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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隨著時代的演進，科技發展的日新月異，資訊發展為人們帶來

許多的便利與生活樂趣。台灣近年來社會經濟蓬勃發展，3C 產業的

持續成長，使得大眾消費性電子產品逐漸普及到不同年齡層，其中

尤以手機的使用最為普遍，隨處可見青少年和高齡者使用新穎的手

機。手機的普及無形中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其附加功能更是豐

富人們的生活樂趣。然而，如此普遍性的產品卻造成了許多不受重

視的使用弱勢族群。由於生理上的退化以及認知上的無法適應，中

高齡使用者在面對功能複雜新穎的手機時，往往會感受到操作上的

困擾與挫折，因而受限於使用基本功能。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以高世安(2004)對於中高齡者與手機互動模式之使用介面研究

中，針對中高齡者手機使用困難做了相當深度的探討，手機都附有

紙本的使用說明或是內建式的功能說明，儘管有這樣的使用說明設

計，操作挫折及困難的情形還是層出不窮。 

設計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使產品更貼近人性，將陌生冰冷的新

穎科技轉換為簡單親和的使用經驗，便利所有使用者。因此身為科

技與使用者的媒介，應以使用者心理為出發點，設計更適合人們使

用的產品與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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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說明的功能，是要傳達設計者對於產品使用所建立的心智

模式，讓使用者能在心中也建立相同的心智模式，以對於產品的使

用上有清楚的概念。然而經過普遍性的觀察發現，大部分（弱勢族

群）使用者很少在觀看使用說明，並且對於其內容無法很輕易的了

解，這樣反而造成使用者和設計者兩者之間，在心智模式上更大的

差異性。因此本研究想以使用說明的相關研究及設計，讓使用者和

設計者兩者的心智模式能更加相符，並且使用者能更快速的了解以

及學習，本研究是以手機使用說明為例，進而做有關手機使用說明

改良的建議。 

手機是目前最大眾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在我們的生活中佔了不

小的地位，帶來了許多生活上的便利性，但是在父母親這一代的使

用族群或是更上一代的使用族群，在手機的使用上往往遇到了許多

問題，而對於其使用說明的內容及架構更是迷惘，無法切確的解決

使用上的困難。手機使用說明本來的用意，是為了讓使用者能在心

中建立起跟設計者相符的手機使用心智模式，而目前所觀察到的狀

況，似乎不是那麼的順利，並且在中高年齡的手機使用族群中，這

種情形更是顯著。所以想以使用者與設計者心智模式的觀點做出

發，以手機使用說明為例，做有關手機使用說明的研究及改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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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問題 

所謂中高齡者，大致指 45 歲到 65 歲之間的人口，其生活型態

總體來說，大多建構在家庭生活與社交生活上，隨著工作壓力的卸

除，生活重心逐漸轉移至親情的慰藉與社交關係的維持（廖哲政，

2002），因此高齡者手機的廣泛使用多為滿足其心理需求。過去有許

多研究，從福祉的角度，將焦點集中在高齡者產品的適用性上，這

些研究改善了手機介面的物理特性與相對應的操作績效（張貝懿，

2001）。但是近來越來越多的研究從心理認知的角度，探討複雜系統

介面的適用性，主要是因為心理認知因素較物理實體因素影響人機

介面更深遠也更廣泛。然而，我們從日常生活當中發現，中高齡者

並未因為這些方便的科技產品而受惠，主要的原因為該族群在操作

上往往遇到許多困難，造成使用上的恐懼感，開始產生對高科技電

子產品排斥的態度，導致惡性循環成為高科技產品下的弱勢族群。

這樣的情形不只出現在高齡者，在中高齡者的身上也屢見不鮮。 

從先前文獻可以看出，關於手機介面的相關研究非常繁多，大

多以人因尺寸與造型語意方面來研究，或是以福祉的角度，將焦點

集中在高齡者產品的使用性上，經由這些相關研究，手機介面的操

作物理特性得到了許多改善。然而近年來產品功能日趨強大，一機

多功也漸漸成為主要趨勢，造成中高齡使用者除了介面操作物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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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不適應外，心理上產生諸多的挫折感與恐懼感。使用說明的目

的在於幫助使用者更了解介面系統的架構與模式，提供操作過程

中，所需要知道的資訊。以目前中高齡者在手機使用上的情形來看，

手機使用說明沒有發揮真正的功用，中高齡者除了操作上出現困難

以外，也鮮少在翻閱使用說明，並且使用說明的內容不見得為使用

者所需要的資訊，往往更大的使用錯誤也是在這個情況下發生。 

本研究的問題是： 

(1) 為什麼現有的使用說明，不能夠幫助中高齡手機使用者正確

的操作手機? 

(2) 何種使用說明的內容與形式，對中高齡者助益最大? 

1.3 研究目標與目的 

國外近年來越來越多從心裡認知的角度，探討複雜的系統介面

的使用性，可窺知認知心理學對於人機介面研究的重要性。人與產

品介面的互動，包含了許多複雜的認知行為，認知心理學家

Norman(1988)用心智模式的觀點，解釋人機互動時的心理運作及挫

折。近來產品設計中，倡導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原則，心智模

式概念漸漸被大家廣泛討論及研究。而目前國內有關手機介面及使

用說明的研究，鮮少以 Norman(1983)心智模式的角度做討論，研究

樣本以中高齡者的議題更為少見。先前的手機相關文獻，又多以人

 - 4 - 



 

因尺寸、按鍵大小及顯示字體大小等設計細節的改善及最佳化等

等，少以認知心理學的角度來探討手機及使用說明的使用性及操作

性。 

本研究的目標期望透過觀察高齡者在觀看使用說明時，其內心

想法和外在行為相對應的特徵，藉由具組織性的研究方法，將心智

模式概念與使用說明內容結合，幫助中高齡者快速建立有效的心智

模式，進而減少操作上的挫折及困難。故希望能透過本研究，讓中

高齡使用者藉由良好的手機使用說明，來快速的了解及學習手機的

使用方式。本論文以心智模式為基礎，將系統映像分為手機介面與

使用說明兩個部份來探討，對於上述的問題做探討。本研究主要目

的分述如下： 

(1) 藉由使用說明來有效的幫助使用者與設計者的心智模式更為

契合。 

(2) 探究何種形式的使用說明，對於使用者在了解及學習產品使

用時，能發揮最大的功用。 

(3) 了解使用說明的哪些內容是中高齡者必須知道的。 

1.4 研究流程與架構 

本研究希望藉由手機介面的操作性實驗，進而了解中高齡者翻

閱使用說明的內心運作過程及外部表徵，目前手機及使用說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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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多以該族群外部生理特性及載具外部尺寸特徵為主，鮮少

以心理認知及心智運作為基礎架構，分析中高齡者操作過程產生的

挫折與障礙。故本研究流程分為三個階段：(1)以人機互動、心智模

式與使用說明為主軸，蒐集相關文獻。(2)心智模式對於手機與使用

說明的相關實驗設計規劃及進行。(3)以心智模式相關理論為基礎，

經由執行評鑑的循環過程分析受測者的心智模式。從先前蒐集的相

關文獻，制定實驗方法及實驗流程，進行手機與使用說明實驗以後，

以先前相關理論為基礎，對於受測者發生的操作上的挫折及困難加

以分析及解釋。一方面以執行評鑑循環過程分析實驗結果，一方面

在分析結果的推論中提出使用說明設計改良上的建議，並彙整前期

研究之成果，提出本研究的結論。整個研究流程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流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繼承人機互動的研究傳統，以心智模式來探討高齡者手

機介面互動時所遇到的困難，在研究中中將同時探討使用說明書，

作為連結使用說明者設計師心智模式的媒介，因此文獻探討就以人

機互動、心智模式、手機介面、使用說明及探討人機互動和心智模

式的相關方法等為架構，進行相關文獻的研究。 

2.1 人機互動相關研究 

人機互動(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指的是使用者在操

作複雜的機械介面時，所表現出來的一切現象。人機互動的研究中，

是在探討有效率、簡易、學習的完善介面系統，讓使用者愉快、順

利的操作及完成工作，而達成介面、人與機械溝通的橋樑（吳建和，

2002）。相關文獻多以(1)認知心理學、(2)人類資訊處理過程及(3)使

用介面來探討人機互動的現象，本章節依傳統會對於這三個部份做

詳細的講述。 

2.1.1 認知心理學 

認知心理學是了解使用行為中，人類心智運作過程與結構的科

學(Hagmann, Mayer & Nenniger,1997)，為人機互動相關研究中最重

要的理論依據。Waterworth (1990)說明最主要的三個因素為：(1)認

知心理學很適合了解人類擷取資訊的特徵。(2)認知心理學可評量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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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設計和使用的特性。(3)認知心理學跟設計實驗及設計介面有相似

的本質。認知心理學將人類看作訊息傳遞與處理的系統，包含了「維

生系統」與「認知系統」，維生系統職司個人情緒、動機與生命延續

的部分，而認知系統職司個人學習與認知的運作與行為，兩者密切

關聯且相互影響 （鄭昭明，1993）。認知指的是認識事務的歷程，

包含思考、注意、期望、想像、記憶和意識等等。認知研究的目標

是希望了解人們如何根據過去的記憶和對未來的期望，來解釋環境

與決定自己的行為。以介面設計的觀點，了解人們如何運作認知系

統，與介面產生互動進而達成目標的過程（方裕民，2003）。Sanders 

& McCormick (1992)進一步提出人機系統的資訊處理過程，並加以

細分，提出認知活動的細部過程，如圖 2-1 所示。當人類接收到外

部 

 

圖 2-1  認知的細部過程(Sanders & McCormic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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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及刺激，引起了注意力及感知能力，開始進行資料的辨識及

分析，進而對於相似的知識及資訊進行歸類的動作，經過一連串的

處理及轉換，將訊息傳遞到外部感官，開始進行行動。 

2.1.2 人類資訊處理程序 

Sanders & McCormick (1992)所提出的架構，源自於人類資訊處

理理論，此理論認為認知過程是一個有目標的資訊處理過程，而介

面使用上的問題往往圍繞在認知能力準則之下：資訊處理的行為和

個人能力的限制，都提供了使用介面上的基本特質，圖 2-2 精簡描

述了人類資訊處理程序的系統： 

 
圖 2-2  人類資訊處理程序(Waterworth,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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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表顯示了人類資訊處理的過程，包括資訊的過濾與儲

存，資訊經過感知能力擷取以後，被快速及短暫的儲存起來。立即

儲存(Immediate Store)的特性是可以將儲存的資訊再度讀取，

Waterworth(1992)的研究指出，人類運用立即儲存可以半秒鐘的時間

中，快速的觀看至少 16 個項資訊，其中有 4 項資訊可以隨時再被讀

取。經過各種現實的限制之後，資訊將被轉化成有意識的項目，並

且儲存在短期資訊儲存庫中(Short Term Store)。短期資訊儲存庫(STS)

在人類資訊處理程序中具有瓶頸的角色，許多資訊將會個別的傳達

或是保留在有意識的處理過程中。長期資訊儲存庫(Long Term Store)

的能力實際上是沒有限制的，但是不會總是可以成功的回憶完整資

訊，從長期資訊儲存庫(LTS)所回憶到的項目，包括了搜尋及轉化成

接近短期資訊儲存庫(STS)中有用的知識。我們可以發現人類資訊處

理程序的過程，主導了人機互動過程中成敗和特徵，資訊表現在介

面中將會被短暫的註明在立即儲存，一旦接收新的資訊，短期資訊

儲存庫(STS)裡的訊息將會轉換到長期資訊儲存庫(LTS)或是表現在

使用者的行為上。 

若提供的資訊是使用者需要解決問題或是做決策，資訊處理程

序會讓使用者去注意介面中的新資訊，搜尋特別的事物，但是目前

沒有好的形式可以表現資訊處理程序的行為。人類對於新奇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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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較長時間的注意力，相對的，對於先前的事物在心智過程中，

就比較沒有長時間的注意力。所以因此有關人機介面互動的研究重

點在於： 

(1) 嘗試著設計好用的介面。 

(2) 利用使用者既有知識經驗設計。 

(3) 提供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 

2.1.3 使用介面 

所謂使用介面是包含行動者(actor)與行為者(behavior)兩個要素

的溝通平台，行動者具有執行任務的角色，選擇行動性的角色則為

行為者。這兩個要素常在使用者與機械之間做角色的互換，在人機

互動的過程中，使用者大多的是扮演行為者的角色，而機械常是執

行使用者命令的行動者。Waterworth (1992)提出電腦的使用介面的元

素有下列幾項： 

(a) 行動 

(b) 行為 

(c) 內容 

(d) 顯示 

(e) 結果 

(f) 外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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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目標 

使用者透過使用介面的行動選單，讓電腦執行使用者的行為，

再經由內部系統的內容確認後，顯示器將資訊顯示出來，供使用者

讀取結果。系統運作的結果，以不同外型類型的方式回饋給使用者，

使用者藉影像的刺激，由介面操控來來達成目標。 

Nielsen(1993)提出有些介面適用性原則過於籠統，他透過因素

分析將介面適用性原則歸類如下： 

(1) 系統與真實世界需能相對應。 

(2) 介面具有一致性。 

(3) 系統狀態可視化。 

(4) 使用者掌控與自由化。 

(5) 允許錯誤、發覺錯誤、更改錯誤。 

(6) 使用者的記憶力。 

(7) 操作的彈性與效率。 

(8) 簡單與美學的原則。 

透過介面適用性原則，設計師可得知所設計的介面，操作性是

否良好，進而修改以提供使用者最佳的操作介面（陳彩虹，2003）。

謝毅彬(1993)對於操作模式的設計也提出一些要領： 

(1) 多應用使用者的習性，以消除軟體設計操作上的失當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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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2) 調查相關軟體共用的操作項目，作為操作方式的依據，即對

未來之使用者習性先做了解。 

(3) 減低錯誤機率與其構成之因素。 

(4) 縮短反應時間。 

  總而言之，一個設計優良的介面，其人機介面至少包含以下三

個層次：第一，使用者是否看到就會有所知覺，就是「外形知覺」

層次；第二，使用者是否能了解其意義，就是「語意認知」的層次；

第三，使用者能否按照語意正確操作，也就是「預期效果」的層次。

以介面設計的觀點來看，第一層的「外形知覺」關於設計師的設計

問題，包括如何應用「預設用途」、「文化局限」、「配對」等，提供

一個易懂得使用系統印象，也就是如何有效地影響行為的「預期效

果」層次（林榮泰，2003）。介面設計工作中，以認知過程來看包括

下列幾點： 

(1) 使用者如何辨認視覺接收的資訊？ 

(2) 系統印象提供的感官資訊，喚起使用者哪些記憶？ 

(3) 使用者記憶中的概念與程序細節內容？ 

(4) 使用者處理資訊而下決定的策略(邏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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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智模式 

著名的心理學家 Norman(1983)提出了人類與外界事物互動的過

程中，在心中會產生某種概念模式，這就是所謂的心智模式，它解

釋了人類會將外界刺激轉換成內心模式，並且將其以圖形記號的方

式呈現，以利於外在表現和內心之間做轉換的動作或是類似的聯

繫。Norman 並且將許多各個不同的心智模式分成三種：設計模式

(conceptual model)、使用者模式(mental model)和系統映象(system 

image)，如圖 2-3 所示。 

 
 
 
 
 
 

 

 

 

圖 2-3  心智模式的類型(Norman, 1983) 

設計模式指的是設計師賦予產品的概念及使用模式，使用者模

式為使用者接收到訊息，內心對於產品所產生的概念，而系統映像

則是產品傳達給使用者了解的概念及資訊，包括外形、色彩及操作

方式等等，即設計師心智模式的再呈現。一個好用的產品，其操作

狀況應該是使用者能藉由易懂的系統映像，建立產品正確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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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與操作概念，進而與設計師的設計模式相符合，這些都是仰賴

清楚的邏輯及淺顯易懂的系統映像，才可以讓使用者模式與設計模

式有一致性，系統模式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是，使用者模式與設計模

式間的溝通橋樑，而 Norman 對於系統映像的評估上，做了一些說

明： 

(a) 主要目標系統。 

(b) 設計者模式上的主要目標系統。 

(c) 系統的映像。 

(d) 使用者模式對目標系統。 

(e) 科學家對於心智模式的具體化。 

2.2.1 心智模式的特性 

內心模式會隨著與外界互動過程中而產生，並且經由轉化與結

合而形成自己的知識，心智模式是會依知識經驗的增加，而不斷的

變化。若在產品使用前，先讓使用者了解設計模式，而使用者隨即

會有較佳的表現，而心智模式往往會出現許多無法預期的狀況。許

多研究者在心智模式中發現許多有趣的問題，Norman(1983)則提出

他的觀點： 

(1) 心智模式是不完整的。 

(2) 人們在運作心智模式時，是具有各種限制的。 

 - 15 - 



 

(3) 模式是無法勝任的，人們總是會忘記其中的細節。 

(4) 心智模式沒有一定的範圍，相似的機器和操作會讓使用者混

淆。 

(5) 心智模式是沒有科學方法的，人們維持這種迷信活動，他們

知道不需要，是因為他們不喜歡花費太多努力和心思。 

(6) 人們常常會再遇到困難時，直覺的改變生理操作過程，而不

想去思考其複雜的問題。 

心智模式提供使用者組織知識的功能，可預防使用者的心智混

淆。給使用者一個模式，比誘發他一個新的模式更容易吸收體會。

使用者會因為感受到對於資訊的需求，或對系統的某些東西感興

趣，而誘發模式。Moran (1981)認為誘發模式的因素考量有：(1)使

用者的積極性；(2)系統的複雜性；(3)任務的複雜性。 

心智模式可能有下列基本形式： 

(1) 狀況轉換模型(state transition models)：在一些案例中，系統

會強化使用者根據目前系統所有的狀況，觀察其變化來形成

心智模型，例如電話撥號轉換網路系統，當我們撥一通電話，

我們就對這個程序產生了心智模型，因為我們預測在我們一

開始拿起電話並且最終會聽到回應的聲音。在心智上會執行

這個模型，他在我們接通撥號之後會有一個短暫的安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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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電話會被接通，接著會有鈴聲的訊號，當有人回應或掛斷

電話之後鈴聲會中止。電話網路的狀況轉換被設計成以聲音

來評斷通話正常與否，但是他們無法以視覺的方式來顯示，

許多的傳真機也是如此。有許多電話的使用者要注意的，不

僅是在通話期間網路狀況的改變，而且他對使用者行為的回

應警告也是改變的狀況。例如，當電話在聽筒架上的時候，

以及當電話響起時，電話網路通常不會回應所有按鍵反應。 

 

圖 2-4  狀況轉換模型的範例（閆嬰紅，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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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件─行動模型(model-action models)：互動系統的使用者心

智模型幾乎是不變的，包括有關經由使用者介面所得到物件

的概念。他們必須要留心這些物件的存在，他們個別的狀況

以及特徵，以及在他們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通常也要注意

在這些物件上他們可以執行的活動；因此他們需要一個物件

─行動的心智模型。該模型提供一個有關系統功能知識組織

的基礎。因此，圖像編輯的使用者就要注意在圖案中有不同

線條、方形、圓形以及文字項目的顯示，以及每一個物件項

目能夠從事的活動。例如，刪除一個物件，移動他，複製以

及旋轉它。有一些行動我們已經熟知應用到某些物件上，有

些則無法了解；例如，方形以及圓形可以用選取的圖案來填

滿，而文字項目可以被設定成不同的字體。當系統的功能能

夠根據物件的形式清楚地被組織時，使用者就能夠以物件─

行動模型的協助來操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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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物件─行動模型的範例（閆嬰紅, 2003） 

(3) 配合模型(mapping models)：使用者通常具有系統內物件的部

分知識，他們也知道要如何把他們的意圖(intension)配合到序

列的工作上。配合模型尤其可能在系統中產生，它包含了重

複的行動過程。在這裡，系統基本的行為也會根據狀況轉變

模型或者物件─行動模型而有不同，配合模型可以代替這兩

類模型。換言之，配合模型是使用者從記憶體中讀取並且執

行的方法之一。例如，對一個有文字處理經驗的使用者會傾

向學習配合更多的通用指令（例如，按兩下 Control-I 會設定

文字成為斜體字）並且會比基本的物件--行動模型更加的依

賴配合模型。 

(4) 類比模型(analogical models)：類比模型是當我們面臨新系統

並且與我們所熟悉的系統相近時所產生，我們所了解的是對

於新系統使用者所採用模型會與舊有模型相似。採用模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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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任何形式的，包括狀況轉換，物件─行動和的配合模型

這些前面討論的形式。綜合上述各種模型整理如下表 2-1： 

表 2-1  模型類別特點的說明與案例 （閆嬰紅，2003） 

 

知名學者 Johnson-laird (1989)提出略有差異的看法，認為「理解

力」才是心智模式的關鍵。人們對系統中「文字」的理解力，想當

然爾與心智模式有密切的關係，若以此觀點看許多文獻所談論的主

題，都是經驗使人對外在產生的表述，卻很少論及關於人機交談時

對文字理解力的問題。以手機介面中選擇來電鈴聲音樂為例，大部

分研究著重的是使用者是否能了解功能架構的安排找到位置，事實

上使用者對「鈴聲設定」四個字的理解，也可能是使用者決定動作

的原因，設計師要特別注意。 

2.2.2 心智模式是如何形成 

使用者在複雜的目標任務中，或是複雜的介面操作下，心智模

式因以產生。而心智模式的形成，有可能以類比(analogy)或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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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兩種方式來建立(Nancy, 1993)。所以在心智模式中，會同

時包含抽象以及具體的事務，這兩個方法會在人類思考時，同時交

互作用及互相複製，人類會把舊系統的知識，類比或象徵到新系統

的使用上，象徵可以幫助使用者了解及學習新事物，儘管舊的特徵

已經不見了(Norman, 1988)，有些系統也會建立一些比較好的例子，

例如新型的電子琴設計，透過外表來類比到傳統鋼琴，而彈奏者在

實際的使用後，對於電子琴內的象徵使用概念則有更深的認識，若

以非傳統的外型來做新產品的使用型態，這會讓使用者會很容易產

生放棄的念頭，所以象徵也對使用者來說，也可能是個包袱，不適

合運用在新產品的設計上。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模型來設計使用者介

面，以這種方式來強化他，協助使用者完成作業 （閆嬰紅，2003）。 

2.2.3 心智模式與經驗知識的關係 

在人機介面的相關研究中有許多理論與學術名詞，都與心智模

式具有很大的關連，例如產品語意(product semantics)、理解力

(comprehension)、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預設用途(affordance)

等。相關的研究皆指出人類在認知過程中，知識經驗的運用扮演了

重要的角色。現在的科技產品往往具有複雜的功能及操作，基本上

多功能的產品通常是平行式架構(parallel processing)的操作介面，平

行式架構對於所有人都是比較困難的使用概念，對中高齡者來說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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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困難，因為認知能力的退化、注意力的降低等等，都是可能導致

中高齡者操作產品時出現更多困難。若給予中高齡者建立心智模

式，並且使其長時間的運用，相信可以在科技產品的操作上更勝年

輕人，這似乎代表的是經驗與能力能夠補償認知能力的衰退（廖哲

政，2002）。中高齡者可以融合操作一般日常生活產品的心智模式，

配合經驗累積成為重要的知識。這些相關知識的可利用性，是高齡

者處理新資訊的知識基石。例如當面對同樣的困難，年輕人有較快

的反應能力使其順利從中跳脫，但對於經驗豐富的中高齡者而言，

可藉由其經驗而避免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經驗便補償了因老

化而導致的心理動作速度緩慢。 

在一項關於資訊家電的介面研究中，Huang(2003)認為在使用者

接觸產品的初期，其操作策略由下列幾點構成：參照自己過往的經

驗；嘗試錯誤法；尋找輔助文字；尋找視覺線索。也有研究證明 PC

的使用經驗大大的影響了新產品 PDA 的操作，並且建議介面的設

計，應當用類比的方式去符合使用者熟悉的產品經驗(Jeong&Lee, 

2003)。一般來說，設計師如果小心考慮使用者經驗與介面之間的關

聯性，就可以利用友好的適用性幫助他們創造好的經驗(Kang, 

2003)。只要使用者在操作介面上沒有太多的挫折，即使複雜的產品

依然可以被接納且順利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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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手機介面相關研究 

目前市面上的手機產品日趨輕薄短小而功能日益增加，帶來許

多介面設計上的限制及問題，導致中高齡者在使用上發生困難。本

章探討相關文獻對於該問題之研究結果，並將整理於節中。 

2.3.1 多功能所造成的操作問題 

手機的發展歷程當中，除了產品功能不斷增加，外形尺寸更是

日益的輕薄短小化。如此一來，控制及顯示元件的空間相對也受到

了限制。對大部分的使用者而言，功能數量的增加導致選單結構的

複雜化，每當功能的種類和所需的操作超過了項目設計時，就會有

人為、不自然及複雜的現象產生。相同的技術可以提供更多的功能，

讓人的生活更為便利，相對來說，產品也變的更不易操作與學習，

進而造成更複雜的生活。這就是 Norman (1988)所謂「技術進步的矛

盾」。我們可以從生活中體會到這類的產品的不易操作，通常它們介

面結構與互動性不是非常好。不良的介面增加了使用者在認知上的

負擔，並且造成了產品不能被簡易的操作。針對多功能所造成的問

題，許鳳火(2001)嘗試以虛實概念導入電子介面的相關探討，了解

現代電子科技發展的軟體介面變化，及介面功能上之適用性問題。

結果顯示，41 歲以上使用者對介面虛實比例的操作表現，合適於虛

實比例 1:1、虛實比例 2:1 之介面虛實配置方式，但對於操作時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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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數並沒有影響。歸納發現功能介面的虛實設計比例，越接近 1:1

的關係，在初次使用上是最容易操作的，但其中 2:1 比例是可以容

易上手，更進一步增加其操作效率，故有效的調整介面虛實比例，

可以促使更佳的使用性，其中群組方式可有效的將虛實比例差距縮

小，為求有效的虛實比例配置，其比例應以可清楚提示其功能操作

為主，介面虛實設計比例應避免虛多實少的安排，對於中高齡使用

者其虛實比例為 1:1 之比例設計為最佳。 

類似概念的研究也曾以手機為例，探討硬體介面之按鍵配置與

軟體介面之選單，顯示配置及相容性議題（劉明強，2002）。此研究

先由現有產品介面形式的分析以及使用者功能需求問卷的調查結果

了解問題點，接著採用實機測驗的操作績效結果，分析影響互動過

程的因子，最後再以程式建構模擬介面實驗的結果，探討模型中各

配置因子之優劣及探究造成錯誤之因素，並輔以系統主觀使用性問

卷進行評估。其研究之主要結論如下： 

(1) 關於按鍵配置型式，雙鍵優於十字鍵。 

(2) 關於選單處理形式，平行式優於逐一式。 

(3) 瀏覽過程中可藉由適當、易視的文字提示來回饋使用者，而

受測者普遍認為軟鍵配置之設計比硬鍵配置能更有效輔助其

進行搜尋決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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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若選單設計太複雜或訊息提示不足，使用者將產生「選擇性

