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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2 使用者研究
Research & Design on User Experience

Week 04

交大 應用藝術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通所

Dr. 莊雅量

個人作業＃1：Good v.s. Bad Experience

1. 請列舉出曾經（或將會）讓你（或你的朋友）產生好、不好
經驗的產品或服務設計。

2. 挑選出 好、 差的案例。

3. 以Norman所提之Three levels of processing為架構，分
析其為什麼能夠讓您（或您的朋友）產生 好、 差的經
驗，並歸納出能讓其經驗更好的idea（增進、改良）。

• 繳交方式：請製作成一張圖檔（Jpg或Png格式，建議大小：
1920*1280 px, 150dpi），將檔案上傳到：
http://5802.tumblr.com/

• 截止時間：10/12（五）中午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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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 13 in Westerink, J., Ouwerkerk, M., Overbeek, J. M. T., & Pasveer, W. F. (Eds.) (2008). Probing experience: From assessment of user 
emotions and behaviour to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Chap. 2：Inquiring about People’s Aff. J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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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deas on What User Experience Entails

Norman distinguishes three levels of processing:
• Visceral Level: address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a 

product, how it feels to the touch, its first impression.
• Behavioural Level: address the product’s utility, 

us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t i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the product.

• Reflective Level: involves conscious 
conside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past experiences. It’ll weight
appearance and performance, and 
then considering how it matches with 
ones image, how it makes one look.

感情

感受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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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Project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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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就是解決問題

• 設計是什麼?把問題弄清楚，設法予以解決而已。(p. 72)
• 設計要自弄清楚問題開始。 (p. 74)
• 設計式思考一定要從「想做什麼?」開始。藝術家可以天馬

行空的從事創意思考，設計者必須有所為而為。因此一個
頭腦清楚的設計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p. 84)

• 在設計型思考中，一旦決定了目標，就要對整個問題加
以了解，以便尋找解決之道。為什麼要設計呢?因為我們
在某方面產生了問題，要想辦法解決，所以才需要設計的

作業，以解決問題，所以設計的目標與充分的理解問題是
同一回事，了解問題的所在，就是目標之所在，如同打靶
時的靶面一樣。(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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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型思考 (pp. 34-35)

• 就是普遍的以創意來解決問題的辦法。

• 設計式思考並沒有什麼神秘可言，只是把一般人認為屬
於無法掌握的天才的創意，改為系統性的思考，以解決
問題為核心目標。

• 藝術家的思考是無事找事，所以要強調叛逆，但在應用
藝術的創新上，通常是先有了事，要我們用才智去解決。

• 生活的改善、文明的進步都是在把問題化解，使一切順

適而已。如果這樣看設計，設計就是出點子，在我們人生
中隨處都需要動腦筋，因此人人都需要有設計的頭腦，只
是我們把用在物品的設計上的這份頭腦當成設計的典型
，把它的過程加以分析，作為模式來傳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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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就是解決問題

• 設計式思考的起點是改善現況，丟開過去，所以先要找
過去的碴兒，也就是對現況不滿。

• 沒有問題就談不上解決問題，所以先要能解決問題，覺
得現況有所缺憾。習於設計型思考的人必須非常敏感就
是這個緣故。(p. 36)

• 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掌握了問題的核心，先把它琢磨
透了，再找解決之道。(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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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就是解決問題，但人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 尋求問題解決之道先要有周密的思考，不能旁生枝節。
(p. 44)

• 人間的問題都是諸多牽連的。單純的解除某一問題並不
難，可是容易招致新的問題，而新問題有時候比老問題還
要難解決。

• 舉例來說吧!一個人肚子餓了要怎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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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就是解決問題，但人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 答案是吃飯。

• 有飯吃還會成為一個問題嗎?因此就有很多假設的情況。

• 其中一個情況是沒有東西吃。為什麼沒有東西吃呢?又有
很多假設的情況，其中一個是沒有錢。對於一個貧窮的人
怎麼解決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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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就是解決問題，但人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 說到這裡就可知道看似簡單的問題，實際上是很複雜的

。如果餓了用吃飯來解決，沒錢的人只要進食堂就可解決
了，但他吃過之後豈非產生一更困難的問題?誰去替他付
錢?還是他準備坐牢或伺機溜掉?這樣所造成的問題可能
遠超過他肚子餓的這件事。

• 可見尋求問題解決之道先要有周密的思考，不能旁生枝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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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計畫 (pp. 41-50)

