通道、有的則是被串聯的節點，綜合以上上論述可得之，每個施

作場域都具備不同的特質。社區意象中會存在一個象徵著社區精神乘載著社區的歷史及脈絡的

地標，以及作為與外界溝通窗口的主要節點，讓外來者能解此場域開始接觸了解社區，並建構

起與社區之間的關聯，其餘會有或大或小的節點去與主要節點編織，以及最外圍界定社區的邊

界，該如何去將這些節點作串聯是項問題。後續研究將期望透過城市意象的概念去發展出一套

地方創生施作場域的意象發展脈絡，透過這脈絡去將點線面進行串聯形成一套可讀的社區意象。

本研究限制為城市意象一部分是由人類經由視覺以及思考的過程形成的，被建構出獨有的氛圍

與精神，不同人的心中所建構出的意象不盡相同，該如何在眾多意象中去建構出一個大眾都能

產生認同感的意象仍值得被深入探討。 

伍、參考文獻 

1. 王淳隆（1994）。實存空間建築。台北：臺隆。 

2. 季鐵男（1992）。建築現象學導論。台北：桂冠。 

3. 胡家璇 （譯) （2014）。城市的意象（原作者：Lynch, Kevin）。臺北：遠流。 

4. 施植明（譯) （1995）。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原作者：Norberg Schul, C.）。臺北：

田園城市文化。 

5. 張 正 恆 （ 2017 ）。「 地 方 創 生 」 政 策 作 為 日 本 地 方 治 理 新 模 式 。 取 自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7/03/28/changehengheng/ 

6. 黃如足、管倖生（2005）。台灣地方文化管之發展歷程研究。設計研究，5 期。 

7. 謝淳鈺（2019）。社會小設計:從點到面的設計串聯，小改變翻轉地方大未來。臺北:城邦文

化。 

8. 蕭惠中（2018）。地方為什麼要創生:曾旭正演講側記。新作坊。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計畫。取自:http://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65/articles/238。 

9.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79).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Rizzoli. 

10. Kevin Lynch.(1964). The Image of the City. MIT Press. 

11. Margolin, V., & Margolin, S. (2002). A “social model” of design: Issues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 
Design Issues, 18(4), 24-30. 

12. Richard Waverly Poston .(1951).Small Town Renaissance. Harper & Brothers.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586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7/03/28/changehengheng/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Kevin+Lynch%22


VR/AR 技術運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設計之研究：以登山護目鏡

為例 

Research on the VR/AR Technology Applied to Consumer Electronics 
Design: Take Mountaineering Goggles a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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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編號 MOST 108-2813-C-212-040-H 

摘要 

近年來 VR/AR 科技與 5G 及物聯網技術應用在消費性電子產品設計中越來越普及，本研究

探討 VR/AR 與 5G 及物聯網技術目前在產品設計中的發展趨勢與相關理論，並規劃將這些新技

術使用於登山鏡之開發設計中。本研究進行 VR/AR 使用者與專家使用者問卷調查，並在

VR/AR 使用者中發現以下趨勢：1.受測者對使用 VR/AR 技術的產品感到興趣。2.目前 VR/AR
設備在日常生活中仍不普及。3.受測者最為認同虛擬實境在遊戲、教育跟醫療產業中之發展。

本研究針對專家使用者(登山者)調查後發現，登山者主要面對以下困擾與需求：1.找不到路

線。2.身體突發狀況。3.找不到安全住所。4.誤闖危險道路。5.迷失方向。6.缺乏安全知識。7.
無法即時記錄影像。統整結論後，本研究產出之設計利用 AR 擴增實境的 GPS 定位、抗 UV 鏡

片、自動導航、方位辨識、太陽能充電版、攝影鏡頭、心律監測，搭配在登山護目鏡上面，並

能顯示安全路線及路況，並讓使用者能及時了解生理狀況的準確資訊，能讓使用者能在登山時

有更安全的保護。 

關鍵字：虛擬實境，擴增實境，5G 通訊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R/AR technology, 5G and IoT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desig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VR/AR, 5G and IoT technologies of product design and plan to use these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mountaineering mirrors. The following trends were found 
by user questionnaire of pre-tests: 1. About 97.6% of the subjects in the questionnaire were interested 
in products using VR/AR technology. 2. At present, VR/AR equipment is still not popular in daily life. 
In this study, 65.9% of the subjects have never used VR/AR equipment. 3. Subjects most agre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R/AR technology in the game, education and medical industry. Furthermore, after the 
survey of climbers in this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climbers mainly fac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nd 
needs:1. Can't find the route. 2. Sudden physical condition. 3. No safe shelter was found. 4. Make a 
dangerous road accidentally. 5. Get lost. 6. Lack of safety knowledge. 7. Unable to record images in real 
time. Using AR and GPS positioning, anti-UV lenses, automatic navigation, orientation recognition, 
solar charging, camera lens, heart rate monitoring on the mountaineering goggles, can display safe routes 
and road conditions. Let users underst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Users can 
have more secure protection when climbing.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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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 VR/AR 科技發展，有許多研究在探討擴增實境 AR 及虛擬實境 VR/AR 技術方面的相

關議題，並應用於許多類型的產品上。擴增實境及虛擬實境技術多應用於以下領域，如：教育

領域、遊戲產業、影音動畫等；更與其他技術如：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結合應用。網路傳輸技術

的進步與圖像運算與呈現效能提升，開啟了蓬勃發展的可能。AR 因近年來手機遊戲對應其他

的應用而受到關注，以行動裝置為平台發展其應用程式，相關穿戴設備則有待未來消費者需求

的帶動。目前 VR、AR 多應用於娛樂體驗上，若能加強使用於模擬教育訓練等方面為它更大的

用途在於模擬、教育訓練等，則可適合用在圖資、數位資訊等等的即時訊息等同步顯示。由於

VR/AR 能給予如同實際空間的環境體驗，因此在醫療方面成為了很好的應用工具；VR/AR 更

可使用在在交通工具的模擬駕駛、語言學習環境的建構，甚至是軍事訓練方面，更可使用在製

造業、營建業和觀光業在 VR 和 AR 輔助下也能有很大的變革。AR 擁有將現實場景疊加虛擬物

件的特性，能用於輔助設備操作跟檢修的 SOP，乃至於空間的管線圖資及方位指引、物品履歷

資訊，這對於生產作業、各種設備的維運、消防救援、觀光導引都能帶來極大的便利。因

VR、AR 技術的成熟，使目前的許多的產品都將此作為介面設計的趨勢之一，讓使用者操作產

品時能夠有身歷其境的感覺與即時的訊息顯示，特別是在運動或娛樂產業方面，因此本研究將

嘗試以登山類型護目鏡作為研究樣本，並加入 IOT 物聯網與 5G 通訊的運用，企圖設計與開發

結合 AR或 VR/AR顯示與操作介面，並能因通訊技術的加入，帶給使用者更便捷與更安全的使

用體驗之穿戴式科技產品。 

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虛擬實境的應用 

虛擬實境(Vurtual Reality)是利用電腦模擬三維空間，並提供使用者如真實世界中關於感官

的模擬，虛擬實境是介於虛擬世界(cyberspace)、真實世界與使用者三者之間的媒體。當使用者

在真實世界改變某些狀態，透過虛擬實境系統，傳送到虛擬世界中，虛擬世界就會與使用者做

互動(Bhagat, Liou & Chang, 2016)。虛擬實境具有三種特性：沈浸性(Immerse)、互動性

(Interactive)、想像性(Imagination)。沈浸性讓使用者可以融入虛擬情境中，具有臨場感；互動

性是當使用者去碰觸虛擬世界中的物件時，其反應會如同在真實世界中；想像性是一個模仿自

真實世界的想像世界，充滿許多的想像空間(周文忠，2005)。再則，虛擬實境和人類的空間能

力有關，空間能力被許多智力理論學者認為是人類智能的重要因素之一，並且認為此能力的高

低與抽象思考、數理、科學、繪圖能力…等有密切的關係。空間能力可激發空間創造力，並延

伸到其他的領域形成獨特的創造力(Laffont, Martin, Gross, Tan, , Lim, Au, & Wong, 2016)。常見的

虛擬實境有以下五種類型(周文忠，2005)：桌上型虛擬實境(Desktop VR/AR)：一種簡易型的虛

擬實境，以電腦的螢幕來呈現虛擬世界的景象，使用者利用滑鼠或其他裝置來與電腦進行互

動。使用者仍能感受到外面的真實世界，不能完全的沉浸於虛擬的世界中。沉浸式虛擬實境

(Immersion VR/AR)，利用特殊的頭罩裝置(Head Mounted Display, HMD)，(一)、隔絕外界的刺

激，並由電腦系統模擬情境，產生三度空間的虛擬假象，使用者更可以藉由手持裝置，來操

縱、控制、反映虛擬情境中的事物，本研使用即使用此種類型作為實驗工具。(二)、模擬型虛

擬實境，在一個密閉的空間模擬真實的情境，例如模擬機艙的景象、配備、空間等，此種方式

可以免去頭罩及線路的束縛，但硬體需求較大。(三)、虛擬電傳 VR/AR(Telepresence VR/AR)，
利用如機器人的裝置及設備，藉由機器人上的攝影機，讓使用者透過攝影機影像的傳送，如同

感受到親臨現場的操作狀況。(四)、網路虛擬實境，指使用者透過網際網路的連結，溶入於一

個互動的虛擬環境中，在此虛擬環境裡，所有參與者可以交換訊息並進行互動。 

二、虛擬介面/虛擬實境的定義與應用 

Burdea& Coiffet(2003)提出的虛擬介面/虛擬實境是以電腦創建類似真實世界之虛擬介面/空
間，使用者透過電腦創造的人造介面/環境，能與其互動並投入沉浸其中。虛擬介面/實境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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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色包括互動性、想像力、沉浸感(Sheridan, 2000, Stanney & Zyda, 2002)。發展方向為高度擬

真，指追求畫面的逼真度和高解析度，另一方向為高度互動，強調訊息反饋與即時性。虛擬介

面/實境之經驗乃是一種錯覺，讓使用者在心智上，充滿想像的空間，Heim (1993)歸納出七類

類型說明：(一)、互動性 (二)、人造性。(三)、沉浸感。(四)、網路通訊。(五)、全身沉浸：。

(六)、模擬度。(七)、遠距臨場感。虛擬介面/實境是利用電腦模擬，提供使用者感受真實世界

之感官模擬，介於擬、真實與使用者之間，其特色為具有沈浸性 Immerse、互動性 Interactive與
像性 Imagination (林政宏，1997)。 

三、 沉浸理論 

Csikszentmihalyi 提出沉浸理論，意指使用者完全投入在情境中，絲毫不外界雜訊干擾，並

能排除其他知覺(Csikszentmihalyi, 1975)。其特性為短暫、暫時性，並受主觀經驗影響，使用者

具持續維持某種活動意願之原(Csikszentmihalyi, 1993)。沉浸感主要有八個相關因素如下：

(一)、清楚的目標與即時回饋。(二)、挑戰項目的適度性技巧。(三)、主觀意識與行動之結合。

(四)、集中精神專注於目標上。(五)、具操控感。(六)、無自覺感。(七)、感受時間軸推進。

(八)、.循環追求之經驗。使用者只要保持著沉浸之感覺，就能達到身心完全投入狀態，對於時

間或其他事情毫不在乎，當人類處於該種狀態時，便能感受到莫大之樂趣，願意犧牲其他成本

來獲得此一目標(Csikszentmihalyi, 1975)。在沉浸理論中有兩個重要因素，分別為技巧與挑戰，

兩者必須相輔相成，且互為平衡才能達到最佳化之沉浸感；其屬於一種自身和諧，在活動中享

受「意識與行為合而為一之狀態」。當使用者全心投投入時，便能激發潛能，完成平日不可能

達成之行為，但本身卻無所意識，即便已經超越合理狀態亦無所覺，因此能大幅提升行為動

機，以獲取自我肯定 Csikszentmihalyi & Csikszentmihalyi,1992)進而持續進行，當人類對自我肯

定越高時，並能帶目的性的追求此種經驗樂趣(Csikszentmihalyi & LeFeVR/ARe , 1989)。臨場感

為一種心理狀態，使用者雖非身處真實世界，但感受到猶如真實世界環境之體驗(Witmer & 
Singer，1998)，且與虛擬環境之有效性產生很大關聯(Stanney & Salvendy, 1998)。虛擬環境之擬

真度、使用者主觀經驗、特殊吸引力、沉浸感與沉浸傾向等皆是影響臨場感之主要因素。 

四、易用性 

產品之易用性原則(Ease of use)主要特徵為容易學習，且不會耗費太多時間和資源，能讓使

用者快速理解並操作，亦容易被使用者察覺，具有效性和高效率性，評價易用性的標準包括硬

體設備、軟體設備的界面設計一致性、文字或圖形是否容易辨識、是否能給予提示或是反饋訊

息、使用者對於流程操作是否無障礙等(徐兆吉，馬君，何仲，劉曉宇，2016 )。人機介面為使

用者與電腦機器溝通之橋梁，扮演極重要角色，因此其便具有使用者導向(User-oriented)之特

性。因為人機介面的使用者中心導向，因而發展出「使用性」(Usability)之概念。除國際標準

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ISO）將使用性定義為「使用者對於工具滿意認可之

情況下，有效率、效能的完成」之外，Nielsen (1994)認為其能促進人機互動之目標，讓使用者

感到愉悅、放鬆，而能更有效率的執行工作任務，且內心感到安全無負擔(Preece, 1998)。且能

提供特殊訓練給使用者，同時遵循效率性、學習性、適應性、態度等(Shackel, 2009)。關於介

面設計要點，Nielsen 提出可做為目標判斷之六項使用性指標。(一)、有效性 (二)、可記憶性。

(三)、易學性。(四)、容錯與防呆。(五)、使用者觀感。(六)、效率。「可記憶性」和「易學性」

之特徵在於讓使用者無負擔的學習並記憶，可歸納為「易用性」之概念。而「效率」和「有效

性」乃協助使用者順利無負擔的完成目標，並能節省更多的時間和體驗更多的舒適度，可歸納

為「有用性」之概念。因此，在使用性之設計規範中，「易用性」及「可用性」扮演著主要角

色，為評估設計之重要依據。 

五、VR、AR 與 MR 之定義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AR)：虛擬實境 VR/AR 的的定義就是模擬出一個真實感很高

的空間，使用者感覺好像處在現實中的錯覺，透過電腦來模擬具備整合視覺與聽覺訊息的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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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世界，臨場感與沉浸感格外強烈。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AR 是由 VR/AR 所衍

生出來的一種技術，它是一種將虛擬資訊擴增到現實空間中的技術，將現實擴大了，是在現實

場景中加入虛擬資訊。它所強調的不是要取代現實空間，而是在現實空間中添加一個虛擬物

件，攝影機的辨識技術與電腦程式的結合，就會出現對應的虛擬物件。混合實境 Mixed Reality 
(MR)：混合實境 (MR)，也就是把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合併在一起，從而建立出一個新的環境

在這之中現實世界中的物件能夠與數位世界中的物件共同存在並且即時的產生互動，全新的視

覺化環境。用戶眼睛所見到的環境同時包含了現實的物理實體，以及虛擬訊息，且可以實時呈

現。 

六、VR/AR 運用於登山護目鏡之優勢 

        本研究期望將 AR、物聯網等計疏導入登山用品設計中，以減低使用者登山時發生意外之

可能性。以下首先討論出山難原因，並將其分類為「自然因素」、「人為因素」和「自然與人

為因素綜合」，作為登山裝備的分析(表 2.1)。(一)、發生山難的自然因素：1.落石擊中；事實

上，在山區登山被落石擊中的機率是不高的，山難事件中僅有 4.5 ﹪，但是「死亡率」卻是最

高的。2.蜂類叮蜇：臺灣山區的蜂類，如：胡峰、姬峰等。雖然此類的山難件數不多，但一但

登山隊被群蜂攻擊，受傷人數往往也是最多的，被蜂叮蜇後，則要小心過敏、血尿所導致的休

克等問題，若無法立即送醫，死亡率也相對增高。3.雷擊；山區活動中，被雷擊的機率也不

高 ，除非在打雷的時候，躲在高處的涼亭，或打雷時走在毫無遮蔽的寬闊稜線上，被雷擊的機

率就會增加。(二)、發生山難的人為因素（鄭安晞，1997）：1.迷路與失蹤：山難事件中，

「迷路與失蹤」佔比例最多的山難大約 25.1 ﹪的發生機率，佔死亡總數中很高之比例 大約 
16.2 ﹪，表示為數眾多登山者，「登山教育」不足；出發前對山區的資訊 (路程、稜脈走向 )、
自身的登山經驗與自救能力不足或獨攀等因素，一但自己旅程中落單與隊友失聯，再加上天氣

起霧或下大雨，慌張失措下，就容易迷路。2.墜崖與滑落：登山過程中，因為地形陡峭、青苔

等，滑倒是常見的，不過墜崖卻是此類的山難意外中，總數高居第二 的，約 20.6 ﹪，死亡人

數也很多，約 17.5 ﹪。3.溺水：很多登山路線都會通過溪流，因此注意溪流深度與水流強度，

是最基礎的知識，而溯溪隊伍也建議在能力範圍內，繼續往前溯行。4.交通意外：由於山區的

道路，並非如同平地一樣，通常是崎嶇、斜率高、多礫石。5.失溫：失溫在民國 60 年代的幾場

大山難中，佔有極高的發生原因，不過在今日登山知識已廣為傳布「失溫」的概念與如何處理

的環境。(三)、發生山難的自然與人為綜合因素（鄭安晞，1997）：1.高山症：高山症是人因

高度急速升高，沒有經過高度適應，而產生的疾病，也是人類身體的自然反應，並不是每人都

會發作，有人從 2,500m 出現反應徵狀，有些人甚至到 4,000m 以上才有，因此沒有一定的絕對

高度。2.逾期下山：逾期下山通常發生在「颱風」、「豪雨」、「無法過溪」、「降大雪」、

「隊伍結構不好」或「隊員受傷」等因素，另外則是因技術性攀登，無法通過困難地形的因

素，延誤了下山時間﹔通常山下留守人員，會在一定山難管制時間內通知警方，倘若不小心處

理，很容易變成真「山難」。 

表 1. 各類型「登山型山難」成因比較表(引用

自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資料) 

 
 自然因

素 
人為

因素 
自然與人為

綜合 其它 總計 

件數 14 106 27 8 155 
死亡 22 51 5 2 80 
受傷 46 47 11 2 106 

 
     

圖 1. 各類型比較圖(引用自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資料) 

       鄭安晞(1997)研究顯示(表 1)，已發生的登山型山難，「人為因素」所佔的比例最高，死亡

的人數亦最多，其中以迷路與失蹤與墜崖與滑落兩者比例最高，此兩類型突顯出「登山教育與

裝備方便性」的不足。「自然因素」所導致的登山型山難次數不多，但死亡與受傷比例，以目

前統計資料看來，卻遠超過於「人為因素」的山難。至於「自然與人為綜合因素」，首要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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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症，起因雖是「自然因素」，倘若在第一時間人為處理不當的話，常發生致命的山難(圖
1)。由上述整理圖表可見，登山時的安全性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綜觀無論是自然或人為等因

素，若登山者能及時的掌握相關的資訊，則山難發生的機率必可降低許多，因此以本研究企圖

將 VR/AR 與物聯網技術加入登山鏡的設計中，試著以及時抬頭顯示器的設計概念，增加登山

者活動時的安全性，減少意外的發生。 

參、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步驟 

(一)、第一階段，VR/AR 使用者調查：本研究目的在於以 VR/AR 技術結合 5G 科技，開發設計

新型登山裝備，提供使用者更加的活動安全性與更好的使用經驗。使用問卷方式，調查登山裝

備及配件的產品分析與使用者的使用經驗，了解目標族群的需求等資訊，與產品設計的痛點，

並以此作為後續調查與設計的基礎。(二)、第二階段，專家使用者調查：包含現有產品分析，

了解登山產品使用方式，與專家使用者對於登山產品的需求意象，並以前階段調查結果，進行

設計提案。(三)、 第三階段，設計與開發：由前述階段可知，本設計為登山護目鏡結合 VR/AR
技術之新型產品設計，預期為較適合使用者之使用習慣又舒適的設定。在前階段確定最終設計

提案後，進一步討論產品的製造方案與使用者介面設計，期望產出完整的設計概念提案並以快

速成型技術，製作原型模型。 

肆、問卷調查與結果 
一、VR/AR 的使用者問卷調查實施與結果 

       本研究首先實驗一問卷，進行虛擬實境 VR/AR 的使用者調查，受測者為 18~25 歲之設計

科系學生，受測人數共 41 位，平均歲數 21 歲，回收有效問卷 41 份。初步分析本研究問卷結

果，其中 53.7%的受測者認識 VR/AR 虛擬實境，其餘 43.9%雖不太認識，但對 VR/AR 虛擬實

境感到興趣，僅 2.4%完全不認識 VR/AR 虛擬實境，可知大部份的受測者對於 VR/AR 虛擬實

境產品感到興趣。在「是否有使用 VR/AR 產品」的部分，65.9%的受測者並未使用過 VR/AR
設備，另 34.1%的受測者使用過，有此可知目前 VR/AR 設備在日常生活中仍不普及。對於目

前消費市場主流的 VR/AR 虛擬實境產品的認知調查中，46.3%的受測者對於目前的 VR/AR 虛

擬實境產品感到陌生，得到最多受測者認知的產品為 Samsung 的 gear VR 產品(39%)，HTC 
VIVE 次之(26.8%)。受測者認為虛擬實境應用度認同調查方面，遊戲休閒產業的認同度最高

(85.4%)，教育(51.2%)跟醫療次之(43.9%)，而社交運用的應用度認同則最低(17.1%)，可見虛擬

實境在遊戲、教育跟醫療產業中，有廣泛擴展的機會與趨勢，由 VR/AR 的使用者調查可發

現，VR/AR 產品未來應著重於休閒、遊戲、教育跟醫療相關產品的開發，並為使用者帶來更

多學習、娛樂、與更安全、便利的使用體驗。 

二、登山者經驗問卷實施與結果 

       本研究以實驗二問卷，進行登山客們的調查，有 B 級以上的爬山經驗平均年齡為 46～55
歲 ，大多一～三個月就會前行登山活動，沒有爬山經驗的人平均為 20～25 歲，受測人數共 81
位，平均年齡為 47 歲，回收有效問卷 81 份。登山設備重要性以五階尺度進行調查（非常不重

要～非常重要）有爬山經驗的受測者調查分數結果為：禦寒衣物 5 分、登山背包 5 分、醫療包

5 分、頭燈 4.9 分、登山杖 4.7 分、護目鏡 4.1 分、冰爪 4 分。沒有爬山經驗者之調查分數結果

為：禦寒衣物 5 分、登山背包 5 分、登山杖 4.9 分、醫療包 4.8 分、護目鏡 4.2 分、頭燈 4 分、

冰爪 3.8 分有爬山經驗的受測者在登山中遇到過的問題，其中有 55％的人身體出現過突發況

狀，46％的人找不到路線，32％的人無法即時記錄影像，30％的人找不到安全的住所，28％的

人誤闖了危險道路，23％的人覺得缺乏安全知識，1％的人遇過危險氣候與缺水。沒有爬山者

認為最怕登山遇到的問題為(一)、找不到路線。(二)、身體突發狀況。(三)、找不到安全住所。

(四)、誤闖危險道路。(五)、迷失方位。(六)、缺乏安全知識。(七)、無法即時記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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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 技術加入護目鏡之功能性調查 

        本研究接著調查受測者認為登山護目鏡加入 AR 實境之功能必要性，同樣以五階尺度進行

調查平均評分 1～5 分調查（非常不重要～非常重要），由問卷可知，無論有或無登山經驗的受

測者，大部分受測者並不熟悉 AR 擴增實境，但認為若將 AR 實境加入登山護目鏡對於登山是

有幫助的，其受測者調查分數結果為：GPS 定位 4.9 分、抗 UV 鏡片 4.9 分、自動導航 4.7 分、

方位辨識 4.5 分、太陽能充電版 4 分、攝影鏡頭 4 分、心率監測 3.8 分。受測者當中受測者覺得

對 AR登山護目鏡有消費意願之吸引之比率達到 80.2%（普通 22.2%+有點吸引人 46.9%+非常吸

引人 11.1%），如圖 2 所示。而受測者認為具有擴增實境功能於登山護目鏡有其必要性的比例高

達 77.7%（普通 40.7%+必要 25.9% +非常必要 11.1%），超過調查人數 70%，如圖 3 所示。 

  

圖 2. 受測者對 AR 登山護目鏡消費意願調查

結果 
圖 3. 受測者對於擴增實境功能加入登山護目

鏡之必要性調查結果 

四、調查結果分析 

        分析本研究問卷結果，有登山經驗的使用者，所需要的登山設備，排名前五名為，設備為

禦寒衣物、登山背包、醫療包、登山杖、護目鏡，而為登山經驗的使用，所需要的登山設備，

取前 5 名為主，設備為禦寒衣物、登山背包、登山杖、醫療包、護目鏡。在「是否有在登山時

遇到過的狀況」有登山經驗的部分，55%的受測者身體出現過突發狀況，46%的受測者找不到

路線，32%的受測者無法即時記錄影像，30%的受測者找不到安全的住所，28%的受測者誤闖

了危險道路，23%的受測者缺乏安全知識，1%的受測者遇過危險氣候與缺水的問題。在「在最

怕登山遇到的問題」無登山經驗的部分為：(一)、找不到路線。(二)、身體突發狀況。(三)、找

不到安全住所。(四)、誤闖危險道路。(五)、迷失方向。(六)、缺乏安全知識。(七)、無法即時

記錄影像。在「AR 擴增實境所需要登山資訊功能」的部分為，受測者所需 GPS 定位、抗 UV
鏡片、自動導航、方位辨識、太陽能充電版、攝影鏡頭、心律監測，為受測者對於登山時，所

必要的功能。在「對於 AR 擴增實境的登山護目鏡必要性調查」的部分為，受測者有 40.7%必

要，25.9%有必要，11.1%非常必要，本研究後測調查可發現，統計下來有 7 成以上的受測者，

AR 擴增實境結合登山護目鏡是非常有必要性，並為使用者帶來更多學習、娛樂、與更安全、

便利的使用體驗。本研究由問卷結果發現，登山者對於找不到路線、身體突發狀況、找不到安

全住所、.誤闖危險道路、迷失方向、缺乏安全知識、無法即時記錄影像，為主要的困擾與需

求。利用 AR 擴增實境的 GPS 定位、抗 UV 鏡片、自動導航、方位辨識、太陽能充電版、攝影

鏡頭、心律監測，搭配在登山護目鏡上面，並能顯示安全路線及路況，並讓使用者能及時了解

生理狀況的準確資訊，能讓使用者能在登山時有更安全的保護。 

伍、設計與開發 

一、相關產品分析 

        2016 年時中國的萬好科技公司研發了銀髮族專用的拐杖，不論是外出健行甚至是登山都可

以使用，內建了通話設備與 SOS 緊急求助功能預防老年人在外身體突發狀況發生，並有 GPS
與危險區域通知，若不慎走到危險地段時能緊急通知使用者與家人防止意外發生。2018 卡西歐

公司於 IFA 展覽發表了智慧登山手錶，在手錶上提供地圖、目前高度與氣壓等，同時可以開啟

離線模式保留地圖與 GPS定位功能，有著高續航力使用省電的 OLED面板，符合長期旅行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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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功能性。2019 年 Google Maps 地圖也開放使用測試 AR 徒步導航功能，結合了實景與地圖，

能夠直接在手機畫面上顯示出箭頭指示方向(余至浩，2019)。根據上方資料收集可知顯示功能

於登山設備的重要性，並從文獻探討中了解到相關技術的應用範圍，但實際上這樣的技術仍較

少應用於登山護目鏡上，為了能提供最有效的幫助，本研究將 VR/AR 與物聯網技術加入設計

中，並能規劃在登山所需的即時資訊，根據使用者不同的攀爬路徑，建立一個專屬的登山行程；

若不幸發生緊急危險時有能提供救難的訊息，縮短救難時間，期望透過此設計增加登山時的安

全性，降低意外發生的可能。 

二、設計概念說明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本研究歸納出以下之設計方向，以作為後續設計的依據。將問卷調查

結果整理後可得知 GPS 定位、抗 UV 鏡片、自動導航、方位辨識、太陽能充電版、攝像鏡頭、

心律監測皆為登山所需資訊的必備功能，本設計包含以下功能：(一)、GPS 定位系統：利用

GPS 預防迷況情況，也能在意外發生的同時，及時定位座標，告知救難人員所在位置，縮短救

難時間增加獲救機率。(二)、抗 UV 鏡片：為避免視網膜受到強光刺激的影響，在鏡面最外層

加上了抗 UV 鏡片材質，降低眼睛受損的可能性。(三)、自動導航系統：使用者可以透過此功

能，在登山前先進行路徑規劃，選擇行徑路徑，以及了解其他人在此路徑花費的時間，當開始

攀爬時將會直接顯示於護目鏡上，指引正確的道路方向。(四)、方位辨識系統：在登山的路程

中，可直接判斷現處的方位，搭配導航系統使用精準顯示目前所在位置。(五)、太陽能充電

版：為增加此護目鏡的使用時間，加入了太陽能充電裝置，在使用過程中也能回充電確保待機

時長。(六)、攝影鏡頭：將登山過程中紀錄下的風景與歷史路徑，整理後可上傳至網路，分享

給更多使用者或自己的好友。(七)、心律監測系統：可隨時監測自身的體力，若超過標準指數

會發出警示聲提醒使用者適當休息，危急狀況發生可立即通知救難隊。 

三、設計圖面與設計說明 

        智能操作化 GPS 功能若因高山上不熟悉路況，可開啟 GPS 系統連結到 AR 護目鏡隨時指

引路線，再運用攝影功能，輕鬆將所走過的路線紀錄下來，活動中將隨時存檔，並可利用藍芽

功能連結智能手錶，查看手機中的 APP 活動紀錄，並且使用了防風滑雪護目鏡含 HUD 智能，

需保護登山者眼鏡不受強光與日光傷害，設計外觀如圖 4 與圖 5 以及圖 6 所示，設計爆炸圖如

圖 7 所示。 

  

圖 4. AR 登山護目鏡電腦模擬圖面 圖 5. AR 登山護目鏡電腦模擬圖面 

  

圖 6. AR 登山護目鏡電腦模擬圖面 圖 7. AR 登山護目鏡電腦模擬爆炸圖面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VR/AR 產品目前仍在萌芽階段，使用者對於 VR/AR 產品的認知是有限的，

但使用者同樣期望未來 VR/AR 產品能應用於休閒、遊戲、教育跟醫療領域中，本研究藉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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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為基礎，期望為開發結合物聯網科技與 VR/AR 科技，並提供更安全的使用者經驗的

VR/AR登山護目鏡產品設計。本設計利用 VR/AR及 5G通訊技術，加入登山護目鏡設計，並能

顯示安全路線及路況，並讓使用者能及時了解生理狀況的準確資訊，讓使用者能在登山時有更

安全的保護。本研究結果預期能有效增加登山者活動安全性，並了解登山類產品設計與VR/AR
產品設計的趨勢，更進一步探討產品製造的方案，期望以本研究結果達到科技融入生活，同時

降低如登山此類高危險性活動的意外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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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長者族群於社會中日以俱增，而當中肌少症的問題在當中佔有相當程度的比例；本研究

以文獻探討方式統整肌少症的成因與其復健預防之重要性。為增進年長者的使用意願，透過遊

戲行為方式與年長者產生相關的互動連結在過程中產生正向的回饋，以達到正確運動方式

並預防肌少症的症狀加劇問題。根據研究結果設計相關遊戲介面與搭配使用之產品。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in society, and the problem of muscular dystrophy accounts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to discuss the causes of muscular dystrophy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habilitation preven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derly to 
use, interacti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elderly through game behaviors generate positive feedback in the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the correct exercise method and prevent the symptoms of sarcopenia from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design related game interface and matching products. 

關鍵字：肌少症、復健、年長者遊戲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亞洲地區由於生活習慣和肌肉組成與歐美國家不同，在年紀增長時有肌肉缺乏問題的比例

也相對偏高，但錯誤的運動方式和生活習慣，可能會造成症狀的加劇和反效果；同時肌肉缺乏

衰減會引發相關聯的各種症狀，如關節炎、骨質疏鬆、代謝問題等等；解決肌少症的問題已是

現今社會的趨勢所在。 

二、研究目的 

（一）知道肌少症的成因與復健的重要性。 

（二）增進年長者對於復健觀念的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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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年長者用輕鬆的遊戲方式正確運動以預防肌力缺乏之問題 

（四）以肌少症的預防及復健為目標設計相關產品。 

貳、研究及文獻探討 

一、肌少症 

（一）肌少症的定義 

肌少症(Sarcopenia)，逐漸被老人醫學的專家所重視，當生理狀況逐漸退化，年長者常有的

多種慢性疾病、身體功能缺損導致少動或甚至不動(disuse)，會加速肌肉量的減少。同時合併肌

肉強度或功能的衰退，即為「肌少症」。 (嘉義醫院,2018)。衛生福利部表示台灣人口老化速度

為現有已開發國家中最快者；根據統計指出，台灣高齡者慢性病成行率甚高，58 歲以上老年人

口有 81.8%至少罹患一種慢性病，75 歲以上族群其比例更超過九成；受到社會生活型態的影響，

觀察相關年齡層之運動情形發現 58歲以上老年人口高達六成沒有達到所謂健康 333(每周 3次以

上，每次 30 分鐘以上)之運動標準，而受到辦公室工作與生活密集的社會模式影響，這樣的現

象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由於長期的運動不足，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肌肉的退化速度會呈現負相

關的退化情形，且會逐漸加快，一般人大約從 30 歲開始，每十年約減少肌肉 3~8%，70 歲流失

速度更快，每年減少 15%；至於大腿肌肉力量在 40 歲過後，每十年下降 10%，70 歲後則每十

年下降 25~40%(Kim et al.,2013；Melton et al.,2000)；且隨著運動的不足，此種現象退化的速度

會更加迅速。 

（二）肌少症的原因與預防 

肌少症會伴隨著許多慢性病的發生，由於老化造成的退化現象，當身體組織的肌肉含量減

少，血液部分會引起促發炎現象，功能性部分影響功能性體適能、握力、步行速度下降，相關

的退化會容易促發衰弱、失能、跌倒、受傷住院甚至死亡等情形，老化造成的肌肉量流失可能

是無法避免的，但適當的運動治療介入卻能夠延緩其造成的不良影響；相較於單純的有氧運動，

漸進式阻力訓練可更有效改善肌力（muscle strength）、身體功能（physical function）、心肺功能

（aerobic capacity）。尤其是針對肌力改善，高強度阻力訓練效果更顯著。另外對於只有營養補

充而不介入任何運動，對肌肉力量的增加效果並不顯著。除了肌力外，規律的從事阻力訓練對

骨密度也有益處。阻力運動對骨密度的影響主要發生在較年輕的時候，但對年長者而言，肌肉

量是決定骨密度的重要因子，阻力運動訓練有助於骨骼健康狀況，維持骨量，4-6 個月即可看到

與阻力運動相關位置的骨密度增加。 

因此肌少症的預防及復健，是改善高齡者生理狀態及品質的重要指標。針對老人進行一般

重量訓練的方式，防止老化所引起的肌肉流失、低骨質密度和低心血管循環能力，其可促進身

體組成中肌肉量的增加及提升生活品質，有效改善其肌肉與平衡適能(Hall, Nichols, Aguilar, & 
Larkam, 1999)。 

（三）肌少症的復健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596



 在 Sejed Sajad & Hosseini(2012)和 Nicole Kahle & Michael A. Tevald(2014)的研究當中，透過

適當的阻力與核心運動，能有效增進年長者的肌力與平衡能力，藉由各肌群的訓練增進年長者

在功能性上的表現，以下為在各研究中常用的運動型式：身體前傾碰物(Forward Reach Test)、星

型平衡測試(Star Exercise Balance Test)、坐體轉姿(Sit-ups with rotation)、半仰臥起坐(Semi sit-ups)、
下肢訓練(Lower body training)、深蹲(squats)、大腿推蹬(Leg press)、屈膝硬拉(deadlift and knee 

flextion) 

而在衛生福利部的研究報告指出下列三種形式是常見的阻力運動進行方式： 

1. 使用自己的重量，如伏地挺身、深蹲。此類運動最經濟實惠，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施行，

但在運動強度較難控制。 

2. 自由物品重量，如啞鈴、槓鈴、彈力帶，這類方式較能控制運動強度，屬中等花費。 

3. 機械式器材，如健身房各式裝備器材，可針對不同的部位做訓練，缺點在於缺乏使用的可近

性，通常花費較高。 

對於不同年齡、不同健康族群，其參與阻力訓練的方式及目標是不一致的，量身訂做、設

計符合參與者之運動計畫，在阻力運動的訓練上是很重要的。由於肌少、骨鬆及關節炎常見於

老年族群，生理狀況不同於一般健康之年輕人，不當的訓練可能造成反效果，建議需徵詢相關

的醫療人員後才從事此類訓練時應把握緩慢漸進且持續，當開始進入規律訓練前，一般需要二

至四周的緩慢適應期，接著再循序漸進地提高運動強度。如果是初學者、年長者、肥胖者或是

下肢承重關節曾受傷者，仍以較低之運動負荷為宜。 

（四）小結 

 肌少症的預防及復健對於年長者的老化失能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及重要性，透過適當的阻

力與核心運動能有效減緩其在肌肉量流失的速度與降低虛弱、倦怠、活動力下降、行走減少、

肢體無力間接易造成骨質疏鬆且肢體無力平衡變差而提高跌倒的風險，增進其功能性的表現。 

二、年長者的使用意願 

（一）正向情緒的定義 

 幸福感的面向包括擁有積極正向的體驗、沒有負面情緒的感受，以及全面性的生活滿意度

（Patrick, Cottrell & Barnes, 2001; Ruting, Chipperfield, Perry,Newall Swift, 2007）；為提升高齡者

在復健及預防運動上的使用意願，需總括其在情緒及認知兩種層面上所體驗到的感受，包括主

體幸福感及客觀幸福感；整體而言，個人自我基本需求的滿足感、自我目標的超越與實現、內

在心理的歸屬感、人際關係的和諧與建立以及更高層次之智慧與靈性的提升，其具體內涵包括

下述三點： 

1. 情緒感受：正向的情緒感受，包括快樂、滿足、活力、有趣、溫暖及享受生活；負向的情緒

感受，包括傷心、苦惱、擔憂、憤怒及沮喪等。 

2. 自主性：包括個體自我覺知的自主性、自我效能、對環境的掌控力、對物質條件的滿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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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念及自我接受度、尊重感及與他積極正向的關係，包括建立和諧與相互依賴的關係等。 

3. 自我滿足感：含生命目標的建立、維持與實現；個人持續的成長；智慧與靈性層面的追求等。

(Shu-Chuan Wu, 2010) 

（二）增進意願的方式 

關於年長者使用意願的型式，主要在於情緒上正向的回饋以及不同活動方式設計的新鮮感，

利用遊戲活動來引導老人與老人之間的互動，增加生活情趣，刺激老人智力與體能，並從活動

中得到自信及成就感(侯青雲,2005)；老人的運動行為參與程度對整體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人

際關係、自我肯定、身心健康方面具有顯著影響(蘇芳滿,2010)；年長者透過體能訓練的遊戲過

程能使身體康復；體能訓練既有趣且能達到社交參與，進而可達到健身的效益，而遊戲方面的

障礙為速度和複雜性(Rikke Aarhus Ma., etal, 2011)。綜上所述，以遊戲行為方式與年長者產生相

關的互動連結，能在過程中產生正向的回饋，並透過層次上的設計達成目標滿足上的提升。 

（三）使用者場域 

因都市密集化、媒體的發展和教育程度普及所造成社會意識形態的逐漸改變， 與近年長照

計畫推動，諸多縣市提供白天家人上班而無人照護的高齡者就近獲得生活照顧及健康促進等服

務，開設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以減輕家庭照顧者之負擔並降低高齡者問題的發生，且多數年長者

在平常家人不在時會選擇至社區活動中心活動，因此將社區活動中心作為本研究設計場域的主

要載體。 

（四）小結 

 年長者對於復健的使用意願主要來自於情緒上正向的回饋以及經過設計的多重活動；透過

遊戲行為的方式可與年長者之間產生互動的關聯性，並於過程中產生正向回饋，以增進年長者

的使用意願；而在社區活動中心有著能輔助復健的治療師作為復健過程的訂定者，且多數的年

長者會選擇至社區活動中心活動，因此將其作為設計主要的場域。 

參、研究結果及討論 

一、復健的重要性 

 肌少症的預防及復健，能有效改善年長者生理狀態以及品質；防止老化所引起的肌肉流失、

失能等問題，促進身體組成肌肉量的增加及提升生活品質，改善其肌肉與平衡適能。 

二、正確的復健方式 

 由於肌少、骨鬆及關節炎常見於老年族群，適當的阻力與核心運動能有效減緩其在肌肉量

流失的速度，而運動程度根據年長者生理狀態緩慢漸進且持續，循序漸進地提高運動強度。 

三、年長者使用意願的增進 

 以遊戲行為方式與年長者產生相關的互動連結；透過簡單的遊戲介面使其方便識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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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熟悉年代的音樂及背景增進其親切感，能在過程中產生正向的回饋，並透過層次上

的設計達成目標滿足上的提升；並將其設置在相關社區活動中心以便多數年長者方便使

用。 

四、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設計出一款針對肌少症復健型態的音樂遊戲，融合古早年代的音樂及背景，

使年長者在遊戲過程中懷念過往產生正向回饋；搭配阻力運動使用的彈力帶手環，讓復健師可

根據復健狀況調整遊戲難度及動作型態，以達到正確的運動方式。 

 

   

   

   

   

表 1 遊戲操作介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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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遊戲操作介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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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遊戲操作介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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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被譽為銀行創新教父的 Brett King 在 2018 年 Bank 4.0 裡重新定義數位金融（FinTech）時

提到：「金融服務無所不在，但一定不在銀行裡（Banking Everywhere, Never at a Bank.）」。

隨著科技發展下，近年來傳統銀行紛紛開始發展以數位介面提供銀行服務的手機介面 app，在

台灣，數位銀行 app 是剛興起的趨勢，現行擁有數位銀行的銀行在手機界面設計上多大相徑

庭，間接也表示出台灣傳統銀行或許還在摸索使用對象的需求。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加上數

位銀行的服務體驗全數建立在手機介面 app 上，一個手機 app 的介面設計縱然會成為影響消費

者是否持續使用。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了解 20-25 歲研究族群在使用數位銀行 app 上目

的、需求，了解在現行設計下，延伸什麼功能可以達到更好的使用者體驗，以利未來相關人員

作為參考。 

經由訪談，研究族群主要使用功能為查帳、轉帳。訪談結果總結三點：（1）使用數位銀

行多在轉帳與查帳兩個功能上，即使數位銀行提供其他的金融服務，也因現在收入不夠，不會

有機會使用到。（2）數位銀行如果可以融合記帳功能會增加使用黏著度與吸引力，如每月消

費限制警告、消費類別分類等。（3）資訊如果可以以圖表表示會更好，太多字會讓人不想閱

讀，圖表可以一眼了解本月消費狀況、分佈。 

關鍵字：數位銀行、介面設計、金融科技 

Abstract 

Brett King, who is called as the godfather of banking innovation, redefined FinTech in Bank 4.0 in 
2018.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raditional banks have begun to develop mobile interface 
apps that provide banking services through digital interfaces.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a mobile app may 
even affect whether consumers continue to use it. This study us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discuss 
the needs of 20-25-year-old users. After interviews, three points are concluded. One, The use of digital 
banks is mainly for the two functions of transfer and checking. Even if the digital bank provides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users will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use it due to limited income. Two, If digital 
banking can integrate accounting functions, it will increase customer engagement such a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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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limit warning, category classification, etc. Three, Information can be better represented by 
graphs. Too many words make people decrease their desire to read. The graphs can understand the 
consumption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of this month at a glance. 

Keywords: Digital Banking, User Interface Design, Fintech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國發會公布「108 年數位機會調查」，台人使用網路銀行從 107 年的 32.9%成長到 108
年 42.6%，數位銀行在 2019 年更有 338.4萬線上開戶的成績，比起 2018 年成長了 124%。在網

路銀行使用率逐漸提高的同時，台灣在 2015 年出現第一間原生數位銀行——王道銀行。金融科

技（FinTech）的數位潮流席捲之下，使用行動裝置上數位銀行 app 的頻率將會越來越頻繁，這

樣的使用習慣下也會漸漸取代以前總是要趕實體銀行三點半營業時間的習慣。消費者隨著時代

的變換，金融服務的使用者也會從舊有類比世代演變到活在數位科技下的數位原住民（digital 
immigrants），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已經成常態。資訊的即時取得，手機介面的使用也不需要再

花時間學習。舊有銀行與客戶之間的互動方式必定會漸漸建立在遠端服務上。傳統銀行如何靠

著手機介面 app 設計進而讓客戶持續使用金融服務必定成為一大課題。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調查研究對象在日常生活上使用網路金融服務時目的、期待，探

討未來銀行在開發網路上金融服務可以延伸之方向，提出介面設計建議供未來相關人員參考。 

 本研究所要探討目的如下： 

1. 了解研究對象使用網路金融服務主要目的、需求為何。 

2. 整理、延伸研究族群在數位銀行使用上需求，以供相關人員作為設計參考。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18-25 歲族群的使用者在使用網路金融服務的接受度高於其他所有年齡群(Berna Serener，
2016)，而現行台灣法律規定，數位帳戶如要自行申辦，不經過法定代理人，只限於 20 歲以上之

成年人，因此本研究研究對象範圍為 20-25 歲間。 

基於時間與人力限制，研究範圍、限制如下： 

1. 僅針對台灣地區 20-25 歲數位銀行使用者作為探討，未將國外環境差異、其他年齡族

群等納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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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研究只針對使用者使用主要之功能——「帳戶查詢」進行探討，其餘數位銀行具有

之金融服務不納入探討。 

 

貳、文獻探討 

一、數位銀行 

 台灣金管會從 2015 年初開始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3.0，銀行不再只是增加實體銀行、

ATM 讓消費者容易觸及，開始著重於消費者本身的消費習慣。Brett King 在 2012 年 Bank 3.0
一書就已經談到銀行將不再是一個地點，而是一種行為（Banking is no longer somewhere you 
go, but something you do.)。更在 2018 年於 Bank 4.0 裡對消費者跟銀行的行為做了四個階段性

的探討，分別是： 

階段一：消費者有主控權和多元選擇 

階段二：透過螢幕隨時隨地取得金融服務 

階段三：無現金、無卡的行動支付 

階段四：人人都是銀行，銀行無所不在 

在這四個階段中消費者從被動地必須要跑銀行去進行金融行為，演變到可以利用網路加上

實體銀行，甚至完全不需要跑到實體銀行，打破以往傳統銀行服務限制，擴增時間價值，不受

限於銀行營業三點半，免去排隊時間。 

表 2-1 傳統銀行與數位銀行差別	

 傳統銀行 數位銀行 

營業時間 9點－15點 30，銀行行員提供客戶

服務受時間限制 

不受限制，除部分功能如買

賣外匯。線上客服能及時解

決問題 

開戶 本人親自到實體銀行辦理 線上開戶 

存摺 實體存摺 數位存摺 

查帳 須到銀行刷存簿，刷滿就必須更換 線上查帳，沒有時間限制 

轉帳 實體 ATM、臨櫃填單 線上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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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網路金融服務族群 

在 Berna Serener（2016）研究裡利用邏輯迴歸分析年齡、性別、收入、社會地位、教育、

職業對使用網路銀行上所造成的偏好程度。其中在針對年齡部分分為五組，分別是 18-25、26-
35、36-45、46-55、56-55。結果發現 55-65 歲年齡族群在五個族群裡偏好最低，而 18-25歲年齡

族群最高。研究裡也提到在（Krauter SG. Faullant R, 2008）指出使用網路的熟悉度對使用網路銀

行是有正面的影響。因此傳統銀行在發展網路上金融服務規劃市場策略時，應該針對於對使用

網路銀行偏好較高的族群。 

 

三、研究方法 

 研究依半結構式訪談訪問 20-25 歲族群，有效訪談共 14人，探討在生活中接觸網路金融服

務之目的、需求，訪問問題如下： 

1. 收入來源 

2. 消費比例 

3. 交通狀況 

4. 社交狀況 

5. 有無記帳習慣？為什麼？ 

6. 平常怎麼管理自己的金錢？ 

7. 每個月有給自己額度限制嗎？ 

8. 有沒有在存錢？ 

9. 有無在使用網路金融服務？使用什麽功能？ 

10. 知道除了轉帳、查帳以外有其他功能嗎？ 

11. 對卡片回饋的了解程度，有什麼樣的回饋會吸引你使用？ 

12. 使用數位銀行是否會幫助理財？ 

13. 網路金融服務使用心得 

14. 其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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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結果 

表 4-1 訪談結果	

問題 訪問結果統整 

1. 收入來源 雖受訪者多為就研究生，但多數除了父母

每月給的生活費外，都還有額外的打工收

入。 

剛畢業工作中的人薪水多介於三萬以下。 

2. 消費比例 
扣除吃、交通、房租等每月固定開銷，本

研究族群剩下消費比例大多著重於娛樂、

治裝費，最高占全部消費約 60%。 

3. 交通狀況 
受訪對象多住台北市，大眾交通發達，因

此大多依賴大眾運輸。少數騎車、開車。 

4. 社交狀況 
受訪者中只有一人並沒有社交花費，其餘

受訪者每月多花在與朋友吃飯、唱歌、喝

酒等上，平均一個月約兩千二。 

5. 有無記帳習慣？為什麼？ 
幾乎各半。 

有記帳的訪問對象記帳方式不依，有人使

用手機軟體，有人只依靠記憶。但有記帳

的人多表示如果記帳中途有遺漏，就會影

響是否會接續下去記帳，僅有一位受訪者

是屬於記帳習慣跟自身花費完全符合。 

無記帳習慣的受訪者則多表示不記帳是因

為麻煩，追究下原因多屬消費當下要拿出

手機記帳麻煩、要再拿出發票、記帳時發

票可能早已遺失或是忘記記帳。 

6. 平常怎麼管理自己的金錢？ 
總歸都是分開支出與收入兩個方向，管理

方式兩種。一是日常消費與存錢銀行帳戶

分開，二是將錢包視為一個戶頭，一個禮

拜進帳一次，因日常在消費的時候因為會

一直看到錢包內還有多少金額，間接會告

訴自己要減少消費。 

7. 每個月有給自己額度限制嗎？ 
比例各半。 

但有的族群都表示每月都會超過，給額度

限制是為了給自己一個警示，當超過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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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額度限制，就會節制花費。沒有的族群

部分因為剛畢業或尚未畢業，父母都會給

一定程度上的支援，或是看每月花多少，

需要節制時才會控制。 

8. 有沒有在存錢？ 
主要分為三個種類： 

1. 少數每月存入固定金額。（2 位） 

2. 每月消費後有剩餘就存起來。 

（8位） 

3. 沒在存錢，因為現行收入只夠開支。此

類受訪者多因為父母有幫自己買保險應付

緊急狀況或是父母從小就有幫自己開一個

存錢戶頭。（4位） 

9. 有無在使用網路金融服務？使用什麽功

能？ 

受訪者中只有兩位沒使用。 

這邊比較有趣的發現是多數現行有在使用

的人，都是去銀行開戶時順便開的，使用

後因為轉帳、查帳方便就持續使用。僅有

一兩位是主動開始使用原因也都是因為查

帳、轉帳方便或是不像傳統銀行一樣有營

業時間限制。 

10. 知道除了轉帳、查帳以外有其他功能嗎？ 
幾乎都表示現在的收入只夠應負日常花

費，沒有多餘的錢可以投資、存錢，所以

只使用轉帳、查帳功能。即使知道有投資

功能，家中長輩告訴自己不要碰，或是可

投資金額太小，收益也不大，不夠吸引自

己投資。 

11. 對卡片回饋的了解程度，有什麼樣的回饋會

吸引你使用？ 

全部受訪者都知道有回饋機制，大多數瞭

解不深，僅有一位真正在使用。 

無使用主要分為兩類： 

1. 金額太小吸引力不足，不會因為使用金

融卡消費有點回饋，就改變使用現金習

慣。（9位） 

2. 不慎了解回饋機制，認為回饋內容都與

自己日常生活無關。如要吸引自己使用，

必須與自己日常生活有關，如出國時購買

機票提供折扣、提供點數於自己常用的商

店內折抵。（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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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數位銀行是否會幫助理財？ 
多數受訪者表示有，因為帳戶內的即時資

訊，可以看到自己帳上餘額、消費狀況，

資訊清楚就會克制自己開支。比較特別的

是兩位受訪者都提到了數位銀行如果有記

帳的功能會加深使用的頻率與幫助理財。

一位受訪者表示消費過程中因為會比較各

家銀行的回饋，比較過程中因為把消費前

時間拉長，進而就減低了消費欲望。 

13. 網路金融服務使用心得 
多數的反應是正向的，但因現行收入不夠

根本不會有存錢的需求，即使有帳戶區別

功能也用不到。 

14. 其他補充 1. 現行每個繳費都有自己的 app，如果可以

統整成一個會很好，不然要載很多平常用

不到的 app。 

2. 缺乏多變的圖形資訊，字多會讓人不想

閱讀，而且覺得在玩文字遊戲，容易受

騙。 

3 .消費記錄資訊分類的不清楚。 

4. 有回饋介紹、查詢會更好，不用每次都

不知道有沒有回饋、回饋多少。 

5. 轉帳加入好友功能，就不用每次都還要

詢問一次。 

 

五、結論與建議 

由訪談內容大致可以統整出以下結果： 

1. 使用數位銀行多在轉帳與查帳兩個功能上，即使數位銀行提供其他的金融服務，也因

現在收入不夠，不會有機會使用到。 

2. 數位銀行如果可以融合記帳功能會增加使用黏著度與吸引力，如每月消費限制警告、

消費類別分類等。 

3. 資訊如果可以以圖表表示會更好，太多字會讓人不想閱讀，圖表可以一眼了解本月消

費狀況、分佈。 

透過針對使用網路金融服務接受度較高的族群訪談，可以了解現行功能可延伸之方向，以

達到更好的使用者體驗，以供相關人員在未來設計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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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進程中常見問題與解決策略─以列印建築模型為例 

Comm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3D Printing Process - Take the 
Architectural Model as an Example 

張嘉玲*
a  蔡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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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自造者風氣及開源觀念崛起，在眾多數位製造工具中，3D 列印可說是改變生活重要技

術之一。然而，我們發現雖然各級單位都已購有 3D 列印機，它仍被歸屬於一個進入門檻高的工

具，在建模或機器操作上，仍有許多困難導致列印失敗，因此，本研究彙整 3D 列印進程中常見

的問題及失敗原因，並依據自身列印經驗對各失誤狀況提出解決策略。本研究透過製作 3D 列印

建築模型實際案例，在「建模設計」上，提出拆件設計、簡化造型策略；在「切片參數設定」上，

可透過設定支撐參數、設定填充層及避開切片盲點，來提高列印成功機會；在「列印機操作」

上，提出穩定平台、強化附著力、保持進線順暢之技巧。本研究期能為 3D 列印使用者解決列印

挫折，享受美好的數位創作歷程。 

關鍵字：3D 列印、模型設計、建築模型 

Abstract 

Corresponding to the emerging maker trend, 3D print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fe-changing 

technologies among various digital fabrication tools. Nevertheless,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many organizations have 

already acquired 3D printers, it is still classified as a tool with a high entry barrier. During modeling processes or 

machine operation, there are still various challenges that lead to printing failure.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ummarize the common failure causes during 3D printing process. The goal is to propose a solution 

strategy to erroneous conditions based on established printing experiences. Via a real case study on 3D printed 

architectural models, this study proposed strategies such as disassembly design and simplified styles from the 

aspect of “modeling design”. From the aspect of “configuration of slicing parameters”, the proposed approach can 

enhance the printing success rate by configuring support parameters, setting up filler layers, and avoiding slicing 

blind spots. From the aspect of “printer operation”, including stabilizing the platform, enhancing adhesive force, 

and keeping the feeding smoothness are proposed. 

Keywords: 3D Printing, Modeling Design, Architectu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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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邁入數位科技時代，人人身處於數位設計、數位開源環境，數位製造讓人們意識到未來製

造正產生重大改變，因應創客自造 (Maker)風氣及開源(Open Source)觀念崛起，此股數位製造風

氣亦蔓延至各社會階層與各級學校間。在眾多數位製造工具中，3D 列印機可說是改變生活重要

技術之一。在執行地方文化內容數位開源計畫時，主要目標要將地方特色建築建置成 3D 模型，

更重要的是能開源檔案給全台、全球文化教育愛好者使用，讓大家可直接下載地方特色建築之

3D 檔案，並利用 3D 印表機印製成文化教具。然而，我們實際了解後發現雖然各級單位都已購

有 3D 印表機，它仍被歸屬於一個進入門檻高的工具，在建模或機器操作上，仍有許多困難導致

列印失敗，不僅浪費線材，同時也打擊創作者信心，因此，本研究彙整 3D 列印進程中常見的問

題及失敗原因，並依自身列印經驗對各失誤狀況提出解決策略，期能解決 3D 列印上印製瓶頸。 

貳、文獻探討 

3D 列印原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所開發專利製程的名稱，即透過電腦輔助設計軟體建檔以

積層製造法，將材料以層層疊加的方式來製造立體結構的原理。現今 3D 成型技術不同，但主要

列印製流程相似，首先藉由電腦輔助設計軟體進行繪製 3D 建模，完成後的設計圖檔 再經切片

軟體，把立體圖檔切片，每片切片包含產品的內外輪廓造型，最後把這些切片輪廓轉換成為 G-
code 參數，以控制 3D 印表機列印數值（林鼎勝，2014）。相較於傳統的製造方式，3D 列印技術

的優點包含：(1)結構的設計自由度較高：3D 列印技術可直接列印複雜的結構，而不需要考慮切

削或脫模等問題，因此，在設計上具有較高的自由度。(2) 小量生產時成本較低：當進行小量生

產時，3D 列印技術可節省模具開發成本，也較不會有材料浪費的問題。(3) 特製化產品的快速

成形：以 3D 列印技術製造特製化的產品時，依其精密度設定及樣品大小，會影響其製造的時

間，目前僅約需要數小時至數天即可完成。積層製造法所得成品之精密度是由每層疊加時的厚

度所決定，目前 3D 列印成品的精細度普遍可達到 100~200 um 的範圍，少數機型甚至可達 10 
um 以下的程度 (Wong and Hernandez，2012)。 

目前 3D 列印依成型技術與使用材料約有十餘種，現行常見成型技術整理說明如下（Wong 
& Hernandez，2012、林鼎勝，2014）。1. 熔融沉積成型（FDM）：原理是將列印原料加熱至半熔

融狀態，並將原料擠出至列印底板，待其冷卻迅速回復成固態，並反覆進行堆疊作業印出立體

物件。這種方式因為在列印需要等待每層原料冷卻，所以往往在堆疊下層原料的時候會有些許

誤差，加上冷卻過程中原料可能會產生微幅變形。FDM 因為材料便宜、製作大型物件快、且堅

固，適合製作造型簡單的模型以及較大型的工業機構件等，是目前最常見、市佔率最高的平價

3D 列印技術。2. 光固化立體造型（SLA）：使用經雷射光照射變成固態的光固化樹脂做為原料，

在列印時雷射光會精準照射原料池中的特定位置，讓原料層層固化，然後反覆進行並堆疊成立

體物件，具有較高的精度和較好的表面品質，適合用於複雜和精細的零件，如工藝品、首飾、空

心零件等。3. 選擇性雷射熔融（SLM）：成型工藝技術方法與 SLS 相似，但雷射功率更高，使

用材料以金屬為主，幾乎任何可被製成細微粉末的金屬材質都能當作原料，例如：不鏽鋼、鈦、

金、銀、銅以及其他金屬或合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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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列印解決策略 

在 3D 列印模型製程中，常以不同 3D 建模軟體繪製模型，建模軟體是「建構模型造型」之

工具，並不會影響列印成品品質。建模完成後，會輸出成 STL 檔案格式，以匯入切片軟體，以

設定模型於 3D 列印機中的列印方式。本研究針對一般自造者及教育單位，依大眾最常用、平

價、通用的 FDM 列印設備為例，依照 3D 列印進程分別歸納出幾項有利於提升 3D 列印建築模

型製作成效的策略，期望能將此製作經驗分享給未來 3D 列印模型使用者參考。進行 3D 列印第

一步驟即是建置數位模型，有別於動畫、遊戲中出現的 3D 模型，實體的建築模型在最終目的是

「真實印製出成品」，因此，在建模設計過程中，不僅模型視覺上要求美觀合理，更重要的實際

印製出成品之可行性。而 3D 印表機廠牌與型號、切片軟體雖各有異同，但列印原理與邏輯是相

同的。本研究在執行 3D 列印相關計畫時發現，使用者常在「建模設計」、「切片參數設定」及「列

印機操作」時遇到困難，依序提出各程序問題及解決策略（如圖 1）： 

 

圖 1  3D 列印各程序問題解決策略 

一、建模設計 

（一）策略 1：拆件設計 

建築模型往往是依真實建築等比例縮小製作，而一般常見 FDM 型列印機，物件可列印範圍

約是 200*200*240 mm，欲印物件超出列印平台是最常出現問題之一，提出三種拆件設計手法：

1. 預留適當的公差：零件與零件之間的距離稱為「公差」，若公差太大，零件的套合度便鬆弛，

反之過小，則會太緊或甚至套不進去。因此，依照所使用的 3D 列印機及線材特性，測試出適當

的公差值，是製作拆件模型很重要的步驟之。2. 方便嵌合的零件造型：零件本身的「造型」也

是影響其是否能相互嵌合，甚至影響建築整體外觀的重點，建模時可在零件預留一個緣邊或可

嵌式凹槽以利零件組裝，且不影整體感呈現。3. 強化零件結構：建模設計時，細小零件設計可

增加一外框或加粗尺寸，強化尺寸與結構，可避免在列印及組裝過程因碰撞而斷裂。 

（二）策略 2：簡化設計 

建築模型列印時，為降低列印失誤及不浪費線材考量下，在建模時有三種簡化設計策略：1.
省略細節：一般常見的 FDM 列印噴嘴直徑 0.4mm，當零件細節小於印表機噴嘴直徑時，便無法

印製出細節，此時可在維持原建築外觀特徵下省略細節，使能順利列印。2. 去除次要元件：隱

藏的建築內部或相對較不重要的元件，可在建模時刪除，縮短列印時間並節省列印線材。3.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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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格：每棟建築會因當時建造硬體環境，有小大尺寸相似但略微不同的門窗零件，故繪製時

可採統一規格，將尺寸接近、樣式接近的門窗統一規格化，減少建模繪圖時間及組裝上更容易。 

二、切片參數設定 

切片參數設定是製作 3D 列印非常重要的一環，每項參數值影響列印品質。由於切片參數設

定範圍及項目繁雜，本次提出三種在印製 3D 建築模型時之實用策略：1. 設定支撐參數：當建

築物上有梁柱、樓板、凸出的牆垣等「橋狀」或「底部騰空」的造型時，可設定 X、Y、Z 關鍵

支撐切片參數，避免懸空列印。2. 設定填充層：FDM 成型順序由下到上為：底層、填充層、頂

層，填充層列印密度較低，作為散熱空隙，是成品表面平整與否之關鍵，當列印厚度小於 2mm
的薄平板造型時，建議調整切片參數確保列印層中間保有填充層，創造出散熱空隙。3. 避開切

片盲點：在本研究列印過程中，也曾遇切片軟體因列印物件面積較大而判斷模型需要開支撐，

這時可回頭修改模型的造型，例如增加線條改變模型單一牆面尺寸，避開切片軟體判讀盲點。 

三、列印機操作 

列印機操作不及前述二步驟困難，但常影響列印成品質好壞。本研究提出可提升 3D 模型之

列印成效之策略：1. 穩定平台：若玻璃與列印平台是分開的，務必要以夾子夾緊，以確保列印

過程中玻璃（列印物附著面）不會與平台分離而造成列印失敗。2. 強化附著力：列印過程中，

也時常發生模型物件與平台分離導致列印失敗，作法有二：設定熱床溫度，不僅可保持列印平

台溫度，也可防止線材熱漲冷縮的物理變形；玻璃平台可塗上一層薄薄黏膠或口紅膠，可強化

模型物件與平台間附著力。3. 保持進線順暢：列印大型物件須長時間列印時，建議選用捲線整

齊的線材進行列印，可有效避免發生線材打結的狀況而導致列印失敗。 

肆、實例驗證 

因地緣關係本研究以台東特色建築（綠島燈塔、三海百貨行、舊卑南鄉公所）進行實務列

印。本次列印採用 Infinity X1-E 3D 列印機、KISSlicer V1.5 切片軟體、PLA 線材。建構綠島燈

塔模型依比例換算高度約 330mm，超出列印範圍，故建模採用「拆件設計」策略，拆解成 9 個
建築零件及 23 個門窗零件，解決超出列印範圍問題。在零件公差設計上依 3D 列印機及線材特

性，預留適當公差 0.3 ~ 0.5mm，使各零件能適切鑲嵌組合。此外，設計方便嵌合的造型：在「塔

座」上方內側預留一個緣邊，好讓「塔身」可以卡放上去不易掉落且美觀（圖 2）。由於建築體

大於列印範圍，需要拆成前後棟二件，考量組合整體感，後棟模型設計成可嵌式凹槽（圖 3），
讓前後棟可以嵌組且可隱藏分件線條，讓模型組裝後呈現一體的視覺感。 

    

圖 2 塔座零件藍色的部分為預留緣邊 圖 3 後棟零件設計為可嵌式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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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三海百貨行，二三樓洞洞牆有許多細條直牆板裝飾，緊貼黏著上下樓板緣（如圖 4），
若按等比例縮小，細條直牆板真實列印寬度僅有 1mm，不論在列印或組裝醒都易碰撞斷裂，建

模設計時，依強化零件結構策略，在設計細條直牆板時，在整個周圍加了外框（如圖 5），用以

加強模型結構強度。 

  

圖 4 原始洞洞外牆緊貼上下樓板 圖 5 洞洞牆零件增加外框設計 

同樣以亖海百貨行為例，從原建築照片可觀察到，洞洞牆牆面上有孔洞，依 1:100 等比例縮

小列印時，圖樣已小於噴嘴直徑 0.4mm，無法印出這些小孔洞。故採「簡化造型」策略，在保

有原建築的風貌下省略小孔洞，使能順利列印（如圖 6）。 

  

圖 6 原洞洞牆面上有孔洞圖樣，限於噴頭尺寸，簡化之 

再以舊卑南鄉公所為例，採用「簡化造型」策略，將建築體內部許多看不見的牆柱樓板省

略，就建築外觀觀之，簡化內部造型絲毫不影響 3D 列印建築模型成品。此外，舊卑南鄉公所內

部藍色窗戶原本尺寸略有不同，導致建模時間久，組裝時易混淆，故在建模設計時可採「統一

規格」策略，將尺寸接近、樣式接近的門窗規格化（如圖 7），不僅提升建模效率，縮短列印時

間，節省列印線材，一舉數得。 

   

圖 7 簡化造形及門窗統一規格後不影響建築模型風貌 

在切片參數設定上，支撐與模型主體之間的「距離」，是決定列印成品品質的關鍵參數。在

列印具有「橋狀」或「底部騰空」造型的建築零件時，建議 X、Y 間隙約設 0.6~1.8mm，建議的

Z 間隙約設 0.2~0.6mm，其列印成品的支撐與模型主體之間未產生沾黏情形，支撐容易拆除，拆

除後底部表面良好平整（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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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不同 XY 間隙支撐表現 

大部份切片軟體都能正確算出支撐數量，但有時切片軟體亦會產出盲點誤判須印大片支撐

如圖 9 的綠色塊柱。為此，可微調模型在紅色箭頭處增加線段，將牆面分為三部分，經調整，

原本計算出的大量支撐已不復存在。此作法改變了切片軟體計算，使判定為不必開支撐，不影

響結構，且解決列印過久問題。 

  

圖 9 在紅色箭頭處增加線段，解決切片軟體誤判要開支撐問題 

在操作列印機，確實將平台玻璃片與列印平台夾緊，玻璃與平台不會分離而造成列印失敗。

為了使模型與玻璃平面間緊緊相黏合，除了可以塗上一層薄薄的口紅膠，也可以設定熱床溫度

以保持列印平台溫度，防止線材熱漲冷縮的物理變形，常見線材熱床建議溫度 PLA：50~60 度

C、ABS：100 度 C，強化模型與列印平台之間的附著力，避免列印過程中模型與平台分離而導

致列印失敗。依研究者列印經驗，列印長時間物件時，曾因線材出廠時打結，而導致列印失敗，

故建議選用「捲線整齊」的線材進行列印，將風險降低。 

伍、結論 

本研究透過製作 3D 列印建築模型實際案例，將製作過程遭遇之問題與解決方法依照「建模

設計」、「切片參數設定」及「列印機操作」三流程。（一）在建模設計上，提出拆件設計、簡化

造型策略，前者的作法是預留適公差、方便嵌合的零件造型、強化零件結構；後者是省略細節、

刪除次要元件、統一規格。（二）在切片參數設定上，可透過設定支撐參數、設定填充層及避開

切片盲點，來提高列印成功機會。（三）最後，在實際列印機操作上，穩定平台、強化附著力、

保持進線順暢雖是小技巧，但往往最易忽略。3D 列印過程中充滿各種變數與挑戰，惟有時時從

錯誤中學習成長，本研究期能為 3D 列印使用者解決列印挫折，享受美好的數位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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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用於水環境的振動能量採集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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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微能量收集技術的持續發展，渦激流致振動獵能技術已形成新的研究領域。本文首先

利用田口實驗設計法與多重物理有限元分析軟體 Comsol Multiphysics，針對鈍體橢圓柱、懸臂

樑長、材料性質與偏距等因素，來進行二維流固耦合分析，觀察流場及監測位移與壓力變化，

以得到具高強度渦激振動之優方案。接著進行單層壓電懸臂樑之流固電三物理場模擬分析，監

測壓電樑在流場中的位移變化與電壓輸出，以探究壓電材料發電獵能性能。 

關鍵字：懸臂樑、獵能、壓電、渦激振動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micro-energy collection technology, vortex-induced 
vibrations for energy harvesting technology has formed a new research field. First of all, using 
Taguchi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and multi-phys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Comsol 
Multiphysics, two-dimensional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analysis i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arameters 
such as elliptical blunt body, cantilever beam length,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offset. By observing the 
change of flow field and monitor the displacement and pressure change, the excellent scheme with 
high-intensity vortex vibration was attained. Then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three-field coupling 
model of flow-solid-piezoelectric was carried out. By monitoring the displacement variation and 
voltage output with respect to the beam and piezoelectric material, the harvesting and power 
gene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fluid induced vibration of elliptical blunt body with unimorph 
cantilever beam was investigated. 