注意」以及「迷失」等現象。 

(5) 介面互動性之優劣，取決於按鍵型式與選單架構之間的相容

性以及複雜度，且影響使用者的學習性及操作績效。 

單鍵多功的設計是為了容納更多的功能，但強大的功能是否為

使用者的需求，調查結果發現行動電話除了撥打接聽之外，經常使

用之功能有手機設定、鬧鈴、簡訊、震動以及通訊錄等；且大部分

的受訪者其行動電話內建功能使用率低於五成，行動電話裡有一半

的功能是使用者很少用或用不到的功能（黃晟德，2003）。 

2.3.2 針對中高齡者的介面設計原則 

若觀察周圍的中高齡使用者，可以發現該族群對於科技產品屬

於較弱勢的族群，中高齡者對於手機使用上普遍會遭遇到的困擾，

與手機常用的用途如下表 2-2 所整理。 

表 2-2  中高齡者使用手機的困擾與主要用途(陳振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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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硬體介面物理特性的影響，褚俊宏 (2000)以問卷方式進行

個案訪談，藉以了解高齡者使用行動電話所遇到之困難，當中特別

針對所希望的特殊功能進行了解，分析高齡者對行動電話的需求

點，並探討不同生活型態的高齡族群對行動電話功能設計之不同需

求。結果顯示，高齡者在使用行動電話時最常感到困擾主要項目有：

按鍵上的字太多太小、按鍵太小或同一按鍵功能太多、太多附加功

能導致主要功能操作使用困難、顯示銀幕尺寸、字體太小、不是中

文顯示或中文輸入操作困難等問題。該研究設計案評估測試結果顯

示，擁有大的顯示螢幕的行動電話設計方向確實能有效改善高齡者

使用現有行動電話的問題與困擾，包括按鍵尺寸、螢幕尺寸、中文

輸入等問題皆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張貝懿 (2001)在中高齡者行動電

話數字按鍵操作性研究中更明確提到，因中高齡者的觸覺神經與連

續動作稍緩，因此當按鍵寬度小 8mm 時則按鍵高度需至少凸出機殼

外 2mm 以上，中高齡者才會有較佳的按鍵觸感與操作效率產生。 

若從認知心理學的觀點來看，如何以介面配置、按鍵外形、色

彩與材質，引導使用者正確的操作是十分重要的。與年輕人比較，

中高齡者在接收及過濾資訊上有更多的困難，且當介面提供正確的

訊息時，提示空間位置可以減少年齡的差異，並藉以降低使用者操

作產品所需的生理機能，在產品中提供訊息以確認使用者最後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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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告訴使用者已達成目標了，對於中高齡者而言，皆是相當重

要的

：所有的回饋必須是可隨即獲得並瞭解，

息；若操作錯誤，應可即

引導與提示（廖哲政，2002）。以此觀點提出適合中高齡者產品

的適用性設計準則如下： 

(1) 產品功能以及產品提供之資訊需具有一致性：不論是主功能

或次功能，產品的操作模式需是一致性的；不使用一個按鍵

操作兩種或更多的功能；顯示螢幕上，不應放置易造成混淆

的文字在同一位置上；採用使用者習慣的操作模式，將常用

的功能放置於操作介面之右側。 

(2) 有效而完整的回饋

不宜有過多的訊號在介面中；功能模式轉換之間，應有清晰

而明白的顯示回饋，告知使用者其位於哪一功能模式；操作

過程中，應有清晰而明白的顯示回饋，指示控制功能的目前

設定；當進入某特定之設定模式中，應有清晰而明白的顯示

回饋，指示使用者進一步之操作訊

時的更正，且不需停止整個操作步驟，回饋應能引導使用者

作正確的回復步驟；按鍵的設計不宜使用平面式按鍵。 

(3) 資訊必須是淺顯易懂的：回饋應該是迅速回應的，否則使用

者會誤以為操作無作動；當設計標示時，應要將使用者的知

識與語言加以考慮；相互搭配使用的按鍵與顯示螢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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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位置靠近外，按鍵與顯示螢幕對應的位置應具有群化的提

示效果；在可能的情況下，對於上述之對應位置加上提示說

明，不論是產品造形語意的暗示，亦或文字、圖示的說明，

提

。提供不同的操作介面。 

使用：產品認知的轉換，一目了然的介面設

(2001)對中高齡者家電產品之按鍵設計的研究中指

與薄膜式按鍵中，

都可增強使用者對產品的使用性。 

廖哲政(2002)探討通用設計應用在高齡者的介面設計結論中，

出概括性的設計原則： 

(1) 公平的使用：對高齡者增加便利性，但需不會對年輕的使用

者造成困擾。 

(2) 易於學習的介面。 

(3) 使用上的彈性：適應不同的操作速度

(4) 易知覺的資訊：提供非質疑的指令和訊息，避免模擬兩可的

狀況。 

(5) 提供視覺回饋為必要，輔以聽覺回饋。 

(6) 簡單且可依直覺

計。 

(7) 提供立即的回饋。 

(8) 接近自然的操作。 

在 Song 等人

出，在内凹式按鍵、凸面式按鍵、觸控式按鍵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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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較偏好使用內凹式按鍵，其次是凸面式按鍵，然而觸控式

按鍵是最不受偏好的。且其按壓的時間，是受移動距離的影響，以

互影響。在最後一份問卷調查中發現，

74%的中高齡者認

為電

細的思

考而 )

及移動距離與按鍵大小的交

83%的中高齡者認為電源按鍵的顏色是紅色的，

源按鍵的位置應該在右邊，71%的中高齡者所偏好的按鍵觸感

是柔軟的，56%的中高齡者偏好的按鍵標示是文字顯示。 

中高齡者對於家電產品的遙控器操作是不滿意的(Takemoto, 

1999)，因為上面有太多按鍵、太過複雜的操作使其難以瞭解，而且

按鍵上的說明文字太小而難以閱讀，這些發現都顯示了現今許多家

電產品的設計都不適用於中高齡者的身心特徵(Kimura, 1999)。且在

Morimoto(2001)的研究中，針對中高齡者操作家電產品的遙控器進

行口語分析，結果發現當中高齡者感到難以操作時，會不仔

操作按鍵；且高齡者(60 歲以上)的操作時間是中齡者(45-60 歲

的 2.4 倍。這樣的差距研究者認為是思考的時間以及高齡者不暸解

螢幕上的功能層屬架構，不斷嘗試錯誤所導致的；另外，高齡者操

作遙控器的次數大約是中齡者的 1.7 倍；對於中高齡者而言，操作

按鍵以選取在顯示螢幕上面的選項是困難的，他們在操作此種的介

面特別容易發生錯誤。如同 Walker(1997)的研究指出，中高齡者對

於使用滑鼠以移動指標的動作感到困難，此即顯示了老化確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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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操作產品的不方便。據文獻中顯示，產品操作介面的功能

階層數目為二階層者，是較容易於操作的，且較符合人的短期記憶

數量。 

Pirkl與Babic在 1998共同提到了中高齡者特性的相關設計因素

與指引，分述如下： 

視覺 

(1)  提供適當的產品照明與對比。 

(2)  運用最少量的印刷：當必須使用印刷時應考量尺寸與位置，

得以聯繫產品的組成、控制、操作程序、與其重要性、規則、

度的照明；避免使用點光源，且若要改變照度

，需要緩和改變速度。 

一時，觸覺的區分變化需要盡量

獨立或明顯的材質、形狀作為

相關性。銘版、商標及額外的裝飾儘可能不要出現。 

(3)  降低或避免過

時

(4)  提供背景與目標物的對比。 

(5)  保持色相的對比；儘可能避免使用藍、綠、紫的組合，非不

得已也應謹慎使用，避免混淆、誤解產生。 

(6)  當需顏色識別時，避免使用低彩度、濁色的色彩。 

觸覺 

(1)  提供視覺與聽覺資訊其中之

減少，以避免混淆，或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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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單元。 

(2)  提供明顯的觸覺操作按鍵壓回饋之線索。 

(3)  避免可能冷、熱源傷害使用者，對於潛在危機，應提供使用

額外的警告與回饋。 

與動作一慣性的關係。 

體介面特色做相

通訊錄就包含撥叫聯絡人，其實是電

裡面有許多其他設定，功能的分類上有

牌較為不同的地方。未接來電和通話清單

者

(4)  產品表面儘可能避免光滑，以免高齡者掌握不易而滑手，給

予產品外表適當的粗糙，增加摩擦力。 

(5)  建立視覺指示

(6)  減少操作的複雜性。 

(7)  把最重要的、最常使用的按鍵設計在最容易操作的地方(依重

要性將按鍵群化)。 

2.3.3 各廠牌手機介面研究 

透過使用手冊及手機本研究對於各廠牌手機軟

當程度的了解，並在下列中做比較介紹： 

(1) Sony Ericsson：目錄中的

話簿功能，若從撥叫聯絡人撥出電話，需要進入到系統中第

三階層，並且通訊錄

些雜亂，與其他廠

位於系統第三階層，主目錄中也包含了許多其他相關設定，

算是一般性的介面。 

 - 31 - 



 

(2) Panasonic：電話簿位於第二階層，瀏覽內容必須再進入第三

階層的瀏覽，查詢未接來電在電話功能目錄裡面的通話服

務，名稱及位置上與其他廠牌為不同。功能的排列在整體上，

看起來有些繁雜，系統中較不常使用的個人化設定功能，位

於主目錄中第一位，電話簿及通話功能則沒有在優先的位

置。系統設計時並沒有將電話基本功能放在首要位置，是令

者而言，可以快速的使用電話基本功

人感到詫異的設計。 

(3) PHILIPS：從整個架構圖中，功能細項簡單明瞭，給予中高齡

使用者較清爽的系統。電話簿位於系統第二階層，屬於主目

錄中第一個功能選項，已接來電及未接來電功能選項包含在

通訊記錄表內，於第三階層位置中。功能設定選項在主目錄

中，排列於較為後面的位置，電話基本的通訊功能排列較為

前面的位置，對於使用

能。 

(4) OKWAP：主目錄的選項較為簡潔，目標及功能名稱較簡單明

瞭，功能選項一目了然，如圖 2-7 所示，藉由主目錄各的項

目名稱，使用者可以快速找尋所需要的功能。有關電話的基

本功能項目，都排在較前面，中高齡使用者可以用最快速的

路徑找尋電話的基本功能。電話簿位於系統中第二階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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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目錄第一個項目，而通訊相關的詳細內容例如未接來電、

已接來電及已撥電話等等，包含在主目錄中通話服務之下的

通話紀錄裡，位於系統中第四階層。對於中高齡者而言，未

接來電和已接來電的功能比其他廠牌的系統多了一個使用階

層，會增加此族群使用上及理解上的困難，還需要進一步的

調查。 

 

圖 2-7  OKWAP 系統架構 

(5) SANYO：從主目錄的整體架構看來，選項較他廠牌少，名稱

及排列方式簡單、清晰。基本的電話功能選項，如電話簿、

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等等，排列於主目錄較為前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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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高齡使用者來說，可以快速的進行操作。未接來電和

己接來電在通話記錄功能之下，位於系統第三階層。 

(6) MOTOROLA：主目錄的項目較為繁多，電話簿的功能選項在

主目錄的第一位，屬於系統中的第二階層，未接來電與已接

來電則在系統中的第三階層，被包含在通話紀錄中，而電話

基本功能在選單的排列上沒有最優先的順序，使用者要在主

目錄中，需透過數次的按鍵操作後，才能找到通話紀錄的功

能項目，如圖 2-8 所示，這對中高齡使用者而言，在使用上

及認知上需要某種程度的克服。 

 

圖 2-8  MOTOROLA 系統架構 

(7) NOKIA：電話簿與功能表並行在的主畫面的架構下，所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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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他的廠牌來說，NOKIA 將電話簿與通話功能分別獨

立，算是比較特別使用介面架構，給予使用者較為傳統電話

的使用模式。未接來電與已接來電功能包含在通話紀錄中，

位於系統中的第三階層，電話的通話基本功能並無採用最優

先的順序，所以使用者從主畫面進入功能表時，最先看到的

功能是訊息，如圖 2-9 所示，這對於中高齡使用者來說，並

不是最重要的使用功能，在使用上可能會有阻礙的可能性。 

 

圖 2-9  NOKIA 系統架構 

(8) SIEMENS：電話基本功能如電話簿及通話紀錄，皆排列在主

目錄中優先的位置，查看電話簿內容需要進入到第三階層的

顯示聯絡人，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則需要進入通話紀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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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廠牌較不同的地方，訊息功能選項放置於後面的位

置，顯示出主要電話通訊功能還是比較重要。 

(9) ALCATEL：主目錄的項目及細項功能都比其他的廠牌多，電

話簿為第一個功能項目，從電話簿裡面撥出號碼，需要進入

到第三個階層。系統中與其他廠牌非常不同的地方，未接來

電與已接來電並不是獨立出來的功能，包含在通話訊息中的

通話紀錄，位於系統中第三階層，並且是在子目錄中最後一

個項目，所以中高齡使用者在尋找上，會比較容易出現錯誤

的情形。 

將 NOKIA、MOTOROLA 及 OKWAP 手機介面互相比較，可以

MOTOROLA OKWAP

且都是排在第一位。OKWAP 

MOTOROLA NOKIA

位置都相同 ，

NOKIA

錄下的系統架構分為電話簿與

沿用傳統電話操作概念 MOTOROLA

則是將所有功能都包括在主目錄。MOTOROLA

發現電話簿、未接來電和已接來電的位置，相互間有特別的關係，

和 的電話簿，在主目錄中的位置是相同的，

主目錄項目較簡潔，相較之中

和 的繁雜多了，但這兩個廠牌的通話紀錄階層

，從主畫面到來說，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算是第三階層

不過較為不同的地方， 的電話簿獨立於功能表外，所以主目

功能表，這概念代表的是設計者繼續

，將電話功能與電話部分開，而

手機的介面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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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在

層，進入所有來電內部(含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則需要經過先進入

通話

務選單，選取通話紀錄才得以進入此

，所有的功能都架構在一個主目錄中，電話簿、通話紀錄都包含

內，屬於較整體性介面。從主目錄到電話簿裡，需要經過一個階

記錄，當所有的功能都包含在一個主目錄中，可以對受測者測

試在整個系統中搜尋的能力。OKWAP 手機的功能也是架構在一個

主目錄中，與 MOTOROLA 較為不同的是進入查詢未接來電及已接

來電功能，必須先進入通話服

功能。在通話記錄功能中多了一個階層。 

 

圖 2-10  NOKIA、MOTOROLA 及 OK WAP 系統架構比較 

使用說明

當使用者在操作產品產生挫折及困難時，產品使用說明應當發

揮其該有的功能，幫助使用者順利操作，故使用說明對於人機互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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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佔有重要的角色，本節將會對使用說明相關文獻做詳述。 

2.4.1 使用說明的特性 

使用說明的目的在於讓使用者能更瞭解介面系統的架構與模

式，並且提供操作系統過程中，所必須要知道的資訊。使用說明可

以解釋系統使用外部特徵行為，而使用者模式則是內在目的表現。

要先給予使用者使用系統或是嘗試錯誤後，使用說明才得以發揮功

能，引導其有正確的使用方式(Nancy, 1993)。使用說明可以區分為

兩種形式：(1)入門式(2)資料查詢式。入門式的使用說明讓使用者逐

步完成單一的目標任務，系統架構並沒有很詳盡的解釋。查詢式的

使用說明 明。入

速建立有用的心智模式，對於陌生介

面有初步的認識，不過和使用

者心智模式有更大的擴展，從生手晉

升到專家。

針對系統架構每個部分及特徵，有精確及詳盡的說

門式使用說明可以讓使用者快

者心中已存在的心智模式之間，也可

能會有互相矛盾情形發生。查詢式使用說明的概念，假設使用者先

前已有類似介面的心智模式，對於系統基本架構有基礎概念，給予

更詳盡及細部的解說，讓使用

 

2.4.2 以心智模式看使用說明 

使用說明的主要目的，是引導使用者的心智模式能更符合設計

者心智模式(Rupietta, 1990)，故使用說明與心智模式具有相互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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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使用說明中包含了心智模式的概念，而心智模式對於使用說

明的設計具有一定的影響性，所以心智模式和使用者說明書必須跟

系統軟體結合，並且指導使用者如何操作及規劃使用方式。使用說

明與心智模式的關係，如同使用者及設計者心智模式，分別有著不

同角度及領域，而使用者與設計者心智模式要相契合如圖 2-11，使

用說明在這個架構下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圖 2-11  使用說明在設計者心智模式下的角色(Rupietta, 1990) 

使用說明的設計原則

使用說明可以讓使用者了解系統架構，然而設計者的心智模式

不一定完全符合使用說明的設計，單憑使用說明設計者對於系統架

構的描述，設計者心智模式也不完全相同。使用說明設計者必須對

於每個任務的目標，應當有充分的了解，才會有詳盡的使用解說。

使用說明的設計包含了下列步驟

2.4.3  

(Duffy,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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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說明的需要性 

(2) 架構設計 

(3) 設計草稿 

(4) 重新探討與校訂 

(5) 製作及印刷 

使用說明的使用對象應當根據使用者先前的知識經驗，作分級

的動作 者先

有的心智模式，所以不同的知識經

驗，對於資訊的能接收度也會

a(1990)提出了描述模式的概念，如圖

，應當在使用前時就被分歸，而不是在使用當中。使用

前的知識經驗包含了使用者現

有所不同。使用者心智模式與系統架

構皆是使用說明設計的基礎，第一歩應當找出何種形式的使用說

明，合適使用者觀看，哪些是使用者對於系統架構中必須知道的。

使用說明設計者的任務在於決定系統哪些部分必須讓使用者知道，

哪些過程是任務中必須要執行的，以及哪些系統特徵之間的具體關

係要讓使用者了解。Rupiett

2-12，透過設計者心智模式與系統架構內容，進一步地產生使用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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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使用說明在描述模式下的角色(Rupietta, 1990) 

描述模式產生於使用說明與使用者心智模式結合的概念下，且

與使用說明有密不可分的關係，描述模式的內容決定於使用者需要

哪些資訊，查詢式使用說明的大部分內容，可藉由描述模式映照出

系統架構，入門式使用說明中的操作步驟，則要根據描述模式中的

內容設計。 

使用說明對於系統較特別的功能，應當有簡短且詳細的描述，

針對不同的使用族群，有各個不同說明方式及組合。Brockmann(1990)

提出了幾個使用說明的設計方針： 

(a) 什麼任務需要說明 

(b) 如何讓使用者能自然、簡單的閱讀 

(c) 讓使用者能快速瀏覽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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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族群為何 

(e) 設計目標與目的 

使用說明的設計不該以系統架構的方向為主，應針對使用族群

的知識經驗做調整，若一次給予使用者系統完整的架構與資訊，反

而會

避免使用說明與系統架構會有

現象，需透過系統化的觀察

出數種不同的方式，本節將針對心智模式探

法。 

現介面問題與使用者抱怨的質性研究法。 

程研究方法，便於鑑定受測

讓他們困惑於何謂需要及不需要的資訊。使用說明完成的時

候，與系統架構應該都要在測試一次(Norman, 1983)，因為系統印象

不能完全映照出使用者心智模式，以

不一致的情形。 

2.5 探討人機互動和心智模式的方法 

因心智模式並不是可以直接觀察的

與分析，已有研究者提

討人機互動的相關實驗方

近年來人機介面的相關研究中，最常見的方法為放聲思考法

(Thinking aloud)，又稱做為邊說邊作法，將受測者的口語資料做後

續的分析與紀錄，而口語資料的精細度與系統性，這都要看研究目

標的需求而定(Jordan, 1995)。放聲思考的實驗在使用性工程的評估

早已行之有年，並且也廣泛的運用在人機介面研究當中(Carroll, 

1985)，可以用於發

Nielsen(1993)認為質性的使用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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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操

實驗紀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避免受

 

受測

於

受測者感到不自然，而

作過程中的新智運作情形，但是必須注意下列特性與細節： 

(1) 如果受測者太著重自己主觀的想法，則在實驗過程中容易產

生錯誤的印象，整段的

測者片面斷言產生可性度的問題。 

(2) 受測者進行目標任務中的建議及看法，在實驗中會展現出

來，對於這些介面設計中小建議可以採取保留態度，不能將

一兩個受測者的評語當做改良介面的依據。所以對於受測者

的意見應當做合理的解釋，而不是全盤接受及直接採納。

(3) 對於介面設計而言，整體大系統與個別的小細節中採用

者的建議有不一樣的程度。以滑鼠使用為例，大部分的無電

腦經驗的受測者，在初次使用電腦滑鼠的操控有意見，對

硬體設計師來講受獲很多，但是對於軟體設計師的幫助上算

是有限，實驗重點應該是擺在建立受測者的使用性問題。 

(4) 放聲思考法的邊說邊做方式，常會讓

思考口語化會拖慢受測者的操作速度，或是打斷其思考，導

致操作績效表現資料的代表性偏低。故熱身實驗可以讓受測

者熟悉放聲思考，例如：實驗人員示範簡單的任務如查字典

之類，然後邊說邊做，或用錄影帶播放其他受測者放聲思考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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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聲思考的實驗過程中，必須立即且持續的引發受測者說

話，例如：擬現在心裡在想什麼呢?你打算下一步怎麼進行?

你知道這個指令的意思嗎?不過在這之前必須確定受測者已

經注意到系統中某行訊息(message)，並且花了時間看他、思

考他以後，才能與受測者談到有關那行訊息的內容。故實驗

的中心原則：對受測者的使用及操作完全不能干涉，所以在

受測者未完全注意某些訊息前，請勿問：你覺得這個鍵具有

什麼功用之類的問題。 

(6) 若受測者問：可不可以…?實驗人員不應該回答此類的問題，

應該要用反問的方式與受測者交談。例如：如果你按下去，

表 法及結論，每個實驗階段中，實驗

你覺得會發生什麼事呢? 

(7) 如果受測者對於系統的回應無法理解，並且沒有表示什麼，

此時實驗人員必須主動的提問，例如：這些是你原本預期的

結果嗎? 

(8) 熟練的受測者是最難進行放聲思考實驗，因為他們很快就完

成目標任務，並不會意會到自己的思考路徑。 

提示法則是放聲思考中常出現的實驗方式，鼓勵受測者以言語

達與系統互動過程中內心的想

人員常會以詢問或提示的方式與受測者互動；如(1)請解釋目前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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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說 是允許實驗人員回答受測者任何

法

驗載具有很大的使用困難，且實驗過程中常中斷或停滯。至於教練

員 上的說明，

過程

(2)解釋目前系統所發生的狀況，(3)解釋發生錯誤的原因，(4)

明將會怎麼解決。此方法的特性

問題，並且指導其完成任務。提示法非常適用於不擅長表達內心想

或想法口語化的族群，例如東方人、日本人；或是該族群對於實

法，則是在受測者完全無法運作的情形中採用的實驗方式，實驗人

以各個步驟引導受測者繼續完成任務，並且附帶概念

中不斷的詢問受測者如：「這個動作對你來說有什麼意義嗎?」

等問題，直到任務完成為止。回溯測試法則是利用現代影音工具加

以記錄，受測者實驗過後回溯並解釋自己實驗中的行為原因，可以

避免邊說邊做而影響了操作績效的問題(Nielsen, 1993)。 

口語分析的相關實驗方法，基本上算是質化的研究方法，若以

量化研究角度觀之，勢必會引起信度與效度的問題，雖然這種實驗

方法詮釋人類行為過程有些許的詬病，但所獲得的資料的確是非常

豐富(Nancy, 1993)。若能建立一個強而有力的量化編碼系統，有助

於提昇研究的信度和效度。利用口語分析進行心智模式的研究必須

注意下列事項： 

(1) 將人機互動作用中，有效的影響因素找出來。 

(2) 資料的量度及定義要前後一致，例如：對出現錯誤的定義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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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使用者的特質（心智模式的缺陷）還是交互作用的特質

（心智模式與概念模式的落差）。 

(3) 該選擇什麼樣的行為及步驟來進行分析，或是建立類別。 

(4) 如何將結果做有效的整合。 

(5) 受測者的表現每次是否都相同或是穩定。 

(6) 分析結果是針對個人特性、電腦特性還是交互作用產生的結

果。 

2.6 文獻小結 

經由上述一系列的文獻探討中，認知心理學在人機互動的研究

結

的 了產品操作的正確性，

手機使用說明目的讓使用者了

說明的功能沒有

明過程做深入的研究，詳細的研究方法與實驗流程將會在下一章做

 

 

中佔有重要的角色，讓我們了解使用行為中，人類心智運作過程與

構的科學。Norman(1983)心智模式的概念說明了人機互動中種種

特徵與現象，使用者心智模式的內容決定

當中高齡者操作手機過程中，遇到了挫折與困難時，代表著其心智

模式與設計師心智模式發生差異，而

解正確的操作模式，但是從先前的文獻來看，使用

解決此類的問題。故本研究將對中高齡者的手機使用與觀看使用說

介紹。 

 - 46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人機互動研究的架構下，以心智模式為基礎做有關使

用者與設計者心智模式差異性的探討，著名心理學家 Norman(1983)

則以心理學的角度提出了人類與外界事物互動過程中，在心中會產

生某種概念模式，這就是所謂的心智模式，並且將心智模式分為三

類：設計模式(Conceptual model)、使用者模式(Mental model)和系統

映象(System image)。但是人們在使用產品時，往往其心智模式與設

計師心智模式不相同，便會造成操作上的錯誤及困難。此心智模式

差異相關

 

的因素，除了手機的軟硬體外還包含使用說明。產品使用

智模式能更符合設計者心智模式

(Rupietta, 1990)，心智模式和使用者說明書必須跟系統軟體結合，並

且指導使用者如何操作及規劃使用方式。由於使用者是透過手機介

面與使用說明來了解操作方式，進而了解設計者的心智模式，所以

本實驗將手機介面與使用說明定義為設計者心智模式，透過下列實

驗方法了解使用者與設計者心智模式上的差異。 

產品使用說明根據不同的心智狀況可以區分為兩種形式：(1)入

門式(2)資料查詢式，兩者對於使用者心智模式的建構上，有著不同

程度的功用。本研究前期的部份，以 Norman 的心智模式為基礎，

在人機介面研究的架構下，對中高齡者在使用手機及查看手機使用

說明的意義在於引導使用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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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過程中，其心智模式與設計者心智模式的差異，並且試圖描

該族群的心智模式內容與過程。 

首先針對目前市面上的各廠牌手機介面架構，做深入的研究及

比較，挑選出三個介面架構相近但有些許差異的廠牌，並且各挑選

外部操作按鍵相似的機型，提供給中高齡受測者進行實驗。使用說

明的實驗樣本中，針對先前文獻探討中的入門式和

述

資料查詢式兩種

架構

如圖 3-1 所示，針對受測者的操

作錯

，以心智模式的基礎做架構做視覺上的呈現。將上述實驗載具

給予目標受測者，以觀察中高齡使用者心智模式的內容及架構，使

用說明是否適時能發揮功用，讓使用者與設計者心智模式更契合。

本研究對於中高齡使用者在手機及使用說明的實驗過程及結果，會

以心智模式(Mental Model)、使用說明(Instruction Manual)和手機介

面(Implemented System)三個方向，

誤及使用困難分析，描繪出中高齡使用者心智模式的特性及內

容，此結果將會提出手機介面設計和使用說明設計的相關建議。 

 
圖 3-1  研究與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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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發展實驗方法 

本實驗的目的是為了探討中高齡使用者在操作手機及使用說明

時，其心智模式的建構過程及改變方式，所以實驗過程中，必須要

了解受測者心中概念及想法，或是行為的目的等等。故本實驗採用

放聲思考法作為實驗進行的基礎，配合提示法（結構性訪談）和教

練法，分別在不同的困難程度下進行。 

放聲思考法由 Ericsson 與 Simon(1984)所提出，原本是採用在認

知心理學方面的研究，口語分析中常使用的實驗方法，用來推測人

類決策與解決問題的過程。近年來大量運用在人機介面互動的研究

中(Carroll, 1985)，操作系統的實驗過程中，讓受測者盡量的將思考

語的方式表達出來，實驗人員將受測者在實驗

過程中所有的行為及話語加以

Nielsen(1983)

