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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科技不斷的成長與進步之下，行動電話成為最普及的 3C

產品，但是當中高齡者面對這具有強大功能且不斷推陳出新的產品時，

所產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與困惑，而不是人們對科技產品美好與

便利的描述，當他們在使用上產生問題時，產品使用說明的功能便可

輔助介面的不足，讓使用者建立與設計者相符合的心智模式，減少使

用挫折。 

本研究問題是(1) 探討多媒體說明書對於中高齡使用者是否較易

學習？ (2) 了解中高齡使用者操作行動電話功能時會遭遇何種困難？

(3) 紙本說明書與多媒體說明書在幫助中高齡學習使用上的異同之

處？(4) 中高齡使用者如何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來學習行動電話功

能？  

主要目的是藉由良好的多媒體互動說明，讓使用者在學習行動電

話操作的過程中，可以獨立學習，讓中高齡者在行動電話的使用上不

再是弱勢。研究流程分為三個階段：(1)相關文獻的調查、實驗規劃、

與製作多媒體使用說明。(2)採用放聲思考、提示法及教練法等階段

實驗方法，進行使用者觀看改良紙本與多媒體之使用說明的實驗。(3)

主要利用各實驗方法個案次數分配、操作過程紀錄、心智受挫狀況編

碼及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來分析使用者的心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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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初版多媒體使用說明的測試及與專家意見，修正發現

之缺點並產生實驗用之多媒體使用說明。透過正式實驗後發現改良紙

本使用說明在文字、敘述上不清楚或是無法呈現的地方，會建構錯誤

的心智模式，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呈現方式與互動特性，中高齡者

可以較容易地被引導使用行動電話，減少操作錯誤及停滯的發生。 

經由實驗結果，本研究提出多媒體使用說明之設計建議及多媒體

使用實例，而這些建議將來可供，多媒體使用說明書的設計師參考，

進而設計出對中高齡者有效的使用說明，讓中高齡使用者可以無負擔

地來學習使用行動電話。 

關鍵字：使用說明書、中高齡者、行動電話、心智模式、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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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urrent increasing growth an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obile phone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3C product. 

Unfortunately, elderly generations, in face this powerful and 

multi-functional device, sometimes are unable to use the basic function of 

mobile phone. When they have some setback and confusion about the use 

of mobile phone, they do not enjoy the happiness and convenience of 

technical products. The product user manual aims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by assisting the poor product interface, and thus the elder generations 

could understand the designers’ intension under the same mental model.  

Our research questions are : First of all , is it possible that 

multimedia instructions can help elder users to use mobile phone more 

easily and correctly? Second, what kinds of difficulties will the elder 

users encounter while using mobile phones? Third, what difficulties we 

will face when we help the elder cause the traditional multimedia 

instruction differences? Finally, how do the elder users utilize the 

multimedia instructions to learn using mobile phon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good multimedia instructions 

to facilitate the practice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process of the elder 

users in using mobile phones.  

The research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to research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ental Models and 

manual instructions. (2) to devise and execute the experiments of mobile 

use for both paper and multimedia instructions. (3)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using protocol analysis, observation, and co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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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penetration test edition multimedia operating 

instructions and the experts’ discussions, the shortcoming of the 

discovery from the test can be the edition of the multimedia instructions 

basis.  

This research utilize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the pilot multimedia 

user manual and the feedbacks of experts to form the bases of the final 

manual.  

After the formal experiments with the final manual, we discovered 

that the incorrectness of paper user manual could construct wrong mental 

model for the users. However, the multimedia user manual, poss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interactive, enabled the elder users to reduce 

the operational mistakes and even to learn operation by themselves.  

This study has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pers and 

multimedia user manuals. Further, it has addresse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appropriate multimedia instructions for the elder. Hopefully, this study 

can help elder users reduce the encumbrance while using mobile phones. 

 

Keywords: Mental Model, Mobile phone, Manual Instruction, 

Multimedia, Elder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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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節分別說明本研究的背景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範圍

以及研究架構。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行動電話為消費性電子產品之大宗，其功能與性能變動快速，使

得中高齡使用者無法全盤了解行動電話的功能及運用。以高世安

（2004）與劉凱明（2005）對於中高齡者與行動電話的人機互動一系

列研究中，已對中高齡者使用行動電話時所遭遇的挫折與困難已有相

當深度的探討。  

產品設計最終目的是冀望透過良好的改善方案，使產品更貼近使

用者，讓原來缺乏人性互動的科技，藉由設計來改善人與物之間的互

動，產品設計為使用者與科技間，搭起了溝通的橋樑，因此產品設計

應由使用者的使用心理作為出發，以設計出更適合使用者使用的產品

與介面。 

資訊化社會的到來，爲許多人勾勒出來美好願景，人們總期許社

會的階層隔閡會因資訊科技的進步而減少，但受限於年齡、收入、社

經地位、教育程度等因素，使得不同的人在接受資訊科技程度上有所

差異，造成「數位落差」的問題產生（吳宜鮮，2004），而產品設計

師在硬體與介面甚至是使用說明的設計上，應讓所有使用者在心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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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相同或相近的心智模式，對產品的使用上能有著清楚的概念，然

而經過普遍性的觀察以及文獻的驗證後，發現一般中高齡使用者在數

位產品的使用上仍處於弱勢，其在學習心態與能力上與年輕族群無太

大的差異，只因對於操作介面無法輕易理解，如此造成了中高齡者使

用者與設計者之間極大的心智模式差異，因此本研究欲進行行動電話

進階的功能性的操作研究，讓中高齡使用者與設計者間心智模式更加

的吻合，讓使用者能夠更快速的了解與學習如何使用新型的行動電

話。 

             

圖 1-1 行動電話成長折線圖（工研院 IEK，2005） 

中高齡者，大多定義在四十五歲以上至六十五歲以下的族群，這

個族群未達退休年齡者，仍以家庭為主，而退休者因兒女多已自立，

故重心轉向社交活動上，在尋求親情慰藉與社交維持之時，行動電話

因心理層面的需求，開始廣泛的被使用（張貝懿，2001）。現今行動

電話已成為最大宗的消費性電子產品，1991 年世界上擁有行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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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還不到 1％，到 2003 年全球超過 90％的國家已建立行動電話網

路，總用戶數佔全球人口的 1/6，預估全球至 2008 年將有 20 億的用

戶（工研院 IEK，2005）。行動電話的普及為日常生活帶來了相當多

的便利性，在科技不斷的進步之下，新的功能也不斷的被加進這迷你

的魔術盒之中，而目前所觀察到的使用行動電話附加功能的使用者，

多是年輕族群，以目前的狀況所見，中高齡使用者與設計者間心智模

式的建立似乎不是那麼的順利，所以於此欲以中高齡者使用者與設計

者的心智模式為出發，以行動電話附加功能（如：數位相機）來做為

探討行動電話使用性問題研究與改良之建議。 

1.2 研究問題 

以往關於行動電話的研究，多數著重外觀與物理人因角度來改善

行動電話對於高齡者的適用性，這些研究改善了行動電話介面的物理

特性與相對的操作績效（張貝懿，2001）。人與產品之間的互動，參

雜許多複雜的認知因素，而 Norman(1986)提出從心智模式的觀點來

解釋人機互動時所產生的問題。於此，藉由觀察近年來的產品設計中

發現到，使用者中心的設計理念逐漸被重視，但目前國內行動電話的

相關研究，少有以 Norman(1986)的觀點來做討論，其中以中高齡者

為對象的更是少數，而以多媒體媒介來做為使用說明教學的案例更是

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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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行動電話介面使用上的問題，配合多媒體互動式說明來

探討其助益。而後透過操作實驗了解下列問題： 

(1) 探討多媒體說明說書對於中高齡使用者是否較易學習？  

(2) 了解中高齡使用者操作行動電話之附加功能時會遭遇何種困

難？  

(3) 一般紙本說明書與多媒體說明書在幫助中高齡學習使用上的

異同之處？ 

(4) 中高齡使用者如何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來學習行動電話功

能？ 

1.3 研究目的與目標 

由過去的研究發現，大多數的中高齡者並未因科技的進步而受惠，

主要的因素是因為使用上的困難而產生挫折，然而我們在日常生活經

驗中發現，大多數中高齡使用者僅能使用行動電話之基本功能，並且

排拒具有多功能之行動電話，少數會透過詢問或參閱使用說明來學習。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藉由良好的多媒體互動說明，讓使用者在學習行

動電話操作的過程中，能更快速或可以獨立學習，使中高齡者在行動

電話的整體使用上不再是弱勢。期望多媒體互動說明能夠讓中高齡使

用者在多功能行動電話的操作學習上有更進一步的協助，以及探討多

媒體使用說明，是否能夠有效的幫助中高齡使用者的心智模式更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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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並在使用多功能行動電話中的功能能夠更加順利。本研究欲

達到以下目標：(1)建立符合心智模式之多媒體使用說明；(2)了解多

媒體使用說明與紙本使用說明在幫助中高齡使用者學習行動電話使

用上的差異；(3)提出多媒體說明書設計準則，供未來在設計時做為

參考之依據。 

1.4 研究流程與架構 

本研究希望藉由行動電話介面的操作性實驗，來了解中高齡使用

者在行動電話進階功能操作時的心智模式與外部所顯現的特徵。本研

究流程分為三個階段：(1)以心智模式、人機互動、行動電話介面、

多媒體與使用說明相關等等範疇來收集相關文獻；(2)心智模式之於

行動電話基本通話功能與附加功能（如：數位相機）的操作，透過放

聲思考與問卷及簡短訪談相關來設計實驗；(3)藉以心智模式相關理

論，經由個案次數分配、操作過程分析及各項操作錯誤之次數分配，

來評鑑分析受測者的心智模式。由相關的文獻探討來設定實驗與其流

程，在進行實驗之後，以先前相關的立論基礎來分析受測者在實驗中

所遭遇之困難與挫折的產生，並加以分析解釋，並隨後提出確切的設

計改良之建議方案，研究流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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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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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從心智模式來探討中高齡者與行動電話間互動時所遭遇

之困難。因此文獻探討以心智模式、人機互動與行動電話介面、多媒

體設計相關研究方法為主，來進行文獻研究，人機互動的相關研究多

以(1)認知心理學；(2)人類資訊處理過程；(3)使用介面，來探討人機

互動的現象，如下圖 2-1 所示。 

 

圖 2-1 文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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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機互動之相關研究 

人機互動或稱人機介面(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這個領域

多以認知心理學、人類資訊處理過程以及使用者介面來探討人機互動

現象的相關研究，人機互動主要是探討使用者在操作複雜的機械介面

時，所反映出來的一切現象之學科。一般的人機互動研究，在於探討

有效率且簡易學習的完善介面系統，讓使用者愉快且順利的操作及完

成工作，而達成介面、人與機械溝通的橋樑 

2.1.1 認知心理學 

在了解人類的使用行為中，認知心理學是一門可以了解人類心智

運作過程與結構的科學(Hagmann, Mayer, & Nenniger, 1997)，認知包

含知覺、記憶與思考過程的層面，這些過程是人類特有的表徵，認知

是高級的心智歷程，例如解決問題、計劃、閱讀、寫作、使用語言、

推理創造。所有型態的認知均包括產物（可以觀察到的最終狀態）與

歷程（產物產出時最初與中間的階段），這階段通常是在人的大腦中

進行完成，此為人機互動相關研究中最重要的理論依據。認知心理學

為人機互動研究的起始主要因素有三大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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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設計和使用的

特性； (3)認知心理學與實驗設計及介面設計有相似的本質

(Waterworth,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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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類接受一個外界的刺激（例如：文字、聲音、影像）時，經