Keywords: Cantilever beam, harvesting, piezoelectric, vortex-induced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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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國內外利用流致振動(Flow-Induced Vibration, FIV)現象發電的研究正進入一個嶄新的

階段。學者們逐步開展關於渦激振動式(Vortex-Induced Vibration, VIV)、顫振式和馳振式能量收

集的研究工作，為進一步利用風能、海洋能、河流水動能、航太中高速飛行器引起的氣流能等

發電提供理論基礎。相對而言，渦激振動式因其特定的屬性和豐富的能量來源，有望被發展成

為產業化的風能、海洋能、潮汐能等流體動能收集裝置。隨著微能量收集技術的發展及應用領

域的擴展，流體渦激振動獵能(俘能)技術逐步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並形成新的研究領域。渦

激振動過程中，卡門渦街(Karman vortex street)如圖1(Kan, 2017)形成的反作用力可帶動非流線型

物體大幅度擺動，由此構造的獵能器可大大提高發電效率。 

流致振動獲能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壓電式振動能量採集器(獵能器 ,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er, PEH)，是利用壓電材料在阻流過程中產生變形導致的電壓變化來汲取能量的。眾多壓

電元件結構中，懸臂樑結構如圖2(Lian, 2018)，因其低結構剛度、高靈敏度以及容易通過微細加

工實現等優點，被成功的運用在各類微型、小型傳感器及其他電子設備的供電系統上，取得一

定的經濟效益。不過該類設備電能輸出量很低，一般僅在μW或mW級別(Li, 2015)。 

       

    圖1 卡門渦街                       圖2 懸臂樑式壓電振動獵能器 

本文是利用田口實驗設計法(Taguchi design method)與多重物理有限元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is, FEM)軟體Comsol Multiphysics，考量鈍體橢圓柱(blunt elliptical cylinder body)、彈性基

材懸臂樑長，材料性質等因素，進行二維流固耦合(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FSI)分析，觀察流

場及監測位移與壓力變化，得到高強度渦激振動之優方案。接著進行單層壓電材料懸臂樑流致

振動發電，透過軟體區域探針之設定，分析壓電樑在流場中的位移變化與電壓輸出，設計出一

種用於水環境的振動能量採集器。 

貳、基於橢圓柱鈍體繞流壓電俘能的模擬分析 

一、流固耦合有限元建模 

彈性懸臂樑固定於橢圓柱體後部如圖3所示，橢圓柱x半軸a固定為0.05m。參考關於繞流尺

寸模型(Brucker, 1995)之建構：假設鈍體特徵長度為D，則兩側流體區域應為10D，鈍體與流場

人口距離約3D～5D，而且距離流場出口足夠遠，保證完整的流體繞流效應。圖4所示為彈性懸

臂樑的橢圓柱繞流計算域和主要邊界條件。採用二維數值模型，計算域簡化為1個矩形區域，其

長度L=2.5m，寬度H=0.41m。橢圓柱中心距流體入口的距離L1=0.2m，距上壁面的距離H1=0.21m，

距下壁面的距離H2=0.2m，橢圓柱體中心點位於(0.2, 0.2)處。將流域設置成非對稱結構(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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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主要邊界條件設置如下：入口邊界為velocity-inlet邊界條件；出口邊界為outflow邊界

條件；上下邊界為無滑移(no-slip wall)壁面邊界條件。橢圓率為b/a，a為橢圓柱的x-半軸長；b為
橢圓柱的y-半軸長。雷諾數為Re=2Ua/ⱱ，ⱱ為流體之運動黏性係數。為了減少入口段的長度，計

算域的入口設置為充份發展的速度入口，流體速度 (Schäfer and Turek, 1996)表示為 

         U = 6 ∗ U∞ ∗ y ∗ (H − y)/H2                                                   (1) 

式中U∞為入口平均流入速度，固定為1.5m/s。考慮流體為水，密度為1000kg/m^3，動黏性係數

為1Pa.s，典型樑長為0.2m，樑的厚度固定為0.02m，樑的中心點高度為0.21m，某金屬材質楊氏

係數為5.6MN/m^2，卜松比0.4，密度為1e3kg/m^3，利用Comsol軟體設定區域探針，來觀察樑上

最右端稍左側0.005m，即(0.395, 0.21)座標處之位移，與監測樑最右端外側0.05m遠且距樑中心點

高度上下各0.05m，即(0.45, 0.26)與(0.45, 0.16)這兩個空間位置之壓力變化。區域中的橢圓柱部

分為固定，挖空不會有任何變形，不會和流場之間存在流固耦合現象。 

 

圖 3 流場模型網格劃分的總體效果圖 

  

圖 4 流場模型局部網格劃分圖 

在Comsol軟體中進行幾何建模和網格劃分，移動網格設定為長0.6m寬為0.41m，如圖4(右側

矩形)所示。因雷諾數不是特別高(Re=15, 22.5, 30，分別對應橢圓柱體三個特徵尺寸)，所以採用

層流模型即可。這裡採用結構化的網格劃分如圖3與三角形非結構化的網格劃分如圖4，可以看

出在橢圓柱體和彈性樑的核心區域，網格劃分較為密集，也可清楚看到流體邊界層之網格。 

二、流-固-電耦合有限元建模 

在三物理場建模方面，考慮單層壓電材料黏貼於彈性樑之下，壓電材料是採用PZT-5H，厚

度設定為0.00006m，監測電壓輸出點設定在(0.4, 0.2)處，固定負載電阻12kohm，壓電層下方設

定為接地。位移監測設置於樑上最右端稍左側0.005m，與樑中心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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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模擬結果與分析 

一、流固耦合正交分析結果 

採用田口實驗設計的正交表 L9(34)，各項因素及其水平如表 1，有三種橢圓率及三種不同長

度的樑，三種材料其中包括軟體內建材料結構鋼與鋁合金(楊氏係數分別為 200e9N/m^2 與

69e9N/m^2)及上述所提某彈性材質，偏距是指樑中心偏離橢圓柱體中心(0.2, 0.2)之高度，這四個

因素代號為 A 至 D。由 Comsol 分析所得正交與極差結果如表 2(7 秒時)所示，可知樣本 4 的兩

點壓力差值最高，各因素與壓力差之關係如圖 5，因素影響壓力差的順序為 C>A>D>B，極差分

析所得之優方案是 C2A2D3B1，恰為樣本 A4 之參數組合。各樣本之流場圖如圖 6(a-i)所示。 

表 1 因素及水平 

水平 
A 

橢圓率 
B 

長度(m) 
C 

楊氏係數(N/m2) 
D 

偏距(m) 
壓力差 

(Pa) 
1 0.5 0.2 200e9 0  

2 1.5 0.4 5.6e6 0.005  
3 2 0.6 69e9 0.01  

表 2 正交表與極差分析結果 

No 
A 

橢圓率 
B 

長度(m) 
C 

楊氏係數(N/m2) 
D 

偏距(m) 
Pressure diff. 

(Pa) 
A1 1(0.5) 1(0.2) 1(200e9) 1(0m) 0.50623 

A2 1(0.5) 2(0.4) 2(5.6M) 2(0.005m) 2.116392 
A3 1(0.5) 3(0.6) 3(69e9) 3(0.01m) 1.91982 
A4 2(1.5) 1(0.2) 2(5.6M) 3(0.01m) 2446.694 
A5 2(1.5) 2(0.4) 3(69e9) 1(0m) 735.4692 

A6 2(1.5) 3(0.6) 1(200e9) 2(0.005m) 17.45189 
A7 3(2) 1(0.2) 3(69e9) 2(0.005m) 35.13637 

A8 3(2) 2(0.4) 1(200e9) 3(0.01m) 145.2258 
A9 3(2) 3(0.6) 2(5.6M) 1(0m) 1032.048 

K1 4.542442  2482.336600  163.183920  1768.023430   
K2 3199.615090  882.811392  3480.858392  54.704652  
K3 1212.410170  1051.419710  772.525390  2593.839620  
k1 1.514147  827.445533  54.394640  589.341143  

k2 1066.538363  294.270464  1160.286131  18.234884  
k3 404.136723  350.473237  257.508463  864.613207  

極差 R 1065.024216  533.175069  1105.891491  846.378323  
因素影響 C>A>D>B 
優方案 C2A2D3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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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各因素與壓力差之關係 

  

圖 6 正交實驗流場圖 

樣本 4 之流場如圖 6(d)所示，其流線圖與渦量圖如圖 7(a)與(b)所示，可以明顯看出兩側交

互脫落之渦旋，有渦街產生。愈遠時，這種現象變得比較弱化一些，直到現象的消失。速度動

畫也可觀察到流場運動過程中柔性材料發生了彎曲變形(彈性係數低，較易變形)，並且可知在端

部有最大變形量，因此可以利用柔性材料在流場中的這種變形運動，進行壓電轉換獲取電能。 

     

圖 7 樣本 4 在 t=7s 之流線圖(a)與渦量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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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時域位移圖 8 可知樑上監測點(0.395, 0.21)2 秒多後位移穩定震盪，x 方向位移有正值接近

0，大多為負值，y 方向峰對峰位移是 0.0963(0.0443-(-0.0520))m，由圖可知主要是 y 方向位移。

由頻域圖 9 可知 y 方向位移峰值所對應的頻率值為 5.43Hz 與 10.71Hz。 

             

            圖 8 位移時域圖                            圖 9 位移頻域圖 

再者如圖 10 在壓力監測點(0.45, 0.26)處峰對峰壓力值是 4364.63(1811.38-(-2553.25))Pa，在

另一個監測點(0.45, 0.16)處的峰對峰壓力值則是 3718.09(871.99-(-2846.10))Pa。由頻域圖 11 可知

y 方向壓力峰值所對應的頻率值與圖 9 位移相同。位移值的變化和壓力變化的規律是相似的。 

     

 圖 10 壓力時域圖                            圖 11 壓力頻域圖 

二、流固電三物理場模擬分析結果 

壓電發電裝置一般要求壓電陶瓷具有較高的機電耦合係數 k、機械品質因數 Qm 和壓電電壓

常數 g，基於此壓電片選擇 PZT-5H，厚度 0.00006m，壓電層上表面為終端，監測點電壓輸出探

針設置在(0.4, 0.2)處，固定負載電阻為 12kohm，壓電層下表面則設定為接地。壓電層網格還有

附近之邊界層如圖 12 所示。 

 

圖 12 壓電層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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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位移時域圖 13 可知 x 與 y 方向位移大致週期震盪，y 方向位移在 5.9 秒處有一最大振幅

0.0121m，而在 5.242(5.681)秒處也有一負值位移振幅為 0.0110(0.0109)m。電壓時域圖 14 可知電

壓變化是大致週期震盪，在 5.506 秒處有一最大正值電壓振幅 4.245V，而在 5.873 秒處也有一負

值電壓振幅 4.148V。值得注意，由圖 14 可以看到電壓值變化大致呈週期性變化，但是峰值大小

並不穩定，而且在峰值處波動較大，是可以通過改變步長(time step)的大小來消除這種波動。由

位移與電壓頻域圖 15 與 16 可知 y 方向位移峰值與電壓峰值所對應的頻率值為 6.85Hz，傅立葉

級數值分別為 4.531 與 1981.48。 

   

     圖 13 位移時域圖(PZT-5H)                    圖 14 電壓時域圖(PZT-5H) 

    

     圖 15 位移頻域圖(PZT-5H)                    圖 16 電壓頻域圖(PZT-5H) 

若要提高渦激振動頻率值(Prakash, 2012)，可以改變流場速度或特徵尺寸，讓其更接近固有

頻率，那樣才會產生較大振動，電壓輸出會更大，有利於發電。壓電材料在軟體內建材料資料

庫還有如PZT-4、PZT-5A、PVDF等，都可引入三物理場進行模擬分析與發電性能之比較。 

進一步，也可討論改變樑的長度或厚度(壓電片長度不變)(Sin, 2012)，共振頻率與輸出電壓

值也可能會隨著樑的尺寸變化而變化；還有進行雙層壓電懸臂樑之三物理場耦合分析，探究與

單層壓電懸臂樑發電性能有何差異，這些研究方向仍可持續進行。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623

https://aip.scitation.org/author/Sin%2C+Vai+Kuong


肆、結論 

利用田口實驗設計法 (Taguchi design method)與多重物理有限元分析軟體 (Comsol 
Multiphysics)，針對鈍體橢圓柱結合懸臂樑，進行二維流固耦合分析，觀察流場變化及監測位移

與壓力之變化，可行地得到具有高強度渦激振動之優方案。接著進行單層壓電材料懸臂樑之流

固電三物理場模擬分析，順利地得到監測處之位移變化與電壓輸出，壓電材料 PZT-5H 在發電

上是具有優良表現。本文提出了一種用於水環境的振動能量採集器設計，成功進行壓電材料流

致振動發電性能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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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高齡化已變成全球人口結構改變的趨勢，台灣也於 2018 年高齡社會。台中市中區為台灣

中部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因年輕人口外流，高齡者人口已達當地人口的 16.6%。步行為當地區民

相當重要之行動方式，好的步行環境能夠增加高齡者外出意願，進而達到健康老化的精神。本研究

以高齡者於戶外環境與行動行為視點切入，以行為觀察法、深度訪談法、紮根理論分析法的方式，

紀錄高齡者步行範圍與目的，並研究高齡者於戶外移動需求。發現高齡因身體退化，步行需要較多

休息，但中區步行環境較缺乏休憩設施。部分路面高低差大，影響步行流暢度，應增加無障礙設施。

綠化環境可增進外來旅客的造訪印象，且提升中區整體步行環境的品質。 

關鍵字：高齡者、日常行動、活躍老化、台中市中區 

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trend of global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and Taiwan has 
become an aged society. Central District of Taichung City i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hub in central 
Taiwan. Due to the outflow of young people,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has reached 16.6%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Walking is a very important way of action for local residents. A good walking environment 
can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older people to go out, and achieve a healthy aging spirit. This study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lderly on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and uses behavior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to record the walking range and purpose of the elderly, and 
studies the outdoor mobility needs of the elderly. It is found that advanced age requires more rest due to 
physical deterioration. However, the walking environment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lacks rest facilities. Part 
of the road surface has a large difference in height, which affects the smoothness of walking, and 
barrier-free facilities should be added. Greening environment can enhance not only the impre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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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visitors but also the quality of the overall walking environment in Central District. 

Keywords: Elderly, Daily action, Active aging, Central District of Taichung City 

壹、 前言 

全球人口老化快速，依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人口局統計至 2015 年，全球 60 歲以上高齡人口

達 9 億人。人口老化已變成全球人口結構改變的趨勢，福部國民健康署「長照 2.0」政策已在地老

化為目標，希望將台灣打造成一個友善高齡者的社會。而 2010 年提出的「高齡友善城市」概念，

以「無礙、暢行、安居、親老、敬老、不老、連通、康健」為八大面向為基礎，針對城市軟硬體不

足之處，提出改善方案與建議(衛福部，2010)，其中「無礙、暢行、康健」面向皆與高齡者外出活

動有關，若能給予高齡者友善的外出環境，增進其外出的意願，能夠提升高齡者身心健康，並於日

常生活中就能達到活躍老化及健康老化的精神。 

本研究以 2019 年發表的「營造高齡者日常行動友善環境之基礎研究」作為前置研究，以高齡

者於戶外環境與行動行為視點切入，記錄高齡者日常行動範圍與目的，研究高齡者在戶外環境移動

下之所需，提出適合高齡者的步行環境改善與建議。根據「營造高齡者日常行動友善環境之基礎研

究」調查，發現公共環境及交通面向是影響高齡者於戶外步行流暢度的主要原因，增加部分公共設

施並適當規劃交通給予更安全的步行空間，才能夠提升高齡者步行出門的意願。 

本研究於 2020 年在中區進行更深入的訪談，調查多數高齡者步行的區域與需求，將行為觀察

法及深度訪談中提出的問題點加以統整，並透過網路問卷的方式調查一般民眾對於台中市中區步行

環境的看法及經驗，比對不同年齡層於中區步行時所遭遇的問題，統計目標區域高齡者實際需求，

作為未來中區發展目標。 

貳、前置研究文獻探討 

一、高齡者行動能力概況 

「行動能力(mobility)」是指高齡者能夠自行前往所需到達地點的能力，是影響高齡者晚年生

活品質的基本需求，能夠自主行動，增加高齡者社會互動的機會，也讓其在日常生活中達到活躍老

化。根據交通部 105 年的高齡者運具使用概況分析中，高齡者外出目的以休閒所占的比率為最高，

其次為購物、家庭及個人生活、及通勤等。規劃良好的休閒及運輸環境，是建構高齡友善環境中重

要的課題。而步行在所有的移動方式中速度最緩慢，也只有步行容易對外在環境產生互動(Handy, 
Boarnet, Ewing, & Killingsworth, 2002)，因此在步行道路的規劃上也需考量到其身體因素，及其他步

行活動需求，才讓高齡者能安心、安全、舒適的行動，進一步提高高齡者的步行意願。 

二、台中市中區歷史與環境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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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中區是台灣重要交通樞紐，因年輕人口外流，高齡人口比逐年攀升，已達當地總人口數

的 16.6%(台中市政府 2019)，屬於一個高齡社區。中區道路老舊，多為日治時期所規劃，且缺乏公

共設施。近幾年因產業型態改變，重劃區陸續開發，舊有商家如百貨公司、電影院等日漸式微。交

通方面，由於當地停車空間缺乏，且大眾運輸班次多，外來旅客到訪主要以大眾交通運輸的方式，

小區域內，則主要以步行的方式移動，故本研究以台中市中區作為研究地點。 

參、研究方法及前置研究回顧 

一、行為觀察法（Behavior Observation） 

  本研究於 2019 年在中區做初步高齡者步行觀察，依據觀察，發現中區部分區域，騎樓較多堆

放物與機車，導致部分行人選擇步行於馬路上；道路區域常見路邊違規停車，影響汽機車通行；部

分施工區域未設置警告標示影響用路人安全。本研究認為公共環境及交通規劃為首要影響高齡者外

出步行的因素，無適當停車空間，造成違停與騎樓堆放機車的情形嚴重。公共停車區域與停車格的

規劃，可做為日後中區步行環境改善的目標。(圖 1) 

   

圖 1.台中市中區街道概況 

二、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 

  本研究於2020年訪談中區當地居民共14位，平均年齡69歲，並皆於中區居住5年以上。於中區

第二市場進行15分鐘的深度訪談。訪問內容大致分為: 基本資料；步行方式及出門頻率；外出地點

與目的；步行所遇到的問題點；休憩設施使用狀況；整體公共規劃滿意度。透過訪問了解當地居民

的步行狀況與問題點，及對中區步行環境的期待與建議。 

三、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 

  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分析整理，統計受測者的步行問題點，依照訪問中提及次數統

計居民對類別的關心度。根據實際訪談，受測者提出的問題點大致可分為: 公共環境、交通、身體

狀況等範疇。其中公共環境面向被提及次數最多，占總數 51%，交通及身體狀態分別占 32.3%及

16.7%，顯示公共環境為當地高齡者最關心的問題，而各項範疇中負面意見均高於正面意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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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步行環境不論是公共環境、交通或是對於高齡者身體上的問題均有可改進的地方。(表 1) 

表1 受訪者紮根理論分析之內容 

範疇 比重 意見正面/負面比例 

公共環境 51.0% 正面:38.8% /負面:61.2% 

交通 32.3% 正面:19.4% / 負面:80.6% 

身體狀況 16.7% 正面:37.5%  /負面:62.5% 

肆、問卷調查與討論與分析 

一、問卷調查 

 將行為觀察法及深度訪談中的問題點加以統整，透過網路問卷調查一般民眾對於台中市中區

步行環境的看法及經驗。共有106份有效問卷，其中13位受測者為高齡者。 

（一）台中市中區步行狀況調查 

 依問卷調查，受測者「可以持續行走，不太需要休息」及「觀看店家走走停停」的比例最高，

顯示多數受測者皆能持續行走而不感到疲勞，而選擇「可以持續行走，但必須慢慢走」、「走一段

時間坐下休息」、「需要邊走邊休息」的受測者雖較為少數，但選擇該選項的受測者多數為本問卷

中66~80歲區間的高齡者，尤其集中於「走一段時間坐下休息」、「需要邊走邊休息」選項，顯示

高齡者步行時，明顯比其他年紀區間受測者需要較多的休息時間。(圖2) 

 

圖 2.受測者步行狀況調查 

（二）台中市中區步行空間滿意度調查 

 利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調查區步行空間滿意度，問卷內容包含公共環境、交通及身體因素方面，

1分為最不同意，5分為最同意。根據統計公共環境面向上，多數受測者認為中區步行環境騎樓有許

多堆放物或機車占用，影響行走空間，道路也因違規停車或店家占用而影響步行流暢度，路面平整

度也被指摘，尤其高低差大的台階不利高齡者行走；交通方面，紅綠燈秒數長短的設置不影響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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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多數人認為普通偏向同意；中區交通狀況及違規停車影響行人步行狀況的情形嚴重，多數受測

者認為，中區交通較混亂，而且常有汽機車違規停車於機車道或步行區域，行人步行空間的縮減及

不穩定的交通時常影響步行安全；中區環境缺乏人行道設置，行人需要自行尋找適合的區域步行。

身體因素方面，受測者認為自身狀況影響步行品質比例偏高。(圖3) 

 以高齡者為主要受測目標進行第二次的統計，有效值為65歲以上族群，1到8題項中，第7、8
題高齡者與總體平均數值差異最顯著(圖4)，題項7為「台中市中區路邊違停情形常影響我步行」、

題項8為「以自身狀況而言，身體因素影響步行品質」，目標受測族群在此題目同意及非常同意選

擇比率上明顯高於平均，顯示路邊違停情形嚴重影響高齡者步行，而高齡者也因身體素質退化，降

低了步行品質。 

 

圖 3.台中市中區步行空間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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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中市中區步行空間狀況調查有效值為 65 歲以上 

（三）台中市中區街具及公共設施調查 

 根據深度訪談內容，實施台中市中區街具及公共設施調查。(圖5)根據問卷調查，人行道為應

該增加最高勾選項目，由此可知，人行道的設置與否最影響受測者的步行品質；其次為環境綠化，

中區步行環境中，街道、馬路區域缺乏綠化的規劃；公共座椅、行道樹、停車格及無障礙設施也有

較高比例需求，行道樹、停車格及無障礙設施選項高齡者與非高齡者勾選人數比例相似，其中公共

座椅選項則差異較大，問卷編碼1代表有勾選公共座椅選項，2代表沒有勾選該選項，非高齡者僅有

34.4%有勾選，而66到80歲高齡者勾選比例為84.6%(圖6)，顯示高齡者對於休憩設施有需求。 

 

圖 5.台中市中區街具及公共設施調查 

 

圖 6.高齡者與非高齡者公共座椅需求差異 

二、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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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現高齡者與非高齡者對於中區公共環境上問題意見無太大差異，各年齡皆指出步行

空間中過多的障礙物及台階高低差讓行人偏好行走於馬路上，交通缺乏管制導致違規情形嚴重，給

予行人步行的空間不足，需標示使用規範。而其中差異較大的項目則為違停情況及身體因素影響步

行品質，高齡者有較高的比例認為自身狀況因素會影響步行品質，且因所需步行空間較大，高齡者

常常行走於馬路上，所以較容易受違規停泊車輛影響。由此可知，高齡者因身體機能退化，步行品

質受限於生理因素，部分指出遇到台階需要柺杖或雨傘等輔具，而輔具的使用增加行人步行空間寬

度的需求，違規停車情況壓縮原有空間，進而影響步行。目前中區多數落差較大的台階已修建緩坡

道，尚未改善的區域希望能夠跟進。若要使中區成為友善高齡者的環境，則需將高齡者的身體因素

納入考量。 

伍、結論 

一、總結 

 為了讓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達到活躍老化及健康老化，良好公共環境為最基本需求。舊市區

的街道設計缺乏人行道設置，皆是仰賴騎樓或馬路作為步行空間。騎樓方面需訂定使用規範，減少

店家占用，可降低行人在馬路上行走的機率，降低危險性。且多數受測者指出，中區環境應增加人

行道。中區為遊客密集區域，每逢特定節日，大量遊客湧入，公共廁所需求量增加。缺乏停車格導

致違停情況多，交通狀況混亂不理想，若能增加各族群所需的公共設施、修繕舊設施，並劃分步行

區域，可提升中區整體環境評價，進而營造行動友善的環境。 

 高齡者因身體因素質，步行期間較其他族群需要較多的休息時間與空間，中區步行環境中目

前較缺乏休憩設施，對於步行中需要稍作休息的高齡者較不友善。目前綠川柳川一帶經整治後適合

作為良好的步行空間，可作為其他未整治區域的規劃參考。部分區域路面有高低差大，影響使用者

步行流暢度，針對此問題能夠增加無障礙設施設置範圍，減少使用者上下階梯困難。若能種植美化

環境的植物，可增進外來旅客的造訪印象，且提升中區整體步行環境的品質。 

二、未來研究規劃 

 將以述研究結論作為基礎，進行「台中市中區步行空間滿意度」問卷調查，希望透過問卷，了

解大家對於台中市中區步行環境現狀的滿意度。針對深度訪談及「營造高齡者日常行動友善環境之

基礎研究」問卷調查中受測者所提出的問題點做更深入的調查，統計各族群於中區步行時所需，分

析中區整體環境營造之區域優先順序，作為日後中區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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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友善步行空間的設置，可提升環境的吸引力，鼓勵高齡者外出參與社區活動，將步行空間建

立成社區交流的場所，滿足社區使用者生、心理需求。本研究加入「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的觀點，了解不同性別的高齡者對於步行空間的需求與問題點，進而分析其與步

行空間之關係，改善社區步行空間。以黎明新村為調查場域，探討高齡者於社區步行空間之行為，

透過觀察、訪談紀錄社區高齡者的步行相關資訊，將調查資料進行歸納，並導入性別化創新觀點，

分析不同性別使用者在步行空間特性。由結果來看，男性高齡者行走的範圍較大，女性高齡者則

比較在意行走環境狀況，女性比男性使用電子產品比例高，女性高齡者步行較常結伴而行，也會

使用休憩設施休息聊天。  

關鍵詞：性別化創新、高齡友善、健康社區、步行空間 

 

Abstract 

The setting of friendly walking space can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encourage the elderly to go out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Establish the walking space as a 
place for communi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community users.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walking 
space.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and the problems with walking space that the elderly from 
different genders will have. So we join the view of "Gendered Innovation", and then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blems and walking space. Liming New Village was used as a survey field to 
explore the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s walking space in this research. Use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that record the community elderlys’ informations about walking. And then summarized 
survey data with gendered innovative ideas, Analyze the walking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As the result, male elders have a larger walking range, while female eld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walking environment. Women us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electronic products than 
men. Female elders walk more often with partners and use rest facilities to rest and chat . 

Keywords: Gendered Innovations, Age-friendly, Health Community, Walk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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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於 2007 年提出「高齡友善城市指南」，分別為無障

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大眾運輸、社會參與、住宅、敬老與社會融入、工作與志願服務、通訊與

資訊、社區及健康服務八大面向，希冀打造一個可滿足高齡者需求之友善城市，以配合人口高齡

化現象。臺灣已於 2018 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關懷高齡者生活品質與需求、打造健康社區已成

為重要議題。 

  國際間除了關注人口高齡化問題外，亦重視性別人權之議題，聯合國大會通過之 CEDAW 公

約、WHO(2009)《性別政策》等，皆是提倡性別平等權利之重要。近年來也興起了「性別化創新

(Gendered Innovations)」觀點，其核心意涵就是在科技的研發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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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能減少性別偏差，改善性別

關係，促進性別平等，也才符合「性別化創新」的意涵(蔡麗玲、許純蓓、呂依婷，2016）。未來

的高齡社會中除應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品質外，亦需重視性別平權之落實，讓不同性別的高齡者皆

能在生活上獲得滿足。 

一、背景及動機 

  國際上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及 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

會及超高齡社會，而台灣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6 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根據內政部 107 年簡生命表分析，台灣國民零歲平均

餘命（以下稱平均壽命）為 80.69 歲，男性為 77.55 歲，女性為 84.05 歲，從平均壽命就看出不

同性別生理狀態具有差異性，因此也可能造成不同性別高齡者心理狀態之差異。 

    衛生福利部自民國 88 年開始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畫，同時也被納入「挑戰 2008 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與「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計畫之中，人乃是社區發展的核心，除了顧及人的生、

心理狀態，更應該有支持性環境來達到健康社區的目標。而國民健康署也於 2010 年呼應世界衛

生組織倡議之「活躍老化」及「高齡友善城市」概念，積極打造臺灣成為高齡友善社會，協助各

縣市政府檢視現有老年人的生活環境，提出改善方案與建議。 

  「適宜步行的社區」是打造健康社區的基礎，而從報導中可以發現，台灣社區內的步行空間並

不友善，許多高齡者居住於早期規劃的社區，當時的社區建設雖有完善的規劃，但隨時代變遷、

生活習慣改變等已不再合適社區居民，再加上建設未加以維持、整修，老舊損壞後成為隱性危機。

本研究基地選擇台中市黎明新村，社區建於民國 63 年，當時是個規劃完善的社區，擁有良好的

生活機能以及合適的公共空間，為非常舒適的生活環境，但隨時間流逝，社區之建設也日益老舊

損壞。目前根據 109 年 2 月的人口資料，黎明新村目前高齡者人數已達社區人口數 19.6%，直逼

超高齡社會。希望能探討如何在社區導入友善高齡者之生活設計，透過良好的步行空間提供高齡

者安全的生活環境。 

  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高齡者性別於社區步行空間之行為，觀察與訪談高齡者於社區內步行空

間之互動關係、行為特性、使用需求與問題困擾並加以記錄分析，加入「性別化創新」的觀點，

理解高齡性別對於步行的需求差異後，探討社區內的步行空間的優缺點，提出高齡友善步行空間

之建議，讓社區步行空間的使用能達到性別平權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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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使用者行走於社區步行空間，除了自身狀況外，亦會受外部環境因子的影響，如路之間的銜

接狀況、面鋪設、路面材質的選用、路旁的設計、休憩時的需求亦是構成步行空間重要考量。本

研究希冀透過觀察訪談高齡者行動，再加上「性別化創新」觀點，考量多元性別的高齡者在社區

中的社會群體及個人不同方面之需求，方可提出有助於高齡者生活之友善步行空間設計要點。 

  故本研究以台中黎明新村為研究場域，此社區早期具有完善社區機能之一，但歷時以久開始出

現缺點，導入性別化創新思維與高齡友善之設計，完善社區營造，作為未來社區步行空間設計之

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步行空間 

（一）高齡者步行需求 

   「行動能力(mobility)」是高齡者要能享有高品質的晚年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而這裡所

指的行動能力是指高齡者能夠自行前往所需到達地點，步行為高齡者最主要的行動方式，再加上

台灣社區多半是住商混合的型態，以步行的方式便能滿足大部分的需求。徐業良(2010)在老人福

祉科技與遠距居家照護技術提到，和所有年輕人一樣，獨立自主的高齡者也必須擁有充分的行動

能力，能夠採買生活必須的食物和日用品，自主地上醫院、拜訪朋友、逛街、看電影，擁有自己

的社交和休閒生活。 

（二）友善步行空間 

  高齡化社會來臨，城市規劃應考量年齡友善（Age Friendly），建構一個對不同年齡的人都很

健康及安全的城市。針對「適合老年人的人行道」，內政部營建署已確立未來市區道路將以「通

用設計」與「完全街道」的理念逐步改善，除了提升人行環境服務機能，在公園、綠地、街角與

建築的公共通行空間也都會融入無障礙設計(余虹儀，2019)。除了要求順暢行走外，安全也很重

要，邱秉瑜(2019)提到，即使行人走在人行道上，只要沒有防護設施，安全就不一定能獲得保障。

根據英國交通部有關行人欄杆的設置準則，欄杆可在行人穿越道、路口、行人庇護島等處設置，

以保障行人安全。反觀台灣，部分人行道雖以植栽帶及路緣石作為保護設施，但這樣的設施是在

寬度足夠的人行道上才有辦法建置的，至於寬度不足的人行道，則根本無從建置任何保護設施。  

二、性別化創新與相關案例 

（一）性別化創新介紹 

  「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 GI）是「性別化的科技創新」的縮寫，也是國際上性

別與科技研究領域的最新發展，其核心意涵為「利用性別分析達到科技的創新發展」，就是在科

技的研發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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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麗玲、許純蓓、呂依婷，2016）。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科技的「性別化創新」，並不是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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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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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差異對步行的影響實例 

  不同的退化狀況會影響行走的狀態，然而退化的原因包含了各種可能，像是環境、生活、工

作、習慣等等因素皆會造成。臺大醫院骨科部資料指出，六十歲以上的高齡者，女性有 25%、男

性有 15%人口都患有退化性關節炎，造成此現象的原因除了生活習慣的差異以外，男女先天構造

上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主任葉文凌(2015)在常春月刊膝蓋退化性關節炎

年輕化報導中提到，女性較男性易罹患退化性關節炎很大部分的原因為，女性膝關節內彎比男性

多 2 度，再加上女性荷爾蒙多及肌肉比例比男生少，支撐關節的力量較弱。 

  另外一例實力為骨質疏鬆症，它被視為一種停經後女性最主要的疾病(Klinge, 2010)。調查顯

示，女性發生率比男性提早十年 ，也因各年齡層女性幾乎都比同年齡的男性有更高的骨折風險。

但是雖然女性在特定年齡時有較高的骨折風險，男性的醫療結果卻更嚴重。在同時患有低創傷性

骨折的病患中，女性未來發生骨折的風險是 2 倍，而男性的風險則是超過 3 倍。 

 

三、調查基地之現狀 

  以台中市黎明新村社區為樣本研究場域，範圍設定為黎明里內（圖 1）。黎明新村以干城街為

核心，棋盤狀規劃各街道，社區外圍由黎明溝圍繞，社區呈現綠意盎然的自然環境，且具備完善

的公共設施以及健全的生活機能（台中觀光旅遊網，2018）。黎明新村(即黎明里)現為台中市南屯

區高齡人口比例最高的里，截至 2020 年 2 月，65 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已達 19.6%，人數 978 人，

因為住商混合的型態，步行為當地區民相當重要的行動方式，像是上班、買菜等，退休後的居民

也常在社區內散步休閒，現在社區雖有部分區域有整修，像是黎明溝等，但其實還是有許多老舊

損壞的區域。社區內高齡者偏多，應有友善的步行空間，讓高齡者能夠安心且安全的步行。 

 

 

圖 1 調查基地範圍(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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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現場觀察分析 

許多居民下午會在社區內的籃球場週圍散步運動，因為籃球場週圍設有人行道、種植許多遮

蔭樹木且設有休憩座椅，但人行道的寬度較窄，且道路上的行道樹、變電箱與路燈會占用道路，

所以走道被占用的路段時，他們需要走到馬路上或草皮上繞過障礙物。這區散步的人為女性居多，

且多為成群結伴的狀態，他們使用週圍座椅的機率較高，會一起休息聊天，但座椅大多都是單排

的，因此無法讓使用者圍在一起，有些人就會選擇坐在草地上，或是乾脆站著。（圖 2） 

社區內的綠化良好，有公共的綠化休憩區域，也有居民自己種植的盆栽與蔬菜，但因此延伸

出蚊蟲的問題，雖然居民說有時候會有人來除草、噴蚊蟲藥，但是蚊子還是非常多。另外，綠化

的盆栽會占用到道路，使道路變的壅擠，而行人有時會為了閃避植物，乾脆選擇走在馬路上，而

不用上上下下人行道。（圖 3） 

 

   

     圖 2.黎明社區籃球場周遭            圖 3. 社區綠化 

 

二、焦點訪談法分析 

  本研究進行焦點訪談，邀請黎明社區高齡者(5 人)進行，並以口語協定分析分析。 

表 1根據分析結果，整理出三大範疇 

走路行為 

(原因時長頻率) 

散步、運動、時長、步數、時間、健康、買菜、找朋友、

路徑。 

環境設施 
休憩設施足、休憩設施不足、路小條、社區方便、道路凹

凸不平、蚊蟲多、人行道、環境做得很好、社區狀態。 

身體狀態 

(性別差異) 

一個人走、身體有點毛病(走路要自己注意)、不會累、需

要休息、聊天、記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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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焦點訪談資訊 

工作坊資訊 受訪者資訊(5 人參與) 

日期 108 年 8 月 22 號  性別 年齡 行走狀態 

時間 11:00~13:00 A 男 七十幾 可不用輔具正常行走 

地點 黎民里活動中心 B 女 六十幾 可不用輔具正常行走 

座位 

示意圖 

 C 女 七十幾 可不用輔具正常行走 

D 女 六十幾 可不用輔具正常行走 

E 女 五十幾 可不用輔具正常行走 

表 3以口語協定分析，分析黎明社區高齡者焦點訪談 

焦點訪談 

 

加總 比例 

走路行為(原因時長頻率) 時長(1)、時間(1)、找朋友(1)、路徑(10) 13 9% 

環境設施 
休憩設施足(12)、休憩設施不足(10)、路小條(15)、凹凸

不平(19)、人行道(12)、環境做得很好(9)、社區狀態(25) 
102 85% 

身體狀態(性別差異) 身體有點毛病(7)、聊天(1) 8 6% 

  根據焦點訪談整理後，由表 3 整理的三個部分歸納分析。 

（一）走路行為之分析 

  受訪者外出行走的原因多是純粹想散步，因為在家無聊出門逛逛順便做運動，對於路徑部分

有較多的著墨，會提到一些影響，像是哪些路比較好走因為人比較少等。 

（二）環境設施之分析，整理成三點 

￭ 黎明新村建設已久，初期的規劃架構良好，如離建設完成時已過相當久，因此有很多損壞情

形，像是人行道鋪裝磨損變的凹凸不平、行道樹樹根將路面頂起等。雖然近年也有整修，如

加設無障礙設施，但效果不彰，因為即使可以順利上下人行道，但人行道的路面凹凸仍會造

成行走危險、一些行走輔具像是輪椅和拐杖等的使用也會受到影響。 

￭ 人行道上本設有行道樹、高壓變電箱等，某些路段會有居民堆放盆栽等東西占用，甚至自行

架設圍欄等情形，而人行道旁也常看到車輛違規停靠，當人行道因路面被占用而走下人行道

時，又因路邊停靠車輛，所以只能行走於路中間，失去建設人行道原有的目的，行人走在馬

路上時不僅自身有危險性，也會影響到行駛車輛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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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社區有設置水泥做的休憩座椅，非常耐用，但損毀後需要設置新的休憩座椅，新的休憩

座椅多為塑膠材質，容易損壞，不堪使用。 

（三）身體狀態之分析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鮮少提到自身身體狀態，但有一受訪者提出了最近的自身經驗，該受訪者

患有輕微的帕金森氏症，下公車時因人行道路面不平，沒有站穩，不慎摔倒，造成擦傷。且人行

道旁的綠化樹叢枯枝未修剪，有許多突出的細枝，差點戳到眼睛造成傷害。雖然為個人經驗，可

是也體現出人行道使用上的問題，不只是道路本身需要注意，道路上其他附屬的東西也都需要注

意整修、保養，以免在為了達到美觀與環保的同時，卻成為另一個危險。 

 

肆、結論與建議 

    調查訪談得知高齡者在步行共同的問題，像是路面凹凸不平可能會造成絆倒。高齡者在走路

行為時雖說不需坐下休息，但訪談得知其實都會依靠欄杆休息，所以他們需要可提供短暫依靠的

休憩設施。由性別來看，男性高齡者行走的範圍大，步行路線大多穿梭於社區之中，所以道路的

連接對他們來講很重要；如果可行走的道路是斷斷續續，迫使們就走在馬路上造成危險。而對於

休憩設施的需求，認為增設座椅反而阻擋巷道通暢性。女性高齡者則比較在意行走空間的環境，

像是會因不同的天氣而選擇不同的行走空間，天氣好時就去籃球場或操場這種空間較大且無遮蔽

物的地方行走，而下雨天會選擇去遮雨車棚行走。在使用電子產品的比例上女性比男性高，女性

高齡者會明確指出外出步行大多是為了身體健康，因此會使用電子產品紀錄步數、消耗的卡路里、

紀錄路線等。相較於男性高齡者，女性高齡者步行較常結伴而行，步行過程也會使用休憩設施休

息聊天，因此使用的時間也比較長，比起依靠柵欄，更常使用座椅。 

      因應高齡者的步行需求巷道內應該增加休憩設施，但是考量空間大小有限，僅適合增設體積

小、用來短時間依靠的休憩設施。對於人行步道的規劃，應減少使用者因步道不連貫，而行走於

非行走道路的機會，也應該要可以因應氣候因素。而社區內現有的人行道應該要重新鋪平，並使

用摩擦力較高的材質，降低因與天地濕或植物棉絮而滑倒的風險，且應該計算扣除變電箱、路燈、

行道樹後，人行道的寬度是否足夠讓撐傘、使用輪椅或需要人攙扶的使用者通過。 

  本研究接續作者的前置研究(探討高齡者性別差異於步行問題以改善社區步行空間，2019 中

華民國設計學會第 24 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該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訪問當地 15 高齡者，以

訪談內容將走路行為之問題點歸納出走路行為、環境設施、身體狀態三大範疇，以供本研究訂定

焦點訪談主題與內容整理參考之使用。後續將整合以上訪談結果後用以擬定問卷題目，並以問卷

訪談法訪談黎明社區之居民，以得出社區居民對於步行空間之改善更詳細的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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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建築作品展，探討其策展理念對於空間規劃之研究，故以國立臺灣美術館所舉

辦之〈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以下簡稱：國美 4.0）為例，作為本論文之研究對象。藉由空間

調查與訪談，獲取空間資訊與策展理念，探討展覽呈現與策展人構想間的對應關係，彙整出國

美 4.0 展覽空間規劃特質。本研究目的如：（ㄧ）分析國美 4.0 展覽空間形式；（二）探討國美 4.0
策展理念對於展覽空間規劃的影響；（三）探究策展理念對於展場規劃的影響；（四）綜合上述

研究成果，提出國美 4.0 建築展覽空間規劃特質要項。研究發現「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在展

覽目標、規劃與展覽教育的功能上，透過規劃三大主題區以歷史軸次敘事性、展品多樣性等來

呈現展覽主題，加上實踐文化平權、擴及各個年齡層落實展覽目標，而展覽動線上，以左轉的

袋狀式動線安排來保持動線的順暢和依序參觀之便。 

關鍵字：美術館、建築展、展覽空間、展覽規劃 

Abstract 

T Liu Wanzhen (1997) said that "exhibi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for the audience to contact 
the museu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xhibition of architectural works and discusses the curatorial 
concept of spatial planning. Therefore, the " Architectural Files Of NTMoFA 4.0"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TMoFA 4.0)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is taken as an example for 
this paper.Through spac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e obtain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curatorial concepts, 
explor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xhibition presentation and curator's ideas, and consoli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TMoFA 4.0 exhibition space plan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as follows: (1) 
Analyze the form of NTMoFA 4.0 exhibition space; (2)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TMoFA 4.0 curatorial 
concept on exhibition space planning; (3) Explore the effect of curatorial concept on exhibition space 
planning; (4) Synthesize the abov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key features of NTMoFA 4.0 
architectural exhibition space planning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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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 Architectural Files Of NTMoFA 4.0" presents the theme of the exhibition 
in terms of historical axis narrative and exhibit diversity through the planning of the three major theme 
areas in terms of exhibition objectives and planning and exhibition education, plus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equality to expand And all ages implement the exhibition goals, and on the exhibition moving 
line,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ag-shaped moving line to turn left to keep the moving line smooth and 
convenient to visit in order. 

Keywords: Art Gallery, Architectural Exhibition, Exhibition Space, Exhibition Planning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現今社會充斥著網路打卡文化的熱流，透過網路分享雖然能快速傳達展覽資訊及增加曝光

度藉以吸引人流，短期內雖有曝光成效，但長期來看對展覽之藝術涵養推廣與文化深耕並沒有

幫助，更讓多元的藝術作品、文化涵養、甚至是展覽呈現的結果皆淪為拍照、打卡的配角，不僅

影響欲深入了解展品本質之觀眾，更讓展覽價值失去藝術底蘊與推廣之意義。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針對建築作品展探討其策展理念對於空間規劃之研究，故以國立臺灣美術館所舉辦

之〈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以下簡稱：國美 4.0）為例，作為本論文之研究對象。藉由空間調查

與訪談，獲取之空間資訊與策展理念，探討展覽呈現與策展人規劃構想間的對應關係，彙整出

國美 4.0 展覽空間規劃特質。本研究目的如：（ㄧ）分析國美 4.0 展覽空間形式；（二）探討國美

4.0 策展理念對於展覽空間規劃的影響；（三）探究策展理念對於展場規劃的影響；（四）綜合上

述研究成果，提出國美 4.0 建築展覽空間規劃特質要項。 

貳、文獻回顧 

一、展覽目標與規劃 

（一）展覽規劃的落實要素 

胡永芬（2009）認為展覽要成型前，首先要思考展覽主題，再來對展覽規模、內容結構、參

展藝術家、經費等等學術與行政兩個具體面向，提出明確的構想。透過李明珠（2007）指出，策

展人在規劃設想與欲達目標上，可透過 1. 展覽的目標、2. 展覽的主題、3. 展覽地點、4. 時間

表、5. 目標觀眾、6. 經費，上述 6 點檢核項目來落實展覽的成型。 

（二）展覽規劃應具備的共通性 

在所有展覽的共通性上，須達成下列事項：1. 展覽的本質在於展示物品、2. 展覽是溝通的

媒介、3. 展示一種經驗，而非產品，胡永芬（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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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覽教育的功能 

（一）美術館的教育意義 

美術博物館為社會教育的一環，其是個非正式的學習場所，必須具備吸引全民主動參與的

條件（薛平海，1997）。Hans L. Zetterberg（1969）說過「『教育』係有計劃的學習過程，有意的

擺設展覽品才有教育意涵」。一個精心策劃的展覽不僅要考量展出呈現的效果外，也要對觀眾教

育一些新的知識或感受（M.Mcluham，1991），不管事從展品本身、展覽場域之感官感受、互動

性裝置等，都應該讓觀眾在具新奇體驗的過程中，學到新知或感受。 

（二）多媒體數位裝置的互動性教育 

吳紹群（2014）指出多媒體展覽中，最能吸引觀眾的特性，一是多媒體能效刺激觀眾的視、

聽、觸等多重感官，二是其互動性能讓觀眾經由互動裝置得到即時回饋、啟發創造等效果。 

而根據 McLean 的看法，指的是「可以允許觀眾操作各種動作、獲得確切回饋、選擇互動

選項、測試技能、提供輸入，並且能根據所輸入的訊息而改變情境」的展覽或裝置 (Allenand 
Gutwill, 2004)。 

三、一般展覽空間動線類型 

在展間的動線安排上，一個門進出時，展品靠牆陳列，空間大則展品布置中間，兩面展示，

讓觀眾環繞參觀，至入口出場（陳欽育，2001）；而在展區內可透過安排座椅做為觀眾休息區；

另外出入口需加大緩衝，不做展示，以利觀眾流動。 

在動線規劃上，主要以袋狀型及管狀性為大宗，一般而言，袋狀動線具有參觀動線順暢和

依序參觀之便(如圖 1 所示）；而管狀動線則以活潑方式，自然引導觀眾在其間遊走(如圖 2 所示）。 

 

    圖 1，袋狀動線組合             圖 2，管狀動線組合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建築作品展為研究對象，旨在於探討策展人之策展規劃差

別、建築展展場空間特色、展場的展示教育及環境資源。故採用個案研究法、文獻回顧法與深

入訪談法做為研究方法。而後續之展場評估，先以文獻整理所歸納出之評估要點進行，連同個

案研究及深入訪談之結果，進行綜合性比較，進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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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 

關於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之展覽資訊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展覽資訊表 

海 
報 
 

 展覽名稱 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美術館 
策展單位 趙欣怡 

協力單位 東海大學建築系、十彥建築 
展覽地點 國美館 101 展覽室、時光天井、右側外牆 

展覽日期 2019/10/19~ 2020/02/16（禮拜一休館） 

本研究透過所得資料整理製表。 

一、國美 4.0 展覽緣由與概述 

（一）策展人以「談論國美建築改變的過程」作為展間選擇的考量因素 

關於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此次的策展人，委託擁有建築及藝術教育相關背景的趙欣怡策劃，

透過訪談得知展覽空間設定在 101 展間的初期設定是因為原本東側有工程，因此希望有個展覽

是在談國美館接下來的改變?而該展間當時的工程規劃預計會有一個電扶梯工程，策展人認為該

建築展本來就是要談這個國美建築改變的過程，因此與展覽組協商，讓該展間給他做建築展。 

（二）國美 4.0 展覽策展理念概述 

在國美 4.0 展覽中，展覽以歷史文件、模型與立體結構裝置等再現省美館到國美館四階段建

築事件，探索建築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其中的改變不光只是硬體設施之演進，更是針對不同

時代的使用習慣、政策，進行前瞻性的建築功能調整。 

由於美術館主要有教育、推廣的作用及使命，因此透過深度採訪策展人發現，在 101 展間

除了歷史年代表及圖面、模型等資料文宣外；特規劃設置教育展區，提供兒童觀眾認識建築的

2D 與 3D，並透過動手做及身體活動理解空間概念；另有數位展區，提供觀眾以身體互動模式

探索國美館建築的聲光影音事件；與此同時在 101 展間外的時光天井也還留有 1999 年蔡國強

「不破不立」引爆展當時所烙印下歷史痕跡；而竹林內廳兩側大樓外牆正在進行國美 4.0 階段

的擴張與進化，也因此策展人透過在圍攬工程範圍的木牆上，也特留以玻璃窗格及說明圖文，

讓觀眾見證美術館由省美術館至今的蛻變與改革過程。 

二、國美 4.0 展覽規劃分析 

由於 101 展間的空間特性是屬於中間低兩側高，因此，中央展間在配合檔案資料數量及不

改變空間格局的狀態下，捨棄一般美術館多以右轉傾向的參觀動線，改以左轉的方式透過歷史

文檔得結合，呈現袋狀式動線的安排，讓觀展者能「依序」歷史的脈絡的行走，中間透過木構空

間模擬 1988 年的入口與展間周圍呈現多媒體資料與模型，讓觀展者順行進入互動式體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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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其自身與展覽資訊做互動，再而走至實作體驗空間上，讓觀展者體驗自身與建築的關係。 

在空間規劃上分別在不同區域透過不同的操作手法與設備來呈現，如下圖 3 所示，雖然國

美 4.0 建築事件簿是將整棟建築都作為展出的主軸，但主要的歷史資料、展品及觀展活動與人流

的聚集仍以 101 展間為主，故展覽空間形式分析是以 101 展間作為分析的目標，其分析內容為：

分析 101 展間內各個主題區域範圍、主題分配之空間面積及空間佔比，同時藉空間說明及圖示

輔以說明，其內容如表 2 所示。 

圖 3，空間分區的操作手法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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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展覽空間分析表 

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 101 展間 展覽空間平面圖 

 

 

        空間 
項目 

建築歷史展區 數位展區 建築教育展區 

空間名稱 入口處 中央木構 1.0 2.0 3.0 4.0 互動區 影音區 身體/空間 實作區 2.3D 

空間面積 m2 12.4515 70.9683 114.5796 148.0123 38.5148 81.0006 226.6296 21.0523 134.2458 65.0976 131.8059 

區域總面積 501.9936 m2 247.6819m2 331.1493m2 

空間總面積 1164.2473 m2 

空間占比% 2.48% 14.13% 22.82% 29.48% 7.67% 16.13% 91.5% 8.5% 40.53% 19.6% 39.8% 

區域占比 43.11% 21.27% 18.44% 

空間說明 

地面透過

地貼回復

1981年台

中市地籍

圖，以不

同視角感

受身體被

整 個 空

間、地圖

所包圍 

以立體木

構模擬當

時 1988
年省美館

興建的入

口，試圖

模擬還原

當時的空

間感 

以時間軸

展示「萌

芽與挑戰 
1978~199
8」的時空

背景；平

板展架展

示各個時

期的歷史

資料 

以時間軸

展示「破

裂與重生 
1998~200
7」的時空

背景；同

時透過圖

說與模型

輔助說明 

以時間軸

展示「成

長與變革 
2007~201
5」的時空

背景；同

時透過圖

說與動畫

呈現國美

館的轉變 

以時間軸

展示「擴

張與進化 
2015 迄

今」的時

空背景；

透過施工

現場及模

擬圖展示

正在的進

行工程  

數位互動

區，透過

沉浸式的

呈 現 手

法，讓觀

眾進入育

樂學習的

體驗過程 

媒體影音

區撥放國

美館各階

段之建築

師採訪片

段 

藉由美術

館簡約結

構與兒童

本身，探

討空間的

身 體 VS
身體的空

間的關係 

以 動 手 拆

解、組構空

間的方式，

讓 民 眾 思

考 國 美 館

從 現 在 到

後 現 代 的

變化。 

將各個圖

說，透過

投影的方

式，讓民

眾認知平

面與立體

的空間轉

換的過程 

材質 
 

          

本研究透過所得資料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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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展理念於展場規劃的實踐與檢討 

（一）理念實踐 

策展人趙欣怡提到，該展覽目的是讓民眾了解國美館接續要做的事，因此透過表 3 來比較

策展人的理念對於展場規劃的影響。由於在空間規劃上為了能擴及不同的觀眾群的使用狀況，

便透過落實友善空間規劃及各種無障礙體驗之設施（如：圖 4、圖 5、圖 6），在展覽中結合各種

無障礙體驗及「國美友善導覽 APP」，藉以實踐文化平權政策，（如：圖 7）。 

表 3 策展理念對於展場規劃的影響與設備選擇 

所屬空間 策展理念與目的 空間規劃與展品設備 
入口處 由外指引觀眾進入展間 1981 年台中市地籍圖地貼 
中央木構 一進去展間就有焦點 以木構模擬當時 1988 年省美館興建的入口 
平板展台 盡可能公開檔案、文獻 以 IPAD 展示電子資料，如地籍資料等 
木作展牆 同時展示圖面與動畫 在木作展牆留置平板的位置，播放動畫影片 
模型展台 展示各時期外觀模型 因應模型大小與配合人體尺度，規劃不同尺寸展台 
數位展區 讓民眾與展覽互動 設身體感測 KEYNATE，讓民眾動覺與畫面做結合 
身體/空間 讓民眾感知身體尺度 木構框架結合不同的立體泡棉塊，創造空間虛實 
教具展台 讓民眾動手體驗 透過動手實作體驗，落實美術館教育意義 

投影機展架 同時展示 2D. 3D 圖面  設計投影機展架，解決空間高度問題同時滿足構想 

本研究透過所得資料整理製表。 

 

圖 4，導盲地磚指引 圖 5，展間立體地圖 圖 6，點字導覽說明    圖 7，國美友善導覽 APP 

（二）展覽檢討 

策展人趙欣怡在訪談的時候提到，跟他反饋的觀眾，很多都是附近的居民，他們認為這個

展覽能探討的東西及歷史非常多，加上他們長年居住在這，甚至是老一輩的人也共同見證了國

美館的歷史與蛻變，因此認為此次展覽的展期過於短暫，希望能延長展期時間或是國美館下次

再辦類似的展覽，但由於文章前述有提到，此空間後續將進行電扶梯工程，因此礙於工程時間，

展期必須如期結束但為了因應居民的願望，特意將為了該展覽所做的建築模型予以保留並挪至

二樓的展覽空間進行常設展出。 

另外策展人也提到，其實在該展覽中原本想舉辦更多的活動甚至是贈送一些周邊禮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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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礙於展期時間過於短暫及初期經費的不足，過程的時間差導致廠商無法配合，故忍痛取消，

加上此次受到疫情的影響，導致觀展人數變少，也讓策展人對於其他活動方面的考量進而取消。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透過上述的分析探討，可以發現「國美 4.0 建築事件簿」在（一）展覽目標及規劃上，透過

規劃建築歷史展區、數位展區、建築教育展區，三大主題區以歷史軸次敘事性、展品多樣性與

展架型式的多樣性來呈現展覽主題，落實展覽目標；（二）展覽教育的功能上，為了擴及各個年

齡層，規劃數位展區及建築教育展區，甚至為了實踐文化平權更透過落實友善空間規劃及各種

無障礙體驗之設施於展間中呈現；（三）展覽空間動線類型上，捨棄一般右轉傾向的參觀動線，

改以左轉的方式，藉由袋狀式動線的安排以保持動線的順暢和依序參觀之便。 

二、建議 

一個建築展覽成形，除了要展現作品內容與傳達意涵外、環境及氛圍也要與觀展者間進行

對話，更要讓觀展者在其中學習或是感官的體驗；進而促使觀展者在展覽中留住時間、記憶及

場域感。透過上述的分析探討:（一）展覽主題與意義傳達的落實需呈現在環境氛圍內，讓觀展

者間與空間進行對話；（二）動線安排上，宜以袋狀式或管狀式動線做規劃，以保持簡潔而流暢

（三）空間分區上，宜規劃互動或實做區，進而啟發展覽的教育意義；（四）提供多管道資訊及

舉辦相關活動，促使觀展者留下記憶及場域感；（五）實踐友善設計，體現文化平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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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藍圖於海洋環境教育教案設計之研究 

Apply Service Blueprinting to Ocean environm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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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資源是地球重要資源，然而台灣過去因戒嚴等政治因素使我國國人與海洋連結薄弱，

解嚴開放海岸線後如何傳遞海洋意識在我國是重要議題，海洋環境教育則是其中一個重要方

式。設計的精神與內涵總是隨著時代演進變化，戰略性解決問題即為當代設計的其中一種新定

義。作者曾多次參與許多海洋相關計畫以及協辦小琉球海洋環境教育活動，過程中發現雖環境

教育的內涵和教育方法已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但在前端的規劃和設計階段少有著墨，因而使

得環境教育相關從業人員在設計規劃時處於黑箱狀態。本研究將設計能力應用於海洋環境教育

的設計規劃階段，使用田野調查、專家訪談、服務藍圖等方法進行研究，最終產出海洋環境教

育教案乙案，但受限於時間影響未能針對該教案進行測試、驗證，本研究預計將於 2020 年下

半年度執行測試、驗證步驟。本研究應用設計方法執行海洋環境教育教案的規劃，雖未完成最

終的測試與驗證，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應用服務藍圖的方法能夠將無形的教案流程轉換為具體

可見的步驟，對於海洋環境境教育的教案規畫相當有幫助。 

Abstract 

Taiwan government passed martial law, which blockade coastline and cause Taiwan citizen links 
weakly to the ocean. In recent years, the ocean environment education became the important subject in 
Taiwan. Times changes, the definition of design also become enlarged. Strategic problem-solving 
process become the new definition of design. This research will use service design on the ocean 
environment education. 