3 5

模式，可以表現其內心模式及

過程及相法轉換以口

記錄，並且不干預受測者的操作行

為。 指出放聲思考為質化的使用性工程方法，用在發

現使用性操作的問題及使用者認知誤解的鑑定。使用放聲思考法進

行使用性評估時，參與的受測者人數在 至 個人時，所得到的效

益最大。放聲思考法的優點在於能夠了解受測者操作系統時的心智

外在行為相對應的特徵，從受測者的

建議及操作中，可以獲得系統改善寶貴的資訊。放聲思考法也有許

多缺點，例如受測者過於主觀的斷言，容易造成錯誤的觀察，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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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邊作的過程中，往往會打斷受測者的思路，並且可能會讓他們有

非常不自然的行為產生。受測者的動作及思考口語化行為，也可能

因為實驗人員在場的因素，操作中受到影響。而 Jordan(1995)更指

放聲思考法的內容及過程的分析，表現的資料可能不宜使用，儘管

這種實驗方法所產生的結果有信度與效度的問題，但是口語資料是

非常豐富的，因此此實驗過程中整體的紀錄是很重要的，其可信度

高於使用者片段的表現或是言詞。 

提示法則是放聲思考中常出現的實驗方式，鼓勵受測者以言語

表達與系統互動過程中內心的想法及結論，每個實驗階段中，實驗

人員常會以詢問或提示的方式與受測者互動；如(1)請解釋目前的狀

況，(2)解釋目前系統所發生的狀況，(3)解釋發生錯誤的原因，(4)

說明將會怎麼解決。此方法的特性是允許實驗人員回答受測者任何

問題，並且指導其完成任務。提示法非常適用於不擅長表達內心想

法或想法口語化的族群，例如東方人、日本人；或是該族群對於實

驗載具有很大的使用困難，且實驗過程中常中斷或停滯。至於教練

法，則是在受測者完全無法運作的情形中採用的實驗方式，實驗人

員以各個步驟引導受測者繼續完成任

出

務，並且附帶概念上的說明，

過程中不斷的詢問受測者如：「這個動作對你來說有什麼意義嗎?」

等問題，直到任務完成為止。回溯測試法則是利用現代影音工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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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記錄，受測者實驗過後回溯並解釋自己實驗中的行為原因，可以

避免邊說邊做而影響了操作績效的問題(Nielsen, 1993)。 

本研究對於中高齡者進行了手機操作的前置實驗，測試放聲思

考及提示法，發現該族群在實驗過程中常會發生下列問題： 

(1) 受測者常常陷入在系統中迷路的狀態，不知道目前位於系統

哪個階層，所以常有中斷和放棄的情形，導致實驗無法順利

進行。 

(2) 該族群常常無法清楚的表達心中的想法，並且無法有系統的

描述目前情況。 

(3) 對於實驗人員的提示無法很快的意會，趨於直接知道正確的

操作步驟。 

(4) 回顧實驗過程中，無法完整的講述每個步驟。 

(5) 說出的口語資料經常是描述操作過程或操作結果，而不是思

考過程。 

Norman(1988)認為在人機互動認知行為的過程中，欲回答使用

與產品互動時最後所發生的問題，首先必須了解人類面對外在環者

境及刺激時，行動與決策的認知過程，整個過程有四個要素必須加

過程分成執行與評鑑兩個項目，並勾勒出其間的互動關係圖，如圖

以考量：目標、做了什麼、外界本身與查看外界，大致上可以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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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換句話說，若可以從實驗得到認知循環中，使用者在各階段思

考的內容中過程中，便有機會從思考內容中推測出使用者的心智模

式。 

 

3.2 實驗架構 

由前置實驗的測試結果，本研究修正了先前的缺失及變因，針

對中高齡受測者在使用手機及

圖 3-2  執行評鑑的循環過程(Norman, 1983) 

使用說明過程中所設計出的實驗架

構，結合了放聲思考、提示法及教練法，根據不同程度的操作過程

調整。 

在第一個部份中，給予受測者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其使用說

明內容以三個特定目標任務及外部整體功能說明為主，任務操作過

程中讓受測者自由翻閱及查詢，受測者在邊說邊做的過程中，實驗

人員要不斷的鼓勵受測者講出內心的想法，若受測者產生停滯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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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時間過長的現象並且無翻閱使用說明的動作，實驗人員主動請受

測者翻閱旁邊的使用說明，試著讓受測者藉由使用說明來幫助任務

的完成。若受測者依然無法負荷或是操作停滯，實驗人員將會進行

到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以提示的方式引導受測者回到系統最初的狀態，並且

以結構式訪談操作過程的心得，訪談結束實驗人員再以提示法的方

式，請受測者操作系統，過程中以評鑑循環過程加以設定，試著了

階段的思考內容，試著引導其完成目標任務。若受測

者持續發生停滯及放棄任務的  

分析。因為該族群除了手機使用上的

負擔以外，放聲思考的實驗方

3-3  

解認知過程各

情形產生，則進入到第三個部份。

第三部份以教練法引導受測者完成任務，在進行過程中基於執

行評鑑的循環過程加以設定，試圖了解受測者認知過程中各階段的

思考內容，以利於後續資料的

法也是另外一種負擔，故本研究依受

測者的操作程度，分別加入了提示法與教練法，整合其實驗方法架

構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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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開始給予受測者實驗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其使用說明

內容以三個特定任務及整體性功能說明為主，對於特定任務進行放

聲思考，以邊說邊做的方式來

圖 3-3  實驗方法架構 

操作介面，實驗人員在旁邊將整個過

程記錄下來，並適時的提醒受測者放聲思考。實驗人員的在實驗過

程中的中心原則為，對於受測者的操作及使用完全不予以干涉。 

若受測者在觀看使用說明之後，操作過程中仍有停頓及遲疑的

現象出現，或是有一段時間無法接續的正確操作，例如：(1)一段時

間無法連續的正確操作步驟。(2)動作停止了一段時間。(3)放棄繼續

嘗試。這時候實驗人員開始進入提示法，對於受測者提問只能以反

問的方式來刺激其回答，例如：「你現在按下這個按鍵，有沒有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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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不一樣的事情?」或「你現在心裡在想什麼?」。藉由這樣的方式

刺激受測者的注意力及思考，使實驗能順利的繼續進行。 

進行提示法的步驟時，實驗人員對於目前介面狀態先做了解，

引導受測者回到前一個已完成且正確的步驟，然後以執行評鑑的循

環過程提問，問題(1)是為了要了解受測者是否有集中注意力在目標

任務或是使用說明書內容上；問題(2)、(3)和(4)是詢問受測者有關觀

察、詮釋與評鑑外界的心智狀況；而問題(5)、(6)與(7)是詢問關於目

標形成、計畫與執行行動的心智狀況。其分述整理如下： 

(1) 你再仔細看一下這隻手機的按鍵、畫面內容或使用說明!（注

 

(2) ?

?  

(3) ? ?

 

(4) ?  

(5) ?  

(6) ?  

(7) ?  

意力）

你覺得在使用說明書中有看到了什麼 覺得現在是什麼樣的

情況 （詮釋外界及情況）

你覺得現再發生的情況跟你本來預期一樣嗎 為什麼 （評鑑

外界與相關系統）

那你原本覺得應該是如何呢 （期待）

你本來想要進行什麼步驟 本來想完成什麼任務（目標）

你想如何去進行呢 （計畫）

你剛才是按了那個按鍵 （執行）

經過上述的問題回答，實驗人員針對於受測者不同的挫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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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判斷可能屬於那個階段範圍，依照不同的範圍給予不同的提示。

當受測者經過問題(1)的提醒以後，可以繼續執行任務，實驗人員即

停止

的目

題 內容，可以知道受測者計劃與執行上是否有問題，

進 操作的方式，例如：「銀色的兩

，當受測者在口語顯示上有進展

式，不予以干涉。

示，完成目標任務。實驗人

架構與概念也會做說

明， 才

後續發問，繼續放聲思考法的進行。若實驗過程還是有停滯的

現象，並且對問題(2)、(3)及(4)的回答中，可以聽出受測者對於系統

印象的詮釋與概念不同，或系統回饋與預期不同，此時實驗人員應

該對受測者提示其錯誤，例如：「這隻手機電話簿功能名稱是通訊

錄，並不是電話簿」。從問題(5)的回答內容中，可以確定受測者接

續的目標是否正確，並且針對受測者回答的內容來提示正確

標，例如：「想要找未接來電功能，不需要進入電話簿功能」。從問

(6)和(7)的回答

針對受測者回答的內容來提示動作的步驟，例如：「要按 OK 鍵才能

入功能選單」，或提示受測者硬體

個按鍵其實是上下鍵」。 

上述為提示法階段的指導原則

後，立即停止提示法，回覆到放聲思考的實驗方

當受測者還是無法清楚且有連續性的操作介面，則開始教練法階

段，請受測者依照實驗人員一步步的指

員除了指示受測者如何操作之外，對於系統

例如：「其實電話簿與通話功能在不同的目錄下，要進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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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入通話功能」或者是「其實通話紀錄的意思就包含了所有通

話行為，如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等等」。以這樣的方式讓受測者快速

建立心智模式，並且在完成目標任務之後，對受測者做簡短的結構

性訪談，以了解其心智模式內容改變的情況。 

3.3 實驗規劃 

本研究的實驗方法架構成形以後，接下來會對於實驗部份的細

節做詳細的說明，包括受測者的設定、目標任務的設定以及實驗的

流程與步驟。 

3.3.1 受測者設定 

本研究目的是為了深入了解中高齡手機使用族群，其心智模式

與設計師心智模式的差異性，了解其心理無法適應而遭受挫折的原

因，並且研究使用説明是否能適時的幫助該族群使用者。以心智模

式的概念來說，使用者個人過往的經驗和特質，與心智模式的內容

息息相關，所以受測者的選擇上，儘量以電腦相關介面使用經驗較

少的年齡層為主，年齡在 45 歲以上，肢體能力健全，沒有特殊的精

神上的疾病或障礙，都在本研究的受測樣本範圍內。而研究中關於

受測者的背景及使用經驗，先以問卷及訪談的方式來調查，此步驟

將會在後續的實驗流程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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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實驗載具設定 

為了要了解中高齡者與設計師心智模式的差異性，研究其操作

過程中，出現困難及障礙的原因，並且探究使用說明是否能適時的

發揮功效，幫助中高齡使用者了解設計師的心智模式。本研究並非

間的使用性評估與比較，所以挑選出三個基本操作概

念及

情形，所以載具上盡可能依照中高齡者介面的設計

螢幕、按鍵及字體大小等等。所以基於上述的原

因，本

表，這概念代表的是設計者繼續

用傳統電話操作概念，將電話功能與電話部分開，而 MOTOROLA

做現有產品之

介面概念架構相似，但功能階層相互間有些許差異的實驗載

具，並且本研究的重點在於觀察中高齡者觀看使用說明書後，心智

模式內容的改變

原則來挑選，包括

實驗從 MOTOROLA、NOKIA 與 OKWAP 中，分別挑選 C268、

8250 及 i108 作為實驗載具，並以文獻中做探討三家手機介面的差

異，以電話簿、已接及未接來電三者基本功能而言，發現

MOTOROLA 和 OK WAP 的電話簿，在主目錄中的位置是相同的，

且都是排在第一位。OKWAP 主目錄項目較簡潔，相較之中

MOTOROLA 和 NOKIA 的繁雜多了，但這兩個廠牌的通話紀錄階層

位置都相同，從主畫面到來說，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算是第三階層，

不過較為不同的地方，NOKIA 的電話簿獨立於功能表外，所以主目

錄下的系統架構分為電話簿與功能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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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將所有功能都包括在主目錄。 

MOTOROLA 手機的介面特色為，所有的功能都架構在一個主

目錄中，電話簿、通話紀錄都包含在內，屬於較整體性介面。從主

目錄到電話簿裡，需要經過一個階層，進入所有來電內部(含未接來

電及已接來電)則需要經過先進入通話記錄，當所有的功能都包含在

一個主目錄中，可以對受測者測試在整個系統中搜尋的能力。 

OKWAP 手機的功能也是架構在一個主目錄中，與 MOTOROLA

較為不同的是進入查詢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功能，必須先進入通話

服務選單，選取通話紀錄才得以進入此功能。在通話記錄功能中多

了一個階層。以操作性來說，這三支手機都包括軟鍵(單鍵多工)、

硬鍵(單鍵單工)的概念，平面鍵或立體物件做方向指示的概念，階

層與進入階層選擇等概念。 

 

圖 3-4  NOKIA、MOTOROLA 及 OKWAP 系統架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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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過程中，將提供受測者該載具的使用說明書，內容以三個特定

目標

雜

的操

面當下的內容是息息相關，目標任務

轉換中容易顯現出心智模式內容的運作情形，所以任務設計內容是

讓受測者在操作過程中，遭遇到不同介面的情況，以利於實驗人員

從旁做觀察。 

本實驗的目標任務設定如下列： 

    (1)請從電話簿尋找目標姓名與號碼撥打出去 

    (2)請查看未接來電，並且撥打該號碼 

    (3)請查看已接電話，並且撥打該號碼 

任務及外部整體功能說明為主。 

3.3.3 目標任務設定 

在人機互動的研究中，必須先給予受測者目標任務，以其受測

者達成某些目的才會有思考與介面產生互動。心智模式的相關研究

指出，若要探究其運作的內容，必須給予受測者設定任務，在複

作下完成預期的目標，才能在過程中誘發受測者的操作意圖。

故本實驗任務的設定，以手機的基本通訊功能為主，以連續性的操

作行為做基礎，包括一般從電話簿裡撥號接聽、通話資料的查詢及

撥出，由於要排除實驗的變因，本實驗不將快捷鍵功能考慮進去，

以手機的基礎系統架構為主要受測環境。 

由於心智模式的運用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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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避免受測者對於文字理解判斷能力的不同，而影響到實驗

任務的進行，所以先前的實驗說明將以實驗人員直接陳述的方式，

儘量以口語化的方式說明，並且要避免提及介面中的功能詞彙。又

由於中高齡者對於文字輸入方面的問題，牽扯了複雜的語言能力及

心智轉換能力，因此與文字輸入相關的目標任務並未列入本實驗當

圖 3-5  目標任務流程圖 

中。

調查受測者的背景資料及手機及使用

完成實驗後的主觀評價調查。

整個實驗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部份：

 

3.3.4 實驗流程 

首先每位受測者在進行實驗之前，會拿到一本實驗說明手冊請

參閱附錄部分，內容一開始是

說明書的使用經驗調查，接下來是實驗過程及方法的說明，最後是

 

 

(1)背景資料及使用經驗調查：針對每位受邀進行實驗的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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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首先藉由問卷與訪談的方式進行背景資料及使用經驗調查，原

因是心智模式的運作情形與內容，跟個人生活背景及知識經驗有密

切的關係，所以背景資料的調查有助於將來分析及後續研究。背景

資料調查的內容，主要以兩個方向設計問卷與訪談問卷，一是過去

對手機及使用說明書的使用背景及知識經驗，二是學習操作的方向

與態度。 

(2)

其他受測者放聲思考過程的錄影帶給

講解其實驗方法的概念，實驗人員試著消除受測者

內心的恐懼；接下來請受測者

驗時，照這樣的方式進行。 

(3)

書，每位受測者被要求使用本

熱身實驗：熱身實驗的目的是讓受測者熟悉放聲思考，在實

驗過程中以邊說邊做的方式完成任務，例如：實驗人員先示範簡單

的任務，請受測者照個練習，或是請受測者閱讀書報，並且以邊說

邊做的方式完成等等。播放其他受測者放聲思考過程也是一種方

式，目的是盡量消除受測者的恐懼，並且能夠快速的了解狀況。本

實驗的熱身實驗方式，先播放

受測者看，並且

用自己的手機，照著實驗人員的指示

撥出指定的電話號碼，並且採用邊說邊做的方式，實驗人員會在每

個步驟中，不斷提示受測者把心中的想法講出來，熱身實驗進行完

成時，要提醒受測者請在正式實

正式實驗：正式實驗中，提供了上述三個載具及使用說明

研究所提供的載具來完成目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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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實驗的流程主要分別進行以下三個目標任務：(1)請從電話簿中

找尋到 A 君的電話，並且直接撥打出去。(2)請查看未接來電，並且

撥打該號碼。(3)請查看已接電話，並且撥打該號碼。在執行這三個

目標任務的過程中，一開始採用放聲思考的方式，請受測者邊說邊

操作，儘量表現內心的想法。若產生長時間停滯的情形，實驗人員

主動請受測者觀看事先準備的使用說明書，繼續操作目標任務。若

受測

，比

對不

 

者在查閱使用說明書之後，仍有停滯及放棄任務的行為產生，

實驗人員開始進行提示法，採取引導的方式提醒受測者，其細節參

照前述發展實驗方法的部份。若受測者經過實驗人員的提示下，還

是無法順利進行目標任務的完成，持續放棄繼續執行任務的情形，

實驗則進入到教練法，實驗人員以逐步的方式指引受測者完成任

務，過程中不斷的說明系統架構的概念，讓受測者逐步的建立心智

模式。 

(4)實驗後主觀評價：當整個實驗完成後，會請受測者根據問卷

及訪談的方式，對於實驗中所使用的手機及使用說明，進行主觀的

使用性評價。此調查的目的是將受測者主觀的評價，與實驗過程中

所遭遇的手機操作及使用說明查詢的困難，做一個相互的比較

同的載具受挫的情形，以調查挫折的嚴重度供研究時參考。本

實驗每個任務的詳細流程圖及各步驟的概念圖示請參閱下列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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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前測實驗小結 

經由前測實驗過程及結果，發現中高齡者在操作手機及觀看使

用說明中有許多可探討的現象，這些寶貴的資料都會在下列中詳

述。在本實驗設計的架構下，給予受測者三支實驗手機及原廠使用

說明，要求其完成三個特定任務：

圖 3-6  各任務詳細流程圖 

(1)請從電話簿中找尋電話號碼，

並且直接撥打出去，(2)請查看未接來電，並且撥打該號碼，(3)請查

看已接電話，並且撥打該號碼。在實驗的最後請他們做這三支實驗

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的個人主觀評價。 

 從實驗過程中可以發現，中高齡者開始使用較為陌生的手機，

會有不自信的操作產生，例如一時不知該從哪個按鍵開始操作，會

出現一段遲疑的時間，並且會有「這隻手機沒用過，我不曉得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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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按鍵上的字好小，看不清楚。」等意見出現。這呼應先

前文獻中複雜的操作系統過程中，中高齡者容易產生不自然及不自

信的操作。中高齡者對於按鍵圖示認知不足，常忽略該按鍵的功能

及位置，尤其是方向功能的部分鍵更為嚴重，進而產生操作上的停

滯及錯誤。由於按鍵位置與螢幕位置有些距離，故手機按鍵與螢幕

相對應概念不顯著的，選擇指令的過程當中，常會有誤按的情形發

生。手機螢幕裏面的內容回饋與外部按鍵功能的連結性，中高齡者

在認知上是比較緩慢且不強烈，當螢幕內容在發生轉換或換頁的時

上的停滯，要花更多的時間來適應及了解新的

回饋。 

機使用的整體實驗當中，不難

 

候，會導致他們操作

手機螢幕的省電設計對於操作過程中也會產生影響，當螢幕照

明關閉時會以為手機螢幕關掉了，讓實驗操作停頓，螢幕選項色塊

對於中高齡者提示性不強，他們的認知概念還是以文字為主。任務

進行的過程若遇到停頓及失敗的情形，往往無法正確的回到上一個

步驟，當重新開始執行任務時，對於上一回的操作方式細節會有遺

忘的情形產生，這對應到心智模式特徵中的不完整現象。不過在手

發現中高齡者的學習能力依然存在，

若給予多次的嘗試及提示，每個按鍵功用和操作步驟等等的知識都

會很容易建立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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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高齡者在觀看使用說明書，對於文字敘述內容難以轉換到

手機的介面架構，常會表示：「我看不懂上面寫的說明。」、「我不知

道他這裡是講哪個地方耶。」，故可能跟個人的文字認知能力有關，

至於圖片說明對於中高齡者來說，較容易了解。雖然使用說明書的

步驟說明中，按鍵小圖示可以幫助他們更了解操作的步驟，但是在

執行順序的認知上還是不足，觀看上會有斷章取義的情形發生，導

致操作錯誤持續的發生。將系統架構圖給予中高齡者觀看，解決操

作困難的幫助不大，反而會有更混淆的狀況，如不知該從何操作或

隨便抽取看到的內容進行閱讀。 

從以上的種種現象發現中高齡者在觀看使用說明後，所獲得具

幫助

聲思考的實驗方法。若受測者查閱使用說明

的資訊是有限的，大部分產生了更多混淆心智訊息，導致操作

錯誤的情形層出不窮。經過前測實驗結果，本研究修正了缺失及變

因，以心智模式的角度來設計手機操作與觀看使用說明書的實驗，

將實驗分成兩個階段來進行。 

實驗過程中，觀看使用說明的部份與操作手機一同進行，給受

測者以自由意志來選擇是否觀看使用說明，目的是為了盡量避免人

為因素而影響操作過程。若受測者在無觀看使用說明的情況下出現

數次操作上的失敗，實驗人員隨即主動的要求受測者查閱原廠使用

說明，同時持續進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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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後

不吻合次數分配進行分析，並且

進行

依然有操作停滯情形的產生，實驗人員會開始進入到提示法的

步驟，以詢問的方式對受測者做結構性訪談，例如：(1)請解釋目前

的狀況，(2)解釋目前系統所發生的狀況，(3)解釋發生錯誤的原因，

(4)說明將會怎麼解決。並且回答受測者所有的提問，讓實驗能順利

的進行。當受測者依然處於停頓的情況之下，實驗步驟進行到教練

法階段，逐步說明的方式引導受測者完成任務，實驗人員對於每個

步驟的意義也詳加說明。第一階段實驗的受測者在操作手機同時，

觀看使用說明，這些種種的現象與行為，以個案次數分配、操作過

程、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心智模式

原廠使用說明的設計改良。第二階段的實驗中，以改良使用說

明書進行與第一階段相同的實驗，進而得到驗證結果，所得的資料

以同樣的分析方法做結論，並且與前一階段實驗結果做交叉比對。



 

 第四章 實驗結果 

的挫折程度，故以問題導向為主要的分析方式。本章節分為兩個階段

的實驗過程，並且皆以操作問題來做區隔，嘗試由不同困難程度的實

驗方法，了解受測者當下心智模式受挫情形。以心智受挫困難程度計

證改良使用說明是否有達到一定的效果。 

4.1 實驗資料 

經由第三章所發展的實驗方法進行實驗後，如同前述的研究方法

架構，為了要更深入了解受測者操作手機過程中，觀看使用說明發生

次做分析，了解實驗方法哪個流程對於受測者來說，心智負擔最大。

從上述所得到的兩階段實驗結果，將會再下一個章節做交叉比對，驗

本研究因為有使用說明書後續改良驗證的步驟，所以實驗分為兩

個階段，如圖 4-1 實驗流程圖所示。第一階段實驗過程提供受測者實 

 
圖 4-1  實驗流程圖 

驗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讓其自由觀看進行目標任務的操作，而第二

階段實驗提供相同的手機之外，給予改良過後的使用說明書，進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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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目標任務，如圖 4 驗方法架構相同，參 -2 所示，第一二階段的實

 
圖 4-2  第一二階段實驗方法架構比較 

照不同困難程度的實驗方法來進行，其目的為了要驗證改良使用說明

的幫助，是否讓受測者有更好的操作績效。 

4.1.1 實驗資料的紀錄 

整個實驗過程之記錄以數位攝影機拍攝全程，畫面拍攝的重點是

實驗載具的畫面、按鍵以及使用說明書，以清楚了解受測者與手機介

面、使用說明互動過程，如圖 4-3 及圖 4-4 所示。所以實驗紀錄的內 

 
圖 4-3  實驗過程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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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實驗過程紀錄 

容中，將會有每位受測者紀錄背景資料、熱身及正式實驗過程的影像

檔案，以及實驗後受測者主觀評價的問卷。實驗過程所做紀錄，可提

供受測者聲音的口語資料、使用介面資訊顯示、觀看使用說明與操作

行為等。 

4.1.2 實驗資料的彙整 

實驗結束後所得到的資料與紀錄，根據實驗流程規劃成第一階段

與第二階段來分析，分別發展成受測者基本資料、各實驗方法個案次

數分配、操作過程 式不 合次數紀錄、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心智模 吻

等，如圖 4-5 所示。各實驗方法個案次數分配將受測者以不同實驗方 

 
圖 4-5  實驗結果分析流程圖 

法所完成的任務，做個案次數分配，讓我們了解受測者在操作過程中

的困難程度。然而受測者進行每項目標任務的操作過程，以文字完整

的記錄下來，並且對於錯誤的操作步驟做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其結果

可以讓我們得知受測者發生錯誤背後的真正涵義。根據操作過程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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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編碼，將心智模式不吻合進行次數的分配，方便比對第一二階段實

驗的心智負荷程度，以驗證改良使用說明書是否能適切的幫助中高齡

使用者。 

4.2 第一階段實驗 

實驗流程依照本研究所設計的實驗方法，以 、提示法

及教練法建構出整個實驗架構 個

案，推測受測者在操作過程中的心智負荷。 

4.2.1 第一階段實驗受測者基本資料 

本實驗受測者的限制為年齡 45 歲以上，身心健全並且生活能自

理，而教育程度及手機使用經驗不限，目的是了解不同生活背景的受

測者，在使用手機的心智模式上及觀看使用說明的行為中，是否遭遇

到許多不同的困難。第一階段實驗的受測者基本資料如表 4-1 所示，

受測者大多有接觸手機的經驗。 

表 4-1  第一階段實驗受測者基本資料 

放聲思考法

，依不同困難程度的實驗方法完成之

編號 日期 性別 年齡 學歷 職業 是否使用 使用程度 
0-1 2004/12/29 女  50 大學 金融 有 5 年 不常使用 
0-2 2004/12/15 男 54 大學 退休 有 5 年 不常使用 
0-3 2004/12/15 女 48 專科 停管處 有 4 年 經常使用 
0-4 2004/12/20 女 47 高職 包裝 有 2 年 不常使用 
0-5 2004/12/22 女 53 高中 家管 有 6 年 經常使用 
0-6 2004/12/22 女 60 高中 無 有 3 年 不常使用 
0-7 2005/3/30 女 51 國中 家管 有 1 年 不常使用 
0-8 2004/12/27 女 51 專科 保險 有 5 年 經常使用 
0-9 2004/12/27 男 48 專科 郵局 有 4 年 經常使用 

0-10 2004/12/29 男 大學 金融 5 年 經常使用  52 有

4.2.2 各實驗方法個案次數分配

依照本研究所設定的實驗方法，每個任務在不同階段所完成個

案，可分為沒有看及有看使用說明書的情形下，經由放聲思考法完

成、提示法與教練法完成目標任務等四項。不同的實驗方法代表著受

測者在進行任務時，遇到不同困難程度。第一階段的實驗結束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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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受測者依不同實驗方法架構下所完成的任務做個案次數分配

表，如表 4-2 所示，大約三分之一的個案，在觀看使用說明後持續以 

表 4-2  第一階段實驗個案次數分配表 

放聲思考法

沒有看 
放聲思考法

有看 
提示法 
有看 

教練法 
有看 

總

數

 
 