由感覺器官輸入，並透過一連串的處理。這個模式視人類為主動的訊

息處理者，探討人類憑感官接受訊息、貯存訊息以及提取、運用訊息

等不同階段所發生的事，做出了對刺激的反應。這一連串的反應即便

是認知心理學所研究的課題。而這「一連串的處理」，牽涉到兩層次

的問題，一個是知識是如何被儲存，以及儲存成何種的形式，也就是

結構的問題。另一方面，知識是如何地被運作，也就是歷程的問題。

而結構和歷程就綜合成一個整體的認知系統。於此人類就是這個訊息

傳遞與處理的系統，系統中包含了「維生系統」與「認知系統」，維

生系統主要是負責情緒、動機與生命延續的部分，而認知系統是負責

學習與認知的運作與行為方面，兩者密切關聯且相互影響（鄭昭明，

1993）。認知指的是認識事物的過程，其中包含思考、注意、期望、

想像、記憶和意識等。而認知研究的目標是希望了解人們如何根據過

去的記憶與對未來的期望，來解釋外在環境與決定自己的行為。並透

過以介面設計的觀點，了解人們的認知系統如何運作，與介面產生互

動進而達成目標的過程（方裕民，2003）。Sanders 和 Mc.Corm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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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類接收到外部的資訊及刺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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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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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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隨即

開始行動，如圖 2-2 所示。 

 

圖 2-2 認知的細部過程(Sanders & McCormick, 1992) 

2.1.2 人類資訊處理之程序 

感知是人類感覺到週遭環境的過程，也是一種訊息接收的步驟。

在感知的過程當中，人類用五官去感覺事物或事件，透過感覺器官外

在的資訊得以收及、轉化到人類的腦中（方裕民，2003）。使用者與

資訊互動的關係：使用者透過符號、人機介面，再經由視覺、概念及

身體三種接觸，接收到資訊（范成偉，1996）。使用者在接受資訊時，

所產生的解碼過程為：(1)確認資訊來源；(2)對資訊的詮釋；(3)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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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涵是否符合個人認知的條件；(4)開始醞釀程序；(5)採取對資訊

反應的行動。此階段因保留訊息的原始形式，也就是信號(signal)，被

稱為感官信號(sensory signal)貯存的階段。感官信號貯存包括圖像儲

存(iconic storage)和聲像儲存(echoic storage)兩種。圖像儲存保留了視

覺輸入，聲像儲存則保留了聽覺輸入(Sanders & McCormick, 1992)。

在認知心理學中，此動作的完成被認為是一系列資訊處理的階段，視

覺、聽覺、嗅覺等都可以被視為是資訊的處理。在編碼的過程中，資

訊會被處理並改建結構，以提供我們一個恆定模式的世界。這些資訊

被保留的程度，是依據如何良好的被呈現與處理。因此，人們能記住

事物的能力是與最初它們如何被編碼緊密相關。也就是說，「如能利

用適當的媒介來呈現與傳達資訊，即能幫助理解並編碼，進而使其記

憶並產生印象」。  

2.1.3 使用介面 

使用介面是包含使用者(actor)與行為者(behavior)兩者的溝通平

台，使用者的角色是執行任務，行為者的角色則是選擇性的行動。這

兩者通常介於使用者與機械，在人機互動的過程中，使用者大多是行

為者的角色，而機械通常是執行使用者命令的行動者。在電腦相關的

使用介面元素有行動、行為、內容、顯示、結果、外形、類型、目標

(Waterworth,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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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透過使用介面的選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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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同外形種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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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介面適用性原

則歸類為八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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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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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面設計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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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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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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毅

彬，1994）。 

2.2 心智模式 

 Norman(1986)在認知心理學的角度提出心智模式的概念，乃是

人與外部事物互動時，在心中所產生的的一個對應的概念模式。就是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其中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設計模式

(conceptual model)、使用者模式(mental model)、系統印象(system 

image)，如下圖 2-3 所示。 

                          

圖 2-3 心智模式的類型(Norman, 1986) 

設計模式乃是設計師建構在產品上的概念與使用的模式，使用者

模式是使用者在與產品接觸過後，內心加註在產品上的概念；系統印

象則是設計師透過產品本身所要呈現給使用者的訊息，如外觀造形、

色彩、操作介面等外顯的訊息，一個理想且成功的產品，應是具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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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簡單理解並輕鬆操作的操作狀態，而這有賴於一個良好的系統

印象來輔助，以建構出良好的產品使用者模式與操作的概念，因此系

統印象乃是設計師與使用者間一個重要的溝通橋樑。 

2.2.1 心智模式特性 

心智模式是人類內心對於外在環境的詮釋，這個表現是經由被教

導、過去經驗或是經由自我的轉化與組合所產生。因為人類腦中的知

識與經驗隨時在增加變動，故一個人的心智模式是不斷的在改變。所

以心智模式是非常自我中心、個人主義的表現(Nancy & Norcio, 1993)。

倘若讓使用者在使用產品之前，讓使用者了解設計的模式，隨即會有

較好的表現產生。而心智模式隨著不同的人即有不同的表現，所以心

智模式往往會有出乎意料之外的表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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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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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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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他們不喜歡

花費太多努力和心思；(6)人們常常會在遇到困難時，直覺的改變生

理操作過程，而不想去思考其複雜的問題。 

使用者在學習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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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會因感受到資訊的需求，或對系統某些東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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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而得到一個模式，於此，比誘發使用者產生一個新的模式，來

的更加容易吸收並體會。而心智模式有下列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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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僅是在通話

期間網路狀況的改變，而且其對使用者行為的回應警告也是一種狀況

改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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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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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狀況轉換模型的範例（閆嬰紅，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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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使

用者必須要留心這些物件的存在，以及其個別的狀況以及特徵與在他

們之間的因果關係。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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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行動的心智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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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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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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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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嬰紅，2003）。配合模型可能在系統中產生，它包含了使用

者重複的行動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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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類比模型(analogical Models)：類比模型是當使用者面臨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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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我們所熟悉的系統相近時所產生，對於新系統使用者所採用模

型會與他們過去舊有模型相似。採用模型可能是任何形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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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別 特點 案例 

狀況轉換模

型 

系統會強化使用者根據

目前系統所有的狀況，觀

察期變化來形成概念模

型 

撥號轉換系

統網路 

物件—行動

模型 

互動系統的使用者概念

模型幾乎是不變的，使用

者必須留心物件的狀

況、特徵，以及他們之間

的因果關係。 

圖示鍵 

配合模型 使用者通常具有系統內

物件的部份知識，他們也

知道要如何把他們的意

圖(intension)配合到序

列的工作上。 

熱鍵 

類別模型 類比模型是當我們面臨

到新系統並且與我們熟

悉的系統相近時發生。

桌面隱喻 

Norman(1983)也提醒設計師，必須記住人們通常不喜歡讀取文件，

所以要將主要的負擔放置在系統所設計的影像之中，設計師要特別注

意文字與影像上的搭配使用。因此「理解力」才是心智模式的關鍵。

人們對系統中「文字」的理解力與心智模式必定有著密切的關係，若

以此觀點來看許多文獻所談論的主題，都是過去經驗使人對外在所產



 
 

-19-

生的表述，卻極少有論及關於人機在交談時，使用者在文字理解力上

的問題。其中以行動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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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心智模式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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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產生。而心智模式的形成，有可能以類比 (analogy)或象徵

(metaphor)兩種方式來建立(Nancy & Norcio, 1993)。因此在心智模式

的形式之中，同時包含抽象以及具體的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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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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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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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心智模式與知識經驗間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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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構對於一般人是比較困難的使用概念，對中高齡者來說更加困難，

因為中高齡者在認知能力的退化、注意力的降低等等，皆有可能導致

中高齡者操作產品時出現更多挫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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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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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識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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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理動

作較為緩慢。因此，設計師如果小心考慮使用者經驗與介面之間的關

聯性，就可以利用友善的適用性幫助他們創造好的使用經驗。只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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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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行動電話相關介面研究 

行動電話，這個生命週期最短的 3C 產品，一個魔術的小方盒中，

蘊含了龐大的功能，並且日趨輕薄短小，整個物理尺寸也比以往減少

約 90%。故帶來許多介面設計上的限制，如此一來，控制及顯示元件

的空間相對也受到壓縮。對大部分使用者而言，因功能數量增加而導

致選單結構的複雜化，在功能種類和操作超過了項目設計時，就會有

人為因素及其他複雜現象產生。雖然以相同的技術可以提供更多更強

大的功能，讓人的生活更為便利，不過，相對來說，產品也變得更不

容易操作與學習，進而造成更複雜的情況，這就是 Norman(1986)所

提出之「技術進步的矛盾」。我們可以很直接由生活中體會到這類不

易操作的產品，通常這類產品的介面結構與互動性並不是非常良好。

不良的操作介面增加了使用者在認知上的負擔，並且造成產品操作不

易，而產生了許多使用上的挫折。 

2.3.1 針對中高齡者之介面設計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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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對於行動電話使用上普遍會遭遇到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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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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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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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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使用之功能有行動電話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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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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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對於行動電話使用上普遍會遭遇到的困

擾，與行動電話常用的用途如下表 2-2 所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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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高齡者使用行動電話的困擾與主要用途（陳振甫，2002） 

經常發生的困擾 主要常用用途 

1.按鍵上的字體太小且複雜 1.通常用於家人之間 的聯繫 

2.按鍵太多 2.通常只使用接聽與掛斷的功

能 

3.因眼睛適應能力降低，對於

介面上的資訊有閱讀困難。 

3.緊急事故聯絡之用 

4.太多附加功能 4.由家人代為輸入設定 

5.容易誤觸按鍵 5.沒有整天開機的習慣，通常有

需要才開機 

6.教育程度會影響操作習

慣，例如不會輸入電話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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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相當重要的引導與提示

（廖哲政，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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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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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而完整的回饋：所有的回饋必須是可隨即獲得並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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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若操作錯誤，應可即時的更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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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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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可增強使用者對產品的使用性。 

2.3.1.1 介面的定義 

以一般性的說法來看，「介面」指的是連接不同的系統或元件之

元素。在電腦軟體的設計上，使用者介面指的是電腦與人互動時所用

的溝通符號設計。對於電腦系統而言，介面是使用者所見並與之互動

的部份。簡單來說，介面便是人與機器之間溝通時所使用的媒介，這

個媒介包含各種不同媒體、符號及程序等。而後隨著設計學理上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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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用者介面在短短的時間內已從最初將「人因工程學」(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奉為聖經的物理性介面時期，轉變為不再只是追

求生理面的滿足，進而追求心理面的滿足及追求操作的理解性與親和

性的認知性介面時期，最後轉變到注重精神面的滿足之感性介面時

期。 

2.3.1.2 介面與學習之關係 

介面既然是人與機器之間藉以溝通時所使用的方式，其所代表的

意義即是輔助學習如何操作，使其能夠正確無誤的達成目標。由此定

義我們知道介面在學習操作的過程中是扮演的是一個輔助工具的角

色。而不良的介面設計，包括不當的溝通方式、不適宜的色彩、聲音、

影像設計及不足的認知性指引或資訊回饋，會使學習者感到挫折而減

低學習興趣。如果介面設計不良，而無法產生正確適當的回饋，將導

致溝通上的困難而無法發揮原來系統所應該具有的功用。介面既然是

人與機器、設備溝通時所使用之符號或方式，故介面設計之優劣及重

要性亦可想而知。 

2.3.1.3 中高齡者使用介面設計之原則 

既然介面是人與機器之間藉以溝通的一種工具及方式。因此在介

面之設計上，應以能夠讓使用者正確無誤的使用機器並不會造成使用

者的困擾為基本原則。因此根據文獻整理，得到了可供參考之介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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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原則(Apple Computer, 2006; MSDN, 2006)（李傳房，褚于慧，