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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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1949 年宣布戒嚴封鎖海岸線，解嚴後由於長年封閉使我國國民與海洋連結薄弱，

1987 年解嚴後我國海洋產業發展快速，但長年的封鎖及海洋意識的缺乏使得海洋資源在此趨

勢下快速消耗，因此培養臺灣人的海洋意識在我國成為重要議題。 

二、 研究目的 

近年工業設計的精神轉變快速，隨著產品的定義擴大工業設計的專業不朝著不同領域發

展，如針對流程進行設計的服務設計。服務設計並非一種獨立的專業，而是一種跨領域的思

維，在實務的面向上與工業設計有高度的重疊，本研究將以工業設計及服務設計的角度試圖以

設計力進行海洋環境教育的優化。 

貳、 研究及文獻探討 

一、 臺灣海洋環境與發展 

邵廣昭（2015）在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臺灣是生物多樣性之島文中指出臺灣海洋生物多達

13,000 種，和世界海洋生物種類高達 33,000 種的澳洲、日本相比雖然遜色，但臺灣國體面積

僅占全球 0.025%，若以單位面積生物種數觀點探討其實較其他國家高出四百倍之多。由此可

見臺灣海域在世界的獨特性及重要性。但長年的海洋封鎖政策使得我國海洋產業以消耗資源的

方式經營，近年來臺灣有許多海洋環保團體經營各種海洋環境保育運動最常見的就是淨灘運

動，臺灣每年舉辦上百場淨灘活動，義工卻抱怨「越撿越多」，毫不在意丟棄塑膠垃圾的人，

並沒有被淨灘者的努力所感動（褚士瑩，2017）。由此可見臺灣海洋問題的源頭是我國國民對

海洋的認同感及海洋意識不足。 

臺灣自 1949 年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頒布全臺戒嚴令後在海洋產業領域僅發展漁業，此一

政策也使得我國國民僅有對臺灣豐富海洋資源的認識僅止於〝海鮮〞。1987 年前總統蔣經國先

生宣布解嚴後我國海洋產業開始進入開放的階段，而 2000 年前總統陳水扁先生公布海洋立國

政策走向後確立我國海洋國家的定位，然而長年來的封鎖仍然使得我國國民僅有海鮮文化而不

具備海洋公民應具備的海洋素養。 

二、 海洋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乃是人類面對自然環境轉變成危機所產生的行為。自人類社會及經濟發展以來，

環境危機迫使環境教育應運而生（楊冠政，1997）。人類社會與經濟發展向來與環境息息相

關，過往發展工業活動使得近代社會承受自然環境衰退的惡果，環境相關的議題因而成為重要

的議題，1977 年時聯合國便在跨政府國際環境教育會議中提出伯利西宣言並對環境教育有明

確定義：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

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決

現在和未來的環境題。海洋環境是臺灣重要資源，面對海洋環境的破壞、海洋資源的衰退海洋

環境教育對我國而言是十分迫切的議題。周祝瑛（2011）在臺灣海洋教育之回顧與展望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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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國海洋政策過於單一，偏重各級學校「正規」的海洋普通和專業教育，對「非正規」海

洋教育如第三部門組織、民間企業所提供的教育未有深刻討論。 

實施海洋環境教育，如果能到現場去實際體驗就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詹榮貴，1999）。
然而我國目前正規海洋教育在海洋體驗部分仍有許多未竟之處。海洋體驗未受學校重視的原

因，除社會觀念本身對親海活動之制約外，學校基於安全考量或規劃海洋體驗活動之能力及經

驗不足，而限制或不鼓勵海岸、海洋體驗學習。因此，充實優質且安全的體驗場所及豐富活動

內容，是推動海洋體驗活動的重要課題（教育部，2017）。而民間組織所提供的非正規海洋環

境教育由於場域多在海岸或海岸鄰近地帶因此能夠補足正規海洋環境教育在該處的不足。 

三、 工業設計內涵演變 

世界設計組織（2015）提出工業設計新的定義「工業設計是一個戰略性解決問題的過程，

通過創新的產品、系統、服務和經驗來推動，建立產業成功，並提高生活質量，工業設計的核

心是通過將問題重組來提供一種更樂觀的展望未來的方式」。聯合國高峰會（2015）發布「翻

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作為聯合國會員國跨國合作解決環境問題與實踐平等

人權的指導原則，該方針內容包含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三大面向及十七項永續發展

目標(SDGs)。設計之內涵近年來在社會議題、環境議題上也有著不可或缺的價值，根據該指標

而言，設計師未來所需要面對的問題不只在產品生產與製造的問題，而是擴大到世界尺度的問

題。 

隨著科技與社會的進步所謂產品的定義也由實體轉為虛擬，包含服務及體驗的流程也是設

計師之職責所在，Marc Stickdorn、Jakob Schneider （2011）服務設計是一種設計背後的設計

，且服務設計可能創造的成果有多種形式，包含組織架構、操作流程、服務經驗的概要、也可

能是實質的具體物品。近年來所謂產品的定義也由早期外形、功能、材質等定義轉變為人與科

技互動之上，產品則成為人們進行體驗的平台。過往設計的目的被定義為解決問題的過程，但

近年環境、社會等議題經常是設計師難以依靠產品解決。面對這些問題，何樵暐（2019）提出

設計為什麼只能解決問題，而不是提出問題的看法。環境議題及社會議題經常是必須以公民的

力量集體解決的，若設計師能以設計的力量揭露問題並進一步達到促使社會大眾改變意識不失

為解決問題的另一種途徑。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應用戰略性解決問題的思維針對海洋環境教育進行研究，將我國國民面對海洋環境

應具備的知識置入海洋環境教育教案之中，並針對本研究設定之場域  小琉球以服務藍圖方

法進行海洋環境教育教案設計。 

一、 小琉球田野調查 

小琉球位於臺灣本島西南，是臺灣近岸十四個屬島中唯一的珊瑚礁島，全島面積僅 6.8 平

方公里，因地理位置不易受東北季風影響氣候乾燥溫暖、七月均溫最高 27.9°C、三月均溫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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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年平均雨量約一千毫米，且交通便利由東港搭乘交通船僅需二十至四十分鐘便可抵達而

成為觀光勝地。 

珊瑚礁島地形是近岸海洋生物重要棲地，同時珊瑚覆蓋率也是海洋環境健康的重要指標。

小琉球早期以漁業作為島上主要產業，早期發展漁業時大量使用流刺網及過漁現象造成海洋資

源枯竭，近年推動三海里禁用流刺網政策有成，並於 2010 年轉型發展觀光產業，雖然漁業造

成的傷害降低觀光產業又帶來環境超載的負面影響，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小琉球 2009
年至 2019 年觀光遊客人次攀升逾 60 萬人次，大量遊客帶來垃圾、汙水、噪音等汙染。 

我國長期封鎖海岸的政策導致國人缺乏海洋相關知識間接造成在海洋環境遊玩時常不經意

的傷害海洋環境。小琉球在全世界海洋環境亦有特殊地位，珊瑚礁島的地形加上位處洋流交會

位置，目前小琉球為全世界海龜密度最高的島嶼。界僅有七種不同品種的海龜，而小琉球有五

種海龜被發現的紀錄，發展觀光的同時卻會對海龜產生許多傷害。海洋相關知識的傳播在小琉

球是十分重要且迫切的議題。 

二、 專家訪談 

本研究研究過程中曾多次前往小琉球進行調查，且與小琉球正好友生態環保旅店負責人蔡

正男先生進行訪談。正好友生態環保旅店為目前我國唯二、離島唯一銀級環保旅店，負責人蔡

正男先生參與小琉球的海洋環境教育推廣、海洋環境保育行動無數，經營期間對遊客進行超過

300 場次環境教育、與小琉球當地小學合作進行環境教育課程超過 30 場次。 

本研究於 2019 年 12 月 21 至 12 月 22 日前往小琉球與蔡正男先生就小琉球海洋環境、海

洋環境保育、環境教育現況進行訪談，訪談成果如下。 

表 1 訪談紀錄表 

訪談對象 : 正好友生態環保旅店 蔡正男 老闆 

Q1：這次來訪談剛好是淡季，遊客好像有變少，最近小琉球遊客量的狀況如何呢? 

A1：其實小琉球最近遊客還是很多，而且越來越多。以前遊客沒那麼多的時候淡旺季比較不

明顯，未來旺季與淡季落差會更明顯，特別是暑假期間來的話海邊很像是在下水餃，旺

季期間潮間帶或是浮潛的遊客量多到快塞滿整個海灘，過量的遊客缺乏總量管制還是會

帶來很大的踩踏壓力。 

Q2：這次來訪談發現目前民宿越來越多，甚至小島周圍海岸線都正在開發，小琉球民宿業目

前的現況呢? 

A2：小琉球目前民宿超過 400 間，其中合法的大概只有 120 間左右，這樣的情況底下是沒辦

法做管理的。合法的民宿位置不靠海沒有海景，遊客自然會選擇靠海的民宿，但是這樣

的選擇遊客有做錯嗎?站在遊客的立場做出這樣的選擇也是常態。但非法民宿會越來越

多也是因為遊客會做出這樣的選擇，有錢賺才有人要開這樣的民宿，如果沒有辦法賺錢

大家自然會有別的選擇。那非法民宿會有什麼問題?保護區內是不會有建照的，也就是

說他一定知道自己是不合法的，只是目前罰則也很輕，少賺一個禮拜的前他還是賺很

多，合法與非法的差距也越拉越大，這樣誰還要開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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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目前這些合法民宿能夠做些什麼來保護小琉球嗎? 

A3：目前很難推動這些事情，很多民宿都叫自己環保旅館，但是他們真的環保嗎?不使用一

次性用品就是環保嗎?當他們選擇蓋在海岸線上就不可能環保了，小琉球的聚落很早期

就有設計汙水管線，合法民宿拿到建照的時候很容易就能替汙水接管，違法的民宿在海

岸邊沒有聚落的地方，原本就沒有汙水管線，拿不到建照還會接汙水管線嗎?那他們的

汙水要排去哪裡?當然是海裡啊!這樣有可能做到環保嗎?  
目前我們能做的只是回到經營好自己的店。遊客知道的事情太少了，以前參與太多的事

情，最後大家都在做一樣的事情，遊客看到以為是環保的，可是其實有很多像這樣的事

情是遊客不知道的，他們真的能知道哪個真哪個假嗎?我們只能從店裡客人能拉一個是

一個。 

Q4：島上很多環保相關活動、團體，目前有沒有辦法展現出一些成效或有沒有什麼成果開始

發酵? 

A4：環保其實就是一種減法，如果我們做環保要多出很多東西，這樣真的是環保嗎?這樣就

變成加法，加法怎麼會是環保?例如琉行杯，他當然很好，可是這些杯子要怎麼來? 製
造成本是一種汙染，一個杯子可以用多久? 壽命結束要怎麼處理? 清洗的廢汙水要怎麼

處理? 真正環保的東西是要能走入循環裡面的。 

Q5：在進行環境教育的時候要如何讓學員對環境發生的事情產生共鳴，進一步產生環境意

識? 

A5：我們跟合作的小學上課的時候常看到老師跟學生說要保護海龜，可是為什麼要保護海

龜?只要看過一次海洋生態他們自然就會知道生態變差了，就會保護。可是現在真的看

不到生態豐富的小琉球了。 

經由本次訪談後發現 1.小琉球目前遊客量過多，若能透過對遊客進行環境教育進一步降低

個別遊客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或能達到降低觀光旅遊業對小琉球海洋環境的影響程度 2.若能促

使遊客在觀光旅遊途中做出友善環境的選擇，觀光產業自然也會朝向友善環境的方向發展 3.目
前小琉球已面臨踩踏壓力過大問題，在規劃環境教育課程時應避免再加大環境承受的踩踏壓力

4.教學過程中帶領遊客走入環境之中使其面對真實環境能夠將課程的效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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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藍圖繪製 

服務藍圖實際執行時分為水平向的時間軸，用以區分整個服務中的單項活動進行時序，及

將單項活動區分為情境與互動(具體實證、顧客行動)、接觸點(前臺員工行動)、服務提供者(後
臺員工行動)、支援系統(支援前臺與後臺行動)，並以互動線、可見線、內部互動線分為三層次

的垂直軸向。下圖為本研究針對海洋環境教育施行及規劃流程擬定之服務藍圖。 

  

圖 1 海洋環境教育服務藍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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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埨 

透過前述研究流程本研究產出海洋環境教育乙案，受限於篇幅僅以流程圖示呈現。本教案

針對小琉球的海洋環境設計，小琉球目前有紀錄且長期定居的海龜約有百餘隻，稱得上是全世

界海龜密度最高之島嶼，因此海龜保育議題在小琉球是十分重要的議題，本教案將以海龜相關

的生態知識為核心議題延伸至人類與海洋共存所需的態度。 

本研究針對我國海洋環境教育進行研究，將設計思維導入到海洋環境教育教案設計之中。

在目前所進行到的研究階段發現將設計力應用至海洋環境教育的領域中有助於將無形的環境議

題轉換為可具體施行的教學流程。 

一、 服務設計與海洋環境教育 

服務設計是一種針對流程進行設計、檢驗的設計概念，本研究將海洋環境教育視為一種流

程，將服務設計應用至該領域後發現可有效將無形的議題及流程轉換為有形的狀態，有助於海

洋環境教育的規劃。環境議題通常是十分龐大且錯綜複雜的議題，本研究發現應用服務藍圖的

方法能夠快速將環境議題轉換為教案。 

  

圖 2 小琉球海洋環境教育流程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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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進行到的階段僅到產出教案為止，受限於時間因素目前未能評估以服務設計進行

的海洋環境教育教案是否與傳統流程產出之教案在教學成效上有明顯差異，本研究後續也將繼

續進行兩種方法產出的教案在教學成效上之研究。此外本研究僅針對小琉球的場域進行教案的

設計。研究產出的方法預期能夠應用在不同場域，但仍需透過未來其他研究者針對該領域繼續

研究並驗證。 

伍、 結論 

隨著時代的演進，設計的定義不斷轉變，工業設計的角色亦不再只是產品製造流程中的一

部分，而是成為一個跨領域檢視問題、戰略性解決問題並提出創新方案的角色，工業設計能夠

發揮的領域業從產品製造向外嘗試各種不同領域的可能性。海洋資源是台灣重要資源，然而目

前我國若非專業海事領域或長期關注海洋環境議題的國民多半對海洋環境所知甚少，本研究將

設計的思維應用至海洋環境教育領域之中，發現應用服務藍圖對於海洋環境教育教案規劃有一

定程度的幫助。本研究後續將實際執行海洋環境教育教案，並針對其成效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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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系大二學生校外宿舍寢室特徵之研究-以中科大為例 

Study on the type of rental room for sophomore of interior design students-
The Case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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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學是邁向人生獨立自主的轉捩點，一年級時因對環境的不認識幾乎都選擇住校，升上二

年後則陸續搬離並租賃在外，租賃市場如此之大，不禁讓人開始思考當今學生究竟喜歡什麼空

間，對於宿舍又有何需求?本研究針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二年級學生，針對他們的租

賃宿舍型態進行調查。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進行，問卷為半結構式，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料、

空間基本資料、空間設備、空間行為、空間滿意度、空間型態等六部分，本研究目的為:(一)分析

目前大二生校外承租宿舍之基本屬性；(二)租賃宿舍型態類型化分析；(三)探討學生居住現況與

問題；(四)最後歸結出寢室特徵，提供未來學生租賃宿舍空間規劃之參考。研究發現，建築型式

對於寢室空間影響不大，反倒寢室大小及格局較易影響生活，另外寢室所提供之收納家具最為

缺乏，空間上雖有機能的不足，但外在因素對於居住之影響看似更大，如周遭環境、蚊蟲等。 

關鍵字：租賃、寢室、校外宿舍、租賃型態。 

 

Abstract 

University is a turning point towards independence in life. Almost all freshmen chose to live in 
school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the environment. After rising to the sophomore, choose to rent out. The 
rental market is so big that people begin to think about what kind of room students lik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ypes of NUTC ID sophomores' rental dormitorie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a semi-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ontains 6 par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1) to analyze of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sophomore rental； (2) to analyze the types of the rented dormitories; (3)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stidents. (4) To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spatial planning. 

Keywords: rent , room , dormitory of outside school , type of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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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隨著經濟不景氣，校園周邊的租賃宿舍不論是新建或改造，皆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目前

又受少子化影響使得租賃市場不如以往熱絡，不禁讓人開始思考當今學生究竟喜歡什麼租賃空

間，不同類型的宿舍無論是平面配置、空間屬性、使用強度、居住功能上，都有不同的特色，尤

其室設系大二學生經歷一年的學習，對空間的敏感度更高，是否應當深入了解學生對住宿需求

後再做空間規劃，除了能提供租賃業者思考如何配置寢室外，又可讓學生享有良好的住宿品質。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及其它觀點，本研究主要探討以下幾點:(一)分析目前大二生校外承租宿

舍之基本屬性；(二)租賃宿舍型態類型化分析；(三)探討學生居住現況與問題；(四)最後歸結出套

房特徵，提供未來學生租賃宿舍空間規劃之參考。 

貳、文獻回顧 

一、租賃住宅類型 

一般租屋型式以承租人來區分可分為:1.群居型，整層樓或整棟樓由一群好友共同來合租。

2.獨居型，以單元室或房稱之，屬個人承租；以建築物樓層區分，則分為 1.低層樓住宅空間:主

要是指 5 樓以下之建築，指透天獨棟或連棟式住宅。2.中層樓住宅空間:主要是指 5 樓~10 樓之建

築。依地區性而言有些屬於住商混合型集合住宅使用。3.高層樓住宅空間:高層樓住宅係指十樓

以上之建築。由於現代城市化人口密度高，生活居住的空間及模式自然隨之改變，高層樓居住

空間景觀好眺望視野佳，於空間使用上也相對增加，如公共空間、服務空間及娛樂空間，無形

提高了生活居住空間的強度。（羅志民，2018）。 

二、租賃型態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法令內容區分，目前，住宅型式大致可分為公寓、透天、華廈、大

樓；出租空間型式被分為:分租套房、獨立套房、雅房。 

表 1 案例配置比較 

非裝修 裝修 

4 坪雅房 公寓套房 30 坪/4 人 6 坪套房 8 坪套房 

    

資料來源:591 房屋交易網/100 室內設計部落格/《套房超小宅格局完全破解 100 例》。 

表 1 為市面上之租賃套房，非裝修多為現成家具配置。公寓，指６樓（含）以下建築物，有

床
底
兼
具
收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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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個所有權人，稱為公寓，依法可不設置電梯，若設置電梯，亦可稱為電梯公寓；透天，指６

樓（含）以下建築物，僅單一所有權人，稱為透天，依法可以不設置電梯；華廈，指７樓以上、

１１樓以下，依法必須設置電梯的建築物，一般業界稱之為電梯華廈；大樓，指１２樓以上並

依法必須設置電梯的建築物稱為大樓（電梯大樓）。分租套房，多為透天厝、公寓改建而成，有

個人獨立衛浴，4~6 坪以內，高級的分租套房則是 5~8 坪；獨立套房，有個人獨立衛浴，通常會

做乾濕分離，公共空間可能有廚房跟客廳，8~15 坪以內。 

參、研究方法 

研究探討校外賃居宿舍特徵，因學校坐落位置與不同系所學生之想法會有所落差，固以同

一大學、科系、年級為主要研究對象。問卷設計分為六部份，採半結構式做答。第一部份主要目

的為了解研究對象之背景，共計 9 題，包括性別、年級、住宿地區、居住狀況、如何尋找住宿

處、上學方式等。第二部份為空間基本資料，由此部份可得知調查樣本分佈情形及租賃空間型

態，共計 14 題；第三部份為空間設備之提供及在意度評分，採用李克特五點評量尺度(Likert Scale)

量表方式計分，共計 13 題。第四部份為空間行為，由此部份得知學生住宿生活概況及問題，共

計 7 題；第五部份為空間滿意度調查，採用李克特五點評量尺度量表計分，共計 15 題。第六部

份為空間平面繪製，共計 1 題，全部問卷共計 52 題。問卷於 2020/03/17 以紙本問卷發放於研究

對象班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以下簡稱中科大室設系)二年級共 43 人，問卷設定為

若不是為校外租屋學生，問卷將跳題至最後。問卷於當天回收，共計 39 份，回收率為 90.7%。 

肆、研究結果 

一、租賃型態調查 

（一）租賃宿舍基本資料 

根據問卷整理結果如表 2 所示，共計 39 人填寫，女生佔 35 位，男生佔 4 位，住宿現況為

31 位校外賃居佔 79.4%，6 位為自家住宅 15.3%，2 位為親戚家 5.1%。其中校外租賃建築型式公

寓佔 38.7%，為主要租賃型態，透天 25.8%、大樓 22.5%、華廈 12.9%。套房類型住宿空間佔 70.9%，

22 間，其中透天厝 6 間，公寓 6 間，大樓 6 間，華廈 4 間。其餘 9 間為雅房型式。 

表 2 住宿型態統計 

   住宿型態 

 

性別/統計 

校外

賃居 

自家

住宅 

親戚

家 

學校

宿舍 
公寓 透天 大樓 華廈 套房 雅房 

與人

同住 

同學

為鄰 

男女

人數 

女 27 6 2 0 9 8 6 4 20 7 6 15 35 

男 4 0 0 0 3 0 1 0 2 2 0 0 4 

總計人數 31 6 2 0 12 8 7 4 22 9 6 15 39 

比例 (%) 79.4% 15.3% 5.1% 0% 38.7% 25.8% 22.5% 12.9% 70.9% 29% 19.3% 48.3% 100% 

本研究整理 

由表 2 整理得知，公寓套房為室設系大二生目前最主要租賃對象，且多以獨自承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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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賃區域分佈 

台中市共分為 29 個行政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位於北區，根據問卷整理，將學生住宿區域

點出，發現皆集中於學校周圍，學生也多以為徒步到校為主，佔 61.2%。在 39 人當中居住於北

區的有 27 位，87%皆居住於與學校同區之「北區」，由表 3 可見，其餘區域相對較少，且趨近於

北區，最遠為北屯區，距離學校約 5 公里，騎車需花費 12~15 分鐘。最近之租賃宿舍距離與學

校於同一路段上，約 1 公里左右，走路花費僅需 5~10 分鐘。住於北區者除了徒步到校以外，少

數搭配其它交通工具，如機車或腳踏車，若租賃空間附有停車場相對對出租較有利。 

表 3 住宅區域與交通 

     區域 

交通 北區 中區 東區 其他 數量 比例 租賃宿舍區域位置分佈圖 

徒步 17 2 0 0 19 61.2%  

機車 6 0 1 0 7 22.5%  

公車 6 0 0 1 7 22.5%  

自行車 2 0 0 0 2 6.4%  

居住人數 27 2 1 1 31 

 

 

比例(%) 87% 6.4% 3.2% 3.2% 100%  

本研究整理 

二、租賃空間型態分析 

本研究針對各個建築類型之寢室空間進行分類，以建築型態、寢室型式、坪數大小及陽台

型式將寢室平面類型化，如表 4、表 5 所示。 

表 4 雅房型宿舍空間型態一覽表 

雅房 N=9 

坪數 公寓 (n=12) 透天厝 (n=8) 
華廈 

(N=4) 大樓 (n=7) 

3~5

坪 

n=16 

無

陽

台 

- 

9/16 

   

無 

 
3 坪 無加框-$3600 4 坪 無加框-$3800 4 坪 無加框-$3400 4 坪 無加框-$3700 

    
3 坪 無加框-$3000 4 坪 無加框-$4300 4 坪 無加框-$4800 4 坪 無加框-$3100 

無 

 

無 無 

4 坪 無加框-$3800 

小計 5/12 2/8 0/4 2/7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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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套房型宿舍空間型態一覽表 

套房 N=22 

坪數 陽台 公寓 (n=12) 透天厝 (n=8) 華廈 (n=4) 大樓 (n=7) 

3~5

坪 

n=16 

無

陽

台 

- 

2/16 
  

無 
有 

陽 

台 

2/16 

 

 
4 坪 無加框-$5000 4 坪 有加框-$5200  4 坪 封閉型-$5300 

有

陽

台 

- 

5/16 

    
4 坪 開放型-$6500 5 坪 開放型-$6500 4 坪 封閉型-$4000 4 坪 封閉型-$5500 

6~8

坪 

n=13 

無

陽

台 

- 
12/1

3 

  

 

 
6 坪 無加框-$4000 6 坪 花台型-$6300 6 坪 無加框-$5200 8 坪 無加框-$5500 

   

 

6 坪 無加框-$4000 6 坪 有加框-$4500 6 坪 有加框-$5500 8 坪 無加框-$7500(雙) 

   

 

6 坪 有加框-$5200 6 坪 開放型-$7400(雙) 6 坪 有加框-$5500 8 坪 有加框-$7500 

有

陽

台 

- 

1/13 

無 

 

無 無 

6 坪 開放型-$5500 

10

坪 

n=2 

無

陽

台 

- 

1/2 
 

無 無 無 

有加框-$4500 

有

陽

台 

- 

1/2  
開放型-$4250 

小計 7/12 6/8 4/4 5/7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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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寢室空間皆為「一字型」，廁所位置可界定出內部與外部之玄關意象，如表 6

格局型式所示。在套房寢室的部份，不論何種建築型式，多以 4 坪~6 坪居多，價格介於$4000~$6500

之間(單人承租)，且 10 坪為最少。雅房寢室則在 3~4 坪之間，價格介於$3000~$4800，皆為無陽

台型式之寢室空間。另外根據調查，83.8%租賃宿舍是沒有特別裝修過的，因為如此，宿舍家具

多半為市面上現成家具，配置及設備提供看似大同小異。寢室中的陽台型式分為 5 種，無陽台:

無加框、有加框、花台型。有陽台:開放型、封閉型，如表 6 陽台型式所示。由於問卷調查結果

大多僅繪製寢室平面圖，因此本研究無法深入了解公區與寢室之配置與關係。 

表 6 格局與陽台型式說明圖 

格

局

型

式 

一字形 

陽

台

型

式 

無陽台 有陽台 

  
 

    

玄關-內 玄關-外 無加框 有加框 花台型 開放型 封閉型 

本研究整理 

 

三、租賃考量與其滿意度調查 

表 7 為各項租賃考量項目之結果。在租賃考量方面依類別劃分為「空間型態」、「周遭環境」、

「租金與安全」。問卷結果:租金與安全>周遭環境>空間型態，三個層面當中，學生最為重視租金

與安全，其次為周遭環境，最後才考量空間型態。在空間型態中，最重視通風採光，而空間大

小、配置、收納和色彩之考量皆低於 4，且均值發展，判斷目前市面上之租賃空間坪數大多適宜，

且家具多為非固定式，可依需求自行更動空間配置，因此在考量上會較不在意。 

表 7 租賃之考量項目 

分類 空間型態 周遭環境 租金與安全 

項目 
通風 

採光 

空間 

大小 

空間 

配置 

空間 

收納 

空間設 

備提供 

空間 

色彩 

住宅周 

邊商家 

離學校 

之距離 

租金 

價位 
安全性 

總分(分) 4.5 3.9 3.7 3.9 4 3.8 4 4.3 4.5 4.7 

平均(分) 4 4.2 4.6 

排序(名) 3 2 1 

本研究整理 

表 8 為空間滿意度調查，分為四個層面。結果為:環境>租金>心理>物理環境。將租賃滿意度

調查結果(表 8)與租賃之考量(表 7)比較後發現，周遭環境及其便利性為學生最注重之考量因素，

即便租金貴一些，都還在可接受之範圍。在物理環境方面，隔音為租賃宿舍最主要之困擾因素，

並根據填答發現，除了戶與戶之間互相干擾以外，宿舍的座落位置也相當重要，若鄰近商圈或

醫院，相對影響較重，其次分數較低的為公共空間及空間配置，判斷空間配置會因空間大小限

制使擺設方式無法做更動(可參考表 4、5)，雖為較不在意之考量選項，但卻為較不滿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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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租賃宿舍空間滿意度調查分 

內

容

項

目 

物理環境 心理 租金 環境 

採光 

通風 隔音 照明 

設備 
空間 

大小 
空間 

配置 
家具 

設備 
公共 

空間 
色彩 

氛圍 
舒適 

度 
隱私 

度 
便利 

度 
安全

度 
租金 

價位 

周遭 

環境 

離學

校之

距離 

總

分 3.8 分 2.4 分 3.4 分 3.5 分 3.3 分 3.5 分 3.3 分 3.4 分 3.8 分 3.6 分 4.2 分 3.9 分 3.7 分 3.8 分 4.2 分 

平

均 3.3 分 3.8 分 3.7 分 4 分 

排

序 4 2 3 1 

本研究整理 

四、坪數與租金 

如表 9 所示，租賃於 4 坪及 6 坪為最多，租金多落在$3000~$6000 之間，與表 8 做比較，空

間大小得 3.5 分，租金為 3.7 分，從中可以得知學生對於自己所租賃宿舍大小與租金還不到滿意

之程度，判斷租賃宿舍大多為鄰近校區且生活便利，因此價位偏高，空間可能也相對偏小。 

表 9 坪數與租金 

坪數 

租金 

3 坪 4 坪 5 坪 6 坪 7 坪 8 坪 9 坪 10 坪 人數 總

計 
比例 

○ ╳ ○ ╳ ○ ╳ ○ ╳ ○ ╳ ○ ╳ ○ ╳ ○ ╳ ○ ╳ 

$3000-$4000 0 2 1 5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1 9 10 29% 

$4000-$5000 0 0 2 3 0 0 0 1 0 0 0 0 0 0 2 0 4 4 8 25.8% 

$5000-$6000 0 0 0 1 0 0 0 5 0 0 1 0 0 0 0 0 1 6 7 25.8% 

$6000-$7000 0 0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2 1 3 9.6% 

$7000-$8000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0 0 0 0 0 3 3 9.6% 

人數 0 2 4 9 1 0 0 10 0 0 1 2 0 0 2 0 8 23 
31 100% 

總計 2 13 1 10 0 3 0 2 31 

備註: ○=有陽台  ╳=無陽台 

本研究整理 

五、租賃宿舍現況問題 

根據問卷結果，45.1%對目前對租賃宿舍感到滿意，38.7%尚可，16.1%不滿意。周遭環境方

面，若遇惡鄰居或居住於醫院附近最容易被影響。物理環境方面，普遍認為隔音及採光不佳，

機能方面收納空間不足、曬衣空間不便，多為自行另外購入家具輔助不足之處，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另購入之家具統計 

家具 置物櫃 檯燈 桌子(床邊) 曬衣架 鞋架 層架 

數量 14 個 7 個 6 個 4 個 4 個 3 個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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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學生所租賃之寢室多為非裝修(83.8%)，因此所提供之家具較為制式，且多為市面常見家具，

使空間配置看似大同小異。從各住宅類型套房的配置中，「一字型-玄關內」明顯可以看出公區到

睡眠區域中間會有玄關及廁所將這兩個區域拉長，使寢室內與外的公區相互影響的機會減少，

而「一字型-玄關外」，入口一進入寢室一覽無遺，視覺上空間看似會較寬敞，相對的與寢室外相

互影響的機會較大，如表 5 所示。最後整理發現:(一)建築型式對於寢室空間影響不大，反倒空

間大小及格局型式較易影響生活品質。(二)中科大室設系大二生校外承租宿舍以套房(70.9%)為

主，並以公寓(38.7%)為大宗，其次為透天厝(25.8%)。(三)空間上雖有些許機能的不足，但外在因

素對於居住之影響看似更大，如周遭環境、蚊蟲。(四)多數學生另購入家具(70.9%)，又以收納機

能之家具為最多，如置物櫃、層架等，判斷租賃宿舍本身所提供之收納家具最為缺乏。 

二、建議 

此次研究僅針對問卷結果進行探討，排除租金與坪數不可逆之因素，因生活習慣與活動領

域的不同，所選擇的租賃宿舍型式不一，但可發現學生還是多以套房空間為主要租賃對象，因

從圖面配置上沒辦法確切得知空間整體的使用行為，後續可深入實地調查不同年級租賃宿舍型

態並進行訪談，以檢視學生真正需求。另外房東業者是否應重新考量家具之提供，以落實生活

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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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空間之氛圍構成—以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為例 

The composition of atmosphere in business space—a case study of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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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甜點、下午茶等餐點在臺灣已經逐漸盛行，精緻甜點逐漸平價化，甜點不再只是上流社會

的饗宴活動，同時也可以是平民百姓在閒暇的生活中，藉由與他人在舒適空間中交談飲食，放

慢生活的步調，使身心受到平靜與調和，去品味及體驗平時不經意便會忽視的事物，並且享受

甜點所帶給味蕾上的刺激及空間環境氛圍帶給消費者的舒適感。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討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的空間氛圍之構成，包括室內裝修及室內陳設，並且解析管理者與消費

者的空間使用行為。本文的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資料收集方法為觀察法，資料分析方法為 Space 
Syntax 理論。研究結果指出，室內裝修以大面積使用白色大理石材磚，及法式風格的陳設元素，

整體呈現昔日貴族高貴的氣息及象徵法式甜點的精緻度。Space Syntax 的分析結果顯示，活動最

密集的空間軸線是一樓進入店面的走道與樓梯，視覺領域的焦點區域位於走道與樓梯的連接空

間，人群聚集的焦點區域在一樓座位區的走道，這些分析結果與現場觀察相符。本研究的成果

能夠提供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對象作為參考之依據，有助於提升室內空間環境氛圍的服務品質。 

關鍵字：甜點、氛圍、室內設計、空間行為 

 

Abstract 

    Desserts, afternoon tea and other meals have gradually become popular in Taiwan. Exquisite 
dessert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affordable. Desserts are no longer just a feast for the upper class, 
but can also for ordinary people in their leisure life by talking with others in a comfortable space. 
Eating, slowing down the pace of life, so that the body and mind are calm and reconciled, to taste and 
experience things that are usually neglected, and to enjoy the stimulation brought by the desserts to the 
taste buds and the comfort of the interior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patial atmosphere of Waiting Patisserie, including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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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shings, an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both managers and consumer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paper was the case study, both observation and Space Syntax were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results point out that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uses large areas 
of white marble tiles and French-style furnishing elements, presenting the noble atmosphere of the 
past aristocracy and symbolizing the exquisiteness of French desserts.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Space 
Syntax show that the most densely active spatial line is the red aisle and orange-red stairs. The focal 
area of the visual field is located in the space connecting the aisle and the staircase. The focal area for 
crowds is the aisle in the seating area on the first floor. These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field 
observa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object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this topic, as a basis 
for reference, and help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interior environment. 

Keywords: dessert, atmosphere, interior design, spatial behavior 

 

壹、緒論 

    現今為繁雜忙碌的社會，人們長期累積壓力的情況下，較易造成體內營養素失衡或不足，

心情鬱悶或壓力會影響人類對食物的選擇，容易傾向甜食或高脂、高卡路里的食物。精緻小巧

的甜點，除了味蕾上給顧客帶來滿足之外，視覺上也能大飽顧客的眼福，使人感到愉悅的心情。

然而，如何能同時結合體驗空間氛圍並帶給消費者在視覺上與味覺上的體驗價值成為重要的研

究議題。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近年來甜點的型式逐漸推陳出新，如今連便利商店皆有販賣甜點，可以確定甜點在

生活中已經逐漸與人們產生些許的連結。 

    「嘴巴的味道豐富了，會讓我覺得比較有精神跟創造力。我想去某個地方吃甜點，是 

    因為我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體驗。那樣的體驗從進門就開始了，以至於所有細節的講 

    究，到我吃下去的那一口，都算在內。(林佳蕙，2019）」 

  「吃零食的時候不會在意場合，可能工作中、隨手就可吃，但吃甜點的時候，是在品 

    嚐氛圍和時間。那樣的半個或一個小時，就是屬於你自己的時間。(林佳蕙，2019）」 

    於訪談內容中，可以了解隨著人們生活步調的快速，工作之餘可以放鬆下來，相約幾個朋

友到咖啡廳吃個甜點、喝杯咖啡，聊聊平常的生活點滴等條件。經由相互交談自己的困惑與煩

惱後，情緒既獲得了紓解，同時藉由一塊甜點、一杯飲品，慢慢優雅的品嚐，飽足視覺、味覺、

感覺上的三大享受。 

二、研究目的 

    關於甜點研究除了點心屬性及體驗行銷之外，例如羅貴鈺（2014）及周莉雯（2016），探討

甜點店空間氛圍的文獻尚屬少見，甜點店如何營造出空間氛圍，使消費者能在店內享用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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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點店的室內設計元素為何？店內的使用行為為何？本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室內裝修與材質應用。 

2.探討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室內陳設、燈光、家具應用。 

3.解析管理者與消費者的使用行為。 

貳、文獻回顧 

一、甜點與日常生活 

    緊張忙碌工作後的充分休息，是現代人的生活型態。為了滿足消費者不同需求所產生的，

上班族在閒暇之餘，會追求一種有個性、有品味、完全放鬆的心情去用餐（高秋英，1994）。羅

貴鈺（1994）指出，消費者重視的餐飲服務屬性有氣氛、食物口味、體貼服務、硬體服務、等

候時間、菜單變化及食品質等七項。當消費者感覺到商品品質越高時，相對會提升對商品的知

覺價值，間接影響消費者對於購買意願的提升。經由實際體驗中親身體會與感受，創造出比產

品或服務更讓人值得珍惜的珍貴價值。 

二、環境氛圍 

氛圍是顧客在進行消費行為時，透過溫度、味道、聲音以及顧客與員工之間的互動等五官

所接受到的感覺（Zumthor, 2006）。商店氛圍則是在消費場所中，顧客看到的環境擺設、產品選

擇及店員與顧客之間所產生的任何互動（Pallasmaa, 2014）。環境擺設配置與可消費的顧客數量

息息相關，舒適的環境則能在無形中改變顧客的感受，包括對於店家環境、產品品質及服務態

度等方面，甚至是情緒上皆可受到影響。根據時代流行，多元食物的引進，甜點店是最容易引

起不同年齡層消費者關注的焦點，經由獨特的行銷模式與噱頭，造成討論的話題不斷。 

三、室內裝修及陳設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訂定的《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中的第三條規定，「室內裝修為固著

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牆面或高度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之裝修施工或分

間牆之變更。但不包括壁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屏、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室內裝修

因此是不能移動的固定物，室內陳設是可以移動的物品。然而室內設計賦予裝飾目的性，透過

材質、燈光、色彩，將不同的設計元素組合，以選擇家具、表面材料、紡織品等物件裝飾室內

空間（賀馨蒂，2019）。室內陳設品與使用者之間建立了一種物與人對話的關係。 

參、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作為研究方法，實地觀察空間配置、陳設、消費者

及管理者在商業空間中的使用行為。 

一、研究案例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位於桃園捷運機場線南端終點站—A21 環北站的轉角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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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為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195 號，基地位置於環北縱貫公路上，屬於車來車往的區域。 

 

圖 1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 1F、2F 平面圖（本研究建構）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實地調查的方式，有系統地看人們如何使用他們的環境：個人的、成對的、

小群的、大群的人。他們在做甚麼？活動一個個在空間裡、時間裡如何關聯起來？而空間的安

排如何影響參與者（Zeisel, 2006：129）？本研究主要分析室內裝修及室內陳設的材料運用，包

括地板、牆壁、天花板、門窗、燈飾、家具等構成元素。本研究使用 Space Syntax 分析空間使

用、動線便捷度、人流移動及聚集來預測管理者與消費者在空間使用型態上的分佈傾向。 

    Space Syntax 又稱空間型構法則或空間型態構成理論，以真實空間為依據，藉由圖形呈現和

量化分析探討建築與都市空間中，空間型態與社會關係的關聯性（Hillier & Hanson, 1984）。將

圖面置入 Depthmap 電腦軟體進行運算，分析結果以八個顏色呈現，分別為紅、橙紅、橙、黃、

綠、水藍、淺藍及深藍。愈接近紅色的空間或軸線代表其便捷值愈高，位於核心位置，人們活

動的頻率越高；反之愈接近藍色代表其分離性愈高，處於邊緣位置，人們的使用頻率越低。 

    凸視面空間（convex space）是人在空間中的任何一個點，都可以在無視覺死角的情況下的

看到其它所有的點（Hillier & Hanson, 1984）。每個凸視面空間都有許多軸線（axial line）通過，

只以一條最長的軸線代表動線，空間之間的相連也代表著兩條軸線的相交（圖 2）。整體便捷性

（global integration）是計算每一個空間或軸線與其它空間或軸線之間深或淺的關係，局部便捷

性（local integration）是計算每一個空間或軸線與其它距離最多三步的關係（Hillier & Hanson, 
1984）。 

  視域分析（Visual Graph Analysis），呈現空間的視覺性與穿越性（permeability）之間的關係，

計算空間中人們視線最集中的區域（Visual Integration）。除了不可穿透的牆體及家具配置遮擋視

線的穿透無法列入計算外，其餘可看見的空間皆列入視域分析。人流群聚分析（Agent-based 
Analysis），應用電腦代理人的模型，模擬人們在空間中可能的移動路線與聚集的行為（黃慶輝，

2017）。除了裝修及陳設的物品之外，人們可以移動到的地方皆可作為分析的依據。 

 

圖 2 凸凹視面空間 (本研究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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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與分析 

一、室內裝修 

1.石英磚與花磚 

    這家甜品店使用拋光石英磚及半拋光石英磚。一樓入口處使用石英磚有種迎賓的感覺，二

樓地板藉由白色及藍色塗料粉刷表達乾淨純潔與舒適平靜的感覺，使消費者在此空間享用甜點

可感到舒適安定（圖 3）。花磚給人的視覺感受為既時尚又復古，同時也有界定空間的功能，依

圖 4 所示，一樓櫃台與走道界定管理者使用及消費者止步的動線，座位區也使用維也納六角磚

劃分兩邊座位區的界線；一樓廁所外及二樓廁所內牆亦使用局部花磚點綴空間，樓版另一端空

間使用花磚提升空間的藝術性，吸引消費者前往該處飲食。 

       

圖 3 石英磚（本研究拍攝）                  圖 4 花磚（本研究拍攝） 

2.水泥塗裝粉刷、紅磚及人造大理石 

    櫃檯前方將水泥牆部分鑿成巴黎鐵塔周遭的都市景象並露出內部的紅磚，紅磚給人的感受

為沉穩、穩重，且帶有濃厚的歷史氣息，現代又冰冷的水泥鋪面與復古又溫暖的紅磚相互結合，

使空間達到冷暖平衡（圖 5）。依圖 6 所示，挑空處將人造大理石以高溫滲墨方式製作想要的圖

案於石材上，以一、二樓挑空的方式，將視覺延伸至二樓，最後停留於天花板的造型。 

                                   

    圖 5 水泥牆與紅磚（本研究拍攝）            圖 6 人造大理石（本研究拍攝） 

3.玻璃與植栽牆 

    甜點店一樓入口使用落地窗可一目瞭然內部空間的樣貌。座位區以整面的氣密窗，透過自

然光及內部照明輔助達到明亮的效果。二樓前後方空間使用兩種不同型式的氣密窗，只是座位

區的地方額外使用了木質的百葉簾（圖 7）。依圖 8 所示，一樓入口處以挑空的方式，將綠意植

栽延伸至二樓，將視覺延伸至二樓之外，促進放鬆、減輕壓力、改善情緒狀態。 

            

 圖 7 氣密窗與百葉簾 （本研究拍攝）         圖 8 植栽陳設與植栽牆 （本研究拍攝）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669



 
 

二、室內陳設 

1.櫃檯—大理石紋磚、間接照明及吊燈 

    櫃檯以貼附大面積的白色大理石紋磚展現簡約乾淨、時尚高貴的感覺，將視線由櫃檯逐漸

延伸到牆面，最後則是停留在造型崁入的天花板，挑空空間中搭配簡約圓環吊燈，使空間看起

來舒適寬敞、既簡單又氣派，達到很好的美化裝飾效果，使空間質感瞬間提升。 

2.一樓座位區及二樓座位區 

    一樓長椅區的桌子為了呼應櫃檯及牆面設計，使用仿大理石的檯面石紋磚展現整體空間高

貴、時尚的氛圍；受六角磚界定劃分的兩張五人座的桌子則使用木桌，給人視覺上的感受為沉

默、溫暖。燈具的部分除了有一盞華麗的吊燈，其餘則是使用崁燈及間接光源輔助燈光，以暖

黃光呈現，與木質的溫暖相互呼應；天花板以細框架的吊飾呈現整體空間輕盈的氛圍之外，也

以不規則幾何造型的天窗將陽光引入空間（圖 9）。依圖 10 所示，二樓座位區使用木製桌椅，

並以植栽點綴空間的平靜、安定。溫暖的木質與材質較冰冷的地板及人造大理石牆面亦達到冷

與暖之間的相互碰撞，除了挑空區在視線上連接空間外，在植栽牆上也有觸覺上的感受，使一、

二樓空間相互串聯。燈具可能受空間挑高影響，空間尺度較擁擠，使用的燈具皆為崁燈及投射

燈，壁燈則為輔助光源。走廊擺放三幅有趣的動物畫像象徵貴族之外，整體室內裝修亦用畫框

元素設計牆面。 

    

  圖 9 一樓座位區 （本研究拍攝）             圖 10 二樓座位區（本研究拍攝） 

三、管理者與消費者使用行為 

1.整體軸線分析 

    便捷值最高的軸線為一樓走廊及樓梯，二樓主要送餐路線排為次高。由於人的視野通常看

得較遠及惰性考量，不是選擇離自己較近就是找尋方便進出的座位，故一樓座位區的主要送餐

路線比不易進出的服務動線便捷性相對較高；移動至烘焙區或座位較不易進出的區域比進店內

旁邊的空間、櫃檯出入口、儲藏室、廁所等區域便捷值還低。二樓區域位置越深入，便捷值則

越低。然而，其中又以座位區較不易進出、儲藏室及工作坊最內側的便捷值為最低（圖 11）。 

 

圖 11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 1F、2F 整體空間軸線便捷圖（本研究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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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體視域分析 

    除了牆壁阻擋是無法一眼看清整個視域空間以外，其餘家具及空間均可一目瞭然。依圖 12
所示，走道與樓梯的連接空間為人群視線聚集最多的公共空間，再比對軸線分析可以明確判斷

使用者在此空間的使用頻率較高，但越受使用者關注的地方也代表隱私性相對較低。樓梯周遭

走道區域便捷值為次高，櫃檯及座位區為視線上可見的區域，視域的便捷性相對較高；烘焙室

及儲藏室看不見內部空間，故視域的便捷性相對較低。在二樓內側的座位區受牆壁阻擋視線，

呈現視覺死角，故此處便捷值比當下可立即看見的區域略低一點。 

 

圖 12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 1F、2F 整體視覺區域分析圖（本研究建構） 

3.整體人流分析 

    依圖 13 所示，一樓主要送餐動線使用頻率最高，遠但是方便進出的座位比不易進出的座位

使用頻率較高，離送餐動線越遠的區域使用頻率越低，烘焙室及儲藏室除了烘焙及拿儲物物品

之外不常進入，故使用頻率較低；位於二樓的私人工作空間使用頻率較高，座位區主要動線排

行第二，座位較不擁擠的地方比不易進出的座位使用頻率相對甚高，二樓儲藏室使用頻率亦不

常進入，故使用頻率甚低。使用者方面，一、二樓皆是座位區的主要走道使用頻率最高，離主

要走道越遠及不易進出的座位使用頻率越低（圖 14）。店門口、進店內旁邊的空間（選甜點使

用）、樓梯等空間區域比管理者的人流群聚圖便捷值相對較為顯著。 

 

圖 13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 1F、2F 空間人流群聚圖—管理者（本研究建構） 

 

圖 14 Waiting Patisserie 等等法式甜點 1F、2F 空間人流群聚圖—消費者（本研究建構） 

伍、結論 

    甜點店的室內裝修主要以法式風格呈現，牆體及樓梯扶手以巴黎鐵塔都市景象及蛋糕呈現

設計，使消費者可以一目瞭然的了解這就是一間法式甜點店。在地板、牆壁、天花板的材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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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色石材磚及塗料粉刷呈現，象徵空間簡約大氣、高貴時尚，以展現法式甜點店及甜品上的

精緻度。在視覺上以穿透性、可見度較高的大面積玻璃，將戶外及室內的空間相互作連接，並

在空間中以植栽牆及植栽點綴整體空間；在室內陳設中以畫框中的貴族及法式壁燈等陳設品展

現法式風格元素，家具選色以舒適安定、沉穩知性的墨綠色皮椅及褐色長椅調節消費者來此甜

點店享用甜點的情緒；沉靜溫暖的木製桌椅配合暖黃光的燈飾提升室內空間溫度。在空間行為

方面，Space Syntax 的分析指出，位於核心區域的高使用頻率主要動線，一樓走道及樓梯，軸線

便捷值為最高；烘焙室、儲藏室、廁所等服務空間的便捷值相對比較低。甜品店的室內陳設家

具高度較低，在視線上不受阻礙，視域分析中互視程度最高的區域也是和主要動線相關，位於

走道與樓梯交接的空間。對於管理者而言，人流群聚的焦點區域位於二樓工作空間，消費者則

是在一樓座位區的通道。整體而言，空間行為的分析成果與現況相符。後續研究將訪談設計師

營造空間氛圍的設計方法與設計元素，以及調查消費者對於空間體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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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能資源高度仰賴進口，發展循環經濟是當前的趨勢，而資源回收是循環經濟中重要

的一環。近年來國人對資源回收越來越重視，公共場所資源回收成效卻不甚理想。影響回收成

效的因素眾多且錯綜複雜，其中公共回收設施的設計是原因之一，然而民眾對回收設施的滿意

度並不高，顯示其設計尚有改善的空間。 

本研究利用魅力工學的評價構造法與數量化一類分析，探討公共場所資源回收桶的魅力因

素和具體條件，提出設計之建議，期望藉此提升民眾分類的意願和便利性。研究結果顯示影響

資源回收桶重要的魅力要素有：「簡約、無過多設計」、「材質堅固耐用」、「直接丟擲，開口設計

好」、「標示清楚明確」、「特別，不像傳統垃圾桶」與「顏色漂亮」。 

關鍵字：資源回收桶、資源回收、魅力工學、評價構造法、數量化一類 

Abstract 

Taiwan’s energy resource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im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ircular 

economy is the current trend, and resource recove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Taiwanese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resource recovery, but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 recovery in public places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many and intricat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ycling.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e design of public recycling facilities. However, 

the public's satisfaction with recycling facilities is not high,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design. 

This research uses the Evaluation Grid Method of Miryoku Engineering and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to explore the charm factors and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recycling bins in public 

places, and propose design suggestions, hoping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and convenience of the 

people to classif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ortant charm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cycling 

bins are: "Simple design without too much design", "Sturdy and durable material", "Throw it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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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well-designed opening", "Clearly marked", "Special, unlike traditional trash cans" and 

"Beautiful colors". 

Keywords: Recycling bin, Resource recycling, Miryoku Engineering, Evaluation Grid Method, 

Quantification Theory Type I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九十％以上的能源、肥料、飼料，以及六十％以上的食物仰賴進口。發展循環經濟，

可以從根本減少對原物料的仰賴，提升原物料的經濟效益，對我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資

源回收是循環經濟的手段之一，透過資源回收可以使垃圾減量，有效降低環境負荷及廢棄物處

理經費，讓資源可以回到原物料循環供應的系統裡，透過使用再生原料，減少對原生原料的需

求（黃育徵，2017）。民眾是廢棄物的產生者，其將垃圾正確分類只是資源回收的第一步，卻是

關鍵的一步。越是在前端正確的分類，越可以減少後端的處理成本，避免可回收資源的浪費。 

近年來國人對資源回收越來越重視，不過多項研究指出公共場所資源回收成效不甚理想。

影響回收成效的因素眾多且錯綜複雜，其中完善資源回收設施是原因之一，然而民眾對公共回

收設施的滿意度並不高（方信雄，2014；浦漢龍，2015；吳國華，2016；沈良文，2016；邱碧

雲，2019），顯示其設計尚有改善的空間。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利用魅力工學的評價構造法與數量化一類，探討公共場所資源回收桶的魅力因素和

具體條件，提出設計之建議，期望藉此提升民眾分類的意願和分類的便利性。 

貳、文獻探討 

一、公共場所資源回收 

浦漢龍（2015）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廢棄物減量研究中指出，鐵鋁罐容器多被遊客丟入一

般垃圾桶中。方信雄（2014）在日月潭觀光區的研究指出，遊客常會將資源垃圾錯放在一般垃

圾桶，一般廢棄物錯放於資源回收桶。民眾於公共場所是否進行垃圾分類，除公眾場所中是否

設置完善資源回收設施以外，決定於民眾自我環境認知、行為與態度。資源回收被認為是需要

付出代價的，而良好的垃圾收集設施，能顯著增加民眾產生資源回收行為（吳國華，2016；沈

良文，2016；邱碧雲，2019）。由此可見，公共場所垃圾分類的成效有待提升，且回收桶的設計

會影響民眾分類的意願和成效。 

吳國華（2016）在勘查台鐵站內資源回收設施情形，發現部分回收桶之文字標示不清楚，

設施外觀無標示種類之清楚資訊；其調查結果顯示僅約 5 成受測民眾對於研究場域資源回收設

施感到滿意。顯示公共場所資源回收設施的設計仍有改善空間，故本研究欲探討良好的公共資

源回收桶的設計要素。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674



二、魅力工學 

魅力工學之理論是由讚井純一郎與乾正雄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tructs

方法。透過個人訪談對物件 A

標物件的個別性質（李翊寧，2015

因子應用及轉化到產品實際面，

評價構造法（Evaluation Grid Method

一郎（1996）學習 Kelly（1995

深入瞭解受測者對於某一事物之心理認知層面

採用魅力工學的評價構造法，來

本研究藉由魅力工學的評價構造法

步驟首先蒐集與篩選公共資源回收桶的樣本圖卡

再使用 KJ法收斂魅力要素的詞彙

問卷調查後的結果經由數量化一類分析

一、樣本蒐集與篩選 

從報章雜誌和網路擷取現有

擇具代表性的 42張為本研究之

二、訪談說明 

（一）訪談對象：10位 20-40歲的

（二）訪談流程：如圖 1和圖

詢問資源回收桶魅力所在（中位

位），根據訪談內容製作評價構造圖

圖

讚井純一郎與乾正雄於 1985年參考臨床心理學家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tructs》一書時所開發出來，用於捕捉個人認知概念並列表整理之研究

A與 B的比較，明確討論出物件的相似或相異關係

2015）。在產品設計及開發時如果能參考這些魅力因子

，這些魅力將成為產品成功的關鍵所在（馬敏元

Evaluation Grid Method，簡稱 EGM）屬於魅力工學中的研究方法

1995）的個體構造法並加以改良的一種研究方法。

物之心理認知層面，是質性的研究方法（宋昱亭

來探討資源回收桶的魅力因子。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魅力工學的評價構造法和數量化一類，探討公共資源回收桶的魅力因子

首先蒐集與篩選公共資源回收桶的樣本圖卡，訪談受訪者對於公共資源回收桶的魅力要素

魅力要素的詞彙，並繪製評價構造圖。接著將評價構造圖的內容製作成問卷

問卷調查後的結果經由數量化一類分析，得到結論。 

現有公共場所資源回收桶的圖片 70張，將相似度高的

本研究之樣本圖卡。 

歲的受訪者，經常使用公共場所的資源回收桶

和圖 2 所示，請受訪者先將資源回收桶圖卡依照喜好程度

中位），並進一步詢問造成該魅力的抽象感受（上位

評價構造圖。 

圖 1訪談圖卡                 圖 2訪談情形

年參考臨床心理學家 Kelly（1995）在《The 

捕捉個人認知概念並列表整理之研究

關係，進而整理出目

這些魅力因子，並將魅力

馬敏元，2010）。 

屬於魅力工學中的研究方法，由讚井純

。構造評價法有助於

宋昱亭，2015）。故本研究

探討公共資源回收桶的魅力因子。研究

訪談受訪者對於公共資源回收桶的魅力要素，

接著將評價構造圖的內容製作成問卷，

相似度高的圖片刪除，選

桶。 

依照喜好程度分成九類，

上位）和具體條件（下

                

訪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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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價構造圖分析 

將十位訪談者其評價構造圖中的語彙，利用 KJ法收斂。上位歸納成：「丟擲與分類容易」、

「乾淨易清理」、「外觀有設計感」、「特殊與令人好奇」四種風格的資源回收桶，中位則歸納為

10個魅力要素，下位為具體條件，並彙整評價構造圖總表（表 1）。根據出現次數的頻率高低排

列，數字代表該詞彙在訪談中提及的次數。 

表 1 評價構造圖總表 

 

四、問卷設計 

在評價構造圖中，下面三種風格出現的次數最高：「丟擲與分類容易」（32次）、「外觀有設

計感」（27 次）、「乾淨易清理」（26 次），故將這三種風格的內容延伸設計問卷，進一步驗證訪

談的結果，以了解更多人對於資源回收桶的魅力因素的想法。問卷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

分為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和分類回收的相關問題；第二部分為對於這三種風格的資源回收桶的喜

好程度。第三部分針對各種風格的資源回收桶，評估魅力要素（項目）的重要性，並選擇最能

代表該魅力要素的具體條件（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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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將問卷結果藉由描述性統計與數量化一類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一、問卷回收與基本資料 

共收回 64份問卷，剔除 9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 55份。年齡介於 20-40歲，男性 4筆，

女性 51筆。使用公共資源回收桶的頻率最高的是每天使用 1~2次（18人），其次為每週使用 2~4

次（17人）。常使用的地點為：商場（35人）、公司（28人）、車站（23人）和餐廳（23人）。

常遇見的困擾為：不確定要丟哪一類（40人）、要回收的容器內還有液體或食物（36人）、桶子

滿了，無法繼續丟（30人）、丟擲的時候會碰到蓋子，覺得不衛生（27人）。 

二、不同風格資源回收桶的喜好程度分析結果 

喜好度分數從 1分到 7分，喜好度分數最高為「丟擲與分類容易」的資源回收桶 6.62分，

其次為「乾淨或易清理」的資源垃圾桶 6.48，最後是「外觀有設計感」的資源回收桶 5.58分。 

三、數量化 I類分析結果 

數量化 I類的 Y項為各個風格資源回收桶的魅力要素（項目）重要程度的平均，X項為受

測者選出最能代表該魅力要素（項目）的具體條件（類目）。從問卷中提取 X 與 Y 之結果帶入

數量化 I類程式中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一）「丟擲與分類容易」的資源回收桶 

由表 2 可看出，對「丟擲與分類容易」的資源回收桶而言，影響重要度最大的項目是「簡

約，無過多設計」，其中正向影響最大的類目是「版面乾淨，只放重點資訊」；對「直接丟擲，

開口設計好」正向影響最大的類目是「上方開口」。另需特別留意「側面開口」和「開口有不同

形狀限制」的類目得點低於-0.3，這代表使用者認為對於「直接丟擲、開口設計好的」會造成負

面的效果。 

表 2「丟擲與分類容易的資源回收桶」分析結果 

項目 類目 類目得點 偏相關係數 

簡約，無過多設計 

版面乾淨，只放重點資訊 0.05 

0.23 形狀一致，元素統一 -0.08 

所有桶身一體成形 -0.19 

直接丟擲， 

開口設計好 

上方開口 0.03 

0.22 
開口大一點 0.01 

開口有不同形狀限制 -0.32 

側面開口 -0.36 

標示清楚明確 

文字大又清楚 0.09 

0.13 
圖案簡單且清楚 0.01 

有清楚的回收物圖片 -0.05 

外型是回收物形狀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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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淨或易清理」的資源回收桶 

由表 3 可看出，對「乾淨易清理」的資源回收桶而言，影響重要度最大的項目是「材質堅

固耐用」，其中正向影響最大的類目是「金屬材質」；對「直接丟擲，開口設計好」正向影響最

大的類目是「上方開口」。另需特別留意「側面開口」的類目得點低於-0.4，這代表使用者認為

對於「直接丟擲、開口設計好的」會造成負面的效果。 

表 3「乾淨或易清理的資源回收桶」分析結果   

項目 類目 類目得點 偏相關係數 

材質堅固耐用 

金屬材質 0.07 

0.32 木頭材質 -0.18 

暗色塑膠材質 -0.29 

直接丟擲， 

開口設計好 

上方開口 0.04 

0.30 開口大一點 0.02 

側面開口 -0.49 

簡約，無過多設計 

形狀一致，元素統一 0.10 

0.19 所有桶身一體成形 -0.02 

版面乾淨，只放重點資訊 -0.06 

高度或容量設計好 
中小型桶身(腰的高度) 0.04 

0.17 
桶身容量大 -0.11 

（三）「外觀有設計感」的資源回收桶 

由表 4可看出，對「外觀有設計感」的資源回收桶而言，影響重要度最大的項目是「簡約，

無過多設計」，其中正向影響最大的類目是「所有桶身一體成形」；對「標示清楚明確」正向影

響最大的類目是「文字大又清楚」；另需特別留意「動物、卡通造型或圖案」的類目得點低於-0.3，

這代表使用者認為對於「特別，不像傳統垃圾桶」會造成負面的效果。 

表 4「外觀有設計感的資源回收桶」分析結果 

項目 類目 類目得點 偏相關係數 

簡約，無過多設計 

所有桶身一體成形 0.29 

0.36 版面乾淨，只放重點資訊 0.10 

形狀一致，元素統一 -0.29 

標示清楚明確 

文字大又清楚 0.17 

0.35 圖案簡單且清楚 0.09 

有清楚的回收物圖片 -0.26 

特別，不像傳統垃圾桶 

造型像其他物品 

(如裝置藝術、販賣機…) 
0.07 

0.32 

動物、卡通造型或圖案 -0.34 

顏色漂亮 

顏色鮮艷、彩度高 0.25 

0.28 滿版的顏色或圖片 0.15 

不同分類的桶子用不同顏色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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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於公共資源回收桶的魅力因素得出以下結論，若能在設計時參考應用，

可以提升民眾在公共場所垃圾分類的意願和成效： 

一、使用者對於資源回收桶的喜好程度依序為：「丟擲與分類容易」（6.62分）、「乾淨或易清理」

（6.48分）和「外觀有設計感」（5.58分）。可見使用者對於資源回收桶的功能性和使用方

便性最重視；其次重視乾淨程度，因為垃圾桶總是給人髒亂的印象。 

二、影響資源回收桶重要的魅力要素有：「簡約、無過多設計」、「材質堅固耐用」、「直接丟擲，

開口設計好」、「標示清楚明確」、「特別，不像傳統垃圾桶」、「顏色漂亮」 

三、影響資源回收桶重要的具體條件有：「版面乾淨，只放重點資訊」、「金屬材質」、「上方開口」、

「所有桶身一體成形」、「文字大又清楚」、「造型像其他物品如裝置藝術、販賣機…」「顏色

鮮豔，彩度高」。 

四、具體條件「側面開口」在「丟擲與分類容易」和「乾淨易清理」的資源垃圾桶中都造成負

面的影響，訪談時也曾有受訪者表示「側面開口」導致丟擲時手容易碰到垃圾桶，故不建

議採納此設計。 

五、使用資源回收桶最常見的困擾中，「桶子滿了，無法繼續丟」（30人）的問題必須考量到不

同的公共場所的垃圾特性，數量多的資源垃圾需增加桶子的數量或容量；另外「要回收的

容器內還有液體或食物」（36人）的問題代表需要設置廚餘桶或是倒水桶，該設計目前比

較少見，以上建議可以在後續研究做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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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今的城市空間，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都市化與全球化已是無法避免的情勢，

城市中的人口密度集中，在以汽車為主的時代，行人空間缺乏安全的步行環境，快速地造成都

市空間品質低落，使人們難以堅持這樣的方式繼續生活。當今的城市必須開始改善城市的環境

品質，以連續性步行空間之人本環境為目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要讓人們認識並了解到連續

性的公共空間的品質之重要性。城市的人們需要的是綠地和天空、需要的是呼吸和奔跑的空間。

而城市要如何提共這些服務呢？將是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問題。 

關鍵字：連續性空間、人本環境、綠色環境 

 

Abstract 

In today’s urban s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re inevitabl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city is concentrated. In an era dominated by 
automobiles, pedestrian spaces lack a safe walking environment.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the quality 
of urban space makes it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continue living in this way. Today’s cities must begi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ity’s environment, aiming at the human-oriented environment of a 
continuous pedestrian space,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is to let people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quality of continuous public space. People in cities need green space and sky, and 
space to breathe and run. How can cities provide these services? This will be the main issu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Continuous space, Huma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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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竹市經歷數十年的開發與建設，城市佈滿著高密度的交通網絡，其中步行空間道象徵著