 
 

NOKIA 總和 16 7 2 5 30
OKWAP 總和 17 10 2 1 30

MOTOROLA 總和 8 13 3 6 30
放聲思考的方式順利完成任務，NOKIA 與 OKWAP 有將近二分之一

完成任務，反觀 MOTOROLA 有

近三

實驗的個案，明顯較其他兩個載具

少。OKWAP 不管 對於受測者來說

說明 較 以 立 的

受 成 各 的 ， 次 表

4-3 所 可 O A O P 者 明 

一 段 放 法 次

放聲思考法

 
聲

有看

總

數

的個案，在沒觀看使用說明的情況下

分之二的個案，都無法不經過實驗人員協助來完成任務，由此可

以推測 MOTOROLA 的操作介面對受測者來說，不是在非常直覺之狀

態下就可以完成，其介面與使用說明的說明清晰度比另外兩個載具來

的不佳。使用 OKWAP 經由教練法完成的個案，以及觀看使用說明

後，依然無法進行放聲思考法完成

在手機介面或是使用說明的內容，

清晰度 高，可 很快的建 正確 心智模式。 

測者以放聲思考法完 了 載具 任務 其個案 數分配如

示， 以看出 N KI 與 KWA 在受測 沒有觀看使用說

表 4-3  第 階 實驗 聲思考 個案 數分配表 

 
 

 
 沒有看

放 思考法

  
 

NOKIA 
任務一

二

三

任務

任務

4 
7 
5 

4 
1 
2 

8 
8 
7 

16 7 23 總和 
 

OKWAP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6 
6 
5 

4 
3 
3 

9 
9 
8 

總和 16 10 26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5 

0 

5 

2 

9 

2 
MOTOROLA 3 6 9 

 - 72 - 



 

 - 73 - 

總和 8 13 20 

 

的情況下，完成的個案總合為 16，比 MOTOROLA 的個案總合 8 來

高，所以本研究推測 。

項任務中 成績效以 任務 接來電 ，較為 的

果是沒有一個受測者能在不觀看使用說明書的狀況下，順利完成

MOTOROLA 的介面對於受測者來說較不直覺。以任務的角度來觀察

兩項任務 。其原因應該是第三

項任務所牽涉的功能階層較多，以受測者來講具有較大的心智負擔。 

的任務，表中可以看出 NOKIA 在這個階段完成的個案總數為７，較

其他兩個廠牌少，這表示著 NOKIA 使用說明的內容對受測者幫助不

，因為第三項

任務牽涉的功能階層較多，對受測者心智負荷較大。 

當受測者依然無 成 ，故實驗方法轉換到提示

法。經過實驗人員的提示以後，依然無法順利完成目標任務，實驗方

法將會以教練法繼續進行，其個案次數分配呈現結果如表 4-4，

OKWAP 的使用說明內容經過實驗人提示之後， 利

的完成目標任 項 接來 的任務單 使用 明之外，需

要實驗人員進行提示法的比率較其他兩項任務來的高。 項任務查

看未接來電的完成個案數，明顯較少。教練法的部份可以觀察出 

 

 

 

 

的 MOTOROLA 在直覺性的使用上較難使用 而

結三 完 第二項 尋找未 較佳 明顯

MOTOROLA 第三個查詢已接來電任務。故本研究的推測，原因是

此表，可以發現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操作績效的完成度，比其他

來的低，有不少個案是在教練法完成的

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書後，繼續以放聲思考法順利完成了各載具

大。第三項任務普遍來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個案也較少

法順利完 目標任務

受測者大多可以順

務。第三 查看已 電 看 說

第二



 

表 4-4  第一階 驗提示 與教練法次 配表

  提示法 教練法 總

段實 法 數分  

  有看 有看 數 
 任務一

任務三

2 

0 3 

2 

3 
NOKIA 任務二 0 

0 
2 2 

總和 2 5 7 
 

OKWAP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0 
1 
1 

0 
0 
1 

0 
1 
2 

總和 2 1 3 
 任務一

任務三

0 

3 

0 

5 

0 

8 
MOTOROLA 任務二 0 1 1 

總和 3 6 9 
OKWAP 除了第三個任務之外，其他任務只需要先前的實驗人員提示

法就可以順利完成任務，每個載具的第三項任務均會進入到教練法，

但以 MOTOROLA 個案數 5 為最多，再來是 NOKIA 居次，第一項任

務進入教練法的個案普遍明顯較少。 

4.2.3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與操作過程紀錄 

依照本實驗的規劃以及各實驗方法次數分配的結果，本段把觀看

使用說明書後，各載具之任務以放聲思考法完成任務的個案，操作過

程節錄出來，再藉由心智受測狀況的編碼，如表 4-5 所示，了解受測 

表 4-5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 

任務完成 任務未完成 

(F.1：圖示理解錯誤) L.1：完全停滯，操作不下去(教練法)
(F.2：字義理解錯誤) L.2:超過五次的嘗試錯誤 
(F.3：誤按按鍵) L.3:超過三次心智模式不吻合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F.5：找到使用說明內容但理解錯誤)  
(F.6：從說明沒有獲得所需的資訊，沒有資訊)  
(F.7：從說明沒有獲得所需的資訊，沒有找到)  

 

者心智受挫的時候，其背後真正的涵義及意圖。依據心智受挫狀況之

 - 74 - 



 

編碼，字義上 F2 字義理

解錯誤，若是單純按錯鍵歸類於 F3 F5 本 驗紀錄的重

點，包含了受測者本身心智模式與系統的不吻合而發生的錯誤，找到

了使用說明內容但是理解 而 F6 F7 為使用說明內容不足的狀

況編碼。將受測者的受挫情形分門類別。經由這樣的分析，可以了解

哪些情況容易讓受測者產生心智受挫 而下列的操作過程分析因為資

料量過於龐大，所以只節錄各載具較特殊的個案 方便觀看者了解較

典型心智受挫

從表 4-6 可以觀察到，編號 1-03 OKWAP i108 進 

話

的理解錯誤，分別歸類於 F1 圖示理解錯誤及

。F4 與 分別為 實

錯誤。 與

。

，

情形。 

的受測者使用

表 4-6  OKWAP 任務一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1-03 
載具：OKWAP i108 
任務：任務一進電話簿撥打電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觀看使用說明的手機外觀說明圖 
 
 
 

 
 
嘗試 3： 

 

嘗試 ： 

 

OK ( )

‧在待機畫面下按右鍵(軟鍵)的電話簿

‧看到名稱按右鍵的尋找進入名稱搜

尋 
‧按斷話鍵回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 OK 鍵(撥出鍵)進入已

回到待機畫面 
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目錄

 

時間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目錄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要找的

電話名稱是陳志豪)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嘗試 2： 
 
 

‧在待機畫面按 鍵 撥出鍵 進入已

  撥電話 
‧按斷話鍵回到待機畫面 

進入電話簿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撥電話 
嘗試 4： ‧按斷話鍵

 
 

‧在待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至電話簿

‧按 OK 鍵(通話鍵)進入電話簿
 

‧游標色塊位於陳敏哲按通話鍵撥出
嘗試 5： 

‧按斷話鍵回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向上鍵，進入到通

 

話 
6

 ‧按斷話鍵回到待機畫面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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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第一項任務：撥打電話簿號碼，從操作過程中可以觀察到 OKWAP

觀圖，讓受測者建立基本功能的認知，操作過程中

生的錯誤，受測者進入電話簿以後

，以為要按

話號碼

入到電 鍵移動游標色塊的心智內容，所以撥

了電話 找尋到電話簿位置，但是電話

的功能 ，導致受測者以為這裡並不

是電話簿 測者在觀看使用說明有關電話簿功

能的內容之後，才順利完成第一項任務。

編號

來電的 認

搜

智模 不 候，受測者試著觀看使用說

明 入未接來電的正確路徑，故順利完成

此項 務

 

嘗試 8： 

 

‧按 menu 鍵回到待機畫面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至電話簿 

‧看到外部按鍵的使用說明的選擇鍵

 

‧按 1 鍵進入電話簿 

‧按通話鍵撥出電話 

 

誤) 

 

嘗試 7： 

 

 

嘗試 9：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至電話簿 

‧在待機畫面下按右鍵(軟鍵)的電話簿

進入電話簿 
‧按斷話鍵回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目錄

‧按斷話鍵回到待機畫面 

功能 
‧觀看使用說明電話簿功能

‧在待機畫面下按右鍵(軟鍵)的電話簿

進入電話簿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觀看使

用說明的內容)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至陳志豪 

使用說明的手機外

總共發生 6 次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

不知道要用上下鍵移動色塊游標 右鍵的搜尋來選擇姓名與

電 ，最後與心中的預期大不相同。受測者曾經從功能目錄畫面

進 話簿，由於沒有按上下

錯 號碼。實驗過程中受測者已經

簿 形式與受測者心中的預期不相同

，而不斷重複的嘗試。受

 

1-07 受測者進行第二項任務時，沒有根據螢幕顯示一通未

接 訊息中，去查看來電內容，反而 為要進入電話簿查看未接

來電的姓名與電話號碼，所以欲從電話簿 尋相關資訊，造成兩次心

式 吻合而發生的錯誤。嘗試 3 的時

有關通話記錄功能，找尋到進

任 ，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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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OKWAP 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

任務：任務二尋找未接來電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 ) 

1
WAP i108 

-07 
載具：OK

 
(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嘗試 2： 
 
 

嘗試 3： 

態中，

nu 鍵到電話簿編輯 

回待機畫面 
的狀態中，按

面 
‧觀看使用說明的通話紀錄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至通話服務

‧按 OK 鍵進入未接來電  

(實驗人員提示未接來電在通

話服務裡面)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 按

右鍵(軟鍵)的進入至電話簿 
‧按 me
‧按數字鍵 1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 
‧按斷話鍵跳

‧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

右鍵進入電話簿(軟鍵) 
‧按斷話鍵跳回待機畫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在待機畫面按 manu 進入主目錄 

‧按 OK 鍵進入通話紀錄 

‧將電話撥打出去 

 

 

編號 1-06 的受測者使用 OKWAP 進行第三項任務，剛開始不斷

以自己的心智模式來嘗試，包括在待機畫面按撥出鍵至最近撥出，以

先前的經驗按右功能鍵進入電話簿尋找等等。受測者雖然在嘗試 4 的

時候，有觀看使用說明的通話紀錄功能，但是咎於說明內容理解的錯

誤，受測者誤認通話紀錄說明內容的順序，漏掉進入通話服務這個步

驟，所以無法順利的進入通話服務，選取通話紀錄功能中的已接來電

選項。最後經過受測者多方的嘗試，手機介面與使用說明的相互配

合，終

 

 

 

 

於了解從待機畫面必須先進入到主功能目錄畫面，再尋找通話

服務並且按右鍵進入通話紀錄，按上下鍵移動游標色塊進入至已接來

電，最後按 OK 鍵撥出該電話號碼以完成目標任務，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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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OKWAP 任務三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1-06 
載具：OKWAP i108 
任務：任務三尋找已接來電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嘗試 2： 

 
嘗試 3： 

嘗試 4： 

 
5： 

 
 

 

 

 
 

服

‧按確認進入通話紀錄看到未接來電

‧按通話鍵進入已接來電看到目標名

‧按撥出鍵撥打電話 

實驗人員提示目前位於最

出) 

式不吻合而發生

) 
.5：找到使用說明內容但理解

誤) 

(F.5：找到使用說明內容但理解

錯誤)(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要

 

 
 

嘗試

‧按撥出鍵進入最近撥出  
 ‧按斷話鍵回到待機畫面

向上鍵 時間日期表 ‧按 進入

‧按斷話鍵跳回待機畫面 
( )‧按右鍵 軟鍵 進入電話簿

 ‧按斷話鍵跳回待機畫面

‧觀看使用說明的通話紀錄 
( )‧按右鍵 軟鍵 進入電話簿

‧按數字鍵 1 
‧按右鍵 軟鍵 清除回到待機畫面 

 
( )

‧觀看使用說明的通話紀錄部份

‧按 menu 進入主目錄 
‧按上下鍵捲動選項至通話服務

‧按左鍵(軟鍵)確認進入通話服務

‧ 使用說明通話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
撥近

(F.3：誤按按鍵)  
 (F.4：心智模

錯誤)(實驗人員提示位於電話

簿) 
(提示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

(F
錯

 
 
 

觀看 務部份 
‧按進入到通話服務裡面看到通話紀

錄 

‧按上下鍵捲動至已接來電 

稱”陳志豪” 

找已接來電) 

從表 4-9 可以觀察出 NOKIA8250 的電話簿功能，對於編號 1-10

受測者來說無法很快的順利操作，剛開始因為只觀看的手機外部按鍵

說明，所以使用錯誤的心智模式進入功能目錄查詢姓名與電話號碼。 

任務：任務一進電話簿撥打電話

(有看使用說明) 

表 4-9  NOKIA8250 任務一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1-10 
載具：NOKIA8250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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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 1： 
 

嘗試 2：

3： 

 

 

嘗試 4： 

‧看到外部

表‧使用上下鍵捲動功能

‧進入功能表

畫面 
電話簿

) 
 
面 

的尋找 

姓

修

號碼

問實驗人員任務中所要尋找的姓

按上下

鍵的使用說明尋找撥打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實驗人員進行任務提示) 
 

員提示任務中所要尋

的姓名)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 

按鍵的使用說明的選擇鍵  

 
功能 

 
‧進入功能

 
 

表選項

 
‧進入到設定中的鬧鐘，隨即按返回

(軟鍵)跳回待機畫面  
 
 

嘗試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實驗人員提示系統目前位

於寫訊息)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實驗人

找

(F
誤

 
 
 

 
‧進入訊息選項中的寫訊息 
‧按返回鍵(軟鍵)跳回待機

‧看到外部按鍵的使用說明的

功能 
‧進入電話簿中的尋找 
‧看到尋找隨即按進入鍵(軟鍵

‧在尋找階層中按上下捲動鍵

‧按返回鍵(軟鍵)跳回待機畫

‧進入電話簿中

‧按進入(軟鍵)到達姓名尋找 
‧在姓名尋找按上下捲動鍵，出現

名及電話號碼 
‧在”汪宗慶”按下操作(軟鍵)進入到

改號碼 
‧按返回鍵(軟鍵)跳回姓名及電話

階層 
‧詢

名 
‧在姓名及電話號碼階層中，

鍵捲動電話簿 
‧看到外部按

鍵 
‧按通話鍵將電話撥出 

當受測者觀開始注意待機畫面與左右功能鍵相對應文字，嘗試著按右

鍵直接進入電話簿，但是沒有馬上顯示姓名與電話號碼的介面設計，

與受測者心智內容互相違背，導致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了操作上的

錯誤。受測者在原廠的使用說明內容中，也難以找到有關使用電話簿

了兩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最後在姓名尋找的

尋而得以找到該姓名與電話號碼，

 

編號 1-10 受測者在進行 NOKIA8250 第二項任務的操作流程中，

完整的說明，發生

功能畫面下，按上下鍵進入快速搜

按撥出鍵順利將電話撥出以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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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沒有按左功能鍵的查看

進入 接

心智內容不吻合 面 說明

的 模式不吻合而發

的嘗 以 紀錄之已

進入功能目錄開始試著按上下鍵捲動功能選項，搜尋到通話紀錄的未

接來 功 的說明圖了解撥出鍵的功能，順利的

將該 名

務二 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

載具：NOKIA
任務：任務二尋找未接來電

實驗方法：

表 4-10 所示，顯示一通未接來電情況下，

未 來電，而是按右鍵進入功能目錄，看到訊息功能選項以後與

，所以按退出回到待機畫

構圖，雖然有心智

。受測者觀看過使用

功能架 生的錯誤，但是經過兩次

接來電的正確概念。所以試 後，建立了有關進入通話

電 能，藉由手機外觀按鍵

姓 與電話號碼撥出。 

表 4-10  NOKIA8250 任 之

1-10 
 8250

 
 

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心智

嘗試 1： 
 
 
 
 

嘗試 2： 
 
 
 

嘗試 3： 

入訊息選單中的寫訊息

找到

 
)  

‧按進入(軟鍵)找到未接來電 

‧按操作(軟鍵)進入通話時間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觀看使用說明中的功能架構圖 
‧進入功能表 
‧按上下鍵捲動選項找到通話紀錄 

‧進入未接來電看到一個新號碼 

‧按退出回到一個新號碼 
‧看到外部按鍵的使用說明尋找撥打

鍵 
‧按通話鍵將電話撥出 

 
 
 

‧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態中，按

退出(軟鍵)回到待機畫面 
‧進入功能表 
‧進  
‧按返回鍵(軟鍵)跳回待機畫面 
‧觀看使用說明中的功能架構圖(
了通話紀錄的未接來電) 
‧進入功能表

‧看到訊息隨即按退出(軟鍵

(F
誤

NOKIA8250 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對編號 1-10 的受測者來

說，如表 4-11 所示，在觀看使用說明後建立正確的心智模式，受測

者在待機畫面按左功能鍵進入功能目錄，按上下健捲動功能選項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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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紀錄，並且按左功能鍵進入到已接來電，按通話鍵將電話順利撥出。

表 4-11  NOKIA8250 任務三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1-10 

任務：任務三尋找已接來電 

 

載具：NOKIA 8250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觀看使用說明中的通話紀錄功能 
‧進入功能表 
‧按上下捲動鍵到達通話紀錄 

‧按上下捲動鍵找到已

 

‧按進入找到未接來電 
接來電 

‧按進入看到已接來電號碼

‧按通話

 
鍵將電話撥出 

編號 1-07 的受測者使用 MOTOROLA C268 進行任務一操作過程

看了手機外觀按鍵說明，但是無法快速了 

任務一之操作過程 

載具：MO
任務：任務一進電話簿撥打電話 
實驗 法：

中，如表 4-12 所示，雖然

表 4-12  MOTOR LA C268O

受測者編號：1-07 
TOROLA C268 

方 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嘗試 2： 
 

 
嘗試 3： 

 
 

 

嘗試 4： 

鍵 

斷話鍵跳回待機畫面

志豪

.5：找到使用說明內容但理解

誤)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目錄 
‧按選擇鍵進入電話簿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選擇到陳

 
‧按斷話鍵跳回待機畫面 

 

(F.3：誤按按鍵) 
 

‧看到外部按鍵使用說明的電話簿功

能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到主功能

目錄 
‧在按一次目錄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到訊息 
‧按斷話鍵跳回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到主功能

目錄 
‧在按一次目錄鍵 
‧按左右鍵  
‧按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到主功能

 
 
 
 
(F
錯

(F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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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到主功能  
 
 
 

目錄 
‧按選擇

鍵捲動姓名與號碼，選擇到

‧按上下鍵捲動姓名與號碼，選擇到

電話 

 

 
(F.3：誤按按鍵) 
 

鍵進入電話簿  
‧按上下

陳志豪 
‧按左鍵退出 
‧按選擇鍵進入電話簿 

陳志豪 
‧按撥出鍵撥打

解進 電 功能階層的概念，按目錄鍵進入

功能目錄往往以為自 面，與內心的預期大不相同，

所以按退 兩次的嘗試之後，受測者在第三次

順利

第一項任務完 發生了兩次

誤按按鍵的情形。 

的操作過程以編號 1-03 的受測者來

看 ，按目錄鍵回到待機畫面進入到功

能 到調整鈴聲功能。在觀看使

用說明的主目錄功能 塊游標至通話紀錄，

受測者看到所有來電並未直接按選擇進入

擇， 過 按右功能鍵的選擇進入到所有

即刻按撥出鍵撥出電

話， 成 任務。受測者在觀看使用說明主功能目錄內容之後，

開始有較為正確的操作流程，如表 4-13 所示。 

之操作過程 

受測 編號 3 
載具：MO
任務：任務二尋找未接來電

(有看使用說明) 

入 話簿的正確路徑，以及建立

己是到訊息功能裡

出鍵回到待機畫面。經過

進入到電話簿，並且找尋到該姓名與電話號碼，但是由於誤按按

鍵導致回到待機畫面，在第四次的嘗試基於先前的操作經驗，順利將

成。此個案雖然有關看使用說明，但是還是

心智模式不吻合及

MOTOROLA 第二項任務

，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畫面中

目錄畫面，剛開始嘗試著按左右鍵進入

內容之後，按上下鍵移動色

，而是不斷的按上下鍵選

經 使用說明內容再一次的觀看，

來電，將色塊游標選取至該姓名與電話號

了目標

碼，

完

表 4-13  MOTOROLA C268 任務

：1-0

二

者

TOROLA C268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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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次數 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操作流程 心

嘗試 1： 

 
 
 
 
 
 
 

 

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態中，按

鍵進入鈴聲調整功能 
的主目錄部份 

 

有來電，按上下鍵移動游標

‧游標色塊位於陳志豪名稱，按通話

合而發生錯

) (實驗人員提示未接來電在

通話記錄裡面)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按選擇進入所有來電 

鍵撥出該號碼 

 
 

‧在顯

目錄鍵回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功能目錄

‧按向左

‧觀看使用說明

‧按向下鍵移動游標色塊

‧按選擇進入通話紀錄 
‧略過所

色塊 

 
 
 
(F.4：心智模式不吻

誤

編號 1-06 的受測者以 MOTOROLA 進行第三項任務的操作，剛

開始在待機畫面按了左功能鍵進入到瀏覽器和右功能鍵進入到電話

簿，與其內心的流覽功能目錄的心智模式皆不吻合，所以發生了三次

心智模式不吻合的情形。經由觀看使用說明的功能目錄內容之後，受

測者按目錄鍵進入功能目錄，使用上下鍵選擇功能選項的通話紀錄，

因為 中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 有看使用說明

受測者從先前的任務了解打勾與沒打勾意義，所以在所有來電

選擇了已打勾的姓名與電話號碼，並且按撥出鍵將電話撥出，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MOTOROLA C268 任務三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1-06 
載具：MOTOROLA C268 
任務：任務三尋找已接來電 

( )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嘗試 2： 

‧在待機畫面下按左鍵的瀏覽器 

‧在待機畫面下按右鍵進入電話簿(軟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F.4：心

 

 
 
3  

 

‧按左鍵的離開回到待機畫面 

鍵)  
‧按左

畫面按目錄鍵進入功能目錄

右鍵(軟鍵)的選擇進

‧觀看使用說明的主目錄部份 

誤) 
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嘗試 ：

 
‧在待機

 
‧在電話簿畫面按

 入電話簿 

嘗試 4： ‧按左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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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功能目錄

塊 

鍵 

‧按向下鍵捲動游標色塊 
‧按向下鍵捲動游標色

‧在通話紀錄畫面按右鍵(軟鍵)的選擇

進入通話紀錄功能 
‧在所有來電畫面按右鍵(軟鍵)的選擇

進入所有來電功能 
‧選到打勾的電話按撥出

 

 

 

4.2.4 操作過程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

本段將第一階段實驗受測者在觀看使用說明後，所發生的心智模

式不吻合做次數分配，如表 所示。 AP 發生心智不吻合的次 

表 第一階段操作過程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

 

 

 

 

MOTOROLA 來的少，而這兩個廠

牌又剛好次數總和一樣是

多次 心 KIA 的 次最多，OKWAP 與

OTORO 。而第二項任務尋找未接來電部份的次

數 A 的 1 次為最少。第三項

任務 找

冠 表將會與第二階段實驗做比較，其結

 

4-15 OKW

4-15   

 
 

 

 

  第一階段實驗 
 任務一 17 

NOKIA 任務二 4 
任務三 12 
總和 33 

 任務一 8 
OKWAP 任務二 4 

任務三 7 
總和 20 

 任務一 9 

 

 

數總和為 20，明顯的比 NOKIA 及

33。以三項任務來說，第一項任務發生最

的 智模式不吻合情形，是 NO 17

M LA 的次數大約相同

普遍比其他兩個任務來的少，MOTOROL

尋 已接來電的次數為最多，尤其又以 MOTOROLA 的 23 次居

，OKWAP 的 7 次為最少。本

MOTOROLA 任務二 1 
任務三 23 
總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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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 會

4.3 手機使

本階段之使用說明書是針對第一階段實驗結果，將三支載具的原

廠使用說 圖 4-6、4-7 及 4-8 所示， 

將 在第六章做相關的討論。 

用說明書的改良 

明書改良成另一種全新的面貌，如

 
圖 4-6  NOKIA 改良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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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OKWAP 改良後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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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MOTOROLA 改良後使用說明書 

以類似摺頁海報的方式呈現，紙張的尺寸大約為 A3 大小，印刷方式

採用普遍的雙色印刷

與按鍵說明圖、主要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從電話簿撥打電話、查

看及回撥未接來電和查看及回撥已接來電。鑒於三個載具改良使用說

明書的形式大致相同，所以在此先以 NOKIA 做為前後比較的說明。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的功用在於詳述手機外部按鍵功能，而原廠使用

，簡單的將內容做分類。其內容包含了手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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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書相關的敘述不完整，說明字體的尺寸對中高齡使用者來說不夠

大，如圖 4-9 所示。經由第一階段實驗的觀察，改良使用說明書更加 

 
圖 4-9  NOKIA 原廠使用說明的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強調了說明文字大小與標示位置，按鍵及功能名稱也與以粗體括

號標示出來，如下圖 4-10 所示。 

 
圖 4-10  NOKIA 改良使用說明書的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原廠使用說明書的功能架構多以條列的方式說明，第一階段實驗

結果發現中高齡者對於此類的陳述方式，無法正確的了解階層概念，

如圖 4-11 所示。而改良使用說明書的功能架構圖採用目錄使用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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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NOKIA 原廠使用說明功能架構圖 

圖示，以圖像的方式闡述手機內部功能架構圖及階層概念，這與原廠

的條列式說明方式大不相同

類似樹狀圖的方式描述階層概念，

並且以不同尺寸及粗細的圓圈強調不同的功能階層，如下圖 4-12 所

示。 

。運用圓圈傳達功能選項的循環性質，以

中間的大圓圈向外擴展至小圓圈，

 
圖 4-12  NOKIA 改良使用說明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 

從電話簿撥打電話說明如何尋找電話簿的姓名與電話號碼，並且

按撥話鍵將該號碼撥出，原廠使用說明書對於上述的基本功能，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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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不甚清楚，大多以簡略的文字來說明如何搜尋及撥打電話號碼，如

下圖 4-13 所示。改良使用說明書將手機基本功能的操作步驟，多加

詳細的 

 
圖 4-13  NOKIA 原廠使用說明書電話簿功能 

描述，如圖 4-14 所示，除了逐步的文字說明之外，右邊配合同步說

明圖示，讓中高齡者跟隨文字說明操作，可以對照同步說明圖示中手 

 
圖 4-14  NOKIA 改良使用說明書電話簿功能 

機螢幕顯示的內容，確認是否每個步驟有操作正確。原廠使用說明書

的查看及撥打未接來電與已接來電的說明內容，多以文字說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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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操作步驟，沒有配合相關的圖示加以解說，如圖 4-15 所示。改 

 
圖 4-15 功能   NOKIA 原廠使用說明書未接來電與已接來電

良使用說明書的操作步驟說明以更細微方式描述，如圖 4-16 所示，  

 
圖 4-16  NOKIA 改良使用說明書已接來電功能 

將所需操作的功 顯示手機螢幕能按鍵以括號標示，同步說明圖示除了

訊息，並且用不同的色塊來提示操作按鍵位置，讓中高齡者能將文字

與圖示相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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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二階段實驗 