2000)，如下表 2-3。 

表 2-3 介面設計要則（本研究整理製表） 

介面設計要則 要則內容 

一致性 1.一致性的介面設計能使用者更易學習和記憶。 

2.產品功能以及產品提供之資訊需具有一致性。 

字型 1.以清楚大方的字型為佳。 

2.在要求快速辨識的場合，或視認度極重要時，以羅馬體型

式的細明體較優；內文呈現或要求文章的可讀性(readability)

要高的時候，以高司體型式的中圓體較優。 

3.空心字體與粗體字型較不適合高齡者。 

色彩 1.對於傳遞資訊而言，顏色當然是高度有效的非語言方法。） 

2.避免多色彩之應用。 

3.保持色彩色相的對比，盡可能避免使用藍、綠、紫色的組

合，以免因色彩間相差太少產生辨識上的困難。 

版面 1.文字區塊規劃。 

2.避免過小的目標物。 

親和性 1.介面應該親切地邀請使用者進一步探索系統 

簡單明瞭 1.保持介面的單純。 

2 功能明確的畫面。 

3.使用者需要能迅速瞭解介面的架構 

所見即所得 1.所見即所得 

2.所見即所選 

容錯 1.允許使用者操作錯誤，而有回復的功能。 

2.允許使用者回到上一個指令。 

規劃任務分開的計劃 1.提供清單，避免短期記憶。 

2.使用圖片將概念視覺化，以降低使用者的認知負荷。 

 

 
介面設計要則 要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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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樣的輸出機制 1.鑒於高齡者有視覺、聽覺、運動能力衰退的可能，因此提

供多樣性的輸入機制可以克服部分障礙。 

2.中高齡者可能因老花眼、其他視力衰退或識字率等原因而

導致無法看清楚介面內容，因此提供語音輔助介面可以幫助

高齡者了解內容。 

使用者行為的設計 1.提供直接的控制權給使用者。 

2.設有使用權限的介面設計。 

3.統一且直接的操作方式。 

4.呈現的內容與型態、系統反應的時間、色彩、文字、圖像

符號、影像的顯示、訊息內容等方面等 

隱喻 1.提高親切性，運用熟悉的經驗於介面，加速了解功能並減

少學習時間。 

2.運用已熟悉的景物作象徵- 

層次簡單化 產品操作介面的功能階層數目為二階層者，是較易於操作減

少層次。 

按鍵群化 依重要性把按鍵群化，把最重要的、最常用的按鍵設計在最

容易操作的地方。 

 上述表格為介面設計時參考之依據，在下列較為具體化的數

據原則，可以供介面設計時直接來作為使用（方裕民，2003），如： 

(1)產品操作介面的功能盡量減少。 

(2)字體方面：a.建議採用無細線的字型，諸如 Arial（黑體）之類

的字體，這一類字型在顯示螢幕上較不易產生斷線情形。故應避免用

有細線的字體，例如 Time New Roman；b.應盡量避免斜體以及加底

線，在顯示螢幕上亦會造成閱讀不易。 

(3)避免使用低採彩度、濁色的色彩，以免因色彩間相差太少產生

辨識上的困難。 

(4)相同訊息用相同的字體或顏色來暗示使用者，按鍵位置要和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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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內容之排列吻合。如下：a.文字或圖案的尺寸大小應與本身形狀的

複雜度成正比；b.訊息呈現要有規律性，避免左右、上下動線參雜；

c.不同動線間需以較寬的間隙予以區別開來，作為操作動線的隱喻之

用。  

(5)限制每一對話框的訊息項目：每一畫面設定七個選項，至多八

個。 

綜觀上述所提出的各項原則，會因為應用在不同的產品類別上而

有不同形式的限制；就產品介面設計的領域而言，設計師在運用時會

參考不同的形式原則，產品介面內容上做適當的調適與修正並且進一

步應用於中高齡使用者身上，瞭解各介面要素與中高齡者之間的關

係。  

2.3.2 各大廠牌行動電話介面研究 

目前的國內行動電話市場，主要以國外品牌為主，例如諾基亞

(Nokia)、索尼愛利信(SonyEricsson)、摩托羅拉(Motorola)等大廠。近

年國內部份品牌有大幅的成長如：明碁(BenQ)、華碩(ASUS)、英華

達(OKWAP)陸續推出自有品牌的行動電話，不過由於部份目前其尚

處於成長期，生產規模、營銷資源、資金等諸多方面，都還難與著名

國外品牌相抗衡，所以在消費者的選擇上，還是較偏愛國外的產品。

本研究則透過使用說明來了解各廠牌行動電話軟體介面特色，並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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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以樹狀結構來做介紹與比較： 

．NOKIA：電話簿與功能表並行在的主畫面的架構下，所以相對

於其他的廠牌來說，NOKIA 將電話簿與通話功能分別獨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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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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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數位相機雖被放在主目錄之中但是其排序

在較後面，且主目錄中選項高達 16 項，在中高齡者使用的情況下可

能容易造成他們的困擾。 

．MOTOROLA：主目錄的項目數量較為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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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包含在主目錄的通話紀錄中，數位相機也

位於第三階層，被包含在多媒體的選項之中，而電話基本功能與數位

相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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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找到通話紀錄與照相的功能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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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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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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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接來電及已接來電則需要進入通話紀錄中。數位相機的功能也

位在主目錄中屬第二階層，而與其他廠牌較不同的地方，訊息功能選

項放置於中間偏後的位置，顯示出主要電話通訊功能還是比較重要。 

．Sony Ericsson：目錄中的通訊錄就包含撥叫聯絡人，其實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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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通訊錄裡面有許多其他設定，功能的分類上有些雜亂，與其他廠

牌較為不同的地方。未接來電和通話清單位於系統第三階層，數位相

機被放置在主目錄中的第一位，通訊錄與通話功能設置的位置較為偏

後，主目錄中也包含了許多其他相關設定，算是異數的介面。對於中

高齡者而言，這與眾不同的使用階層，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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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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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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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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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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使用者而言，可以快

速的使用電話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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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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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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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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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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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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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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Q：整個主目錄的整體架構看來，選項較其它廠牌少，功

能的名稱的及排列方式簡單、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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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相機也位於主目錄之中，較為清晰易懂。 

2.4 使用說明相關研究 

使用者學習新的行動電話介面時，使用說明理當是輔助使用者去

了解正確操作程序的角色，使用說明的設計不應只是以系統內部的方

向來定位，應該針對使用的情況與功能，在基於使用者的使用情形與

限制下來提供所需的內容(Brockmann, 1990 )。 

2.4.1 使用說明的特性 

由於許多新產品的推陳出新，種類繁多，為了能讓使用者可以快

速的學習及使用，許多軟體產品在公司本身的網站，也都有協助使用

者操作的線上說明書，如 Macromedia、Microsoft 等。而在說明書的

設計上，許多學者也曾提出相關的研究。使用說明的目的在於讓使用

者能更快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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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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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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說明可以區分為兩種形式：(1)入門式；(2)資料查詢式。入

門式的使用說明主要可以讓使用者能夠建立起基礎且有用的心智模

式，讓使用者逐步完成單一的目標任務，但系統架構並沒有很詳盡的

解釋。資料查詢式的使用說明是假定使用者對系統架構每個部分及特

徵已有類似的模式基礎，在給予較精確及詳盡的說明(Rupietta, 1990)。

入門式使用說明可以讓使用者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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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心智模式有更大的擴展，從生手晉升到專

家。 

2.4.2 由心智模式來看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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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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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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使用說明在這個

架構下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圖 2-6 一般傳統使用說明之設計原則(Rupietta,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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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ietta, 1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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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使用者先前的知識經驗，作分級的動

作，不過要在使用前時就被分類，而不是在使用當中。使用者先前的

知識經驗包含了使用者現有的心智模式，所以不同的知識經驗，對於

資訊的能接收度也會有所不同。而在使用的過程之中需要過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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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識，經驗不足的情況下會造成使用上的困難(Gumm, 1990)。使用

者心智模式與系統架構皆是使用說明設計的基礎，第一歩應找出何種

形式的使用說明是適合使用者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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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ietta(1990)提出了描述模式的概念，如

圖 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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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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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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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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什麼任務需要說明；(2)如何讓

使用者能自然、簡單的閱讀；(3)讓使用者能快速瀏覽使用說明；(4)

使用族群為何；(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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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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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架構應該都要再測試一次(Norman, 1986)，因為系統印象不能完全

映照出使用者心智模式，以避免使用說明與系統架構會有不一致的情

形。 

2.4.3 傳統與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 

現今的商品，廠商多會隨著商品附有一本原廠使用說明，供使用

者查閱所需之功能或疑難排除，在劉凱明（2005）的研究中顯示，多

數中高齡使用者沒有翻閱使用說明的習慣，透過其研究發展出一較適

合中高齡使用者查閱之摺頁海報式的快速操作指南（本研究以下稱為

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如圖 2-8 所示，其改良為不需翻頁查看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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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形式，以循環圖示的方式來說明主選單中的功能表，並且以任務為

導向來說明功能的操作方式，使中高齡使用者在在學習行動電話初期

可以達到一定的成效，劉凱明（2005）並針對此種使用說明提出設計

建議，如下： 

 

圖 2-8 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示意圖（劉凱明，2005） 

(1)中高齡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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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ietta, 

199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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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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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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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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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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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多媒體介面相關研究 

多媒體是近年來資訊界一個新的應用領域，尤其網際網路興起，

多媒體的應用及使用性則是更加的廣泛。多媒體的定義相當廣泛，於

此僅舉出較本研究較為相關之部分。多媒體係以利用各種媒介（如：

文字、圖像、影像、聲音等認知物件）資訊豐富之特性，予以結合成

一系統，藉以傳達有效之溝通訊息及豐富資訊量，進而產生「互動」

功能的方式(李國銘，2000)，而多媒體可以呈現給使用者的訊息包含

有：(1)文字(Text)；(2)圖像(Graphic)；(3)動畫(animation)；(4)視訊影

片(Video)；(5)聲音(Sound)；(6)3D 互動式影像(3D)；(7)虛擬實境(Visual 

reality)，上列各項元素，可以以靜態方式呈現，亦可用動態來呈現，

多媒體所包含的元素需做組織化完善的安排，才能發揮各元素的長處，

達到盡善盡美的多媒體系統。而多媒體得以透過許多不同的媒材來呈

現所需之物件，故其帶給使用者與機械一個更多元化且互動性更強的

環境，那何謂互動性，互動性概略來說就是指傳播者與接收方相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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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過程的需求程度。 

2.4.5 採用多媒體媒介的使用說明 

所謂多媒體說明書，廣義的解釋，即便是將傳統的紙本說明書或

是使用手冊（本研究統稱為使用說明）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讓使用

者可以透過電腦或資訊平台來查閱或操作，一方面能夠更直接的瞭解

產品，另一方面也可以藉由產品在多媒體使用說明上來瞭解或學習產

品的使用方法。目前國內對於多媒體使用說明的研究處於少數。而多

媒體使用說明有較多部份是應用在於資訊與媒體的商品上。如柯達公

司、利盟公司針對數位相機或印表機的使用方法及功能介紹，製作了

線上或是光碟形式的多媒體使用說明，來協助使用者學習操作。如下

圖 2-9 所示。 

 

圖 2-9 Kodak 多媒體使用說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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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 案例說明 

(1)Kodak 柯達 

柯達公司將旗下的數位相機系列產品，以數位化教室的方式來說

明其產品的功能與使用方式，其數位說明的版面為橫式，其中將主要

功能連結放置在左方的區塊，而相對應之圖像及文字說明則在右方呈

現，版面的操作功能鍵則放置在下方的灰色區塊之中，如下圖 2-10

所示。 

 

