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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ted.com/talks/timothy_prestero_design_for_people_not_aw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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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http://wenku.baidu.com/view/3304c587d4d8d15abe234e08.html

課程導論大綱

• 設計與研究趨勢

• 何謂User eXperience
• 有哪些研究方法

• 課程規劃

• Hom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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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

• 電燈泡是愛迪生最著名的
發明，但他知道，如果沒
有發電和傳輸系統，燈泡
只不過是個新奇的小玩意
，沒有什麼實際用處。所
以他也發明了發電與傳輸
系統。

• 由此可見，愛迪生的天才
在於他能構思出一個完整
發展的市場，而不只是發
明一項器物而已。他會預
先構思人們想要如何使用
他發明的東西，然後根據
這一點來設計研發。

Source: http://sbfonline.com/SubaruAward/edisonforki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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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設計趨勢

• 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如今人們在物質生活上，已達到某種
程度的舒適水準。伴隨著近十年來，數位科技與電子商務的
高度發展，人們的消費活動，已從物品購買層次提升為服務
享受的精神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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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2）：使用者導向的設計思潮

• 日本電子業巨擘SONY的

前任總裁出井伸之，在跨
世紀的組織改造工作中，
提出了使用者導向的企業
方針： 『我們是娛樂服務
業，不是製造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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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3）：設計師的新任務－提供好的使用經驗

• Philips Design的設計總監，
Stefano Marzano ，更進一步

指出：提供人們好的經驗，
將是設計師在21世紀最重
要的任務。
（原文:We need to leave the 
world of black and gray 
boxes and enter a world of 
flowers and butterlies. A 
colorful, dynamic world- the 
sort of world we'd really like 
to live in. A world of 
experience. ）。

趨勢（4）：Apple Computer → Apple.

“we start with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work backwards 
to the technology”

Source: http://www.molecularist.com/2006/08/notes_from_an_i.html

The Biggest Design News in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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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http://phandroid.com/2012/08/24/samsung‐and‐apple‐issue‐statements‐on‐trial‐verdict‐microsoft‐too‐kinda/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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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 designer Chris Stringer:

With the iPhone, the company wanted 
something that would “wow” people, in 
particular because Apple was new to the 
market.

Source: http://allthingsd.com/20120731/apple‐literally‐designs‐its‐products‐around‐a‐kitchen‐table/

Photo Source: http://chinese.engadget.com/2009/06/08/apples-iphone-3g-drops-to-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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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ideo.com/work/

User Study 常見的相關用語

Usability (使用性) and User Model

The design model and the user's model (based on Norman 1986, p.46).

Usability 與
Human
Factor
(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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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photos.northtemple.com/themeasureofman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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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bility 與 Human Factor (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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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apple.com/iphone/design/

UI

• User Interface: 人與產品或系統的溝通介面（Face）。

Source: http://ux.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7174/difference-between-ui-and-ux

UI

• User Interaction:人與產品之間的動作（Action）。
一個好的互動設計中，系統要能

1. Listening: 隨時傾聽/觀察使用者的動作；

2. Thinking: 揣摩他需要什麼；

3. Responsiveness：迅速做出適當的反應。

Ref: http://ux.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7174/difference-between-ui-and-ux

UX

• User Experience: 人在一個與產品或系統相關的脈絡中

的整體經驗，包含感覺、心情、情緒、記憶、印象、期望等
抽象的心理因素。

Source: http://www.ideo.com/work/redefining-self-service-banking-for-b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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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與UX 的差異

• 好的User Interface設計：簡單、好用；讓大部分的人都能
夠正確完成所需的工作。
例如：ATM的操作介面。

• 好的User Interaction設計：會讓人覺得貼心，能有效率地
完成使用者預期的成果。
例如：Google的搜尋系統。

• 好的User Experience設計: 會讓人有會心一笑的滿足感，
並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如：BBVA的Self-Service Banking

UI與UX 的差異

UI ↑

U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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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使用者研究方法。

SAYSAY DODO SAYSAY DODO
24

各方法其實各有其優缺點。

SAYSAY DODO SAYSAY 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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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法其實各有其優缺點。

SAYSAY

DODO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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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使用者經驗的方法

• Participatory Design: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邀請使用者參與
產品創新的發想。從中歸納出潛在的需求；並以情境化的方
式，激盪出有趣的設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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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使用者經驗的方法(2)
• Context Mapping: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邀請使用者參與

產品創新的發想; 藉由提供使用者適當的表達工具，協助設
計師了解消費者的潛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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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使用者經驗的方法(3)
• Context Mapping@NTUST:導入跨領域課程中，請學員們

探索各自的夢想經驗，並與其他不同專長成員們討論彙整
出有趣的點子，完成頗具創意的設計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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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將採用的教科書 Home Work：構思你想要探討的問題

漢寶德：

真正的設計作業，不一定要產生具體的
形狀，不一定有圖樣，其目的是尋找方法
解決一個特定的難題。(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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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漢寶德(2012)。設計型思考。台北市：聯經。

Home Work：構思你想要探討的問題

“we start with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work backwards 
to the technology”

從人們的經驗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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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 
運用豐富的互動設計提升幼兒的感覺統合能力

Example 1: 
運用豐富的互動設計提升幼兒的感覺統合能力

The process of sensory integration (Ayres, 2005, p. 55)

Example 1: 
運用豐富的互動設計提升幼兒的感覺統合能力

Home Work：構思你想要探討的問題

漢寶德：

真正的設計作業，不一定要產生具體的
形狀，不一定有圖樣，其目的是尋找方法
解決一個特定的難題。(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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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漢寶德(2012)。設計型思考。台北市：聯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