由第四章第一階段實驗所得到的結果，做為第二階段實驗的手機

使用說明之改良方針，本階段的實驗方法與實驗步驟，與先前第一階

段實驗方法相同，並且以不同困難程度的實驗方法，了解受測者在操

作流程中的心智負荷。根據哪個實驗方法方法完成任務，可以了解實

驗載具的介面與說明對於受測者幫助性，從受測者在每個任務的操作

過程中，評估哪些心智錯誤還是持續的發生，是否改良過的使用說明

讓任務完成的績效更佳，了解手機介面與使用說明還需要改進的地

方。 

4.4.1 第二階段實驗受測者基本資料 

本實 可自理

受測者基本資料如表 4-16 所示，全部的受測者都有接觸手機的經驗。 

表 4-16  第二階段實驗受測者基本資料 

編號 日期 性別 年齡 學歷 職業 是否使用 使用程度 

驗受測者年齡限制依然是 45 歲以上，身心健全生活

者，而教育程度、職業背景及手機使用經驗不限制。第二階段實驗的

0-1 2005/3/29 女  65 小學 家管 有 1 年 不常使用 
0-2 2005/3/29 女 50 專科 公務員 有 4 年 不常使用 
0-3 2005/3/29 男 56 大學 公務員 有 1 年 不常使用 
0-4 2005/3/29 男 52 碩士 公務員 有 5 年 經常使用 
0-5 2005/3/29 男 61 碩士 公務員 有 2 年 經常使用 
0-6 2005/3/29 男 59 高中 退休 有 2 年 不常使用 
0-7 2005/3/29 男 67 高中 退休 有 4 年 經常使用 
0-8 2005/3/29 女 59 專科 家管 有 5 年 經常使用 
0-9 2005/3/30 男 64 高中 退休 有 8 年 經常使用 

0-10 2005/3/30 男 53 專科 退休 有 2 年 不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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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各實驗方法個案次數分配 

沒有看 有看 有看 有看 數

第二階段實驗結束後，將十個受測者根據不同實驗方法所完成的

任務，做個案次數分配表，如表 4-17 所示，從這裡可以發現到超過 

表 4-17  第二階段實驗個案次數分配表 

 
 

 
 

放聲思考法 放聲思考法 提示法 教練法 總

NOKIA 總和 6 17 6 1 30
OKWAP 總和 7 18 5 0 30

MOTOROLA 總和 6 12 11 1 30
二分之一的個案，觀看使用說明後以放聲思考的方式完成任務，

NOKIA 與 OKWAP 相同分別為 17 和 18 個案。超過三分之二的受測

KWAP 的 25 個案為最多。無法

完全

MOTOROLA 有採 較，第一項任務

從電話簿撥打電話與第二項任務尋找未接來電， 的

個案數在放聲思考法就得以完成任務，以 AP 25

第三項 提 法 成 其

他兩個任務來的多，尤其以 T L 示 11

為最多

採 完 任 個 數 所  

二 段 放 考 次 表

 
 

 
 

放聲思考法

沒有看 
放聲思考法

有看 
總

數 

者以放聲思考法完成任務，尤其以 O

受到使用說明的幫助，而需要進入提示法或教練法的個案，少於

總個案數的四分之一，其中以 MOTOROLA 的 13 個案為最多，教練

法在全部的實驗方法中只佔了小部份，分別只有 NOKIA 和

用到教練法。若以三項任務來做比

這分別有四分之三

OKW 的 個為最多。

任務尋找已接來電在 示 與教練法完 的個案數，明顯較

MO ORO A 在提 法完成的個案數

。 

用放聲思考實驗方法 成 務的 案次 分配表如表 4-18

表 4-18  第 階 實驗 聲思 法個案 數分配  

 
NOKIA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1 
4 
1 

7 
6 
4 

8 
10 
5 

總和 6 17 23 
 

OKWAP 
任務一

任務二

3 
3 

5 
7 

8 
10 

 - 93 - 



 

1 6 7 任務三

總和 7 18 25 
 任務一 4 5 9 

MOTOROLA 任務二 2 4 6 
3 任務三 0 3 

 18總和 6 12  

 

示 具 驗方 的操作績 相差不遠， OKWAP

三種任務的比較來說，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

的操作績效普遍不高，甚至 MOTOROLA 在這裡沒有任何完成任務的

個案。NOKIA 在三種任務中，第二項任務尋找未接來電的完成個案

數明顯較高。觀看使用說明後，繼續以放聲思考法完成任務，NOKIA

與 OKWAP 的個案總數和分別為 17 和 18，比 MOTOROLA 來的要高。

以任務來看可以發現，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的個案數都比其他兩

個任務少，以 MOTOROLA 的個案數 3 最少，第一項任務從電話簿撥

打電話的操作績效普遍較佳，如 NOKIA 的個案數 7。 

若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後，無法正確的操作完成，將會開始進入

提示法讓實驗順利進行，實驗人員先以使用說明內容做提示，讓受測

者仔細觀看使用說明內容。本實驗方法的個案次數分配如表 4-19 所

示，MOTOROLA 個案的總和數最高的 11，NOKIA 與 OKWAP 剛好 

表 4-19  第二階段實驗提示法及教練法個案次數分配表 

，三個載 在此實 法 效 不過以 的

總和 7 個為最高。以

  提示法 教練法 總
  有看 有看 數 

 
NOKIA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2 0 2 
0 
4 

0 
1 

0 
5 

總和 6 1 7 
 

OKWAP 
2

3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2 
0 
3 

0 
0 
0 

 
0 

總和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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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OLA 任務二 3 1 

1
4 
7 

任務一

任務三

1 

7 

0 

0 

 

總和 11 1 12 

都為 5。以三 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的個案數普

遍都較高，其中以 MOTO A 的個案數 7 為最多。總 以看出第

二項任務尋找未接來電的個案數明顯較少，NOKIA 與 OKWAP 在這

法完成任務，

且心

話的操作過程中，如表

後，發生了一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觀看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後，按 menu 鍵進入主功能目錄，覺得好像不太對就按了断話鍵跳出。

再一次觀看手機外觀與按鍵說明，在 機畫面按 enu 進入主功能

目錄，上按下鍵移動色遊標色塊至電話簿，並且按右功能鍵進入該電

話簿，選擇到目 碼然後 ，順利的完成第一項任務。 

 

項目標任務來說，

ROL 觀可

個階段都沒有個案發生。受測者無法以提示法的實驗方法完成任務

時，實驗人員將會開始進入教練法，以口語指導的方式帶著受測者完

成任務，NOKIA 與 OKWAP 沒有個案在此發生，MOTOROLA 有一

個案發生，為任務二尋找未接來電。 

4.4.3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與操作過程紀錄 

本階段實驗與第一階段實驗相同的心智受測狀況編碼，分析實驗

操作過程中停滯的原因及類別，藉由心智受測狀況編碼，可以了解三

種載具在每個時候驗方法中，操作績效的成果。依照實驗架構與實驗

方法的規劃，本段同樣將觀看使用說明後，以放聲思考

智受挫次數較多的個案節錄於此，將這些個案的操作步驟以心智

受挫狀況編碼，所得結果將會於下一個章節與第一階段實驗結果做分

析與比較。 

以編號 2-04 受測者在進行 OKWAP 第一項任務從電話簿撥打電

4-20 所示，發現到受測者在觀看使用說明書

待 m 鍵

標姓名與電話號 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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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OKWAP 任務一之操作過程 

電選項，以用正確的操作方式撥打電話完成第二項任

務，

載具：OKWAP i108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受測者編號：

載具：OKWAP i108 
任務：任務一進電話簿撥打電

2-04 

話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嘗試 2： 

 
 
 

 

‧觀看使用說明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功能目

錄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功能目

錄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選擇到電話

簿 
‧按右鍵進入電話簿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觀看使用說明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按通話鍵撥出該號碼 

 

編號 2-04 的受測者使用 OKWAP 進行第二項任務尋找未接來電

過程中，觀看使用說明之前發生了三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其中

包含了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畫面下，直接按撥出鍵進入最近撥出；

在待機畫面下按右功能鍵的電話簿進入以及進入到主功能目錄畫

面，選擇到電話簿並且進入之。當受測者觀看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

示以後，在第四次的嘗試得選擇主功能目錄的通化服務，進入到通話

紀錄的未接來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 

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OKWAP 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2-04 

任務：任務二尋找未接來電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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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 1： 
 

 

 

4： 

 
 

‧在顯示一

鍵)到最近撥撥出 
退出到待機畫面 

)進入電話簿

 

右鍵進入電話簿 

‧ menu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通未接來電的狀態中，按  

 
OK 鍵(軟

嘗試 2： 
‧按斷話鍵

 
‧在待機畫面按右鍵(軟鍵

嘗試 3：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

錄

 
 
 

 
嘗試

 

鍵進入主功能目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選擇到電話

簿 
‧按

‧觀看使用說明的主功能目錄使用循

環圖示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觀看使用說明的主功能目錄使用循

環圖示 
在待機畫面按 鍵進入主功能目

 錄

‧按向下鍵至通話服務 
‧按向下鍵找尋到通話紀錄

 
(F
誤) 
 
 
 

 
‧按右功能鍵的選擇進入通話紀錄 
‧按向下鍵至未接來電 
‧按 OK 鍵撥出電話 

以表 4-22 可以觀察到 OKWAP 在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編

號 2-08 的受測者觀看使說明前發生兩次的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

例如嘗試 1 在待機畫面按撥出鍵到最近撥出，嘗試 2 在待機畫面按右

功能鍵進入電話簿，且再度進入到最近撥出。觀看第三項任務的相關

說明與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之後，受測者採用數字鍵操作的方式完成

第三項任務。 

，

表 4-22  OKWAP 任務三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2-08 
載具：OKWAP i108 
任務：任務三尋找已接來電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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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 1： 
 
嘗試 2： 

 
電話簿

看使用說明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服務 

鍵 2 進入已接來電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嘗試 3： 

 

‧在待機畫面按撥出鍵到最近撥出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右鍵(軟鍵)進入

‧撥出鍵到最近撥出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觀看使用說明第三個任務說明內容

‧觀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功能目

錄 
‧按數字鍵 2 進入通話

‧按數字鍵 1 進入通話紀錄 
‧按數字

‧按 ok 鍵進入已接來電 
‧按通話鍵撥出該號碼 

(F
誤)  
(F.4：
誤) 
 
 
 
 
 

編號

著完成任 其操作過程中發生四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受測者

案右功能 現的內容始終與預期相異，試著按

上下鍵捲 期的項目，不過似乎都無法順利完成。

在第一項任務的相關說明之後，剛開始還是稍微有些誤解，以為在待

機畫面按撥出鍵，受測者再次仔細的觀看使用說明內容之後，才得以

順利完成 NOKIA 第一項任務，如表 4-23 所示。 

表 任務一之操作過程

任務：任務一進電話簿撥打電話

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2-08 的受測者剛開始沒有觀看使用說明，以各種方式嘗試

務，

鍵進入電話簿，畫面所呈

動選項來搜尋自己預

4-23  NOKIA8250  

受測者編號：2-08 
載具：NOKIA8250 

 
實驗方法：放聲思

嘗試次數 況編碼及提示內容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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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 1： ‧
 

 
嘗試 3： 

4： 
 
 

嘗試 5： 
 
 

嘗試 6： 
 
 

嘗試

 

畫面 
電話簿

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明內容

電話 

務說明內容

)進入電話簿

‧按上下鍵捲動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向下鍵進入電話簿 

志豪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嘗試 2： 

 
嘗試

 
7： 

 
 
 

 
 

‧觀看使用說明第一個任務說明內容

‧按向上鍵捲動姓名與電話號碼至陳

‧按通話鍵撥出該號碼 

誤) 

 

在待機畫面按右鍵(軟鍵)進入電話簿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右鍵(軟鍵)進入電話簿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

‧在待機畫面按右鍵(軟鍵)進入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右鍵(軟鍵)進入電話簿

‧按上下鍵捲動 
‧按

‧觀看使用說明第一個任務說

‧在待機畫面按撥出鍵到已撥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觀看使用說明第一個任

‧在待機畫面按右鍵(軟鍵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
誤

(F
誤

 

NOKIA 第二項任務搜尋未接來電的操作過程，以標號 2-04 受測

者最為特別，一開始觀看的第二項任務的相關使用說明，雖然順利進

入到未接來電察看到該姓名與電話號碼，但是受測者不了解可以直接

按撥出鍵撥出該號 嘗試按了左功

，看到了訊息功能與心中的預期不吻合，隨即跳回

二項任務之說明內容，得以順利的完成

任務，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NOKIA8250 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2-04 
載具：NOKIA 8250 
任務：任務二尋找未接來電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碼，所以又退回到待機畫面。第二個

能鍵進入功能目錄

待機畫面，再次仔細的觀看第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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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 1： 
 
 
 
 

嘗試 2： 

嘗試 3： 

 

，按

功能表

待機畫面 
明內容

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觀看使用說明第二個任務說明內容

‧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態中

左鍵(軟鍵)的查看進入到未接來電 
‧按左鍵查看詳情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左鍵(軟鍵)進入

‧按進入到寫訊息 
‧按斷話鍵退出到

‧觀看使用說明第二個任務說

‧在待機畫面按左鍵(軟鍵)進入功能表

‧按上下鍵捲動選項至通話紀錄 
‧按右鍵的進入至通話紀錄 
‧按右鍵的進入至未接來電 
‧按通話鍵撥出該號碼 

 
 
 
(F.4：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編號 2-02 的受測者無關看使用說明的情況下，發生了一次心智

模式 吻 目錄，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

塊至 有 到待機畫面。受測者開始觀

看第三項 速

搜尋

載具：NOKIA 8250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不 合的錯誤，按右功能鍵進入功能

所 來電，與心中的預期有差異故回

任務的相關說明，第二次嘗試按了向上鍵進入電話簿的快

，按斷話鍵退回到待機畫面，再仔細的觀看操作步驟了解正確的

操作方法，最後順利完成第三項目標任務，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  NOKIA8250 任務三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2-02 

任務：任務三尋找已接來電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在待機畫面下按左

 
 
 

 
 
 

鍵(軟鍵)的功能表

進入主功能目錄

‧按上下

來電

 
說明第三個任務說明內容

上鍵進入 話簿 

‧觀看使用說明第三個任務說明內容

‧在待機畫面下按左鍵(軟鍵)的功能表

進入主功能目錄 
‧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至通話紀錄

‧按右鍵(軟鍵)進入通話紀錄 

 
 

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鍵捲動游標色塊至轉接所有 (F.4：心智模式

 
 

嘗試 2：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觀看使用
 

‧在待機畫面按向 電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 面 嘗試 3：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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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下鍵捲動游標色塊至已接來電

‧按右鍵(軟鍵)進入已接來電 
‧按通話鍵撥出該號碼 

標號 MOTOROLA 進

打 始觀看手機外觀及按

鍵說 與 正確的 完成第一項任務。 

之操作過程 

受測 編號

載具：MO
務：任務

實驗方法： 明) 

2-10 受測者使用 行第一項任務進電話簿撥

電話的操作，如表 4-26 的操作過程表，一開

方式明 第一項任務說明後，就以

表 4-26  MOTOROLA C268 任務一

者 ：2-10 
TOROLA C268 

任 一進電話簿撥打電話 
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觀看使用說明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按通話鍵撥出該號碼 

 

 

 

 

 

‧觀看使用說明第一個任務說明內容

‧在待機畫面按向下鍵(軟鍵)進入電話

簿 
‧按上下鍵選到陳志豪 

 

 

當編號 2-04 的受測者使用 MOTOROLA 進行第二項任務操作，

如表 4-27 所示，未觀看使用說明的情況下，發生三次心智模式不吻 

表  4-27  MOTOROLA C268 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2-04 
載具：MOTOROLA C268 
任務：任務二尋找未接來電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操作流程 心

嘗試 ：

嘗試 2： 

嘗試 4： 

 ‧

.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 

 
 

1  
 
 

 
 
 

嘗試 3： 
‧ 

 

 

‧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態中，按

撥出鍵(軟鍵)到最近撥撥出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主功能目

錄 
‧按右鍵(軟鍵)的選擇進入電話簿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在待機畫面按撥出鍵(軟鍵)到最近撥

撥出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觀看使用說明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功能目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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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使用循

‧按左鍵的選擇進入通話紀錄 

‧按右鍵的選擇進入所有來電 

‧觀看

‧在待機畫面按 menu 鍵進入主功能目

選項至通話紀錄 
話紀錄 

 
‧按通話鍵撥

 
 
 

 
 
 
 

嘗試 5： 
 

環圖示 

‧觀看使用說明第二個任務說明內容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F.3：誤按按鍵) 
 
 

錄 
‧按上下鍵捲動選項 
‧觀看使用說明的主功能

使用說明第二個任務說明內容

錄 
‧按上下鍵捲動

‧按左鍵的選擇進入通

‧按右鍵的選擇進入所有來電

出  
 

合的 誤 下，按撥出鍵到最近撥

； 待機畫面按主功能目錄鍵進入功能目錄，按右功能鍵進電話簿

尋找未接 出鍵到最近撥出。受測者觀看手機外

觀及

回到待機畫面 5 的時候

任務。 

MOTOROLA 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

時 ，包含從主功

能 鍵的查看，退回到主功能目

錄按上下鍵捲動選項至訊息功能 由於與心智內容相異，所以按退出

回 ，但是

無法 解 第

利

4-28

 

錯 ，例如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畫面

出 在

來電；在待機畫面按撥

按鍵說明、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和第二項任務相關說明之

後，開始以較正確的方式操作手機，但最後按撥出鍵時誤按斷話鍵而

，仔細觀看手機外觀與按鍵說明之後，在嘗試

得以順利完成目標

編號 2-02 受測者進行

，觀看使用說明以前發生五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

目錄進入到電話簿以後，繼續按右功能

，

到 機待 畫面。受測者在嘗試 2 的時候，一度進入到通話紀錄

理 選項名稱的意義，所以開始觀看 三項任務的相關說明，順

的進入到所有來電，並且選擇有打勾的姓

 

名與電話號碼回撥，如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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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MOTOROLA C268 任務三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

載具：MOT
任務：任務三尋找已接來電

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法

2-02 
OROLA C268 

 
( ) 有看使用說明

嘗試次數 操作流程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及提示內容

嘗試 1： 

 
 
 
 
 
 
 

 

 

 

 

功能目

右鍵的查看進入 
目

‧按左鍵(軟鍵)的退出鍵回到主功能目

‧按向下鍵捲動至訊息 

‧按斷話鍵退出到待機畫面 

錄 

鍵回到主功能目

錄

‧按右鍵的選擇進入通話紀錄 

‧按右鍵的選擇進入所有來電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主

錄 
‧按右鍵的選擇進入電話簿 
‧按

‧按左鍵(軟鍵)的退出鍵回到主功能

錄 
‧按向下鍵捲動至鈴聲 
‧按右鍵的查看鈴聲 

 
 

 

 

 

嘗試 2： 

錄 

‧按右鍵的查看訊息 
‧按左鍵(軟鍵)的退出鍵回到主功能目

錄 
‧按右鍵的選擇進入電話簿 

‧在待機畫面按目錄鍵進入主功能目

‧按右鍵的選擇進入電話簿 
‧按左鍵(軟鍵)的退出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

誤) 
 

誤) 

 

誤) 

‧按向下鍵捲動至通話紀錄 

‧按上下鍵選擇至所有來電 

‧觀看使用說明第三個任務說明內容

‧選擇到打勾的姓名與電話號碼 
‧按通話鍵撥出電話 

 
(實驗人員請受測者觀看說明

內容) 
 
 

 

4.4.4 第二階段操作過程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 

本段將第二階段實驗受測者進行三項目標任務的過程中，觀看使

用說明後所發生的心智模式不吻合做次數分配，如表 4-29 所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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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數 

 

測者使用 式不吻合的

常多，總 撥打電話的 3 次最多。

NOKIA與 OTOROLA發生次數 總和非

項任務 一項與第三項任務偏高。以三項任

務來觀察 以發現第二項任務尋找未接來

NOKIA 與 是 NOKIA 第三項任務的

16 次，再 MOTOROLA 第三 任務的 10 次。本表明顯看出第三

項任務對 。反

使用說明 較小， 智錯誤發生的比率較少。 

4.5 分析結

由上述的第一階段實驗結果，本研究對於目前手機介面與使用說

可以看出

可以在不觀看使用說明的狀況下完成任務，反觀 MOTOROLA 約三分

之二的個案，無法以直覺的方式完成任務，因而需要使用說明、提示

 第二階段實驗 

4-29  第二階段實驗操作過程心智模式不吻合次

 

 

 

 

 

 

 

 

 

OKWAP 發生心智模 次數，比其他兩支載具少非

簿和只有 5 次，又以第一項任務從電

M

話

的 常相近，但是MOTOROLA

三 接有錯誤的發生，又以第

，可 電的次數明顯較少，甚至

OKWAP 次數為 0，發生次數最多

來是 項

受測者來說，心智負擔較大 觀來說，OKWAP 的介面與

，普遍對於受測者心智負擔 心

果小結 

 
 
NOKIA 

任務一 9 
任務二 0 
任務三 16 
總和 25 

 任務一 4 
OKWAP 任務二 0 

任務三  1
總和 5 

 任務一 
MOTOROLA

8 
任務二  5
任務三 10 
總和 23 

明有待改進的地方，有更深入的了解。從第一階段實驗個案次數分配

，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個案在觀看使用說明後，可以不經過實

驗人員指導順利完成任務。NOKIA 和 OKWAP 有近二分之一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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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是教練 少。 

案次數分配表的總和可以觀察出 OKWAP 面及使用說

明， 於受測者來說操作績效 三項任務的比較可以發現，第

二項任務尋找未接來電在放聲 完成的 較佳，如圖 4-17 所 

法作輔助，而 OKWAP 使用教練法的個案數為最

個 的介

對 較佳。以

思考法 績效

 

容易查閱並且撥打回去。 較

圖 4-17  NOKIA 螢幕顯示未接來電 

示，是否因為待機畫面中就會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訊息，所以受測者

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普遍上操作績效

低，有多數都以教練法完成任務，是否因為第三項任務必須進入兩到

三個階層，相對的複雜度就比其他兩個任務稍高，如圖 4-18 所示。  

 
圖 4-18  OKWAP 已接來電功能階層圖 

從受測者心智受挫狀況編碼、操作過程紀錄及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分

配表，本研究綜觀的看出中高齡者進行 OKWAP 的手機操作實驗，發

生心智錯誤的次數為最少，是否是因為手機介面的易用性與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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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完整度較高，所以有較少會發生心智模式不吻合的情形。第三

項任 中

成的問題，相較之下，其他兩個廠牌的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較多，其

中又以 MOTOROLA 為最多，故推測 MOTOROLA 的手機介面與使

用說明書，對於中高齡使用者來說，有相當程度之心智負荷。 

本研究將第一階段所得的實驗結果，作為改善三個載具原廠使用

說明的設計方針，於第二階段進行與第一階段相同的實驗步驟及方

法，並且提供給受測者觀看。由上述的第二階段各個實驗結果顯示，

不難發現觀看使用 不同的形式與排

大多在不需要實驗人員的協助下順利完成，第三項任務需要實驗人員

提示的情形較多，尤其又以 MOTOROLA 的情況較為明顯。改良使用

說明書的內容是否真正有幫助到中高齡者，能更順利建立正確心智模

式，會在下一章節進行更深入的討論。 

 

 

 

 

 

 

 

務普遍對中高齡者來說心智負擔較大，但是從心智不吻合次數

可以發現到，OKWAP 雖然操作的階層數比較多，但是通話紀錄介面

的易用性較佳，並且搭配簡易的數字按鍵操作方式，減少用軟鍵所造

說明的個案數增加，由於使用說明

版方式，提昇中高齡者觀看使用說明的意願。將近有三分之二的個案

在觀看使用說明後，不需要實驗人員提示而完成目標任務。以提示法

與教練法完成的個案數明顯減少，尤其是依靠實驗人員採用教練法的

方式更為明顯。綜觀三項任務的個案次數來討論，第一、二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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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與建議 

本章節針對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實驗結果進行驗證與討論，根據

個案次數分配比較表、操作過程比較及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比較，來

印證改良使用說明書是否對於受測者建構心智模式上，有明顯的幫

助。並且針對手機介面與使用說明的相關議題，做深入的討論提出設

計上的 議。 

5.1 實驗結果驗證 

建

 

將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實驗結果做交叉的比對，了解改良使用

說明書與建立中高齡者正確心智模式的關係性，並且從中獲得到了改

良使用說明書的還需要改進的相關知識。 

5.1.1 改良使用說明書之特點 

經過修正第一階段實驗觀察結果所發現原廠使用說明書的缺

失，在第二階段實驗中進行驗證，以下是對於改良使用說明書的設計

特點做詳述，完整的彩色版本將會提供在附錄中。 

‧摺頁海報呈現方式 

由實驗結果發現受測者翻閱使用說明書的意願不高，大多數受測

者表示會浪費時間，認為翻頁尋找內容是另外一種心智上的負擔。故

針對此現象所做的改進，將傳統書冊改變為折頁海報的形式，如圖

5-1 及圖 5-2 所示，其內容包含手機的基本功能，手機外觀及按鍵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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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原廠使用說明書呈現方式 

 
圖 5-2  改良使用說明書採用折頁海報 

明、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基本功能的部份包含了：從電話簿撥

打電話功能、查看回撥未接來電及查看回撥已接來電。內容編排方式

將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與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至於最上方，如圖

5-3 所示，目的為了是要讓受測者能優先觀看此部份，對按鍵功能及

系統架構建立正確的認知，得以順利進行功能的操作。下方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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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改良使用說明書內容編排方式 

關電話簿撥打電話功能、查看回撥未接來電及查看回撥已接來電操作

說明，直式的排列 步的了解操作流

要建立的心智認知為按鍵功能說明，受測者在沒有正確的按鍵知識而

進行功能的操作，往往會發生許多心智內容上的錯誤。基於此緣故，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的內容清楚與否，變的格外重要。如圖 5-4 所示， 

方式讓受測者能按照說明步驟，逐

程。每個部份的說明都以彩色線框與以標註，在最上方會有功能名稱

的標題，字體大小最小的字級為 12，最大的字級為 20，目的為的是

降低中高齡者閱讀視覺上的負擔。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根據先前的實驗過程發現一般受測者操作陌生的載具時，最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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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改良使用說明書以線稿的方式呈現手機外觀及螢幕待機畫面，各按鍵

功能位置皆以彩色線條標示，並且以文字方塊細說其功能內容及操作

方式，說明文字方塊位置盡量與按鍵位置同高以增加辨識度。內容強

調軟鍵功能的說明，以左功能鍵及右功能鍵取名之，清楚說明可以執

行螢幕各下方的文字訊息顯示之功能，上下左右鍵功能詳細說明其用

途及使用狀況，並且配合圖形符號增加辨別性。 

‧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 

原廠使用說明功能架構圖大多以條列的方式呈現，但是這樣的呈

現方式對於階層概念的說明並不詳盡，所以採用循環圖示的方式解釋

階層概念，如圖 5-5 所示，在圖示的上方先與以說明軟鍵及方向鍵使

用的概念，配合同步圖示加強說明效果，而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

將階層概念以類似樹狀圖的方式排列，功能選項以圓圈的形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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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

表示其具有循環意味的捲動方式，結合功能選項的小圖示，提供使用

者淺顯易懂的操作路徑說明。 

‧操作步驟圖文說明 

操作說明將每個操作步驟詳細列出，並且將欲操作的按鍵特別用

括號標示，以提昇觀看上的辨別度，如圖 5-6 所示。例如在待機畫面 

 
圖 5-6 從電話簿尋找電話號碼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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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上下鍵進入電話簿快速搜尋功能，文字內容將上下鍵圖示特別用