圖 2-10 柯達數位相機數位說明 

在進入功能說明之後，其表現方式，柯達是採取以重點動態圖示

加上「step by step」的方式來顯現出介面上使用的流程步驟，說明文

字的區塊則就是放置在原來主功能選項的位置，如下圖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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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Kodak 多媒體使用說明版面示意圖 

(2)HP 惠普 

惠普公司在其掃描器產品中附有說明光碟，教導使用者如何自我

安裝掃瞄器，其使用說明的版面為橫式，主要說明文字區塊在版面左

方，右方為圖示說明，惠普公司在圖示的呈現上以實際的照片為主，

簡單的圖片與文字為輔（如圖 2-12），而在左下方與下方淡藍色區塊

處，設置功能操作鍵，如圖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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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惠普掃瞄器安裝說明 

 

圖 2-13 惠普掃瞄器圖示安裝說明 

(3)Lexmark 利盟 

利盟公司在其印表機系列產品中，附有一使用者光碟，其中便有

數位化的使用說明，較上述柯達與惠普不同之處是在於使用說明的檔

案形式，利盟是以較為普及化的 PDF 檔來製作，但較於一般其它產

品之 PDF 使用說明，利盟公司將使用說明的主導權放回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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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可以依照本身的需求來觀看使用說明。其版面為橫式排版，

主要的功能目錄排列在版面的左方，採取圖文並重的方式呈現（如圖

2-14 所示），而版面右方則為使用圖示步驟與文字說明區塊（如圖

2-15）。 

 

圖 2-14 利盟印表機使用說明首頁 

 

圖 2-15 利盟印表機使用說明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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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 案例小結 

綜觀上述柯達(KODAK)、惠普(HP)、利盟(LEXMARK)等公司，

其所呈現給使用者的使用說明多有幾點特性，如：多為橫式排版，主

功能連結多設置於版面的左方，右方多為圖示與文字說明區塊，並且

將版面的操作功能鍵（如：回首頁、上下一頁等）設置於版面的下方

或者是在下方獨立出一個區塊，在圖片方面，各廠有不同的作法，有

圖文並重，有圖與實際照片的配合，亦有照片與文字配合的說明，但

柯達(KODAK)在圖示上以動態的方式呈現較其他兩場來的明顯且易

懂，這是較大的差異之處。 

2.4.5.3 多媒體使用者介面之設計原則 

多媒體使用說明，是結合了多種不同的媒材而發展出的一種軟體

使用者介面。在本質上就具有多媒體軟體的性質。因此多媒體軟體之

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對於製作多媒體使用說明來說，就具有極高的

參考價值。在多媒體介面使用的相關研究中，本研究歸納了以下看法，

以下分為五個面向： 

（一）認知：設計使用者介面時，應多注意「人」的因素。「認

知」在此指的是學習者對於介面的圖形、文字、聲音等訊息或介面操

作方式所產生的感知(Perception)、記憶、與解釋。學習者對於介面是

否能夠產生正確的認知，直接影響了學習者是否能夠維持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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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學習成效、效率等結果。 (1)象徵物(Metaphors)：「視覺」學習途

徑遠較其它感官來得多，大約佔 70%。因此圖形記號或具代表性、象

徵性的圖案設計會比用文字呈現，在意義上更容易一目瞭然，提供更

直接的理解效力；(2)一致性：一致性的原則可應在軟體的操作及畫

面設計上，使其前後一致而不致造成使用者在使用上的認知困擾。 

（二）功能：在軟體中功能的多寡，需考量軟體本身的特性及使

用者的需求而定，而非功能較多就表示是好軟體。常見的功能有：(1)

瀏覽；(2)搜尋；(3)使用者設定；(4)簡易化；(5)回復。 

（三）輔助：由於新軟體對於任何的使用者而言都是陌生的，因

此在軟體中必須要提供使用者在操作上或是學習進行上的指引與協

助，以期讓學習者可以快速的進入學習的主題。 

（四）回饋：針對學習者所執行的指令或輸入的資料，不論其正

確與否，系統都應該給予使用者回饋的訊息，藉以與使用者形成互

動。 

（五）結構：多媒體軟體的資料結構，需依其知識架構的先後順

序加以排列呈現，並提供使用者所在位置之參考對照圖（表），以釐

清其相關概念。在多媒體使用最盛行的領域莫不過是網際網路，因應

網路的發展，專屬全球資訊網的人機介面探討也逐漸被重視，更有多

數學者進行研究。對於網頁介面的設計原則，多媒體物件也有須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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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別注意及瞭解。不過，對於各種原則而言，並非一成不變的套用，

而是參考建議，根據不同需求而有變更之作法。  

2.5 人機互動相關研究方法 

受測者的心智模式無法讓研究者來直接觀看的，需透過系統化的

觀察與分析，目前已有研究者提出數種不同的方式，本節將針對心智

模式探討人機互動的相關實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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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為邊說邊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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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ck, 1985)，

可以用於發現介面問題與使用者問題陳述的質性研究法。 

Nielsen(1993)認為在質性的使用性工程研究方法，是便於研究人

員來鑑定受測者操作過程中的心智運作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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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段的實驗紀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避免受測者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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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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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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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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硬體設計師來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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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讓受測者感到不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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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書、報紙之類，然後邊說邊做，

或用影片來播放其他受測者放聲思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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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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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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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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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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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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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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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6 小結 

目前行動電話的市場趨向，以與多數隨身型的 3C 產品無異，日

趨輕薄短小，多數高齡者在操作上的困難與挫折，大都是心理層面的

適應問題，而從外觀物理量的改變，似乎已不足，本研究承接高世安

（2004）與劉凱明（2005）關於高齡者與中高齡者在行動電話的使用

與操作上之研究與使用者觀看紙本使用說明時的幫助，做進一步的探

討，中高齡者在行動電話進階功能使用時可能遭遇的困難，且透過多

媒體互動式說明，以過去的文獻來分析對於本研究具影響之媒介後，

做適當的選用作為多媒體互動使用說明，使其在行動電話的功能操作

學習上更加清楚簡單。多媒體媒材的應用在近年來受到各界的肯定，

而設計師在與使用者溝通的方式，除了產品本身之外就是透過使用說

明，而以多媒體互動的方式讓設計師與使用者產生互動，藉由多媒體

互動的使用說明，讓使用者得以了解設計師之心智模式，進而建立起

相同或相似的心智模式。並根據上述所整理的文獻，針對介面的設計

原則，本研究也提出，未來應用在多媒體使用說明書設計時的一些參

考原則，提供在使用說明於設計時的一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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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研究流程圖 

 

 

 

 

文獻回顧 

設計實施 

作實 

設修正 

研究結論 

以上述所分析出之原則做說明書(改良式紙

本說明與媒)之設計，並透過相關專家的建議

修正後，針對單一載具以放聲思考法來進行

使用者操作實驗，於實驗後隨即進行一使用

者主觀訪談問卷，了解其背景與意見，以作

為設計修正之參考。 

以現有文獻所提出之介面設計之原則，並同

多媒體網頁架構之設計原則，做統整分析，

同時進行市場上現有電子產品之數位說明書

之搜集與分析，將三者統合後，歸納出數位

多媒體說明與改良式紙本說明之設計參考。 

 

提出本研究對多媒體說明之設計之建議。 

現有相關介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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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人機互動的架構下，旨在探討中高齡行動電話使用者與

設計者心智模式上的異同，行動電話的使用，除了軟硬體介面的影響

因素之外，還包含使用說明所呈現出來的問題。心智模式、使用說明

與系統軟體，三者是相輔相成的，並且可透過使用說明來指導使用者

如何操作及使用行動電話。由於一般使用者是透過行動電話介面與使

用說明來了解並學習行動電話的操作方式，進而了解到設計者的心智

模式，所以本研究將設計者心智模式以行動電話操作介面與不同媒介

之使用說明來定義，並透過下列實驗方法了解行動電話使用者與設計

者間心智模式上的差異。Rupietta(1990)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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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含有影響中

高齡者學習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中高齡行動電話使用者透過觀

看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來學習行動電話功能操作的實驗與評估，藉

由操作實驗的觀察與結果分析，來探討使用說明中的組成元素，對其

學習使用行動電話上的影響。 

首先，本研究以先前文獻所整理之多媒體與傳統介面設計定義與

原則，來進行多媒體使用說明與改良紙本使用說明之製作，並以

Norman(1986)的心智模式理論為基礎，在人機介面研究的架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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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高齡者使用行動電話與查看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的過程之中，觀

察其心智模式與設計者的差異。初始針對目前市面上的各廠牌行動電

話介面架構，做深入的研究及比較，挑選出外觀、介面架構與操作特

性相似，但有些許差異的廠牌機種，作為中高齡受測者實驗之用。使

用說明的實驗樣本中，針對先前文獻探討中的「入門式」和「資料查

詢式」兩種不同的架構，以心智模式的基礎來呈現視覺出上的架構。

而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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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表現及架構，進而瞭解使用說明是否適時能發揮功用，讓中高齡使

用者能夠充分的了解設計者的心智模式。 

3.1 實驗設計 

本實驗目的是為了探討中高齡使用者在透過指定任務，來操作目

標行動電話及閱讀不同形式的使用說明時，其心智模式的建構過程及

改變方式，故實驗過程中，必須要了解受測者心中概念及想法，或是

所產生之行為目的、停滯次數與錯誤產生率等等。故本實驗採用放聲

思考法作為實驗進行的基礎，配合提示法和教練法，分別在不同的困

難程度下進行操作實驗。 

Ericsson 與 Simon(1984)所提出的放聲思考法，原本是應用在認知

心理學方面，也是口語分析中常使用到的實驗方法，多用來推測人類

決策與解決問題的過程。近年亦大量運用在人機介面互動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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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統的實驗過程中，讓受測者盡量的將其思考過程及想法轉換，

並以口語的方式表達出來，實驗人員將受測者在實驗過程中所有的行

為及話語加以記錄，並且不干預受測者的操作行為。Nielsen(1983)指

出放聲思考為質化的使用性工程方法，用來發現使用性操作問題及使

用者認知誤解的鑑定上。放聲思考法的優點在於可以了解受測者操作

系統時的心智模式的變化，亦可以觀察受測者其內心模式及外在行為

表現，兩者相對應的特徵，並且從受測者的建議及操作中，得以獲得

改善系統的寶貴資訊。同時放聲思考法亦有許多缺點，例如受測者過

於主觀的斷言，容易造成錯誤的觀察，而邊說邊做的過程中，容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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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受到實驗人員在場的因素影響。

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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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忠實的紀錄實驗過程中的整體表現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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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常出現的實驗方式，鼓勵受測者藉由言

語來表達與系統互動過程當中內心的想法及結論，在每個實驗階段中，

實驗人員常會以詢問或提示的方式與受測者來互動：如(1)請說明目

前的狀況；(2)說明目前系統所發生的狀況；(3)說明發生錯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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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說明將會如何解決問題。這個方法的特性是允許實驗人員回答受

測者任何問題，並且指導受測者完成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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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機互動認知行為的過程中 Norman(1986)認為，使用者在回答

與產品互動時最後所發生的問題，首先必須了解人類對於外在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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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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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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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執行評鑑的循環過程(Norman, 1986) 

3.2 實驗架構與流程 

在實驗的第一個部份中，首先詢問受測者過去使用行動電話的經

驗，如：廠牌、型號，之後給予受測者抽籤選擇行動電話及使用說明，

此作法目的在於避免使用者因過去的操作經驗來干擾到實驗數據的

正當性，故將可能干擾之載具去除後以隨機挑選的方式來決定載具。

實驗設定中，使用說明之內容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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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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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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了解認知