一個城市的形象、生活以及文化層面等等…，並讓市民享受城市中的便利性，更能同時享有每

一天開始生活的環境品質，在城市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面對數十年過度的開發與

建設，以及私人運具使用都市空間的習慣不良或規劃不當，而導致到處亂停放也是習以為常的

事，加上步行空間的公共設施設計品質不佳以及維護管理不當，再加上混商住宅因營業需求，

導致都市空間零碎、招牌凌亂、騎樓占用、私人運具過多、設施物過度的成長、指標系統的雜

亂，步行環境欠佳、生活環境品質不良，造成街道次序混亂，忽略了行人的安全以及生活品質，

使市民認同感低。步行空間的人文秩序逐漸破壞，對於都市的步行空間相當不利。這樣子的實

質環境課題引發本研究探討動機，其一，什麼樣的前因後果，造成城市的步行空間零碎以及混

亂？其二，城市中良好的步行空間是以什麼原則所建立的機制？因此，在推動都市以人為本之

虞，可以從連續性步行空間著手開始，以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及厚植市民認同感。為本研究探

討的主要問題之一。 

 

    本研究因以人本城市構成的徒步空間作為探討對象，故在此探討都市設計思想之探索，必

須先了解「都市設計」與「都市空間品質」兩者的發展歷程與關係，再從界定彼此之間的空間介

面中，找出之間的價值觀與關聯性，以便發展優質的「連續性徒步空間」的方向。 

貳、連續性步行空間實質環境課題 

    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後，改變了城市空間型態，打破了原本的圍牆城市，使人口大量

集中於大城市，形成工業城市。因工業化與都市化相互作用之影響，大躍進的經濟成長，同時

也帶來許多負面影響；環境汙染、都市空間擁擠、惡劣居住環境等等…，都市功能失調。都市空

間充斥著疾病、犯罪、死亡，產生種種惡化之問題。因此開始思考、探索都市環境、自然環境、

人之間的互相關係，於是啟發近代都市設計思想的開端。 

 

    在十九世紀後，近來由於全球氣候之變遷，使全球各地經常發生災難，為了因應難以捉摸

的氣候災難，再加上都市快速發展，產生了許多都市的問題，讓我們逐漸失去了步行空間環境、

以及綠帶與藍帶生活環境，專家學者開始思考都市與環境的關係。企圖找尋各種策略與方法來

解決都市日漸惡化的環境問題，來提供市民一個健康良好有品質的城市。提供了一個新的策略

與規畫，強調於持續，跨專業，多元的溝通與協調，將城市發展看做是一個持續推動的過程，提

供近程、中程、遠程等目標，並對近程，中程發展保留彈性與協商的可能性。在面對極端性與不

確定性的議題上，策略空間規劃的思維提供了決策者一個具包容度的視角，因此逐漸被認為是

推動城市韌性發展，強化城市容受力與回復力的基礎。 

一、連續性開放空間之重要性 

    是維持城市秩序的主要機制。這個秩序是由人們之活動所構成的，它是人們平常會接觸到

人事物，而不是單純的藝術，在1961年的珍．雅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Jane Jacobs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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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有提到，步行空間是複雜的芭蕾舞的舞步，其中各個

舞者和合奏團都有獨特的部分，它們彼此的互動相互增強連結性，並構成一個有序的整體。珍．

雅各並強調，應結合步行空間周圍的自然環境來考慮城市交通網絡。正如她所說：「一個城市的

街道若有趣，這個城市便有趣；一個城市的街道若無趣，這個城市便無趣。街道是一個城市最

主要的公共場所，及最重要的維生器官」。（羅伯特．卡尼格爾、珍．雅各，2019） 

 

    城市是由成千上萬之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們所組成的，城市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人以

及人所產生的活動，卻身處在環境的醜陋、髒亂、擁擠、不安全等都市環境問題當中，如此重要

的元素，卻沒有好好的被善待。換言之，創造出可持續性的人本環境，不但會來帶來良好的環

境品質、安全感，並且也能擴張人們認知經驗的潛在深度。如果人們在生動的環境當中，同樣

的日常生活必定會產生好的反應。從本質上來說，城市本身是複雜性、有機性的象徵，如果規

劃妥當，想必城市會更富有張力與生命力。 

二、綠色基盤設施之介面 

    現今好的城市空間，主要以人的便利性與舒適性為考量，這些的考量取決於城市的基盤設

施，是決定於一個城市能持續發展的建設與設備」，大多是指：下水道、電纜、管線等公共設備，

或者是：道路、醫院、學校，警察局等公共建設，稱為「灰色基盤設施」。現今，有另一種新的

基盤設施更受到許多專家學者和景觀生態組織所重視，是以調節微氣候環境、提供綠色資源和

聯繫綠色空間網絡為主要目的，達到生活環境擁有充足的光線、新鮮的空氣、舒適的溫度以及

大量的植栽，保護並提供動植物棲息地，創造出人與多樣性生物共生系統之連續性都市綠帶空

間，並有助於提昇自然和都市環境的品質，稱為「綠色基盤設施」。（珍妮特．薩迪可罕、 賽斯．

所羅門諾，2018） 

 

    其中澳洲都市規劃具有前瞻性的整合綠色基盤設施介面，它結合城市周圍視覺和實體空間

景觀，將城市裡的各種綠色資源連接如一串綠色項鍊，從小型的綠地空間到鄰里街道的行道樹，

從私領域到公領域互相貫通，是城市規劃師葛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參考田園城市之原則

所留下的卓越成就。街道所廣植的喬木街樹除了提供新鮮空氣給居民外，也是串連周邊自然山

丘或山林的重要生態廊道，提供給不同鳥類動物的棲息空間。另一方面也讓居民們清楚感受到

自己所生活的鄰里，同時也是其他動物們的共生系統，進而學會尊重與保育自然生態環境。 

三、藍帶資源之整合 

    因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實質環境之變化，造成都市環境發展之不穩定因素，為回應氣候變遷

所產生的極端降雨及洪水災害等不確定性，因此水資源和基礎建設之間的共生關係更加的重要。

因此利用策略性增加自然基礎設施，形成都市中的生態資源成長，例如：綠帶街道、滯洪池生

態公園等設施，增加都市透水面積，有助調節水量，讓都市改善景觀與環境變得更佳宜居，並

提供許多附加的效益，例如：棲息地復育、空氣水源品質、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加強基礎建

設，都與居民的使用息息相關。 

 

    荷蘭鹿特丹市如同現今許多大城市，由密集的建築物和大面積不透水的鋪面組成，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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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更密集的雨季，市區將沒有條件和多餘空間吸收更極端的降水。鹿特丹在2005年建築雙年

展被認為是治水政策發展的分水嶺，這個主題為淹水的展覽，除了對與水共生提出了許多具有

創新性的想像，也影響並催生了市府推動這個概念的具體執行策略，使其得以依法有據的在制

度內推動進行。與水共生的思維同時也轉化了過往將人與水分隔，以確保人身安全的概念，使

鹿特丹市的水岸成為吸引人駐留的都市活力所在。 

參、新竹市人本空間發展與概要 

一、新竹市發展脈絡 

    新竹市發展於三百年前的清領時期，又稱為竹塹城，也是具有歷史、文化最為豐富的城市

之一，為北台灣發展最早城市之一，在日據時期新竹市開始現代化都市計劃，又稱為市區改正

計畫。計畫前期以拆除城牆打破了清領時期的圍牆城市，以街道規畫為主，打破既有的空間經

驗以利殖民統治，期畫後期以全盤性等方式規畫都市（黃承令，2007），現今因城市的演變與技

術進步發展出新竹科學園區高科技產業，新與舊紋理脈絡的交錯，這些的痕跡記錄著城市的發

展脈絡，同時也形成許多步行空間類型，對今後臺灣的城市空間構成產生結構性的影響，並奠

下現代化的基礎。 

二、新竹市發展策略之架構 

    近幾年新竹市政府因「前瞻性基礎建設計畫」並向內政部營建署和經濟部水利署

爭取城鄉建設以及水環境建設，城鄉建設的部分以舊城區的都市空間進行改造，並以

步行、連結、整理等手段，更進一步提升串聯步行空間品質（林欽榮，2006），來達到「步

行城市」的整體改造計畫。水環境建設的部分以河畔水岸原始生態為主，還地於自然並

依據生態資源、人的活動之關係達到共生的平衡點，稱為「微笑水岸」，再加上新竹市環

境景觀總顧問徐昌志總顧問的團隊參與下，提出以「綠甦醒」作為此階段努力的目標。面對

幾十年來的設施物過度成長，希望能夠藉著減量、修整、降低人工量感等方式，並復育讓生態

環境的綠意慢慢的回到我們周邊的生活。並讓市民不只享有城市的便利性，更能同時享有在綠

意中甦醒、開始每一天生活的環境品質，以達到人本城市之整體目標。 

(一) 步行城市 

    計畫包含；改造新竹市車站下沉式廣場、舊城區東門城周遭環境、城隍廟以及新竹州廳等

歷史文化脈絡之連結性，銜接隆恩圳、護城河、以及經國綠園道等生態資源之多樣性，改造長

和、綠光、民族公園以及新竹公園市民廣場等綠色環境之生活樣貌性，串聯汀甫圳周遭環境等

通學步道之安全性，另一方面藉著安全舒適的連續性步行系統，發展出全市性步行指標系統，

把各區域中的重點場域進行整理並串聯，在快速發展城市中，讓市民安全舒適地漫步在城市，

並享受著自然生態的連續性之美好感受。回過頭觀察新竹市都市發展的現況，近幾年新竹市有

許多優良的都市步行空間改造案例，本研究進行基本資料蒐集之外，也會對於施工觀念一併

統整，以作為日後的紀錄、歸納以及盤點之重要指標。 

1. 新竹經國綠園道串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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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於東大路與民主路之間，作為新竹市重要景觀之路段（如圖 1），擁有著豐富自然

生態的綠色環境為新竹市重要的連續性之綠色環境及人行徒步空間。透過此計畫以串聯新竹市

重要連續性綠帶空間以發揮整體實質環境優勢，串聯人行徒步空間之安全性與連續性（如圖 2），

以提升新竹市人本環境建置及人行路網，使新竹市更提升為優質的宜居人本城市。 

  

圖 1 經國綠園道改造前之現況             圖 2 經國綠園道改造後之現況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2. 環境營造隆恩圳與護城河人行空間串聯工程計畫 

    地理位置於新竹市中心地帶，人潮眾多周遭環境充滿熱鬧商業活動，計畫範圍包含；民族

路與東大路相鄰、東門國小周遭環境以及銜接隆恩圳西段之範圍，作為步行通學的學生之重要

的遊憩通學步道。過去東園國小周邊環境步道空間凹凸不平（如圖 3），透過此計畫改善無障礙

環境，也藉由開放部分校園邊界，讓校園空間延伸至周遭步行環境，達到連續性步行空間之改

善效益；同時也強調人車分離的規劃、植栽規劃、透水鋪面材質以及鋪面施工整磚計畫，強化

市民使用步行空間之安全性與舒適性，讓市民輕鬆步行於隆恩圳與護城河周邊環境（如圖 4）。 

 

 

 

 

 

 

 

圖 3 人行空間改造前之現況                    圖 4 人行空間改造後之現況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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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笑水岸 

    新竹市是一個被水所環繞的城市，擁有河川、漁港、海岸、水圳，以環市水環境的架構為

基礎，發展為開放式的水環境架構，並作為城市治理的重要戰略，面對氣候變遷以發展調節、

還地於自然為主，從威脅轉化為城市發展，並具有經濟效益的機會。總結而言，在規劃思維上

的轉變，體現在空間發展態度上的質變，以及決策操作上的方式，提供了一個對應氣候不確定

性，往生態城市目標推進的可能性，同時也梳理了系統框架，包含左岸頭前溪河川生態景觀、

新竹漁港形象景觀區、十七公里海岸生態景觀、青草湖周邊景觀改善工程、市區水系整治，水

環境計畫即以此框架發展，形成外有微笑水岸計畫，內有步行城市計畫，建立內外環的雙環交

織體系，創造出一個宜居的生態城市。 

 

    其中以十七公里海岸線為例（如圖 5），經過數十年的人為開發，存在著各個時期對於都市

公共建設之發展痕跡。新竹市政府在近幾年來對於水環境的整治與規劃中，以去除過多干擾的

人為設施，把大地還給於自然生態，逐漸形成動物、植物之多樣性棲息地，讓原來的生態系統

有良好的環境發展，以達到「微笑水岸」主要目的，成為生態水岸之發展。 

  

圖 5 新竹市十七公里海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圖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   

(三)、綠甦醒 

    徐昌志–「新竹市 108 年度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結案報告書」中，該計畫以提升都市中

的步行環境與生活品質為基礎（如圖 6），並探討面對既有設施，採減法設計、降低量感等方

法，避免人工物成為環境的主角；在基礎環境的整理，顏色質感的控制、與自然的協調性、維

護管理的考量。藉著整理、梳理、分析，並避免之前發展時的錯誤樣態作為參考，並延伸出往

後都市發展的設計規範。（徐昌志，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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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綠甦醒之概念圖  資料來源：新竹市 108 年度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結案報告書   

    因著此計畫所參於的諮詢會議、工程督導，與各局處單位、設計單位和營造廠商有著頻繁

地互動，在討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相同的價值觀，以尊重自然環境為前提，開始降低不必要的

設施物、克制大量的開發並保留都市中的綠色資源，開始學習如何與大自然一起生活；可從大

的城市與周邊空間結構開始深入至小的社區環境，畢竟我們是生活在自然環境下的人為都市界

面之中，較大尺度的自然生態影響著每個小社區環境。因此要建立起宜居城市的自然生態循環，

綠色基盤規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肆、小結 

    對於全球氣候的反撲，人們開始進行反思與思考，如何讓水泥城市轉變成人們所宜居城市

已成為非常重要的課題（方策，2019），回到新竹市政府近幾年對於都市空間發展之過程而言，

城市中的開放空間，不只是零碎的配置在城市當中，或是單純綠化點綴城市空間。良好的綠色

資源、水資源與開放空間藉由串連與規劃，不但可以有效的改善城市熱島效應、居住生活環境，

更能夠導入生態城市的價值觀。 
 
    並透過符合使用者之設計並滿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創造出商業和休閒設施，自然會吸引許

多實際的身體參與者（吳宗錤，1994），構成出有趣豐富的開放空間。形成了都市公共空間生活

不斷再現，作為一個媒介，能有效地維持個人社會互動以及接觸，構成一個都市街廓的基本架，

達到連續性步行空間改善之目的，新竹市政府依然持續進行都市空間改造，並實踐與落實在市

民的日常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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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空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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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盧孟鈺 alice128934@gmail.com 

摘要 

中國傳統醫學(簡稱中醫)源於中華民族重要的學理之一，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表示應依照各國情進行傳統醫學推廣，並整合及納入當地健康照護體系。台灣目

前大型醫院多以中西醫雙軌合併的體制為主，但空間上都以西醫空間為主要規劃對象，中醫部

份都是以附屬方式出現在大型醫院，不能完整體現中醫文化特質，空間上也受到相對的限制。

因此，本研究以中醫醫療空間進行調查，藉由整體環境規劃與空間配置的觀察後進行分析，試

圖從中釐清目前中醫醫療空間的架構與問題。經實地調查發現，醫院在整體規劃上受到空間不

足的限制，較缺乏中醫文化特質的帶入，但在氛圍營造有開始注重與努力。 

關鍵字：中醫、醫療空間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riginated from one of the important Chinese-national 
academic theories. With regard to promot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dicates that it should be brought in to the local health care system stage by stage on the basis of 
conditions of a country. Most hospitals in Taiwan mainly adopt the dual syste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space is designed for Western medical usage while TCM medical space is 
mostly seen in an attached way in hospitals. Not integrate in the space at the initial planning, it lacks 
its very own featured culture and facing relative limitations of space.  

Thus, this study does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al space to know the structures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Chinese medical space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entire environment planning and 
the space layout. In our field investigation, we find that hospitals are short of TCM culture in the entire 
planning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space in hospitals, yet creating the atmosphere is seriously started 
being noticed.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edic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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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傳統醫學(簡稱中醫)源於中華民族重要的學理之一，發展至今已有千年的醫療體系，承

載著中華人民思想與智慧的書籍《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書仍在流傳。近年隨著高齡

化的影響，醫療觀念開始朝著自然養生、延年樂活為目的，台灣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 1995

年將中醫納入全民健保給付項目中，提供民眾更完善的中醫醫療照顧，目前中醫發展上都是朝

著現代化與科學化增進中醫醫療品質。 

目前大型醫院多以中西醫雙軌合併的體制為主，較無純粹中醫的大型醫院，空間上多以西

醫空間為主要規劃對象，中醫都是以附屬方式出現在大型醫院中，空間設計與氛圍上較不能完

整展現中醫文化特質，整體發展受到限制。本研究主要透過中醫醫療空間相關文獻整理及實地

調查，探討目前大型醫院中醫醫療空的架構及特色。希望藉由本研究的進行提出目前空間主要

架構與面臨的問題，以提供設計及改善的方針供日後規劃者進行參考。 

貳、中醫醫療空間發展 

一、中醫理論與空間設計關係 

中醫理論以陰陽學(圖 1)為中心概念，朝著四面八方沿伸擴散，中醫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

整體，構成人體各個組成部分，如氣、血、津液、臟腑及經絡是密不可分，生理功能的活動是

相互協調與作用交織而成，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個整體，順應自然的前提下，適應自然維持身

體機能，即是人與自然的統一，而陰陽的盛衰反映到人體的疾病產生，中醫最終目的是達到人

體陰陽平衡的狀態。(中醫基礎理論，1993) 

 

圖 1 陰陽盛衰圖 (資料來源：中醫基礎理論，1993) 

中醫醫療空間的塑造應協調人、建築、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杜雪

岩，2015)。所以在醫療空間設計上應包含天人合一的自然元素、乾淨舒適的空間氛圍、空間層

次融洽及文化性元素的表達，目前中醫還未脫離傳統形式的診療方式，空間可以看出延續以前

空間的構成層次，醫療科學的進步輔助性的醫療器材陸續推出改變診療空間的規劃配置，空間

上多出許多特殊使用及收納空間，空間整體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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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空間配置演進 

中醫醫療空間演進(圖 2)在最初萌芽時期是在醫生自家或是透過醫生走訪的方式在寺廟中設

置看診的區域，與民宅的院落規劃有著密切的關係，各空間的配置都在一個護龍單元完成相互

交融，宋朝開始出現規模較大的醫療院所，各空間也開始逐步分化，到了明清時期官辦的中醫

醫院形成。民國初期西醫的傳入影響了中醫文化體制及空間安排，中醫甚至出現廢止的聲浪，

在中醫前輩們的努力下，中醫走過陰霾朝向科學化，空間開始朝向多元化的發展，加上建築技

術的進步，從平面化的空間布局演變成垂直化發展。 

  

圖 2 中醫空間佈局演進 (資料來源：石媛，2012) 

傳統中醫診療空間相對於西醫來說是極為簡單，以桌子、凳子、床以及脈診為主要構成單

元，最為經典的案例為張仲景的「坐醫堂」模式，而千年以來中醫師即為藥劑師的關係，「中醫

坐堂，前店後場」(杜雪岩，2015)成為中醫空間最大特色的地方。現今大型醫院的中醫空間大多

都是與西醫空間相鄰，整體佈局上因都市地狹人稠，某些空間需與其他科別共享使用，內部空

間體現中醫自主文化受到相當大的影響，醫療相關法律規定也限制了一些中醫治療的方法無法

設置在空間之中，在這樣的條件下，大型醫院中醫醫療空間發展有了使用方式及空間的轉變。 

參、中醫醫療空間分析 

一、台中慈○醫院與台中榮○總醫院基本訊息 

台中慈○醫院(以下簡稱甲醫院)中醫部成立於 2007 年，位於都市外圍區域鄰近山區，醫院

屬於區域型醫院，秉持「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理念，願景成為國際中醫藥典範，目前主要

分為內科、針灸科、傷科及婦科四大科別，並針對護理及調劑方面也特別成立中醫護理及中藥

殿體系，目前空間總面積 812.24 ㎡，中醫師人數為 18 位。 

台中榮○總醫院(以下簡稱乙醫院) )傳統醫學科成立於 2003 年，位於都市外圍區域，醫院屬

於醫學中心醫院，強調傳統與現代醫學的結合為發展宗旨，醫療服務以老人疾病、腫瘤、免疫

過敏性疾病居多，並配合西醫住院患者中醫會診，使病患在中西醫配合下，有更好的醫療服務。

目前科別包含內科、婦科、兒科、傷科、針灸科五大科別，目前空間總面積 473.07 ㎡，中醫師

人數為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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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醫院與乙醫院整體平面配置之比較 

以下將以兩家醫院為例，比較二者之間於空間使用、平面上之相同、相異之處，並藉由此

方式探討現今中醫醫療空間的特色與問題。 

   

圖 3 甲醫院平面圖                       圖 4 乙醫院平面圖 

(一)整體平面分析 

甲醫院中醫整體空間(圖 3)呈現長方形且並無與其他科別使用空間完整，科室空間分布於整

體空間四周，科室相互交融屬於散佈的配置方式，因科室配置關係產生中間走廊，動線分明並

與等候空間相融。乙醫院中醫整體空間(圖 4)呈現矩形，科室區分鮮明，各醫療空間以集中式配

置簡單分明，因與其他科別鄰近有共用使用的空間產生。 

根據患者就醫流程與醫師工作流程，醫療空間基本組成可分為等候空間、診斷空間、治療

空間、陪護空間與其他空間(杜雪岩，2015)，經本研究實地調查後，現今台灣中醫醫療空間中缺

少陪護空間，此空間目前都與等候空間相融，各空間區分鮮明不會有一室多用的情況並歸納以

下空間比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醫療空間面積統計表 

醫院  甲醫院 乙醫院 

   等候空間
＊

 253.58 ㎡(31％) 128.50 ㎡(27％) 

診療空間 198.41 ㎡(24％) 120.82 ㎡(25％) 

治療空間 311.15 ㎡(38％) 223.75 ㎡(47％) 

      診察空間
＊＊

  49.10 ㎡(7％)   0.00 ㎡(0％) 

合計 812.24 ㎡(100％) 473.07 ㎡(100％) 

＊乙醫院與精神科共用＊＊乙醫院無此空間不再此次探討範圍 

由表 1 得知，目前醫療空間大部分以治療空間為最大的使用空間也是患者使用時間最長的

空間，其次是等候空間，而診療空間是空間量最為稀少的空間，與西醫相比中醫治療時間較為

醫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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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長，未來設計上陪護空間的設置是有一定程度上之必要。相較兩家醫院，甲醫院因無與其他

科別相互使用，在空間方面多了診察空間與藥薰空間的設置，整體配置較可以朝向多元化的發

展與使用。 

(二)動線分析(圖 3 和圖 4) 

1.病患動線 

病患動線安排上應注意直覺性與方便性，空間標示須註明清楚，以減少病患往返之動線。

甲醫院因為科室分佈呈現散狀分佈，病患動線屬於擴張型動線，看診動線方面，傷科看診動線

較為特別，病患經過醫師診脈後，直接可以通達治療空間，看診動線流暢，乙醫院因平面分佈

分明，動線清晰單一，看診動線方面，病患經醫師診脈後，需在等候空間等待後再到治療空間，

會有往返的動線出現，對於醫護人員來說較為不便。 

2.醫護動線 

醫護動線安排上應注意醫護工作的方便性，醫療設備的移動與治療時所需的空間不要產生

打結的狀況產生。甲醫院診間都是可以相互通達，看診時醫護人員較為方便進出各診療空間，

但沒有對外的醫護專用道空間，較多機會會與病患有所接觸，乙醫院病患與醫謢動線鮮明，醫

護專用道空間發達，不會與病患動線衝突，整體動線分明並與看診通達各診療空間動線結合，

診療空間完整區隔。 

 (三)整體氛圍分析 

空間氛圍是給人最直接的感受，醫療空間應展現中醫文化性元素，就目前調查發現醫院展

現多用於室內色彩與材質來營造，較少使用在空間規劃。由圖 5 顯示，甲醫院整體色調呈現暖

色色調，揮別醫院冷冰冰的印象，空間材質以木頭為主要視覺，家具樣式選用較具中國意象的

木頭椅與其他醫院做出區別，在等候空間結合衛教訊息，讓病患在等候之餘可以閱讀中醫相關

訊息，整體呈現舒適與溫馨感。由圖 6 顯示，乙醫院因與其他科別互相使用空間，較無法體現

中醫文化元素，整體空間呈現藍白色調，在各空間中可以發現使用木頭與暖色元素，增加親切

與舒適性，因為醫院位置位於山丘上視野遼闊，治療空間視野遼闊並種植植栽，與中醫追求天

人而一的空間感有相互呼應。 

    

圖 5 甲醫院整體氛圍                     圖 6 乙醫院整體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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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醫療空間分析 

（一）等候空間 

每位病患的治療與診療方式有所不同時間的長短也不一致，等候空間成為不可或缺的緩衝

空間，經實地調查發現目前可以分成散狀式及集中式兩種空間規劃方式，因應各醫院空間配置

方式去做彈性規劃，並可與其他科別共同使用，病患停留與此的時間僅次於治療空間，由圖 7

顯示，甲醫院等候空間與病患動線結合，人的流動較為複雜，座位排列以三位為一個單元，均

佈在等候空間之中，並選用木質具中國傳統意象座椅，兼具舒適美觀及文化體現。由圖 8 顯示，

乙醫院以集中式的方式為主，並與其他科別共同使用，與主要動線區分鮮明，空間完整性較高，

大片落地窗使視覺延伸，整體氛圍乾淨俐落。 

    

圖 7 甲醫院等候空間                    圖 8 乙醫院等候空間 

（二）診療空間 

診療空間須滿足中醫醫生診斷四診（望、聞、問、切）的治療需求，調查發現兩家醫院內

部配置無太大的差異，設備都包含兩張桌子、一張治療床、洗手台空間與工作臺空間，目前主

要看診都以一護一醫為主要形式，空間都有預留醫護方便走動的空間大小，內部設計上與整體

風格互相呼應，由圖 9 顯示，甲醫院配置於兩側有對外開口與景觀相互對望，由圖 10 顯示，乙

醫院整體配置在中間區域，使治療空間呈現暗房空間，沒有對外開口。 

    

  圖 9 甲醫院診療空間                  圖 10 乙醫院診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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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療空間 

因應病患身體常有多樣的治療方式，醫療設備種類較為複雜，危險程度也較高，本空間占

整體空間中最多的區域範圍，也是病患使用時間較久的空間，調查發現目前主要治療方式以電

療、熱療、針灸三者為大宗，較無其他特殊的火療與水療空間，內部空間各治療單元以條狀排

列，各個治療單元大小約 280cm*180cm 並以簾幕阻擋，因為設備的多樣及醫護來往方便性，空

間預留約 3 至 4 米的走道空間，甲醫院在治療上有較多元的方式，有另設藥薰空間提供病患另

外的選擇。 

   

            圖 11 甲醫院治療空間                    圖 12 乙醫院治療空間 

（四）中藥局空間 

中藥局空間大多屬於藥劑部的管轄範圍，不會與中醫醫療空間相鄰，由圖 13 顯示，主要包

含領藥空間、調劑空間(圖 14)、煎藥空間、儲藏空間、調劑師休息室，整體空間溫度須維持在

20~25 度，濕度需在 70％以下確保所有藥材保存與使用，現今科技中藥的興起，現在中藥大多

都以藥粉的形式為主，調劑空間粉塵問題嚴重，雖然已有增加抽風機改善但是效果不彰，煎藥

空間與調劑空間兩者過於遙遠，藥劑往返十分耗時。 

   

          圖 13 乙醫院中藥局整體平面圖              圖 14 乙醫院中藥局內部調劑空間 

肆、結論 

中醫醫療空間發展從一開始簡單的住宅、坐醫堂到現今大型醫院內的中醫空間，一路從平

面擴張到垂直設置，空間雖迅速發展卻還是保留「宅院」的配置方式在整體規劃上，科學的進

步與設備的創新讓醫療空間有了很大的轉變，也因為這樣中醫的發展受到西醫很大的影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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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分別、空間的使用……等，加上都市地狹人稠與相關法律規定，空間簡化與共用已是現在

醫療空間的狀態，較無法完整體現中醫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然元素、祥和空間氛圍、空間層次

融洽及文化性元素對空間的規劃與設計。 

 

經實地調查發現，整體規劃方面甲醫院的設院理念「與自然共存」這方面與中醫理論中天

人合一不謀而合，在整體空間安排上可以看到很多空間都與外界庭院空間有所聯繫，並設置提

供景觀與寓教於樂的藥草園空間，整體色彩上運用暖色調，家具選用木頭椅，空間氛圍營造良

好。乙醫院整體空間安排分明，與西醫空間接近受限較多，在空間氛圍營造上，與甲醫院產生

很大的對比。動線方面，病患與醫護各自流暢性是非常重要，應減少往返的動線出現，各空間

也較不會互相干擾產生。各空間方面，等候空間分為分散式與集中式，與整體空間形狀相關，

診療空間兩家醫院內部空間沒有很大的差別，治療空間是面積最大也是病患使用最長的空間，

目前以三大治療為主，後續可以增加其他治療方式，中藥局空間設計上，藥師工作路徑與藥材

往返的路徑是考量的重點，設備設計上應注意溫度、濕度與粉塵問題的解決，中藥局等候空間

文化的體現也是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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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保意識崛起，全球對於塑膠製品要求絕對的環保，塑料回收後甚至可以當作推肥使用。

現今諸多的天然著色劑，雖然標榜天然，但是製程依然有酸鹼汙染的疑慮，因此本研究嘗試以

天然植物當作著色劑，與塑料混合測試，開發可以完全被回收的材料，且修正製程達到完全零

汙染。研究以色彩混合理論為基礎，量化著色劑混合比例，並以熱壓機製作實驗樣本。色彩評

價評量塑料混色成效，則採用色差計、PANTONE 色票和 PHOTOSHOP 軟體轉換 PANTONE 色

票記載之 RGB 值為 Lab 值。最後的研究數據再透過 SPSS 統計方法，如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和迴歸分析，驗證研究對於色彩、塑料與製程關係的假設。 

關鍵字：色彩評價、天然著色劑、塑膠、統計產品與服務解決方案 

Abstract 

Becaus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gains ground,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demand eco-friendly for their plastic products, plastic recycling can even be used as compost. Although 
many natural dyes are come from natural plants, but be manufacturing are full of in acid-base pollution. 
In this paper we make natural pigment from natural plants, and mixed testing with plastic for 
development fully recyclable materials, and modify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natural pigment achieve 
realizes zero pollution.The proportion of pigments is referred on color mixture of the chromatology, and 
the sample is printed with hot press. The color evaluation of mixture the plastic and pigment use color-
meter, pantone color card and Photoshop have transformed RGB into Lab. Finally, the data analysis is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example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which is for verified all hypothes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r, plastic and process. 

Keywords: Color Evaluation、 Natural Pigment、Plastic、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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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SPSS) 

壹、前言 

FDM 積層製造技術的 3D 列印的列印線材採用原始的塑料造粒抽線，因此彩色原料的來源

是取於傳統的塑料色粉(pigment)，或稱塑料著色劑。塑料著色劑依據原料來源被分類為一般礦

物性物質的無機著色劑和自然植物或海洋動物的有機著色劑。以顏色的鮮豔度和著色力來看，

有機著色劑的效果比無機著色劑好，但是價錢較而貴，更重要的是大多數的無機著色劑都含有

劇毒性重金屬，比如紅丹、朱紅。不論是有機或是無機著色劑再進一步還被分為天然和人造兩

種，人造的有機著色劑色彩多樣，是市面上使用最多的是人造的有機著色劑，但是人造的有機

著色劑(organic pigments) 最大的問題是製造過程中需要酸鹼化學溶劑的配合，比如二甲氧基聯

苯胺，與塑料混合時也會需要分散劑，如鄰苯二甲酸酯等的參合，因此對於環境有汙染的疑慮。

為了環境健康塑膠製品可否進入歐盟，相關於金屬或是特殊化學物質含量都要經過 RoHS 檢測、

EN71-3(1994,2000)或是 Regulation (EU) 2016/1416 的規定測試合格。 

遠古以前天然著色劑就被應用在食品、皮革和紡織品的著色劑，這些著色劑都是來自植物

和動物，幾乎沒有所謂的化學處理，自從 1856 年價格便宜的合成著色劑被引進，天然著色劑漸

漸少被使用(Arora, Agarwal, & Gupta, 2017)。但是近年來環境汙染問題，及各式致癌因子被發現

於合成著色劑中，天然著色劑無汙染的特點有開始備受全球注目(N.F., R.S.R.EL., & E.M., 2011; 
Siva, 2007)。天然著色劑可以被生物分解，不會造成健康危害，可以容易的被使用，也沒有太多

環境問題，但是因為價格昂貴，因此主要被使用在手工藝品，小量產製品，或是高價的環保藝

術產品(Arora et al., 2017; Samanta & Agarwal, 2009)。 

工業上需要的顏色很多，為了更簡便快速的達到多樣色彩的變化，色彩理論是重要的參考

依據。色彩理論中對於顏色變化主要是三原色說(Young-Helmholtz)，即紅、藍和黃，透過比例的

不同，混合出不同的色彩變化(Ibraheem, Hasan, Khan, & K Mishra, 2012)。紅色著色劑是最被廣

泛使用的著色劑，特別是在食品上，Satyendra (2006)研究中表示，可能是因為紅色是天然蔬果中

分布最多的，而且可以刺激食慾。相對的 39%研究顯示紅色著色劑也是開發技術最具挑戰性的

色調，其次才是綠色(19%)和藍色(13%)(Sigurdson, Tang, & Giusti, 2017)。由紅蘿蔔中提取出來的

花青素被認為是可用的紅色著色劑，且經過實驗證實，紅蘿蔔花青素可以複製出紅櫻桃的 FD&C 
紅 No. 40 的顏色(Giusti & Wrolstad, 2003)。 紅葡萄酒發酵和老化過程也可以產生花青素衍生

物，這個紅色著色劑在 1996 年首次在紅葡萄酒中分離出來(Rentzsch, Schwarz, & Winterhalter, 
2007)。紅甜菜中提取的紅色著色劑在美國免除認證，同時也被歐盟指定為可以的紅色食品著色

劑，並且在市場上被廣泛使用。紅甜菜的缺點是有土味，因此仙人掌科的果實提取的紅色著色

劑成了最佳的替代品(Yin et al., 2017)。除了以上植物，番茄、西瓜和番石榴中都可以發現鮮紅色

素(Yin et al., 2017)。亞洲常用的紅麴色素來自於紅麴菌的發酵食品，它的顏色穩定，雖然在美國

尚未獲得批准，但是因為顏色變化可以從黃色、橙色到紅色，預期是未來良好天然紅色著色劑

的來源(Acero et al., 1998; Danuri, 2008; Pattanagul, Pinthong, & Phianmongkhol, 2007)。藍色著色

劑通常需要在特定的 pH 值的下才能呈色，比如紅甘藍菜和紫馬鈴薯中提取的著色劑在 pH8 下
會表現出相似於 FD＆C 藍 No.2 的顏色(Abdullah, Lee, & Lee, 2010)。葡萄酒老化過程中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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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形成吡喃葡萄糖苷（portisins）或葡聚醣二聚體（Dimers），這些物質在酸性 pH 下也會顯示

藍色調(Mateus, Oliveira, Haettich-Motta, & de Freitas, 2004)。有些葡萄酒中分離出的色素在 pH2 
下會呈現綠松石藍(Oliveira et al., 2010)。茜草科的梔子花或胡桃果也可以提煉出藍色著色劑，但

是如果要將梔子花的藍色著色劑使用在食物中，在美國或歐盟都還不合法，但是在日本、中國

和韓國則可以(Jespersen,D. Strømdahl, Olsen, & H. Skibsted, 2005; Newsome, Culver, & van Breemen, 
2014)。 

類胡蘿蔔素是澄黃色著色劑的替代品，其中葉黃素是一種常見的黃色類胡蘿蔔素，而萬壽

菊(Tagetes erecta)是葉黃素的重要來源(Breithaupt, Wirt, & Bamedi, 2002)。番紅花是一種水溶性的

橘黃色著色劑，在美國被批准為食品著色劑，但是在歐洲則被認為是香料(Arora et al., 2017)。梔

子果實（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是類似黃色著色劑的來源，它在亞洲被廣泛的使用，但是在

美國是不合法的(Arora et al., 2017)。薑黃是來自草本薑黃根莖黃色著色劑，在美國被允許可以做

為食物染色用，但是在歐盟只能當作著色劑(Arora et al., 2017)。 

色彩學中關於色彩混合理論討論了色光加色法 (Additive Mixture)和色料的減色法

(Subtractive Mixture)，Matsushiro & Ohta (2006)研究中表示色彩的混合不單只是三原色的比例會

影響成果，色彩空間中的最大和最小邊界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Matsushiro & Ohta (2005)在研究

中雖然沒有明確說明所使用的實驗色料(Colorants)來源，但是證明了影響色料減色法(Subtractive 
Mixture)的混色結果不單只考慮三原色，原色的最大和最小量會影響最後染色結果色彩空間的可

能範圍。頻譜反射率(Spectral Reflectance)可以幫助研究者瞭解色彩混色的配色量，因此透過頻

譜反射率(Spectral Reflectance)的量測，Matsushiro & Ohta (2004)定義了色料(Colorants)於減色法

(Subtractive Mixture)混色後的色彩邊界。在實際的視覺感知 上，色彩混合(Color Mixture), 色彩

恆常性(Color Constancy)和色彩知覺(Color Perception)等則會影響到視覺對於顏色的生理功能

(Pridmore, 2011)。Gilbert & Haeberli (2007)利用了色差計來評量色光和色料(Pigment)的複雜混合

過程。 

綜合以上對於天然可著色之植物文獻的了解，及對於環境保護的理念，本研究嘗試擷取天

然可著色之植物色料(Pigment)與塑料混合，混合方式以色彩理論為基礎，利用色差計量測混色

成果，並以 SPSS 統計完成後續的色彩評價驗證色彩、塑料與製程關係的假設。 

貳、研究方法 

嚴格的「生物可分解」塑料需要被把關的不只是主原料，還包括原料製成，甚至是混色的

著色劑都被列為嚴謹的管制條件，因此本研究嘗試尋找天然被製造，並可作為著色劑的植物，

並透過色彩學的混合(Mixture)規則進行測試，最後以統計方式做色彩評價，驗證成果，詳細研

究流程如圖 1.。研究方法討論，分為(1).混合理論、(2).色彩評價等。研究設備則配合真空熱壓

成型機、色差計、精密混練機、造粒機、抽線機等。詳細說明如圖 1。 

一、混合理論 

色料顯色系統的混色系統標示顏色的方法分為伊登表色系 (Itten System)、曼賽爾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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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sell System)、奧斯華德體系(Ostwald System)、自然色彩體系(Natural Color System)和實用配

色體系(Practical Color Co-ordinate System)，以上混色系統中，1915 年建立的曼賽爾體系(Munsell 
System)於 1943 年經過美國光學會管轄的測色委員會發表「修正曼賽爾體色彩體系」後，逐漸

成為國際通用的色彩體系，這個體系色相是以紅(R)、黃(Y)、綠(G)、藍(B)、紫(P)為基準，被各

國廣泛發展成各領域的色票，比如美國的 PMS 色票(Pantone Matching System)、瑞典的 NCS 色
票(Natural Color System)、德國的 RAL 色票(Reichsausschuß für Lieferbedingungen)和日本的 DIC 
色票(大日本油墨化工)，其中美國的 PMS 色票(Pantone Matching System)因為於色票中清楚標示

各色彩的調配標準，使用範圍涵蓋了 RGB 和 CMYK 的色彩領域(Kerr, 2009 )，因此被本研究採

用。 

二、色彩評價 

本研究採集處理後的植物著色劑將分別與塑料混合，並以熱壓機完成樣本(圖 2)，驗證產品

顏色實際被使用的成效，並以色彩色差計代替感官評價中的色澤評分，量測實際的色彩數值，

以方便被統計驗證色彩評價成果。研究成果資料分析部分，使用的統計方法分別為 a.描述性統

計、b.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c. 相關性分析和 d. 多元回歸分析等。 

 

文獻探討

植物收集、塑料染色測試

前處理-物理研磨

天然著色劑混色測試(混色理論)

塑料混鍊

實驗樣本製作(熱壓機)

色差計檢測 PANTONE色票比對
RGB數據轉換
(PHOTOSHOP)

色彩評價-SPSS統計分析

塑料抽線。3D列印成品

結果提出
 

圖 1.研究流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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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驗樣本設計 

    透過 PANTONE 色票比對出本研究之實驗樣本的色彩感覺 LAB 數值，並進一步與色差儀

量測的數值做比較，過程中儘量比對出色差(∆E)中色彩感覺在 1.5NBS 以下，即感覺輕微

(slight)的等級，實驗過程除了要找出天染染料與塑料染色的最佳顯色比例，更要可以和國際之

PANTONE 色票數值相關，以作為往後塑料產品染色量化生產用(表 1)。 

表 1. 實驗樣本色彩感覺與色差儀量測比較(部分資料) 

項目 
PANTONE 

NO. 
色彩感覺 

( L,a,b) 
色差儀量測(AVG 

L,a,b) 
色差

(∆E) 
SD ( L,a b) 

紅(紅壇)100% 17-1524TCX (63, 23, 14) (59.3, 25.2, 14.0) 0.87 (17.8, 3.9, 1.8) 

黃(薑黃)100% 9600 U (94, -7, 20) (93.9, -8.49, 21.5) 2.24 (0.3, 0.9, 8.2) 

藍(青黛)100% 7682 XGC (59, -3, -27) (58.6, -4.70, -28.1) 2.13 (35.2, 1.3, 6.6) 

 

參、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色彩評價是建立在統計分析的概念下，如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和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描述性統計分析部

分，可以了解到天然著色劑的顯色效果要完全達到化學染料的成效還需要再更多的測試，目前

研究中測試的成果，絕大多數的色差值都可以落在色彩感覺評量中的 0.5-1.51NBS 感覺輕微

(slight)左右，黃、藍、紫(3:1)和綠(4:1)則因為本身的原始成色和加工影響，色彩感覺評價落在 1.5-
3NBS 感覺明顯(noticeable)區間。數據間的標準差大代表個別混色塑料量測到的數值離散大，即

同一組混色成品中的 Lab 不平均，有可能是塑料混鍊的時間不夠，透明 PLA 塑料和天然有機著

色劑間的混合不平均，或是天然有機著色劑耐熱性不夠，以至於在樣品完成過程中部分接近焦

化，影響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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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最後我們將天然著色劑混色的 PLA 塑膠粒送工廠抽線，分別客製化為黃、紅和藍色等

PLA 線材，並嘗試利用 3D 列印機列印成品，產品列印後發現天然著色劑的顏色呈現不如化學

染料，如果要提升質感，需要再進一步調整著色劑成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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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均等隨著時代改變有著不同概念，而對於身心障礙兒童的教育機會起初只是給予一個

受教機會，校園環境與設施都以普通生所設計與規劃，並沒有考量特殊教育設施設置所需，特

教生回歸學校所有的通用設計與無障礙設計，是為了確保身心障礙學生是否享有平等教育，以

學習環境與空間規劃上觀看，特教班空間應逐步檢討空間規劃、學生移動動線、軟體與硬體設

備等是否符合需求。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附設特教班之位置、規模與空間型態規畫方式，以實

地測量之調查方法瞭解現今國小特教班環境之現況以及校園配置位置，從中瞭解學生所需以及

移動路線，以分析空間規畫對使用者之個別需求，並依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

設施設備及規劃作為學校改善特教環境之參考。 

關鍵字：特教班、校園規劃、空間配置形式 

Abstract 

Equality of education has different concept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At first, th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were only an opportunity to be taught. The campus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were designed and planned for ordinary students, and the needs of special 
education facilities were not consider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turn to all the universal design and 
barrier-free design of the school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njoy equal education. It can b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pace planning.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space 
should gradually review the space planning, student movement, software and Whether the hardware 
equipmen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This research mainly explores the location, scale and spatial pattern 
planning methods of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attached to elementary schools. It uses fiel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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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s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and the 
location of campuse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and movement of students. The route is to analyze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the users in the space planning, and use the facilities and planning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for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disabled in schools below the middle school a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peci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school. 

Keywords: Special Ed, Campus planning, Spatial configuration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早期為了協助特殊障礙學生學習，經常獨立設置各類特殊教育基機構，但是在設立過程當

中對於普通學校設置特殊教育班級之教學空間並無相關法規條令規定，且多數教學空間大多以

普通教室進行改裝而成，近年來受到融合教育與回歸主流的特殊教育思想影響之下，身心障礙

學生從特殊學校安置漸漸到普通學校的情況越來越盛行，大多安置於分散式資源班或是普通學

校所設置集中式特教班，但過去所設計的空間並無法得知是否滿足現在特教學生與老師使用與

教學上的需求，而特殊班級於校園中的位置也未考量到規劃設置、學生安全性與移動路線等，

使特殊班級被安置於校園一隅之處。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下: 

1. 探討特教班在校園環境中的動線規劃、教式配置位置。 

2. 分析各所學校教室配置形式(包含一般教室、知動教室、無障礙廁所)的組織關係。 

3. 透過文獻分析現況優、缺點，做為未來設置特教班級設計之參考。 

貳、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特教班又分為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和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方案

等方式，本研究以集中式特教班為主要探討之對象。 

二、調查範圍： 

彰化縣國民小學附設特教班之五所小學為調查範圍，包括員東國民小學、花壇國民小學、

大竹國民小學、永靖國民小學、大成國民小學(依設班時間排列)。 

表 1 彰化縣國小特教班基本資料表 

代碼/校別 特教班成立時間 班級數(班) 學生人數(人) 人數更新日期 

A1/員東國民小學 民國 60 年 02 月 01 日 2 11 2020/09/10 

A2/花壇國民小學 民國 70 年 08 月 01 日 1 3 2020/08/20 

A3/大竹國民小學 民國 72 年 09 月 01 日 1 6 2020/08/19 

A4/永靖國民小學 民國 83 年 11 月 04 日 1 5 2020/09/05 

A5/大成國民小學 民國 93 年 08 月 01 日 2 14 2020/08/20 

資料來源:彰化學校基本資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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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瞭解特教班教室空間配置與相關使用者教學模式與環境行為，因此將會著重於

針對障礙者特質以及無障礙空間研究等相關文獻進行蒐集和分析，以作為研究之根基，以下針

對各研究方法之運用方式進行說明。 

(1) 文獻回顧法 

以瞭解空間相關使用者教學模式與環境行為，並針對身障者特質以及無障礙空間研究等相

關文獻進行蒐集和分析，以文獻回顧方式探討身障者的發展與意義，進而探討於身障者對校園

生活空間規劃之相關論述、文獻做統合整理，以釐清特殊環境的規劃原則、空間建構細節等。 

(2) 現況觀察法 

觀察為研究者於自然的情境當中，以不介入觀察對象為前提，觀察使用者對發生的現象、

行為或事件，透過直接的感官知覺與觀察，並有系統性的歸納彙整研究的現象與行為。 

參、文獻探討 

一、特殊教育相關文獻 

特殊教育及是以各類的特殊兒童為對象的一種教育措施，目的是在適應每個不同特殊兒童

的差異特性，滿足特殊兒童獨特的需求，以充分啟發他們的潛能，實施國民受教育的權利。(林

寶山、李水源，2011) 

特殊教育是對身心障礙學生實施個別化的適性教育，之所以與普通教育有所區別，就是基

於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差異的考量，但特殊教育並非「特殊」的教育，而是與普通教育一脈相

承，只是特殊教育更關注每個學生的個別需求，亦即所謂的因材施教，滿足不同學生個別且特

別的需求，以發揮學生最大潛能（王振德，2002）。 

二、校園環境相關文獻 

在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中提及在硬體方面整體規劃學校應根據行動不便者（身心障礙、孕

婦、年長、受傷等等）之實際需求，營造無障礙校園環境。學生上課所需之通路，至少規劃建置

一條完整、暢通且安全之無障礙通路，以維護行動不便者之權益。 

游上立(2004)研究中指出教育部目前對於普通學校設置特殊教育班級之教學空間並無相關

規定，且教學空間大多以普通教室進行改裝而成，並無法得知是否能滿足障礙學生與特教老師

教學需求，且特殊班級於校園中也並未考量到其規劃配置，常使特殊班級被安置於校園的角隅

處，不僅無助於回歸主流，更使特殊學生被邊緣化或是排斥。 

李博文(2008)提出了無障礙校園環境就是要排除現存於校園內對行動不便者造成障礙的設

施，使其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中接觸、使用校園。有鑑於障礙者移動的困難度，動線計畫對於障

礙者而言遠比其他屬性的使用者，更是迫切需要周詳考量，以減少障礙者困難。而(江涵榛，2003)

亦提到簡單的動線能使學生在最短的距離與最少的時間進入教室，避免曲折和過長的動線會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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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過多逗留。可見校園動線計畫對障礙者是相當重要的，應避免增加其移動之困難度以及

複雜的動線。 

在黃冠穎等人(2017)研究歸類特教學者專家編制的融合教育實施指標調查表修改版初稿之

項目內容，提到校園無障礙環境包含以下:(1)學校能營造人性化無障礙環境。(2)學校能依據身心

障礙學生需求調整教室安排及硬體設備。(3)校園動線設計能考量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需求。(4)

學校無障礙設施，如廁所、樓梯、斜坡道等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5)教室的位置規劃能依

身心障礙學生需求來設計。(6)教室内空間的使用與各項設施能增進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與同學

互動。 

三、空間形式配置相關文獻 

張美玲(2001)的研究指出，普通教室空間類型主要分為四種:(1)傳統長方形空間，指內部無

任何隔間的均質較是型態。(2)併入陽台或後走廊的多邊形空間，(3)資源可共享之開放、彈性、

班群教室空間，(4)學習資源中心是教室。 

就教室單元形狀而言，陳信安、王士軒(2009)分類出三種類型，第一分類為矩形，室內為僅

具有講授區、學生座席區；校室外僅具有:走廊，其教學設備直接設置於教室內的每一角落；第

二分類為凹凸形，教室內部增加置物儲存或展示區等；教室外部增加後走廊、陽台或盥洗清潔

區；第三分類為多邊形，教室平面空間特殊，其教學設備設置區較為活潑。 

江涵榛(2003)建議特教班空間環境應(1)排除室內外的干擾:因為啟智班學童注意力較不集

中,易受到窗外過往的人、事、物所吸引而分散專心度,故在安排教學區時應儘可能避免將教學區

安置在鄰近走廊或噪音源的一側，選擇能使學童安定且專心不受干擾、吸引的位置。(2)安全的

考量:為考量其他障礙類別之學童如視障學生及肢障學生之安全性與便利性，應排除教室内之高

差讓學生能安全且方便的使用。(3)增設隔離小間:隔離小間的主要功能是當學童因學習產生阻礙，

或學習注意力不足，或情緒不穩定時，老師即可將該生帶至隔離小間教育他(孫佩修,1994)。(4)
空間配置問題:因空間之限制,其空間大小最好考量能滿足輪椅使用學童在使用輪椅時的廻轉空

間，至少要留設有 150 公分的空間,使其滿足最基本的需求。 

由上述文獻中可發現多數文獻在校園整體規畫中多為建議學生所需之動線限制越少越好，

也應規畫簡短路線避免複雜路線及增加暢通性，也須依照使用者需求設計並考量行動不便者的

特殊需求。在校園安排教室位置時也應該避免安排到校園角落處或是排斥邊緣特教班級。國民

小學特教班多數為普通班級改裝而成，故文獻中以普通教室空間類型分析為主。 

肆、特教班與校園配置關係 

校園配置規劃的位置會影響到學生的移動安全性與使用便利性，從相關文獻可整理出校園

應排除對於行動不便者所造成的障礙設施，移動路線應該避免複雜性。 

一、特教班與校園出入口關係 

表 2 國小附設特教班與學校出入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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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室位置鄰近學校大門入口 (2) 教室位置遠離學校大門入口 

 A1 員東   A2 花壇  

 A4 永靖   A3 大竹  

 A5 大成  【說明】 

(1) 特教班鄰近學校大門入口:A1、A4、A5 

(2) 特教班遠離學校大門入口:A2、A3 

由上表可得知五所案例學校特教班位於校園的所在位置，而從案例中有兩所學校學生移動

上、下學路線距離校門口較遠位置，分別是花壇國小以及大竹國小，筆者實際去現場觀察現況

時，若沒有校方人士特別引路，花壇國小的特教班教室較不容易尋找。 

教室距離校門口遠近有兩派的說法，有些老師認為簡易的路線能夠縮短學生進入教室時

間，而有些老師則是認為距離校門口太近可能會造成危險，需要顧及到學生安全性的問題。 

二、特教班位於樓層 

表 3 特教班位於樓層 

分類 代碼校名 小計 

特教班位置位於一樓 A1 員東、A2 花壇、A3 大竹、A4 永靖、A5 大成 5 

特教班位置位於二樓 A5 大成 1 

 5 所案例特教班位於樓層皆在於一樓，除了大成國小設置兩班，一班位於一樓，另一班則

位於二樓，行動不便者於二樓上課時需有老師陪伴或搭乘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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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教班專屬教學空間組織關係 

特教班除了教學需求要有一般教學空間外，因應學生的特質與需求不同而需設置不同的教

學空間，像是搭配知動訓練室協助學生肢體活動，教室內也會有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以便學生

做使用，而這些空間應如何安排才能符合學生需求，基於上述原因本節將探討教室內部空間組

織關係。 

表 4 特教班專屬教室空間現況 

校名/項目 一般教室 知動教室 活動學習角落 無障礙廁所 走廊 

A1/員東國民小學 2 間 × ○ 位於教室內 單邊 

A2/花壇國民小學 1 間 × ○ 位於教室內 單邊 

A3/大竹國民小學 1 間 1 間 ○ 位於教室內 單邊 

A4/永靖國民小學 1 間 × × 位於教室內 雙邊 

A5/大成國民小學 2 間 × ○ 位於教室外 雙邊 

教室平面圖 

1. 一般教室:五所學校皆有普通學習空間，但空間面積並不完全相近，花壇國小和員東國小教

室空間較為寬敞，其中員東國小和大成國小設置兩班但教室面積相同。 

2. 知動教室:可以提供學生訓練體能運動之空間，設備多元學生可以利用統合器材增進肌肉發

展等…，案例五所學校當中只有大竹國小有設置專用知動教室，其他學校使用統合器材則

是在原本的教室空間內使用。 

3. 無障礙廁所:建築物依規定應設置廁所盥洗室，案例五所學校均有設置無障礙廁所，其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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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國小廁所並沒有設置在教室內，學生需與一般學生共用廁所，盥洗室與無障礙廁所需至

教室外使用。 

伍、結論與建議 

(一) 校園規劃配置位置之建議 

特教班在校園環境配置因顧慮層面較多，像是安全考量、簡易移動路線、排除校園其他設

施障礙、學生移動時間和人車分離等等因素，各校所規畫路線也都各有利弊，未來規劃教室位

置若能真正考量上述所提及條件，學生無論是步行或是坐輔助器具也能更暢行。 

(二) 特教班位於樓層之建議 

在規劃班級位置時應考量到學生上下樓以及坐輔助器具之學生移動困難度，若電梯故障或

其他等因素學生無法上樓會造成不便性及危險性，應設置在一樓較適合。 

(三) 特教班專屬教學空間組織關係 

 由五所案例可以觀察出教學空間組織關係有同教室不同區域、同教室同區域或是不配置在

教室裡，員東國小兩間教室只有其中一間教室設置無障礙廁所及盥洗室，而一般廁所因整修關

係尚未施工完畢，學生若要上廁所須繞行到另一班教室。在知動教室部分，因只有大竹國小有

設置，其他學校並無設置，而一般教室若要做肢體訓練等活動因教室空間侷限無法提供學生更

完善的訓練空間，在安全防護方面也較有缺失。 

 依據陳信安(2009)教室單元分類內容可以看出員東國小和大竹國小教室空間一間為矩形;另

一間有設置無障礙廁所故教室單元分類是凹凸形，而永靖國小和花壇國小皆為凹凸形;花壇國

小除了有無障礙廁所外還設置外陽台，大成國小因教室內並無其他內部增加為矩形。 

上述所討論的校園規劃空間、教室空間組織關係等問題，都要長期觀察下後改善，也不是

只有單方面就可以解決，除了從軟、硬體進行改善，校園環境及教室內外環境也需考量，而相

關單位也包含多種像是特教、教育、建築等等，未來若要規劃設置相關設施可以彙整多方面建

議規劃出最適合特教生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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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與失智症者對於室內空間色彩辨識之研究 

-以居家物件色彩辨識為例- 

Research on the Color Recognition of Indoor Space among the Elderly and 
Dementia 

- Take the color recognition of home objects as an example- 

方亭茵*
a  聶志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研

究所 教授 

a通訊作者：tingyin1108@gmail.com 

摘要 

高齡者與失智症者由於認知功能退化，在生活中易出現空間認知障礙問題，影響自我照顧

能力。為打造其安全之居家環境，透過空間色彩的改善，使認知功能退化者能更清楚分辨環境

空間、物件，以減少尋找時間，提升使用的方便性。本文旨在探討何種空間色彩的配色有助於

高齡者及失智症者的認知與辨識能力，研究結果發現，兩者普遍對於空間主調色 RB（紫紅-紫）

的注目性最高；高齡者對於主調色 RR（紅-紫紅）搭配副調色 YR（橙-紅）、強調色 GG（藍綠-
綠）有較高之辨識性，而失智者對於主調色 YY（黃-橙）搭配副調色 GY（綠-黃綠）、強調色

BB（紫-藍）時，則較容易辨識。 

關鍵字：高齡者、失智症者、室內空間配色、物件色彩辨識 

Abstract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people with dementia are prone to spatial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life, which affects their self-care ability. In order to create a safe home environment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spatial color, people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can 
distinguish environmental space and objects more clearly, so as to reduce the search time and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of use.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what kind of spatial color matching can help the 
cognitive and discerning ability of the demented and the elderl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what kind 
of spatial color matching is helpful to the cognition and recognition ability of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dementia.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wo are generally the most noticeable for the 
main color RB; and The elderly are more recognizable for the main color RR with the secondary color 
YR and the accent color GG, while the demented people are more recognizable for the main color YY. 
is easier to identify when paired with GY and accent color BB. 