括號標註，並且特別以中文書寫，摒除圖形符號容易混淆的缺失。除

了循序漸進的操作步驟配合右方的同步圖示，完整描繪手機螢幕內

容，讓中高齡者針對每個步驟的正確性作確認，並且加強操作過程的

印象。 

‧說明內容的獨立性 

對於不同的操作功能給予獨立的說明內容，避免使用者發生斷章

取義的觀看說明內容，遺漏了部份操作步驟。所以如圖 5-7 所示，將 

 
圖 5-7 獨立式的說明內容 

每個功能的步驟說明 襲前面的步驟，可皆以待機畫面為始，不需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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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按照該功能的說明進行操作。 

‧以文字代替標註符號 

如圖 5-8 所示，改良使用說明書將不必要的文字及符號移除，操

作步驟以國字取代阿拉伯數字，免除中高齡者將其當作操作內容以數

字鍵操作，所以說明文字內容皆以國字來進行陳述。 

 
圖 5-8 採用國字表示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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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個案次數分配比較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個案次數分配表，如表 5-1 所示，藉由卡方

檢定

5-2 所示，NOKIA 的 P 值為 0.0039，所

有顯著的差異，OKWAP 的 P 值為 0.0330，表示有顯著的差異，

OTOROLA 的 P 值為 0.0373，是具有顯著的差異。從第一、二階段

個案次數分配表察看第二階段實驗個案數，明顯往有看使用說明的 

實驗 沒看 有看 有看 
教練法 
有看 

總

數

將其個案的總和做差異性的比較，從檢定結果中可以看出前後實 

表 5-1  第一二階段實驗個案次數分配表 

第一階段  放聲思考法 放聲思考法 提示法 

 
NOKIA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4 
7 
5 

4 
1 
2 

2 
0 
0 

0 
2 
3 

10
10
10

總和 16 7 2 5 
 

OKWAP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6 
6 
5 

4 
3 
3 

0 
1 
1 

0 
0 
1 

10
10
10

總和 17 10 2 1 
 

MOTOROLA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5 
3 
0 

5 
6 
2 

0 
0 
3 

0 
1 
5 

10
10
10

總和 8 13 3 6 
第二階段 
實驗 

 放聲思考法

沒看 
放聲思考法

有看 
提示法 
有看 

教練法 
有看 

總

數

 
NOKIA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1 
4 
1 

7 
6 
4 

2 
0 
4 

0 
0 
1 

10
10
10

總和 6 17 5 1 
 

OKWAP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3 
1 

7 
6 

2 
0 
3 

0 
0 
0 

10
10
10

3 5 

總和 7 18 5 0 
 

OTOROLA 
任務一 
任務二 
任務三 

4 
2 
0 

5 
4 
3 

1 
3 
7 

0 
1 
0 

10
10
10

M

總和 6 12 11 1 
 

驗有些明顯上的差異，如表

以

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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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第一二階段實驗個案次數卡方檢定結果 

 

放 與提示法 個 變多 原因

是否在於使用說明書形式上的改變， 中高齡者 看使用說 書的

願變高。改良使用說明書的形式以海報摺頁方式 摒除傳統書本的呈

現方式，讓受測者無須反覆的翻閱， 少心智上及視覺上的負擔，

當下可以快速搜尋所需的資訊，因此 昇了受測 觀看的意 度及

極度。 

由實 人員提示 成的個案 顯的增加 採用教

練法的個案數減少了許多 由此可見改良使用說明書讓受測者更容

建 心智模式 ， 、二 驗

也可以察覺出 不同 第二階段 受測者經 實驗人員 示觀

使用說明書內容位置，或 仔細觀看 用說明內 的文字， 可順利

的完成目標任 改良使用說明書採用逐步的說明方式，手 使用經

驗 高 能依照說明內容一步一步的完成目標任務。與

廠使用說明較 的排 方式相較 測者容易依照步驟說明建立

且建 簡易的心 模式。NOKIA 在第二階段的

實驗中，需要實驗人員實施教練法完成的個案數明顯減少許多，因

良後使用說明改善了原廠使用說明的不完整，例如原廠使用說明的

 

 
 

 

 卡方值 P 值 

NOKIA 13.3786 0.0039 
OKWAP 8.7381 0.0330 

MOTOROLA 8.4686 0.0373 

聲思考法 集中，觀看使用說明的 案總數 了，其

讓 觀 明 意

，

減 在

提 者 願 積

第二階段實驗經 驗 完 明 ，

， 易

立正確的 。實驗人員提示的程度 在第一 階段實 中

些許的 ， 的 過 提 看

是 使 容 即

務。 機

鮮少的中 齡者， 原

為複雜 版 ，受

正確的操作方式，並 構 智

為

改

手機外觀與按鍵說明字體太小，圖示說明的標註線段不清晰，如圖

5-9 所示，功能表架構圖的階層概念表達不明確。不僅如此，操作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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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NOKIA 原廠使用說明的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明建構在階層概念表達不明確的功能架構圖上，中高齡者反而遭受更

多的困難，如圖 5-10 所示。改良使用說明書的呈現概念，是將每個 

 
圖 5-10  NOKIA 原廠使用說明功能架構圖 

不同功能的說明分門別類，使其有閱讀上的獨立性，摒除觀看需要依

照先後順序或是需要承襲上一段內容的模式。MOTOROLA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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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實施教練法個案，比第一階段來的少了許多，改良使用說明補

足原本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圖的內容以及電話簿功能相關操作說明

的遺漏，將步驟說明由原本的阿拉伯數字替換成國字，如圖 5-11 所 

 
圖 5-11  MOTOROLA 原廠與改良使用說明書之比較 

示，避免受測者將其誤會以數字鍵操作。過小的圖示無法發揮應有的

功用，反倒是讓受測者更加困惑，改良使用說明書將圖示及字體加

大，目的是減少中高齡者視覺上的負擔，能專注於思考說明內容。 

改良使用說明書於第二階段實驗中，對使用 NOKIA 與

MOTOROLA 進行第三項任務的中高齡者來說有顯著的幫助，由於第

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操作過程，牽涉的功能階層較多，對於中高齡

者來說心智負擔最大，反觀原廠的使用說明沒有更深入及更細微的解

說，隨著不清晰的說明內容，受測者產生更多的困惑。改良使用說明

針對第三項任務的複雜性，以更細部的說明方式及步驟，搭配螢幕與

按鍵圖說，如圖 建構正確的心 5-12 所示，教導使用者一步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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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改良使用說明書的同步圖示 

智模式。第二項任務查詢未接來電雖然大部分在第二階段任務操作績

效有改善，但是以 MOTOROLA 來說個案數沒有明顯的減少。此現象

發生的原因在於，如果受測者沒有在狀況一：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

畫面下按功能鍵進入查看，就必須以狀況二：進入主功能目錄的通話

紀錄，再進入所有來電功能畫面，選擇沒打勾的記號代表未接來電姓

名與電話號碼並且撥出。第二種狀況一連串的操作步驟，要進入三到

四個階層，並且還須了解有打勾與沒打勾的意義，以心智負荷量來說

段實驗改善程度似乎沒有第一階段實驗結果好。 

 

 

如編號 1-03 受測者，實驗過程中嘗試很多路徑，並且實驗人員也提

示可以參考使用說明內容，發現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的意願並不高，

明顯的較第一種狀況來的高。所以有些受測者未受到一種狀況使用說

明內容的幫助，從較複雜的第二種狀況完成任務，相對來說完成的難

度與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相同，故以 MOTOROLA 來看，第二階

5.1.3 心智受挫狀況與不吻合次數比較

根據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心智受測狀況編碼與操作過程紀錄進

行比對，發現各實驗方法個案完成次數與心智受挫狀況之間有相互關

係，各載具進行三個任務的操作過程紀錄會有所不同。

在 OKWAP 第一項任務從電話簿撥打電話，第一階段受測者觀看

原廠的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圖後，正確心智模式建構的程度不足，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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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九次的嘗試才在試著觀看原廠使用說明的電話簿功能，才得以

完成任務。第二階段實驗的受測者大多在實驗一開始觀看手機外觀及

按鍵說明，就順利完成任務，這樣的現象表示著藉由摺頁海報的形

式，讓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的意願增加了，減少嘗試錯誤的次數。第

二項任務大多數的受測者於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態中，就順利按查

看並且撥出，若同 第二階段與第一

概念進行操作，進

明後發生了五次心智模式上的

錯誤

，之後順利

的完

是沒有撥出遇到到狀況二的個案，

階段較不同的結果是有些受測者會觀看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藉由

循環圖的推導了解階層概念，進而產生正確的心智模式。第三項任務

中觀看原廠使用說明的受測者，被通話紀錄說明內容所誤導，雖然已

經找到使用說明內容，但是原廠使用說明已接來電相關的操作說明，

需要連續觀看並且不能遺漏任何一個項目，導致發生使用說明理解錯

誤的現象。改良使用說明以獨立閱讀為呈現方式，讓受測者針對某一

個功能進行說明的閱讀，沒有承襲上一段內容的缺點，故第二階段的

受測者在觀看改良使用說明後，皆能順利的完成任務。 

以編號 1-10的受測者使用NOKIA進行第一項任務從電話簿撥打

電話為例，於第一階段實驗觀看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對於按鍵功能

沒有建構正確的心智模式，依然以自己錯誤的心智

入功能表尋找電話簿，觀看原廠使用說

。第二階段操作過程雖然在未觀看改良使用說明以前發生了四次

心智錯誤，但是觀看從電話簿撥打電話的說明內容以後，只發生兩次

心智模式上的錯誤，並且已經了解到電話簿功能如何進入

成目標任務一。第一階段受測者進行第二個任務尋找未接來電，

例如編號 1-10 受測者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畫面下按退出鍵回到待機

畫面，觀看原廠功能架構圖後沒有建立階層概念，進入功能表看到訊

息以為操作路徑錯誤，於是又按斷話鍵退回待機畫面。而大部分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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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良使用說明的受測者，儘管沒有在狀況一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態

順利將電話撥打回去，但是從查詢未接來電使用說明內容建立了進入

未接來電功能選項的正確認知，第三次嘗試很順利進入通話紀錄中的

未接來電，撥出該電話號碼。 

MOTOROLA 第一項任務從電話簿撥打電話的個案中，由於原廠

使用說明沒有電話簿功能的說明，許多受測者經過多次的嘗試來完成

任務。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標示有遺漏且不清楚，所以發生許多心智

模式錯誤的情形。第二階段實驗受測者觀看改良使用說明從電話簿撥

打電話功能，了解進入電話簿的操作方式，對照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

內容了解按鍵功能，進而順利完成目標任務，所以心智受挫的情形較

少。第一階段任務二的使用說明內容沒有順序性，操作步驟的數字誤

導受測者以為按數字鍵操作。若受測者沒有在顯示一通未接來電的狀

態按功能鍵查看，就必須進入狀況二來完成任務，但是原廠使用說明

沒有未接來電狀況二的相關說明，受測者查看後還是會有心智模式的

不吻合。第二階段的實驗過程中，有些受測者無法以沒有觀看使用說

明的狀況下直接完成任務，會發生三到二次的心智模式錯誤，並且進

入到狀況二。但是觀看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與尋找未接來電說明，尤

其針對狀況一與狀況二都有詳細操作說明，因而建立正確的心智模式

內容，受測者經過一次到兩次的嘗試就順利完成任務。第三項任務中

的第一階段實驗受測者，因為原廠使用說明內容標示不清及圖示尺寸

太小，無法建構所有來電中打勾符號意義上的認知。操作步驟沒有清

楚的排列性，受測者不知道要按目錄鍵進入主功能目錄。改良使用說

明針對這些缺點進行設計，將說明內容及圖示尺寸加大，說明文字配

合圖示逐步的排列，讓受測者了解打勾符號的意義及操作方式，順利

將目標任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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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的操作過程，將觀看使用說明書後發生心智模式不吻合

次數做總和，如表 5-3 所示，綜觀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實驗結果可以 

表 5-3  第一二階段實驗觀看使用說明書後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 

 
 

  

 
 
 
 
 
 
 
 

 

 

發現到，大部分不吻合的總次數明顯減少了，如表 5-4 所示，NOKIA

與 MOTOROLA 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藉由卡方檢定，可觀察到 P 值 

表 5-4 第一二階段實驗觀看使用說明書後心智模式不吻合卡方檢定 

 

OKWAP

說明書的內容較為完整，所以 P 值為 0.2351，沒有顯著的差異。從個

案的操作過程中可以發現到，嘗試錯誤的機會明顯減少，大部分的受

務，比先前嘗試錯誤的次數來的少很多。其他的操作錯誤例如：圖示

理解錯誤、字義理解錯誤及誤按按鍵等，出現的次數比之前少了許多。

 

 

 

 

 

 

有明顯的差異。 或許因為手機介面的操作性良好，原廠使用

測者觀看改良使用說明書後，平均再嘗試二到三次就可以順利完成任

 

以任務的項目來解讀不同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 NOKIA 與

第一階段實

驗 
第二階段實

驗 
 任務一 17 9 

NOKIA 任務二 4 0 
任務三 11 16 
總和 32 25 

 任務一 7 4 
OKWAP 任務二 4 0 

任務三 7 1 
總和 18 5 

 任務一 9 8 
MOTOROLA 任務二 1 5 

任務三 24 10 
總和 34 23 

 卡方值 P 值 

NOKIA 6.6278 0.03646 
OKWAP 2.8953 0.2351 

MOTOROLA 6.6137 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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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W

不明顯 所以

降低了發生心智錯誤的機會。OK 先前的缺

點，將手機外觀及案件說明圖用不同色彩的線條標示，增加觀看上的

辨識度，步驟說明中相同目標不同的操作方式分開陳述，避免受測者

一併操作造成錯誤。MOTO A 在任務一的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沒

有改善，由個案次數分配表來看也沒有明顯的改變，因為

OTOROLA 的介面有一定的使用困難度，所以改良使用說明書對於

測者沒有很顯著 幫助

由第二項任務尋找未 部份， OKIA 與 WAP 的心智模

不吻合的次數明顯消失了 良使用說明書把有顯示及未顯示一通

閱讀的說明方式與以改善 而

產生迷失。反之 OTOROLA ，個案次數分配

表中 示法的 也增加 二階段操 可以發現進入狀

況二的受測者多達五人，反而第一階段沒有受測者進入狀況二。從這

裡是否可以看出 者進入狀況二的時候，要以一般操作程序來

 

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以 OKWAP 與 MOTOROLA 來說，心

MOTOROLA

缺點，利用大型的同步圖示輔助文字說明。OKWAP 改良重點主要以

AP 在任務一的實驗中，心智模式錯誤的次數明顯減少，NOKIA

改良使用說明書改善原本手機外觀與按鍵說明字體過小及圖示標註

的缺點，並且詳細說明快速進入電話簿功能的操作方式，

WAP 改良使用說明修正

ROL

M

的 。 

接來電 N OK

受

式 ，改

未接來電的兩種狀況一併說明，補充原廠使用說明的不足。OKWAP

原本容易讓受測者斷章取義觀看說明內容的缺點，以單項功能可獨立

，讓受測者不再會因為說明內容的順序上

M 的不吻合次數反而增加

提 個案數 了，由第 作過程

，當受測

進行，這些過程中牽涉許多功能階層的進入，所以增加部分受測者心

智上的負擔，故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比第一階段增加了。

智模式不吻合次數也有明顯減少的趨勢， 改良使用說明

書將每個步驟循序漸進的方式說明，改善原本排列順序及步驟缺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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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功能獨立閱讀的方式，避免受測者跳著觀看說明內容造成錯誤，操

作步驟以簡易使用的數字鍵為主，簡化按上下鍵選擇的步驟，降低受

測者心智負擔。而 NOKIA 的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在第二階段增加，

從個案次數分配表看到教練法完成任務的個案數變少，反而是提示法

的個案數增加，這樣的原因在於某些受測者在實驗過程中沒有很專注

觀看使用說明書的內容，大型的同步圖示不是顯示每個步驟的操作結

果，而受測者誤會其為步驟完成的畫面，導致操作發生操作停滯。所

以改良使用說明書雖然普遍提昇操作績效，但是從小部分的

及結果，可以發現內容待需改進的地方。 

5.2 手機介面相關問題與建議

操作過程

 

回到待機

畫面  

基於上述種種的研究結果，本文接下來將會對於手機介面的相關

問題，提出設計上的建議。 

5.2.1 對階層的概念不熟悉 

中高齡者由於電子產品及電腦使用經驗的不足，故對於系統中

「階層」概念不熟悉，而在各種電子產品中，「階層」為最基本的邏

輯概念，手機也不例外。科技產品使用經驗不足的中高齡者很難從生

活經驗中習得的「階層」概念，實驗過程中發生操作錯誤，或停滯的

情形，往往導因於此。因此實驗中受測者年代及時代背景的不同，電

子產品與電腦使用年限不足，不容易適應與了解階層的概念。例如實

驗中，受測者從待機畫面進入到主功能目錄，看到螢幕出現訊息的標

題字而不是通話紀錄，認為自己操作錯誤就很直覺按退出鍵

，如圖 5-13 所示，由於他們不熟悉「階層」和「相關屬性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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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受測者看到螢幕中的訊息會主動跳回待機畫面 

的意

，導致操作失敗。經由提示法及教練法

「按進入→進入該大項的次階層」之操作

邏輯

產品功能日漸的強大，而外型輕薄短小的趨勢，讓許多操作介面

往往隱藏在小小螢幕裏面，必須要用很少的按鍵來操作多樣的功能，

設計師採用「軟鍵」來解決操作上的困擾，以一鍵多功的方式來替代

多按鍵的設計方式。軟鍵本身的符號和圖示不具很大的意義，上面沒

義，往往進入主功能目錄以後，沒有繼續操作上下鍵搜尋功能選

項，或是進入到更細項的階層

的指導以後，可以順利建立

，而相同的邏輯概念及使用原則，無法在另外一個介面狀態下被

順利喚起，先前的操作步驟及細節常發生混淆遺忘的情形。至於原因

為何，一方面可能是受測者本身電子產品使用經驗不足，另外一方

面，可能是手機介面本身提供的資訊不足，不清晰的圖示及暗示性不

足的顯示介面，無法讓受測者將階層概念與操作元件關聯，主功能目

錄的選項過多，也容易讓使用者產生疑惑及錯誤。而概念是否能被正

確的建立，或是複雜度及難易度等等，都要端看過去曾接觸類似概念

經驗的多寡。 

5.2.2 無法了解軟鍵的一鍵多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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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圖案或文字，必須螢幕裏的文字相對應，才可讓使用者心中建

立有意義的認知，如圖 5-14 所示。所以軟鍵的功能是隨著螢幕文字 

 
圖 5-14  螢幕相對應文字依不同階層而改變 

的變化做改變，相同的按鍵及位置，在不同的介面狀態下會有不同的

功能。也常常因為螢幕與按鍵相對應的關聯性不強，導致中高齡者會

有遇到使用上的困難，若中高齡者沒有很專注於螢幕文字上的改變，

隨時會發生操作錯誤的情形。由上述的種種，中高齡者在沒有軟鍵概

念的情況下，往往無法很快適應軟鍵的操作方式，遇到陌生的介面狀

態，大多會直覺的使用「硬鍵」來操作，如圖示形狀類似聽筒的按鍵。

在本實驗當中發現，受測者常會很直覺的將通話鍵當成進入鍵及同意

鍵，常忽略了軟鍵的功能，而對於軟鍵功用的認知上，都是經過實驗

人員提示以後才逐漸建立的。除了通話鍵之外，數字鍵也常是受測者

在不知所措的情況下，容易會使用到的按鍵，因為數字在整個手機圖

示當中，是受測者最為熟悉的符號，故容易跟使用說明的內容混淆，

5.2.3

誤認為該任務要用數字鍵操作。 

對電話簿認知上有差異 

電話簿從傳統有線電話就很具重要性，傳統式的電話簿的內容往

往都是一目瞭然，並且可以同時看到很多的姓名與電話，而目前有些

手機內建電話簿的呈現方式，與中高齡者先前對於電話簿的認知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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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不相同，容易讓他們誤以為操作錯誤，產生停滯的現象。由於科

技技術的進步，電話通訊衍生出一套機制系統，每個人物或是地點都

被賦予ㄧ長串的數字代碼，這就是所謂的電話號碼，並且成為通訊功

能上的依據。由於每串電話號碼的冗長，電話使用者為了方便記錄與

查詢，所以發展出電話簿這類便利的小冊子，並且成為伴隨著電話一

同使用不可或缺的輔助工具。傳統電話這般如此，手機的使用上也不

例外，從第二代手機開始，聯絡姓名及其電話號碼，都被整合成通訊

系統中ㄧ筆一筆的資料，因此有了「電話簿」與「通訊記錄」等功能。

對於中高齡者來說，「紀錄與查詢」號碼的意圖沒有改變，但與先前

所熟悉的紙本電 人產生困惑，話簿做比較，其呈現方式及使用方式令

查詢的過程中遇到困難，紀錄姓名與電話更尤其是。而有些廠牌的手

機介面，進入電話簿功能的同時，會詢問使用者欲查詢的聯絡對象，

輸入姓名以後會顯現出該聯絡號碼，以供使用者觀看。 

從本實驗中電話簿查詢連絡號碼的任務中發現到，姓名尋找功能

反而讓受測者產生遲疑，如圖 5-15 所示，造成使用者與設計者心智 

 
圖 5-15  受測者對於電話簿的姓名搜尋產生遲疑 

模式的不吻合。使用者接收到的資訊不是很多姓名與電話號碼，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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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以何種方式尋找。這樣的呈現方式往往造成受測者的困惑，與心

智模式產生不吻合的情形，以為自己操作錯誤，並且嘗試用別的路徑

尋找電話簿，例如號碼分組讓受測者以為可以馬上看到姓名與聯絡號

碼。再者雖然受測者知道要輸入姓名以查詢聯絡號碼，但每款手機的

輸入文字方式不同，無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的學習，所以常在這樣

的狀態下發生操作挫折。 

5.2.4 對於文字的字義產生理解錯誤 

目前手機功能種類繁多又複雜，多達數十種的功能階層與設定，

所以設計者就必須將其分門別類，用不同的名稱來代表這些功能，所

以手機才會有電話簿、訊息及通話紀錄等等名詞。這些名詞對於中高

齡者來說，都是日常生活中從未接觸過的字眼與字詞，當他們在複雜

介面中操作的同時，還要去努力了解這些字詞的意思，在這樣的狀態

下，中高齡者往往會有操作停滯的情形出現，甚至是誤按的情形產

生。

智模式的不吻合，造成在實驗過程中，無法順利完成第二項進入通話

紀錄查詢未接來電的任務。由此可見受測者並不了解「訊息」這項功

能，也從未使用此功能，所以將其解釋為通話紀錄功能。許多相類似

的字詞也會造成受測者的混淆，例如實驗載具 OKWAP 通話服務中的

「來電警衛」，曾經讓受測者一度解釋為通話紀錄中的已接來電功

能，而發生了操作上的錯誤，如圖 5-16 所示。MOTOROLA 介面中 

從實驗中可以觀察到，手機介面中的字詞讓許多受測者感到困

惑，例如訊息功能讓受測者認為裡面有通話紀錄的功能，與設計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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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來電警衛功能讓受測者產生疑惑 

的選

，

著不同的角度及領域，對初學的使用者來說，是非常重要的。「自動

使用說明」是一種與傳統紙本使用說明不同的說明形式，如圖 5-17

所示，其設計的理念是若使用者在操作過程中，對螢幕上的選項、符 

擇，讓受測者以為是移動選項色塊的意思，實際上是代表進入的

功能，故實驗中會有錯誤產生。三個載具中普遍會發生文字上的誤

解，是對於電話簿功能的誤解，不少受測者會認為通話紀錄功能會在

電話簿裡面，或電話簿包含了手機所有的功能，認為進入到電話簿裡

面就可以查詢到其他功能，像這樣錯誤的心智模式，是層出不窮的。 

實驗過程中會有此現象的原因，不外乎是受測者對於其他字詞的

不了解，對電話簿這三個字較為熟悉，趨向於從電話簿開始尋找未接

來電或已接來電的功能。中高齡者因為高科技產品使用經驗的不足，

成為科技弱勢族群，功能介面中文字的理解力不夠，造成他們在使用

上的疑惑及困擾。 

5.2.5 看到自動出現的輔助說明會產生遲疑 

系統介面與使用說明代表了設計者的心智模式，以及產品正確被

操作的方式，使用說明的形式對於建立正確心智模式有很大的影響

使用說明與心智模式的關係，如同使用者與設計者心智模式，分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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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NOKIA 自動使用說明 

號或文字存有疑惑，而發生操作上的停滯，當系統認為使用者發生了

停頓遲疑時，會自動跳出該功能選項的詳細解說。本研究的實驗中發

現，受測者常因為畫面無故的改變而產生疑惑，導致受測者思考被打

斷產

義，會說出：「怎麼會變成這樣啊?現在是什麼情

究可以看出中高齡者不但沒有被「輔助」，反而被突如其來的資訊感

到意外與困惑，無法接受畫面狀態突然的轉變，造成更深一層的操作

生心智模式的不連續性。例如當受測者操作載具 NOKIA，執行

第三項任務找尋已接來電時，進入到功能表裡面尋找功能選項，稍微

發生操作停頓的同時，內建的自動使用說明會自行跳出文字，說明目

前位於的狀態是屬於那項功能。往往畫面無故的改變，造成受測者無

法馬上理解原因及意

形?」等等的意見。 

從這裡可以看出自動使用說明的設計，其實和使用者的心智模式

相違背，超出了原本的預期而造成錯誤的理解。從這些結果可以反映

出設計時可能會遭遇的盲點，設計者無法體會使用者當時所遇到的情

況，以及內心的感受，無法相信中高齡者操作手機的時候會遭遇到那

麼多的困難，秉持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自動使用說明」可以讓使

用者不需翻閱使用說明，輕鬆了解手機的正確操作方式。但是從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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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 

5.2.6 不了解色塊有選取的意義 

科技產品複合功能與介面結構，需要有系統性的階層概念，方便

使用者能在複雜的介面環境中順利操作，而眾多的選單和選項中，「選

擇」和「選取」該如何表示顯得的格外的重要。大多數廠牌的手機介

面，都以背景色塊的移動來表現選擇的概念，當使用者進入條列式垂

直階層中，映入眼簾的是一長串的選項，被選取之選項的背景有色

塊，如圖 5-18 所示，其目的是讓使用者了解，系統的選擇游標移動 

 
圖 5-18  具選取意義的背景色塊 

狀態。但是對於不常使用電腦的中高齡者來說，日常生活中難以有類

似的使用經驗，背景色塊為被選取之選項的概念，不會引起他們太大

的共鳴。從本研究的實驗當中，受測者在一開始接觸新的手機介面

時，不了解有背景色塊為被選擇之選項，都是在按上下鍵操作數次以

後，才建立與設計者相同的心智概念。實驗中曾發現到有趣的現象，

有些受測者雖然了解有背景色塊的選項為被選取之選項，在他們的心

中認為按上下鍵不是移動選取色塊，而是移動整個選單的選項，也因

為如此，而產生了操作錯誤。受測者為了要讓選取色塊可以選取到下

方的選項，所以按了向上鍵想要讓選項向上移動，其實反而讓選取色

塊向上移動，甚至翻到更上一頁，螢幕內容發生快速的轉變，導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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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者一時沒有意會，發生了停滯的現象。由此可見系統正確的使用方