• 設計是創造性的行為，而計畫是有系統的做事方法，這
兩種行動是相輔相成的。一個習價於設計型思考的人，必
然精於計畫，因為在他看來，計畫是進行設計的前置作業
。好的設計都有完善的計畫為基礎。

• 計畫與設計原是一體的，以計畫為手段，達到設計的目
的。為什麼「都更」會受到業界的質疑呢?是因為沒有完整
的計畫架構，因此設計與計畫在執行上未能融為一體的
緣故。他們還是把設計當成美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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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計畫 (pp. 41-50)

• 計畫與設計有一個共同的起點，那就是並非無的放矢，
要自「為什麼」開始。為什麼要做動計畫機制?因為要解除
這個疑問，設計在計畫程序中佔有樞紐的地位，它的目的
是動用創意來打消問題，也就是解決問題。

• 計畫與設計的配合是不容易的。面對「為什麼」?需要很深
入的思考，認真的掌握住問題的核心。

• 如果認真的希望成事，就必須把計畫的架構弄清楚。把
創造力發揮在節骨眼上。所以完整的設計方法是計畫得
很周全的，把問題的周遭都掌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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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計畫的四大步驟 (pp. 46-50)

第一步，台北太醜陋了。這是找碴兒。

• 喜歡做事的人就是喜歡找碴兒的人。做一個設計家
或計畫家都要有找麻煩的個性。

第二步，想想看為什麼會這麼醜呢?這是深思。

第三步，想個辦法吧!這是創造的思維。

第四步，這個法子行得通嗎?這是功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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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要有評估的觀念 (pp. 106-107)

• 設計式思考的一個重要關節是有評估的觀念在心裡。為
什麼說「在心裡」?因為既然是思考，表示還沒有實現。「評
估」這一步，是一切完成之後才做的事，沒有實現當然無

法評估。可是這不能當作藉口。在設計的過程中，在你心
裡永遠有一個評估的標準，隨時拿出來比對，才能把設
計做好。這是設計的特色，也是一般人應該學習的。

• 在建築這一行中，其專業成熟的程度，除了設計的能力外
，一定要有自圖面上做初步評估的能力。這是一種空間

的想像力，是一種特殊的才能，我們通常把它稱為立體思
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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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必須有準則 (p. 110)

• 評估不是簡單的事。評估必須有準則，也就是判斷正誤
的標準，沒有這一套標準是無法評估的。我們前面說過，

建築師在設計的過程中可以不斷的進行評估，隨時判斷
是否合乎原定的標準。他可以這樣做的原因是他胸中有
一把尺，知道何為對，何為錯。所以他用立體圖也好，用
模型也好，都是把當時的構想與標準相比對，看是否可以
滿意。如果他胸中沒有這把足，做模型有何用?

• 比較複雜的事務，在達到目標的途徑上，為求安全的解決
問題，必須先建立很清楚的準則。有時候必須經過相當
科學的研究，才能掌握評估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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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方法 （p. 113）

• 提倡設計式思維的原因之一就是主張凡事都要考慮成效
評估方法。如果一家汽車製造廠不知如何測試它的成品
的性能，能在市場上混得下去嗎?做任何事，要成事，先
要有成效檢視的方法。

• 開小館子能否成功?其評估是大家的味蕾。為什麼辦學校
，成效常繫於學生升學的比例呢?因為這是 容易的成效
評估法。只是開館子確實以滿足味蕾為主要目的，辦教育
的主要目的卻並非應付聯考。美國的大學入學重視老師
的介紹信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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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型思考 (pp. 34-35)

• 藝術家的思考是無事找事，所以要強調叛逆，但在應用
藝術的創新上，通常是先有了事，要我們用才智去解決。

• 生活的改善、文明的進步都是在把問題化解，使一切順

適而已。如果這樣看設計，設計就是出點子，在我們人生
中隨處都需要動腦筋，因此人人都需要有設計的頭腦，只
是我們把用在物品的設計上的這份頭腦當成設計的典型
，把它的過程加以分析，作為模式來傳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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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創意與科技創意在心理的過程中是相同的，卻因為
動機的差異使之可以截然劃分。這兩者雖在 終目的上
都是為了促進生活的改善，但「文化創意」志在提升精神
生活的滿足，是感覺(Feeling)立基的，而「科技創意」志在
提升產品的效能，是技術(Technology)立基的。(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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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的基礎
是愉快的感覺，而
科技創意的基礎
則在於知識。這就
是科技界把今天
經濟形態稱為
知識經濟的原因。