Keywords: Seniors,Dementia,Interior space color matching,Object color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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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動機與目的 

高齡失智症者（以下簡稱失智者）由於記憶力減退、認知功能退化，在生活中易出現空間

認知障礙問題，如無法辨別室內設備或空間導致焦慮，對時間、地點感到混淆，對光線造成的

陰影產生幻覺，缺乏安全感，影響自我照顧的能力。為打造失智者安全的居家環境，衛生福利

部針對住宅的客廳、臥室、浴廁、廚房等空間提出了色彩的改善建議，將地面、插座、馬桶坐

墊、扶手、門之色彩與牆壁的色彩進行對比配色，使認知功能退化者能更清楚分辨環境空間、

物件，以減少尋找時間，提升使用的方便性。但在其建議中，並未提及具體之配色方法，且尚

未驗證何種配色適合或可以協助認知功能退化者辨識的功能。 

有鑑於此，本研究企圖透過不同的空間配色來瞭解其對失智者在地點定向力、辨識性、注

目性及記憶性上之辨識能力是否有助益；另外，為了比較失智者與一般高齡者的差異，亦將高

齡者列入考察的範圍。在前文的探討中1，以解決最基本生理需求之浴廁空間為例，進行配色實

驗調查。研究發現：1.採用補色色相配色時確實能提高失智者及高齡者之辨識性；以類似色相

進行配色時，高齡者多能快速辨識，但失智者對於色相 BB（紫-藍）搭配 RB（紫紅-紫）之配

色辨識較快以外，其餘皆比高齡者慢。2.兩者皆認為 RR（紅-紫紅）搭配 GG（藍綠-綠）色相是

注目性高的配色。3.多數高齡者對於 RR（紅-紫紅）和 YY（黃-橙）色相記憶較深；失智者則認

為 YY（黃-橙）色相記憶較深。 

在前文中，主要針對浴廁空間的配色進行了實驗性的初探，而本文則針對其他的居家環境，

如客廳、臥室、餐廚的空間持續進行探討，但囿於篇幅，本文著眼於研究主軸之注目性及辨識

性進行分析與論述。具體的目的乃在確認並建立何種空間色彩的配色有助於失智者及高齡者的

認知與辨識能力。 

貳、文獻回顧 

為掌握既往文獻之研究成果並確立研究視點，本研究將蒐集的文獻依據其研究方向分為以

下三類：一、高齡者色彩辨識與色彩偏好相關研究；二、失智者視覺幻覺與建築裝修材之色彩

相關研究；三、室內空間配色與色彩意象相關研究。 

一、高齡者色彩辨識與色彩偏好相關研究 

鄭元孝（2001）探討 65 歲以上 30 位高齡者對電腦色光與表面色的色彩辨識能力，並以 30
位年輕族群做對照，指出色光方面高齡者與年輕者，在亮度 50、100，色相都位於 0（紅）、120
（綠）、240（藍）這三者的辨識色差最大，表示此色相附近較難區別出色相不同。在表面色方

面，紫─紅之間最難辨識，其次為綠─藍色；而紅─黃之間的色彩辨識程度最好。蔡為本（2014） 
藉研究高齡者色彩辨識的能力來探討對休閒生活的影響，以花蓮地區 55 歲以上高齡者為對象，

指出高齡者對綠─藍的辨識率最低，藍─靛、靛─紫、紅─黃之間的色域有較高的辨識能力。

另外，高國斌（2002）調查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地 55-84 歲之中高年齡層族群色彩喜好度與

1 方亭茵、聶志高(2019)，高齡失智症者對於室內空間色彩辨識之研究，臺灣建築學會第 31 屆第 1 次建築研究成果      
  發表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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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意象，指出高齡者偏好紅、黃、綠色等鮮明之色彩，紅、綠兩色偏屬 75-84 歲高年齡層、

南部地區未受過教育之族群喜好。藍、黃兩色則是以 55-64 歲中高年齡層、中北部地區與高知

識背景族群偏好之色彩種類。在色彩屬性程度方面，明度較暗、屬於混色系之灰、紫、藍色，

較易造成視覺焦點的模糊化，使得感受不明顯。 

二、失智者視覺幻覺與建築裝修材之色彩相關研究 

賴億鳳（2011）探討建築材料單一色彩之色差變化，不同之色相、明暗程度、飽和程度對

失智者幻覺之影響性，以 6 位輕度失智者為對象，分別在實驗前、後讓失智者進行繪鐘測驗，

實驗結果指出造成視覺幻覺最有影響為「紅色相」之「中低彩度中明度」，「綠色相」之「中低

彩度高明度」，以及「青色相」之「中低彩度高明度」；較沒有影響為「黃色相」之「中低彩度

高明度」。另外，吳苔甄（2012）探討建築牆面裝修材料色彩組合關係，對失智者造成視覺幻覺

影響之差異性，以 6 位輕度失智者為對象，其實驗結果指出 3 色色彩組合漸層之「色形狀-並置」，

4 色色彩組合漸層之「色形狀-並置」對失智者視覺幻覺最有影響；而 3 色色彩組合漸層「色形

狀-穿插」組合之色彩較沒有影響。 

三、室內空間配色與色彩意象相關研究 

在空間配色傾向方面，吳若宜（2013）以雜誌探討室內客廳色彩配置，使用 Pantone 色票將

數值輸入電腦，指出客廳空間多傾向明度差為 70-80 區間的對比明度。彩度差異二至三階、七

至八階為最多使用的彩度差之一。色相而言，最多為三張色票及四張色票內含一張白色色票，

完全沒有使用白色色票比例則偏低。在空間色彩意象方面，龍開誠（2006）探討不同受測族群

對室內空間不同配色型式之偏好差異，經分析後指出暖色系配色普遍被認同具有生動、活潑感；

冷色系則易創造出清爽樸素感。同一、類似色相之配色，搭配對比色調，以及高對比明度、彩

度變化，易創造出空間明亮舒適感。另外，江凌秋（2011）探討植物色彩應用於住宅室內配色，

指出客廳空間的色彩可先依據家庭成員色彩偏好做為用色基礎，再發展其他配色。餐廳空間的

配色，以暖色調為主調色的配色能帶來用餐的熱烈氣氛；中性色彩的黃綠色系、淡紫色系的配

色能創造怡然、浪漫的用餐風格。臥室空間配色，應善用可拆換的床罩、被套、枕頭及抱枕等

寢具，配合臥室牆面的主調色色彩做同一色系、類似色系及對比色系的變化，創造不同樣貌的

臥室風格。 

四、小結 

由上述文獻探討，可以掌握目前室內空間色彩相關研究之發展狀況，並可做為本研究之參

考。而在失智者與色彩相關研究中，多針對建材圖案、色彩對失智者視覺幻覺之影響性探討，

另一方面，高齡者與色彩相關的討論中，雖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對於如何利用色彩配色來加

強高齡者或失智者空間認知及辨識之議題，尚缺乏深入之探究，尤其是 2020 年，台灣已邁入超

高齡化社會，如何促進高齡者、失智者友善及安全居家環境更是極為迫切的課題，因此本研究

欲從高齡者及失智者的角度來探究色彩配色是否有助於其辨識。 

參、研究對象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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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家環境中的客廳、臥室、餐廚為調查空間範圍。以 65 歲以上高齡者及輕、中度之失智

者，能正常辨識色彩者為本研究之受測對象（由於重度失智者已喪失記憶力及判斷力，需完全

依賴照護，無法理解本研究之實驗內容，故列為對象外）。採樣以照護中心、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由專業醫師及護理師診斷並建議之對象，有高齡者及失智者各 20 名，共 40 名個案接受色彩實

驗調查；其中包括男性 9 名、女性 31 名。 

肆、實驗設計 

一、實驗色彩篩選 

得利（Dulux）塗料2是台灣最受消費者及設計師青睞的塗料，在其出版的「The Colour Book3」

書中，有諸多居家空間的配色案例提供消費者參考，本研究分析其配色的方法，做為配色上的

參考。得利塗料色彩編碼採色彩三要素編碼，依序為色相、明度、彩度；色相環分別有八個色

相，每一個色相的明度共分為 100 色階、彩度共分為 1000 個色階， 如表 1 所示： 

表 1 得利明度值與彩度值分類表 
 低明度/低彩度 中明度/中彩度 高明度/高彩度 

階段數 1 2 3 4 5 6 7 8 9 
明度值 0-10 11-21 22-32 33-43 44-54 55-65 66-76 77-87 88-99 
彩度值 0-111 112-222 223-333 334-444 445-555 556-666 667-777 778-888 889-999 

一般室內空間中，天花、地板、牆壁空間面積量比例約為 1:1:2~3，牆壁不僅佔有空間最大

量，亦是視覺的主體，本研究分析「The Colour Book」書中所有 79 案例之牆面色彩，以「中明

度（階段數 6）/低彩度（階段數 2）」色調為最多。在既往文獻中提及室內空間用色原則，多用

中等明度色彩（石鐵矛、王常偉，1994），大面積常採用彩度較低之色彩（王建柱，1984），由

此可見，「中明度/低彩度」色調是室內空間配色普遍依循的規則。因此本研究將得利「中明度

（階段數 6)/低彩度（階段數 2）」色調為基準，並由色相環中篩選出八個色相，但由於 YY（黃

-橙）與 YR（橙-紅）兩者同彩度時不易區別，而另採用「中明度（階段數 6）/低彩度（階段數

3）」之 YY（黃-橙）色相為樣本，篩選出之實驗色彩如表 2。 

表 2 實驗色彩篩選表 
色彩 
編碼 

90RR 
58/177 

83YR 
62/211 

30YY 
64/331 

70GY 
65/166 

80GG  
63/184 

47BG 
62/184 

04BB 
57/189 

64RB 
55/192 

色票         

二、實驗模型建立 

2 依據「漂亮家居」2019 年 1 月號第 215 期「2018 台灣居家用品理想品牌大賞」在 2018 年 9～10 月調查油漆塗料等     
  共 10 個居家品項；對象以年齡 30～59 歲、家庭月收入台幣 8 萬元以上、自有房屋及準備於兩年內購屋之北中南 
  台灣民眾為主，進行全國性民調，有效樣本為 1,000 份，以及由「漂亮家居」編輯部精選 100 位專業設計師進行評 
  選為消費者及設計師青睞的理想品牌第一名。 
3 作者為 Mitchell Beazley，書籍內容有客廳、臥室、浴室和廚房四種室內空間，分別各有兩種不同的配置可以進行 
  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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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SketchUp 3D 軟體建立空間模型，搭配 V-Ray for SketchUp 呈現空間透視效果及

氛圍。空間模型分為對照組及實驗組： 

（一）對照組 

空間牆面、天花以白色為主；地面及家具物件保留原物件材質之色彩，（如木色家具、磁磚、

床單），下列分別為對照組之客廳（圖 1-1）、餐廚（圖 1-2）及臥室空間（圖 1-3）。 

   
圖 1-1 對照組-客廳 圖 1-2 對照組-餐廚 圖 1-3 對照組-臥室 

（二）實驗組 

將色彩配色的所占面積比分為主調色，約占 60~70%的面積比，副調色約占 20~30%的面積

比，強調色約占 5~10%的面積比（江凌秋，2011），並將生活空間中具有色彩變化之物件進行配

色。主調色以篩選出的八個色相做為空間牆面色彩；副調色為空間中原木家具及部分配色物件，

與主調色為類似色相配色；強調色為空間中配色面積最小之物件，與主調色為補色色相配色，

並依照不同空間的用途與模型空間呈現之物件大小，調整配色面積。 

        
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圖 2-5 圖 2-6 圖 2-7 圖 2-8 

圖 2 實驗組-客廳 

        
圖 3-1 圖 3-2 圖 3-3 圖 3-4 圖 3-5 圖 3-6 圖 3-7 圖 3-8 

圖 3 實驗組-餐廚 

        
圖 4-1 圖 4-2 圖 4-3 圖 4-4 圖 4-5 圖 4-6 圖 4-7 圖 4-8 

圖 4 實驗組-臥室 

三、實驗項目及流程 

首先，對照組空間以單一樣本提示，詢問受測者能否指出空間中的某一物件，若能明確指

出正確位置即算回答正確。將對照組各空間詢問完成後，再進行實驗組空間注目性實驗，受測

者從實驗組中選出最受注目之配色；後以單一注目之樣本進行物件辨識，考量施測時間過長，

受測者的體力、耐性及注意力無法承受，因此將同一空間中之八張配色樣本同時提示，從中理

解何種配色對於辨識性具有何種影響。各空間讓受測者辨識的物件如表 3 所示，問題提示後記

錄其作答所需的時間及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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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空間與辨識物件 

                       空間 客廳 餐廚 臥室 

對照組 
物件 A 桌子 流理台 枕頭 
物件 B 門簾 餐桌 窗簾 

實驗組 
補色配色物件 A' 桌子 流理台 枕頭 
類似配色物件 B' 門簾 餐桌 窗簾 

伍、實驗分析 

一、對照組空間物件辨識實驗 

整體而言，在對照組空間物件辨識的實驗中，高齡者對於位在空間中央處的物件，如客廳-
桌子，餐廳-餐桌，臥室-枕頭、窗簾，回答正確率較高（100~95%），平均秒數在 1.3 秒左右；

相反的，對於位在空間側邊或較後方的物件，辨識度明顯受到影響，如客廳-門簾，餐廳-流理台，

回答正確率 70~50%；反應時間相對也較長，平均 3.3~2.8 秒（表 4）。另一方面，失智者的回答

正確率及辨識時間皆比高齡者低與慢，而同樣的是對於位在空間中央的物件有較正確的辨識

（95~85%），位在偏側及後方的物件辨識較困難（60~35%），時間也較長（平均 5~3.6 秒）。從

這結果中，反映出高齡者與失智者對於空間的水平視角有窄化的現象，比較能關注空間（畫面）

中央的物件訊息；另外，對於空間的深度感知也受到一定之限制，例如客廳、餐廳空間的深度

相對於臥室，有較大的景深，因此對於位在後方的物件則較不易辨識，而景深較淺的臥室，即

使是較小的物件（如枕頭），仍能清楚辨識，顯示景深較大的空間，最好能透過色彩的特性來調

整空間的遠近感。 
表 4 對照組空間物件辨識分析表 

空間 客廳 餐廳 臥室 
平均 

物件 桌子(A) 門簾(B) 流理台(A) 餐桌(B) 枕頭(A) 窗簾(B) 
受測者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正確率(%) 95 85 50 35 70 60 95 90 100 95 95 60 84.2 70.8 
平均秒 1.3 2.7 2.8 5 3.3 3.9 1.1 2.5 1.3 3.6 1.4 3.6 1.9 3.6 
註：n：高齡者 20 人，失智者 20 人。 

二、實驗組空間物件辨識實驗 

由於考量高齡者及失智者的體力、耐性及注意力之限度，所以將實驗組單一空間中的八種

配色同時進行提示，讓受測者從中選出其認為注目性最高之配色，之後再從該樣本中進行辨識

性實驗。空間配色面積最大的為主調色，通常是引發注目性最關鍵的色彩，受測者最注目的色

彩，雖然有些分歧，但有 65.0%的人認為主調色 RB(紫紅-紫)的注目性最高（高齡者 14 人，70.0%；
失智者 12 人，60.0%）；依次是 RR（紅-紫紅）45.0%（高齡者 10 人，50.0%；失智者 8 人，40%）；
GG（藍綠-綠）42.5%（高齡者 11 人，55.0%；失智者 6 人，30.0%）（表 5）。注目性最低的為

YR（橙-紅），僅佔 17.5%，特別是高齡者尤甚（5.0%）。倘若分別來觀察時，可以發現其中存在

差異，例如有 50.0%的失智者認為 YY（黃-橙）注目性高，但只有 25.0%的高齡者認同；再如

GG（藍綠-綠）有 55.0%的高齡者認為注目性高，但只有 30.0%的失智者認同。 

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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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性高的色彩對受測者的辨識是否有助益呢？從實驗結果來看，高齡者整體之正確辨識

率從對照組的平均 84.1%增加至 95.8%，提高 11.7%；而辨識的時間也從平均 1.9 秒縮短至 1.5
秒。至於補色配色、類似色配色在辨識正確率上沒有顯著差異，但一如前節所述，辨識物的位

置、景深的距離對於辨識仍造成一定之影響；另外，補色配色相較於類似色之配置，在判別時

間上前者（平均 1.2 秒）稍快於後者（平均 1.7 秒）。另一方面，對失智者而言，整體的正確辨

識率亦有提升，從對照組的 70.8%提高至 79.7%，增加了 8.9%；辨識時間從平均 3.6 秒，平均

增快至 2.5 秒；而補色配色的辨識正確率為 82.7%高於類似色的 76.6%。（在實驗進行過程中，

有兩位失智者久久無法判斷指示，列為辨識錯誤，其所花時間超過 10 秒鐘以上，則不列入計算） 

表 5 實驗組空間注目性及物件辨識分析表 

配色 

 
 
 
空間 
物件 

主調色 RR  YR  YY  GY  GG  BG  BB  RB  

合計 
副調色

(類似色) 
YR  YY  GY  GG  BG  BB  RB  RR  

強調色 
(補色) 

GG  BG  BB  RB  RR  YR  YY  GY  

受測者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高 失 

客

廳 

注目性(人) 5 2 1 2 3 3 -- 3 4 3 3 3 2 1 2 3 20 20 

補

色 
桌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67 100 100 100 33 100 0 100 67 100 81 

平均秒 1 1.5 1 1 1 1 -- 1.3 1 1.3 1 3.3 1 15 1 2.6 1 1.7 

類

似 
門簾 80 100 100 100 100 100 -- 67 50 0 100 33 100 0 100 33 90 61.9 

平均秒 1.2 2 2 4 1.3 1 -- 2 3.8 4 7.3 3.6 1.5 20 2 6.6 2.7 3.3 

餐

廳 

注目性(人) 4 3 -- 2 1 4 3 3 4 2 3 -- 3 4 2 2 20 20 

補

色 
流理台 75 33 -- 100 100 100 100 67 100 50 100 -- 67 100 50 50 84.6 71.4 

平均秒 1 4.3 -- 5 1 2.3 2.3 2 1.8 2 2 -- 1 4 2.5 1.5 1.7 3 

類

似 
餐桌 100 100 -- 100 100 100 100 67 100 100 100 -- 100 100 100 100 100 95.3 

平均秒 1 3.6 -- 3 1 1.5 1 2 1 1.5 1 -- 1 2.3 1.5 1 1.1 2.1 

臥

室 

注目性(人) 1 3 -- 2 1 3 1 1 3 1 2 2 2 1 10 7 20 20 

補

色 
枕頭 100 100 -- 100 100 100 100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1 100 95.8 

平均秒 1 3.3 -- 1 1 1.3 1 14 1 2 1 1 1 4 1 3.6 1 2.3 

類

似 
窗簾 100 67 -- 100 100 100 100 0 100 100 100 100 100 0 100 42 100 72.7 

平均秒 1 3 -- 1 1 1.3 1 20 1 3 1 1.5 2 2 1 5.3 1.3 2.4 

注目性(人)合計 10 8 1 6 5 10 4 7 11 6 8 5 7 6 14 12 -- -- 
正確率平均 95.8 79.7 

平均秒 1.5 2.5 

註：注目性以人數計算；補色、類似色物件辨識以回答正確率(%)呈現；--表示無此例；紅字案例因辨識時間過久不列入計算。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空間色彩的配色能加強高齡者及失智者對色彩的注目性，而利用

補色的配色法於空間的物件上，能有效地提升辨識的正確性與縮短辨識的時間，進而加深對空

間的認知性。具體而言，高齡者對於主調色 RR（紅-紫紅）搭配副調色 YR（橙-紅）、強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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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藍綠-綠）有較高之辨識性，而失智者對於主調色 YY（黃-橙）搭配副調色 GY（綠-黃綠）、

強調色 BB（紫-藍）時，則較容易辨識。 

陸、結論 

透過上述分析，以下為本文研究結果與發現：1.高齡者與失智者皆認為主調色 RB（紫紅-
紫）的注目性最高，依次是 RR（紅-紫紅）、GG（藍綠-綠）色相。2.透過實驗組空間補色配色、

類似色配色，高齡者與失智者整體正確辨識率相比對照組有明顯提升，辨識的時間也縮短。3.
高齡者對於主調色 RR（紅-紫紅）搭配副調色 YR（橙-紅）、強調色 GG（藍綠-綠）有較高之辨

識性，而失智者對於主調色 YY（黃-橙）搭配副調色 GY（綠-黃綠）、強調色 BB（紫-藍）時，

則較容易辨識。 

從既往相關研究成果來看，鄭元孝（2001）的研究結果為高齡者與年輕者皆對於表面色紅

─黃之間色彩辨識程度最佳；另在蔡為本（2014）的研究中，也提及高齡者對於紅─黃之間色

彩有較高辨識能力。本研究實驗結果與既往文獻之研究成果雖具有部分一致，但本研究聚焦於

空間與物件配色的方法，探究何者能提升高齡者與失智者之辨識度，而非對單一色彩的辨識，

能更具體的掌握色彩在功能性與實務應用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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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氣候因夏天悶熱、冬天濕冷，如此高濕度環境下，使得除濕產品的使用相當普遍，而

電熱除濕具有靜音、環保、設計輕量等優點，因此被廣泛得應用。電熱除濕藉熱源提高有限空

間內的溫度，以降低相對濕度，因此熱源的配置對於績效之影響甚大。本文則針對棒型電熱除

濕器分析，探討熱源位置與尺度對排濕績效的影響。研究中利用計算流體力學軟體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模擬電熱排濕，探討棒型電熱除濕器在有限空間中優化的配置組合。在位置方

面，若擺置在背板上，置於最低處之績效優於其他背板位置；若擺置在底板上，則底部中心點

優於其他底板位置。若整體討論，則排濕器置於底板中心表現最佳。在尺度方面，在有限空間

長度 1200mm 之下，排濕績效隨著熱源長度增加而提升，尤其長度為 360mm 至 480mm 時提升

最劇烈，但大於 720mm 時，其排濕績效的增量遞減並趨於極值不再增加，由此可知，其熱源尺

度為 720mm 時即可發揮最佳排濕績效。 

關鍵字：電熱除濕、優化配置、有限空間、自然傳熱 

Abstract 

Dehumidification products are always ready sale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climate in Taiwan is 
muggy and clammy. Among the number of dehumidification products, thermoelectric dehumidify is 
usually used in most of products due to advantage such as silence、eco-friendly、light weighting. Ow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rmoelectric dehumidify, the configuration of heat sour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at conducting. This study puts emphasize on the heat conducting analyses of dehumidifier rod, and 
explore two factors of configuration, one is performance affected by placement, and another is affected 
by the length of heat source. The CFD software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is in use to aid study in 
figuring out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of combination factors. In the aspect of placement, back pan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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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 panel would be studied. Based on the back panel, the product operates better performance while 
be placed on the lowest position of back panel. Based on bottom panel, the performance is the best while 
the product placed in the middle of panel. When it comes to the length, in confined space with 1200mm 
length, the performance is rising while the length of heater is increasing. The feature of performance 
shows that dehumidified ability has climbed sharply between 360mm to 480mm, and has remained 
steady near by 100% while it longer than 720mm. It can therefore be seen that dehumidifier rod has 
operated maximum performance when the length is 720mm in 1200mm long confined space. 

Keywords: Thermoelectric Dehumidify, Optimal Configuration, Confined Space, Natural Convection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由於氣候因素，年平均相對濕度約 75%以上，因此除濕產品的使用相當常見。按除濕

原理的不同，產品的種類相當多元，其中電熱除濕具備環保、安靜、輕量化設計等優點，已廣泛

運用在櫃體除濕，或是有限空間的空氣乾燥。依其原理，熱源的配置對於定容空間的排濕績效

影響甚劇，本文將探討棒型除濕器的熱源配置，在自然傳熱的情況下，分析各項配置因子對於

傳熱的影響，提出優化的配置方案，使效果達到最大效益。 

二、研究目的 

電熱除濕係指利用熱源提升有限空間內的溫度以降低相對濕度。影響電熱除濕績效的因子

繁多，以本研究的棒型除濕器為例，空氣性質、幾何設計、熱源的瓦數、配置等等都是影響其成

效的關鍵因素。而本文欲探討影響績效的配置因子有二，首先為位置對排濕績效的關係；其次

為熱源尺度對績效之關係，並希冀提出一個通用原則，適用於熱源在定容空間內自然傳熱的裝

置，例如槍櫃排濕器或電熱乾燥箱等。 

貳、文獻探討 

一、傳熱概述 

熱的傳遞可分為三種方式，分別為「熱傳導」、「熱對流」及「熱輻射」。熱傳導指熱經過介

質由溫度高的地方傳到溫度低的地方。熱對流則是由流體本身的循環移動，漸次傳播熱量遍及

全部之現象，而熱輻射不經介質傳導，也不藉流體攜帶，直接由熱源傳播到各處。例如太陽的

熱係由輻射傳到地球。本文中的除濕器以電熱除濕為原理，熱源經由空氣(流體)在有限空間內傳

播，因此熱對流為本研究主要傳熱方式，熱傳導與熱輻射在系統中影響甚微，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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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度與濕度 

濕度與溫度的關係密切。在同樣體積下，不同溫度之空氣容納水氣的能力不相同。因此描

述空氣乾燥的程度上分為相對濕度與絕對濕度。 

(一)、絕對濕度 

依定義指單位空氣體積所含水蒸氣的重量，表示為克/立方米(g/m3)，由於絕對濕度描述標準

情況下一立方公尺內水氣的重量，因此其數值不受溫度改變。例如觀測某空間之絕對濕度為 30g/ 
m3，則表示無論在任何溫度下仍為每立方米皆含 30 公克之水分子。 

(二)、相對濕度 

特定溫度下，水氣含量剛好達到最大限度時稱為飽和空氣。飽和空氣會隨著溫度的升高而

增多，意即溫度越高空氣能吸收的水氣量越多，根據圖 1，飽和空氣與溫度的關係為一正變曲

線，亦稱為飽和曲線。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縮寫 RH）則定義為該溫度下，觀測絕對

濕度與飽和空氣含量的比值。例如下圖 1，在 30°C 下觀測其絕對濕度為每立方公尺 30 克(A 點)，
而在飽和曲線上 30°C 的飽和空氣應為每立方公尺 38 克(B 點)，因此絕對濕度 30g/m3 在 30°C 的

溫度下，相對濕度為 30/38=78%。從圖中曲線特徵可識讀出同樣絕對濕度下，溫度越高相對濕

度越低。而本文的電熱排濕器中的熱源在不同配置下，溫度分布的變化直接影響排濕績效，故

以相對濕度作為本研究之依變項。 

圖 1 飽和曲線圖 

(三)、濕度與防霉 

相對濕度對於居家健康有不小影響，過高的室內濕氣會造成黴菌、塵螨等生物性汙染之生

長、化學物質濃度之上升。(黃巧婷，民 104)。而一般黴菌最適合在室內相對濕度為 70%至 90%
時生長(Lacey，1994)，將相對濕度控制在 60%以下，能有助於降低黴菌生長(Bin Su，2006)。因

此保持空氣乾燥對於櫃體衣物的防霉有很大的幫助。 

三、配置優化 

在傳熱方面，優化產品性能的整體目標為內部元件熱源溫度最小化，或使整體傳熱密度最

大化(A.K.da Silva，2002)。在熱源配置方面，A.Muftuoglu(2008)等學者利用二維數值運算探討線

性熱源於垂直面的配置，發現熱源高度與地面長度比值介於 0.15 與 0.55 有最佳的傳熱效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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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熱源定位於垂直面中點偏下方有最佳的熱傳遞率。另外 A.K.da Silva(2002)等人研究多個熱

源於垂直面的分佈與熱傳遞率的關係。結果發現平均分佈並不是最佳熱傳遞率的配置，越靠近

垂直面頂端，熱源需越緊密排列方有最佳績效。產品傳熱的優化上，除了傳熱部件的特徵設計

與電路配線等方案外，「配置的方式」為重要且有效之影響因子。 

四、數值模擬 

數值模擬是將實際系統建立一個數學模式或是實體模型，描述實際系統的性能與運作情況，

並分析其特徵、優點或缺失(張式魯，民 91)。隨著電腦科學的發展，數值運算對於系統的模擬越

來越精准。因此不少商用軟體已成熟應用於產業及學術研究中。而本文系統屬物理流場，在一

個物理的流場中，流體的流動或熱傳遞行為十分常複雜，若以實際試件進行熱流分析的工作時，

試件往往需要不斷的修正，所花費的人力、物力、時間相當可觀(曾筱雯，民 99)。因此本研究以

計算流體力學軟體，模擬電熱除濕中物理量的變化。 

參、實驗設計 

一、電腦輔助熱流分析 

本研究以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模擬本物理系統並進行流場預測，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為一 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軟體，藉由精緻的模型建構與參數設定可以

仿真出逼近現實的物理現象。該軟體為 SolidWorks2018 的附加程式，因此可使 CAD 與 CFD 兩

者無縫整合，在 SolidWorks2018 中建構的模型，能即時在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直接使用

CFD，幫助用戶迅速了解系統中流體的動態變化。 

二、模擬環境設定 

本研究流場的設定分為三部分，分別為環境流體、有限空間、熱源。環境流體設定為 2000 
× 2000 × 1000(mm)之空氣團，由文獻得知，相對濕度 70%~80%有助於黴菌的生長，故將流體設

為 75%作為空氣初始之相對濕度。有限空間置於環境流體中，以標準系統櫥櫃之洗槽櫃為範例，

板厚為 18mm 之寶麗木，留有 100mm 高之踢腳板，而長度極值限制於系統櫥櫃門板最大寬度，

不超過 1200mm，否則板材易變形，故實內尺寸設為 600 × 600 × 1200(mm)之有限空間。熱源為

電熱除濕棒標準尺寸之模型建構，由內而外分別由矽膠發熱線、傳熱鰭片管、塑膠座、底板組

成並置於有限空間中，並設定傳熱鰭片管內側面熱源為 1055W/m2穩定供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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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模擬環境設定(A 環境流體、B 有限空間、C 熱源) 

 

三、影響因子設定 

因子分為兩部分，分別為位置與熱源長度。在位置方面，有背板(Wall)與底板(Floor)，其中

背板位置為板長均分成四等分，共設定五點(W1-W5)，以相同方式定義底板位置 F1-F5)，共 10
組流場模擬，討論不同位置與排濕績效的關係，其中位置 W1 與 F1 位置重疊，僅差異於電熱除

濕器立於背板與底版。在長度比方面，有限空間尺寸固定下，探討有限空間內熱源尺度對排濕

績效的影響。將熱源置於底板中心最佳位置，以 120mm 為長度變化的差距，最短為 120mm，最

長為 1080mm，分為 E1-E9 共 9 組流場模擬。 

圖 3 位置與長度之水準 

四、相對濕度分布圖 

(一)、相對濕度圖生成 

利用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模擬各組實驗，排濕績效以色彩差異代表空間中各個截面

的相對濕度圖，其中設定 75 階色彩分布於 1%~75%之相對濕度，使相鄰的色階相差 1%的相對

濕度，其中為更精確描述三維有限空間的相對濕度，將側視濕度圖與前視濕度圖均分為 5 段截

面，分別為 A1-A5 與 B1-B5 共 10 幅相對濕度圖(圖 4a)。 

(二)、排濕績效分析 

相對濕度圖生成後，分析顏色的分布特徵。選取相對濕度 60%以下所有色階，其中文獻指

出將相對濕度控制在 60%以下，能有助於降低黴菌生長，因此低於相對濕度 60%範圍越大者即

有較佳的排濕績效。完成選取後計算其面積於該截面濕度圖中的占比(圖 4b)。得出所有 10 幅相

對濕度圖之占比後，A1-A5 為一組算術平均得出正視圖占比均值，將其標註為「A 均值」，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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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為一組以相同算法得出「B 均值」，以兩者均值描述該流場之排濕績效。 

圖 4(a)濕度圖截面 4(b)低於相對濕度 60%面積佔比 

肆、結果與討論 

一、位置優化 

位置之優化配置，分別探討背板(Wall)與底板(Floor)，背板位置與排濕績效關係如下表 1，
橫軸代表位置(W1-W5)，縱軸則為排濕績效，以占比均值的百分比表示，可發現在背板原點處

W1 有較優排濕績效。由於 W1 位處最低，使上升熱流有最多的循環空間，因此相對濕度小於

60%的分佈相較於其他位置更廣更均勻。 

表 1 背板位置與排濕績效 

在底板方面，位置與排濕績效為下表 2。將熱源置於底板中心處即 F3 有較優的排濕績效，

推測原因為位置越靠近兩端時，其熱流會與背板或是門板分擔，唯有中心位置，無任何固體分

擔熱量使熱傳密度最大化。 

表 2 底板位置與排濕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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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度優化 

長度之優化配置，依上述位置結果，將熱源置於底板中心最佳處，並變化熱源長度以探討

績效與棒型排濕器長度之關係，其長度與績效得表 3，橫軸代表熱源長度，縱軸為 A、B 均值，

以百分比呈現。從圖表可發現，排濕績效隨著熱源長度增加而提升，尤其長度為 360mm(E3)至
480mm(E4)時提升最劇烈，但尺度大於 720mm(E6)時，其排濕績效逐漸飽和不再增加，占比平均

在 98%區段上下微小振福。 

表 3 熱源尺度與排濕績效 

伍、結論 

討論整體配置與排濕績效影響，將上述表 1 與表 2 疊合比較得表 4。在排濕績效的表現中，

底板(Floor)表現均高於背板(Wall)，其中又以底板中心位置(F3)為最佳，因此僅擺置在背板上，

置於最低處之績效優於其他背板位置；若僅擺置在底板上，則底部中心點優於其他底板位置，

若整體比較，則排濕器置於底板中心表現最佳。在長度方面，排濕績效隨著熱源長度增加而提

升，尤其長度為 360mm 至 480mm 時提升最劇烈，但增加至 720mm 時，其排濕績效不再增加，

由此可知在有限空間長度 1200mm 之下，其熱源長度為 720mm 時即可發揮最佳排濕績效。 

表 4 熱源整體位置(背板與底板)與排濕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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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基礎結合 AR 解決 SRC 構造銜接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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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鋼骨鋼筋混凝土(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 SRC)構造結合了鋼骨、鋼筋與混凝土三種不同

材料，施工界面處理比較單純的鋼骨構造或鋼筋混凝土構造更為複雜，因此本研究建議透過建

築資訊建模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leing , BIM)技術進行模擬及分析並結合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 AR)技術增強資訊呈現材料規格、施工程序、接合方式，達到使用者快速理

解的目的，本研究以柱梁銜接點的介面處理為例來示範 BIM 基礎結合 AR 解決 SRC 構造銜接點

問題。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整理，了解SRC構造銜接點問題及AR與BIM結合在施工端上的應用，

以 Revit 為基礎建模及分析工具，針對 SRC 銜接點進行材料分析、施工程序模擬、接合方式分

析，並透過 Unity 進行 AR 製作，達到可以快速了解 SRC 構造銜接點的做法及相關資訊及快速

傳達訊息之目的。 

關鍵字：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資訊建模、擴增實境 

 

Abstract 

The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SRC) structure combines three different materials: Steel, Rebar 
and Concrete. The construction interface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simple Steel Structures or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technology for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combined with Augmented Reality (AR) technology to 
enhance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material specifications, construction procedures, and connection 
method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apid understanding by users. The interface processing of the 
connection point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combination of BIM and A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RC construction connection poin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discussion and collation, to understand the SRC structural 
connection poi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 and BIM on the construction side. Based on Revit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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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analysis tool, material analysis, construction procedure simulation, and connection 
method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for the SRC connection point. And through Unity for AR product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quickly understanding the method of SRC construction connection point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quickly conveying information. 

Keywords: 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Augmented Reality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Steel Reinforced Concrete , SRC)結合了三種不同材料，施工界面上處

理亦更加複雜，然而梁與柱的銜接點在結構安全上是重要的一環，因此施工的可行性是十分仰

賴施工詳圖。「自 921 大地震後，由於鋼筋混凝土所建造之建築物毀損嚴重，導致許多建築物陸

續採用鋼骨鋼筋混凝土興建」 (陳純森 , 2017)。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統計，

近 20 年來 SRC 構造與 SC 構造的比例明顯增加。「SRC 梁柱的接合設計是結構安全中重要的其

中一環，因 SRC 構造中同時存在 SC 構造、RC 構造，這三者的相互位置關係必須特別注意以免

造成施工的困難或缺失」 (翁正強 , 2004)，因此施工界面上處理亦更加複雜，然而「構造複雜

之 SRC 構造在施工上之可行性十分仰賴詳細之施工圖」(嚴崇文，2015)，在圖說的表達上必須

清楚，才能精準地傳達正確的訊息，由於在施工管理階段經常有「圖面檢討不確實、圖說內容

未能正確與詳實的表達規劃設計需求」(駱世鴻 , 2002)等狀況，造成工期延宕、施工品質下降。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BIM)可以針對施工過程進行施工前模擬，探

索施工的可行性，並保證工程訊息的完整性，及快速傳遞工程訊息。在設計階段與施工階段是

分開執行的，必須透過溝通規劃施工前計畫提高施工可行性，然而建築工程的複雜性和技術難

度不斷增加，「工程訊息的傳遞導致需求訊息部分的損失，在施工過程中增加了不確定因素」(Li 
Lin , Jin Li , Minyuan Huang , Yunhui Sun , Xiqing Song，2016)，因此傳統 2D 圖面較難滿足施工

管理的需求，若可利用「BIM 可視化，協調，模擬，優化和繪圖的特性」(Sai Han et al.，2015)，
針對上述問題進行施工前模擬及協調，保證訊息傳達的正確性，然而隨著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 AR)技術的發展，可將虛擬資訊呈現於現實世界易於討論，形成新的溝通形式。 

AR 可以增強資訊共享，提高現場溝通效率，並為每個人提供共同的資訊。「AR 技術在軍

事領域，醫療領域和建築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Xu Min，2018)，在使用上與 VR 設備相比硬

體成本不需太高，可藉由行動裝置進行掃描，因此在建築施工領域上 Svenja Kahn et al. (2012)
提出「以容易觀看的方式呈現施工訊息有效幫助工人理解」，透過 AR 增強現實技術與 BIM 資

訊結合，使工人可以快速查詢資料，更直觀地了解細節。 

二、研究目的 

BIM 結合 AR 技術具有幫助使用者快速理解施工訊息，因此本研究以柱梁銜接點的介面處

理為例來示範 BIM 基礎結合 AR 解決 SRC 構造銜接點問題，以 Revit 為建模工具，導入 Unity
製作 AR 軟體，探討基於 BIM 技術結合 AR 技術是否有效解決其問題，目的希望可藉由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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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使得 AR 技術在施工端上能夠有更多的發展性。 

貳、文獻回顧 

本研究涉及領域包含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資訊建模、擴增實境三大面向，本章節藉

由文獻探討分析 SRC 構造銜接點問題及 BIM 與 AR 的相關應用，重要的文獻整理如下： 

一、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一) 駱世鴻(2002)，鋼結構建築施工現況缺失之探討-以接合方式及梁、柱構件為例 

文獻內容：研究探討鋼結構的工程設計、監造、施工中所產生之問題點及其可依遵循之施

工原則。目的在探討施工中問題點發生原因、影響及解決對策來做調查與分析，提出問題缺失

在設計、監造、施工時應注意之事。 

(二) 翁正強(2004)，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教材 

文獻內容：為確保工程品質，設計者在進行 SRC 構造設計時，應詳細考慮設計結果之施工

可行性，再決定 SRC 構造中鋼骨與鋼筋之關係位置時，針對構材續接觸、梁柱接頭等較複雜處

繪製詳圖，檢核鋼筋配置及混凝土澆置是否困難，確保 SRC 構造從設計到施工的落實。 

(三) 內政部營建所(2011)，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施工規範 

文獻內容：目前國內設計完成之 SRC 結構，常有難以施工之情況，導致施工品質無法達

到原設計要求，因此本規範除供施工者遵循外，設計者亦應參酌本規範對所作之設計檢討施工

之可行性，並繪製施工詳圖能提早瞭解施工重點，以建立施工順序，並可預先解決問題。 

(四) 嚴崇文(2015)，台灣 SRC 構造發展與構法探討與研究 

文獻內容：研究透過相關文獻的統整與探討說明了在台灣鋼骨鋼筋混凝土發展之脈絡。台

灣實務界已大量採用此結構形式，然而對於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而言在學術上仍有許多不明確

的地方，因此針對工地缺失及與規範互相衝突加以指證提出建議作法。 

二、建築資訊建模 

(一) Li Lin , Jin Li , Minyuan Huang , Yunhui Sun , Xiqing Song (2016)，The Appli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High-Rise Building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文獻內容：以某高層建築基礎工程的實例為例，利用 BIM 技術建立了基礎工程的參數化模

型，並模擬基礎施工的全過程，通過 BIM 的協同工作平台完成了施工訊息完整的傳達。 

(二) Shaoxiong Ma , Qin Zhao , Xinhong Hei , Cunli Chen (2017)，The Method of Integrated Pipeline 

Intelligent Conversion of BIM Design Model into Fine BIM Construction Model 

文獻內容：以管道集成為例，提出一種將 BIM 設計模型智能轉換為精細 BIM 施工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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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並對 BIM 訊息進行標準化，以實現 BIM 技術在建設項目整個生命週期中的應用和有效

的施工指導。 

(三) Ning Xu , Jianli Zhao , Fei Xie , Yinwu Wang , Xiong Zhang (2020)，Study on Construction 

Planning for Bridge Structure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文獻內容：使用 BIM 技術的新建橋樑和翻新橋樑的施工計劃，分別提出橋樑施工可視化，

計算檢查，斜角攝影，管理平台等在橋樑不同施工狀態的 BIM 應用結果，為以後橋樑結構的施

工提供指導。 

三、擴增實境 

(一) Xiangyu Wang , Peter Ed Love (2012)，BIM + AR: Onsit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mmunication via advanced visualization 

文獻內容：研究提出將“ BIM + AR”表示為第四時代的開拓創新理念建設 ICT，針對 BIM
提供相對靜態和預定的數據和信息，結合 AR 提供現場增強以及考慮基於視覺的現場感測作為

追蹤工具，也作為易於訪問的界面，具有潛在的更改現場經理，建築工人等的互動方式。 

(二) Christoph Sydora , Eleni Stroulia (2018)，Augmented Reality on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s 

文獻內容：研究探索了 BIM 和 AR 之間的協同作用技術，開發了一個移動應用程序原型。

為用戶提供了在環境中自由移動的能力也利用 BIM 模型屬性，可以隱藏或顯示模型局部，幫助

建築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以及可以被許多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使用。 

(三) Michael Chu , Jane Matthews , Peter E.D.Love (2018)，Integrating mobil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and Augmented Reality systems: An experimental study 

文獻內容：研究 BIM 和 AR 系統集成的有效性，改善施工過程中的訊息檢索過程來提高任

務效率。採用 BIM+AR 系統檢索方式與手動檢索方式進行比較，結果顯示，使用 BIM+AR 系統

的參與者完成實驗任務的速度提高約 50％，犯下的錯誤更少。因此 BIM+AR 具有提高任務效率

的潛力。 

(四) Juan Manuel Davila Delgado , Lukumon Oyedele , Peter Demian , Thomas Beach (2020)，A 

research agenda for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in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文獻內容：研究提出在建築，工程和建築領域對 AR 的使用情況的研究。研究顯示，AR 可

以在建築資產的整個生命週期中以各種方式使用。其中分為六個案例：利益相關者參與，設計

應用，設計審查，施工應用，運營和維護應用以及培訓。在施工應用案例中結果顯示，在 AR
操作上準確性及可靠性不高，因此降低工人們的使用效率。 

四、 小結 

本研究探討基於 BIM 技術結合 AR 解決 SRC 構造銜接點問題，根據上述文獻整理出以下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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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據駱世鴻(2002)、翁正強(2004)、內政部營建所(2011)、嚴崇文(2015)得研究，SRC 構造

的銜接點仍存在許多問題，因未依圖面施工或是缺少施工大樣圖，而造成施工缺失。 

(二) 根據 Li Lin(2016)、Shaoxiong Ma(2017)、Ning Xu(2020)的研究，透過 BIM 技術建立參數化

模型進行施工模擬，進行訊息標準化及訊息完整傳遞，達到有效得施工執導。 

(三) 根據 Xiangyu Wang(2012)、Christoph Sydor(2018)、Michael Chu(2018)、Juan Manuel Davila 
Delgado(2020)的研究，訊息可視化的效果，有效改善施工過程中的訊息檢索過程，結合 BIM 改

變了現場溝通及管理方式，使工人更直觀的了解資訊。 

(四) 建立”BIM + AR”系統，意謂著在建築施工過程中，能夠針對施工程序進行模擬，並有效傳

達正確訊息，具有改變現場溝通及管理方式，然而根據上述文獻得知 SRC 細部詳圖仍以圖面進

行檢討，BIM 也只針對施工過程及管道集成進行精細建模及模擬，並未針對細部詳圖進行分析，

因此本研究將以 SRC 構造梁柱銜接點為例，利用 Revit 進行建模與分析，並以 Unity 製作 AR
呈現相關資訊，使工人快速了解相關資訊。 

參、研究方法 

⚫ 緒論：釐清研究背景與動機，確定研究目的。 

⚫ 文獻探討：本研究涉及 SRC 構造、BIM、AR 等面向，透過文獻探討與分析，探討 SRC 構

造的施工問題及 BIM 與 AR 結合的可能性，藉此了解 BIM 與 AR 在施工端的發展。 

⚫ 研究方法：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及文獻探討，訂定出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 

⚫ 實例操作與分析：透過實際 SRC 構造案例導入 Revit 進行施工模擬，分析 SRC 構造複雜銜

接點的材料規格、施工程序、接合方式，再導入至 Unity 製作 AR，探討透過 AR 在施工端

應用之可行性。 

⚫ 結論與建議：透過實例操作提出 AR 在施工端得可行性，及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 BIM 基礎結合 AR 解決 SRC 構造銜接點問題，即以 SRC 構造梁柱銜接點為示範、

BIM 作為建模及分析的工具、AR 則為呈現 SRC 梁柱銜接點資料的工具。其研究內容包括 SRC
構造的建置：包含梁柱銜接點構件建置、分析材料規格、施工程序、接合方式、及硬體互動的

顯示介面，並提供一個以 BIM 為基礎的 AR 的溝通模式。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案例選用星宇保稅大樓做為研究案例，建築物規劃地下一層為 SRC 結構，地上五層

為鋼骨結構，總樓地板總面積約 23018.60 平方公尺，主要用途為地下停車場、機電空間，地上

層部分為客艙服務品處、機務處、運務地勤及倉儲空間。 

肆、實例操作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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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方法所述，本章進行 Revit 及 Unity 的操作應用，將實際案例導入 Revit 進行施工

模擬及針對銜接點進行分析，再導入至 Unity 進行 AR 製作，藉由實際案例操作，驗證 AR 在施

工端應用之可行性。系統架構分為外部 3D 資料建置、Unity 3D 製作、導入外部 SDK 三個部分，

詳細內容如圖 1，開發的流程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使用 Revit 進行模型建置及分析，第二階

段為使用 Unity 進行 AR 製作，第三階段為 AR 成果展示，詳細內容如圖 2。 

 

 

圖 1 系統架構 圖 2 開發流程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階段：使用 Revit 進行施工模擬 

將 2D 圖面匯入 Revit 進行建築體的建置如圖 3，針對梁柱銜接點進行詳細建模如圖 4，分

析材料規格如圖 5、接合方式、施工程序，進行圖面繪製。 

 
  

圖 3 建築體建置 圖 4 梁柱銜接點 圖 5 材料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材料種類及規格：箱型鋼柱、I 型鋼樑、12-#10 柱主筋、#4@10,#5@10 柱箍筋、4-#10 梁主

筋、#4@15~20 梁箍筋、16 個鋼筋續接器、PL22 加勁橫隔板，上下橫隔板=梁翼板厚度。 

接合方式：橫隔板與鋼柱採用剛接接合、鋼樑與鋼柱採用剛接方式、鋼筋續接器與鋼柱採

用剛接方式接合、梁主筋與鋼筋續接器採用鎖入的方式接合、箍筋與主筋採用綁紮方式接合 

施工程序：橫隔板安裝於箱型鋼柱內→鋼柱安裝→鋼梁吊裝→安裝鋼筋續接器→進行柱內

灌漿→安裝柱主筋→綁紮柱箍筋→安裝梁主筋→綁紮梁箍筋→模板安裝→灌漿。 

第二階段：將 BIM 模型製作成 AR 
進行 Revit 圖面及模型導出，先將圖面導出成 Pdf，到 Vuforal 進行辨識圖片製作；再將 Revit

導出成.fbx 匯入到 Rhino 進行材質調整，並導出成.dae 導入到 Unity，及導入 Vuforal 外部軟件

進行 AR 介面建置及按鈕與動畫製作，最後導出 APK 執行檔。按鈕的製作可以讓使用者了解該

構件詳細資料，如材料、尺寸及施工程序如圖 6；動畫製作可以讓使用者了解該構件施作的程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733



序，依照該程序進行施工如圖 7。 

  

圖 6 構件資料 圖 7 工序模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階段：AR 成果展示 

透過手機進行圖紙可顯示 3D 模型，按鈕選單有材料、接合方式、施工程序三種按鈕，了解

材料的種類、接合方式，及施工程序並搭配動畫，輔助說明銜接點的相關資訊如圖 8、圖 9。 

小結 

建立”BIM + AR”系統可以產生新的溝通模式。本章節提出以 Revit 為建模及分析軟體，Unity
為 AR 製作軟體，針對 SRC 構造梁柱銜接點進行分析，然而僅以 Revit 進行材料規格、施工程

序、接合方式的分析，在輔助說明上略顯不足，因此後續將導入其他分析軟體，彌補分析上的

不足。 

伍、結論與建議 

BIM 結合 AR 可以被視為新的溝通模式，透過 AR 針對複雜構件呈現 BIM 資訊，使工人更

直觀且迅速理解圖面資訊，減少認知上的錯誤；然而本研究僅以 Revit 進行分析，在資訊分析上

的完整度不高，因此後續將導入其他分析軟體如 Robot Structural Analysis，增加其完整性；本研

究以 BIM 結合 AR 技術解決 SRC 銜接點問題作為初步研究，探討 AR 導入施工端的可能性，然

而在技術開發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期望後續研究人員能夠以本研究為基礎，進行後續

研究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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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雲藍牙音響文創商品 

以「白噪音落雨雷鳴聲助眠燈」創作為例 

 

何穗航*  吳進來**
a  黃佳慧***  洪明宏****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研究所 副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 教授 

a 吳進來：wu2644907@yahoo.com.tw 

摘要 

現代人生活節奏快及工作壓力大，造成睡眠品質不良或失眠已經是常見的健康問題之一。

本創作製作商品「白噪音落雨雷鳴聲助眠燈」，除了可客製化推廣幫助睡眠不佳消費者外，更可

以類似製作方法提供親子活動，製造不同燈光效果（如閃電光）與不同白噪音（如流水聲）。白

噪音在國外是行之有年的助眠方法，而且科學研究並未發現會對人體造成任何傷害但它就像一

般聽音樂、看電視一樣，使用上要注意音量適中，不要過於大聲，以保護聽力。白噪音是一種

「沙、沙、沙」的規律聲音，在美國許多人都會利用它來幫助睡眠，因為白噪音能夠掩蓋環境

中大部分的聲音，讓淺眠的人比較不會受到干擾，有助改善睡眠品質，也因此能發出白噪音的

除噪助眠機非常受歡迎。 

關鍵字：白噪音、落雨雷鳴聲、助眠燈 

 

壹、前言 

1.1 創作背景與動機 

現代人生活節奏快及工作壓力大，造成睡眠品質不良或失眠已經是常見的健康問題之一。

對於失眠的治療方法，如蔡璐瑧（2013）的研究中說：目前失眠的治療仍以藥物為主，但研究

顯示，即便是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用於治療失眠的藥

物，仍可能伴有顯著的臨床不良事件，且其療效也僅是立即性的短暫效應，因此目前睡眠醫學

界也十分重視此一問題，開始將非藥物治療列為失眠處理的一環。在蔡璐瑧的研究中，列舉了

較為有效有助睡眠的方法與文獻臨床實驗，其中如對有助睡眠的「白噪音」研究中指出：白噪

音（White noise）是運用固定的頻率和音調，藉由反覆、連續的刺激，掩蓋其他外部噪音，消除

覺醒刺激，進而改善睡眠品質，是一種簡單、方便且非侵入性改善睡眠的方法，曾被使用在 18-20

歲有失眠困擾的大學生，在白噪音介入後其入睡時間減少、夜間覺醒次數下降；亦曾用於哭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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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生兒，當白噪音介入後，新生兒皆在 2 分鐘內睡著且心跳速率下降。 

紐西蘭設計師 Richard Clarkson，於 2014 年進行了「Smart Cloud 企劃」的 Richard Clarkson， 

聯同專打造磁浮裝飾的品牌 Crealev，聯合釋出了全新版本的懸浮 mart Cloud，旨為「製造天氣」。

這次的懸浮 Smart Cloud（智能雲）會在一橢圓形枱座上，當開啟後會在半空中旋轉及擺動，讓

「天空的感覺」更加逼真。和兩年前的產品一樣的是擁有內置藍芽 2.1 喇叭及聲音感應 LED 燈。

這個 Smart Cloud 2.0 現時仍只是個樣板（Prototype），但 Richard 及 Crealev 希望盡快可將設計

量產並在世界各地發售。Richard Clarkson 所設計創作商品如「圖 1」： 

 

圖 1 智能雲 

資料來源：Richard Clarkson 智能雲，網址：

https://hypebeast.com/zh/2016/10/floating-cloud-speaker-richard-clarkson-crealev（2019.04.21） 

設計師 Richard Clarkson 所設計的智能雲，如其設計原意旨在製造天氣的感覺，透過 LED

燈的投射結合音效，開發出非常新奇的文創商品。本創作因此，大膽假設如能運用 Richard 

Clarkson 所設計的智能雲加以改造創新，並結合有助於安眠作用的燈光、音效，定能創作出不同

效果功能之文創商品。 

1.2 創作目的與限制 

本創作主要目的與問題如以下列舉： 

（一） 主要創作目的如下： 

(1) 根據上述之設計師所創作之智能雲，結合現有助眠燈光效果之燈泡，加以模擬仿生再製作

一天空浮雲燈。  

(2) 所創作之作品製作時，同步置入一產生「白噪音」揚聲器，以增加深層助眠效果。 

（二） 主要創作限制如下： 

(1) 對於揚聲器所製造之多重音效，以前人之研究之白噪音落雨、雷鳴聲為主，對於其他大自

然的聲音如：鳥鳴、蟲鳴、蛙鳴聲，暫不列入錄製，以防反效果效應。 

(2) 睡眠音效分貝接受度因人而異，為達個人接受度與需求，音效大小聲可由個人調控，以提

高不同年齡層喜好及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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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創作設計商品－「白噪音落雨雷鳴聲助眠燈」，所蒐集到的相關文獻資料與報導如下： 

（一） 相關文獻： 

(1) 蔡璐瑧（2013）〈白噪音對機構老人失眠之成效〉，主要探討研究對高齡化社會已是全球共

同的趨勢，針對睡眠品質不良或失眠是老年人常見的健康問題進行研究，研究目的在探討

白噪音介入對於改善長照機構老人失眠之成效進行實驗設計，透過白噪音的介入，提供一

簡單、方便、非侵入性且有效的措施，藉以改善長照機構失眠長輩之睡眠品質。 

(2) 葉天鵬（2015）〈白噪音分貝數對成年過動症工作者工作績效影響之研究〉，主要發現過動

症普及率逐年上升，研究中顯示小時候罹患過動症者，有六成以上的比例會延續過動症狀

至成年，讓這些成年過動症工作者，進入職場時造成困擾與障礙。研究中發現，過動症者

的行為能透過聲音的影響獲得改善，研究指出白噪音可提出過動症的專注力。以實驗方法

針對成年過動症工作者，以三種不同分貝數（40db、60db、80db）的白噪音為背景，探究

其工作專注度、工作情緒及工作效率有無差異，研究結果發現對成年過動症工作者，其專

注度在白噪音為，中高分貝時的表現均優於低分貝的表現；一般工作者之專注度卻正好相

反，隨分貝數提高而快速下降。手部操作速度測驗亦呈現同樣的差異，即過動症者確實在

高分貝情況表現比低分貝時要好，而一般工作者則是低分貝時表現好，高分貝表現差。 

(3) 趙思家（2017）《大腦密碼大探索：1500 公克的宇宙》，其著作主要研究日常生活中充滿各

種各樣的資訊，如光線聲音氣味觸覺等，這些資訊都必須通過大腦的分析才能為所用，經

過大腦才能夠感受、理解身邊的世界，並對環境產生合理的反應，如視覺有眼瞼作為開關，

但聽覺是沒有開關的（除非用耳塞死死堵住）。聽覺系統像是一個全年無休的安全警報系統，

即使你在睡覺時它也一直監控著身邊的環境。這毫無疑問對人類的生存有著絕對的優勢，

使得我們即使在睡覺這種無意識狀態下，還能夠警覺地發生危險，並及時地採取行動。而

類似噪音的雨聲就是給熟睡的你製造了一個遮蔽效應，使得一些原本在寂靜的夜晚會影響

到睡眠的外界聲音變化被遮蔽了。換言之，雨聲就像是臥室裡的窗簾，減少了臥室裡信噪

比（SIGNAL–NOISE RATIO，簡稱 SNR 或 S/N。指一個電子設備或者電子系統中信號與雜

訊的比例），達到了一定的噪音消除的作用，利用這類原理，有人還專門在辦公區域製造一

些類似雨聲的白噪音、粉色噪音，用來隔絕聲音，達到一定的隱私和減少干擾的作用。 

(4) 江秉穎（2018）《自己的睡眠自己救：運用醫療新科技，擺脫睡眠困擾》， 其著作主要研究

睡眠障礙的因素，以及如何應用睡眠醫療科技改善睡眠品質。其研究發現｢白噪音｣有助於

睡眠品質，白噪音是睡眠環境中的一段背景聲音頻率，在可聽範圍（0～20KHZ）低分貝的

規律呈現，類似收音機空白頻道的沙沙雜訊聲、流水聲，或是收音機、電風扇、冷氣空調、

吹風機等等所製造出的聲音也有類似作用。大腦在接收白噪音的時候會予以忽略過去，反

而是在太安靜無聲的睡眠環境中，一旦出現雨聲等輕微聲響，睡眠者聽覺會變得十分敏銳，

因而發生睡眠障礙。部分醫療院於是利用｢白噪音｣來改善病患睡眠品質，頗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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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報導： 

(1) 台灣睡眠障礙協會睡眠資訊報導：在未經「認知行為療法」或特定療法的矯正之下，或許

需要進行藥療，但一定要和醫師談過後，才可使用酒精、非處方藥、或短效性的鎮定劑、

或防嗜睡的抗組胺鎮靜劑。整體來說，藥療效果有其侷限性，且具風險。有些藥或許有助

入眠，但隔晨醒來仍感到睡不足。有些則藥效較久，早上卻令人覺得疲倦、渾身乏力。更

有些服用久了，就失去藥效了。也有些醫師會開出抗抑鬱鎮定劑，但患者是否有抑鬱症是

比較不好判定的，且這種藥副作用較大。有些失眠患者崇尚於「自然療法」 例如：纈草茶、

褪黑激素、草本萃取物等。這些都屬非處方藥，其中，褪黑激素有助緩解失眠的功效，是

有經過研究證實，但可靠文獻和論述並不多，致於纈草的研究至今並沒有具體的結論。況

且，含有纈草成份的許多補充素、茶品和萃取物產品的劑量及純度參差不齊各有所異，更

重要的是,在美國,無論是纈草、褪黑激素或其他的天然療法，都未經官方的食品藥物管理局

核認，因此，安全性頗富爭議。 

(2) 健康雜誌（2017.05.08）張嘉浩編譯報導：在台灣，每 4 人就有 1 人有失眠困擾。美國則成

年男女每 25人就有 1人依賴處方安眠藥劑。今年 4月初，期刊《科學報導》（Scientific Reports）

發表英國研究，顯示傾聽大自然的美妙聲音，諸如雨林聲音景觀（soundscape，簡稱音景）、

潺潺溪流，會誘發腦部放鬆反應。悅耳且令你舒坦的背景聲音也可掩蓋不想聽的人造聲音，

例如在研究中顯示出反效果的吵雜人聲或交通噪音。市面販售的除噪助眠機、線上情境音

效播放器、藍牙聲音屏蔽機或相關應用軟體，會發出大自然音景或溫穩的助眠「白噪聲」

與「粉紅噪聲」，掩蓋水管聲、貓狗叫聲、鄰居聲、車聲等周遭環境噪音的干擾，讓人更容

易專注於自己的任務如睡眠。在各類「遮蔽音」中，粉紅噪聲比白噪聲聽來更自然、和諧。

神經科學頂尖《人類神經科學新域》期刊（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今年 3 月發布

美國西北大學費恩柏格醫學院神經學教授兼「晝夜節律暨睡眠醫學中心」主任 Phyllis C. Zee 

的研究成果，粉紅噪聲也能幫助 60 歲以上老年人進入深層睡眠，增強記憶力。 

(3) 極光生活網：根據美國 Consumer Reports 調查，70%的人表示除噪助眠器（白噪音）能幫助

睡眠僅次於服用安眠藥，更勝過吃健康食品、按摩放鬆等。經多年科學研究證實，白噪音

能夠減輕環境聲音干擾，改善睡眠品質。 

(4) 科學月刊（2017.09.27）文詠萱主編報導：在科學上，白噪音起源於數學與工程學，今日常

應用於聲學、電子學等，其訊號在每一個頻段上的功率相等，也就是說在同一段聲音中，

每一個頻率的功率都是均勻的。之所以被稱為白噪音，是因為白光是由各種頻率（顏色）

的光組成，因此在頻譜性質上被稱為「白色的」，另外，因頻譜特性不同，還有粉紅雜訊、

灰雜訊等等。而根據 Söderlund 等人的研究表示，白噪音能調節腦內多巴胺，並證實白噪音

能用以協助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者控制病情；另外，有研究顯示白噪音能有效地

增強不同腦區的連接性，增強記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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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草圖設計與製作材料工具 

3.1 草圖設計 

本創作設計商品，草圖設計繪製如下「圖 3」： 

 

圖 3 天空雲設計草圖 

資料來源：本創作繪製（2019.06.17） 

3.2 材料工具 

本創作設計商品所需，材料與工具如下： 

(1) 所需製作材料如下「表 1」： 

表 1 所需材料 

1.燈籠 2.人造棉 3.揚聲器 4.USB 插頭 5.電線 6.Ｕ型掛勾 

      

7.LED 燈 8.燈座 9.兩孔插座 10.插頭 X2 11.擬水滴珠 12.白色膠帶 

      

資料來源：本創作整理(201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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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需製作工具如下「表 2」： 

表 2 所需工具 

1.熱熔槍 2.保利龍膠 3.螺絲起子 4.斜口鉗 5.魚線 6.鐵線 

      

資料來源：本創作整理(2019.06.18) 

 

肆、製作成果測試 

  本創作設計商品「白噪音落雨雷鳴聲助眠燈」製作成果測試如下「表 3」： 

表 3 製作成果測試  

1.通電前 2.藍光效果 3.綠光效果 

   

4.紫光效果 5.橙光效果 6.藍白光效果 

   
資料來源：本創作整理(201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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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白噪音是一種「沙、沙、沙」的規律聲音，在美國許多人都會利用它來幫助睡眠，因為白

噪音能夠掩蓋環境中大部分的聲音，讓淺眠的人比較不會受到干擾，有助改善睡眠品質，也因

此能發出白噪音的除噪助眠機非常受歡迎。白噪音之所以能夠幫助睡眠，是因為在睡覺時，人

體大腦還是會持續接收聲音(動物本能)，這是過去人體演化的防禦機制，以避免環境中的威脅如

老虎、掠食者等。 

因此，在周遭任何突發的噪音，如關門聲、狗叫聲、車聲都會影響到睡眠，可能會改變心

跳速率、血壓，讓人在睡夢中不自覺翻身甚至醒來。並非是這些聲音太吵，而是因為大腦察覺

到環境的變化所影響，尤其當淺眠時這些影響則會更加明顯。一般大多數人都認為，只要維持

一個安靜的環境就能夠幫助睡眠，但卻沒有發現當房間越安靜時，只要一聲輕輕的咳嗽就足以

讓人醒來而中止睡眠，干擾睡眠的因素其實是那些「突發」的聲音，而非房間的安靜程度。也

就是說，當環境聲音突然有變化，就會影響大腦的睡眠，所以如果房間太安靜，那些小小的噪

音反而會更明顯、更突出。而白噪音能夠掩蓋這些突發的噪音讓您察覺不到環境聲音的變化，

因此而睡得更好。其原理如極光生活有限公司所開發的除噪器相同，白噪音對睡眠的幫助原理，

如以下列舉「圖 4」： 

 

圖 4 白噪音對睡眠的幫助原理 

資料來源：極光生活，網址：https://www.nlight.tw/lectrofan.html（2019.06.16） 

 

白噪音在國外是行之有年的助眠方法，而且科學研究並未發現會對人體造成任何傷害但它

就像一般聽音樂、看電視一樣，使用上要注意音量適中，不要過於大聲，以保護聽力。有鑑於

此，本創作在此建議，本創作製作商品「白噪音落雨雷鳴聲助眠燈」，除了可客製化推廣幫助睡

眠不佳消費者外，更可以類似製作方法提供親子活動，製造不同燈光效果（如閃電光）與不同

白噪音（如流水聲）。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742

https://www.nlight.tw/lectrofan.html（2019.06.16


參考文獻 

學位論文： 

蔡璐瑧（2013）白噪音對機構老人失眠之成效，台中市，弘光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葉天鵬（2015）白噪音分貝數對成年過動症工作者工作績效影響之研究，新北市，輔仁大學碩

士論文。 

相關書籍： 

 

趙思家（2017）大腦密碼大探索：1500 公克的宇宙，新北市：遠足文化出版社，頁 109–112。 

江秉穎（2018）自己的睡眠自己救：運用醫療新科技，擺脫睡眠困擾，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

社，頁 062–063。 

網路資料： 

紐西蘭設計師 Richard Clarkson，智能雲（Smart Cloud）文創商品作者。網址：  

https://hypebeast.com/zh/2016/10/floating-cloud-speaker-richard-clarkson-crealev2019.04.21） 

白噪音之落雨雷鳴聲錄製於網路，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M-QCE9NpHM

（2019.06.10） 

財團法人-台灣睡眠障礙協會，常見睡眠障礙《失眠》，網址：

http://www.sleep.org.tw/ugC_News_Detail.asp?hidID=172&hidPage1=1（2019.06.10） 

健康雜誌（2017.05.08）張嘉浩編譯（出處/Web only），網址：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4839（2019.06.10） 

台北市˙極光生活有限公司，除噪助眠器，統一編號：55898009，網址：

https://www.nlight.tw/lectrofan.html (2019.06.16) 

科學月刊/5 月刊（2017.09.27）主編文詠萱報導，網址：

http://scimonth.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46.html（2019.06.12）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743

https://hypebeast.com/zh/2016/10/floating-cloud-speaker-richard-clarkson-crealev
http://www.sleep.org.tw/ugC_News_Detail.asp?hidID=172&hidPage1=1（2019.06.10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4839
http://scimonth.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46.html（2019.06.12


文化創意、循環經濟與傳統產業結合發展之研究- 

以糖福印刷創意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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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黃佳慧***  王明堂****  吳淑明*****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研究所 副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科技學院工業設計學系 教授 

*****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研究所 教授 

a 吳進來：wu2644907@yahoo.com.tw 

摘要 

文化是族群生活方式的呈現，創意是提昇價值的創新思維。近年來傳統產業漸趨於式微，

所有的生活方式、產業經營若能連結文化、創意觀念，導入循環經濟概念，生產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產品，必能活化傳統產業。活版印刷文化發展至今已有千年的歷史，對於近代知識的傳

播有相當大的貢獻。而今數位排版電腦印刷當道，傳統的活版印刷產業沒落，但每一字句的排

版，並以油墨印刷而成的活版印刷品，卻有著工整的電腦數位排版無法取代的溫度。糖福印刷

所成立於民國 43 年 7 月，歷經數次遷移及改組，糖福見證糖業興衰及傳統印刷產業的變遷，現

今轉型為糖福印刷創意館。本研究透過 5W 釐清問題方向後，運用詮釋結構分析法(ISM)，藉由

STEEP，以社會文化趨勢（Social trend）、技術原理或導向（Technology survey）、經濟因素（Economic 

approach）、環境議題（Environmental issue）、政治限制（Political constraint）等構面發散及收斂問

題，列出因子發散問題，經由專家學者進行評估收斂篩選要素，接著使用詮釋結構分析法(ISM)

作出關係矩正、可達矩正、階層圖，了解個要素間的關係，由此找出傳統產業創造價值與經驗

的分析，開創糖福印刷創意館創新的營運模式，給予未來想轉型的傳統產業參考。 

關鍵字：ISM 詮釋結構分析法、活版印刷、傳統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壹、 前言 

台灣隨著快速的經濟發展，社會也從早期的農業社會轉變成工商業社會，也因國民的生活

所得提高，也帶動了生活的機能提升，現今社會不在只是為了個人追求溫飽，而是慢慢開始重

視生活的休閒娛樂，也因為社會有所需求開始帶動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傳統產業在台灣的經

濟發展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是穩定社會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自從 90 年代

台灣加入WTO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使得台灣傳統產業受到劇烈的衝擊，面臨更大的經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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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若不選擇因應之道，將面臨淘汰的命運。 

    近年來，政府單位推動了多項產業政策來協助傳統產業的轉型，讓傳統產業展現出一線

生機。台灣各地有著不同特色的地方文化及創作人才，因此許多傳統產業慢慢地走向文化創意

的產業，將創意帶入地方傳統產業來形成文化創意產業。近期傳統產業紛紛興起轉型為觀光工

廠的風潮，例如：宜蘭玉兔鉛筆學校、彰化台灣玻璃館、埔里廣興紙寮、台南臺灣金屬創意館

及新營糖福印刷創意館等。為了讓遊客在育教娛樂的方式了解產品的製造過程與由來，且現在

的人越來越重視休閒娛樂，為了讓下一代能更了解地方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傳統產業的業者極

具巧思發會創意，使文化創意產業成為熱門產業之一。 

 

貳、研究目的 

糖福印刷所成立於民國 43 年至今已超過一甲子的時間，糖福印刷所保存著全東南亞最完整

的活版印刷設備，但是因跟不上電腦彩色印刷時代的潮流，印刷業務大量萎縮瀕臨關廠命運，

因此糖福面臨不得不轉型的壓力。在對文化創意產業有限的認識下，糖福轉型為文化創意館，

踏上這一段艱辛未知的轉型道路。因此，本研究以 5W 進行分析如下「表 1」： 

表 1：5W 分析表 

5W 問題 事項 

What 動機 傳統產業的轉型 

Why 原因 糖福印刷創意館的發展潛力 

Who 對象 糖福印刷創意館 

Where 地點 新營 

When 時間 現階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藉由研究的進行，達到以下目的： 

(1) 探討糖福印刷創意館在轉型階段的轉型原因、轉型的方向如何決定。 

(2) 糖福印刷創意館在轉型過程中，可能遭遇到那些問題以及程序與各階段過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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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傳統產業主要分為三大產業：民生工業(食品業、紡織業、成衣業等)、化學工業(印刷業、

石油業、化學材料業等)及金屬機械業(機械設備、汽車、金屬製品業等)。傳統產業在台灣經貿

發展與產業轉型過程中，一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與地位，是穩定台灣經濟社會不可忽視的力

量。台灣的傳統產業具有雄厚的基礎，同時兼具營運彈性、文化、創意、設計等的軟實力。產

業技術與市場需求的潮流趨勢，為傳統產業發展注入創新元素，當可為傳統產業誘發新的成長

動能。文化創意產業係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累積，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

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有效的創意融入在產業上才會有創意產業，或

是「文化創意產業」。有效的創意是美學、技術和具有經濟觀念的綜合結晶。有創意的人，也必

然是綜合運用於生活和工作中，也能改變現代世界的產業和提升人類的生活。 

ISM 詮釋結構模式，以離散數學及圖形理論為基礎，將複雜的元素關係透過數學演算方法，

以系統化的方式表現出整體元素階層結構的關係。詮釋結構模式的應用領域相當廣泛，

Warfield(1982)在提出 ISM 分析方法後，論述包括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行政學等各領域的

運用。 

 

肆、研究流程 

本研究透過 ISM 詮釋結構模式，如下「圖 1」： 

 

圖 1ISM 詮釋結構模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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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圖讓不同問題因層級關聯探尋，可更正確確立問題及目標，進行步驟分為下列幾點： 

(1) 擬定關聯因子，以 STEEP 五大構面進行問題蒐集、整合歸納，提出問題及相關因子探討。 

(2) 收斂問題、建立關聯矩陣圖：評估之決策行列之間關連性。 

(3) 確立目標及問題、建立可達矩陣及散佈圖：應用 ISM 詮釋結構模式，確立關聯及層級。 

(4) 研究流程步驟如下： 

A. 步驟一：擬定關聯因子，以 STEEP 五大構面關聯因素，擬定 25 個關聯因子，進行決 

策評估如下「表 2」： 

表 2STEEP 五大構面關聯因素 

項目 社會文化趨勢 技術原理導向 經濟因素 環境議題 政治限制 

1 字無盡藏 傳統工藝 循環經濟 廢棄物管理 安全規範 

2 文化傳承 技術傳承 客源開發 環境衛生 影響法規 

3 教育普及程度 技術轉移 客製化 空氣品質 環保制度 

4 親子活動 技術更新 產品研發 噪音影響 消費者保護 

5 創意設計 電腦技術 週邊商品 循環使用 廠區開發 

根據上述之關聯因子，透過 3 位學者專家進行討論與評估，如下「表 3」： 

表 3 學者專家 

編號 成員 背景 

1 曾 XX 教授 前國發會副主委、台南市副市長、台南藝術大學教授 

2 吳 XX 經理 台糖公司新營鐵道文化園區經理 

3 張 XX 主任 台南市新營社區大學主任 

             再給分別給予 1-5 分的評分，最後再從評分權計算中，挑選出 8 個最高評分 

             關聯因子，如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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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關聯因子分析與評分 

內容 權重 評分 總分 內容 權重 評分 總分 

1.字無盡藏 4 3 12 14. 產品研發 4 4 16 

2. 文化傳承 4 4 16 15. 週邊商品 3 3 9 

3. 教育普及程度 4 3 12 16. 廢棄物管理 3 4 12 

4. 親子活動 3 4 12 17. 環境衛生 3 3 9 

5. 創意設計 4 4 16 18. 空氣品質狀況 3 3 9 

6. 傳統工藝 5 4 20 19. 噪音影響 3 3 9 

7. 技術傳承 4 4 16 20. 循環使用 4 4 16 

8. 技術轉移 3 3 9 21. 產品安全規範 4 3 12 

9. 技術更新 3 4 12 22. 影響產品法規 3 3 9 

10. 電腦技術 3 3 9 23. 環保制度 3 3 9 

11. 循環經濟 3 4 12 24. 消費者保護 3 3 9 

12. 客源開發 4 4 16 25. 廠區開發 4 4 16 

13. 客製化 3 4 12     

B. 步驟二：收斂問題、建立關聯矩陣圖依據評估方法之初，經由 3 位學者專家評分， 

以評分高低分別選取 8 個重要項因子，所選出因子如下「表 5」： 

表 5 重要項因子 

1.文化傳承 2.創意設計 3.傳統工藝 4.技術傳承 

5.客源開發 6.產品研發 7.循環使用 8.廠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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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 8 項因子，建立 8*8 關聯矩陣，以「1」和「0」表示各因子之間 

相關或不相關，相關聯為「1」、不相關聯為「0」，來確立各因子之間的相關 

性，如「圖 2」： 

 

圖 2 關聯矩陣圖 

C. 步驟三：確立目標及問題、建立可達矩陣及散佈圖，檢視關聯因子矩陣的「1」和「0」 

的因子相關判別準確度，推斷數據之間相關程度及明確了解佈點位置，確立 

問題與目標，如以下所舉「圖 3」： 

 

圖 3 可達矩陣及散佈圖 

因此確立 3 個主要問題為：循環使用、技術傳承、廠區開發，3 個主要目標： 

文化傳承、創意設計、傳統工藝。透過「1」和「0」的二值評估元素間的關 

聯矩陣，產生可達矩陣後，將可達矩陣中行列，以列為可達集合 R，行為先 

行集合 A，將所有相關聯「1」值，加總建立階層，逐層將交及數值刪除， 

產生 4 個階層矩陣矩陣圖，相關階層矩陣如以下列舉「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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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相關階層（1-4）矩陣圖 

根據上述之階層矩陣圖，再畫出階層矩陣關聯圖與階層影響關係圖，相關 

圖示如以下所舉「圖 5： 

 

圖 5 階層矩陣關聯圖與階層影響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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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結構分析法（ISM）階層關聯圖型所列舉，由原本 8 個元素方向圖定義出的階層，更可以清

楚的看到元素間上下從屬關係，從圖中可以知道，階層之間的連接關係一定是單向的，而同階

層內因過程中定為強連接的次集合，元素間會有互動關係，而矩陣看到的 3、7、4 階層分類中，

兩者會出現全為 1 的矩陣關係。糖福印刷創意館各項議題及選項元素階層，相互之間影響關係

如下： 

(1) 廠區開發對產品研發有直接的關係和影響力。 

(2) 產品研發對創意設計與客源開發有直接的關係和影響力。 

(3) 創意設計與客源開發對傳統工藝、循環使用與技術傳承有直接的關係和影響力。 

(4) 傳統工藝、循環使用與技術傳承對文化傳承有直接的關係和影響力。 

(5) 廠區開發對文化傳承有直接的關係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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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對於商業空間設計影響－以博觀熙岸銷售中心為例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s Intervention on  

Commercial Space Design－A Case Study of Boguanxi’an Sale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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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媒體的興起，翻轉了傳統的行銷手法，也影響著商業空間的設計，兩者密不可分。設計

的各個面向皆越來越注重「體驗」及「分享」，讓個人的體驗分享成社群的經驗，促進新型態商

業空間的整合。為了創造話題，設計勢必要更能「說故事」，商業空間的設計會越來越像「策展」，

結合在地文化、地方創生、特色產業、藝術人文等活動。如何利用網紅經濟的趨勢體現在商業

空間的設計上，是目前業者與設計師需思考轉型與改變的契機。本研究以博觀熙岸銷售中心室

內空間設計為案例分析探討，研究整理出網紅商業空間的共同特性及條件脈絡，研究結論歸納

整理出網紅風格運用於商業空間設計之設計類型、元素、色彩等，本研究成果有助於網紅商業

空間設計者作為設計方針，並供後續網紅商業空間研究之參考。亦可供未來運用實驗創作的方

式，進行實證討論。 

關鍵字：商業空間、策展、網紅經濟、網紅、自媒體 

Abstract 

The rising of new media has shift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rketing and affect commercial space 
design, which makes both results highly associated. In every aspect of design, there is a growing 
emphasis on “experience” and “sharing” to make personal feelings into communal experience, which 
has further stimula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new type of commercial space design. Design must be able 
to tell stories to generate topics, and commercial space design has become like “curating” which involves 
issues relating to local cultur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industries, arts and humanities, etc. How 
to embody the current trend of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in commercial space design is the turning 
point for both the business owner and the designer for transformation and making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ior design of Boguanxi’an Sales Center as a case study and generalizes the 
shared features and conditional context of internet famous commercial spaces. This study inductively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752



concludes certain types of commercial space design, regarding to design genres, elements, colors, etc., 
that are related to internet famous styl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the guidelines for 
commercial space designers, and serve as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internet famous commercial 
space as well as for evidence-based discussion in future experimental creations. 