過程各階段的思考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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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於後續資料的分析。因為該族群心智上除了行動電話使用

的負擔以外，放聲思考的實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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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所示： 

 

圖 3-2 實驗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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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驗規劃 

本節將敘述實驗流程中的設定與受測者選擇條件、載具選擇方式

與原則、使用說明書的類別與製作之參考原則及標準。 

3.3.1 受測者遴選條件 

本研究目的是為了深入了解中高齡行動電話使用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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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住在台灣地區，四十五歲以上，六

十歲以下，身體健全，沒有特殊的精神上的疾病或障礙之男女中高齡

者 30 位，並且無特殊相關工作背景（行動電話相關產業、市場調查

等），實驗受測者男女人數比例儘量以 1：1 為主，以避免性別因素干

擾實驗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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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卷及訪談的方式來調查。 

3.3.2 載具選擇 

為了要了解中高齡者與設計師心智模式的差異性，以及研究其操

作過程之中，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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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做現有產品之間的使用性評估與比較，所以挑選出 4 個基本操作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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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及介面概念架構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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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的改變情形，所以載具上盡可能依照中高齡者介面的設計原則來挑

選，包括螢幕、按鍵及字體大小等等。 

選擇行動電話的基本原則是藉由文獻探討中所得到的具體化的

數據來看，數字按鍵之鍵與鍵之間的距離最好不要小於 2mm 以下，

操作介面的功能階層數目較少，避免用有細線、斜體與底線的字體，

避免使用低彩度、濁色的色彩，按鍵的大小一致，最多不超過 2 種尺

寸，在外觀尺寸與整體的排列上，以相似度高為主要因素。所以基於

上述的原因，評選所需之載具。目前載具挑選出四款，分別為 Motorola 

E398、SonyEricsson K300i、Nokia 6610i、BenQ M315，如圖 3-3 所示。

Nokia 6610i 將電話簿與通話功能分別獨立，是與傳統電話的使用模

式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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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目錄中選項有 16 項。Motorola E398 主目錄的項目數量較為

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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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包含在主目錄的通話

紀錄中，數位相機也位於第三階層，被包含在多媒體的選項之中。Sony 

Ericsson K300i 目錄中的通訊錄就包含撥叫聯絡人，其實是電話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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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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錄裡面有許多其他設定，功能的分類上有些雜亂，與其他廠牌較為

不同的地方。 

未接來電和通話清單獨立於主目錄之外，數位相機被放置在主目

錄中的第一位，通訊錄與通話功能設置的位置較為偏後。BenQ M315

整個主目錄的整體架構看來，選項較其它廠牌少，功能的名稱的及排

列方式簡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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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未接與已接來電在通話紀錄裡面，屬系統的第三層，數位

相機也位於主目錄之中， 

 

圖 3-3 實驗載具(MotorolaE398、SonyEricssonK300i、Nokia6610i、BenQM315) 

3.3.3 使用說明 

本研究實驗所用之使用說明，分別為紙本使用說明與多媒體使用

說明，紙本部分由文獻中劉凱明（2005）所提出之設計建議來製作，

多媒體使用說明部分亦經由文獻中，多媒體相關研究中所歸納出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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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原則與建議，並配合現有相關產品多媒體使用說明之分析來製作，

其中各項圖形原件均以原廠的形式來呈現，製作完成後透過介面設計

方面相關之專家指導與前測實驗後修正，以確定其信效度。紙本說明

書以海報方式製作如下圖 3-4 所示。 

 

圖 3-4 改良紙本使用說明 

多媒體使用說明因需要互動與相關連結，故以超文件的方式來呈

現，並準備 14 吋平板電腦，供受測者以觸碰方式來觀看使用說明，

藉以減少在資訊產品認知差異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因素。而多媒體使用

說明共產出有兩種版本，初版的多媒體使用說明係透過文獻所整理出

之設計建議與原則來執行，如下圖 3-5所示，畫面左方為功能連結區，

中央為文字說明，右方為文字區塊，下分則為頁面控制區塊來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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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圖 3-5 初版多媒體使用說明 

 

圖 3-6 初版多媒體使用說明顯示方式 

而在操作說明的方式，如圖 3-6 所示，係以行動電話上紅色的閃

爍來提示受測者，操作該鍵。受測者可透過下方的頁面控制鍵返回上

一個說明頁面或是進行下一步驟的查看。以初版多媒體使用說明進行

前測並與專家討論後，修正功能選單所在位置的顯示問題，修改操作

說明方式，減少說明書的階層產生，並將文字區塊統一放置。經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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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之後產生第二版的多媒體使用說明，如下圖 3-7 所示。 

 

圖 3-7 修正後多媒體使用說明 

修正後的多媒體使用說明，介面的主架構採用行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無障礙網路空間服務網所提出之無障礙介面為基礎，以資料

夾的方式來顯示所在的頁面位置並在外觀功能與功能架構方面採取

靜態圖示，在功能操作說明部分採用影片加上說明語音的方式來呈

現。 

3.3.4 任務類型之選擇： 

在人機互動的研究中，必須先給予受測者目標任務，要求受測者

達成某些目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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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複雜的

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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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行動電話的基本通訊功能為主，以連續性的操作

行為做基礎，包括一般從通話資料的查詢及撥出，鈴聲模式切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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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照片，由於要排除實驗的變因，本實驗不將快捷鍵功能考慮進去，

以行動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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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內容是息息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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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到不同介面使用時的情況，以利於實驗人員從旁

做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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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

實驗的目標任務選擇是以行動電話選單階層在相同階層內為主，任務

的排列順序採取由難易度深淺來做排列，設定分為基本功能與進階功

能，透過前兩項入門式的基本撥打功能來了解過去經驗與使用說明在

建立起基礎心智模式上對其的幫助，在後二項進階的資料查詢的功能

上，寄望由此操作實驗過程來了解其在使用說明的幫助之下是否能有

基礎的心智模式來進行較為複雜的功能操作，功能流程如下列所示： 

基本功能操作 

任務 1：請查看未接來電，並且撥打該號碼 

任務 2：請查看已接電話，並且撥打該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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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功能操作  

任務 3：請您進入設定，重新設定一個新的操作（鈴聲）模式。 

任務 4：請進入數位相機功能，並對著被攝物拍攝一張照片。 

 

圖 3-8 實驗任務流程 

基本功能操作部分的任務主要是為了解中高齡使用者在行動電

話基本功能使用時是否就會遭遇到困難與挫折，並且再透過第一項任

務與第二項任務的配合上，來了解中高齡者初步心智模式的建立情形，

而藉由進階功能的操作，如更換操作（鈴聲）模式的目的，冀望藉由

這個功能的操作來觀察中高齡使用者在於行動電話階層中資料查詢

的過程，再透過相機功能的使用來了解中高齡使用者在不同的功能階

層與操作模式下心智模式的變化。 

3.3.5 實驗進行之方式： 

首先，以抽籤方式進行行動電話與使用說明類型之選擇配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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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操作實驗。實驗開始前每位受測者會拿到一本實驗說明手冊，內

容一開始是先調查受測者的背景資料及過去行動電話的使用經驗，接

下來是實驗過程及方法的說明，最後是完成實驗後的主觀評價調查，

整個實驗過程如下： 

（一）背景資料及使用經驗調查：針對每位進行實驗的受測者，

先藉由問卷與訪談的方式進行背景資料及行動電話使用經驗調查，此

做法的原因是因為心智模式運作的情形與個人生活背景及知識經驗

的累積有密切關係，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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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為兩個方向，分別是針對過去對行動電

話的使用背景、年資及知識經驗，還有學習行動電話操作的方式與態

度。 

（二）熱身實驗：熱身實驗的目的是讓受測者熟悉放聲思考，以

及熟悉平板電腦的點選方式，以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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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且以邊說邊做的方式完成等等。播放其他受測者實驗過程也是一種方

式，目的是盡量消除受測者對陌生方法的不安，並且能夠快速的了解

並試著習慣。 

（三）正式實驗：正式實驗中，提供上述載具及該多媒體使用說

明與紙本使用說明，每位受測者被要求使用本研究所提供的載具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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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目標任務，正式實驗的流程主要分別進行以下四個目標任務：(1)

請查看未接來電，並且撥打該號碼；(2) 請查看已接電話，並且撥打

該號碼；(3)請更換一個操作（鈴聲）模式；(4)請對被攝物拍攝一張

照片。執行這四個目標任務的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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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放聲思考中斷，產生長時間

停滯的情形，請受測者進入到正式實驗的第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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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受測者在第二部份的提示法引導之下，放聲思考再次中

斷，還是無法順利進行目標任務的完成，產生放棄繼續執行任務的情

形，實驗則進入第三個部份的教練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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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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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電話及使用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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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遭遇的行動電話操作及使用說明查詢的困難，做一個相互的比較，

並且比對不同的載具受挫的情形，以調查挫折的不同程度，以供研究

時參考。實驗架構如圖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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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實驗架構圖 

3.4 實驗限制 

本實驗因受限時間、經費與研究者能力以及受測者心智負擔上之

因素，以下為本實驗之限制。 

因經費與時間上之因素，載具（行動電話）的選擇上，以直立機

型為主，排除掀蓋機型上操作與雙重螢幕之影響，以台灣地區市場

2004 年之市占率前四名廠牌為主，Nokia(21.2%)、Motorola(20.7%)、

BenQ(7.4%)、SonyEricsson(5.9%)。實驗任務之數量設定，考量受測

者心智負荷量對於實驗結果之影響，故以四支載具與四項任務來執行。

任務的選擇方式上，以普遍性大眾較常使用之功能為主要選擇之依據，

在其他功能方面，因考慮受測者之心智負荷，於本研究中不予考慮。 

第四章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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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第三章所發展的實驗方法，進行受測者行動電話操作實驗後，

如同前述的研究方法架構，為了要更深入了解受測者操作行動電話的

過程中，查閱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時所發生的挫折程度，故以問題導

向為主要的分析方式，檢視實驗過程中產生之結果。本章節將實驗過

程以操作問題來做區隔，嘗試由可以表現不同困難程度的實驗方法，

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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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做分

析，並了解錯誤發生的類別及其所對應的使用說明媒材。 

4.1 實驗資料 

本研究因為有使用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書進行操作實驗，所以實

驗分為兩個階段，如圖 4-1 實驗與分析流程圖所示。 

 

 

圖 4-1 實驗與分析流程圖 

 

第一階段的實驗以隨機選取行動電話及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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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由觀看進行目標任務的操作，而第二階段實驗提供另外的行動電

話之外，給予多媒體形式的使用說明書，進行相同的目標任務，如圖

4-2 所示，觀看紙本與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實驗方法架構相同，參照不

同困難程度的實驗方法（放聲思考、提示、教練法）來進行，其目的

為了要比較不同媒材形式使用說明的幫助，是否讓受測者有更好的操

作績效。 

 

圖 4-2 實驗方法架構 

4.1.1 實驗資料的紀錄 

整個實驗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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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電話介面、

使用說明互動過程，如圖 4-3 及圖 4-4 所示。實驗紀錄的內容中，將

會有每位受測者背景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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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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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實驗過程紀錄（紙本） 

 

圖 4-4 實驗過程紀錄（多媒體） 

4.1.2 實驗資料的彙整 

實驗結束後所得到的資料與紀錄，根據實驗流程來分析，分別發

展成各實驗方法個案平均值分配、操作過程紀錄、心智受挫狀況編碼

及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等，如圖 4-5 所示。由過程的分析記錄以觀察

歸納出所實驗中所產生的問題與現象，再以各實驗方法個案平均值分

配將受測者以不同實驗方法所完成的任務，做個案平均值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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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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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操作過程的狀況