期相異。 

5.3 手

使用說明的內容與手機介面一倂配合，給予完整詳細的說明內容，具

邏輯性的排列方式。當使用者在查詢資料時，視線會專注於相關的關

鍵字。急欲的想要在一本厚度不算薄，文字內容不算少的小冊子中，

找到所需的資訓，對中高齡者的生理及心理狀況來說，都不算是可以

很快完成的事情。因為中高齡者文字的認知能力逐漸退化，邏輯推理

能力也大不如前，往往難以清楚的分辨說明內容中先後的順序性。所

以在密密麻麻的文字堆中，看到了相關文字往往會急於操作其步驟，

而沒有仔細思考前後 說明內容遺漏和錯

式及顯示結果，與中高齡者的預

機使用說明書相關問題與建議 

接下來會對於手機使用說明書的問題，做深入的論述並且提出改

良的建議。 

5.3.1 觀看使用說明會遺漏內容 

當使用者直接使用手機出現操作困難及停滯時，使用說明應該以

輔助的角色提供正確的操作方法，建立與設計師相同的心智模式。故

的相關性及連結性，導致使用

誤的理解。 

本研究的實驗載具當中，OKWAP 進入電話簿查詢聯絡號碼的操

作方式簡單明確，因為按右方的對應軟鍵進入電話簿後，受測者馬上

可以看到一長串的姓名與聯絡號碼。本載具進入電話簿有兩種路徑，

但是在使用說明內容方面，兩種不同的操作方式寫在同一個地方，讓

受測者以為是連續的操作步驟，而發生了理解上及操作上的錯誤，如

圖 5-19 所示。雖然受測者查詢到進入電話簿功能的相關說明，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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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受測者將不同的操作方式一併操作 

於排版方式的誤導，讓受測者產生理解錯誤的情形。受測者使用

OKWAP 載具進行第三個任務：查詢已接來電，由於通話服務功能選

的功能說明內容必須連續觀看，才可以有正確的操作方式，如圖 5-20

所示。當受測者執行任務的過程中遇到操作困難時，實驗人員請受測 

 
圖 5-20  受測者跳過通話服務說明直接看通話記錄說明 

者開

，讓受測者更容易失去耐心仔細觀看，而第二階段實驗中可以發

，簡短化的步驟說明明顯能讓受測者繼續仔細的觀看，所以流程說

應當越簡潔越好，每個步驟的文字及動作盡量單一化，不同的執行

始進行使用說明的查詢，已接來電的功能選項位於通話紀錄裡

面，而通話記錄功能被包含於通話服務中。此載具的使用說明以條列

的方式敘述，先教導使用者如何從待機畫面進入通話服務功能，接著

在通話服務功能畫面中，進入通話紀錄階層，通話紀錄功能畫面中可

以看到未接來電、已接來電、已撥電話和通話時間，再經由對應的軟

鍵進入已接電話。從第一階段的實驗中可以發現，這樣冗長的說明內

容

現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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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應當解說的更詳細，避免在同一個步驟項目中同時要有兩個以上

的動作，以利於中高齡者理解。 

5.3.2 符號容易讓使用者產生誤解 

使用說明書的任何內容對於急欲求得答案的使用者來說，都會引

起他們的注意及聯想，若是說明內容放了不適當及不必要的內容，都

會造成使用者的誤解。例如在實驗中當受測者觀看 OKIA 原廠使用

說明書的功能表架構圖，如圖 5-21 所示，表示功能階層的數字符號 

N

 
圖 5-21  NOKIA 功能架構表的數字容易產生誤解 

讓他們以為是要用數字鍵操作。MOTOROLA 的查看所有來電操作步

驟說明中，表示操作順序的阿拉伯數字也讓他們誤以為是要按數字鍵

操作，也同樣發生操作上的錯誤。在說明文字中穿插按鍵符號，也容

易讓使用者產生混淆的情形，例如 NOKIA 在有關電話簿功能當中，

快速搜尋電話簿必須在待機畫面下按上下鍵，原廠使用說明將上下鍵

換成按鍵符號，受測者在觀看的時候往往會有遲疑的情形產生，因為

受測者必須把文字內容與圖形符號聯想在一起，並且做轉換的動作，

這樣的過程會造成受測者思考的上延誤。在第二階段實驗中，操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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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中的每個文字內容都會讓受測者心智改變，例如 MOTOROLA 改良

使用說明書操作步驟中，只需要按上下鍵來選擇功能選項，但是為了

故步驟說明內容將上下左右鍵一併

放入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圖對於中高齡使用者來說，是認識陌生載具

的第一步，所以外觀及按鍵說明圖的說明詳細與否，讓他們建立正確

的心智模式極具重要性。NOKIA 與 MOTOROLA 原廠使用說明這部

份的表現上，明顯沒有 OKWAP 來的完整，除了說明內容有缺漏外，

功能說明的標注線不清楚，配合說明的圖示尺寸過小，如圖 5-22 所

示，受測者從這些內容中獲得的幫助有限。從第二階段實驗中可以發 

與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有一致性，

。也因為這樣讓受測者產生了誤會，以為要同時按上下左右鍵進

行操作，所以產生了操作錯誤。使用說明的內容應當走向精簡及清

楚，讓中高齡使用者能更簡易的觀看。 

5.3.3 文字與圖示標示不清 

 
圖 5-22  MOTOROLA 原廠手機外觀說明內容有缺漏 

現，因為受測者會習慣的觀看與按鍵同一水平的文字說明方塊，而忽

略的標注線條實際的位置，而發生使用說明理解上的錯誤。手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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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按鍵說明除了標注線要清楚以外，文字說明方塊的說明也盡量與該

按鍵的位置再同一水平。 

各功能步驟說明應該將功能名稱及按鍵名稱以括弧標示，若需要

按數字鍵操作必須註明，例如在主功能畫面按數字鍵【2】進入通話

服務，這些都可以幫助中高齡使用者快速的看到操作關鍵步驟。步驟

說明右邊的同步圖示內容應當顯示操作完成的畫面，實驗過程發現受

作操作完成的依據及對照。這樣的現象讓

我們

任務時，由於電子產品與電腦使用年限不足，不容易適應與了解階層

概念，故產生了操作上的停滯與挫折。從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中的功

能架構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受測者難以從序列文字或是數字符號去

體會垂直水平階層概念的意義，常將項目編號當成操作數字鍵。大部

分使用說明目錄架構圖的呈現方式，以條列的方式為主，如圖 5-23

所示，中高齡者難以從中領會如垂直水平階層這樣的新概念，後面附 

測者會把右邊的同步圖示當

了解說明文字與說明圖示是相同的重要，應當提供中高齡使用者

簡潔的說明文字及淺顯易懂的圖示。 

5.3.4 功能架構圖普遍上看不懂 

中高齡者對於文字認知上有一定的程度，但是獨靠純文字方式闡

釋新的邏輯概念，對於不常使用科技產品及觀看書籍的使用者來說，

是心智上的另外一種負擔。本實驗中的受測者在進行第二項及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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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原廠功能架構圖多以條列式為主 

註的項目編號，所提供的階層資訊也不足，反而發生被其誤導的情

形。經過第二階段的實驗發現使用經驗較豐富的受測者，比較會觀看

功能架構圖來建構心智模式，使用經驗較為不足的受測者比較偏向直

接看各功能操作步驟說明。若實驗進行過程中，有查看主功能目錄使

用循環圖示的受測者，第三項任務尋找已接來電操作成功的機會較

高。改良使用說明書的功能架構圖以使用循環圖示來改進，觀看的受

測者不會因為傳統條列式階層概念表現上的不足，發生操作停滯，反

而有觀看的受測者較能快速的完成第三項任務。因為第三項任務要

入較多的功能階層，所以需要較為正確並且完整的心智模式來操作任

務。 

5.3.5 說明內容有遺漏 

從 NOKIA 原廠使用說明來看，內容沒有特別附註載具有「自動

使用說明」這項功能，使用者除了無福享受這樣的貼心的功能，反倒

是當內建自動功能開啟時，使用者無從得知這些內容是代表什麼意

思，以為誤觸按鍵選到別的選項，該使產生停滯或是更多的錯誤步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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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如圖 5-24 所示。使用說明內容的缺漏，對於使用者來說是個很 

 
圖 5-24  NOKIA 自動使用說明 

大的阻礙，造成求助無門的情形。這樣的情況可能因為在使用者心

中，沒有「停頓一段時間自動跳出說明」和「內建使用說明」的概念，

不覺得這兩者之間有什麼因果關係。並且原廠使用說明也沒有對此功

 

全，以簡短的幾行文字帶

過，

能，做清楚的解釋及描述，使用者一時無法得知其出現真正的意義。

實驗中的受測者並不會以為自動跳出的文字，是因為剛才本身操作上

的停頓，而說明文字的出現方式與排版方式，並不會讓受測者意會到

是有關操作說明的內容，因此反而造成迷惑與停滯。手機介面在設計

的當初，加入了不少設計者的「美意」，對於使用者主動的關懷，但

是設計者並不是使用者，沒有與使用者相同的生活經驗與教育程度，

並且無法體驗使用者當時的操作狀態。所以設計者當初的「美意」不

但沒有幫助使用者正確的來操作手機，反而造成更多的誤解，以本研

究的所發現的使用者看到自動輔助說明出現，會有疑惑及遲疑的現

象，就是一個明顯的例子。

原廠使用說明對於電話簿功能說明不齊

例如快速搜尋功能：在待機模式下按該圖示按鍵，按上下鍵捲動

選項以找尋您要的聯絡號碼。實驗過程中發現，使用手機及查閱使用

說明經驗豐富的受測者，也常無法了解該如何進入電話簿中查詢姓名

與聯絡號碼，雖然受測者的邏輯觀念清楚，但是對於上述的聯絡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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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收尋的功能則是一知半解，原因可能要歸咎於在多一個階層的複

雜操作狀態下，若使用說明沒有適時有詳盡的解說或是明顯的標示，

受測者很難會了解正確的操作方式。明顯的可以看出，對於有背景色

塊的選項為被選取之選項概念，沒有相關的詳細描述。手機介面及使

用說明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所以使用者沒有辦法從中得到正確的資

訊，淪為多次嘗試錯誤的方式來進行學習，違背了使用性工程中易用

的概念。從本研究的 為電子產品及電腦

 

實驗當中，可以看到受測者因

使用經驗的不足，沒有背景色塊的選項為被選取之選項概念，甚至與

原本的心智概念背道而馳，操作以後產生與內心預期不同的畫面，讓

受測者感受到困惑與驚訝，手忙腳亂之中誤按其他選項，造成無法順

利完成目標任務。使用說明的設計者往往會忽略第一次使用者的感

受，使用者鮮少的操作經驗對於操作正確與否，具有一定的影響性。

設計者偏向將自己既有的知識經驗，設計安排使用說明內容，忽略了

有些經驗對使用者心智模式來說，其實是不存在的經驗，與手機介面

相配合的說明內容精簡化，導致使用者無法理解概念，也無法查詢其

背後的真正含意。 

在大部分的使用說明書中，沒有特別說明軟鍵概念，對於剛開始

接觸像這樣新邏輯概念的中高齡使用者，無法很快速了解使用軟鍵的

概念，如圖 5-25 所示。多數的軟鍵概念相關說明，都是藉由手機外

 
圖 5-25  手機的軟件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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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及按鍵說明之中的左右功能鍵來說明，其內容如下：左右功能鍵分

別執行在螢幕顯示的左下方及右下方的文字或符號所指示的功能。而

光單靠這幾行字，中高齡者往往只能了解左右按鍵的功能性，軟鍵功

能的概念建立幫助不大。從手機整體功能來看，軟鍵使用的機會非常

頻繁，尤其在本實驗三個很基本的目標任務中，都可以觀察到軟鍵很

常被受測者使用，當受測者沒有很專注於螢幕中，文字及符號的改變

時，往往就是操作錯誤的開始。這些原因也可能是中高齡者對於不同

狀態改變的感知力不夠，無法在很短暫的時間轉換思考邏輯，導致軟

鍵功能沒有適時發揮應有的功效。 

使用說明的內容鮮少針對這些字詞做另外的解釋，只有對於位置

及使用方式做描述，中高齡者難以從中理解其真正的功能。往往使用

說明的目錄架構圖，對於各項目的功能及意義沒有做完善的介紹，例

如通話服務中的「來電警衛」，這個名詞對中高齡者來說是完全陌生

的，只能依靠嘗試錯誤的方式來了解其背後真正的意義，根據學習到

的資訊來完成心中的意圖。這種方式所得到的結果，又會依每個人不

同的生活背景和知識經驗而有所不同，文字上的認知又受其影響甚

深，

經由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實驗結果交叉的驗證後，本研究综合中

高齡者觀看使用說明書的內心想法與外在行為特徵，將種種的操作過

程與現象做整理討論之後，針對適合中高齡者的使用說明書，提出以

下的設計建議。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文字說明必須完整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圖對於中高齡使用者來說，是第一項觀看的

所以使用說明是否應該將每個功能名稱詳細闡述，以減少中高齡

者對於各功能名詞的誤解，可以有更正確的操作方式。 

5.4 針對中高齡使用者的使用說明書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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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內容，所以按鍵標示位置必須清楚分明，文字方塊內的說明內容

應當詳盡，如圖 5-26 所示，並且名稱使用上要與後面說明一致。文 

 
圖 5-26  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文字必須完整 

字方

來說，都會 

字及文字，都應當盡

量避

塊的說明位置盡量與按鍵位置同齊，讓中高齡使用者容易做相對

應的了解。 

‧避免圖形符號的出現 

中高齡使用者由於生活經驗背景的關係，對於文字上觀看的效果

比圖示上觀看的效果要來的佳，使用說明書的文字內容盡量以純文字

來陳述，步驟說明的操作按鍵可以採用與手機外觀及按鍵說明相同名

稱，讓使用者自行比對來了解，避免圖形符號上的誤解。 

‧避免非操作範圍的數字及文字出現 

使用說明書的任何內容對於需要協助的中高齡使用者

引起他們的注意及聯想，所以與操作不相關的數

免出現在使用說明內容中，以免產生不當的引用，如圖 5-2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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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7  避免不相關的阿拉伯數字及文字 

‧步驟說明簡短、單一化 

中高齡者在文字閱讀上有一定程度的負

要盡量簡潔並且單一化，每一項操作步驟陳述一項動作，使用者能簡

易的跟隨步驟來學習，如圖 5-28 所示。 

荷，所以操作步驟的說明

 
圖 5-28  循序漸進的操作步驟 

‧各個功能說明獨立化 

各功能說明應當獨立化，不需要承襲上一段的操作說明來觀看，

這樣可以避免中高齡使用者跳過前面幾個步驟造成操作錯誤，所以每

項功能說明部份應該要可以獨立的閱讀。 

‧功能架構圖以使用循環圖示來呈現 

手機功能架構說明建議採用循環圖示來呈現，讓中高齡者比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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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建立階層概念，並且了解功能選項是以環狀的方式來選擇，如圖

5-29 所示。 

 
圖 5-29  主功能目錄使用循環圖示 

5.5 討論結果小結 

從先前的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了解心智模式的構成，與使用者

自身的知識與生活經驗是有很大的關係性，許多操作的模式、習慣及

流程等等，都來自於先前感受中所獲得。從本研究的實驗當中，發現

了操作過程的心智受挫次數，與受測者的性別、教育背景及工作性質

沒有絕對的相關性，因為從有些個案的觀察中發現，處於同一個家庭

的夫妻，太太雖然是家庭主婦，沒有電腦的使用經驗，但是操作手機

的經驗豐富，並且實驗任務的完成績效比丈夫來的要佳。或是只完成

了國民教育的受測者，其操作績效有的比大學畢業的受測者來的好， 

所以從這些個案的實驗 手機操作的心智模

也與受測者本身的個性及個人特質有關係，

而間

無法讓中高齡者了解功能

循環圖示作為改良設計方案，

雖然

當中，我們可以試著假設，

式是否完整及正確，可能

接的影響到操作學習經驗。從原廠使用說明書中可以發現，其所

建構的心智模式與手機介面有相異，例如功能架構圖以條列的方式呈

現，但是這與手機介面的使用模式不吻合，

選項循環的使用模式，本研究提出使用

循環方式可能對於中高齡者來說，再記憶有一某些程度上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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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傳達的心智概念與手機介面是相符合的。故手機介面本身的

設計上，就應當考慮到這樣的現象，進而做適當的改良，使用說明書

的角色在於相同的心智模式下，給予中高齡者完整而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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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節首先會對於實驗過程，中高齡使用者在操作手機及觀看使

用說明發生錯誤的原因，做一個總結，對於手機界面及使用說明，以

中高齡使用者為出發點，提出設計建議。本研究未考量的部分，以及

計畫不夠周詳的部份，將會在後面部份做檢討，並且在最後提出未來

延續及更深入的研究方向，供其他研究者及設計師參考。 

6.1 總結 

中高齡者在使用手機時遇到困難，在心理上的不適應之外，也因

為沒有得到適時的協助，讓他們建立正確的心智模式。本研究進行的

第一階段實驗，採用先前理論探討所發展的實驗方法，以放聲思考法

作為貫穿整個實驗的基礎，配合提示法和教練法，進行中高齡者操作

手機過程，觀看使用說明的觀察實驗，從中了解發生心智模式不吻合

的原因。實驗過程以 Norman 所提出的執行評鑑循環過程為主軸，故

分析以問題導向為主。將不同實驗方法完成任務的個案做次數分配，

經過個案的操作過程分析，心智模式不吻合的次數總和，了解中高齡

者心智受挫的現象及原因。根據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改良原廠使用說

明書，以相同的實驗架構進行第二階段的實驗，所得到的實驗結果彙

整成與第一階段相同的資料，與第一階段結果進行驗證。經過交叉比

對實驗結果，對於中高齡者觀看使用說明書心智模式的特徵，加以解

讀並且做更深的推論來了解原委， 而針對該使用族群提出手機使用

說明的設計建議，總結如下。 

人類與外界事物進行互動的過程中，接收到外在資訊轉換成內心

的意圖模式，經過了整理產生了心智模式，其內容成為與外界互動的

依據，依照這個地圖來完成各項事物。中高齡使用者對於目前手機介

面的操作性，大多以基本通話功能為主，其他的功能大多不甚了解。

可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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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他們先前已經有使用過家用電話的經驗， 

，都是非常新穎功能，也可以說這些功能的使用模式，並

不存在於他們的心智模式中。

，往往無法很快的適應軟鍵的操作

方式

依照心智模式的理論，會將先前的經驗套用到手機的使用上，換

句話說，中高齡使用者僅會使用基本通話功能的因素，來自於先前使

用家用電話經驗的投射。近年來手機功能日漸的強大，除了基本的通

話功能之外，加諸於多樣化的功能，例如：電話簿功能、通話紀錄功

能、記事本功能、上網功能及照相功能等等，這些對於中高齡使用者

的經驗來說

 

使用電腦的經驗較少的中高齡者，平時頂多接觸一些家用電器簡

單的設定，鮮少有較為深入的階層概念及操作方式，而在各種消費性

電子產品中，「階層」為最基本的邏輯概念。中高齡使用者因為電子

產品與電腦使用經驗不足，對於「階層」概念不容易適應與了解，所

以在手機的使用上，往往進入到主功能目錄後，無法順利的選擇或進

入該功能選項，並且相同的邏輯概念，難以再另外一個介面狀態下被

喚起。由於手機外型需要輕薄短小，讓許多功能介面必須要隱藏在小

小的螢幕鍵面及有限的按鍵中。因為有限按鍵要操作多樣的功能，設

計師採用「軟鍵」來解決操作上的困難，利用一鍵多功來替代多按鍵

的方式。由於按鍵本身的符號不具有意義，必須與螢幕相對應文字產

生功能，所以相同的按鍵在不同的介面狀態下會有不同的功能。這樣

的操作概念對中高齡使用者來說，過去的生活經驗中，沒有遇到類似

的邏輯概念。所以手機操作過程中

，在陌生的操作介面中，反而會直覺的使用「硬鍵」進行操作。

中高齡使用者對於電話簿的記憶，還是停留在先前家用電話的認知模

式中，將電話號碼記錄在一本小冊子，成為伴隨電話不可或缺的輔助

工具。雖然手機的使用上已經將電話簿結合於其中，將姓名與電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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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整合於通訊系統中，但是其呈現方式及使用方式讓中高齡使用者產

生疑

況增加他們心智上的負擔。 

惑。在眾多的姓名與電話號碼中，多數的手機介面，都以游標色

塊的移動來表現選擇的概念，這對於不常使用電腦的中高齡者來說，

難以理解這樣的概念。手機功能繁多，主功能目錄常常多達十幾項的

功能選項，設計者用了許多不同的名稱來代表這些功能，讓使用者能

根據分類來搜尋。實際上，這些名詞對於中高齡者的生活經驗來說，

都是不曾存在的。他們除了要操作複雜介面之外，還要努力去了解這

些字詞所代表的涵義，這樣的情

中高齡使用者面對手機介面時，無法用直覺性來操作，就必須有

可供查閱及指導的說明資料，而這樣的重責大任就落在使用說明書上

了。當使用者操作手機出現困難及停滯時，使用說明應該以輔助的角

色提供正確的操作方法，建立與設計師同等的心智模式。但是經由實

驗結果發現，有些手機使用說明書的內容沒有非常完備，往往手機外

觀與按鍵說明就有遺漏與不清的部份，按鍵說明標示的線段無法引起

使用者注意，與按鍵不同水平的排版方式也容易造成誤讀。這讓亟欲

知道該從何下手的中高齡使用者來說，一開始就錯失了機會，反而讓

他們有了更不正確的心智模式。在一個還未建立正確邏輯規則的狀態

下，任何的資訊都可能會引導他們心智內容的建構，但編排複雜或是

標示不當的說明文字，容易產生不適當的心智模式。 

相同功能但不同的操作路徑若沒有分開書寫，依照中高齡使用者

的心理感知能力逐漸退化的情況下，容易將其混淆並且一併操作。使

用說明書冗長的操作步驟說明，對極欲想要得知正確答案的中高齡者

來說，難以耐著性子仔細觀看，常會發生跳著觀看說明內容的情形，

而遺漏了重要的操作步驟。中高齡使用者因為電腦使用經驗較少，對

於圖示介面較為陌生，所以圖形符號的認知無法與一般年輕人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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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觀看使用說明書的過程中，常會因為數字符號的出現而造成操

作上的阻礙，將表示階層概念的數字，作為操作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並且圖示與文字混運用的說明方式，也增加了中高齡使用者的心智負

荷，影響了理解力與轉換力。 

從先前的文獻探討得知，給予使用者觀看系統架構圖的操作績

效，會比給予步驟說明來的要好。本研究的實驗結果發現，功能架構

圖對於使用經驗較為豐富的使用者來說，容易引起其注意力及建構心

智模式。而中高齡使用者屬於科技產品的新手使用族群，大部分使用

說明

有針對各名

稱，

書的功能架構圖，普遍上都看不懂。換句話說，使用說明書難以

理解的條列式功能架構圖，對於中高齡使用者的幫助不大，反而會有

混淆的情形發生。若以使用循環圖示傳達階層概念，以中高齡使用者

來說有較佳的理解效果，並且可以了解功能選項是以迴圈的方式運

作，在主功能目錄中得以順利操作。使用說明書因為設計者自身認為

的想法，而忽略了使用者內心真正的想法，手機廠商認為自動使用輔

助說明是直覺性的功能，所以沒有加註相關的說明內容。但對於中高

齡使用者的心智情況來說，反而是出乎意料畫面上的轉換，導致操作

的迷惑而停頓。手機介面功能繁多，所以系統設計者將每個功能給予

一個名稱，但是這些名稱源自於設計者自身的生活經驗，中高齡使用

者的生活經驗不一定與此相符合。使用說明書的內容沒

作格外的解釋，實驗過程中常常可以看到中高齡使用者，因為名

稱上的認知與設計師不同，而產生了操作上的錯誤。 

本研究實驗過程中獲取了許多關於中高齡者在操作手機時，觀看

使用說明的內在心智與外在表徵的寶貴資料。中高齡使用者因為生理

上的退化及心智模式的不完整，在操作手機的同時，觀看使用說明書

發生了許多問題。最後由第一、二階段實驗結果分析，將適合中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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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觀看使用說明書的設計建議，整理如下： 

(1)中高齡使用者於消費性電子產品使用族群中，屬於新手的使用

群族，簡易的快速操作指南如同入門式使用說明，可以讓新手使用者

順利完成單一任務(Walter, 1990)。摺頁海報式的快速操作指南與詳細

操作

測實驗結果，

對於

手冊，可以一同提供給中高齡使用者，依個人不同的操作經驗來

觀看使用說明書。 

(2)中高齡使用者因為心理及生理上的退化，長時間集中注意力對

他們來說具有心智上的負擔，所以使用說明書的操作步驟說明應當盡

量簡潔化，以一個步驟進行一個動作為佳，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操作手

機。 

(3)圖形符號對於電腦使用經驗不足的中高齡者來說，辨識度及理

解力較低，所以說明內容盡量以文字說明為主，圖形符號應當配合手

機外觀及按鍵說明一同呈列，強化操作概念的建立。 

(4)使用說明書對使用者來說，是導引其順利操作的指標，所以非

操作範圍的數字及文字，要儘量避免出現在使用說明內容，以免中高

齡使用者產生不當的引用。 

(5)保持各功能說明的獨立性，單一的操作功能應該具有從頭到尾

的說明內容，簡化觀看上的複雜度，加強中高齡使用者在理解上的便

利性。 

6.2 研究限制 

(1)本研究實驗架構及流程，集合了前人的研究及前

實驗方法稍做了改良，結合放聲思考、提示法及教練法，從實驗

結果得到許多豐富的心智模式相關資料，了解中高齡使用者觀看使用

說明所發生的問題。但是實驗過程中的某些步驟，可能會因為不同的

實驗人員心智模式，而有所不同的實驗品質。所以本研究以質性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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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為主，對於量化只稍做簡單的次數分配，以方便一、二階段實驗結

果的

機型上做了改進。故本研究不是以目前最新的機

型作

係，本研究為了發現使用者普遍性觀看使用說明書的問題，所

以沒

族群的問題，

是否

研究後面部份產生了改良使用說明書，

改良

研究方向 

的實驗方法與架構，經由前人的經驗及前測結果的加以

改良

交叉比對。 

(2)實驗載具是經過各廠牌功能架構的比較，挑選三個基本操作概

念及介面架構相似，但功能階層有些許差異的手機。因為消費性電子

產品發展的快速，研究階段中可以發現各大廠也有發現與本研究相同

的問題點，並且在新

分析，僅能以當時所挑選的載具作探討，觀察目前中高齡使用者

觀看使用說明產生的問題點。 

(3)心智模式的基本理論說明，使用者的心智模式與生活經驗有密

切的關

有針對於受測者的生活背景做挑選。考量分析龐大實驗資料所花

費的時間，故實驗受測者的樣本數有限，儘量以個案分析來推至普遍

性的問題。所以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並不能就是代表此

這可能只是一小部份的中高齡使用者會發生的問題，或是還有許

多未知的現象及問題，等著我們去探究。 

(4)根據先前實驗結果，在

設計的成果，礙於技術上的困難，還是以紙本為呈現方式，在新

的媒材選用上沒有做改變。 

6.3 後續

(1)本研究

，方法日益趨近於成熟，對於受測者心智內容的擷取，具有一定

數量的資料。但是礙於分析資料須耗費許多時間，所以受測的樣本數

有限，研究成果只能以此族群的少部分人數，來推測大部分普遍性的

現象。若要有更廣泛及豐富的結論，有待於後續研究能蒐集更多的受

測樣本及實驗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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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口語分析實驗方法自從前以來，就有著分析結果可能會加