• 純藝術的創意，創造出來就完成了，它的價值自有專業

來評定；對一般大眾而言，它是高高在上的。只要藝術界
、藝評界與美術館或表演廳，三位一體，不斷鼓勵新藝術
的出現，就達到藝術蓬勃發展的目的。然而對文化創意產
業而言，這是完全不夠的。(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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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產業，就不是藝術界自己的事，而是與大眾生活、
生產、銷售相關的事。那是必須經由企業的大力參與，然
後又為群眾所接受的專業，因此與一般生產專業與商業

密切關聯。創造者不能有象牙塔的觀念，反而胸中必須
有群眾，也就是產品的消費者。(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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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於科技產業，可以知道文創產業的創意在於感官生

活的改善，以能感動人的新式樣的創造為主。在現時代
中，知識產業是文明的本體，文創產業是文明的外衣，兩

者缺一不可。表面上看起來，兩者都要經過設計思考的
過程，但科技的創意是在科技界的專業領城內進行的，它

基本上是一種研發的過程，思考方式是垂直的、推理的。
而在文創界，創造是亂槍打鳥，並沒有專業的範疇。它需
要一個完整的設計過程，才能結合各種資源， 終達到商
品化的目的。(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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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天生的設計師 (pp.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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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yukuku.files.wordpress.com/2011/01/200812993539135_2.jpg

中國人是天生的設計師 (pp. 52-60)

中國人是 喜歡動腦筋的民族，也就是 有創造傾向的民族。
那麼這種才能是怎樣的文化背景培養出來的呢?
• 第一，在我國正統的思想中鼓勵創新的觀念。

古人說：「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求新求變，是自古以來
的生命價值。所以像今天流行的字眼，如「革命」、「維新」都是
周代就有的觀念。

• 第二，雙面人格的文化，有助於靈活的思考。
在正統的儒家之外，也可以容忍各家學說，甚至可以接受跡
近迷信的長生不老之術。

• 第三，現實主義的生活觀，促使行為的自由化。
我國早在戰國時代就已逐漸形成商賈文他與封建社會並存。
這是利用聰明才智，而非血統就可以在社會上得到認可並尊
重的一條途徑。要在經營上發財，必須用 靈活的頭腦， 具
創意的方法才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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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天生的設計師 (pp. 52-60)

• 在唐僧取經的過程中，他除了確定目標，不顧生死的勇往
直前之外，沒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一路上遭遇的阻

力都很致命，都要靠聰明又能幹的孫悟空來破除層層危
難，讓他可以走上取經之路。

• 唐僧的行為，勇往直前，是典型的直線思考的模式。

• 而刁鑽古怪的孫猴子，則是橫向思考的典型。他們腳步

向前走，眼睛卻是東張西望，察覺前景的危險，尋找 安
全、快速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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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天生的設計師 (pp. 52-60)

• 設計思維中創造性活動是為了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也
就是我們所說的動腦筋。動腦筋的第一步就是放棄習慣

的老辦法，找到更有利的新辦法。這時候的動作是觀察
並掌握到環境的條件，也就是要左顧右盼。

• 創造性的行為一開始就是把不相干的事物扯在一起，使
它發生關係，產生意義，並達到目的。由於這種扯連的思

考方法，在人類的文明中，就會演而為想像力的大解放，
因而與造型與美觀連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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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就是動腦筋、出點子

• 訓練設計思維的辦法之一是先關閉一切負面的判斷，向
樂觀的方向想，盡量「異想天開」把可能的點子想出來，先
不要想「這個不可能」、「那個不可行」。等把點子都想出來
，列了一大堆，再去判斷其可行與否。(p. 118)

• The best way to get a good idea is to 
get a Lot of ideas.