Keywords: Commercial space, Curating, Internet celebrity economy, Internet celebrity, Self-media 

壹、前言 

網紅，就是在互聯網上因現實生活或網路生活中的某件事或某個行為而引發眾多網民的關

注，以提高「點擊率」作為目標的一群人。也可以說是走紅於互聯網的普通人，借助互聯網的快

速傳播效應和放大效應，經營社群網站或影音網站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使粉絲人數急速加增，

同時也帶來無盡的商機。姑且不論是否為一種職業，這群人已經深深影響著現代人生活中的各

個面向，政治、經濟、文化、娛樂等。本篇論文試著以探討此一「網紅」現象的「商業」空間設

計的影響及未來的發展。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商業空間的設計與行銷密不可分，新媒體出現翻轉了傳統的行銷手法，也影響著商業空間

的設計。從服務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空間設計等各個面向，皆越來越注重「體驗」，並

經由影音的「分享」、Facebook 及 Instagram 打卡，讓個人的體驗變成社群的經驗，更觸進了這

一波新型態商業空間的整合。線上線下商業模式的翻轉，為「品牌」的建立注入養分，線下的體

驗是為了促進線上的銷售。為了創造話題，設計必須要更能「說故事」，商業空間的設計會越來

越像「策展」，而非單純的實質空間上的設計。如何利用網紅經濟的趨勢體現在商業空間的設計

上，是目前業者與設計師需思考轉型與改變的契機。在 2018 年由上海彬占建築設計諮詢有限公

司所設計於山東的博觀熙岸銷售中心室內空間設計，擁有許多特殊的風格設計和主題，吸引了

很多媒體及網紅的目光，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案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意義在於通過分析網紅經濟的行銷手法，藉由網紅將線下實體商業空間之體驗與

線上消費者連結，釐清因網紅經濟的介入，實體商業空間對於設計的實務與創作的影響與改變。

為今後進一步深入研究在網紅經濟影響下，未來商業實體空間的設計發展與方向提供説明。達

成經由博觀熙岸銷售中心室內空間設計的分析，整理出網紅商業空間的共同特性及條件的目標。 

貳、文獻探討 

一、網紅經濟 

網紅在社交媒體上表現活躍，不斷累積粉絲數量，依託數量驚人的粉絲群體進行精准的定

向行銷，將單調的電子商務交易過程不斷加入關注、分享、交流、探討、互動等多元的社交化的

元素，改變了原先固有的變現方式，更好地將粉絲的關注轉化為購買力，實現強力吸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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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共享

偶像團體

網生內容
電子競技

視頻直播

網紅產業

社會化電子商務

最終“網紅”由一種社會現象，演變為一種經濟行為，並通過產業化，形成了網紅經濟的產業

鏈。這種經濟現象就是“ 網紅經濟 ”。“ 網紅經濟”的核心是將粉絲轉化購買力和消費能力

的一種新經濟現象 ”（刁玉柱、白景坤，2012；郭全中、郭鳳娟，2013 )。 

 

 

 

  

 

 

 

圖 1 網紅時代劃                           圖 2 網紅產業涵蓋範圍 

從廣義上說，網紅經濟是粉絲經濟中的一種。它的運作模式是簡單的「前端加上後台」。年

輕 時尚的達人負責線上店鋪中貌美如花、吸引粉絲、獲得萬千寵愛並維持黏度；網紅背後的後

台，則負責整體的運營、產品設計與供應。同隊運作將網紅吸引來的流量變現，讓粉絲心甘情

願地「剁手」。原本普普通通的素人，也就在順理成章中成為網紅，並迅樹製造出一種經濟現象

----網紅經濟。（袁國寶、謝利明，2016）。 

二、商業空間的定義與研究綜述 

（一）商業空間的構成 

程安國（2000）曾指出，商業空間是從事商業行為的場所，通常可以粗略的分為兩大類，一

類屬於服務業性質，如各式各樣的餐飲店、美容理髮店等，銷售的並不是固定的商品，而是以

服務的行為為主；一類屬於零售業性質，如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便利商店以及供應各種生活

用品的專門店等。這些商店發揮的是為消費者「代理購買商品」的功能，所以這類商店大致可

稱為「購物空間」。郭敏俊 ( 1993) 曾提到，商店的構成要素，基本上是由人、物及空間三者所

構成，易言之，就是顧客、商店、與商品三者的相互關係。顧客與商場的關係衍生為商場環境，

商品與顧客之間的交流則依賴有效的展示與陳列，而如何使商品發揮其質感與價值，則是置放

商品的展示陳列器具，此為商業空間構成的基礎。在現今消費模式的複雜狀態下，商業空間構

成的基礎可再以「實質」面與「心理」面加以說明。以「人」而言，商業空間即包括了心理消費

與物質消費；「空間」面而言，則亦包括心理空間與實質空間，且心理空間常是消費者藉由實質

空間的感知後所產生的；「物」則包括了實體商品、抽象商品、與設備等。空間與物的組構只發

揮了實體的存在，唯有在透過人的使用後，才發揮展示的作用。人的行為促使對空間與物產生

了「感知」，亦即一種「體驗」，消費即常是藉由體驗產生的情緒所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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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商業空間的構成 

    商業空間構成內容之「實質」面與「心理」面的探討，亦反映了「商店氣氛」的理論觀點。

Kotler ( 1973 ) 即曾指出，「商店氣氛」是對零售空間加以設計，目的在於操弄消費者的情緒，

進而促使消費者所購買的，除了實體商品之外，還包括包裝、銷售或售後服務及形象，最重要

的是購買現場的商店氣氛。簡單的說，商店氣氛是一種藉由對購物環境的設計，期使消費者產

生某種特定的情緒，以增加消費者購物的機會。Kunkel and Berry (1968) 指出消費者在商店環境

中所能感官到的各種感覺，都可被定義為商店氣氛。其中包了色彩、聲音、氣味、溫度、現場人

員的行為和互動情形。Baker（1992）亦指出，顧客的決策會受消費者當時所在的商店氣氛影響。

商店氣氛會影響消費者的心情，及參觀和瀏覽的意願。對於商店氣氛的內容為何， Ward（1992）
亦指出，跟商店氣氛有關的還包括燈光照明、佈置、商品分類方式、固定設施、地板、色彩、聲

音、氣味、服務人員衣著與行為、現場顧客的數量、特質和行為等。綜觀上述商店氣氛的探討內

容，即可說明商業空間的實質 環境面構成會影響心理環境面的構成。除外，亦透露「商店氣氛」

可能做為品質要求中「感動人心」之空間特質要項之一，且能影響的心理反應，即在於「情緒」

的牽動。 

（二）傳統商業空間與新型態商業空間之差異 

坂口孝則（2019）提到以社群網站導向的角度來說，所有零食的新聞稿都強調商品可以用

來「曬 IG」。餐廳也一樣，未來店家內都會以「可以拍照」為前提來設計、裝潢，服飾店里也有

「試穿走秀」的服務，這是指透過試穿來和朋友同樂，或是把照片上傳 IG。 

三、策展 

佐佐木俊尚（2011 / 2012）認為 21 世紀的策展是「一個觀點溝通的工作，賦予事物具有新

意的價值觀，並分享出去」。格式展策王耀邦 ( 2017 ) 認為策展共有三個步驟：（1）身處何方

（where we are）：思考當下社會氛圍；（2）目的定義出問題（identity）：展覽目的；（3）再現

（representation）：透過視覺語言、空間設計或動態影像來呼應主題。林榮泰（2013）認為在設

計策展的訓練中，設計策展的思維應包涵發想（ inspiration）、構思（ ideation）及執行

（implementation）等三大探索過程；而洞見（insight）、觀察（observation）與同理心（empathy）
則是設計策展思維的三要素，此也為未來策展設計師應具備的設計思維。他進一步針對設計策

展的思考脈絡，提出應基於設計思考及設計方法為策展基礎，以品牌概念為中心思維來落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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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經紀化的思考方向。歸納上述策展個案研藝術教育研究的結果，設計策展的思維強調在構思

階段，以策略性的問題意識，幫助聚斂展覽的軸線與定位。如由當代議題的探索、觀察與洞見，

以及觀眾的同理中，梳理出展示主題。而在主題的詮釋呈現上，則強調設計原理在展示設計中

的運用，能有效幫助展覽理念具體落實（陳璽敬、陳俊良、林志隆 2014）。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網紅經濟對商業空間設計影響之研究為主要方向。在研究方法上，首先經由上述

文獻探討」再經由「案例分析」商業空間設計為主題之設計類型、元素、色彩，並將蒐集的資料

歸納統整，歸納整理出網紅風格運用於商業空間設計之設計類型，作品案例分析如下： 

案名：博觀熙岸銷售中心室內設計 

設計：上海彬占建築設計諮詢有限公司 

時間：2018 

位置：山東濰坊 

 
  

 
 
 
 
 

  

  

                   

 

 

 

 

 

 

 

 

                                 

 

 

 
 

 

        圖 4 博觀熙岸行銷中心剖透視圖  資料來源：上海彬占建築設計諮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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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元素歸納 內容說明 

空間用途 
兒童主題銷售中心 － (接待區、沙盤區(模型區)、洽談區、兒童活動

區、影音室、藝術走廊 。 

流行文化影響 INS風格網紅空間、網紅遊戲、童話故事。 

故事主題 “ 紀念碑谷”的網紅遊戲 “ 一路上回歸家園的初心 ” 的概念。 

風格類型 夢幻空間、故事主題。 

空間色彩提取   

元素

分析 

材 質 環保可回收pvc材料、半透明窗簾、金屬、霓虹燈等。 

裝 置  紀念碑谷玩偶、巨型童話動物玩偶、網紅紅鶴等。 

符 號 逆向空間、錯視、不可能的幾何物體、超現實想像。 

顏 色 每個空間的顏色代表空間的功能和故事。 

光 線 空間明亮，透過大片落地玻璃將光線與景觀引進室內。 

本研究整理 

1. 設計說明： 

回溯初心，築童夢。在越來越多「去銷售中心化」的今天，功能單一和奢侈華貴的傳統銷售

中心正逐漸失去市場的競爭力，迫切需要有革新觀念思維的設計來打破行業領域的局限性。本

案靈感來源於“ 紀念碑谷”這款網紅遊戲“ 一路上回歸家園的初心 ”的概念，打造出中國獨

特的兒童主題銷售中心。希望人們第一次走進銷售中心時，即能借助于豐富的場景設計開啟未

來家園的美好想像。項目的創新之處在於既能實現銷售與人文的相結合，又會隨著時間遷移實

現空間不同時期功能的轉變和延續。前期以銷售為導向的售樓中心，到後期作為教育配套的幼

稚園，最終演變為公共性的美好社區中心，與城市共生長。 

2. 設計分析： 

    表 1 網紅空間元素歸納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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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表 2 視覺表現手法分析 

INS 風格網紅空間︰ 

 

       拱門        紅鶴 (火烈鳥)         氣球             霓虹燈           球池 

“ 紀念碑谷”網紅遊戲︰ 

 

        艾達公主              紀念碑谷遊戲        錯視、不可能的幾何、顛倒 

童話故事夢幻空間︰ 

 

童話人偶        童話人偶      時光隧道裡的女孩     童話人偶         天馬星空 

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經由案例分析元素歸納分析整理後發現，以網紅為主題的商業空間導入策展，使空間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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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架構下加入可變化的策展主題元素，讓空間在時間的推移下變化出不同主題的場景及故事，

讓商業空間得以利用策展及空間中軟裝之陳列置換，提升商業空間設計未來的可變性。新型態

的商業模式帶來商業空間的新紀元，設計師必須打破現有的設計思維跟著時代的改變而發展。

社群媒體是現今最好的顧客媒介。而網紅體驗再經由媒體傳播出去，社群的媒介藉由網紅經濟

的介入會讓商業空間的線上線下的整合更趨完善。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整理出網紅經濟的脈

絡，並以案例分析探討，歸納整理出網紅風格運用於商業空間設計之設計類型、元素、色彩等，

未來將運用實驗創作的方式，進行實證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首先，增加資料的比較性，有助研究的進行與研究結果的比較。其次，廣泛收集資料，以進

行更完善的研究，獲得較多可供驗證性的資料，有助研究結果與理論的證明。最後，亦可從營

運策略的擬訂、其他影響發展策略的總體環境因素以及發展策略的規劃與實施等，探討商業空

間設計產業發展策略之建立，以利設計產業的能力之精進，進而達成提升設計產業對外競爭力。 
本研究成果有助於網紅商業空間設計者作為設計方針，並供後續網紅商業空間研究之參考。亦

可供未來運用實驗創作的方式，進行實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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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字應用在注音輸入法之字型軟體建立設計 

 Building Phonetic Input Software for Bra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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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50年正式採認Braille為通行全球的視障者文字，1990年所出版World 
Braille Usage 一書中，總計有八十五個語言或國家承認並認同使用這個文字系統。點字之所以重

要，是因為它不但可以讓視障者獲得資訊，也能利用它來傳送訊息，由此可知視障者學習點字

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然而目前台灣點字書籍製作耗時耗力，懂得點字的閱讀和翻譯的專業人員

非常稀少，本研究旨在探討點字與注音的關聯性並以其理論基礎做注音輸入就能打字出來的點

字字型開發，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有效改善使用點字使用的不易。研究方法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點字製作機構的訪談了解目前點字製作的現況，第二階段為拆解點字特性進行製作

軟體，第三階段使用軟體進行檢測；其研究結論為點字軟體可以有效改善點字產品製作的時間，

增加盲人書籍產生，增進其知識量的吸收，並讓設計師介入點字製作流程的機會，雙視書籍圖

形與點字編排同步製作達到設計師能夠預期的美觀化，此研究成果將有助於點字書籍、產品的

生產，並供為後續點字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點字、字型軟體、雙視書、視覺障礙 

 

Abstract 

In 1950,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officially recognized braille as the universal writing system for people who are visually impaired. Then 
in 1990, the publication of World Braille Usage revealed that this system of writing had been adopted 
by 85 different countries. As Braille became an essential tool for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send out messages, however, learning how to use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se people. In Taiwan, the making of braille books has been time-consuming and strenuous due to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s who can read braille and convert texts to braille.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is 
research seeks to establish a correlation between braille characters and the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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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and then develops a font that converts MPS into braille.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research 
contains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interviews with organizations that produce braille documents 
were conducted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for braille production. In the second stage, 
efforts were focused on setting braille-MPS conversion patter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oftware. 
Lastly, usability tests were run on the software.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oftware can largely 
shorten the time producing braille documents, hence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braille books available 
for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to read and absorb knowledge. Also, by involving designers in the 
creation of braille books, the typesetting of pictures and braille texts can be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thus ensuring the beauty of the book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ould support the 
production of braille books and other braille documents, while providing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on braille. 

Keywords: Braille, phonetic input software, Visual impairment 

 

壹、 前言 

一、背景與動機 

目前在台灣視覺障礙者人數逐年攀升，近十幾年來融合教育盛行，視障學生就讀於普通學

校的人數亦遽增。全盲學生使用點字教科書，惟普通班教師、同學或家長多不懂點字，影響了

全盲學生的人際互動。由於點字教材及觸摸式教材圖冊長期嚴重不足，造成視障者「知」

的權利被忽略 (杞昭安，2016)。  

二、研究目的 

    隨著印刷技術的發達早已開發出可列印出視障者能觸摸的圖形及點字，無奈缺少

了解點字的人員翻譯校正，以及市面上也沒有明眼人可方便轉換點字及校對的途徑，

因此想結合點字與注音輸入法的連結，讓輸入就能打出點字，並能方便校正，增進設

計師翻譯點字的方便性，進而增加點字書籍產品的生產。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盲文 

  臺灣盲文（Taiwanese Braille）又稱臺灣凸字、國語點字、注音符號點字，是以在臺灣使用

的中華民國國語為基礎所制定的盲文。雖然是以國際統一盲文字母為主要參考來發展的，然而

主要的輔音字母已被重新再設定；臺灣盲文和中國大陸的現行盲文、漢語雙拼盲文一樣，都是

半音節文字均屬於漢語盲文。臺灣(普通話)盲文的單詞基本點字一個發音表示架構為《聲母(輔
音) + 介母(介音) + 韻母(元音) + 聲調符號》。而〈聲母(輔音) + 介母(介音) + 韻母(元音)〉的

「注音符號之點字記號」共有 59 個「盲文字母單元」(盲元/cell)；其中聲母有 21 個盲元、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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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6 個盲元、結合韻〈介母(介音) + 韻母(元音)〉有 22 個盲元。另「聲調符號」5 個盲元。「標

點符號」有 3 組盲元。「中文阿拉伯數字」基本盲元為從 0 到 9；從 10 以後的數字則以通用數字

記號盲元加上 0 到 9 的後盲元表示之(萬明美，2001)。 

二、雙視書 

    雙視書的製作通常是將兒童繪本以膠膜點譯後黏貼上去。雙視書同時呈現國字和點字，製

作成本提高，可以承接製作的廠商少，因此近幾年印刷技術有新的突破，如 UV 噴墨在經過光

聚合硬化(Curing)過後的印紋會有凸起的墨厚，如果能簡單的從數位 UV 噴墨機械的墨量控制

和紫外光線的特性調整，達到視障同胞可感觸得到的凸字或凸紋，將可解決圖文並茂的點字書

在出版印刷過程的繁瑣費時、耗費巨資的現況 (杞昭安，2014)。 

參、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點字製作機構的訪談，除了文獻資料的了解，為實

際了解目前點字的現況，特別走訪了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了解目前點字製作的現況，第二階

段為拆解點字特性進行製作軟體，第三階段使用軟體進行檢測。 

一、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訪談 

表 1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訪談紀錄 

時間：2019 年 7 月 6 日  訪談對象：愛盲基金會出版事業部劉專員 

 目前基金會使用的軟體還是老舊的 DOS 介               

面。 

 點字文件列印出來的效果，目前還是只能單

純列印點字部分無法同步加工其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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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目前正在進行的課本製作案例，承包

國小數學課本五年級下學期課本，一共四

卷。 

 裡面點字及文字和圖案的排列都是分開製作

列印。 

 使用到的圖需先行空下讓後續人員手工剪貼

上去。 

 部份地方需要印在點字膠模，再人工方式一

一對好剪貼上去。 

 一卷書本厚度約 2 公分厚，點字的書籍最後

製成的缺點是書本佔用紙張及空間較多，這

是值得改善的問題。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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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愛盲基金會出版流程 資料來源：網站愛盲數位出版 

  探訪實際的製作過程可以了解到目前點字書出版花費是很費時費力，ㄧ本點字課本其中一

卷的製作時間需花費 1 個月的時間，並需要三個人力，且需等點字建立印製完成才可以接續製

作手工貼圖的部份，很多地方皆需人力手工完成，可想而知把整本四卷完成的時間將會拉到更

長，單單一本就要二公分厚，如圖 1 所示整體而言目前製作點字的製程費時費工，佔用紙張及

空間很大，需要花費很多的成本才能完成一本書，由此可知點字書籍確實缺少一套快速翻譯的

工具取代大量的人力成本。 

二、拆解點字特性進行製作軟體 

    利用字型軟體方便灌入電腦以及容易轉換字型的便利性，以此特性利用程式建立點字與注

音輸入的連動性，讓打字就能同步輸入點字，並且設計共有四套方便校對使用以及印刷。 

（一）組合建立 

依照現有點字基礎規則開始建立製作基本組合如表 2。 

表 2 注音符號與點字組合 

 

 

 

 

 

 

愛盲基金會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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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特殊組合要件 

    研究點字特性作程式轉換結合韻的部分內容。 

表 3 結合韻組合(表格僅顯示部分組合) 

當ㄧ+ㄚ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ㄚ     當ㄧ+ㄛ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ㄛ 

    當ㄧ+ㄝ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ㄝ     當ㄧ+ㄞ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ㄞ 

    當ㄧ+ㄠ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ㄠ     當ㄧ+ㄡ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ㄡ 

    當ㄧ+ㄢ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ㄢ     當ㄧ+ㄣ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ㄣ 

                                                                  本研究整理 

 

另外國語點字中有七個音 ( ㄓ、ㄔ、ㄕ、ㄖ、ㄗ、ㄘ、ㄙ ) ，其單獨成音時，為避免與英

文二十六個字母中的 ( Ａ、Ｂ、Ⅰ、Ｇ、Ｈ、Ｊ、Ｅ ) 相混淆，完其聲母後須加一個空韻母ㄦ 
( １，５，６ 點) 再注聲調，以示區別，運作方法如表 4。 

表 4 加空韻組合 

當ㄓ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ㄓ+ㄦ    當ㄔ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ㄔ+ㄦ 

    當ㄕ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ㄕ+ㄦ    當ㄖ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ㄖ+ㄦ 

    當ㄗ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ㄗ+ㄦ    當ㄘ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ㄘ+ㄦ 

    當ㄙ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ㄙ+ㄦ      

                                                                  本研究整理 

（三）建立校對印刷機製 

     點字字型軟體規劃為 4 套，各自有其用處，使用時 4 套可隨時切換使用，如表 5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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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點字字型軟體規劃 

字體形態 設計使用範圍 字體形態 設計使用範圍 

 上面含有可辨識的符號，提供給

明眼人校對使用，並保留標注 6

點位置，方便學習階段者使用時

能夠清楚掌握點的分部位置。 

 上面含有可辨識的符號，提供給

明眼人校對使用，只保留有含意

的點字實點區塊，無使用的省

略。 

 上面無可辨識的符號，提供給點

字印刷使用，並保留標注 6 點位

置，方便印刷給學習階段者使用

時能夠清楚掌握點的分部位置。 

 上面無可辨識的符號，提供給點

字印刷使用，只保留有含意的點

字實點區塊，無使用的省略，此

為正式印製給盲人使用的點字。 

                                                                  本研究整理 

 

三、使用軟體進行檢測 

    把字型軟體灌入電腦，並經過注音輸入法輸入實測，確實可輕易輸入點字。 

 

 

 

圖 2 字型輸入套用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肆、研究結果 

    經過測試點字字型軟體確實可經過注音輸入輕易把點字輸入出來，並且上面含有可辨識的

符號，提供給明眼人校對使用，並保留標注 6 點位置，方便學習階段者使用時能夠清楚掌握點

字的分部位置，若轉換為上面無可辨識的符號，提供給點字印刷使用，如此一來除了讓點字翻

譯更容易快速，並可實際校正，讓任何人都可以製作出點字出來，以上所翻譯出來的點字經過

注音點字對照實證以及給教導點字的老師及盲人實證過確實能夠有效把注音輸入轉換成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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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論為點字軟體可以有效改善點字產品製作的時間，增加盲人書籍產生，增進其知識

量的吸收，並讓設計師介入點字製作流程的機會，雙視書籍圖形與點字編排同步製作達到設計

師能夠預期的美觀化，此研究成果將有助於點字書籍、產品的生產，並供為後續點字研究之參

考，所研究的字型軟體已申請國家發明專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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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居家家具設計要點之探討 

The Research on the Main Points of Home Furnitur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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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宅老化」意識日益抬頭，惟於一般住宅設計中，對於高齡者的需求考量尚待進一步探

究，以期更符合高齡者在宅老化之趨勢需求，而居家場域中家具是人最常接觸之物品，因此本

研究廣納各學者對於高齡者家具設計之論點，經由紮根理論彙整，並透過坐具、臥具、承置家

具與貯存家具等四類家具加以分析，以歸類出相關設計因子，進而依其設計需求彙整出使用者、

色彩、造型、功能、材質等之構面，以作為高齡者家具設計之五大構面，建立出高齡者家具設計

之架構，以為後續相關設計師參考之依據，進而提出更符合高齡者在宅老化之家具，提供其更

好的生活品質及體驗，創造更多生活福祉。 

關鍵字：高齡者、家具設計、高齡者家具、在宅老化、福祉設計 

Abstract 

The consciousness of "aging in the house" is on the rise, but in general residential desig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has yet to be further explored,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trend 
of the elderly in the aging of the house, and furniture in the home field is the most commonly contacted 
by people.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the scholars ’opinions on the furniture design of the elderly a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After taking a rooted theo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our types of furniture, 
including seating, bedding, supporting furniture and storage furniture, the relevant design factors are 
categorized and then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ir design. Demand summarizes the facets of users, colors, 
shapes, functions, materials, etc., as the five major facets of furnitur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and 
establishes the structure of the furnitur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as a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lated 
designers, and then proposes more Furniture that fits the aging of the elderly in the house, provides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experience, and creates more well-being. 

Keywords: Seniors, Furniture Design, Seniors Furniture, Aging at Home, Welfare Design 

壹、前言 

隨著科技的日益進步，讓人類的壽命愈加增長，而台灣也在這波潮流中，已於 2018 年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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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總人口比例超過了聯合國衛生組織所定義 14%之門檻，達到高齡社會(aged)之標準，國家發展

委員會更估計將於 2026 年達到超高齡社會(super-aged)之標準(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隨著高

齡人口的增長，族群日益龐大，其需求也逐漸為世人重視。 

在宅老化一直是政府近年力推的養老方式，因為高齡者對於環境的適應能力較低，普遍希

望能夠於熟悉的居所養老(李正庸、蔡佳明等人，2012)，根據衛生福利部於民國 106 年的資料統

計，有高達 98.10%的高齡者居住於自宅中(衛生福利部，2018)，然而隨著年齡增長帶來的身體

變化，讓其開始遭遇不便，因此必需根據其狀況，給予相關協助(陳政雄，2006)。就一般住宅設

計中，卻鮮少考慮到這一個部分(林文祺，2006)。因此，本研究將以高齡者居家最為與人接觸之

器具─家具為題，進行探討及研究，進而歸納出在各家具分類中之設計需求要點，並提出設計建

議，以作為後續設計者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高齡者居住環境 

透過衛生福利部(2018)所提出中華民國 106 年高齡者狀況之統計得出，目前 65 歲以上之高

齡者，有 98.10%居住於自己的住家中，僅有 1.90%進入了機構。而居住房屋的類型當中，有 57.21%
的族群居住於「兩樓以上家宅」為最多，而「公寓」位居第二，共計有 19.73%居住於此。家中

的成員組成係以三代家庭及兩代家庭的方式為最多，分別有 33.36%及 32.75%(衛生福利部，2018)。
從以上資料可得知，目前臺灣大多數的高齡者皆以在地老化的方式養老，但在一般的居住環境

中卻鮮少為高齡者規劃期需要的相關設施(洪大程、侯青雲、蕭秋祺等人，2016)。 

而為了滿足高齡者能夠在宅老化，住宅須以永續性住宅模式之「終生住宅」呈現，在居住

者不需移動的情況下，隨著各階段的需求及生活能力，加入相關可以提升環境機能之服務及設

施，根據情況加入無障礙設施、家事服務、護理服務、復健支持以及輔具應用等空間條件(黃耀

榮，2006)，以成為可以滿足安定、安心、安全、便利、舒適、健康的無障礙空間(林文祺，2006)  

二、高齡者身心變化 

隨著年齡的增長，活動次數的減少，高齡者開始出現了部分身體系統出現失效之情況，進

而導致對運動能力的變化(黃獻樑、陳晶瑩、陳慶餘，2007)，而其他機能的部分亦會出現改變，

皮膚系統會變得乾燥、鬆弛無彈性、皺紋變深及容易瘀青等；循環系統則容易出現相關心血管

的問題及徵狀；神經系統則會導致相關記憶力、敏捷能力、平衡能力的退化；呼吸系統出現肺

活量減少之情況；肌肉骨骼系統影響肌力、耐力、體力的下降，韌帶彈性的減少及軟骨退化導

致的疼痛、行動不便，以及骨質流失；感官系統則會則會出現相關知覺的退化及障礙，以及相

關的疼痛問題；消化系統也因退化而營養素的吸收、排便不順等狀況；泌尿生殖系統則會有頻

尿、尿失禁等狀況以及免疫系統等相關的身體狀況出現(洪大程、侯青雲、蕭秋祺等人，2016)。 

心理的部分則會出現因失去原有的身分地位與角色功能而產生失落與分離；因居住環境改

變、身體功能降低、家人及親朋的分離而導致的孤獨寂寞；喪失親人所導致的悲傷；健康問題

引其得焦躁不安；思維總是活在過去；感官系統退化而造成猜疑心重；疾病纏身、害怕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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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感；需要別人幫助，又表現出不依靠別人的矛盾感(洪大程、侯青雲、蕭秋祺等人，2016)。
也會出現喜歡被稱讚及鼓勵；保有控制環境及獨立的能力；易產生智慧；友誼需求增加等現象

的出現(黃富順，2009)。 

三、居家家具 

「家具」一詞於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係指家庭所使用的器具，其類別可透過使

用場所或功能進行分類，家具透過場域可分為大廳家具、客廳家具、寢室家具、灶腳家具、庭院

家具、行業家具(盧圓華，2012)；而透過功能歸類為椅、凳等提供承坐稱之為坐具；床、榻等供

人躺臥是為臥具；而桌、檯、架、几、案供人放置物品是為承置類；櫥、櫃、箱、盒等放置物品

的貯存類以及無法被上述歸類之其他類(陳殿禮、李淑芳，2010)。本研究將以功能分類作為後續

研究分類之依據，進行設計要點之探討。 

參、研究設計與流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首先將研究動機及目的確立，進而蒐集文獻，以獲取高齡者於身

體及居住環境上之資訊，再透過紮根理論對於高齡者於各類家具之需求，進行深度盤點與紀錄，

以產出高齡者各類家具的設計要點，最後提出對於設計銀髮組各類家具之建議。 

 

圖 1.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根據教育大辭書之闡述，內容分析法是為客觀、具系統且量化的研究方法，適合處理研究

相關資料之內容(國立編譯館，2000)。而其又稱作為文獻分析及資訊分析法，以進行研究及探討

過去已存在的事物，而透過大量的眾多學者門的相關研究資料查詢與整理分析，探索研究的相

關訊息，有助於研究的進行(管倖生、阮綠茵、王明堂等，2006)。本研究將透過其針對高齡者及

家具進行相關的資訊盤點，以做後續紮根之奠基。 

(二)紮根理論 

紮根理論是透過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系統化的整理，以由下向上的方式對資料進一步梳理、

分類(國立編譯館，1995)。其於譯碼之過程中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以

及選擇性編碼，開放性編碼係透過梳理資料，加以解析分類，並進行命名而形成概念化之「範

疇」；主軸編碼係各範疇間之關係緊密化後，發展出之核心範疇，以有相關分類歸屬；最後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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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編碼再將核心範疇進行鏈結，成為具系統性的資料網(管倖生、阮綠茵、王明堂等，2012)。
本研究將透過其，針對高齡者家具設計建議進行盤點梳理，進而匯出相關設計要點。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高齡者係以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法定義之65 歲以上(含)之國民(內政部，2015)，
作為研究之對象，其可透過身心狀況分為健康期；需要輔具輔助生活之障礙期；臥病在床之臥

病期三個分類，本研究係以族群最大之健康期高齡者作為研究對象為限制，其族群人數達總人

數之 75%，而且可以自理生活，走、跑移動上也不成問題，能於一般住宅中養老(陳政雄，2005)，
因此本研究以其作為對象的限制，而對於障礙期及臥病期之高齡者群不在本研究之範疇，具體

限制條列如下： 

1.本研究係以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法所定亦之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作為高齡者之意涵及限制。

2.本研究係以健康期之族群作為探討研究對象，而於障礙期及臥病期之族群不在本文探討範疇。 

四、研究樣本 

 本研究分別以高齡者及其相關同義字詞，以及家具分類的相關詞彙作為探找文獻之相關關

鍵字，於家具類別共計 50 篇；坐具類別共計 37 篇；臥具類別共計 36 篇；承置類別共計 13 篇；

貯存類別共計 35 篇，由於文獻之中多數針對各類別提出相關設計建議，因此經由彙整後，本研

究之紮根取樣樣本共計 76 篇期刊文章。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高齡者家具設計構面之分析 

本研究透過家具類別 50 篇期刊文章中，經由文獻之內文編碼後，共編得 166 個編碼，經由

彙整，共得出 29 個開放性編碼，再經由分類統整後得出 18 個主軸編碼，加以歸整後，可得出

5 個選擇性編碼，分別為使用者、色彩、造型、功能、材質之構面，其編碼層次如表 1 所示。 

表 1.高齡者家具設計要點之層次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使用者 去標籤性 盡量不要貼上老年家具之標籤，以符合各年齡群的設計涵蓋(3) 

尺寸性 需以高齡者知身體計策作為設計依據(14) 
適當降低家具高度、深度可減少身體壓力(5) 

手臂輔助性 部分家具可添加扶手作倚靠(5) 
可透過增加臂力的作用減少腿部負擔(2) 

穩固性 應留意家具之穩固性(6) 
表面平整性 注意家具表面虛平整光滑以減少誤觸之傷害(1) 
部件區別性 運用材質粗糙度讓高齡者區分家具部件功能之辨別(1) 

運用材質色彩讓高齡者區分家具功能之辨別部件(6) 
調整性 可根據高齡者需求進行尺度的調整(1) 

可提供高齡者起座之輔助(1) 
色彩 色彩柔和性 選用較為柔和、淡雅、古樸、穩重的色彩(25) 

盡量以自然的色彩及紋理呈現(5) 
以溫馨的暖色調為主(3) 

造型 簡約樸實 簡約、古樸的造型設計(12) 
美觀性的家具設計可讓高齡者擁有愉悅的心理(2) 

圓融性 造型設計避免尖角，多運用圓融造型(27) 
配合性 造型尺寸顏色與周遭環境之器物可以搭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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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熟悉性 以高齡者熟悉的圖樣作為設計圖案之取樣(4) 
功能 智慧化 可透過智慧化之科技之增加照料高齡者情感層面(1) 

增加智慧化之科技功能讓家具提供更加完善之功能(1) 
透過智慧科技的相關技術增進高齡者更好之生活(1) 

多功能 家具應添加除既有功能外之額外新功能(4) 
可以將單件家具組合成其他之功能家具，並且考慮結構及調整的合理性(3) 

容易性 家具的功能需要簡單易懂(5) 
材質 材質性 選擇木材、竹材、藤材等自然之材質(22) 

減少使用金屬、玻璃等光滑會反光之材質(7) 
材質輕便性 使用之材質需方便高齡者移動(2) 
易清潔性 家具配件及材料的選用需方便清潔(4) 

(本研究編製) 

二、不同類型家具之設計要點分析 

 經過高齡者家具所探找出設計之五大構面後，再進一步針對陳殿禮、李淑芳(2010)所提出之

家具功能分類，分別對於高齡者之坐具、臥具、承置、貯存進行文獻紮根之彙整，以得出各類家

具進一步之設計要點。 

(一)坐具類家具之設計要點分析 

本研究將透過坐具類別之 37 篇期刊文章中，經由文獻之內文編碼後，共編得 141 個編碼，

再經由彙整，共得出 32 個開放性編碼，再經由分類統整後得出 15 個主軸編碼，再透過主軸編

碼之整理，共得出 5 個選擇性編碼，在此項分類家具之設計中，必須考慮座椅是否符合高齡者

之人體計測，且需符合其穩固乘坐及身體支撐，以及滿足方便移動，起、坐容易之特性，顏色的

部分採用柔和色系，並可以局部填上較飽和之色彩以平衡視覺，造型設計圓融、樸實，且需考

慮如何與其他家具相互配合，再加入容易操作之多功能及智慧化的輔助，材質部分採用自然且

舒適為主，其編碼層次如表 2 所示。 

表 2.高齡者坐具家具設計要點之層次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使用者 支撐性 透過靠背、腳靠等結構調整及設計支撐高齡者之坐姿身體(10) 

座椅三面都須有支撐依靠(1) 
選擇座面軟材料時注意應軟硬適中(6) 

移動性 減輕重量以適合高齡者取及(2) 
設置前腳定向滑輪以供高齡者方便拉推椅子(1) 

穩固性 運用坐椅材質及角度穩固高齡者之承坐(7) 
提供座椅穩固之結構(1) 
坐椅必須穩固讓高齡者可安全承坐(3) 

尺寸性 可調整坐椅之相關尺寸以符合高齡者(4) 
隨高齡者之身體數據進行相關數值的設計(14) 
須提供較為寬闊的椅面以符合高齡者之體型變化(8) 
增加更大的傾角椅增加乘坐的舒適性(3) 
座椅過低或過高將導致高齡者起身困難(4) 
高齡者之座椅相較一般椅子較高(3) 

輔助起身性 運用機械的設計以輔助高齡者起身坐下(9) 
扶手可輔助高齡者起立坐下(16) 
設計輔助器材協助高齡者活動(1) 

色彩 色彩柔和性 運用低明度、彩度之溫和淡雅的相近色彩做設計(4) 
局部填色性 彩度較為飽和之色彩可以局部之方式添加(1) 

造型 圓融性 減少稜稜角角的造型，以減少使用上之意外(2) 
樸實性 講求較為樸實、自然之造型設計(4) 
共用性 可以搭配其他家具一起使用(1) 

功能 容易性 容易便利之操作方式(1) 
多功能 根據高齡者的需求提供相關額外之按摩、照明等輔助功能(5) 

增加高齡者收納之額外空間(4) 

｜CID 2020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25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772



智慧化 可透過相關智慧科技技術了解高齡者情況(5) 
可透過相關智慧科技調節座椅數值以符合高齡者(3) 
透過相關智慧科技幫高齡者按摩(2) 

材質 材質舒適性 與身體接觸之材料應要考慮觸感、透氣、耐久性及彈性(2) 
避用金屬材質(1) 

自然性 用材保留材料原始的模樣及質感(3) 
使用較為健康、環保的材料(1) 

(本研究編製) 

(二)臥具類家具之設計要點分析 

本研究將透過臥具類別之 36 篇期刊文章中，經由文獻之內文編碼後，共編得 90 個編碼，

再經由彙整，共得出 20 個開放性編碼，再經由分類統整後得出 9 個主軸編碼，再透過主軸編碼

之整理，共得出 4 個選擇性編碼。在此類別之中，設計者需考慮到高齡者之相關生理之限制以

設計相關高度及面積的設定，並且讓床具以多樣性之樣貌呈現，挑選軟硬適中之床墊，以及建

立輔助之起身設備，色彩採用柔和且溫暖的色系，圓融的造型設計，再賦予燈光、收納等多功

能及智慧化的輔助，其編碼層次如表 3 所示。 

表 3.高齡者臥具家具設計要點之層次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使用者 多樣態性 提供多樣使用樣態以符合高齡者需求(7) 

高度限制 適當的高度以方便高齡者上下床(19) 
床面加大 拓展高齡者床面之面積(7) 
貼合性 床墊軟硬適中(6) 
起身輔助性 增加防護欄或扶手(17) 

增加輔助起身設計(3) 
色彩 色彩暖和性 色彩採用低純度、明度之暖色調用色(2) 
造型 圓融性 造型應選擇較為圓滑的線條(2) 
功能 多功能 可增加床具收納的功能(4) 

床底增加感應燈光以方便高齡者上下床之照明(3) 
設計可滑軌移動之摺疊桌輔助高齡者於床上使用筆電、吃飯、閱讀等(3) 
床頭傾角設計以讓高齡者可以躺靠(2) 
床邊設計掛勾以放置相關之輔助器具(2) 
可增加床之按摩功能(1) 

智慧化 提供智慧化之調節、溫控、提醒等功能(4) 
因應高齡者狀況智慧調節對應燈光照明(2) 

(本研究編製) 

(三)承置類家具之設計要點分析 

本研究將透過承置類別之 13 篇期刊文章中，經由文獻之內文編碼後，共編得出 22 個編碼，

再經由彙整，共得出 12 個開放性編碼，再經由分類統整後得出 7 個主軸編碼，再透過主軸編碼

之整理，共得出 3 個選擇性編碼，在此類別中，須考慮高齡者身體之尺寸，以為其量身打造，

並且考慮其移動方便，且適時增設桌緣擋板、扶手等措施及隨需求調整高度等輔助設計，造型

設計以圓融為主，並加入多功能及智慧化設計以進行輔助，其編碼層次如表 4 所示。 

表 4.高齡者承置家具設計要點之層次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使用者 移動性 添增滾輪方便移動(2) 

減低重量容易移動(1) 
輔助性 添增扶手以輔助高齡者支撐(1) 

增加桌緣擋板(2) 
調整性 提供高度深降以符和需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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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性 桌面需根據高齡者尺寸做設計(7) 
擴增桌下空間便於高齡者起座(1) 
高度與高齡者手肘高度持平或略低(1) 

造型 圓融性 造型多以圓融設計(2) 
功能 多功能 可增加娛樂功能之設計(2) 

可設計收納空間以讓高齡者收納物品(1) 
智慧化 智慧化調節以符合高齡者知需求(2) 

(本研究編製) 

(四)貯存類家具之設計要點分析 

本研究將透過承置類別之 35 篇期刊文章中，經由文獻之內文編碼後，共編得出 136 個編

碼，再經由彙整，共得出 35 個開放性編碼，再經由分類統整後得出 19 個主軸編碼，再透過主

軸編碼之整理，共得出 5 個選擇性編碼，在此類家具中需考慮高齡者使用上之高度、深度之限

制，擴大疊放之儲存空間，選擇輕易且可以靜音的開關設備，增設輔助放置物品之功能，色彩

選用淡雅的配色，造型圓融，手把明顯且容易握取，添增容易操作之多功能的設備，加入照明

燈具、提示放置之物品及空間劃分的功能，材質選用自然且環保特性，其編碼層次如表 5 所示。 

表 5.高齡者貯存家具設計要點之層次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使用者 輕易開關 開門式開櫃方式可增加高齡者之視野(1) 

鉸鍊之鬆緊度應適中讓高齡者可以輕易開啟(2) 
選擇有助力之五金配件(1) 
推拉式開櫃方式可以讓高齡者輕鬆開啟門(6) 
減輕門之重量以方便開啟(1) 

裝設高度限制 裝設位置應考慮高齡者身高不宜過高(5) 
深度限制 高齡者不易彎腰蹲下因此櫃體不宜過深(5) 
高度限制 可適時降低櫥櫃高度以讓高齡者方便使用(22) 

櫃子中部是為高齡者容易收納之空間(2) 
櫥櫃下方之儲存空間避免過低(6) 

物品疊放性 減少懸掛之區域增加疊放位置(3) 
最大化儲存 應擴大高齡者儲存空間(4) 
減音性 櫃體櫃門等區域可採用吸音材料(1) 

使用滑輪減低開關門音量(1) 
使用結構減低關門音量(1) 

輔助放置性 可升降調整之儲物空間讓高齡者可放置較高位置(16) 
可用滑輪的方式讓高齡者可以拿取較深度的物品(2) 
可運用旋轉路徑之方式進行儲存位置的調整(1) 

色彩 色彩淡雅性 衣櫃色彩使用淡雅清新(2) 
造型 圓融性 造型應減少稜角(3) 

手把明顯性 手把應設置於明顯的位置(3) 
手把適握性 手把應為好握好發力之造型(4) 

手把應設置在抽屜偏上的位置(1) 
功能 方便操作 簡單化做使用(4) 

輔助燈具 可以在櫃內加裝感應燈光(13) 
多功能 可以再櫃內安裝除濕機(1) 

可以再櫃內安裝消毒燈(1) 
提醒性 以標籤方式讓高齡者知道儲存物品(5) 

分類應清晰且容易識別(1) 
以色彩區分儲存物品(3) 
以透明方式讓高齡者知道放置之物品(6) 

空間劃分 空間可依據需求作分隔移動(13) 
櫥櫃可依據上下位置做不同的設計(4) 

材質 自然性 應選擇環保、安全之材質(1) 

(本研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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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經由紮根理論，梳理 76 篇文獻後，進行相關編碼作業，共得出使用者、色彩、造型、

功能、材質五項選擇性編碼，亦為高齡者家具設計之五大構面。在家具類別中，必須考慮高齡

者生理老化之尺寸改變，提供調整尺度、方便辨別部件及透過手臂輔助的功能，再加上家具所

該具備表面平整、穩固等特性，且避免貼上老年家具的標籤，色彩以柔和古樸之暖色調，造型

強調圓融、簡約古樸及容易配合其他家具，並且導入智慧化、多功能且容易操作的功能設計，

材質選用自然輕便且容易清洗為佳。 

透過高齡者家具設計要點之建基，後續透過坐具、臥具、承置及貯存類進行探討。坐具類

別中，須考慮高齡者之相關人體計測，以及老化而需被重視之輔助起身及移動問題，加上座椅

該具備之穩固及支撐功能，色彩則以柔和淡雅為主，且可適時點綴較為飽和的色系平衡，造型

圓融且樸實易搭配，並導入智慧化、多功能之設計，選用舒適且自然之材質。臥具類別則需考

慮以多樣型態呈現，且需根據高齡者相關尺寸、狀況進行床具大小及軟硬之調整，並給予相關

輔助起身之設計，色彩以柔和暖色系為主，以圓融造型作為設計，並導入多功能及智慧化功能。

承置類家具需考慮高齡者相關尺寸之關係，加入方便移動、起身等輔助設計，圓融的造型，以

及娛樂、收納等多功能且智慧化功能之增加。貯存類別需考慮高齡者之使用範圍尺寸，以及使

用上之開關、聲音、放置物品的相關問題，顏色以淡雅清新為主，造型圓融，開關手把需明顯且

容易施力，增添燈具照明、可劃分空間、提醒放置物品等方便操作之多功能設計，並以環保安

全的材質作為使用。綜觀以上設計建議，可得出設計高齡者家具，必須先以其相關人體計測作

為根基，進而設計以符合需求，色彩上則選擇柔和、素雅的暖色系為主，造型以圓融無尖角設

計，結合多功能以及導入智慧化，並以自然材質為主進行設計，是為高齡者家具設計之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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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眼鏡設計消費者需求之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nsumer Demand of Custom Glasse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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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經濟型態轉變下，眼鏡成為大部分人的日常必備配件，而隨者消費者需求增長，許

多眼鏡品牌陸續提供各種客製化服務，因此本研究為了解消費者偏好之眼鏡客製化形式進行問

卷調查，並進一步了解眼鏡結構中造形、顏色和材質在各客製化形式中之重要程度，總共收集

654 份有效問卷樣本，經由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大部分偏好合作型客製化形式，其次則為通透

型客製化形式，此兩種形式皆為與設計師直接接觸，顯示出設計端由眼鏡產業之上游轉往下游

與消費者直接接觸的重要性。在眼鏡設計方面，整體來說消費者對造形設計上最重視佔臉部大

面積的鏡框為主；顏色設計上最重視腳套和鼻橋能和整體眼鏡達到和諧；材質設計上則是最重

視長時間與肌膚接處的鼻墊，由此次調查結果可初步了解消費者需求進而在客製化眼鏡設計服

務中掌握消費者偏好，針對重點深入客製化眼鏡設計。 

關鍵字：客製化、眼鏡設計、消費者偏好、消費者需求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hange of economic pattern, with the increase in consumer demand, many 
eyewear brands have successively provided various customized services.In order to understand 
consumer preference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customized forms of glasses, 
and further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hape, color and material in the customized structure of 
the glasses.A total of 654 valid samples was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consumers prefer 
Collaborative Customization, followed by Transparent Customization. Both of these forms ar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designer. This also shows that in the eyewear industry, the design end must be Turning 
to the downstream, this also represents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ers directly contacting consumers.In the 
aspect of eyewear design, consum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rame that occupies a large area of the 
face in terms of shape design,In the color matching of glass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foot 
cover and the nose bridge can achieve harmony with the overall glasses,The choice of glasses material, 
because the nose pads need to be in contact with the skin for a long time when wearing glasses, the nose 
pad is the most important.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can provid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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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and then grasp consumer preferences in customized eyewear design services, focusing on in-depth 
customized eyewear design. 