入實驗人員個人的意見，而造成研究成果不夠客觀的疑慮。為改善類

似這

一併探討，針對不同的功能提出介面

及使

讓新手及弱勢的使用族

群，

使用說明書做驗證，呈現方式還是以紙

間上與技術上的困難，沒有涉獵新媒材運用的議

題，

 

 

 
 

樣的現象，以期待未來的延續性研究，可以請多位不同領域的實

驗人員一同參與，並且針對進行多方的討論與分析，增加研究成果的

客觀性。 

(3)實驗架構的目標任務僅限定於基本通訊功能，最終研究成果針

對此部份提出設計建議，若要增加研究的廣度，以及因應手機多功能

的未來趨勢，可望將其他的功能

用說明上的設計建議。 

(4)由於消費性電子產品推出的快速，不同的操作功能以及使用介

面不斷的推陳出新，後續的研究期望能以更新的機種來做測試及研

究，以增加本研究的延續性及深度。 

(5)改良後的使用說明書的呈現方式，以快速操作指南為主，所以

對於較詳細的操作手冊沒有多加著墨。未來手機使用說明書的內容呈

現，能結合快速操作指南與詳細操作手冊，

能先以入門式的簡易說明開始觀看，建立正確的心智模式，再深

入去觀看詳細操作手冊。 

(6)本研究成果最後以改良

本為主，但是因為時

故論文中沒有對於此部分多加探討。期望未來的研究能結合新媒

材運用的討論，觀察不同媒材基礎的使用說明，為中高齡使用者所帶

來不同的影響，提出較為適當的媒材供使用說明設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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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實驗操作流程與內容 

此部份包含了實驗操作流程與內容，以及研究人員實驗手冊，內

容清楚的說明實驗人 驗中所必須注意

的事項及工作。 

實驗操作流程與內容 

受測者實驗手冊 
﹝實驗前調查﹞ 
今天日期： 
請您留下您的姓名：               性別：     年齡： 
學歷：   
□無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目前從事工作： 
您的聯絡電話：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無   時間多久了？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完全不用  □不常使用  □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麼

做？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過去

曾經使用過嗎？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出電

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您在觀看使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  □錄音機    □電話簿  □發送訊息  □照相機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       □鬧鐘      □行事曆  □上網      □遊戲 
□來電顯示對方照片         □收音機 □計算機  □顯示時間日期 
□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其他您認為需要或想要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   □錄音機    □電話簿  □發送訊息  □照相機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       □鬧鐘      □行事曆  □上網      □遊戲 
□來電顯示對方照片         □收音機    □計算機  □顯示時間日期 

員與受測者，分別在本研究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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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非常感

 

讓您不懂的地方，歡迎您隨時打斷我的話發問。 
實驗目的與過程說明 

望去了解您操作手機及觀看使用說明的過程，藉此讓

我們將來可以設計更方便您查閱的手機使用說明。換句話說，我們希望知道您在

用說明時，心裡面在想些什麼？為什麼決定這樣操作？使用時

？ 
要您在做任何動作的同時，把腦中的想法講出來，邊想邊說、邊說

無需評斷您說的話，您操作是否順利、或成不成功，對我們來說沒那

有一張白紙在桌上，是希望您操作時不要離開白紙，以便我們

影。 
講出來。 

驗 
現在可能對邊做邊說很陌生也很不習慣，所以，我們首先放一段其他人做實驗

下來，我們會請您用手機做一件事情，當您在進行時，請您練習邊做邊說，講

醒您。 

 

謝您願意參與這個研究的實驗， 
由於您的配合，手機的介面將有機會變的更容易操作。

接下來將對您說明這個實驗的過程與目的，麻煩您隨著我的解說仔細看一遍。 
如果我說明時有任何

這個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

使用手機及觀看使

有什麼想法或抱怨

所以，我們需

邊作。很像您一邊操作一邊自言自語的說話。 
我們不會也

麼重要，最重要的是讓我們了解您當下心裡在想什麼，遇到了什麼問題。 
當您進行實驗時，

用攝影機將過程錄

另一方面，若您忘記邊作邊說，我們會適時提醒您把心中的話

若您有任何問題，歡迎您現在提出來。 
 
熱身實

您

的過程錄影帶，讓您了解情況。 
接

出心中所想的事情。您可以盡量放輕鬆，如果您感到任何困難，歡迎隨時提問題，

我們會隨時告知或提

請您拿出您的手機， 
請您撥出這通電話：0921-993-640 
記得一邊做一邊把心中想的說出來喔！*

 
接

 
下來請您隨著我的問題再做一次剛才的事情。 

我

 
們就是希望您像這樣把心裡想的話講出來！ 

正式實驗

， ，當 ，

 
接下來，會請您用我們給的幾支手機 做一些事情 您認為你已經完成時 請

 跟我們說一聲。記得一邊做，一邊把心中想的事情講出來喔！

 ﹝實驗後調查﹞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 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常

手機 P1-NOKIA 8250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i108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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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P3-MOTOROLA C268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250 

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 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使用說明 P1-NOKIA 8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使用說明 P2-OK WAP i108 
非常難用 1-—2-—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C268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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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實驗手冊 

觀察中高齡者在手機操作及觀看使用說明之行為實驗 
   本實驗目的主要以觀察中高齡者在操作手機及觀看使用說明的行為，進而瞭

任務

正式實驗： 
人，並且撥通該號碼後掛斷。 

該號碼。 
務 3：查看已接過的電話，並且撥通該號碼。 

實驗

熱身 機，則提供一支給受測者

使用(NOKIA 8210)。 
式實驗的３支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分別進行上述３個任務。３支實驗手機分

別是： 
P1-ＮＯＫＩＡ 8250 
P2-OK WAP i108  
P3-MOTOROLA C268 

注意事項 
實驗進行時，只能提醒受測者放聲思考。研究者唯一能說的話語： 
你現在在想什麼？ 
當受測者出現下列狀況，口語顯示出現挫折時，且無觀看使用說明，實驗人員請

主動告知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 
─連續 1 分鐘無法進入正確步驟。 
─停止動作超過半分鐘。 
─放棄嘗試。 
若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後，仍出現下列狀況，且口語顯示出現挫折時，實驗人員

才施行提示法及結構性訪談。 
─連續 1 分鐘無法進入正確步驟。 
─停止動作超過半分鐘。 
─放棄嘗試。 
提示法與結構性訪談步驟 
首先將整個介面狀態調整，回到最後一個已經完成的正確步驟，然後詢問受測者

下列問題： 
你再仔細的看一下螢幕、按鈕或使用說明！﹝注意力﹞ 
你覺得你現在看到的是什麼？覺得現在是什麼狀況？﹝詮釋外界﹞ 
你覺得現在的狀況跟你本來想的或預期的一樣嗎？為什麼？﹝評鑑外界﹞ 
不然你原本覺得應該是怎樣？﹝期待﹞ 
你本來想幹麻？你剛才是要做什麼？﹝目標﹞ 
那你想怎樣去做？﹝計畫﹞ 
那你剛才按了哪一個？﹝執行﹞ 
由上述問題的回答，判斷挫折屬於哪個範圍，按照範圍給予下列指導與提示： 

﹝注意力﹞受測者被提醒問題 1.後就有進展。 

 
解其心智模式運作的情形。 
任務順序 
熱身實驗： 

：直接輸入號碼撥號。 

任務 1：從電話簿中找到聯絡

任務 2：系統顯示有未接來電時，查看並且撥通

任

手機 
實驗用受測者自己的手機，如果受測者本身沒有手

正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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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即停止後續發問。 
﹝詮釋、評鑑與預期﹞問題 2,3,4 的回答有錯誤。 

進入到電話簿了。 

。 
提示正確目標，例如：你想找通話紀錄，其實不需要進到功能表。 
﹞問題 6,7 出現錯誤。 

如：要按上下鍵才可以選擇。 
導操作方式，例如：灰色的那個球，其實可以上下搖。或：確定鍵

其實

若同 測者有進展後就

停止

然出現下列狀況，且無法進行操作時，施行教練法。 

。 

驟 
首先 回到最後一個已經完成的正確步驟，然後實驗人員逐

步的引導受測者完成任務，同時解說每個步驟所代表的意義。 
 

 

 

 

─向受測者正確解釋目前介面狀態，例如：現在你已經

─向受測者提示預期錯誤，例如：現在這隻手機的電話簿不叫電話簿。 
﹝目標﹞問題 5 的回答有錯誤

─向受測者

﹝計畫與執行

─向受測者提示動作步驟，例

─向受測者教

是紅色的。 
時在不同範圍的回答都出現錯誤，按照上列順序作指導，受

提示法。 
當受測者依

─上述提示法問題 6,7 回答出現錯誤 
─停止動作超過半分鐘

─放棄嘗試。 
教練法步

將整個介面狀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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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受測者背景資料調查 

照

、年齡、學歷、目

1 

    

用手機的經驗嗎？有，5年 

用手機的經常程度？不常使用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2 支 MOTO，WINDHORST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有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知道、會、有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有 

 您在觀看使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照相機、顯示時間日期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電話簿、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顯示時間日期、

計算機、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遊戲、計算機、顯示時間日期、紀錄撥

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看過 

﹝實驗後調查﹞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實驗受測者的基本資料，將在下列分別按

實驗的先後順序排列，背景調查的內容包含了性別

前從事工作、手機及使用說明書的使用經驗。 

第一階段實驗受測者 

受測者編號：1-0

 日期：2004/12/29              

 性別：女 

 年齡：50 

 學歷：大學 

 目前從事工作：無 

 您過去有使

 您平常使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麼做？看使用說明書，會，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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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2-—3-—4-—5-—6---7- 非常好用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5-—6---7- 非常好用 

受測者

 

 機的經驗嗎？有 

 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電話嗎？您

    

 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或音樂、鬧鐘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非常難用 1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

 

編號：1-02 

 日期：2004/12/15               

 性別：男     

年齡：54 

 學歷：大學 

 目前從事工作：退休 

您過去有使用手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目前不常使用 

您當

麼做？1.看使用說明。2.想。3.詢問其他人。 

您過

三支，MOTOROLA、SAGEN、ALCATEL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1.知道。2.會。3.使用過 

您知道手機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1.知道。2.會。3.曾經使用過。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

1.有。 

您在觀看使

1.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錄音機、電話簿、變換來電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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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事曆、顯示時間日期、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來電。 

   需要或想要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聲震動、錄音機、電話簿、鬧鐘、行事曆、計算機、顯示  

    時間日期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書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震動、錄音機、電話簿、鬧鐘、行事曆、計算機、顯示  

    時間日期、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

 手機 P1-NOKIA 

-—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NOKIA 

—2-—3-—4-—5-—6---7 非常好用 

 

—5-—6---7- 非常好用 

 

 工作：台北市停車管理處 

 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的操作解單、介面ㄧ目明瞭。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

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沒有 

﹝實驗後調查﹞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

，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非常難用 1

 

非常難用 1-—

 

非常難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

 使用說明 P1-

非常難用 1-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

 

 

受測者編號：1-03 

 日期：2004/12/15              

 性別：女     

年齡：48 

 學歷：專科 

目前從事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您平常使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

麼做？1.查看使用說明。2.想。3.想學就仔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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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三支，MOTOROLA-V3688、ERICSSON-T29SC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不會。3.不曾使用過 

看並從中撥

3.曾經使用過。 

使用說明。 

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收音機、來電顯示對方照片。 

   需要或想要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聲震動、鬧鐘、顯示時間日期、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 

    話。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書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已接與未接電話、鬧鐘。 

 我們準備讓 ？哪幾支？ 

沒有用過。 

或不好用。如果非

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

非常難用 1-—2-—3-—4 5-—6---7- 非常好用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4-—5-—6---7 非常好用 

好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1.知道。2.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1.知道。2.不會查看，不ㄧ定撥出電話。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1.有看

 您在觀看使用

1.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錄音機、照相機、

的操作解單、介面ㄧ目明瞭。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

    電話簿、紀錄撥出、

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

﹝實驗後調查﹞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

KIA 

 WAP 

OTOROLA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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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

 

 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問原因為何? 

 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顯示對方照片、  

樂、顯示時間日期、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您目前手機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顯示時

 您目前手機

無。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用過。

實驗後調查﹞ 

 

者編號：1-04 

 日期：2004/12/20              

 性別：女     

 年齡：47 

 學歷：高職 

 目前從事工作：包裝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不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

麼做？1.老公教的。2.不會。 

您過去曾

ㄧ支，MOTOROLA 微笑機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1.知道。2.會。3.有用過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

1.知道。2.可以。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

1.沒有。2.覺得沒有必要。 

您在觀看使用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發送訊息、收音機、來電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間日期、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 

    話。 

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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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4-—5-—6---7 非常好用 

—4-—5-—6---7- 非常好用 

 

        

  

 經常使用 

做？小孩敎的 

？ 

？您

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2.可以。3.有。 

太小不好觀看。 

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您目前手機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 

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無。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

 

受測者編號：1-05 

 日期：2005/6/14     

 性別：女     

 年齡：53 

 學歷：高中 

目前從事工作：家管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麼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三支，NOKIA、MOTO、SANYO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1.知道。2.沒查過 

 您知道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1.知道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1.沒有。2.字

 您在觀看使用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

沒有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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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後調查﹞ 

 

 

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OK WAP 

—2-—3-—4-—5-—6---7 非常好用 

 

   

 ？不常使用 

話您都怎

支，NOKIA6150，MOTOV3688，NOKIA8850。 

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會，有。 

我如何操作。 

 您在觀看使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

 使用說明 P1-NOKIA 

非常難

 使用說明 P2-

非常難用 1-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受測者編號：1-06 

日期：2004/12/22           

 性別：女     

 年齡：60 

 學歷：高中 

 目前從事工作：無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

麼做？ 兒子教的，不想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三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用過。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知道，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沒有，有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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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電話簿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我們準備讓 ？哪幾支？ 

沒有用過 

請您對剛才實驗 用。如果非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用 

 

 手機 P2-OK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 。如果非常

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4-—5-—6---7 非常好用 

 

2-OK WAP 

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好用 

 

  

 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

﹝實驗後調查﹞ 

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

常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

 WAP 

TOROLA 

 

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

好

 使用說明 P1-NO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

非常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

 

受測者編號：1-07 

 日期：2005/3/30               

性別：女     

 年齡：51 

 學歷：國中 

目前從事工作：家管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ㄧ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不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

麼做？會，自己學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

兩支，NOKIA，SONY ERRIC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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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查看並從中撥

？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電話簿、發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書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鬧鐘、顯示時間日期、遊戲 

 我們準備讓 ？哪幾支？ 

沒有用過 

請您對剛才實驗 用。如果非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用 

 

 手機 P2-OK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

非常難用 1-—2-—3-—4 5-—6---7- 非常好用 

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5-—6---7 非常好用 

 

2-OK WAP 

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好用 

 

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電話簿功能。會，曾經使用過。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

出電話嗎

知道，會，曾經使用過。 

您

看過 

您在觀看使

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電話簿、照相機、變換來電鈴聲、來電顯示對方照片、 

 您目前手機中的

送訊息、鬧鐘、遊戲、顯示時間日期 

電話簿、發送訊息

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

﹝實驗後調查﹞ 

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

常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

 WAP 

TOROLA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

好

 使用說明 P1-NO

非常難用 1-—2-—3-—4

 使用說明 P

非常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

 

受測者編號：1-08 

 日期：2004/12/27             

性別：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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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齡：51 

 學歷：專科 

 

 ？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查看並從中撥

 原因為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換來電鈴聲或音

、上網、遊戲、來電顯示對方照片、計算機、顯示時間日

期、紀錄撥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已接與未接電話。 

 您目前手機

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看過 

實驗後調查﹞ 

 

7- 非常好用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目前從事工作：保險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五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

麼做？學會使用手機是在經銷商學的，想，問有經驗的人。 

您過去

三支 MOTO-STARTAC，NOKIA-6150，Panasonic-GD92 

您知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曾經使用。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知道、會、曾經使用過。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

沒有，感覺複雜。 

您在觀看使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發送訊息、照相機、變

樂、鬧鐘、行事曆

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電話簿、紀錄撥出

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

 使用說明 P1-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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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受測

 

 ？有，五年 

 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查看並從中撥

？ 

 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已接與未接電

 您目前手機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電話簿、發送訊息、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鬧

。 

 您目前手機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看過 

實驗後調查﹞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者編號：1-09 

 日期：2004/12/27             

 性別：男     

年齡：48 

 學歷：專科 

 目前從事工作：郵局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

麼做？自己摸索，想，希望有人教。 

您

2支 MOTO-CD928，NOKIA-6150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曾經使用。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知道、會、曾經使用過。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

沒有，感覺複雜。 

您在觀看使

ㄧ些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行事曆、計算機、收音機、紀錄撥出

話。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鐘、顯示時間日期

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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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5-—6---7- 非常好用 

受測

 

 ？有 

 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經使用過嗎？ 

 
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鬧鐘、來電顯示

時間日期、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

 

者編號：1-10 

 日期：2004/12/29             

 性別：男     

年齡：52 

 學歷：大學 

 目前從事工作：自由業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

麼做？看使用說明書 

您過去

3支 MOTO，NOKIA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

知道，會，曾經使用。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

知道、會、曾經使用過。 

您

有 

您在觀看使

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

對方照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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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目前手機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電話簿、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顯示時間日期。 

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調整鈴聲大 錄撥出、已接

與未接電話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看過 

實驗後調查﹞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4-—5-—6---7 非常好用 

4-—5-—6---7- 非常好用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

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鬧鐘、顯示時間日期、紀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

 

 
第二階段實驗受測者 

受測者編號：2-01 

 日期：2005/3/29               

性別：女     

 年齡：65 

 小學 學歷：

 目前從事工作：家管 

 有 1年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不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麼做？請教別人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1支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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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會。3.曾經使用過。 

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無聲震動、電話簿、已接與未接來電、計算機、鬧鐘、行事

曆、顯示時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聲震動、錄音機、電話簿、鬧鐘、行事曆、計算機、顯示  

    時間日期、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書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都沒有 

實驗後調查﹞ 

 

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5-—6---7 非常好用 

 

4-—5-—6---7 非常好用 

 

5-—6---7- 非常好用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1.知道。2.會。3.使用過 

您知道手機可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1.知道。2.

 您曾經在使用

沒有，太麻煩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

間日期、來電顯示對方照片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

來電顯示對方照片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

好

 使用說明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

 

 

受測者編號：2-02 

 日期：200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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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女     

 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的功能嗎？ 

麻煩 

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無聲震動、電話簿、已接與未接來電、計算機 

 您目前手機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錄音機、 話簿、鬧鐘、行事曆、計算機、顯示  

 您目前手機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實驗後調查﹞

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2-—3-—4-—5-—6---7- 非常好用 

 

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使用說明 P1-NOKIA 

4-—5-—6---7 非常好用 

 年齡：50 

 學歷：專科 

 目前從事工作：公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不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

麼做？自己學習 

您過去曾經擁有

NOKIA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1.知道。2.會。3.使用過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

1.知道。2.會。3.曾經使用過。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沒有，太

 您在觀看使用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電

    時間日期 

使用說明書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都沒有 

 

請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非常難用 1

 

非常難用 1-—

請

非常難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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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K WAP 

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使用 

話您都怎

，不想 

支，Benq 

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常用 

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都沒有 

﹝實驗後調查﹞ 

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

 手機 P1-NOKIA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使用說明 P

非常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

 

 

受測者編號：2-03 

日期：2005/3/29

 性別：男     

 年齡：56 

 學歷：大學 

 目前從事工作：中央信託局人事室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ㄧ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不常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

麼做？小孩教的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ㄧ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不會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嗎？

知道，不會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沒有，不

 您在觀看使用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沒有，只有撥打電話 

 我們準備讓您實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

，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非常難用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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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好用是 10 分，

 使用說明 P1-NOKIA 

2-—3-—4-—5-—6---7 非常好用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的經驗嗎？有 五年 

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書，想，看說明書、別人教的 

 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3.有用過 

 

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無聲震動、電話簿、發送訊息、鬧鐘、計算機、顯示時間日     

    期、紀錄撥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聲震動、電話簿、發送訊息、行事曆、遊戲、顯示時間日   

    期、紀錄撥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我們準備讓 ？哪幾支？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

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非常難用 1-—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

 

受測者編號：2-04 

 日期：2005/3/29              

 性別：男     

 年齡：52 

 學歷：碩士 

 目前從事工作：金融業 

您過去有使用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手

麼做？看說明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兩支，MOTOROLA  

您知道手機具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1.知道。2.會。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1.知道。2.可以。3.有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1.有 

 您在觀看使用

1.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

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

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無。 

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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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用過。 

或不好用。如果非

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

非常難用 1-—2-—3-— —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7- 非常好用 

受測

 嗎？有，兩年半 

 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能嗎？ 

 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實驗後調查﹞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

KIA 

4-

 WAP 

OTOROLA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

 

者編號：2-05 

 日期：2005/3/29             

 性別：男     

 年齡：61 

 學歷：碩士 

 目前從事工作：人事業務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初

麼做？ 小孩教的，意願不高 

您過去

兩支，NOKIA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用過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

是，會，用過 

您曾經

沒有，不想看 

 - 180 - 



 

 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時間日期 

 我們準備讓 ？哪幾支？ 

沒有 

請您對剛才實驗 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用 

 

 手機 P3-MO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 用。如果非常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WAP 

4-—5-—6---7 非常好用 

 

3-MOTOROLA 

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無 

程度？不常使用 

 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號為何？ 

話嗎？您

嗎？ 

您認為下列哪

電話簿、顯示

 您目前手機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電話簿、發送訊息 

 

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

﹝實驗後調查﹞ 

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

TOROLA 

 

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

 使用說明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使用說明 P2-OK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

非常

 

受測者編號：2-06 

 日期：2005/3/29           

 性別：男     

 年齡：59 

 學歷：高中 

目前從事工作：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 兩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

麼做？ 看使用說明，不想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

ㄧ支，SARGEN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

過去曾經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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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未曾使用過 

 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看使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調整鈴聲大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聲震動 

 我們準備讓 ？哪幾支？ 

沒有 

請您對剛才實驗 用。如果非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用 

 

 手機 P2-OK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

非常難用 1-—2-—3-—4 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 。如果非常

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4-—5-—6---7 非常好用 

 

2-OK WAP 

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知道，沒用過 

您

有 

您在觀

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 

 您目前手機中的

小或無聲震動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

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

﹝實驗後調查﹞ 

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

常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

 WAP 

TOROLA 

-—

 

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

好

 使用說明 P1-NO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

非常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

 

受測者編號：2-07 

 日期：2005/3/29            

性別：男     

 年齡：67 

 學歷：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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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查看並從中撥

這樣的功能嗎？ 

 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看使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照相機、顯示時

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您目前手機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電話簿、顯示時間日期、

、已接與未接電話 

 您目前手機

顯示時間日期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看過 

實驗後調查﹞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目前從事工作：退休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4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

麼做？看使用說明書 

您過

    3 支 MOTO，PANOSONIC，SAGEN 

您知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有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

知道、有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

有 

您在觀

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

間日期、紀錄撥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計算機、紀錄撥出

使用說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

 使用說明 P1-NO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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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7- 非常好用 

 

 用手機的經驗嗎？有，兩年 

 初如何學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去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嗎？ 

 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或音樂、鬧鐘、

與未接電話。 

 您目前手機

電話簿、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我們準備讓 ？哪幾支？ 

沒有看過 

請您對剛才實驗 用。如果非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用 

 

 手機 P2-OK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

 

受測者編號：2-08 

 日期：2005/3/29             

 性別：女     

年齡：59 

 學歷：專科 

 目前從事工作：家管 

您過去有使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

麼做？請別人教 

您過

四支 MOTO、ALCATER、MOTO、DBTEL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

知道、會。 

您曾經在使用手

沒有，感覺複雜。 

您在觀看使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照相機、變換來電鈴聲

紀錄撥出、已接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

您實驗用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

﹝實驗後調查﹞ 

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

常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

 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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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 P3-MO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如果非常

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4-—5-—6---7 非常好用 

 

2-OK WAP 

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退休 

 會使用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或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已接與未接電

顯示對方照片。 

 您目前手機

    發送訊息、鬧鐘、顯示時間日期 

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變換來電鈴 未接電話、鬧

TOROLA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

好

 使用說明 P1-NO

非常難用 1-—2-—3-—

 使用說明 P

非常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

 

受測者編號：2-09 

 日期：2005/3/30             

性別：男     

 年齡：64 

 學歷：高中 

目前從事工作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有，八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

麼做？用傳統方式就好了 

您過去曾經擁有過幾

1支 MOTO 

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知道，會，曾經使用。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知道、會、曾經使用過。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

沒有，感覺複雜。 

您在觀看使

ㄧ些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行事曆、計算機、收音機、紀錄撥出

話、鬧鐘、來電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

聲或音樂、電話簿、發送訊息、紀錄撥出、已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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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顯示時間日期。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看過 

實驗後調查﹞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3-—4-—5-—6---7- 非常好用 

受測者編號：2-10 

 

 ？有，一年 

 手機的？別的功能想不想學會使用？想學的話您都怎

 曾經擁有過幾支手機？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曾經接過的來電嗎？您會查看並從中撥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

 

 日期：2005/3/30             

 性別：男     

年齡：53 

 學歷：專科 

 目前從事工作：退休 

您過去有使用手機的經驗嗎

 您平常使用手機的經常程度？不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

麼做？別人教的 

您過去

1支 MOTO 

您知道手機具有電話簿的功能嗎？您會查看電話簿並從中撥出電話嗎？您

過去曾經使用過嗎？ 

不知道。 

 您知道手機可以幫您紀錄沒接到或

出電話嗎？過去曾經使用過這樣的功能嗎？ 

知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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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使用說明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用說明後，有確實獲得您想要的資訊嗎?若沒有，請問原因為何? 

來電顯示對方照

期。 

 您目前手機

電話簿、發送訊息、鬧鐘、顯示時間日期。 

明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曾經查詢過的? 

電話簿、鬧

話 

的手機及原廠使用說明，您曾經使用過嗎？哪幾支？ 

沒有看過 

實驗後調查﹞ 

 

觀看使用說明，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常

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KIA 

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6---7 非常好用 

5-—6---7- 非常好用 

 

 

您曾經在使用手機時觀

沒有 

您在觀看使

有 

 您認為下列哪些功能，對你而言是需要或想要的？ 

調整鈴聲大小或無聲震動、電話簿、變換來電鈴聲或音樂、

片、顯示時間日

中的哪些功能，是您會操作且曾經使用過的？ 

 您目前手機使用說

鐘、發送訊息、顯示時間日期、遊戲、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

 我們準備讓您實驗用

﹝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手機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如果非

常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手機 P1-NOKI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手機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

好用是 10 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

 使用說明 P1-NO

非

 使用說明 P2-OK WAP 

非常難用 1-—2-—3-—4-—5-

 

 使用說明 P3-MOTOROLA 

             非常難用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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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手機使用說明書 

本段將會放入各載具的原廠及改良使用說明書，而改良使用說明

書將以彩色版本呈現。 

原廠使用說明書 

P1-NOKIA 8250 原廠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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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OKWAP i108 原廠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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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 - 



 

P3-MOTOROLA C268 原廠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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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良使用說明書 

P1-NOKIA 8250 改良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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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OKWAP i108 改良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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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 - 

P3  -MOTOROLA C268 改良使用說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