—— LINUS PAULING

27

Cited from Tom Kelley （2001）, The Art of Innovation

Brainstorming 的操作心法

1. Ideas 越多越好，越狂野越能激發有趣的概念

2. 打開心胸，不要被先入為主的想法受限

3. 不要在過程中評判他人的想法

4. 要能夠從別人的idea，聯想出其他構想

5. 靈活運用任何可以刺激構想的道具

6. 預先設定好有趣的規則，將可以讓過程進行的
更順利

7. 在開始時先釐清要討論的問題，並時常回顧是
否離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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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storming 的操作心法

1. Ideas 越多越好，越狂野越能激發有趣的概念

2. 打開心胸，不要被先入為主的想法受限

3. 不要在過程中評判他人的想法

4. 要能夠從別人的idea，聯想出其他構想

5. 靈活運用任何可以刺激構想的道具

6. 預先設定好有趣的規則，將可以讓過程進行的
更順利

7. 在開始時先釐清要討論的問題，並時常回顧
是否離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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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運用腦力激盪法，想出一個你們
認為 有創意的隊名。

Brainstorming 的操作心法

1. Ideas 越多越好，越狂野越能激發有趣的概念

2. 打開心胸，不要被先入為主的想法受限

3. 不要在過程中評判他人的想法

4. 要能夠從別人的idea，聯想出其他構想

5. 靈活運用任何可以刺激構想的道具

6. 預先設定好有趣的規則，將可以讓過程進行的
更順利

7. 在開始時先釐清要討論的問題，並時常回顧是
否離題了

小組報告時間

• 隊名：

• 研究主題：

• 所要解決的問題：

• 5W1H：Who, What, Where, When, Why, How

35

設計型人格 (pp. 61-70)

• 依照人類學者的看法，人天生就有設計家的性格。這就
是人類文明會在三、五千年內進步到今天的原因。原始人

從來就有一種本能，遇到問題會動腦筋去尋求解決，一旦
解決就形成記憶，累積在文明之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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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型人格 (pp. 61-70)

• 第一是思想中立。設計人的特質是在一個文他中卻不使
文化侷限自己的思維，自己有偏好，不會以自己的好惡灌
下價值判斷。

• 第二就是知識廣博。胡適之先生對於求學的態度曾告訴
我們「要能廣大要能高」 。

• 第三是跨領域的興趣。設計者不會滿足於自己的專業，
喜歡自相關性牽連到其他專業。這是一種好奇心，也是一
種探索的興趣。

• 第四是胡思亂想。設計者的人格是亂動腦筋。所謂亂筍，
就是不安分、不老實。

37

設計型人格 (pp. 61-70)

• 第五是自我檢討的習慣。凡是固守常規，尊重傳統的人，
大多個性固執。因為照常規行事是不能改變的。可是對於
喜歡動腦筋的人，由於主意多，知道這些主意並沒有絕對
價值，因為都有利有弊，有待利用頭腦作明確的判斷。如

果有了主意就敝叟自珍，捨不得丟棄，那與沒有頭腦毫無
分別，是成不了大事的。

設計式思考的主要性格就是沒有絕對，隨時檢討，如發
現錯誤或不妥，就要改弦更張，不能護短。

所以設計型思考的人格很重要的特色是虛心接受別人的
批評。虛心就是知道世界之大，聰明才智非我所獨有。因
此隨處都可能出現更明智的想法或建議。對於虛心的人
，外來的意見可能是難得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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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就是解決問題

• 設計是什麼?把問題弄清楚，設法予以解決而已。(p. 72)
• 設計要自弄清楚問題開始。 (p. 74)
• 設計式思考一定要從「想做什麼?」開始。藝術家可以天馬

行空的從事創意思考，設計者必須有所為而為。因此一個
頭腦清楚的設計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p. 84)

• 在設計型思考中，一旦決定了目標，就要對整個問題加
以了解，以便尋找解決之道。為什麼要設計呢?因為我們
在某方面產生了問題，要想辦法解決，所以才需要設計的

作業，以解決問題，所以設計的目標與充分的理解問題是
同一回事，了解問題的所在，就是目標之所在，如同打靶
時的靶面一樣。(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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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運用腦力激盪法，
設想出與你們的研究主題有關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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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storming 的操作心法

1. Ideas 越多越好，愈狂野愈能激發有趣的概念

2. 打開心胸，不要被先入為主的想法受限

3. 要能夠從別人的idea，聯想出其他構想

4. 不要在過程中評判他人的想法

5. 靈活運用任何可以刺激構想的道具

6. 預先設定好有趣的規則，將可以讓過程進行的
更順利

7. 在開始時先釐清要討論的問題，並時常回顧是
否離題了

10/9 Team Home Work：

• 找5位目標使用者，運用脈絡
訪查法，蒐集他們的想法、
需求、與經驗。

• 10/16 報告內容：

• 訪查情形與結果摘要整理

• 修正研究問題與焦點

• 調查問題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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