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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 10

交大 應用藝術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通所

Dr. 莊雅量

本週課程大綱

• 課程回顧

• Usability，跟你也是有關係喔！

• ContextMapping
• 本週作業

• 下週進度

課程回顧

• 使用者研究？

要是從使用者獲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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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differentapple.blogspot.tw/2012/08/blog-post.html 

User Study 常見的相關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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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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bility 與 Human Factor (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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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apple.com/iphon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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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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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與UX 的差異

UI ↑

U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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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 1：Experience in Products & Service

1. Perception: 感官知覺

2. Cognition: 理性認知

3. Memory: 回憶（自己或他人）

4. Emotion: 情感（正面或負面）

5. Physiology: 生理學，例如亢奮時腎上腺素會上升

6. Behaviour: 行為

7. Expectation: 期望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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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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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在一個與產品或系統相關
脈絡中的整體經驗，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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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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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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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用創意來解決問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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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Team Home Work：

• 確立研究問題/擬定訪談大綱

• 進行使用者訪談

• 搜尋相關文獻、或請教專家，瞭解
是否有更重要的問題遺漏了。

• 選定調查方法，擬定資料收集的
計畫。

• 收集資料。

• 分析並歸納結果。

• 擬定Persona。
• 提出產品＆服務的企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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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with the Us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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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uW-E496FXg

About UX: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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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萊德 Oright

• 創辦人葛望平從小家境不好，松山工農畢業後，從洗髮精
產品業務員做起，在全台髮廊打滾超過20年，直到2002
年成立公司，代理國外髮妝產品。

• 沒想到父母突然得了腎臟病和癌症，相繼在半年內過世，

他懷疑病因跟環境荷爾蒙有關，再加上自己是過敏體質，
於是他從消費者的角度思考：

「有沒有可能做出百分之百無化學污染成分，保證對人
體無害的洗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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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趙荻瑗（2012，11月1日）。歐萊德：無毒髮妝最健康！數位時代, No.222, pp. 70-71。

歐萊德 Oright

• 不只產品原料要無毒，就連瓶罐、紙盒、說明書等包裝材
料，通通都要綠到底。

• 葛望平隨手拿起一罐綠茶洗髮精談起，瓶身是採用廢棄
蔬果和植物萃取澱粉製成，一年內就會自然分解為堆肥。
而且瓶罐底下設計一個凹槽，裡頭藏著一顆原生樹種子，
「把瓶子埋在土裡，還會長出一顆相思樹」。

• 為了讓消費者體驗的過程，跟歐萊德的品牌形象完全一
致，葛望平連小小的瓶蓋也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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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趙荻瑗（2012，11月1日）。歐萊德：無毒髮妝最健康！數位時代, No.222, pp. 70-71。

歐萊德 Oright

• 由於市面上的美妝品多採用電鍍瓶蓋，製程會排放廢水
污染，他特別到南投竹山找了一間竹藝工廠，請老師傅
們親手打造竹製瓶蓋。

• 「我們的瓶蓋能不能出貨，還要看老師傅們同不同意」。
他笑著說，儘管耗時、費工、成本高，但是他仍願意投入，
就是要端出令人感動的綠色商品。

• 「因為沒有獨特性的產品，就不會被消費者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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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趙荻瑗（2012，11月1日）。歐萊德：無毒髮妝最健康！數位時代, No.222, pp. 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