Keywords: Customized , Glasses design , Consumer preferences , Consumer demand 

  壹、前言 

根據衛福部健康署（2018）近視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近年來台灣近視人口比例不斷上升，

且發生年齡層逐漸下降，以至配戴眼鏡人口逐年增加，世界衛生組織（WHO）也表示預計在 2050
年全球會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因近視影響視力需配戴眼鏡，由此可知眼鏡將成為大部分人們日常

不可獲缺的配件（王玲，2016）。另外在經濟型態轉變下，生產的產品依照消費者需求與偏好設

計已然是現在不可避免的事（徐啟賢、林榮泰，2011），隨著消費者對個性化商品需求增長，許

多眼鏡品牌陸續推出客製化眼鏡服務，消費者依照個人喜好挑選屬於自己風格的個人單品，創

造出獨一無二的眼鏡而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在這樣的背景下愈來愈多人也將眼鏡視為一種時尚

單品，台灣蔡司集團說到眼鏡不只是視覺的工具，而是時尚配件，眼鏡能直接攫取外人注意，

表現鮮明的個人風格，且因為直接戴在臉上，能給人深刻的第一印象。在以前眼鏡稱為「Glasses」，
而現在時尚雜誌將眼鏡稱作「Eyewear」，前者主要強調功能而後者則將眼鏡提升為眼部時裝

（Marilyn DeLong & Catherine Daly，2013）。因此功能取向的眼鏡已不再是唯一的設計方向，

除了功能外具獨特性的個性化客製商品儼然成為未來趨勢。因此本研究旨於了解消費者對於眼

鏡產品偏好之客製化形式，並了解各客製化形式下，消費者對於眼鏡各部件之造形、顏色和材

質客製化需求程度。 

貳、文獻探討 

一、客製化需求與形式 

（一）客製化演變 

工業革命，產品在大量標準化、規格化生產下，忽略了消費者個人需求的差異性；現今 21
世紀，民眾生活水準提高、消費模式改變，單一化、複製化的生產方式已無法滿足消費者需求，

於是訂製商品又重新受到重視，客製化的概念又再度抬頭（浦鄉義郎，2008）。Toffler（1970）
也提出客製化是可行的，且隨著時代進步，民眾自我意識提高、生活也越來越富足，希望獲得

更加多樣化的產品與服務，這也迫使客製化技術迅速發展，並成為未來趨勢。 

（二）客製化形式 

Gilmore和 Pine（1997）提出客製化可對消費者持有的屬性或行為創造其獨特的價值與功能，

以產品、服務本身和其呈現方式之不同分為四種形式：適應型（Adaptive Customization）主要提

供單一標準化但可以訂製的產品，其產品主要是設計讓消費者可自由的製作、修改重新新塑造

產品以形成消費者適合自己的產品，因此這種客製化形式主要是由產品本身來和消費者溝通而

並非設計師，一般的做法就是讓產品本身設計成可置換的標準化、客製化產品。裝飾型（Cosmetic 
Customization）主要是將單一標準化之產品經由不同的表現方式呈現給不同的顧客消費者，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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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客製化通常適用於產品都是一套標準化的產品，且幾乎能滿足所有消費者而消費者希望

能在外在表現形式上感受到改變。通透型（Transparent Customization）主要提供個別消費者獨特

的產品服務，且不需要讓消費者明確的知道這些產品或服務是為消費者量身定做，因此這種形

式的客製化需要一套預測技術來扶持，這種客製化適用於顧客需求是可預知的，特別是消費者

不想一再陳述或不知道如何說明時。合作型（Collaborative Customization）主要藉由個別和消費

者對談，幫助消費者表達實際需求，確認會真正實踐其需求，並提供適當的客製化產品。這種

形式的客製化是容許消費者在產品設計的階段就親身參與，使產品的最終型態符合消費者需求。 

二、眼鏡構成與設計分析 

（一）眼鏡結構 

眼鏡框架除了美觀造形外，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將鏡片精準的定位在框架中，因此鏡框結

構和穩定度相當重要（葉上民等人，2016），以下說明鏡框的各項結構：1.鏡框用來包覆鏡片外

框，且鏡框的框面對眼鏡整體外形有決定性的影響。2.鼻橋是將兩個鏡框連成一體便於配戴。3.
鼻墊（鼻托）功能為支撐鏡架，因目前設計多變，鼻墊又分固定式和活動式。4. L 片功能在於連

接鏡框與鉸鏈。5.鏡腳功能是將鏡框固定於耳朵上，並連接鉸鏈和腳套。6.腳套主要延伸鏡腳到

耳朵並與耳朵肌膚接處支撐著鏡架。 

（二）眼鏡設計 

眼鏡主要用途為改善視力、保護眼睛和裝飾，鏡架的設計需保持美觀以符合消費者生理、

心裡的需求和滿足，近年來消費者也相當要求眼鏡之設計，優良的眼鏡設計可使消費者清楚且

舒適地工作，使其在維持健康視力的同時也能展現自我風格（彭剛毅，2002）。 

高清漢和莊明振（1997）產品形象訊息內容主要由色彩、線條、質感、結構、造形等構成

元素，在人們心裡形成感覺，經由視覺與感覺經驗連結後對產品產生辨識、感知的機能，消費

者進一步能藉此了解產品意圖與內涵，因此眼鏡在進行設計時，設計師應做到處理好產品「造

形」外觀形態、「色彩」搭配、「材質」質感這三大元素特徵（黃文娟，2017），把握這三大特徵

的同時也要注意到消費者的時代與文化背景、審美觀和生活型態等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些都

可能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小林重順，1991）。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精準的掌握所要研究問題，主要

是為了澄清並確定研究問題的範圍、改進所欲進行的研究、擴展所欲研究的知識。本研究透過

內容分析法針對客製化進行深入研究，以作為後續探討眼鏡客製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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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主要用來蒐集資料，其實施方式為透過一套標準的問卷內容，給予一群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群眾進行填答，此方式大量被運用在學術研究、民意調查與消費者意見蒐集等各領域。本研究

採取 Gilmore 和 Pine（1997）的理論將客製化分為適應、裝飾、透明和合作型四種，並針對眼鏡

產品設計客製化形式進行探討及解釋（表 1）。 

表 1眼鏡設計之客製化形式說明 

形式 內容 形式 內容 

適應 
設計師為眼鏡各部件設計多款樣式供消費者自由更改與組

合，最終塑造出自己喜愛並適合自己之眼鏡，此形式設計師不

會直接和消費者有接觸。 
通透 

設計師設計多副眼鏡，但並未讓消費者自行選擇，透過預

測技術支持，針對消費者條件直接挑選適合消費者之眼鏡，

此形式設計師直接挑選適合之眼鏡給予消費者。 

裝飾 

設計師設計多副眼鏡供費者選擇，消費者可在挑選到喜愛之

眼鏡後，在眼鏡上局部裝飾屬於個人特色之附加造形、顏色或

材質等，此形式設計師只協助消費者在原有眼鏡上局部增加

裝飾性物件。 

合作 
設計師親自與消費者對談，而消費者可直接與設計師對談

修改眼鏡各部件之造形、顏色、材質等，此形式設，最能了

解消費者實際需求，使產品最終型態完全符合消費者需要。 

本研究彙整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為多方收集問卷因此使用網路問卷進行調查，並針對有配鏡需求之消費者進行調查，

排除無配鏡需求者，眼鏡樣本為鏡框、鼻橋、鼻墊、L 片、鏡腳、和腳套之六個面向進行調查。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背景變相及客製化形式偏好之現況 

 本研究以有配鏡需求之消費者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受測者進行客製化形式和眼鏡各部件造

形、顏色、材質需求進行探討，回收後排除無效問卷，共收回有效問卷 654 份，背景變項與客

製化偏好摘要詳見下表 2，可知在性別變相差異不大；年齡變項則以 21 至 30 歲居多 31%（203
人）；職業以學生 27.2%（178 人）為大宗，其次為工 19.9%（130 人）；月收入部分因學生居

多，因此以 2 萬元以下 32%（209 人）為主；客製化偏好部分，最多為合作型 39%（255 人）；

其次為通透型 30.9%（202 人），可顯示大部分消費者認為與設計師直接接觸與溝通更為重要。 

表 2 描述性統計摘要 

項目 內容 人數 百分比％ 內容 人數 百分比％ 客製化形式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04 46.5 女 350 53.5 

適應型 127 19.4 
年齡 

20 歲以下 59 9 41 至 50 歲 119 18.2 
21 至 30 歲 203 31 51 至 60 歲 137 20.9 
31 至 40 歲 112 17.1 61 歲以上 24 3.7 

裝飾型 70 10.7 

職業 

學生 178 27.2 商 116 17.7 
公職 52 8 服務 46 7 
農 1 0.2 自由 87 13.3 

通透型 202 30.9 工 130 19.9 其他 44 6.7 

月收入 

2 萬以下 209 32 5 萬至 6 萬 49 7.5 
2 萬至 3 萬 60 9.2 6 萬至 7 萬 44 6.7 

合作型 255 39 3 萬至 4 萬 106 16.2 7 萬以上 108 16.5 
5 萬至 6 萬 78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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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鏡結構中造形、顏色、材質之客製化形式差異 

（一）眼鏡各結構造形中客製化形式之重要程度差異 

 客製化形式分為適應、裝飾、通透和合作四種，資料符合變異數同質假定，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眼鏡「造形構面」對「客製化形式」之效果（如表 3），結果顯示不同客製化形式在鼻墊

造形上有顯著差異，Ｆ(3,650)=43.70，p=.000，ηp
2=.168。在 L 片造形上也有顯著差異，Ｆ

(3,650)=7.17，p=.000，ηp
2=.032。在鏡腳造形上也有顯著差異Ｆ(3,650)=6.07，p=.000，ηp

2=.0.27。
在腳套造形上也有顯著差異Ｆ(3,650)=9.76，p=.000，ηp

2=.0.43。以 Scheffe 進行事後比較可知：

在鼻墊造形中，合作型（M=3.71，SD=1.02）顯著高於適應型（M=3.28，SD=1.07）、又高於裝

飾型（M=2.13，SD=1.00）、又高於通透型（M=3.46，SD=1.02）。在Ｌ片造形中，通透型（M=3.52，
SD=0.94）、合作型（M=3.71，SD=1.00）顯著高於裝飾型（M=3.11，SD=1.00）。在鏡腳造形

中，合作型（M=4.03，SD=0.88）顯著大於裝飾型（M=3.59，SD=0.77）、通透型（M=3.78，SD=0.86）。
在腳套造形中，其餘三種形式皆顯著高於裝飾型（M=3.06，SD=1.03）。整體而言佔臉部大部分

面積且位在眼鏡正面處的鏡框和鼻橋不受到各客製化形式的影響，推測鏡框造形不管在何種客

製化形式當中皆為消費者較為重視的部分之一，而鼻橋造形多半呼應鏡框。 

表 3 眼鏡各結構造形之客製化形式重要程度統計分析 

眼鏡 
結構 

客製化 
形式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ηp
2 

Scheffe 
事後比較 

鼻墊 

適應 127 3.28 1.07 

43.70 .000 .168 合作>適應>裝飾>通透 
裝飾 70 2.13 1.00 
通透 202 3.46 1.02 
合作 255 3.71 1.02 

L 片 

適應 127 3.50 0.97 

7.17 .000 .032 通透、合作>裝飾 
裝飾 70 3.11 1.00 
通透 202 3.52 0.94 
合作 255 3.71 1.00 

鏡腳 

適應 127 3.87 0.88 

6.07 .000 .027 合作>裝飾、通透 
裝飾 70 3.59 0.77 
通透 202 3.78 0.86 
合作 255 4.03 0.88 

腳套 

適應 127 3.60 1.00 

9.76 .000 .043 適應、通透、合作>裝飾 
裝飾 70 3.06 1.03 
通透 202 3.56 0.97 
合作 255 3.76 0.94 

（二）眼鏡各結構顏色中客製化形式之重要程度差異 

客製化形式分為適應、裝飾、通透和合作四種，資料符合變異數同質假定，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眼鏡「顏色構面」對「客製化形式」之效果（如表 4），結果顯示不同客製化形式在鏡框

顏色上有顯著差異，Ｆ(3,650)=45.34，p=.000，ηp
2=.173。在鼻墊顏色上也有顯著差異，Ｆ

(3,650)=19.88，p=.000，ηp
2=.084。在Ｌ片顏色上也有顯著差異，Ｆ(3,650)=25.57，p=.000，ηp

2=.106。
在鏡腳顏色上也有顯著差異，Ｆ(3,650)=8.81，p=.000，ηp

2=.039。在腳套顏色上也有顯著差異，

Ｆ(3,650)=7.26，p=.000，ηp
2=.032。以 Scheffe 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在鏡框顏色中，其他三種客

製化形式顯著高於裝飾型（M=3.44，SD=0.86），合作型（M=4.27，SD=0.73）顯著大於適應型

（M=3.93，SD=0.91）。在鼻墊顏色中，其他三種客製化形式顯著高於裝飾型（M=2.29，SD=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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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型（M=3.38，SD=0.97）顯著大於適應型（M=2.91，SD=0.93）。在 L 片顏色中，合作型

（M=3.79，SD=0.96）顯著高於裝飾型（M=3.20，SD=0.92）、通透型（M=3.49，SD=0.94）。

在鏡腳顏色中，合作型（M=4.06，SD=0.84）顯著高於裝飾型（M=3.66，SD=0.79）、通透型（M=3.75，
SD=0.85）。在腳套顏色中，合作型（M=3.82，SD=0.93）顯著高於裝飾型（M=3.21，SD=1.03）、
通透型（M=3.55，SD=0.92）。整體而言鼻橋顏色不受客製化形式影響，推測鼻橋顏色多半和鏡

框顏色做搭配，因次消費者更為在意鏡框和整體眼鏡之顏色和諧。 

表 4 眼鏡各結構顏色之客製化形式重要程度統計分析 

眼鏡 
結構 

客製化 
形式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ηp
2 Scheffe 

事後比較 

鏡框 

適應 127 3.93 0.91 

45.34 .000 .173 合作、通透、適應>裝飾 
合作>適應 

裝飾 70 3.44 0.86 
通透 202 4.00 0.88 
合作 255 4.27 0.73 

鼻墊 

適應 127 2.91 0.93 

19.88 .000 .084 合作、通透、適應>裝飾 
合作>適應 

裝飾 70 2.29 0.88 
通透 202 3.14 0.98 
合作 255 3.38 0.97 

L 片 

適應 127 3.54 0.90 

25.57 .000 .106 合作>裝飾、通透 
裝飾 70 3.20 0.92 
通透 202 3.49 0.94 
合作 255 3.79 0.96 

鏡腳 

適應 127 3.96 0.84 

8.81 .000 .039 合作>裝飾、通透 
裝飾 70 3.66 0.79 
通透 202 3.75 0.85 
合作 255 4.06 0.84 

腳套 

適應 127 3.60 0.97 

7.26 .000 .032 合作>裝飾、通透 
裝飾 70 3.21 1.03 
通透 202 3.55 0.92 
合作 255 3.82 0.93 

（三）眼鏡各結構材質中客製化形式之重要程度差異 

客製化形式分為適應、裝飾、通透和合作四種，資料符合變異數同質假定，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眼鏡「材質構面」對「客製化形式」之效果（如表 5），結果顯示不同客製化形式在 L 片

材質上有顯著差異，Ｆ(3,650)=12.10，p=.000，ηp
2=.053。在鏡腳材質上也有顯著差異，Ｆ

(3,650)=15.18，p=.000，ηp
2=.065。在腳套材質上也有顯著差異，Ｆ(3,650)=10.95，p=.000，ηp

2=.048。
以 Scheffe 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在 L 片材質中，合作型（M=4.11，SD=0.88）顯著高於適應型

（M=3.74，SD=0.92），通透型（M=3.89，SD=0.96）、合作型（M=4.11，SD=0.88）顯著高於

裝飾型（M=3.44，SD=1.03）。在鏡腳材質中，合作型（M=4.31，SD=0.73）顯著高於裝飾型（M=3.87，
SD=0.88）。在鏡腳材質中，合作型（M=4.09，SD=0.86）顯著高於裝飾型（M=3.69，SD=1.07）。
整體而言，鏡框、鼻橋和鼻墊不受客製化形式不同影響，推測鏡框和鼻橋不需直接接觸肌膚因

此在材質構面受消費者喜好影響更多，另外鼻墊則推測因為需長時間與肌膚接觸又是支撐起整

副眼鏡的重要結構因此鼻墊材質不管在哪一種客製化形式當中皆為消費者較為重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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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眼鏡各結構材質之客製化形式重要程度統計分析 

眼鏡 
結構 

客製化 
形式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ηp
2 

Scheffe 
事後比較 

L 片 

適應 127 3.74 0.92 

12.10 .000 .053 
合作>適應 

合作、通透>裝飾 
裝飾 70 3.44 1.03 
通透 202 3.89 0.96 
合作 255 4.11 0.88 

鏡腳 

適應 127 4.20 0.90 

15.18 .000 .065 合作>裝飾 
裝飾 70 3.87 0.88 
通透 202 4.10 0.78 
合作 255 4.31 0.73 

腳套 

適應 127 4.01 1.00 

10.95 .000 .048 合作>裝飾 
裝飾 70 3.69 1.07 
通透 202 4.04 0.88 
合作 255 4.09 0.86 

（四）各客製化形式之眼鏡各結構重要程度 

 由下表 6 可知，在眼鏡造形除裝飾型客製化外消費者大部分皆認為鏡框（適應型 M=4.30，
SD=0.99、通透型 M=4.24，SD=0.81、合作型 M=4.53，SD=0.70）最重要、其次為鏡腳、鼻橋；

而裝飾型客製化則為鏡腳（M=3.59，SD=0.77）最重要、其次為鏡框和 L 片，推測因裝飾型主要

是在原有眼鏡上做局部裝飾，因此消費者可能更重視在側邊鏡腳部分點綴。在眼鏡顏色當中各

客製化形式主要重視的結構為腳套（適應型 M=3.96，SD=0.84、裝飾型 M=3.66，SD=0.80）和

鼻橋（通透型 M=4.00，SD=0.88、合作型 M=4.27，SD=0.74）、其次為鏡框和鏡腳。在眼鏡材

質多中各客製化形式皆最重視鼻墊（適應型 M=4.12，SD=0.90、裝飾型 M=3.73，SD=1.01、通

透型 M=4.10，SD=0.70、合作型 M=4.35，SD=0.73）、其次為鏡腳、腳套和 L 片等，皆為會長

時間與肌膚接觸的部分。 

表 6 各客製化形式之眼鏡結構重要程度統計分析 

客製化 

形式 

眼鏡 

結構 

造形 顏色 材質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適應型 

鏡框 1 4.30 0.99 3 3.70 0.66 5 3.60 0.97 

鼻橋 3 3.68 0.93 2 3.93 0.91 6 3.53 0.66 

鼻墊 6 3.28 1.07 5 3.23 0.87 1 4.12 0.90 

L 片 5 3.50 0.97 6 2.91 0.93 3 3.76 0.97 

鏡腳 2 3.87 0.89 4 3.54 0.91 2 4.04 0.95 

腳套 4 3.60 1.00 1 3.96 0.84 4 3.74 0.93 

裝飾型 

鏡框 2 3.19 1.17 4 2.95 0.67 5 3.21 1.03 

鼻橋 5 2.60 1.00 2 3.44 0.86 6 3.10 0.69 

鼻墊 6 2.13 1.01 5 2.80 1.11 1 3.73 1.01 

L 片 3 3.11 1.00 6 2.29 0.89 2 3.50 1.18 

鏡腳 1 3.59 0.77 3 3.20 0.93 4 3.40 1.16 

腳套 4 3.06 1.03 1 3.66 0.80 3 3.44 1.03 

通透型 

鏡框 1 4.24 0.81 3 3.72 0.58 6 3.55 0.93 

鼻橋 3 3.75 0.83 1 4.00 0.88 5 3.56 0.69 

鼻墊 6 3.46 1.02 5 3.44 0.95 1 4.10 0.70 

L 片 5 3.52 0.95 6 3.14 0.98 3 3.98 0.84 

鏡腳 2 3.78 0.86 4 3.49 0.94 2 4.08 0.94 

腳套 4 3.56 0.98 2 3.75 0.86 4 3.89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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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型 

鏡框 1 4.53 0.70 3 3.95 0.67 6 3.82 0.93 

鼻橋 3 3.99 0.89 1 4.27 0.74 5 3.84 0.66 

鼻墊 5 3.70 1.02 5 3.70 0.90 1 4.35 0.73 

L 片 4 3.71 1.00 6 3.38 0.97 3 4.15 0.78 

鏡腳 2 4.03 0.89 4 3.79 0.97 2 4.25 0.87 

腳套 6 3.76 0.94 2 4.06 0.84 4 4.11 0.89 

伍、結論 

 根據消費者偏好針對眼鏡客製化模式調查結果顯示，消費者大部分偏好合作型客製化，為

親自與設計師溝通與討論，並共同設計屬於自己的眼鏡，其次是通透型客製化，直接由設計師

推薦適合之鏡框，此兩種客製化皆為直接與眼鏡設計師直接接觸。目前大部分消費者皆希望設

計師能提供眼鏡設計相關資訊，甚至一同參與設計，這也顯示出眼鏡產業流程，由過去下游端

消費者並不會參與到上游端眼鏡設計；到現今眼鏡設計會漸漸地由上游轉至下游，直接與消費

者接觸的重要性，也將成為未來趨勢。此次調查也針對眼鏡結構各部件之造形、顏色、材質重

要程度進行探討，在「造形」方面，各客製化形式消費者最重視的是眼鏡正面的鏡框與鼻橋結

構；「顏色」方面則最重視腳套和鼻橋與整體眼鏡的和諧性；「材質」最重視需要長時間與肌膚

接觸的鼻墊。本研究初步了解消費者對於眼鏡客製化需求，期望此次調查可作為後續眼鏡設計

重點提供初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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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版畫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種類，雖然在技術上與印刷的歷史一脈相承，但在

藝術上兩者全然不同，其所具有的文化內涵不可忽視，故本研究從歷史最為悠久之木版畫切入，

通過版畫的文獻探討後，以黑白木刻、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木口木刻四大類進行紮

根理論分析，研究歸結出版畫之畫面效果及製作方式之兩種構面共 19 個特性：在畫面效果上，

黑白木刻具有影像性、強烈對比性、概括性及不確定性；水印套色木刻具有具紋路性、渲染性、

通透性、疊加性、概括性以及不確定性；油印套色木刻具有油彩性、疊加性、概括性及不確定

性；木口木刻具有細膩性、規整性以及不確定性。在製作方式上，黑白木刻具有一體性及不可

逆性；水印套色木刻具有繁複性、上色可重複性、順序性及不可逆性；油印套色木刻具有連貫

性、試驗性、順序性及不可逆性；木口木刻具有細緻性及不可逆性。本研究結果將作為日後版

畫相關設計創作之理論基礎。 

關鍵字：版畫、木版畫 

Abstract 

Printmaking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art category and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printing in ar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rintmaking can’t be ignored. Therefore, after grounde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our types of woodcut, it studies and sums up the 19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aspects of picture effect 
and production method of the woodcut: In terms of picture effects, black and white woodcut have image, 
strong contrast, generality and uncertainty; Watercolor block printing have texture, rending, permeability, 
superposition, generality and uncertainty; Colored with oil woodcut have oil color, superposition, 
generality and uncertainty; The wood engraving have delicacy, regularity and uncertainty. In terms of 
production methods, black and white woodcut are integrated and irreversible; Watercolor block printing 
are complex, color repeatable, sequential and irreversible; Colored with oil woodcut are coherent, 
experimental, sequential and irreversible; The wood engraving are meticulous and irreversible.The 
results are hop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int design. 

Keywords: Printmaking, Wood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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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版畫從最早作為宗教宣傳用途到作為圖書的插圖、畫譜，逐漸由傳統的應用美術範圍到具

有藝術性格的獨立創作形式，在藝術創作中寄託、表達著人的情感(張天星，2007)。版畫是視覺

藝術的一個重要門類，主要指由藝術家構思創作並且通過製版和印刷程序而產生的藝術作品，

具有間接性、複數性、印痕三大特性。由於木刻版畫具有複數性的性質，因此能夠普及的傳播，

成為具有實用性並與生活密切相關的一種藝術。且版畫具有屬於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和表達方

式，雖然其商業價值已部分被現代印刷所取代，但其文化代表的意義流傳至今。版畫在當今藝

術創作趨向創新的時代裡仍在前行，也許這些版畫形式經由轉化或創新能更易於被大眾所接受

理解，走進其生活(鍾莉，2015)。肖楠(2009)也指出現代國際版畫界也對版畫的表現語言或形式

方面的探索越來越重視。因此本研究以木版畫分類及製作切入，確定研究脈絡後通過相關期刊、

論文進行紮根分析，提出木版畫四種版畫之顯著特性及共同特性，並根據紮根內容提出各特性

敘述，期望為後續相關版畫設計創作之理論基礎。 

貳、文獻探討 

一、版畫歷史及定義 

張天星（2007）指出藝術家將自己的構思「以刀代筆」在木板上或用化學藥品在石、銅材質

上進行雕刻、蝕刻製版步驟後，滾上顏料，印在紙面上的藝術作品稱為版畫。因此版畫具有「間

接性」與「複數性」、「印痕」三大特點。版畫藝術是視覺藝術的一個重要門類，獨特的風格特色

使其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逐漸成為具有性格的獨立創作形式(張天星，2007)。版畫發展至今，對

人類社會文明產生了不可替代的影響。從出現之初的「實用型態」，建國前的「社會型態」，建國

後的「藝術形態」和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後的「學術型態」四個階段。從複製木刻到創作木刻

的轉變，成功實現了「器」到「藝」(劉英，2011)。 

二、版畫分類 

版畫根據不同的分類形式可分為不同的版種，如表 1 所示。其中根據材質製版分出的木版

畫，因其材質屬性，印刷方式均屬於凸印版畫。木版印刷是指雕刻後，版上留下顯現凸起需印

製的部分，屬於凸版印刷 (張道一，2010)。 木版畫是當代版畫中最為古老的版種形式，包括黑

白木刻、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等(范國華，2011)。在木版畫的使用材質上分為木面及木

口，徐那（2018）指出木口木刻所用材質為木材的橫截面，不同於木面木刻，因此把木口木刻单

独分析。在本文中將以黑白木刻、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木口木刻為分類進行研究，以

下為四種版畫敘述及畫面。 

表 1.版種分類方式 

分類方式 版畫種類 

材質製版 木版畫、石版畫、銅版畫、鋅版畫、瓷版畫、紙版畫、絲網版畫等 

製作方式 凹印版畫、凸印版畫、平版版畫、孔版版畫、綜合版、電腦版 

用色 黑白版畫、單色版畫、套色版畫  

（資料來源：談中國版畫的發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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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白木刻：指運用木刻刀在木板上刻製不同線條、塊面為表現手段，運用黑與白呈現於畫面

的版畫（梁衛峰，2012）。 

2. 水印套色木刻：指使用水性顏料，運用多個色版來進行形象塑造和藝術表現的木版畫（蒙希

平，2009）。 

3. 油印套色木刻：指使用油性顏料，運用多個色版來進行形象塑造和藝術表現的木版畫（蒙希

平，2009）。 

4. 木口木刻：指以雕刻刀、線暈雕刻刀或刮刀在具斷面紋理木板上進行創作的版畫（Ralph Mayer，

2008）。  

          

圖 1.黑白木刻     圖 2.水印套色木刻      圖 3.油印套色木刻         圖 4.木口木刻 

（資料來源：第十六屆藏書票暨小版畫藝術展，2016） 

三、木版畫製作 

版畫是經過媒介轉化的藝術作品，媒介本身就是信息，因此媒材的選擇一定程度上決定了

表達的語言形式（馬士良、李鵬飛，2012）。相較別的畫種，每個版種都有其製作工具及步驟，

以下就「黑白木刻版畫」、「水印套色木刻版畫」、「油印套色木刻版畫」、「木口木刻版畫」四種版

畫製作進行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木版畫製作分析 

製作工具及方式 黑白木刻 水印套色木刻 油印套色木刻 木口木刻 

版面 木材縱切面，胶合木板 木材縱切面，胶合木板 木材縱切面，胶合木板 木材橫斷面 

刀具 
圓刀、三角刀、平刀、
斜刀 

圓刀、三角刀、平刀、
斜刀 

圓刀、三角刀、平刀、
斜刀 

菱形雕刀、弧面雕刀、
推刀、雕線細刀 

顏料 油性顏料 水性顏料/墨 油性顏料 油性顏料 

上色方式 滾筒上色 筆刷上色 滾筒上色 滾筒上色 

版數 單版創作 多版創作 多版/單版 單版創作 

色彩運用 黑白 多色 多色 多為單色 

印製方法 手印/機印 手印 手印/機印 手印 

（資料來源：梁衛峰，2012；蒙希平，2009；李歡，2018；Judy Martin，1993） 

四種版畫版面均為木板，但木口木刻是使用與木紋相切的橫斷面，因此刻製木口木刻版畫

的刀具是使用特製鋼條製作的（管為民，2009），更適合刻製出相對於其他三個版種，較精細的

畫面，木口木刻多使用單版單色進行創作。黑白木刻是使用黑色油性顏料進行創作的木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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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套色木刻使用多色水性顏料，可進行套色。由於用水的特點，印製過程具有更多的發揮空

間。油印套色木刻是可使用多色油性顏料，進行絕版或多版創作。各版種使用不同的工具材料

決定著不同的印製方式，產生各具特色的畫面效果，組成版畫藝術的豐富性。 

由上述文獻探討可以得知在版畫是間接藝術，具有間接性、複數性和印痕三大特點。早期

分工明確的複製木刻到現代木刻版畫，由創作者畫、刻、印一人完成，表達著創作者的理念及

思想。以木製材料為版面的木版畫，包括黑白木刻、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木口木刻。

因其製作工具的異同，具有相應製作程序，產生出不同的畫面的效果。本研究欲以創作木版畫

為研究主體，經文獻分析與紮根理論分析歸納木版畫具有的特性，以作後續相關研究之基礎。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 

「文獻探討法」是根據研究目的彙集相關文獻資料，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方法。其目的在

於確定研究範圍並對方法論予以改進，擴展對研究領域的知識（潘中道、黃瑋瑩、胡龍騰，2000）。

本研究針對版畫的歷史、分類及四種版畫的製作相關文獻的彙整，確立針對「黑白木刻版畫」、

「水印套色木刻版畫」、「油印套色木刻」、「木口木刻」為脈絡，進行後續紮根理論分析。 

（二）、紮根理論研究法 

「紮根理論」是一種方法而非理論，是紮根在資料上所發展出來的。分析資料的程序包括

開放式編碼、主軸譯碼和選擇性譯碼等過程。著重發現邏輯而非驗證邏輯，重於探討、互動，在

質性研究中被視為最科學的方法（管倖生、阮綠茵、王明堂等，2012）。本研究將使用紮根理論

對木版畫四種版畫進行分析，進行編碼、譯碼，並進行選擇及定義，最後歸納出各版畫特性。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 MAXQDA 軟體進行紮根理論的編碼分析，它是一款專業的可進行質性分析的

軟體。使用者可先將研究樣本匯入 MAXQDA 後，逐步系統的分析、組織文本。本研究將針對研

究樣本依序進行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與選擇性編碼以作為論述之客觀基礎資料。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從版畫歷史、版畫分類、木版畫製作三個方面通過文獻探討，彙整相應木版畫分類

等確立研究脈絡後，再通過相應期刊、論文等運用紮根理論以版種為單位進行分析，依據分析

結果提出木版畫之四種版畫顯著特性及共同特性，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流程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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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1. 中國傳統木版畫指的是為了複製傳播，畫與刻有明確分工，也稱為「複製木刻」，與現代「創

作木刻」的概念不同（張道一，2010）。本研究所分析之相關木版畫內容則以木質材料為版

面的創作手工版畫為限。 

2. 油印套色木刻可分為多版套色木刻及絕版套色木刻（蒙希平，2009），是絕版與多版的區別，

製作工具相同，均可進行套色，因此本研究則以整體性來進行討論。 

3. 本研究探討內容涉及創作木版畫之「黑白木刻」、「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木口

木刻」四種版畫，本研究之範圍則以期刊、論文等彙集四種版畫共 37 篇相關文獻進行紮根

理論分析為主。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黑白木刻版畫 

經彙集並分析 12 篇有關「黑白木刻」內容之期刊、論文後，通過分析紮根資料進行逐步編

碼後，整理出共 18 項開放性編碼， 6 項主軸編碼。最後歸納出 2 項選擇性編碼：黑白木刻版畫

在畫面效果上具有影像性、強烈對比性、概括性及不確定性。其製作方式則可得知具有一體性

及不可逆性，編碼層次如表 3 所示，參考編碼過程對特性進行釋義，以下為各特性敘述： 

1.影像性：僅由黑白對比構成黑白灰畫面。2.強烈對比性：利用黑白對比使畫面具有強烈對比。

3.概括性：以刀代筆，形體表現相對概括。4.不確定性：每一張印製的畫都具有不同的印痕美。

5.一體性：一次雕刻、印製而成。6.不可逆性：木製材料在刻製過程中不可逆。 

表 3.黑白木刻版畫之特性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畫面 

效果 

影像性 

黑白木刻就是黑色與白色的語言 

概括性 

高度概括，剔除不必要的東西 
灰色調是用黑白相間的線叢或點叢組成 簡練的黑白雙色，對畫面加以歸納 
藝術生命力存在的基礎與條件 裝飾性抽象美，突出輪廓及表現結構 
技術語言的純粹化 刀直接在木板上刻下，具極簡性 

強烈 
對比性 

黑白關係體現在起伏變化的強烈對比 
不確定性 

畫筆的形式語言與刻後畫面不全一致 
黑白的節奏，有張力、有力量的畫面 千變萬化的印痕 
刀法果斷明快 印製效果不全相同 

製作 
方式 

一體性 一次雕刻成型 不可逆性 黑白木刻的主要特色依靠刀法 
運用黑白來表達所有，單版單色 刀作用在木面上不易修改 

（本研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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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印套色木刻版畫 

透過對 8 篇「水印套色木刻」相關內容之期刊、論文進行紮根分析，最終從整理出的 33 項

開放性編碼中進而得出 10 項主軸編碼， 最後形成 2 項選擇性編碼。可得知在畫面效果上，水

印套色木刻版畫具有具紋路性、渲染性、通透性、疊加性、概括性及不確定性。在製作方式上則

具有繁複性、上色可重複性、不可逆性及順序性，編碼層次如表 4 所示，各特性敘述如下： 

1.具紋路性：木紋、紙張粗細所形成的紋路也是畫面的重要組成部分。2.渲染性：具有自然暈染

的特點。3.通透性：可印出具通透質感，溫潤、淡雅的畫面。4.疊加性：分版套色致使畫面具有

色彩疊加的豐富變化。5.概括性：以刀代筆，形體表現相對概括。6.不確定性：每一張印製的畫

都具有不同的印痕美。7.繁複性：版種特點與製作程序使其具有繁瑣製作過程。8.上色可重複性：

同一次印製同一塊區域中，可重複上色。9.不可逆性：木製材料在刻製過程中不可逆。10.順序性：

分版動作導致其印製過程中具有先後順序。 

表 4.水印套色木刻版畫之特性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畫面 

效果 

具紋路性 
水印中多使用木刻的天然紋路為肌理 

疊加性 
水性套色版畫 

木紋也是水印的重要組成部分 套色準確嵌合，色彩交疊和諧 
木紋使其更具有獨特木味 根據畫面呈現疊色效果 

渲染性 

調節紙張濕度及濃墨度來達到暈染 

概括性 

對構成畫面高度取捨和概括 
水分掌握關鍵 簡約，舒爽 
墨色自然暈染 對複雜形體的分版概括 
初上色時可運用水分將色化開 版數有限，色彩層次概括、精煉 

通透性 

顏色具有透明感 

不確定性 

畫面效果受水、墨含量影響 
木板的濕度影響著色塊的透明度 因間接性，畫面效果具有不確定性 
在水印中可通過彩墨通透呈現不同木紋

肌理效果 
印製過程充滿隨機性與偶然性 
材料、步驟的細微變化都會影響畫面 

製作 

方式 

繁複性 
步驟繁多 

不可逆性 
木製材料特性影響 

水分控制和分版拓印的步驟都相較繁瑣 需要乾淨俐落，放刀直幹 
對某些製作步驟有嚴格要求 無法修正 

上色可重

複性 

黑灰漸層可通過多次印刷而成 
順序性 

印製對版的順序 
重疊法用薄色重疊壓印，多次覆蓋 分版印製的順序性 
可在同一部位不斷疊加顏色 印製過程中的顏色使用順序 

（本研究編製） 

三、油印套色木刻版畫 

經分析 9 篇有關「油印套色木刻」內容之期刊、論文後，對紮根資料進行逐步分析、編

碼，整理出 25 項開放性編碼，8 項主軸編碼，2 項選擇性編碼，分別為畫面效果及製作方式兩

種構面。由此油印套色木刻版畫在畫面效果上具有油彩性、疊加性、概括性及不確定性。其製

作方式具有連貫性、試驗性、不可逆性及順序性，編碼層次如表 5 所示，各特性敘述如下： 

1.油彩性：色彩豐富、鮮明，具有油性光澤美感。2.疊加性：分版套色致使畫面具有色彩疊加的

豐富變化。3.概括性：以刀代筆，形體表現相對概括。4.不確定性：每一張印製的畫都具有不同

的印痕美。5.連貫性：邊刻邊印，絕版套色創作過程具連貫性。6.試驗性：絕版套色木刻的運動

式刻版使過程充滿激情。7.不可逆性：木製材料在刻製過程中不可逆。8.順序性：分版動作導致

其印製過程中具有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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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油印套色木刻版畫之特性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畫面 

效果 

油彩性 
運用油性顏料印製，具油性光澤美感 

概括性 
刻刀在木板上運行，具有自身獨特特點 

油印套色色彩鮮明、飽滿、強烈 不易達到表現客觀物像的逼真 
畫面色彩豐富 畫面平整、厚重、具裝飾性 

疊加性 

多個色版運用 

不確定性 

油墨厚薄、細微變化產生不同印刷效果 
色層疊加，呈現相對透明或透色的效果 邊數及力度都會對效果產生影響 
各色版的疊壓過程色層疊加之後的變
化、特殊效果 

著色、印製、材料本身都會影響印痕 
客觀性與偶然性 

製作 

方式 

連貫性 
絕版套色木刻採用自然毀版的方法 

不可逆性 
運動式的不可逆性 

運動式的創作方式 刀作用在木板上的不可逆性 
邊刻邊印，單版創作 每刻一層，套印一次。過程不可逆 

試驗性 
更多感性的空間 

順序性 
印製色版具有順序性 

難以絕對預知效果，具有試驗精神 套色分版印製時具有順序性 
創作方式相對自由，跳躍式的印刷方法 色彩運用具有相對順序性 

（本研究編製） 

四、木口木刻版畫 

彙集並分析 8 篇「木口木刻」相關內容之期刊、論文後，對紮根資料進行逐步編碼，得出

共 15 項開放性編碼，5 項主軸編碼，最後形成 2 項選擇性編碼：在畫面效果上，木口木刻版畫

具有細膩性、規整性及不確定性。其製作方式具有細緻性、不可逆性，編碼層次如表 6 所示，

各特性敘述如下： 

1.細膩性：多細膩、具層次的明暗塊面。2.規整性：可刻製出排線等規整性效果。3.不確定性：

每一張印製的畫都具有不同的印痕美。4.細緻性：可做灰度層次多，精緻細密的畫面。5.不可

逆性：木製材料在刻製過程中不可逆。 

表 6.木口木刻版畫之特性 

選擇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畫面 

效果 

細膩性 

線條極為精細，明度可控制 

規整性 

排線技法，通過線條疏密塑造空間 
細膩的色層關係，飽滿的形體塑造 
細膩的刀法，線條細膩、柔美 整齊的多條排線 
表現性木刻走向寫實 

不確定性 油墨、印製力度都可影響畫面 刀口排列成鋸齒形 
間接表達方式，最終效果無法完全確定 

製作 

方式 
細緻性 

材料特殊、宜於細刻、細密精緻 

不可逆性 

刻刀在木口板材上的刀法變化 
可刻製出極為細密的點、線 
較早有所謂的點刻或是凹版打點技法 把刀變成筆 
作品驚喜逼真，製作精良 

（本研究編製） 

本研究透過紮根理論對四個版種進行分析，最終形成畫面效果及製作方式共 2 項共同選擇

性編碼，29 項主軸編碼為各版種特性，其中部分為共同特性，因此共得出 19 項特性。除各個版

種之顯著特性，其中由於版畫的間接性與木板材質，因此四種版畫在畫面效果上均具不確定性，

在製作方式上具不可逆性。水印套色木刻與油印套色木刻因具有套色過程，因此在畫面效果上

具有疊加性，在製作方式則具順序性。在木版畫中，均以刀代筆，因此刻畫無法像筆一般細膩，

而木口木刻因其製作版面與刀具的不同，所能刻畫之畫面程度也不同，因此黑白木刻、水印套

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畫面效果具有概括性，而木口木刻則具細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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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版畫發展至今，作為一個獨立且不可替代的藝術種類，不斷被認為可由現代印刷所取代。

因此本研究從歷史最為悠久的木版畫出發，對分類與製作進行文獻探討後，以木版畫之黑白木

刻、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木口木刻為分類對相關期刊、論文進行紮根理論分析，編

碼、整理後最終得出兩種共同構面分別為畫面效果和製作方式，並根據兩種構面提出各版種特

性及特性敘述，各版種特性不重複共 19 個特性，在畫面效果上，黑白木刻：影像性、強烈對比

性；水印套色木刻：具紋路性、渲染性、通透性；油印套色木刻：油彩性；木口木刻：細膩性、

規整性。而疊加性為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共有特性，概括性為黑白木刻、水印套色木

刻和油印套色木刻共有特性，不確定性為木版畫共有特性。在製作方式上，黑白木刻：一體性；

水印套色木刻：繁複性、上色可重複性；油印套色木刻：連貫性、試驗性；木口木刻：細緻性。

其中順序性為水印套色木刻、油印套色木刻共有特性，不可逆性為木版畫共有特性。本研究後

續將邀請專家進行半結構式訪談，進一步修正和完善，期望為後續利用各版種特性展開相關版

畫設計研究作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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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輪廓因子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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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人們對於商品的需求愈加多樣化和個性化，企業

的生產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然而在廣闊的市場中，想要找到合適的顧客，並將產品銷售出去，

需要的是企業對於顧客的深入瞭解。顧客輪廓作為企業顧客關係管理中的重要一環，它可以幫

助企業合理化、系統化的蒐集顧客資料，並通過資料的整合與分析，將對的產品銷售給對的顧

客。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大量蒐集相關領域文獻，並進行歸納整合。再通過紮根理論分析，

逐級歸納收斂形成「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碼」和「選擇性編碼」。最終取得 33 項開放性編

碼，23 項主軸性編碼和 5 項選擇性編碼。其中，經由紮根理論的歸納與收斂，得到的 5 項選擇

性編碼即為顧客輪廓五大構面，分別為：人口統計變相、心理因素、消費場域、消費狀態和消費

決策。 

關鍵字：顧客輪廓、顧客關係管理、顧客資料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 people's demand for 
commodities is becoming more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and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has also changed. However, in the vast market, in order to find the right customers and sell the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ustomer profile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collect customer 
information reasonably and systematically, and sell the right products to the right customers through 
data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In this study,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in related fields are collected 
b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n the "open coding", "spindle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are 
formed by 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study, 33 open codes, 23 principal axis codes 
and 5 selective codes were obtained. Among them, the five optional codes are the five dimensions of 
customer profile: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 psychological factors, consumption field, consumption 
state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Customer profile ,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 Consume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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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對於產品的需求發生改變，多樣化與個性化的商品孕育而生。在新

的市場形勢下，企業面臨「誰是我的顧客？」、「如何找到對產品或服務產生認同的顧客？」這

樣的問題。它需要企業緊緊抓住現有顧客，通過蒐集、整理、分析，準確勾畫出產品的顧客輪廓

（Customer Profile）。顧客輪廓，作為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CRM）

中的第一環節也是最基礎環節，建立顧客輪廓幫助企業整合顧客資訊，確立目標和潛在顧客，

為開發方向提供數據依據；完善顧客輪廓，蒐集和分類管理顧客資訊，準確分析顧客的市場需

求和需求變化趨勢，企業可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銷宣傳，激發顧客消費需求，擴大銷售業績。因

此，建立完善顧客輪廓，並對顧客資訊進行管理，對提升銷售的服務水準和業績具有積極的現

實意義。本研究以市場區隔作為手段，通過內容分析法，蒐集整合顧客輪廓相關內容，再通過

紮根理論研究，逐級歸納收斂形成「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碼」和「選擇性編碼」，經過歸納

收斂後的選擇性編碼即為顧客輪廓構面，主軸性編碼即為組成因數，以此描繪顧客輪廓構成。

期望研究成果幫助企業把握目標和潛在顧客。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影響顧客輪廓的構面。 

二、 描繪顧客輪廓構成。 

貳、文獻探討 

一、顧客關係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CRM）最早出現於美國 80 年代初期的接觸

關係（Contact Management），以收集消費者與企業所有的互動資料（周振宇，2012）。在 CRM
設計想法上，提出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設計理念為：對顧客資料的有效採集和消費。顧客資料

可以分為三大類：描述性資料、促銷性資料和交易性資料。描述性資料主要回答「顧客是誰？」

這個問題；促銷性問題包含促銷方式、促銷內容、產品使用情況、滿意度調查等；交易性資料是

顧客對企業的反應。這三類顧客資料對於企業來說屬於「顯性資料」，但也不可忽略非直接相

關的「隱形資料」，例如顧客近期發展等（林傑斌、張太平、林清源，2008）。而想要更深入的

瞭解顧客的需求及心理，就需要前期蒐集顧客輪廓相關資料作為研究基礎，顧客輪廓是第一環

節，也是基礎環節，為後續獲得顧客滿意度、顧客獲利率等資訊提供理論依據（如圖 1）。 

 

圖 1 顧客關係管理架構（資料來自：Leon G . Schiffman、Joseph Wisenblit，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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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輪廓 

顧客輪廓是指企業對顧客整合性資訊的蒐集，包括人口統計資訊（年紀、性別、職業）、消

費心理特性（活動、興趣、意見、價值觀）、消費需求、消費行為模式、交易紀錄、信用等，以

充分瞭解顧客的輪廓（林東清，2018）。唐文龍（2006）在《勾勒中國葡萄酒市場的「消費者輪

廓」》中指出：當營銷人員面對經過進一步細分的紅酒市場，在著手營銷預算與指定營銷策略

之前，就更需要知道你的目標群體的「樣子」，即「消費者輪廓」。顧客輪廓幫助產品或服務的

提供者精準地確定顧客的興趣，為他們提供「消費者導向」的數據依據，是顧客關係管理之研

究的第一環節，也是基礎環節。在顧客資料的分類中，屬於「描述性資料」，用於回答「顧客是

誰？」這個問題。 

唐文龍（2006）還提出顧客輪廓主要要因包括人口統計變相、生活型態、心理因素、價值觀，

以及購買消費型態。結合林東清教授對顧客輪廓的定義廣泛運用，我們可以更加詳細、深入的

瞭解顧客輪廓各構面的關係與內涵。 

三、消費者行為 

邱繼智（2007）提出消費者行為是個人直接參與獲取和使用經濟性財貨與勞務的行為，包括

導引和決定相關行業之決策程式，可歸納為三大類，分別為獲取產品的活動、消費產品的活動

和處置產品的活動。影響消費者行為模式包含外在刺激、消費者黑箱和消費者決策三個部分，

並呈現依次遞進的方式發展（如圖 2）。因此，我們可以得知，顧客輪廓與消費者行為有著密不

可分的聯繫，其中多個因數存在共通。 

 

圖 2 消費者行為模式（資料來自：邱繼智，2007） 

四、市場區隔 

市場區隔是瞭解某一群特定消費者的特定需求，通過產品、服務或溝通形式，使消費者從

認知到使用產品或服務並回饋相關信息的過程。隨著營銷觀念的演變，市場已經轉變成消費者

市場，顧客在交易行為中的地位受到重視，於是傳統的 4P（product、price、place、promotion）
營銷理論轉為 4C（customer、cost、convenience、communication）（科特勒，2003）。2000 年經

濟學家林頓提出消費者市場區隔基礎，分為： 

1. 基本消費特徵：人口統計、社會經濟背景、地理位置、人格動機與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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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相關特徵：購買行為、購買理由、利益追求、消費行為與使用狀態、對產品或者服

務的態度。 

由上述文獻可知，顧客關係管理是企業充分瞭解顧客的重要環節，用於找到目標客群並提

供相應的產品或服務內容。顧客輪廓作為顧客關係管理的首要環節，用於描述目標客群的形態，

但由於該部分內容涉及消費者行為等多個領域，沒有統一標準。因此，本研究以市場區隔作為

主要手段，通過內容分析法，探究影響顧客輪廓的構面，再由紮根理論研究法，描繪顧客輪廓

構成，為企業描繪目標客群提供理論幫助。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3 所示，首先從「顧客關係管理」、「顧客輪廓」、「消費者行為」和「市

場區隔」四個方面進行內容分析，探究影響顧客輪廓的構面。再透過紮根理論研究法，相關顧

客輪廓和市場區隔相關內容進行歸納整理，通過向上收斂，形成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碼和選

擇性編碼，最終描繪出顧客輪廓。 

研究背景 → 

內容分析法 

→ 市場區隔 → 

紮根理論研究法 

→顧客輪廓的構成 
顧客關係管理 開放性編碼 

顧客輪廓 主軸性編碼 

消費者行為 選擇性編碼 

圖 3 研究流程 

二、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又稱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通常研究人員會將

某一時期大量出現的傳播活動蒐集起來，將大量的質性資料，經過編碼與演繹後，轉變為量化

資料，是一種具有量化色彩的研究方法（王文科，1999）。本研究運用該方法對大量文獻進行蒐

集，為後續紮根理論研究法做基礎。 

紮根理論研究法（grounded theory）是一種質化研究方法，用於解決在社會研究中，系統有

效地獲得與分析重要資料以得出理論。Pandit（1996）提出紮根理論中資料分析分為：開放性編

碼、主軸性編碼和選擇性編碼。開放性編碼是分析、檢視數據並對其進行概念化的歸納、比較

的過程。主軸編碼是藉由演繹與歸納，將近似編碼鏈接在一起的過程。選擇性編碼是通過整合

與凝鍊，建立「核心類屬」，反映不同範疇關係。本研究通過內容分析對文獻內容進行蒐集，並

命名和分類，建立開放性編碼；再通過對開放性編碼進行比較、合併相似編碼，形成主軸編碼；

最後演繹和歸納，完成選擇性編碼。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研究之初查閱兩岸文獻，customer profile 一詞的翻譯存在差異。台灣譯為「顧客輪廓」，

大陸譯為「消費者輪廓」。陳美純(2014)提出 Swift（2011）將顧客的種類區分位四種：最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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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Consumer）、企業對企業（B to B）、通路—配銷商/加盟店、內部顧客。而他認為，「顧客」

與「消費者」的不同，在於組織或個人有經常接觸的紀錄，或重複性購買。 

本研究對象範圍與限制為：經常接觸或重複性消費的購買者，和對該產品或服務有興趣進

一步瞭解的潛在購買者。綜上所述，本文將 customer profile 譯為「顧客輪廓」。但引用大陸文

獻內容時，會保留原文內容。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將通過公開期刊、碩博士論文等資料，蒐集經濟管理領域內容，將顧客輪廓和市場區

隔的相關內容進行歸納整理，形成第一階段的開放性編碼；再將開放性編碼進行排列，相同內

容進行向上收斂，形成主軸性編碼；最後將主軸性編碼進行歸類，提取核心內容，以理論名詞

進行概括，形成選擇性編碼。並依據選擇性編碼分別製成表格，詳細描述，最終對選擇性編碼

進行名詞解釋。 

一、顧客輪廓之構成因素 

本研究參考經濟管理專業相關公開期刊、碩博士論文和出版書籍，以市場區隔作為手段，

共獲得 33 項開放性編碼，23 項主軸性編碼和 5 項選擇性編碼。選擇性編碼分別為：人口統計變

相、心理因素、消費場域、消費狀態和消費決策，即為「顧客輪廓」的五大構面，主軸性編碼即

為「顧客輪廓」組成因數，茲分述如後： 

（一）人口統計變相（demographics variables） 

人口統計變相是描述目標族群輪廓的統計指標，它們反映出顧客身上的部分特徵，可分為

主要的人口統計變相和次要人口統計變相，前者係指無法改變的人口特徵，例如：年齡、性別

等，後者是指可以改變的人口特徵，例如：居住地、教育程度、職業等。通過各變相組合，可以

描繪出顧客的基本輪廓，並成為劃分消費者市場區隔的重要因數（如表 1）。 

表 1 顧客輪廓構面之人口統計變相 

選擇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 

人口 

統計變相 

年齡 

不同年齡的消費結構存在明顯差異。 

性別 

消費者的性別對居民網購的影響最為顯著。 

人口年齡結構和居民消費結構之間

的各項關聯非常穩健。 
女性網購消費次數與總開支明顯多於男性。 

國籍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含蓄、內斂特點，

反對奢侈品炫耀性消費。 
居住地 

由於地理環境不同，經濟發展水準存在差異，囙此

生活消費產生不然影響。 

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可以整體上提高消費傾向，

優化消費結構。 

職業 

從事生產運輸業、加工製造業等第二產業的謹慎取

向最為強烈，推崇「實用主義」，商業服務人員、

管理人員等服務業人員則更傾向於品味消費，追求

生活的精緻與優雅。 

高等教育對消費偏好和消費觀念的

養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小學到大專學歷謹慎消費取向隨

著教育水準新增而下降。 

收入所得 

收入水準影響消費需求。 

收入來源 農戶不同收入來源對生活消費支出的影響不同。 
收入水準和居住面積影響居民家庭

購置、使用功能類似但能耗水準不同

的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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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 

「80 後」成家立業不久，導致他們家

用電器產品是少之甚少，囙此針對該

類人群的產品具有巨大的潛在市場。 

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模式的變化導致了家庭消費品市場需求

的變化，企業的行銷策略也應隨之而發生變化。 

性別比例失衡對消費具有抑制作用

僅體現在未婚男性人群、已婚男性人

群和已婚女性人群，未體現在未婚女

性人群。 

家庭 

生活週期 

通過家庭生命週期理論，設計更加具有針對性和靈

活性的定制衣櫃，從而適應不同階段消費者對定制

衣櫃的功能需求，使傢俱企業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

點製定更具針對性的行銷策略。 

（本研究編製） 

（二）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顧客受到的內在心理影響，表現出不同的購買行為，並產生不同的市場區隔。

通過文獻的蒐集歸納，本研究得到五個相關的開放性編碼，並歸納蒐集為四個主軸性編碼，分

別為：價值觀、生活型態、消費心理和消費需求（如表 2）。顧客價值觀影響消費行為和決策。

生活型態包括顧客的活動（activities , A）、興趣（interests , I）和意見（opinions , O），對不同

族群劃分生活市場區隔。消費心理體現出顧客的內在需求，反映出不同的消費行為。「馬斯洛

（Abraham Maslow）需求層級」將消費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自尊需求

和自我實現需求，反映出顧客所處的不同階段。 

表 2 顧客輪廓構面之心理因素 

選擇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 

心理因素 

價值觀 既有研究表明，影響消費行為和決策的決定性因素是價值觀。 

生活型態

AIO 

通過生活形態為目的，對不同族群「生活市場區隔」，研究不同生活形態下不同族群的生活觀、消費

觀和傳播觀，從而發現和解讀「需求密碼」，為目標族群定位、品牌定位和品牌概念設計提供科學依

據。 

消費心理 
研究發現在小學生中不僅存在令人擔憂的高消費現象，還有尚未成熟的不正常的攀比心態。 

現代產品設計中的「個性化」設計思路，引發求異心理消費的共鳴點。 

消費需求 
馬斯洛（Abraham Maslow）認為人類的行為不是偶然產生，而是有潛在原因的，係根源於內在需求的

不滿足所產生的緊張，為了消除緊張，必須追求需求的滿足，故而促使人類採取行動，而產生行為。 

（本研究編製） 

（三）消費場域 

隨著科技的發展，網路商城為部分企業提供了新的銷售場域，打破了原本單一的實體經營，

也為顧客提供了新的購買方式。根據開放性編碼可知，同一種類商品，網絡與實體的顧客會產

生市場區隔。因此，將主軸性編碼「網絡」與「實體」概括為選擇性編碼—消費場域（如表 3）。 

表 3 顧客輪廓構面之消費場域 

選擇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 

消費場域 網絡 網絡衝動性購買行為是指消費者因存在某種需求動機，在購物網站中瀏覽商品時因受到某種刺

激而產生的突然的、即刻的、忽視未來的購買欲望。 

實體 較年輕女性及學生群體，25-40 歲女性普遍偏好線下服裝消費管道。 

（本研究編製） 

（四）消費狀態 

通過文獻的蒐集歸納，共得到 6 個開放性編碼，收斂為消費的時間、頻率、結構和支付方

式四個主軸性編碼（如表 4）。購買時間反映出不同顧客的購買需求，產生消費者市場區隔，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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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根據目標族群進行重點營銷。購買頻率受到商品等級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出顧客忠誠度。

消費結構反應出顧客生活水準和質量。支付方式的不同，也影響著顧客購買行為。 

表 4 顧客輪廓構面之消費狀態 

選擇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 

消費狀態 消費時間 會在早晨購買水果的，多為 25 歲左右男性和 70 歲左右女性，他們的共同點為「健康素食者」。 

幾乎所有的子年度（月度或季度）經濟時間序列中都包含季節因素的影響，季節調整的意義普遍

存在。 

消費頻率 商品消費頻率隨商品等級的提高而降低。 

通過情感忠誠度和購買頻率的高低對顧客忠誠度進行分類。 

消費結構 食品、住宿和衣著消費是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消費項目。 

支付方式 比起使用現金支付，消費者使用移動支付時，更易有衝動購買行為。 

（本研究編製） 

（五）消費決策 

消費決策是指一定時期整個社會、各個社會集團、階層以及勞動者家庭或個人有關消費活

動所作出的最後選擇和決定。通過開放性編碼，本研究收斂出兩個主軸性編碼，分別為：決策

過程和決策風格（如表 5）。決策過程是消費者購買行為實施前的心理活動和選擇傾向，共分為

五個環節：問題確認、資訊蒐集、方案評估、購買決策和購後行為。消費決策風格受顧客自身及

環境因素的影響，在長期購買決策中，逐漸形成的購買決策傾向或習慣。 

表 5 顧客輪廓構面之消費決策 

選擇性編碼 主軸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 

消費決策 決策過程 旅遊景區微博行銷對旅遊者問題確認、資訊蒐集、方案評估、購買決策和購後行為整個決策過

程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決策風格 大學生消費決策風格主要偏向於習慣-品牌忠誠導向、衝動導向、質量導向，部分學生的消費

決策風格偏向於娛樂型和困惑-從眾型。決策風格偏向新奇-流行導向、品牌價格導向、購買期

望導向的較少。 

（本研究編製） 

二、顧客輪廓之釋義 

本研究透過紮根理論研究法，透過經濟管理專業相關公開期刊、碩博士論文和出版書籍，

以市場區隔作為手段，蒐集概括為 33 項開放性編碼；將開放性編碼進行排列、向上收斂，得到

23 項主軸性編碼；將相關領域的主軸性編碼進行歸類，提取核心內容，以理論名詞進行概括，

得到 5 項選擇性編碼即為顧客輪廓五大構面，分別為：人口統計變相、心理因素、消費場域、

消費狀態和消費決策。另外，23 項主軸性編碼即為顧客輪廓因數，詳細描述出五個構面中的細

節問題。透過經濟管理等專業相關文獻後，將選擇性編碼進行名詞譯義，分別為： 

1. 人口統計變相：人口統計變數細分是以各項人口統計變數為基礎，將市場區隔為若干部分

（林百鸝、臧旭恆，2000）。 

2. 心理因素：顧客受到的內在心理影響，表現出不同的購買行為，並產生不同的市場區隔。 

3. 消費場域：消費行為發生的地點，分為網絡與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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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費狀態：消費環節發生的型態。 

5. 消費決策：消費決策是指一定時期整個社會、各個社會集團、階層以及勞動者家庭或個人有

關消費活動所作出的最後選擇和決定（何盛明，1990）。 

伍、結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消費結構悄然改變，消費者需求各樣，想要抓住市場首先需要對目標客

群具有準確且深入的瞭解。顧客輪廓作為企業進行顧客關係管理的重要環節，是抓住目標客群

的重要手段。但由於該部分內容涉及消費者行為等多個領域，沒有統一標準。因此，本研究通

過內容分析法，對「顧客關係管理」、「顧客輪廓」、「消費者行為」和「市場區隔」內容進行

大量文獻解讀。再由紮根理論研究法進行分析，整理歸納提出顧客輪廓的構面及因數。經編碼

共得出 33 項開放性編碼，23 項主軸性編碼和 5 項選擇性編碼。其中，經由紮根理論的歸納與收

斂，得到的 5 項選擇性編碼即為顧客輪廓五大構面，分別為：人口統計變相、心理因素、消費

場域、消費狀態和消費決策。另外，23 項主軸性編碼即為顧客輪廓因數。本研究初步描繪顧客

輪廓構成，後續將邀請專家檢核並調整與修正完善，期望未來可以協助企業，成為把握目標客

群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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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歲幼兒使用不同收納櫃之收納表現 

The effect of staged storage box on storage performance at 3 to 4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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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曾提出收納行為是由動作技能及高層次認知行為組成，且應按照年齡發展程度給

予適合之收納櫃型式，此研究分析收納櫃型式可分為四個階段作為幼兒收納練習的建議。

而過去研究結果為文獻資料彙整及主觀判定，故本研究將以客觀及科學驗證的方式，重新以團

體 KJ 法歸納現有收納櫃型式，並進一步以問卷填寫的方式，由家長評估幼兒收納能力表現，確

認各階段收納櫃型式對於幼兒收納表現有無影響。經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

使用各階段收納櫃型式對於幼兒收納能力表現有顯著影響；經事後多重比較結果使用分類式與

抽拉式的收納櫃顯著大於使用開放式與掀蓋式的收納櫃型式，因此本研究建議收納櫃型式應按

照幼兒能力發展程度隨之調整，給予幼兒適合的操作型式。 

關鍵字：3-4 歲幼兒收納能力、階段式幼兒收納櫃型式、團體 KJ 法 

Abstract 

Pas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storage behavior is composed of motor skills and 
higher-level cognitive behaviors, and the appropriate storage cabinet type should b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age of the children. The type of storage cabinet analyzed in this stud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as recommendations for child storage exercise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are compila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subjective judgm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grouped KJ method t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cabinet types in an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empirical manner. Further, by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parents 
can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children's storage capacity by themselves to confirm whether 
the type of storage cabinet at each stage has an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ldren's 
storage.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One-way ANOV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 storage cabinet type at each stag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ldren's 
storage capacity; after multiple comparis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cond-stage storage cabine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ype of storage cabinet used in the 
first stage. Therefore,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the type of storage cabinet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bility of children, in order to give them suitable 
opera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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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動機 

現今家長為了給予幼兒較好的遊戲體驗，購買大量玩具供其玩耍，卻忽略遊戲結束後的收

拾過程，而文獻指出如沒有良好收納習慣恐影響其未來生活、學習等發展(黃綺虹，2015)，此外

教導幼兒收納應按照年齡發展程度給予適當的工具練習，否則將影響其學習意願(梁如幸(譯) 
2018)。過去研究彙整幼兒能力發展歷程及現有市售收納櫃型式，依幼兒發展程度提出階段式幼

兒收納櫃型式，將現有幼兒收納櫃型式分為四個階段，讓家長能依照幼兒年齡發展選擇適合之

收納櫃型式（黃弘宇、張若菡，2019）。然而該研究提出現有收納櫃型式主要以文獻資料彙整而

成，因此本研究將以科學驗證現有收納櫃型式之分類與命名，再進一步透過問卷調查與統計了

解各階段作收納櫃型式對於幼兒收納能力表現是否有影響。 

二、目的 

本研究欲了解幼兒使用各階段收納櫃型式的表現是否有差異，因此藉由文獻探討了解幼兒

發展歷程，再以團體 KJ 法提出市面販售的收納櫃型式，並研擬問卷評估 3-4 歲幼兒使用各階段

收納櫃的收納能力表現。目的如下： 

1、 彙整幼兒收納能力發展。 

2、 以團體 KJ 法重新歸納現今市售幼兒收納櫃型式。 

3、 藉由問卷調查評估階段式收納櫃型式對於幼兒收納能力表現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為評估階段式幼兒收納櫃型式，須先了解幼兒收納能力發展歷程，和現有收納櫃型式。本

章將概述幼兒收納行為及發展歷程，並彙整現有市面販售之幼兒收納櫃型式，提出階段式收納

櫃操作建議。 

一、幼兒收納行為及發展歷程 

收納行為是由動作技能及高層次認知能力組成(黃綺虹，2015)。其中在取物置物的過程，幼

兒需由視覺信息接收轉換為動作行為，藉此使物品能順利放置於目標位置，達到訓練手眼協調

(Eye-Hand Coordination)及抓握(Grip)能力(Shaklai, Mimouni-Bloch, Levin, & Friedman, 2017)，另

外在收納的過程是需要在獨立、有目的性、在自我監控下從事抽象邏輯思考的活動，而這一連

串的過程須由大腦前額葉(Prefrontal cortex)高層次的認知能力才能完成(黃綺虹，2015)。當幼兒

在搜尋物品位置時能間接建立空間能力(spatial ability)，像是幼兒需要注視、導航、識別、召回

等行為，從中讓幼兒認知周圍環境(Tzuriel & Egozi, 2010)。而幼兒在分類(class)的過程中，需先

了解物體的特徵與屬性，依照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相似點、相異點與相互關係，各自將類別定義

後群組(林美珍(譯)，2004)。因此以下圖 1 為彙整幼兒動作及認知發展歷程，作為後續收納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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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參考。 

 

圖 1 幼兒動作及認知發展歷程（黃弘宇、張若菡，2019） 

二、市售收納櫃型式分析 

本研究參與人員由三位具有五年以上設計經驗背景的設計師，以 KJ 團體法進行歸納研究，

分析其收納櫃操作及使用特性。 

本研究透過 SimilarWeb 統計各大網路購物電商平台熱門網站排名，蒐集全球及臺灣最多人

使用的網路平台，分別選出 Amazon 及 Shopee 做為本次幼兒收納櫃資料蒐集來源，從中蒐集 58
款幼兒收納櫃型式。 

 

圖 2 由 Amazon 及 Shopee 蒐集 58 款幼兒收納櫃型式 

經 KJ 法之精神進行編組工作，歸納出共六大組的收納櫃型式，並依照收納櫃操作面進行命

名，可分為開放式、拖拉式、抽拉式、堆疊式、掀蓋式及開合式，各款式特性說明如表 1。 

表 1  KJ 法歸納結果 

型式 數量 特性 收納櫃圖示 

分類式 25 
1.可直接擺設及拿取物品 
2.開口朝前或朝上 

 
開放式 4 

1.可在地板拖行移動 
2.開口方向朝前、上  

抽拉式 22 
1.櫃體附帶抽盒，而抽盒能夠被幼

兒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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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口朝前 

堆疊式 4 
1.櫃體本身能讓幼兒搬運且能夠

重複堆疊 
2.開口朝前或朝上  

掀蓋式 2 
1.取物時需打開蓋子 
2.開口方向朝上  

開合式 1 
1.櫃體有門，需先打開前檔才能取

物 
2.開口方向朝前  

 過去提及收納櫃型式有投入式、掀蓋式、拖拉式、堆疊式、懸掛式、開放式及抽盒

式共七款收納櫃，經本研究重新以幼兒操作面及有無分類重新評估後，可分為分類式、

開放式、抽拉式、堆疊式、掀蓋式及開合式，共六款。分析差異如下： 

（一） 投入式收納櫃因具有可拉動可移動性質，與開放式操作方式相同，故合併至開放式。 

（二） 懸掛式收納櫃因考量操作面以外的面向，故重新歸納至分類式收納櫃。 

（三） 新增開合式收納櫃型式，將櫃體有門且需以精細動作操作櫃子歸類至開合式。 

三、階段式幼兒收納櫃型式分析 

經圖 1 及表 2 彙整結果，收納櫃型式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2 歲，可以使

用掀蓋式、開放式的收納家具，此階段適合透過抓放練習、大肢體動作及拖拉方式理解空間認

知；第二階段為 3-4 歲，可以使用分類式及抽拉式的收納家具，此階段分類認知、歸納推理及

空間認知發展快速，應教導幼兒基本分類及分類邏輯等，讓幼兒理解收納櫃使用的用途及基本

分類原理；第三階段為 5-6 歲，可以給予堆疊式、開合式的收納家具，幼兒除了應具備基本的

收納認知，同時需要有穩定的搬運動作，藉由此型式增加收納的困難度；第四階段為 7 歲後，

能根據自己的收納喜好或習慣將物品分類擺飾，建構自己收納物品的模式。以上提出各階段適

合使用的收納櫃型式，以供幼兒在收拾過程同時訓練收納動作及認知能力。本研究將進一步驗

證階段式收納櫃型式對於幼兒收納能力表現是否有影響。 

表 2 階段式幼兒收納櫃型式（本研究自行彙整） 

操作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年齡 1-2 歲 3-4 歲 5-6 歲 7 歲以上 

收納櫃型式       自主選擇 
開放式 掀蓋式 分類式 抽拉式 開合式 堆疊式 

動作

技能 

粗動作 √ √ √ √ 

細動作 - √ √ √ 

認知

能力 

分類認知 - √ √ √ 

歸納推理 - √ √ √ 

空間認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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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調查，針對現有育有 3-4 歲幼兒的家長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蒐集，共

回收 81 份問卷，排除 3 份極端反應的問卷，餘者填答情形皆相當完整有效問卷達 78 份，回收

率為 96%。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表，針對現有養育 3-4 歲幼兒隨機發放問卷。問卷內容共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為幼兒基本資料，根據幼兒的性別、年齡、家中兄弟姊妹、家中排行、家長每月購買

玩具意願、收納櫃使用空間及居家收納櫃型式等進行蒐集；第二部分針對幼兒收納表現(收納習

慣與效率)進行蒐集，並以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尺度五點為評量標準(總是為 5、常常為 4、偶

爾為 3、很少為 2、從不為 1)。 

三、分析變項 

（一）自變項 

 依表 1 團體 KJ 法歸納分析結果，市面上收納櫃型式可分為：開放式、分類式、抽拉式、

堆疊式、掀蓋式及開合式等六大型式。並按照幼兒能力發展歷程彙整為三階段：開放式、掀蓋

式為第一階段；抽拉式、分類式為第二階段；堆疊式、開合式為第三階段 

（二）依變項 

採用主觀問卷調查家長對於幼兒收納能力表現，以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尺度五點為評量

標準(總是為 5、常常為 4、偶爾為 3、很少為 2、從不為 1)。 

四、統計分析 

透過描述性統計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了解家中的收納櫃型式是否會對幼兒收納能力表現有

無顯著影響，再以事後比較了解各問項對於不同階段之差異。 

肆、分析結果 

一、幼兒收納能力表現問卷信度分析 

本研究對幼兒收拾能力表現問卷共 9 題進行信度(reliability)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其

Cronbach's alpha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818；具可接受之信度。 

二、幼兒家中常使用的收納櫃型式對幼兒收納能力表現之分析 

本研究通過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 P=.133≧.05，表示 3-4 歲幼兒使用各階段收納櫃型

式的收納行為表現之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均未達顯著標準，可說明收納櫃型式的變異數為同質。 

根據敘述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3 得知，幼兒家中常使用的收納櫃型式對幼兒收納能力表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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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高為使用第三階段的收納櫃，平均數為 3.34，標準差為 0.33；而在收納能力表現得分最低

為使用第一階段的收納櫃，平均數分別為 2.80，標準差為 0.63。 

表 3 幼兒家中常使用的收納櫃型式對幼兒收納能力表現之敘述統計結果 

 
1-2 歲 3-4 歲 5-6 歲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的孩子在遊戲後會主動將玩具放回原位 2.94 .814 3.28 .716 3.29 .488 
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能將玩具分類後放

回 
2.45 .961 3.15 1.001 3.57 .976 

當我要求我的孩子收納玩具時，會立刻執

行動作 
2.87 .806 3.43 .781 3.71 .756 

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的過程會很專心，不

會中途被外物吸引 
2.61 1.086 2.80 .939 3 .000 

我的孩子將玩具放回櫃子時不需要家長幫

忙 
3.00 .966 3.00 .987 3.43 .535 

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需要有人在旁協助

整理 
2.45 1.028 3.08 .888 2.86 .690 

我的孩子在尋求協助前會先試著做做看 3.03 .795 3.23 .698 3.29 .756 
我的孩子會記得玩具是從哪裡拿取的 3.29 1.243 3.5 1.086 3.86 .378 
我的孩子會確認玩具放妥後才離開 2.61 .882 3.05 1.061 3.14 .690 
總計 2.80 .631 3.16 .548 3.34 .335 
N 31 40 7 

本研究進一步將各階段收納櫃型式與收納能力表現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
結果發現：使用不同階段收納櫃型式對於幼兒收納行為表現有顯著差異，F（2,75）=4.61，
p=.013(p<0.05)，局部 Eta 方形=.110。Scheffe 事後比較顯示(如表 5)： 使用第一階段收納櫃型式

(M=2.8,SD=.631)顯著小於使用第二階段收納櫃型式(M=3.16,SD=.548)(p=.036)、使用第一階段收

納櫃型式與使用第三階段收納櫃型式(M=3.34,SD=.335)沒有顯著差異(p=.082)、使用第二階段收

納櫃型式與使用第三階段收納櫃型式沒有顯著差異(p=.738)。 

表 4 各階段收納櫃型式與收納能力表現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局部 Eta 方形 
幼兒常使

用收納櫃

型式 
3.00 2 1.501 4.613 0.013* 0.110 

誤差 24.405 75 0.325    
總和 27.407 77     

註:**表示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達 0.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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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階段收納櫃型式與收納能力表現事後比較 

 (I) 
各階段收納櫃型式 

(J) 
各階段收納櫃型式 

平均差異 
(I-J) 

標準錯誤 顯著性 

Scheffe法 1-2 歲收納櫃型 3-4 歲收納櫃型 -.360 .136 .036* 
5-6 歲收納櫃型 -.542 .238 .082 

 
3-4 歲收納櫃型 1-2 歲收納櫃型 .360 .136 .036* 

5-6 歲收納櫃型 -.182 .233 .738 
 

5-6 歲收納櫃型 1-2 歲收納櫃型 .542 .238 .082 
3-4 歲收納櫃型 .182 .233 .738 

註:**表示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達 0.05 顯著水準 

三、各階段收納櫃型式與各個問卷題項之變異數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 

 本研究將各個問卷題項進行變異數分析，其中「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能將玩具分類後放

回」、「當我要求我的孩子收納玩具時，會立刻執行動作」問卷題項 P 值達到 0.01 顯著水準；「我

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不需要有人在旁協助整理」問卷題項 P 值達 0.05 的顯著水準。故本研究針

對顯著之問項進行 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在「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能將玩具分

類後放回」問項，使用第二階段收納櫃型式顯著高於使用第一階段的收納櫃型式、使用第三階

段收納櫃型式顯著高於使用第一階段歲收納櫃型式；在「當我要求我的孩子收納玩具時，會立

刻執行動作」問項，使用第二階段收納櫃型式顯著高於使用第一階段歲收納櫃型式、使用第三

階段收納櫃型式顯著高於使用第一階段收納櫃型式；在「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不需要有人在

旁協助整理」，使用第二階段收納櫃型式顯著高於使用第一階段收納櫃型式。 

表 5 各階段收納櫃型式與收納能力表現之變異數分析與事後多重比較 

 Fa 檢定 P 值 Scheffe 法 b 
我的孩子在遊戲後會主動將玩具放回原位 1.975 .146 N 
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能將玩具分類後放回 6.146** .003 2>1、3>1 
當我要求我的孩子收納玩具時，會立刻執行動作 5.750** .005 2>1、3>1 
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的過程會很專心，不會中途被外物吸引 .600 .551 N 
我的孩子將玩具放回櫃子時不需要家長幫忙 .648 .526 N 
我的孩子在收納玩具時不需要有人在旁協助整理 3.908* .024 2>1 
我的孩子在尋求協助前會先試著做做看 .709 .495 N 
我的孩子會記得玩具是從哪裡拿取的 .825 .442 N 
我的孩子會確認玩具放妥後才離開 2.059 .135 N 
註 F

a
檢定:**表示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達 0.05 顯著水準 

Scheffe 法
b
:1 表示 1-2 歲收納櫃型式，2 表示 3-4 歲收納櫃型式，3 表示 5-6 歲收納櫃型式，N 表示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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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經過團體 KJ 法重新歸納現有收納櫃型式共可分為六款，與過去分類結果相比，過去

是以文獻資料彙整並由研究者主觀判定各類別命名，在部分操作面與實際需求稍有落差，因此

重新評估後，將部分相似類別歸類為一組，並定義較精確的命名。 

根據多重比較分析結果，3-4 歲幼兒使用第二階段幼兒收納櫃比使用第一階段收納櫃，在收

納能力表現較好；使用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收納櫃型式，對於幼兒收納表現並無差異。因此建

議 3-4 歲幼兒可以使用第二階段或是較高年齡的第三階段收納櫃型式，其對於幼兒的分類學習

及收納效率表現較好，不建議使用第一階段收納櫃型式，其已不足提供幼兒該年齡所需要的收

納能力。 

本次研究對象為評估 3-4 歲幼兒使用各階段收納櫃型式之差異，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 5-6
歲幼兒使用不同階段收納櫃的表現，了解其是否會因為收納櫃型體的差異影響收納能力。另外

再進一步彙整分析 3-6 歲幼兒收納能力表現結果，期以評估幼兒各階段適合使用收納櫃型式之

操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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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幼兒學習筷的設計與操作表現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auxiliary chopsticks and its effect on children's 
hands performance 

作者 A 陳于慧 a  作者 B 張若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碩士班 研究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張若菡副教授 

a 通訊作者：johan@ntut.edu.tw 

科技部計畫編號 MOST 108-2221-E-027-015-MY2 

摘要 

幼兒學習執筷動作須透過練習而不斷精進，多數家長給予幼兒學習筷來引導正確的執筷姿

勢，但現今市售產品款式繁多，多半無階段能力之適用指標，造成家長選購困擾，也影響幼兒

學習執筷的姿勢，故本研究蒐集台灣 21 位分別從三歲至四歲十一個月的幼兒，透過影片動作分

析與問卷分析，探討執學習筷表現、學習背景、執筷教育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幼兒

學習執筷姿勢之因素，包括學習頻率、學習筷的設計型式、執筷教育的問題，此結果將可運用

於設計幼兒學習筷之型式要素，以及引導幼兒學習正確的握筷姿勢並順利銜接一般筷之使用。 

關鍵字：幼兒學習筷、執筷姿勢、產品設計 

 

Abstract 

Children need to practice constantly to learn how to use chopsticks correctly. Most parents train 
their children with children’s auxiliary chopstick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ducts in the market, and 
most products don’t include clear definition of skill levels. This dilemma not only causes children cannot 
learn how to use chopstick properly, but also it effects their chopsticks postur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gathers videos of 21 Taiwanese children, who are three and four years old, using their auxiliary 
chopsticks. With these videos, the study can examine their learning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o analyze how to properly teach children how to use chopsticks. The result shows three 
main factors are critical for children learning proper chopsticks’ posture: learning frequencies, product’s 
patterns, and educational approach. The result can develop product design elements for children’s 
auxiliary chopsticks and conduct correct posture for using chopsticks. Moreover, children can be 
familiar with using chopsticks earlier and learn the correct posture. 