編碼，將心智模式不吻合進行平均值分配，方便比對第一二階段實驗

的心智負荷程度，以比較不同媒材的使用說明書是否能適切的幫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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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使用者。 

 

圖 4-5 實驗結果分析流程圖 

4.1.3 實驗受測者基本資料 

本實驗受測者的選擇上，以居住在台灣地區，四十五歲以上，六

十歲以下，身體健全，沒有特殊的精神上的疾病或障礙之男女中高齡

者，並且無特殊相關工作背景（行動電話相關產業、市場調查等），

實驗受測者男女人數比例儘量以 1：1 為主，以避免性別因素干擾實

驗結果，而教育程度及行動電話使用經驗不限，目的是了解不同生活

背景的受測者，在使用行動電話的心智模式上及查閱不同媒介使用說

明的行為中，是否會遭遇到許多不同的困難。實驗的受測者基本資料

如附錄五所示，受測者的教育背景多數是高中職，其中也不乏有小學

與大專以上學歷者，在工作背景方面，普遍性的士、工、商族群都有

涵蓋其中大多有接觸行動電話的經驗，多數受測者的年資都在 5 年以

上，部分甚至達到 15-20年，故在行動電話的使用上可說相當有經驗。 

 



 
 

-73-

4.2 實驗結果 

實驗流程依照本研究所設計的實驗方法，以放聲思考法、提示法

及教練法建構出整個實驗架構，依不同困難程度的實驗方法完成之個

案，推測受測者在操作過程中的心智負荷。在以下的階段分為三大部

份，將由各個實驗過程之中所採用的實驗方法次數分配、操作過程紀

錄與心智受挫編碼、心智不吻合次數及錯誤次數，並藉由簡單的卡方

檢定來做一個現象上的描述。 

4.2.1 各實驗方法個案平均次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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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隨機抽選的方式以四支不同廠牌型號之行動電話分別配合看紙

本使用說明書及看多媒體使用說明書的情形下，來進行實驗。下表

4-1 為各行動電話配合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的次數，Nokia6610i 配合

紙本使用說明為 6 次，配合多媒體使用說明則為 11 次；以 Motorola 

E398 配合紙本使用說明為 6 次，配合多媒體使用說明為 4 次；在

SonyEricsson K300i 方面紙本使用說明為 8 次，配合多媒體使用說明

則為 3 次；看到 BenQ M315 的部份配合紙本使用說明為 10 次，配合

多媒體使用說明為 12 次，本研究中各載具與二種使用說明間的取樣

樣本，ｐ>0.05，沒有顯著的差異，符合隨機取樣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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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載具與不同使用說明隨機抽選使用次數表 

各載具與不同使用說明使用次數表 

  紙本 多媒體 總    數 

Nokia6610i 6 11 17 

Motorola E398 6 4 10 

SonyEricsson K300i 8 3 11 

BenQ M315 10 12 22 

                                                                              ｐ>0.05 

本研究透過上述載具與使用說明的搭配，經由放聲思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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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束後，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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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行動電話操作

實驗結束後，將每個受測者在不同實驗方法架構與參閱不同媒材之說

明書下，所完成的任務做個案平均值的分配表，如表 4-2 所示，全部

個案的平均值代表每個載具配合四項任務後，透過放聲思考法、提示

法與教練法完成目標任務的總次數後再除以載具被抽選到的次數。在

以卡方獨立檢定的結果來看，本實驗中各項載具與實驗方法間，

p>0.05，沒有顯著的差異，由此可知，不同載具與實驗方法並不會影

響到使用說明觀看的情形。 

在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後以放聲思考的方式順利完成任務的平

均值皆較觀看紙本使用說明來的高，而在放聲思考架構下以不同行動

電話執行不同任務方面來看，在 Motorola 的紙本使用說明與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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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說明樣本數量相當的情形下，觀察到在任務二時，二者數量是持

平的，甚至在任務四的部份，紙本使用說明的數量比多媒體使用說明

多出了一個量，反觀 SonyEricsson 在放聲思考的方式中多媒體使用說

明成功個案之平均值僅較紙本多出 12％，並在個別任務來看，任務

一的部份紙本使用說明比多媒體來的多，在任務四的部份也是持平的。

就整體來說多數的受測者在任務中皆有受到使用說明的幫助，不論是

紙本亦或是多媒體，故需進入到提示法與教練法的個案次數就明顯少

了許多。其中進入到提示法與教練法，整體來看參閱紙本使用說明時

有較多的情形，唯一特例的是以 SonyEricsson 為載具時多媒體的數量

比紙本來的多。在進入到教練法之後，整體平均值看來紙本使用說明

的部份佔了絕大多數，並且在數量上都比多媒體使用說明來的高。 

表 4-2 各實驗方法成功次數百分比分配表 

載具型號 任務別 放聲思考法 提示法 教練法 

  紙本 多媒體 紙本 多媒體 紙本 多媒體 

Nokia6610i 

任務一 50％ 80％ 17％ 20％ 33％ 0％ 

任務二 67％ 100％ 33％ 0％ 0％ 0％ 

任務三 82％ 80％ 17％ 20％ 0％ 0％ 

任務四 67％ 100％ 17％ 0％ 17％ 0％ 

平均值 67％ 90％ 21％ 10％ 13％ 0％ 

Motorola 

E398 

任務一 0％ 50％ 67％ 33％ 33％ 17％ 

任務二 100％ 100％ 0％ 0％ 0％ 0％ 

任務三 5％ 100％ 33％ 0％ 17％ 0％ 

任務四 100％ 83％ 0％ 17％ 0％ 0％ 

平均值 63％ 83％ 25％ 13％ 13％ 4％ 

    
放聲思考法 提示法 教練法 

紙本 多媒體 紙本 多媒體 紙本 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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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Ericsson 

K300i 

任務一 33％ 20％ 0％ 60％ 83％ 0％ 

任務二 82％ 80％ 0％ 20％ 17％ 0％ 

任務三 33％ 80％ 33％ 20％ 17％ 0％ 

任務四 82％ 100％ 0％ 0％ 17％ 0％ 

平均值 58％ 70％ 8％ 25％ 34％ 5％ 

BenQ M315 

任務一 33％ 67％ 42％ 33％ 25％ 0％ 

任務二 92％ 78％ 8％ 22％ 0％ 0％ 

任務三 67％ 89％ 25％ 11％ 8％ 0％ 

任務四 92％ 100％ 0％ 0％ 8％ 0％ 

平均值 71％ 84％ 19％ 17％ 10％ 0％ 

在放聲思考的方法下參照表 4-3 與表 4-4 後，多媒體使用說明的

總平均值很明顯的高過紙本使用說明，在提示法方面紙本使用說明則

高過多媒體使用說明的總平均值，再看到教練法的部份，紙本使用說

明的平均值已經遠遠高過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平均值了。 

表 4-3 各行動電話與實驗方法百分比分配表（紙本） 

個案次數分配表(多媒體) 

 載具型號 放聲思考法 提示法 教練法 次數/總數 

Nokia6610i 90％ 10％ 0％ 40/11 

Motorola E398 83％ 13％ 1％ 24/4 

SonyEricsson K300i 70％ 20％ 10％ 20/3 

BenQ M315 83％ 17％ 0％ 36/12 

表 4-4 各行動電話與實驗方法百分比分配表(多媒體) 

個案次數分配表(紙本) 

  放聲思考法 提示法 教練法 次數/總數 

Nokia6610i 67％ 21％ 13％ 24/6 

Motorola E398 63％ 25％ 13％ 24/6 

SonyEricsson K300i 58％ 8％ 33％ 24/8 

BenQ M315 71％ 19％ 10％ 48/10 

  

4.2.2 心智受挫狀況編碼與操作過程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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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所敘述之心智受挫狀況之編碼基礎建立在劉凱明（2005）針

對中高齡者行動電話操作研究中，所建立之常模，如表 4-5。 

表 4-5 錯誤狀況編碼 

任務完成 任務失敗(中斷) 

F1：誤按按鍵 L1：部分問題而停滯(提示法) 

F2：字義理解錯誤 L2：完全停滯無法繼續操作(教練法) 

F3：圖示理解錯誤  

F4：找到說明內容但理解錯誤  

F5：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F6：未看使用說明，自行操作  

F7：說明中沒有所需資訊  

F8：從說明中沒有找到所需資訊(說明內有)  

F9：對行動電話中字義或圖理解錯誤  

F10：對實驗人員產生依賴  

F11：先前實驗載具殘留印象影響  

F12：看錯使用說明欄位(紙本)  

F13：忘記使用說明內容(多媒體)  

F14：因省電模式造成錯誤  

F15 看錯行動電話中的欄位  

 

並根據人類在人機互動中的行為可分為四大方面，分別為概念的

(conceptual) 、機能的 (functional) 、知覺的 (perceptual) 、物質的

(physical)(Tang, & Kao, 2005)，本實驗所衍生出的其他模式亦是依照

上述四大方面作為依據，發展出來後做一整理歸納，如表 4-6。 

表 4-6 錯誤編碼分類 

行為模式類別 行動電話錯誤編碼 觀看使用說明錯誤編碼 

物理(Physical) F1：誤按按鍵   

行為模式類別 行動電話錯誤編碼 觀看使用說明錯誤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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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Physical 
F6：未看使用說明，自行

操作 
 

視覺(Perceptual) 

F15 看錯行動電話中的欄

位 

F8：從說明中沒有找到所需資訊

(說明內有)         

F12：看錯使用說明欄位(紙本) 

功能意義(Functional) 

F2：字義理解錯誤  

 F7：說明中沒有所需資訊 
F3：圖示理解錯誤 

F9：對行動電話中字義或

圖理解錯誤 

心智概念(Conceptual) 

F5：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

生錯誤 

 

 

F4：找到說明內容但理解錯誤 F13：忘記使用說明內容

(多媒體) 

F14：因省電模式造成錯

誤 

 

字義上的理解錯誤，分別歸類於 F1 是單純按錯鍵，例如受測者

1-04 欲推搖桿鍵移動游標方向，卻按壓到而撥出電話造成錯誤，F2

為字義理解錯誤，如受測者 1-01 在電話簿中進入操作選單，按發送

訊息，誤以為此選單中發送訊息就是撥話的功能。F3 歸類為圖示理

解錯誤，例如受測者 2-20 於任務一欲尋找未接來電，在主目錄中將

電話簿的圖示誤以為是通話紀錄所造成的錯誤。F4 與 F5 分別為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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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測者 2-15，誤以為按左方向鍵有進入選單的功能，而另外

是受測者找到了使用說明內容但是理解錯誤，而 F6、F7 與 F8 分別

為部分受測者未看使用說明書或是使用說明書內容不足的狀況編碼。

F9 是對行動電話中字義或圖理解錯誤，例如受測者 2-18 以 Motor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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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載具更換鈴聲提式，在選單中將「震動」的項目誤以為是可以更

改為其他類型之選單，原本的震動選項內僅有相關係數之調整，並無

其他類型可以作為選擇。F10 與 F11 則是實驗過程中為實驗器材或實

驗人員的因素產生狀況。F12 與 F13 是與使用說明書相關之狀況，F12

為發生在改良紙本使用說明上之情形，因版面編排的因素使得部分受

測者於觀看時，容易將圖示與說明文字對錯，而產生錯誤。F14 所產

生的狀況容易使受測者停滯或慌亂的狀態，而 F15 則是行動電話的功

能顯示方式所產生之狀況，如受測者 3-29 在選擇電話號碼時不知何

種顏色之色塊為其所選擇到的功能。透過將受測者的受挫情形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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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依照本實驗的規劃以及各實驗方法次數分配的結果，本小節把觀

看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書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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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所