Keywords: Children’s auxiliary chopsticks, chopsticks postur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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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筷子」為東方飲食文化重要的工具，根據 2018 年董氏營養中心調查指出，各縣市教育機

構尚未重視孩童的用筷飲食教育，依然給予湯匙、叉子進食，以致大幅減少孩童練習用筷的機

會 (董氏營養中心，2019)，然而，學習用筷有益於幼兒掌內外肌力與手部精細動作之發展，此

外，正確姿勢拿筷不僅能夾菜省力，更能降低幼兒罹患慢性肥胖之風險 (國家網路醫藥，2019)，
幼兒用匙和用筷動作發展不僅能提高自理能力，也影響入學後的學業成績，在書寫技能發展上

也須透過用筷技能的經驗 (張義賓，2014)。根據以上文獻，讓幼兒學習正確執筷姿勢可說是必

經之路且立意良善，而台灣目前對於執筷教育尚未重視，部分父母選擇以幼兒學習筷來引導幼

兒正確的握筷姿勢，但因市售產品款式多樣，其中以環狀牽制型居多，無法辨別適用能力。本

研究將蒐集台灣幼兒使用學習筷進食之影片、幼兒學習背景、教育背景進行探討，本研究目的

為找出影響正確執筷姿勢之因素，以及幼兒學習筷之設計要素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正確執筷姿勢 

正確的執筷姿勢在操作上較為舒適且省力 (张孟勰等，2013)，Tzu-Fen, L (2002) 也建議教

導孩童使用正確握筷姿勢，並給予筷尖有紋路之竹筷較易夾取食物。Wu (1995) 於實驗內標明正

確執筷姿勢之手指擺放位子，手部將會分為操作部、支撐部兩大部分，操作部主要由拇指、食

指、中指控制筷子，支撐部則是由無名指、小指支撐筷子，如圖 1 所示。 
 

 

圖 1 正確執筷姿勢 (本研究繪製) 

二、幼兒手部發展能力 

2 歲的幼兒手部已開始分化成操作部與支撐部，透過手部的力量能夠自行操作工具取食

(Case-Smith, 2006)，幼兒在 3 至 6 歲期間，為「操作技能」快速發展期，在手部粗大與精細動

作技能、手部靈活度、手眼協調能力以及操作物品能力，皆會迅速提升 (Siu, Lai, Chiu, & Yip, 
2011)，幼兒 3 歲時能抓握湯匙並熟練進餐，此階段，幼兒對手腕的控制能力逐漸增強，動作穩

定性逐漸提高 (方莹、薛超、秦金亮，2017)，4 至 5 歲的幼兒已可使用動態三指運筆及靈活運

用剪刀 (Case-Smith, J. & O'Brien, J. C., 2010)，此外，根據 Lee & Chen (2008) 調查 520 位台灣

兒童用筷歲數，結果顯示台灣兒童平均 5 歲 7 個月開始學習執筷。根據以上文獻得知，幼兒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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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動作的訓練可於 3 歲開始訓練，且有較高的學習效率，但台灣幼兒開始學習執筷年齡偏晚，

因此本研究將幼兒執筷學習背景，其中包括開始學習時間與目前使用頻率納入問卷中，探討操

作表現是否與學習背景有直接相關，接續探討市售產品之設計型式與適用者程度之關係。 

三、幼兒學習筷產品分析 

市售幼兒學習筷款式多樣，設計型式也不一，因此本研究先將各款式的操作部、支撐部、

連結部的設計型式各別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市售幼兒學習筷產品設計型式分析 

款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產品圖 

 

 

         

      

 

設

計

型

式 

操作部 環形牽制 拇指

對位 

- 食指 

半環倚靠 

拇指 

凸起倚靠 

食指中指 

環形牽制 

拇指對位 

中指凹槽

暗示 

- 

支撐部 - - - - - - 無名指牽

制 

無名指 

凸起倚靠 

- - 

連結部 

(彈力)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 無 無 無 

筷長 18 18 14.5 16 14.5 18 15.5 18.9 

適用歲數 - 3+ ~2 2 2+ - 3+ 3~7 - 

 根據表 1 可發現，多數學習筷會針對操作部設計指引暗示，針對支撐部則較少，操作部設

計指意有「環形牽制」、「半環牽制」、「凹槽暗示」、「凸起倚靠」，目的為引導幼兒習慣正確執筷

姿勢；多數學習筷有連結部，其中少數具有彈力，目的為輕鬆開合，多數標明 2 或 3 歲開始使

用，材質多為塑料，綜合以上發現，各款式設計皆單純用年齡劃分，無明確的手部能力定義，其

長度與針對年齡也不一致，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影片觀察法與問卷分析，探討影響台灣幼兒使用

學習筷表現之因素與設計型式之問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隨機抽樣法，蒐集全台各地區幼兒使用學習筷之影片，及家長填寫網路問卷，問

卷內容針對幼兒，問向包括基本資料、學習背景、執筷教育、目前使用學習筷之款式、幼兒進食

狀況，根據 Osera et al. (2018) 研究顯示母親以正確執筷姿勢展示給孩子，讓孩子學會正確執筷

姿勢較為顯著；若直接把孩子的手放置正確執筷位子反而效果不顯著，因此本研究將家長握筷

姿勢、教導方式、目前教導頻率納入執筷教育問項當中。此次實驗共有 21 位幼兒參加，年齡介

於 3 歲至 4 歲 11 個月，平均歲數 44 個月(3 歲 6 個月)，實驗招募時間為 108 年 11 月 20 日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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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與 109 年 2 月 26 日至 29 日，募集到幼兒使用學習筷的款式分別有四類，本研究整理於表 2。
本次研究期望透過影片觀察幼兒操作學習筷的手部姿勢表現，並探討是否與歲數平均、學習背

景、執筷教育、學習筷設計型式有關，或有其他因素影響。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將所蒐集到影片中的學習筷款式區分成四類，並分別定義名稱，如表 2，再將影片

中幼兒執學習筷姿勢表現、學習背景、執筷教育進行分析，如表 3。針對表 3 中，目前使用與教

導的頻率均分計算方式為透過五點量表(每餐/每天 1次/每周 3~4次/每周一次/無)進行分數計算；

學習經驗均值(月)計算方式為歲數平均(月)減去開始學習平均月數得出；關於教導方式，A 表示

家長展示執筷姿勢給幼兒看，B 表示家長將幼兒的手擺放執筷位子。 

表 2 定義影片中幼兒學習筷型式名稱與執筷表現 

類別 產品圖 定義名稱 幼兒執筷表現圖片 

 

A 

 操作部牽制 

(彈力)連結型 

 

 

B 

 

 無彈力連結型 

 

 
 

C 

 

 拇指對位 

連結型 

 

 

D 

 

 拇指對位 

彈力連結型 

 

表 3 執學習筷表現與學習背景和被教導經驗之關係 

 

各類執

筷姿勢

表現程

度 

執學習筷姿勢表現  

總

人

數 

 

歲

數

平

均

(月) 

學習背景 執筷教育 

操作部 支撐部 開始

學習

平均

月數 

目前

使用

頻率

均分 

學習

經驗

均值

(月) 

家長

握筷

姿勢 

教導

方式

(A/B) 

目前

教導

頻率

均分 

A
類 

較

佳 
接近正確執

筷姿勢位子 
內收但未支撐

筷子 
1 58 25 5 分 33 正確 A 3 分 

中

等 
中 指 勾 於 指

環 施 力 與 擺

內收但未支撐

筷子，夾取時筷

5 39.8 28 4.6
分 

11.8 80%
錯誤

20%

60% 
B 

40% 

3.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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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位子錯誤 尖有交叉 正確 A   

較

差 
外展現象、中

指 勾 於 指 環

施力 

外展現象、  大
拇指合併三只

鉗物，入口時手

腕反轉 

4 44.5 36.5 2.75
分 

8 50%
錯誤

50%
正確 

50% 
A 

25% 
B 

25% 
孩子

要求

才會

教   

1.25
分 

B
類 

較

佳 
使用拇指合併四指鉗物，夾取

時有筷身交叉現象 

1 49 38 4 分 11 錯誤 B 2 分 

較

差 
橫向橈側抓握鉗物，離口時兩

手協同將筷子取出 

1 49 48 1 分 1 錯誤 B 1 分 

C
類 

較

佳 
夾取時拇指移

位 

內收但未支撐

筷子 

1 56 36 3 分 20 錯誤 B 3 分 

較

差 
拇指合併四指鉗物，小指上翹

取食、拇指會自行移位 

1 46 40 4 分 6 錯誤 B 4 分 

D
類 

較

佳 
拇 指 合 併 兩

指鉗物，拇指

未 依 引 導 放

置 

內收但未支撐

筷子 
2 38 24.5 5 分 13.5 錯誤 50% 

B 
50% 
無教

導 

1.5
分 

尚

可 
拇 指 上 翹 合

併兩指鉗物，

拇 指 未 依 引

導放置 

未完全內收，夾

取時筷尖有交

叉 

2 41.5 33 3 分 8.5 錯誤 50% 
B 

50% 
無教

導 

2 分 

中

等 
拇指翹起合併四指鉗物，拇指

未依引導放置，以轉動手腕鉗

物 

2 44 36 2 分 8 錯誤 50% 
B 

50% 
A 

2 分 

較

差 
夾取時以橫向橈側抓握，拇指

合併四指鉗物，拇指未依引導

放置 

1 46 44 4 分 2 錯誤 B 4 分 

根據表 3，此四類學習筷得出以下結論。 

一、  四類學習筷的操作表現之影響因素           

(一) 每類學習筷姿勢表現與幼兒歲數平均(月)並無直接相關，不會隨著年紀增長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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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類學習筷姿勢表現與開始學習平均月數、學習經驗均值(月)有明顯的關係，開始學

習平均月數越小、學習經驗均值(月)越大，在動作表現上較佳，此外，A、D 類表現最

佳者平均在 2 歲開始使用，B、C 類約在 3 歲開始使用。   

(三) 觀察目前使用頻率均分與學習經驗均值(月)，本研究推測執筷技能學習條件須多次且

反覆不間斷的練習。 

(四) 關於執筷教育，21 位家長裡 81%家長執筷姿勢錯誤，因此即使進行教導也易造成幼兒

執筷姿勢錯誤，且只有 25%目前教導頻率均分高於 3 分，由此可知多數家長對於幼兒執

筷教導未重視，此外發現，現今執筷教導方式也須改變。 

二、  學習筷之設計要素           

(一) 關於操作部設計，A 類為環形牽制，因環型尺寸問題，造成手指擺放錯位與勾於指環

施力；C、D 類皆有拇指對位指引，但多半幼兒未依照引導位子擺放；B 類則因操作

部與支撐部皆無引導暗示，導致幼兒隨意操作易造成手部肌肉使用不當，因此不建議

給予初學者使用。 

(二) 此次實驗所蒐集到的四類學習筷，皆無支撐部引導設計，綜合以上幼兒支撐部表現會

從外展到內收，但都還未穩定支撐於筷下。 

(三) 關於連結部設計，A、B、D 類皆有夾取時筷尖交叉現象，造成食物掉落，主要因素為

軟材(矽膠、橡膠) 的連結部，反觀 C 類連結部無彈力且筷尖為扁平擴面刻紋設計，讓

夾取入口機率提高。 

(四) 綜合以上四類學習筷操作表現比較，A 類學習筷對於幼兒手部引導方式較能接近正確

執筷姿勢，而 C、D 類的拇指對位引導設計，較無法讓幼兒直覺的擺放使用，B 類完

全無引導之設計，易造成手部肌肉不當運用，因此不建議給予尚未學會正確執筷姿勢

之幼兒使用。 

伍、未來發展及應用 

根據以上實驗觀察與分析發現，連結部設計為無彈力、筷尖扁平擴面且有刻紋之設計，夾

取食物時不易掉落，能讓幼兒操作時更有成就感。幼兒學習筷目前在操作部與支撐部的設計上，

尚未能讓幼兒學習正確的執握姿勢，其影響因素包含設計型式、練習經驗、執筷教育、環境因

素，而本研究未來將針對操作部之設計型式，如何讓幼兒直覺式的擺放正確執筷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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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LCD 背光模組工業包裝設計之真空成型盒通用性研究 

Research on the Versatility of Vacuum Forming Box for TFT-LCD 
Backlight Module Industrial Packaging Design 

 

羅群証*
a 陳俊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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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內工業技術發展快速，產品的設計逐漸走向薄型化、輕量化，衍生出的不良率問題

開始浮現，企業才開始重視工業包裝的設計，其目的在於降低產品因運送、搬運過程中的不良

率，本研究目的在於，評估工業包裝設計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為探討工業包裝設計，首先透過

相關文獻的蒐集、探討，資料蒐集方式採用參與觀察法，研究者在研究場域之中，觀察到特定

現象、參與的人或物、發生的過程，透過觀察個案之工業包裝設計進行描述，主要描述的內容

為，背光模組種類、包裝方式、包裝設計及信賴性測試。本研究經由觀察與紀錄，彙整相關資

料，評估個案工業包裝設計之問題，並提出後續的研究方向或解決方法。 

關鍵字：包裝設計、真空成型、參與觀察法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industrial technology, the design of products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inner and lighter, and the resulting defect rate problems have begun to emerge, and 
companies have begun to realize the design of industrial packaging. The purpose is to reduce product 
handling and handling. The disadvantage is to explore industrial packaging design. First,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adopts th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method. In the research field, the researcher observes a specific phenomenon, the person or thing 
involved, the process of occurrence, and the Describe the industrial packaging design of the observed 
case. The main description is the type of backlight module, packaging method, packaging design and 
reliability test, Consolidate the entire relevant information, evaluate the problems of individual industrial 
packaging design, and propose subsequent research directions or solutions. 

Keywords: Industrial Package、Vacuum Forming、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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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國內工業技術發展快速，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盛行的現在，產品的設計逐漸走向薄型化、

輕量化及精密化，衍生出的不良率問題開始浮現，此時企業才開始重視工業包裝的設計，其目

的在於降低產品因運送、搬運過程中的損壞率，包裝方式從早期的簡易包裝轉變為需要進行模

具的開模。在工業包裝設計之中必須考量到運送過程、搬運貨物時所會遇到之震動、碰撞、落

下等因素，確保產品在安全的狀態下運送到目的地，工業包裝也在設計上也走向了精密化的一

步，帶來的缺點也讓企業的包裝成本提高。 

本研究目的在於，評估工業包裝設計進入到精密模具化的時代，可能出現之問題，並提出

後續研究方向或解決方法。期許讓企業包裝成本降低，減少新模具的開模、廢棄模具的資源浪

費，並提高包裝材料的通用性。 

貳、文獻探討 

一、包裝設計的定義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2016）CNS4059 Z5053 包裝詞彙，對於包裝之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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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等，所作之技術及其實施之狀

態。包裝可分為個包裝、內包裝、外包裝等三大類。 

1. 各包裝：將物品施以各別的包裝，目的在於提升物品之產品價值或需要保護產品，各包裝

可以傳達產品標籤或相關說明。 

2. 內包裝：主要是包裝物品之內部包裝，將考量到運送過程、上下貨物及搬運時所會遇到之

震動、碰撞、落下、溫度及濕度等相關之因素。 

3. 外包裝：主要是包裝物品之外部包裝，物品經過內包裝包裝之後，把物品或內包裝總成，

放入箱子、袋子、瓶子等外包裝之內。 

二、工業包裝的定義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2016）CNS4059 Z5053 包裝詞彙，對於工業包裝的定義為：是以物品之

運輸或儲存為其主要目的所實施之包裝總稱。此工業包裝對象包括消費者無法獲取之製造業製

造之原料、零件、半成品及組件等。而工業包裝方式因物品之性質與運輸方式而異，與商業包

裝是相對包裝之領域。工業包裝需求為良好的保護性、運輸性、容積性及企業所負擔之成本，

為達此目的，工業包裝需要實施相關之包裝試驗，確保此工業包裝之保護性，例如：落下測試、

震動測試等。基於優良之工業包裝設計，應具有下列重點：（陳淑慧、蘇子炘，2004）。 

1. 保護性：工業包裝在設計中必須考量到運送過程、上下貨物及搬運時所會遇到之震動、碰  

撞、落下、溫度及濕度等相關因素，以確保在運送過程中產品不會因此而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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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性：工業包裝設計中結合品質管理、生產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管理方式，

建立合理統一、標準化作業程序。 

3. 操作性：物品經裝入或取出之方便性或搬運之方便性。並依照物品為成品、半成品、組件

及零件，施以對應物品之工業包裝型式，以此滿足不同物品之需求性。 

4. 傳達性：工業包裝之外包裝、內包裝必須能傳達給操作者必要之訊息。包裝上應標示：製

造商、品名、型號、重量、數量、警示、標籤及條碼。 

5. 回收性：工業包裝其包裝材料之材料回收性、一次性包裝材料之處理性、可重複使用包裝

材料之回收性及節約包裝材料之方法。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探討工業包裝之設計，先透過相關文獻的蒐集、探討，建立研究主題與研究個案

的選擇，進入研究場域內進行觀察與紀錄。研究流程如下圖 1。 

 

圖 1 研究流程。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探討 

建立研究主題 

參與觀察法 - 個案 C 公司 

1. 進入研究場域 

2. 觀察與紀錄 

3. 發現、尋找問題 

資料整理與分析 

1. 資料蒐集 

2. 設計方式 

3. 問題來源 

問題分析與評估 

結論與建議 

包裝材料通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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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觀察法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採用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指的是在研究者既定的研究

目的，需要在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下進行有規劃的觀察，並記錄所觀察到之現象或行為，是一

種行為觀察性的研究。透過參與觀察法讓研究者觀察到特定現象、參與的人或物、發生的過程，

並對現象的起因進行描述。（何懿璉，2017）。 

三、個案描述 

本研究在個案的選擇，以國內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為主，選擇的個案為國內知名上市公司，

主要製造的產品為 TFT-LCD 背光模組。 

1. C 公司簡介 

個案 C 公司成立於 1995 年，總部位於高雄港區，為知名 TFT-LCD 背光模組製造廠，主要

客戶涵蓋台灣、日本、韓國、中國。位於 2002、2003、2007 年在中國成立吳江、南京、廣州廠，

吳江廠為 C 公司最大製造廠區，2007 年時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國內登記資本額為 46 億台

幣，員工人數含海外廠約 19,000 人。（資料來源：C 公司官方網頁）。 

2. 工業包裝設計團隊 

包裝設計團隊為三位工程師與一位主管組成，團隊的主要職責為背光模組工業包裝設計、

包裝信賴性測試及包裝材料的物理性質測試。此外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產品

則是由客端提供包裝材料並非包裝設計團隊所設計，當包裝設計完成後，會依造客戶產品規格

書(Product Spec)內制訂之包裝信賴性測試實施測試，如落下測試、震動測試、路跑測試等。 

3. 背光模組簡介（Backlight Module） 

背光模組，如下圖 2 所示，為 TFT-LCD 面板關鍵零組件之一，TFT-LCD 本身並不會自發

光，必須仰賴在 TFT-LCD 背面增加一個可發光的背光模組，當光線穿透 TFT-LCD，使用者才可

以從畫面中看見資訊。背光模組，其功能在於提供 LCD 面板所需之光源，背光模組由發光源、

導光板、光學膜片、背板等零組件構成，如下圖 3 所示。（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radiant.com.tw/xhtml/zh/product01.jsf）。 

            

             圖 2 背光模組。                    圖 3 背光模組零件分解圖。 

資料來源：臺龍電子，（https://reurl.cc/6lyrzM）。 

四、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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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進入商業公司研究場域之中，需簽訂保密協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研究者

無法進行拍攝，故本文不會出現個案公司之物品，將另尋其他相似產品照片代替。 

肆、 研究分析 

一、背光模組種類 

個案主要製造的背光模組為，移動裝置類的手機與車載螢幕，IT 類的筆記型電腦及顯示器，

包裝設計中，必須閃避任何的可能的干涉點或軟性印刷電路板(Flexible Printed Circuit)，也因為

背光模組尺寸並非一致，可能會出現各種不同尺寸之產品，造成背光模組外型多變化，又或者

是 FPC、干涉點過於龐大，必須浪費更多的空間去閃避，背光模組的變化性高，也造成包裝模具

的通用性不佳，需要仰賴新模具的開立。詳細尺寸範圍如下表 1。 

表 1 背光模組種類表。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圖片來源：項目 1田生資源回收

（https://reurl.cc/A8goZY）。項目 2、3、4臺龍電子（https://reurl.cc/6lyrzM）。 

項目 種類 尺寸範圍 示意圖 

1 手機、平板 5 吋~12.9 吋 

 

2 車載螢幕 6 吋~12.3 吋 

 

3 筆記型電腦 11 吋~17 吋 

 

4 顯示器 19 吋~35 吋 

 

二、包裝方式 

約莫 10 餘年前，個案使用簡易的 PP 板作為包裝，在國內開始重視工業包裝設計，客戶紛

紛開始建立包裝信賴性測試，PP 板包裝開始滿足不了客戶、也漸漸不被接受，加上背光模組因

螢幕的長寬比（傳統 4:3、寬螢幕 16:9、超寬 21:9 等）、薄型化等因素之下，個案時至今日最常

使用的包裝方式為真空成型盒。新與舊包裝設計方式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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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模組製造完成後使用 PE 薄膜將產品整個包覆，PE 薄膜在於防止發光面與包裝材料摩

擦造成產品損壞，包覆完成後將產品放置到真空成型盒中，當放置完畢時，將另一個真空成型

盒進行旋轉堆疊，旋轉堆疊原理如下表 3，後續套上抗靜電袋，放入瓦楞紙箱內完成包裝。 

表 2 新舊包裝設計方式。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包裝設計方式 

舊設計 新設計 

  

 PP 板包裝 真空成型盒包裝 

表 3 真空成型盒包裝方式。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旋轉堆疊原理 

 

說明 
真空成型盒使用不對稱高低設計，在旋轉 180 度後， 

使定位點(綠色處)與未旋轉前，形成高低交叉的狀態。 

  

說明 
經旋轉堆疊後，綠色定位點（下層）與紅色定位點（上層）， 

形成支撐點，使真空成型盒得以向上旋轉堆疊，增加整體裝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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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裝設計 

工業包裝設計團隊，他們繪製的為真空成型盒「成品」的圖面，繪製完成後經過模具廠繪

製模具圖並製造出真空成型盒模具，如下圖 4，並由工程師前往模具廠進行模具試模，並由模具

廠操作真空成型機台，現場進行製造，並帶走真空成型盒樣品，後續將樣品送至品質管理部門

進行尺寸的量測，檢查相關尺寸是否有達到設計要求。 

真空成型盒設計時，每一個放置區必須符合產品的大小，也因為放置區的固定性，加上必

須閃避干涉點或軟性印刷電路板，如下圖 5，導致真空成型盒通用性的下降，常常無法與其他產

品通用同一款真空成型盒，個案公司製造的產品屬於多變化性且種類多，造成真空成型盒的通

用性大幅度下降，勢必需仰賴於新模具的開模。 

 

    圖 4 真空成型盒模具。          圖 5 背光模組放置於真空成型盒中。                        

資料來源：圖 4 喬揚模具企業社（https://reurl.cc/5qGZRV）。圖 5 本研究繪製。 

四、信賴性測試 

詳細測試條件由客戶產品規格書內制定，包裝設計完成後，依客戶所指定之包裝信賴性測

試進行測試，以驗證此工業包裝可以應付在運送、搬運之間可能遇到的問題，確保產品在安全

的狀態下運送到目的地。下表 4 為主要測試項目與對應之狀況。 

表 4 包裝信賴性測試項目。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項目 測試狀態 測試條件 測試方式 模擬狀況 

落下測試 

(Drop Test) 

單瓦楞紙箱 

高度：50cm 

一角三棱六面 

一共摔落 10 次 

一角三棱六面 

共摔落 10 次 

模擬搬運貨物時

紙箱不慎掉落 

單木質棧板 

放置瓦楞紙箱 
高度：25cm 單棱邊摔落一次 

模擬堆高機搬運

不當，棧板掉落 

震動測試 

(Vibration Test) 
單瓦楞紙箱 

加速度：0.5G， 

掃描範圍：5Hz–120Hz 

單軸向 30 分鐘 

共 X,Y,Z 三軸 

模擬運送過程中

所遇到的震動 

路跑測試 

(Truck freight Test) 

單木質棧板 

放置瓦楞紙箱 
200 公里 

貨車載運 

200 公里 

模擬實際在道路

的運送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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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觀察真實的企業個案 C 公司，從一個新機種的開案、設計端、測試端到量產，透

過觀察與紀錄，個案之背光模組種類、包裝方式、包裝設計及包裝信賴性測試，彙整相關資料，

評估個案工業包裝設計之通用性問題。 

一、研究結論 

背光模組從小尺寸的手機到中型尺寸的顯示器，每一個背光模組大小、形狀皆不相同，在

包裝上也可能因背光模組的外部設計（螺絲鎖孔、FPC）的形狀，影響到後續的包裝設計，現行

的真空成型盒在設計上，每一個放置區大小都是固定的，也因為背光模組尺寸的廣泛性，讓真

空成型盒的通用性極低，難以僅修改模具即可達到與其他產品通用，以 iPhone 為例：從早期的

3.5 吋到今年的 6.1 吋與 6.5 吋，螢幕的尺寸每幾年就會變化一次，不僅僅是尺寸的變化，背光

模組的厚度、FPC 的位置皆有可能發生變化，讓一個新的機種的開案，勢必得仰賴於新模具的

開立，且當產品壽命結束(End-of-life)時，真空成型盒模具將與主產品一同壽命結束，造成企業

的包裝成本上升與舊模具的資源浪費。因此要解決多變化性產品，包裝通用性問題，以及能夠

應付包裝信賴性測試，只能夠從模具的設計面去解決目前已知問題。 

二、後續研究 

在真空成型盒模具之設計上加入「模組化設計」要素，以科技積木為設計概念，將模具細

分為許多單元，讓模具增加變化性，模具因模組化設計的因素，讓放置區可以拆解，並依照產

品的大小組合，成為放置區，令模具擁有靈活的變化性，達成一套模具能達成與大部分產品通

用此模具，以滿足企業對於真空成型盒通用性與包裝成本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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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BIG7空間選址與服務模式解析 

Analysis of Taoyuan City BIG7 Site Selection and Serv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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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經濟發展與社會演進，國民生活水準提高，消費需求也逐漸改變。傳統 7-ELEVEN
以一般零售與生活性便利服務為主。然而近年來，則陸續出現多元經營及創新服務模式，如統

一企業推出的複合店 BIG7。本研究以桃園市兩 BIG7複合店為例，解析其選址特性與創新服務
模式。主要研究方法：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與紀錄，並輔以實價登錄與分齡結構表交互印證。

主要研究結果：在選址特性方面，當創新伴隨風險，選擇人口密度約 2,000人/km2，且人口分齡

結構與大都會蛋黃區相仿的楊梅與龜山兩區，可降低創新店型失敗風險。在創新服務模式方面，

BIG7提出的聯名品牌與品牌複合模式，除解決「供與需」的需求外，也提供「享」的體驗。 

關鍵字： BIG7、複合店、聯名品牌、創新服務、統一企業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has 
improved while consumer demand has gradually undergone change. Traditional 7-ELEVEN 
convenience stores focus on general retail and convenient life services. However, diversified 
operations and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s have successively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compound store BIG7 launched by Uni-Presiden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In this study, two BIG7 
stores in Taoyuan City were adopted as examples.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ir site selection and 
service models were analyzed.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d literature analyses,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recordings, coupled with real price registration and age group structure tables for cross-validation.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Yangmei and Guishan, whose population density is about 2,000 people/ 
km2 and whose population age group structure is similar to that of metropolitan representative areas, 
were select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novation failure. Moreover, with the proposed co-branding and 
compound operation, BIG7 stores address traditional retail services while also providing a fulfilling 
experience. 

Keywords: BIG7, Compound Store, Co-branding, Innovative Services, Uni-Presiden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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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緣起與目的 

倪晶瑋、林政豪（2013）指出，7-ELEVEN 的服務模式存在「因地制宜」現象。因此，產
生展店的特殊服務模式與類型，如「機構門市」（如校園內、公司行號與醫院內）、「流動空間門

市」（如捷運、高鐵站內門市）、「特殊區位門市」（如地理之最、離島門市）等。然而自 2018年
起，7-ELEVEN開始推出多元擴展，如「聯名品牌」與「複合店」，以因應趨勢發展之需。本研
究擬以桃園市內的楊梅區三沅門市與龜山區廣華門市兩複合店為研究對象，亦即所謂的 BIG7，
解析其空間選址之特性與其創新服務模式。 

二、研究方法 

為了解這個趨勢變化，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與紀錄，與人口分齡結構及實價登

錄查核等研究方法，以深入探討。實價登錄樣本的選取，以內政部實價登錄網上，三沅與廣華

兩複合店周遭，及桃園市藝文特區內之「住」、「華」、「寓」中之個案為主。分別統計其總面積、

總價、樓層別、每坪單價等，以作為後續分析討論之用，最後做成結論與建議。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過去 7-ELEVEN出現「因地制宜」的現象，不管在性質、內容、空間範圍，以及數量上的
問題，均涉略廣泛。本研究基於時間、空間與經費之限制，先以桃園楊梅區三沅門市與龜山區

廣華門市作為研究標的。有關實價登錄，則以 7-ELEVEN楊梅三沅門市及龜山廣華門市，1,000
公尺半徑的範圍，5 樓至 8 樓間之住宅價位，含「住」、「華」、「寓」等 3 種，調查其近 2 年的
實價登錄資料；再與桃園市蛋黃區同類型住宅，即藝文特區之實價登錄資料，交互比較。三沅

門市、廣華門市與蛋黃區等區域範圍如圖 1、圖 2與圖 3所示，而其實價登錄彙整如表 1、表 2
與表 3。 

     
圖 1楊梅三沅門市周遭之實價  圖 2龜山廣華門市周遭之實價   圖 3桃園市藝文特區周遭之實 
登錄範圍                    登錄範圍                     價登錄範圍 

表 1楊梅區三沅門市周遭 5-8層住宅實價登錄 

 
數量 面積（低-中-高） 單價（低-中-高） 總價（低-中-高） 

住 73 29.62坪~47.72坪~60.83坪 9.3萬~14萬~16萬 310萬~621.25萬~868萬 

華 28 22.4坪~40.29坪~54.58坪 8.4萬~11.40萬~14萬 272萬~465.36萬~6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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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3 25.49坪~33.57坪~36.14坪 10.8萬~12.4萬~12.5萬 276萬~420萬~450萬 

表 2龜山區廣華門市周遭 5-8層住宅實價登錄 

 
數量 面積（低-中-高） 單價（低-中-高） 總價（低-中-高） 

住 77 15.35坪~41.75坪~131.33坪 21.30萬~29.50萬~36.80萬 483萬~1131.56萬~3260萬 

華 51 10.91坪~36.87坪~90.02坪 8.20萬~22.96萬~34.80萬 284萬~816.59萬~2150萬 

寓 6 9.99坪~30.91坪~57.15坪 19.40萬~25.35萬~29.90萬 270萬~770萬~1150萬 

表 3桃園市藝文特區周遭 5-8層住宅實價登錄 

 
數量 面積（低-中-高） 單價（低-中-高） 總價（低-中-高） 

住 84 17.72坪~52.43坪~184.55坪 17.4萬~26.05萬~40.5萬 337萬~1343.76萬~6857萬 

華 32 24.37坪~34.98坪~56.39坪 13.7萬~21.18萬~29.1萬 538萬~740.06萬~1100萬 

寓 11 25.02坪~31.33坪~33.61坪 12.5萬~16.90萬~23.7萬 380萬~525萬~680萬 

四、研究流程 

在初步踏查 2間桃園市 BIG7後，本研究擬訂以下研究流程： 

 

 

 

 

 

 

 

 

圖 4研究流程圖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1. 蛋黃區與蛋白區 
當今房屋市場所謂的「蛋黃區」，指位於都市中心，具有交通便利、工作機會多，且商業繁榮的

地區，此地區的房價相對高，且具抗跌特色。而「蛋白區」，指「蛋黃區」的外圍，其交通雖便

利、商圈也不雅於蛋黃區，但其各項公共建設皆高於「蛋黃區」者（吳正治，2014）。一般而言，
蛋黃外溢效益，會遷動周邊產業發展；周邊產業發展，則反過來對蛋黃區產生良性效應；「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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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蛋白」間相互回饋，則進一步產生加乘效應，帶動產業發展與轉型契機 （內政部，2014）。 

2. 實價登錄 
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將建物型態分為以下 4種供民眾登錄： 
（1）住宅大樓：11層（含）以上有電梯住宅，本研究簡稱「住」；  
（2）華廈：10層（含）以下有電梯住宅，本研究簡稱「華」； 
（3）公寓：5樓（含）以下無電梯住宅，「寓」； 
（4）套房：1房（1廳）1衛之住宅，本研究簡稱「套」。 
民眾依其交易時之每坪單價、總價、住宅位置、樓層…等，詳實登錄，公開資料，避免惡意
哄抬住宅價錢。 

二、統一企業 

統一企業為台灣老字號食品企業，含以下 4個體系：（1）流通事業體系；（2）食品製造事
業體系；（3）商流貿易事業體系與（4）投資事業體系。「流通事業體系」乃主要集合流通業相
關之關係企業而成之次集團；「食品製造事業體系」則以品牌管理為核心；「商流貿易事業體系」

主要深耕全通路，開創新領域；「投資事業體系」則以生技醫療及不動產產業為主要業務內容，

共同為統一企業創造利基。 
自 2018年起，統一企業開始多元拓展，如「聯名品牌」與「複合店」，以吸引更多消費者

的優質商品與服務，創造與同性質超商間的差異。「複合店」為結合不同業種與超商購物體驗的

店型，如店內與博客來、康是美、柏克金啤酒、達美樂 PIZZA、安永鮮物、BEING Fit 健身房
等複合經營。「聯名品牌」則在店內提供 21 風味館、丸龜製麵、COCO 壱番屋、太和殿、麵屋
一燈、松稜滷味、連珍餅店等品牌的商品，進而吸引不同消費族群。同時，結合捷盟行銷、統

昶行銷、黑貓宅急便、大智通文化行銷、捷盛運輸等，提供消費者迅速物流服務；食品方面的

合作夥伴，則有聯華食品、福和生鮮、高雄空廚、永潤食品、統一超食代等。 

三、楊梅區與龜山區人口資料 

楊梅區分為四大區塊：楊梅、埔心、富岡、高山頂（倪晶瑋、曹拯元，2016），共 41個里，
總面積 89.12平方公里。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20）調查數據，楊梅人口總數為 174,199
人，密度為 1954.66 人/km2。龜山區則分為大同、大坑、大崗…等，共 32 個里，總面積 72.02
平方公里，人口總數 163,501 人，而密度為 2270.29 人/km2。此外，依內政部戶政司 2020 年 5
月資料，獲知楊梅與龜山兩區之分齡結構如表 4： 

表 4楊梅區與龜山區人口數與分齡結構 

 總人口數 0-14歲者（%） 15-64歲者（%） 65歲以上者（%） 

楊梅區 174,199人 26,022人（14.94%） 127,270人（73.06%） 20,671人（11.87%） 

龜山區 163,501人 22,878人（13.99%） 119,894人（73.33%） 20,694人（12.66%） 

桃園區 454,722人 69,222人（15.22%） 330,120人（72.60%） 55,301人（12.16%） 

中壢區 419,499人 62,645人（14.93%） 303,711人（72.40%） 52,729人（12.57%） 

平鎮區 228,624人 34,099人（14.91%） 166,893人（73%） 27,526人（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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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口數 0-14歲者（%） 15-64歲者（%） 65歲以上者（%） 

八德區 207,532人 30,401人（14.65%） 151,396人（72.95%） 25,577人（12.32%） 

大溪區 95,679人 12,965人（13.55%） 68,788人（71.89%） 13,902人（14.53%） 

蘆竹區 166,908人 27,633人（16.56%） 121,869人（73.02%） 17,325人（10.38%） 

大園區 93,341人 13,345人（14.30%） 68,569人（73.46%） 11,291人（12.10%） 

龍潭區 124,187人 17,086人（13.76%） 90,050人（72.51%） 16,988人（13.68%） 

新屋區 49,271人 5,796人（11.76%） 34,857人（70.75%） 8,607人（17.47%） 

觀音區 68,317人 9,159人（13.41%） 50,296人（73.62%） 8,804人（12.89%） 

復興區 12,319人 1,900人（15.42%） 8,835人（71.72%） 1,551人（12.59%） 

參、案例探討 

承第貳章第二節有關統一企業複合店所述，統一企業最近推出的複合店 BIG7，除販售自己
的精品咖啡與一般零售商品外，另複合三寶樂生啤酒、博客來書店、康是美、安永鮮物…等不
同品牌。以下將解析楊梅與龜山兩 BIG7門市。 

一、楊梅 BIG7複合店－三沅門市 

位於美居建設興建之「美居上景」一樓（圖 5），楊梅區三民北路與三元街口；店面面積約
92坪。進入三沅門市後（圖 6），左有三寶樂生啤酒吧檯（圖 7）、不可思議咖啡（圖 8）與熱壓
吐司（圖 9）；右為座位區及每日直送現烤麵包、博客來專區（圖 10）、康是美（圖 11）、糖果屋
（圖 12）等。熟食區提供熟見的烤地瓜、茶葉蛋、安永鮮物（圖 13）與飲料等。主要創新服務
模式為善用聯名品牌，並複合三寶樂生啤酒、博客來、康是美與安永鮮物等四大品牌，吸引消

費者。博客來專區與新穎、有設計感的座位區，是提供消費者駐足饗宴不可或缺的場域。 

  
圖 5楊梅三沅門市實體店外觀       圖 6精品咖啡座席區        圖 7複合三寶樂生啤酒    

   
圖 8統一企業既有精品咖啡      圖 9創新服務熱壓吐司           圖 10複合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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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複合康是美           圖 12創新服務糖果屋         圖 13複合安永鮮物      

二、龜山 BIG7複合店－廣華門市 

龜山廣華門市，位於龜山區文化三路與興華五街口（圖 14）；店面面積約 75.3坪。進入廣
華門市後（圖 15），左有每日直送現烤麵包（圖 16）、不可思議咖啡、柏克金生啤酒（圖 17）
與熱壓吐司（圖 18）；右為座位區（圖 19）、博客來專區（圖 20）與無印良品（圖 21）等。如
三沅門市，現有熟食區（圖 22）提供烤地瓜、茶葉蛋等熟食與飲料。龜山店除販售自家精品咖
啡與一般零售商品外，主要創新服務模式為複合柏克金生啤酒、博客來與無印良品等三大品牌。

此外，也新創「本店限定」現烤吐司。舒適有設計感的座位區，則是提供消費者駐足饗宴不可

或缺的場域。 

   
圖 14龜山廣華門市外觀       圖 15 龜山廣華門市入口      圖 16本店限定現烤吐司    

   
圖 17複合柏克金生啤酒       圖 18創新服務熱壓吐司       圖 19有設計感的座位區    

   
圖 20複合博客來            圖 21複合無印良品           圖 22傳統現有熟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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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BIG7的區位選址特性 

由表 4可知，楊梅區與龜山區的人口總數皆未超過 20萬人，介於 16.3萬至 17.5萬間，這
個人口總數，雖遠不及桃園區與中壢區超過 40 萬人，也不似平鎮區與八德區超過 20 萬人。但
此區人口分齡結構，卻與桃園、中壢、平鎮及八德十分相似：0-14 歲者約為 14%-15%；15-64
歲者約為 72%-73%；65歲以上者約為 12%。這種分齡結構顯示，楊梅與龜山兩區，15-64歲者
均超過 7 成，且 0-14 歲者較 65 歲以上族群多；亦即，相對年輕的行政區。其家庭生活、親子
需求與一般都會型 7-ELEVEN街邊店大不相同。因此，與其在大都會成熟蛋黃區地價昂貴處，
冒然推展嘗試，倒不如選取新興有潛力的楊梅與龜山新社區，進行測試，並收集消費者回饋意

見，作為創新營運模式的調整依據。 

二、BIG7與實價登錄 

由表 5可知，楊梅為明顯的蛋白區，龜山為潛力蛋黃區，而桃園藝文特區則為相對穩定之
蛋黃區。7 年前，在倪晶瑋、林政豪（2013）的研究中，已指出 7-ELEVEN 嘗試各種展店新類
型。但聯名品牌與複合店模式，卻在當時仍未見。BIG7店型，面積較傳統街邊型小 7店，面積
大許多。傳統小 7店約 20坪/店，楊梅 BIG7為 92坪，龜山店則為 75.3坪。BIG7面積約為傳統
小 7的 3.5-4.0倍。因此，由風險管理角度觀之，選擇人口密度約 2,000人/km2，家庭、親子需

求強的行政區做為測試點，才可降低失敗風險。 

表 5楊梅區、龜山區與藝文特區中區間單價/總價表 

 中區間面積（坪） 中區間單價（萬元） 中區間總價（萬元） 

楊梅區 33.57-47.72 11.44~14.00 420~621.25 

龜山區 30.91-41.75 22.96~29.50 770~1131.56 

桃園區藝文特區 31.33-52.43 16.9~26.05 525~1343.76 

三、三沅門市與廣華門市的創新服務模式 

由田野調查結果可知，楊梅門市除傳統小 7項目外，其創新服務模式為善用聯名品牌與品牌
複合，如複合三寶樂生啤酒、博客來、康是美與安永鮮物等四大品牌。而龜山門市亦是如此：複

合柏克金生啤酒、博客來、無印良品等品牌，與推出「本店限定」現烤與熱壓吐司等客製化服務。

配合這些創新經營模式，新穎、有設計感的享受體驗座位區應運而生。也因此形成大面積、體驗

店型的需求，BIG7因而誕生。 

伍、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結論 

由第肆章的三點討論結果可知，統一企業 10年來持續探索 7-ELEVEN與時代演變的依存
關係。大都會寸土寸金的蛋黃區，與生活步調較慢、鬆的蛋白區，消費族群需求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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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7-ELEVEN走入社區的同時，也必須相對應地調整店型、面積、供應產品與服務內容。
BIG7的創新服務模式，不僅解決「供與需」的問題，也提供了「享」的體驗。然而，創新也代
表風險的挑戰。因此，在選址必須納入風險管理之觀念。選擇人口密度約 2,000人/km2，且分齡

結構與大都會相仿的楊梅與龜山兩區進行測試，可降低測試風險。 

二、後續研究建議 
由本研究可知，統一企業於人口多且密度高的桃園與中壢兩區，皆未設 BIG7，但卻設在楊

梅與龜山兩區的原因，乃因與需求及消費族群結構有關。依目前結果，本研究推測蘆竹區為桃

園市下一間 BIG7的潛力區。日後擬訪談統一企業相關人士，以交互印證，並做成綜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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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1998 國際策展人會議》在臺灣召開時，首次把「策展人」、「國際策展人」的觀念與專

業帶進臺灣。隨著時代演變，藝術創作者每年大量的投入市場，但要如何被看見？創作能否帶

來實質收益？都是值得關注探討的議題。實證探討策展型態的變化及特色，瞭解當代策展的趨

勢，歸納出以下結論: 鉅觀的策展有時代的需求及經濟的規模，而微型的策展更是藝術家結合數

位時代的優勢，也是行銷的必要手段。結合數位網絡優勢，透過網路媒體增加曝光度與行銷機

會，善用社群媒體經營，將作品數位化，創作過程故事化，打造藝術家品牌形象，藝術行銷將更

有前景，則是策展的趨勢。 

關鍵字：策展、微型策展、藝術行銷 

Abstract 

When the "1998 International Curator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aiwan, the concepts and expertise 
of "curators" and "international curators" were brought to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s the times have 
evolved, art creators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market every year, but how can they be seen？ Can 

creation bring real benefits? are topics worthy of attention.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ratorial styles,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curatorial trends, and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Macro curation has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the scale of the economy, and 
micro-curation is an artist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digital age and marketing Necessary means.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networks to increase exposure and market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online media is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curation. Making good use of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digitizing works, creating stories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creating an artist's brand image, and art 
marketing will have more prospects. 

Keywords: Curation, Micro curation, Ar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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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北故宮(2017)「綻放藝夏─2017 故宮青少年主題月」進行了四場「藝拍即合微策展」課

程，強調文物的故事，由你來講！學員們透過主動觀察、攝影記錄以及文字敘事，以個別的取

景與書寫，或是主題的編織與串聯，使靜態的故宮文物，以簡報影像策展方式，再現文物新的

視野與意義。同樣 2017 暑假，日本微型之神田中達也「微型展－田中達也的奇幻世界」帶著

滿滿微型攝影作品與實體模型，首度來臺，一時之間，何謂「微策展」？甚麼是「微型展」？

兩者異同為何？如何定義？引發研究者探討之動機。 

    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2019)提出「藝術工作者勞動情況調查」報告，由 12 個藝文團

體協力，費時半年蒐集 1,525 份藝術從業人員填答的工作現況調查問卷，強調目前藝術工作者

困境為：工作過量，低收入、高工時、缺乏保障等困境。陳晞(2019)則強調年輕藝術家在畫廊

合作藝術家的比例平均約佔 15%左右，為數約 350 到 400 位。其中 20 至 40 歲的臺灣年輕藝術

家，若從藝術類聯招登記入學人數 2000 年 1,561 位，到 2018 年學測指考藝術類科系錄取人數

約 1,100 位，累計藝術學習者與創作者中脫穎而出估算，大約占 2%。這就是藝術創作類系所學

生在畢業後，於藝術市場中被賦予年輕藝術家身分的概略比重。由此可見，藝術創作者要如何

被看見？創作能否帶來實質的收益？都是值得關注探討的議題。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上所述，隨著時代演變，展覽的型態也日趨多元，但是，只能有鉅型展覽嗎？微型規模是

否能成為策展型態？我們如何看待微型策展？故此，探討「微策展」的意義及定義為何？如何

以微型展覽型態來行銷藝術作品的感動與特色。藉本研究探討「微型策展」行銷藝術的可能

性，讓藝術家透過微型策展來行銷藝術作品，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貳、文獻探討 

    鄭慧華(2008) 強調：首次將「策展人」、「國際策展人」這樣的觀念與專業帶進臺灣策展概

念的是「1998 年國際策展人會議」。科技進步與時代的變化，讓早期攤販市集發展成現代多元化

的展覽型態，古埃及時期開始，商人經常於不同地點聚集，形成「市集」從事交易農產品及生活

用品，而後定期定點的舉行才漸漸演變成現在「展覽」的雛形(姚晤毅，2017)。在工業革命後，

出現買賣與銷售的管道，增加了工業機械與原物料的交易，進而影響展覽的多樣性。文策學院

(2018)認為:「策展」的獨特性；在於資訊被有系統地整理呈現過，並且在時代性的角度予以新的

觀點。精心策劃的策展，就像一場心靈的洗禮，當我們走出展場，也彷彿得到了些新的體悟。 

一、「策展」趨勢探討 

「策展」的原始型態，可以追溯到古代農耕狩獵社會，人們為慶賀豐收及宗教慶典、民俗

節慶與特定需求，會展開相關活動，形成市集，漸而發展成為定期、有固定場所、以物品交換為

目的的生活或展示叫賣的集會。演進到近代傳統博物館、藝術館及主題展覽及商展活動，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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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散發展成現代的商場、古蹟、工廠、文創園區、戶外空間、甚至街頭一隅，店內角落都可以成

為展示作品及個人創作發想的舞台。甚至隨著網路科技的進展，劉奕成(2012)佐佐木俊尚

(Toshinao SASAKI) 《CURATION 策展的時代：「串聯」的資訊革命已經開始！》序言提出當代

策展的新思維: 人人策展、人人是伯樂─揭開數位策展時代的序幕。李如菁(2016)《策展的 50 個

關鍵》書中更強調：參觀各式各樣的「類博物館展示」已成全民運動。 

 

 

 

 

 
圖 1 策展的形成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姚晤毅(2017)展覽行銷與管理實務。 

二、「微型策展」探討 

何謂「微型策展」？「微」在《老子》書中有專門的定義：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意思是：

用看的不一定會顯現；猶如陰天，雖感知太陽的光明，卻未見顯現。這種現象，稱之為【微】。

故《禮記˙學記》「微而臧」。意即藏匿，隱蔽。《荀子˙議兵》「諸侯有能微妙以節」。其「微」

則意精深；奥妙(康熙字典)。由此可知「微」可以是細、小、少或精妙，亦是微小、細微、微觀

或精微(古今文字集成，2020)。百度百科(2020)中，「微型」是形容比同類東西小的或短的，或體

積篇幅遠比同類東西小的。因此，「微策展」可以解釋為，以小的型態呈現或是觀點較微明的展

覽。如圖 2、圖 3、圖 4 所示:臺北故宮「綻放藝夏─2017 故宮青少年藝拍即合微策展」，參加課

程的學員們也許並不具備出色的攝影或剪輯技巧，但從他們單純清澈的素人觀看角度出發，連

結自身的生活經驗與文化背景，發現文物、尋找亮點，以簡報形式，分齡分組進行影像策展專

案。讓我們知道，在孩子們的眼中，故宮的文物充滿了無限可能性與生命力；而文物與文物之

間，更隱藏了許多可連結或發想的繆思與創意(臺北故宮官網，2020)。 

   

    圖 2 是花瓶還是時鐘         圖 3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圖 4 誤闖文物大冒險 
資料來源: https://theme.npm.edu.tw/microcuration/ 

古埃及時期 中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二十世紀末 

二十一世紀初 

商人形成「市集」 

，從事交易活動 

羅馬人最早對 

「市集」制定法規 

開始出現主題式展覽， 

因應不同場合舉辦各式展覽 

 

亞洲新興市場興起 

，扮演展覽貿易先鋒 

工業革命時期 

至二十世紀中 

出現買賣與銷售管道， 

進而影響展覽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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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鉅型策展」與「微型策展」 

相對於「微型」即有所謂的「鉅型」，在社會研究方法裡，鉅觀理論(macrotheory)是一種目

的在理解制度、整體社會及社會之間互動的「巨觀圖像」（big picture）的理論。微觀理論

(microtheory)則是一種目的在瞭解社會生活中個人及其互動層次的理論(林佳瑩，2019)。從字面

上瞭解，鉅觀是指『巨大』，因此，鉅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y）以研究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研究大規模社會現象。微觀社會學則將焦點放在個人或小團體的社會活動。微觀理論分析處理

一小部分的時間、空間和少數的人。所使用的概念通常不會太抽象(張海平，2019)。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是介於教育學與社會學之間的一門學科，綜觀當前教育社會學的研究，

大致上可分為兩種理論導向，即「鉅觀教育社會學」與「微觀教育社會學」兩派。鉅觀教育社會

學在理論的應用上是研究教育政策的社會學分析，微觀的教育社會學則討論教育問題的社會學

分析(陳嘉陽，2014)。由此可見，以社會研究而言，鉅觀與微觀，就猶如「量化」與「質性」，一

般認為量化是描述社會現象是如何普及的，質性則提供社會生活較深入的探索。其實，兩者之

間並無絕對的分野，只要肯用心，鉅觀也可以在微觀中得見，微觀也可以在鉅觀中感知。 

所以，延伸至社會學及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在策展的理論上，「鉅型策展」可以定義是一種

處理大規模、大地域、跨國際、社會與社會、社會與制度、社會與人…這種大意象展覽；「微策

展」則是指:地點受限、作品數量有限、作品有前導研究的實驗性質、創作內涵關注的是個人生

活議題…等。以 Tatsuya Tanaka「田中達也的奇幻世界」為例來探討，他雖是日本微型之神，但，

其創作的「微型創作」是精緻、小巧的物件，但其展示的規模是「鉅型策展」，如下圖: 

   
圖 5 Invisible Voyage            圖 6 Screen Screa                圖 7 Instafood 

資料出處: https://www.facebook.com/tatsuyatanaka 

Tatsuya Tanaka 善於網路社群行銷，運用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的社群分享創作過程，感受

作品完成的感動。圖 5「隱形航行」運用醫用口罩化為海洋，孤舟航向何方，讓 2020 新冠肺炎

（COVID-19）的肆虐，疫情影響全球的經濟、醫療、教育、社會人際…，人們的無奈盡在作品

中呈現。圖 6「螢幕尖叫」反映手機世代，網路生活，圖 7「餐飲手機」以這個世代的日常餐飲，

盡在社群網路上。這些微型創作，充分反映了這個時代，這個世代，這個社會的當代議題及值

得省思的日常樣貌。所以，微型創作經由「鉅型策展」的思維，也可以成為深受大眾歡迎的跨國

大展。作品的內容會說話，內涵才是決定鉅、微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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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微型策展之行銷藝術」，以「文獻分析」瞭解展覽源起於市集，而後因應時代

轉變出現不同類型的展覽，當代網路盛行，5G 物聯，讓「藝術行銷」有了更多樣的舞台，行銷

藝術的管道也有了更多元的思維。經由思辨「微策展」的意義及定義，釐清策展的主軸在內涵。

藝術如何行銷？藝術創作者如何被看到？本研究針對不同型態的展覽加以分析討論，以實證研

究歸結出結論與建議。 

一、藝術行銷與策展 

藝術是什麼？藝術可以是文化領域、文化價值，也可以是藝術家的自我表現或創作，又或

是藝術品(藝術梧桐會，2016)。許多藝術家並非大眾熟知，相對的大眾也無從去欣賞他的藝術創

作。在這樣的情況下，當藝術家想透過創作分享來表達生命的熱情與態度，又必須顧及生活時，

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就需要（策展人）透過策展來行銷藝術創作。如何行銷與策展？藝術家的

作品如何被看見？藝術是創作者追尋的，也是與觀者溝通的橋梁，因此藝術行銷主要是拉近作

者與觀者間的距離，使大眾文化和藝術相輔相成(NTUIBCAMP，2013)。 

「市集」、「墟市」，早期是位於鄉村地區的週期性商品交易地點，在中國北方通常叫「集」，

在南方叫「墟」。商販、居民趕往市集交易，中國北方稱為「趕集」，南方則稱為「趁墟」(維基

百科，2020)。王怡穎(2004) 聚焦於倫敦的幾個著名的流行市集（fashion market），訪談 16 位在東

倫敦區 Spitalfields’s Market 和 UP Market 中活動的設計藝術工作者，深入了解進駐所形成之

獨特城市街角文化市集，並以圖像展示創作了《創意市集》繪本；也創造了「創意市集」一詞。 

創意市集（fashion market）意指一種專門售賣賦有創意，時尚，原創，非量產並有商業價值

貨品的集市，多以攤位的形式呈現(維基百科，2017)。「創意市集」雖然是近年才有的詞彙，但

其形成卻早已在世界各地發展。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伊斯坦堡大市集（Grand Bazaar, Istanbul），
距今已有近 500 年歷史，如圖所示販售著香料、珠寶、銅器及地毯等商品。而此大型室內市集，

涵蓋 58 條街道，將近有 4000 多間商鋪，每天帶來二十五萬以上的人潮，成為旅客必訪且漫走

其間尋奇探寶的景點，提升了當地的經濟與觀光產值。藝術家錯落其間，就像是各種不同主題

的展覽，吸引各式群眾前來踏訪(許傑，2018)。 

  
圖 8 琉璃燈具                             圖 9 手作器皿 

資料來源：https://kknews.cc/zh-tw/news/2eq9vp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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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型態的展覽可以吸引各式群眾，而主題式展覽卻能聚集有共同識趣的人。「聖科達海濱

市集」是世界五大特色市集之一，也是獨一無二的藝術集市，聚集超過 130 多位的藝術家在此

展示攝影、塗鴉、手工與創作等藝術作品(福建電視台旅遊頻道，2018)。另外，歐洲最古老的聖

誕市集「史特拉斯堡聖誕市集」，自西元 1570 年開始。於每年 12 月以聖誕節主題設置超過 300
多個木屋攤位，販售各種聖誕禮物 (NationParis，2018)。 

市集透過大型規模的主題或種類來吸引人潮與經濟，是生活中無處不有且意謂興盛的發展。

在今日的展覽或博覽會也都能看見，但因應時代的改變卻也有不同於大型展覽的「微型策展」

開始出現。如圖 14 圖 15，花言覓語 cafe'(2020)張志輝攝影展講座「胸無成竹/靈·靜山水」，針對

少量的群眾舉辦小型展覽，每場定額 10 位來分享創作歷程及作品，從中與觀者近距離的互動及

深度對談，讓觀者能真正感受所謂的藝術。 

  
圖 14 張志輝攝影展講座                    圖 15 張志輝攝影展講座 

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flowerwhispercafe/posts/185015813026910 

  
圖 10 聖科達海濱市集                      圖 11 藝術家現場作畫 

資料來源：https://kknews.cc/travel/zg296v3.html 

  
         圖 12 史特拉斯堡聖誕市集                 圖 13 史特拉斯堡聖誕市集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Y6dRzD                 https://reurl.cc/3L3p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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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也有不同形式的小型展，「富邦藝旅台北大安」將舊宿舍翻轉為飯店，內部的每個角

落充滿藝術與故事，如圖 16 作者林建榮的藝術作品-可愛燈泡人《寞寞》入駐飯店，意謂著讓藝

品走入旅人生活 (kenalice0110，2020)。故此，小型展不僅與觀者有近距離的機會，還能走入生

活，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透過策展行銷藝術，不但是讓觀眾了解創作理念，更是拉近與作

者的距離，使藝術走入生活。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法國分會在 2008 年為慶祝成立 35 周年並

且推廣瀕臨絕種動物保育的觀念，特別邀請法國藝術家 Paulo Grangeon 創作貓熊造型的裝置藝

術作品。如圖 17 臺北市首度展出的「1600 貓熊世界旅 — 台北」，快閃全臺巡迴，且融入外島，

以熊貓可愛的外型來行銷藝術並藉以呼籲保育議題，而展覽結束後，全數義賣作為保育經費(陳
俊佑，2015)。 

  
圖 16 可愛燈泡人《寞寞》                   圖 17 貓熊在澎湖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e83aGb           https://www.facebook.com/PandasTaipei/ 

佐佐木俊尚(2012)強調:當按讚、打卡就是一種策展時，就代表著我們走入新的策展時代。因

此，新的策展來臨，也會有不同的展覽形式出現，從大型規模漸漸轉變成微型模式，達到現代

需求並透過「展覽」與大眾溝通，提供新的指引。而透過接觸藝術活動或欣賞藝術作品，能喚醒

人們與自然共生共榮、友善環境的意識(陳宛妤，2018)。 

肆、結論與建議 

時代的轉變，許多展覽型態因應需求有所不同，從早期市集到現代大型展覽，再到當代多

元策展模式，綜觀上述實證個案探討，研究發現：鉅觀的策展有時代的需求及經濟的規模，而

微型的策展是藝術家結合數位時代的優勢，也是行銷的必要手段。 

針對藝術創作者的需求及條件，策展可以選擇不同策展規模，針對特定族群策劃「微型」

展覽。尤其今年疫情影響，以「微型策展」行銷藝術，不但能避免人群聚集，更能讓藝術家定期

展示少量作品，讓觀者針對作品深入賞析。另外，結合數位時代優勢，透過網路媒體增加曝光

度與行銷機會，是當代策展的趨勢。無論是社群媒體的經營與運用，如 youtube 的曝光，衝點閱

率、黏著率，甚至進而親自上陣成為 youtuber 行銷創作理念及作品，或是 Facebook、Line 及

Instagram、plurk、Twitter、Google+ 與網頁的經營，都是不可或缺的長尾行銷理論。將作品數位

化，創作過程故事化，打造品牌形象，藝術行銷將更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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