示，了解受測者心智受挫的時候，其背後真正的涵義及意圖。 

由表 4-7 可以觀察到，編號 1-01 的受測者在使用 SonyEricsson 

K300i 參閱紙本使用說明進行任務一尋找未接來電時，經由操作過程

中可以觀察到，雖然受測者有先查看行動電話的外觀說明部份，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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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部分基礎的認知，但在過程之中還是發生了四次的心智模式不吻合

的狀況，受測者進入通話紀錄後，不知道搖桿鍵可以移動選項游標，

因不知要操作來選擇項目，因此退回待機畫面，並且再一次進到通話

紀錄時，企圖以按壓米字與井字鍵來移動選單，最後與心中的預期結

果大不相同，由於沒有推撥搖桿鍵移動游標的心智內容，所以導致進

錯選單，撥錯了電話號碼，並且在過程之中，電話紀錄的形式與心中

預期的不同，導致受測者以為自己選到的是姓名，還必須再深入階層，

才能找到電話號碼並撥出，於此紙本使用說明的部份並未能夠呈現，

所以受測者在查閱使用說明後未能了解到此問題的處理方式，而後透

過教練法的方式，教導受測者此概念，才順利將第一項任務完成。 

表 4-7 SonyEricsson（紙本）任務一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1-01 載具：SonyEricsson K300i 使用說明：紙本 任務：任務一尋找未接來電

實驗方法：教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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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使用說明的手機外觀說明圖 

‧在待機畫面按返回鍵，無反應。 

‧在待機畫面下按左鍵(軟鍵)的通話進入通話

紀錄 

‧看到通話紀錄不知按何鍵進行方向移動

‧按取消鍵(C 鍵)回到待機畫面 

‧按到方向鍵而撥出電話(非目標號碼) 

‧按返回鍵回到待機畫面 

連續按了兩次左鍵(軟鍵)撥出非目標號碼 

按返回鍵取消撥出 

按左鍵進入通話紀錄選單 

在選單中按米字與井字鍵想移動選單 

連續操作右鍵進入後隨即按左鍵退出 

 

(F.1：誤按按鍵) 

 (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要找的電話

名稱是彭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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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誤按按鍵)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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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8 可以觀察到，編號 1-01 的受測者在使用 SonyEricsson 

K300i 參閱多媒體使用說明進行任務一尋找未接來電的過程中，未發

生心智模式錯誤的情況，但反而出現了五次誤按按鍵的情形產生，並

且都是產生相同的錯誤步驟，第一次誤按按鍵之後，受測者產生些微

的不安，於是中斷放聲思考，停滯達一分鐘，而後透過提示法的方式，

受測者提問方向鍵的操作問題，經由實驗人員提示輕按才順利將第一

項任務完成。 

表 4-8 SonyEricsson（多媒體）任務一之操作過程 

 

 

嘗試 5： 

 

 

嘗試 6： 

 

嘗試 7： 

 

嘗試 8： 

嘗試 9： 

 

 

不知道姓名即為電話號碼 

 

 

撥出非任務目標的號碼 

 

在姓名部分不知要操作哪個按鍵，可以撥號，

導致按錯按鍵進入訊息發送。 

實施教練法 

任務完成 

(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放聲思考)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F.1：誤按按鍵) 

(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放聲思考) 

(F.4：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F.1：誤按按鍵) 

L2：完全停滯無法繼續操作(教練法)

受測者編號：1-07 載具：SonyEricsson K300i 使用說明：多媒體 任務：任務一 尋找未接來電

實驗方法：提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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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不到左功能鍵的位置(未查看外觀說明)，隨

意按行動電話上的按鍵 

觀看未接來電使用說明 

 

按左功能鍵進入通話紀錄，按方向鍵撥出全部

紀錄中第一個電話號碼。(非任務目標與號

碼)，連續操作同樣動作 

F6：未看使用說明，自行操作 

 

(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

的內容) 

F1：誤按按鍵 

 

 



 
 

-82-

 

受測者編號 2-15 參閱只使用說明來操作 Nokia 進行第二項任務

尋找已接來電的過程中出現了三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如表 4-8

所示，一開始受測者未看外觀說明的部分直接觀看任務二的操作說明，

導致不知道按哪個按鍵進入主功能目錄，反而去按方向鍵，產生了第

一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而再次進入到主功能選單時，直接進入

到訊息中，不知道功能表是以轉盤的方式呈現，紙本使用說明中亦未

表達出此概念，於是放聲思考中斷，停滯達一分鐘，受測者以為功能

表是一層一層進去看，經由實驗人員提示後受測者使用說明要與圖示

對應觀看後，實驗繼續進行，第三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受測者

在省電模式下，已為行動電話自己關機了，一度手足無措，去按電源

鍵，經由實驗人員提示後才得知是省電模式並不是關機了，後來以正

確的方式通話紀錄後，因誤按左軟鍵進入到未接來選單後，發現錯誤

退出，再一次進入到已接來電選單因看錯使用說明的欄位，多按了一

 

 

嘗試 3： 

 

嘗試 4： 

 

嘗試 5： 

 

嘗試 6： 

 

嘗試 7： 

停滯達一分鐘 

 

在通話紀錄中，要移動方向，按方向鍵後，撥

出電話。(非任務目標與號碼) 

在通話紀錄中，要移動方向，按方向鍵後，撥

出電話。(非任務目標與號碼) 

在通話紀錄中，要移動方向，按方向鍵後，撥

出電話。(非任務目標與號碼) 

在通話紀錄中，要移動方向，按方向鍵後，撥

出電話。(非任務目標與號碼 

任務完成 

L1：部分問題而停滯(提示法) 

(實驗人員開始提示法) 

F1：誤按按鍵 

 

F1：誤按按鍵 

 

F1：誤按按鍵 

 

F1：誤按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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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左軟鍵進入到進階選項，受測者發現錯誤後退出後一正確的程序完

成任務二。  

表 4-9 Nokia（紙本）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以表 4-10 中可以觀察到，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來進行 Nokia 的

第二項任務時，編號 1-09 的受測者在任務執行過程之中出現一次心

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但此錯誤並非受測者原始的心智模式，因受到

上一次實驗行動電話模式所影響，誤以為是要按壓方向鍵的中心也能

進入功能表，第二次的錯誤則是因 Nokia 按鍵設計的原因讓受測者沒

有準確的按到相對應的位置所導致，而後照正確的操作程序完成了此

受測者編號：2-15 載具：Nokia 6610i 使用說明：紙本 任務：任務二尋找已接來電 

實驗方法：提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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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 5： 

嘗試 6： 

觀看已接來電使用說明 

按左方向鍵進到訊息功能中。 

 

 

 

按左功能鍵進到訊息功能中。(不知主目錄為

轉盤方式顯示) 

停滯達一分鐘 

 

 

在省電模式下不知怎麼辦 

 

進入到未接來電清單 

選至號碼預撥出，按左功能鍵進入選項 

任務完成 

 

F5：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實

驗人員提示受測者任務目標) (實驗

人員提示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內容)

 

F5：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L1：部分問題而停滯(提示法) 

(實驗人員開始提示法)提示使用說明

與文字的對應 

 

F5：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F14：因省電模式造成錯誤 

F1：誤按按鍵 

F12：看錯使用說明欄位(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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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表 4-10 Nokia（多媒體）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編號 1-10 的受測者，如表 4-11，起初連紙本使用說明都沒看，

並且中止操作向實驗人員求助。實驗人員安撫受測者並且嘗試建立其

自信，在任務進行的過程中，發生了三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受

測者在主目錄中直接進入到訊息中，不知道選單是以轉盤方式呈現，

並且以為選單是按左右方向的方式來選擇， 

因為初始未觀看外觀說明的部份，故導致實際使用方式與受測者

心中的預期產生落差。而後在進入通話紀錄後，突然中斷放聲思考後，

停滯達一分鐘，實驗人員進行提示法，受測者再嘗試尋找通話記錄並

進入此選單，再度中斷放聲思考，實驗完全停滯，實驗人員開始實施

教練法，教導受測者正確的操作程序後，受測者在看到目標電話後欲

撥出，卻撥出了非目標電話，因受測者沒有選項反白與色塊的概念，

誤以為電話與姓名會同時顯示，導致此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而後

受測者編號：1-09 載具：Nokia 6610i 使用說明：多媒體 任務：任務一尋找未接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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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 1： 

 

 

嘗試 2： 

 

嘗試 3： 

觀看使用說明 

受到上一支行動電話的殘留印象影響，導致

再方向鍵的中心按壓(以為有 OK 鍵) 

按壓左功能鍵與撥出鍵中間欲進入未接來電。

任務完成 

F11：先前實驗載具殘留印象影 

F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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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內容) 

F1：誤按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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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正確的操作程序後完成此任務。 

表 4-11 BenQ（紙本）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由表 4-12 可以觀察到，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來操作 BenQ 行動電

話，在受測者編號 2-20 的案例下並無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產生，

卻也經過了四次的嘗試才完成任務，在過程中受測者第一次觀看完使

用說明後，隨即進行操作，但剛進入待機畫面時，隨即忘記要操作哪

個選項，於是重新觀看一次使用說明，但因為沒有看外觀說明部份，

再次進入主功能後進入到電話簿，發現錯誤退出。實驗人員提醒受測

者可以觀看使用說明後，受測者順利將此任務完成。 

表 4-12 BenQ（多媒體）任務二之操作過程 

受測者編號：1-10 載具：BenQ M315i 使用說明：紙本 任務：任務一尋找未接來電 

實驗方法：教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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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嘗試 4： 

未看使用說明，並且中止操作向實驗人員求

助。 

觀看未接來電使用說明 

進入主目錄停滯一段時間後進入訊息功能，在

訊息功能中按右方向鍵欲進入深一層選單。

停滯達一分鐘 

 

在主目錄中尋找通話紀錄，選制通話紀錄後欲

進入此功能，按撥話閒欲進入。 

 

停滯達一分鐘 

 

在未接來電中撥出非目標電話。 

任務完成 

(F10：對實驗人員產生依賴) 

(實驗人員安撫受測者並協助其建立

自信) 

(F.5：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L1：部分問題而停滯(提示法) 

(實驗人員開始提示法) 

(F.5：心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實驗人員提示受測者面慢慢將實驗

作完) 

L2：完全停滯無法繼續操作(教練法)

(實驗人員開始教練法 

(F7：說明中沒有所需資訊)+ (F.5：心

智模式不吻合而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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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操作過程錯誤次數 

以下小節係以實驗過程之紀錄來計算出受測者於實驗過程，進行

四項目標任務的過程中，所產生行動電話操作錯誤次數，過程中的錯

誤以前節所述之錯誤編法來分類為三種不同的項目來做計算。 

本節將實驗受測者，在觀看不同媒材使用說明後所發生的錯誤次

數以不分類的方式做次數分配與平均值，如表 4-13 所示。各行動電

話配合多媒體使用說明所產生錯誤平均值以 SonyEricsson 為最高，並

以採用 BenQ 時值為最低。在以紙本配合各行動電話時，操作錯誤數

量的平均值總和為 28.08 次，在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的部份為 11.56

次。就各單項任務來說，受測者在執行任務一與任務三的部份操作錯

誤次數較高，其中又以任務一比任務三來的高，由此可以知道受測者

一開始時心智模式是與陌生的行動電話較不符合的，在透過逐步的任

務後，可以產生較為初步的心智模式。在四支不同的行動電話配合不

受測者編號：2-20 載具：Benq M315 使用說明：多媒體 任務：任務一尋找未接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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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 1： 

 

 

嘗試 2： 

 

嘗試 3： 

 

嘗試 4： 

觀看尋找未接來電使用說明 

進到主目錄後，忘記要找哪個。 

觀看尋找未接來電使用說明 

在主目錄中看圖示尋找，進入到電話簿，發現

錯誤，退出。 

在主目錄中看圖示尋找，進入到電話簿，發現

錯誤，退出。 

任務完成 

 

F13：忘記使用說明內容(多媒體) 

 

F3：圖示理解錯誤 

 

F3：圖示理解錯誤(實驗人員提示受

測者看使用說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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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說明中的平均總數分別來看，其中以 BenQ 的值為最低，反觀

來說 BenQ 的軟硬體介面對於受測者來說是較易使用的。而就紙本與

多媒體在錯誤次數上，有顯著的差異(ｐ=<0.05)，由此可得出觀看改

良式紙本使用說明有較多的操作錯誤。 

表 4-13 改良紙本與多媒體說明操作錯誤次數平均表 

紙本與多媒體說明操作錯誤次數分配表 

 載具廠牌型號  任務別 紙本 多媒體

Nokia6610i 任務一 4.5 1.3 

任務二 1.16 0.4 

任務三 0.57 1 

任務四 1.14 0.3 

Motorola E398 任務一 3.5 0.83 

任務二 0.83 0.17 

任務三 1.33 1.17 

任務四 0.83 0.5 

SonyEricsson K300i 任務一 4.16 1.8 

任務二 1.67 0.4 

任務三 3.33 0.8 

任務四 0.67 0.2 

BenQ M315 任務一 2 1.67 

任務二 0.5 0.67 

任務三 0.92 0.44 

任務四 0.33 0 

 

4.2.4 操作過程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 

本小節將實驗受測者進行四項目標任務的過程中，觀看不同媒材

使用說明後所發生的心智錯誤次數做次數分配，如表 4-14 所示。其

中在觀看多媒體說明的部份以 Nokia 為實驗載具時較為偏高。在以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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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配合各行動電話時，心智模式不吻合的錯誤數量，其中以

SonyEricsson 為載具時數量最多，最低的為採用 Motorola 為載具時的

11 次。由本表可以看出四項任務中，以任務一與任務三對受測者的

心智模式負荷較大。從另一方面來看，Nokia 的介面與以多媒體呈現

的使用說明，對受測者的心智負擔較小，心智不吻合所發生的錯誤比

率較少。綜觀來看，改良紙本使用說明與多媒體使用說明在心智模式

的錯誤上，有顯著的差異(ｐ<0.05)，由此可得觀看改良紙本使用說明

的個案，心智不吻合的情況較多。 

表 4-14 改良紙本與多媒體說明心智模式錯誤次數平均表 

 載具廠牌型號  任務別 改良紙本 多媒體 總數平均 

Nokia6610i 

任務一 0.44 0.5 0.75 

任務二 0.67 0 0.25 

任務三 0.17 0.2 0.19 

任務四 0 0.1 0.06 

Motorola E398 

任務一 0.67 0 0.75 

任務二 0.17 0 0.08 

任務三 0 0 0 

任務四 0.17 0 0.08 

SonyEricsson K300i 

 

任務一 1 0 0.55 

任務二 1.5 0 0.82 

任務三 1 0.2 0.64 

任務四 0 0 0 

BenQ M315 

任務一 0.1 0.33 0.67 

任務二 0.25 0 0.14 

任務三 0.33 0 0.19 

任務四 0 0 0 

4.2.5 操作與使用上錯誤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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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節將實驗受測者以不同載具來進行四項目標任務的過程中，

在查閱不同媒材使用說明與使用行動電話介面後，所產生使用與操作

上的錯誤次數，來做平均值的分配，如表 4-15 所示。經由卡方檢定

統計之後，紙本與多媒體使用說明在操作與使用上的錯誤次數並無顯

著的差異性(p>0.05)，但在 Nokia 的案例平均值較為接近，BenQ 上多

媒體的平均錯誤次數高過紙本，這背後所隱含的現象將於下一章

5.3.2 節來探討可能的因素。 

表 4-15 透過改良紙本與多媒體說明使用在操作上錯誤次數平均表 

載具型號 紙本 多媒體 Total 

Nokia6610i 2.5 2.2 2.31 

Motorola E398 2.5 2 2.25 

SonyEricsson K300i 5.2 3 4.18 

BenQ M315 1.5 2 1.71 

Total 2.63 2.23  

 

4.2.6 閱讀與觀看上錯誤次數 

本小節將實驗受測者進行四項目標任務的過程中，查閱不同媒材

使用說明與在觀看行動電話介面時所發生閱讀與觀看上的錯誤次數，

來做平均值的分配，如表 4-16 所示。以下表來看透過改良紙本與多

媒體使用說明執行任務操作時，在閱讀與觀看的錯誤次數上，多媒體

較改良紙本使用說明少，經由卡方檢定的統計之後，得知多媒體與改

良紙本使用說明在觀看與查閱的錯誤次數上有顯著的差異(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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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多媒體使用說明在觀看與查閱的錯誤次數上是較改良紙本

使用說明少。 

表 4-16 透過改良紙本與多媒體說明使用在觀看與查閱上錯誤次數平均表 

載具型號 紙本 多媒體 平均值 

Nokia6610i 2 0.2 0.88 

Motorola E398 2.83 1 1.92 

SonyEricsson K300i 3 0 1.64 

BenQ M315 1.33 0.88 1.14 

平均值 2.1 0.53  

 

4.3 小結 

由上述實驗結果，本研究對於目前行動電話介面部分與不同媒材

之使用說明所需改進之處，有更深入的了解。由實驗方法個案的次數

分配就得以看出，觀看多媒體的個案能夠較為順利的以放聲思考的方

式來完成任務。SonyEricsson 有較多的個案，透過紙本與多媒體使用

說明後仍需透過提示法與教練法來完成實驗任務，而其中以 Nokia 與

BenQ 使用教練法的個案平均次數為最少。透過操作過程錯誤次數表

可以觀察出在以紙本配合各行動電話時，操作錯誤數量的平均值總和

較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高。以四項任務可以觀察出第二項已接來電的

績效普遍性來的較好，是否因與第一項任務尋找未接來電的同質性較

高所至，所以在相同的選單架構下較容易查閱並撥打。第一項尋找未

接來電與第三項任務更換操作（鈴聲）模式，普遍上操作績效較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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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任務來的低，有多數無法持續以放聲思考來完成任務，部分必須

透過教練法來完成任務，是否因此兩項任務必須進入到行動電話介面

的第三與第四階層，較另外二個任務相到複雜度較高的，對受測者心

智負荷程度較高的關係。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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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可以看出多數受測者在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執行實

驗任務，所產生的心智模式錯誤較少，由平均值來看皆未滿一次，是

否行動電話的介面與使用說明的完整性亦或是媒材特性所至，所以心

智上的錯誤次數較少發生。第一項任務對受測者來說心智負荷最大，

錯誤次數明顯的高出其他三個任務，其中以 BenQ 為最多，可能是第

一項任務牽涉的功能階層數目與對行動電話按鍵操作不熟悉所至，並

且功能目錄的選項較為繁雜，對本實驗的受測者來說又是陌生的行動

電話介面，故有一定程度的心智負荷。 

本研究給予受測者觀看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由上述的各種實驗

結果資料，不難發現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的成功個案數增加，由於使

用說明不同的呈現形式與排版方式，提高受測者觀看使用說明的程度。

將近全數的個案在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後，以放聲思考法完成目標任

務。提示法與教練法的個案數明顯減少，尤其是需採用教練法完成任

務的個案，因為大部分的個案在放聲思考法就已經順利完成任務。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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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四項任務的個案次數來討論，第一至四項的任務大多在放聲思考法

順利完成，除第一項任務以提示法完成的次數有較其他任務多的情形。

以多媒體媒材呈現的使用說明內容是否有幫助受測者更順利完成任

務，會在下一章節進行更深入的討論。將所得的實驗結果，作為改善

多媒體使用說明的設計方針，並將以四個載具的原廠使用說明為基礎

素材做設計改良。 

 
 

 

 

 

 

 

 

 

 

 

 

 

 

 

 

 

 

 

 

 

 

 

 

第五章 研究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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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將針對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與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實驗結

果，進行驗證與討論，並透過受測者在不同的心智模式下所產生的情

況來做探討，分別為過去的知識經驗對於受測者的影響，以及使用說

明於建立受測者之心智模式上的影響因素。再透過個案完成度百分比

比較表、操作過程比較及心智模式不吻合次數比較，來驗證多媒體使

用說明是否對於受測者建構心智模式上，較改良紙本使用說明有明顯

的幫助。並且針對現有行動電話的操作介面與多媒體使用說明間的相

關議題，做深入的討論。 

5.1 過去知識經驗與行動電話介面使用相關問題與討論 

多數中高齡者由於電子產品及電腦使用經驗較年輕族群來的少，

故對於介面系統中部分概念不熟悉，導致無法建立起基礎的心智模式，

而現今在多數的電子產品中，因功能增加所導致在使用上有更多必須

去了解的問題，其中不外乎有許多最基本的邏輯概念，中高齡使用者

於實驗的過程當中，履履將過去使用相似產品的使用經驗投射在此陌

生的行動電話時，卻仍無法順利的來使用。故本節將針對這些現象與

問題來做討論。 

5.1.1 對於行動電話介面階層的使用模式之問題 

實驗中的受測者年紀與背景的因素，在消費性電子產品與電腦的

使用年資上較少，但在行動電話的使用年資上，近全數之受測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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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都在三年以上，甚是有 1/2 的受測者達十年之久，數據如附錄五，

而其過去並無其他相關產品的使用經驗下，導致較不容易適應與了解

選單階層的概念，雖然操作性錯誤在統計上並無顯著的差異，但在受

測者主觀訪談中，多數近 2/3 的受測者，表示對於階層選單的不熟悉，

例如在操作實驗中，行動電話的功能階層分為有縱向與橫向選單，受

測者從待機畫面進入到主功能目錄，看到螢幕出現單一訊息的圖示而

不是清單或是九宮格的顯示方式時，如圖 5-1，就認為自己可能操作

錯誤於是直覺按退出回到待機畫面，由於他們不熟悉「功能階層」的

安排方式、移動選擇的方法和「相關功能群組分類」的涵義，所以在

進入主功能目錄以後，沒有繼續操作方向鍵來搜尋所需的功能選項，

或是進入到更深的功能階層，導致操作錯誤，在文獻高世安（2004），

劉凱明（2005），陳俊宏、蔡誠一（2006），中亦有相同概念的情形產

生。再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提示法與教練法指導後，可以建立起基

礎的層次概念「由大功能到小功能，是一層一層的」的操作邏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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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行動電話顯示內容方式(單一圖示、九宮格) 

 

5.1.2 新舊介面間的學習效應問題 

在實驗的過程中，多數的受測者可以透過使用說明的內容來學習

行動電話的操作，並可以將建立過程中所建立的概念延續到另一個功

能的操作，但若轉換到另一個新的介面時，先前操作步驟及細節容易

發生混淆遺忘的狀況，且在實驗的過程之中，當受測者在使用後測的

實驗載具時，部分受測者會模仿前一次實驗載具的操作方式。此現象

至於產生的原因為何，一方面可能是受測者本身在電子產品使用經驗

較少，另外一方面，可能是行動電話介面本身提供的資訊不足，圖示

不清晰及顯示介面暗示性不足，都可能使受測者無法將操作的概念與

操作元件來聯想，主功能目錄的選項過多，也容易讓使用者產生疑惑

及錯誤。使用者對一個軟硬體所發展出的心智模型，也可能移轉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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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軟硬體上，合適的移轉可以大幅減低所需的摸索或學習時間（唐國

豪，2003）。而操作概念是否能被正確的建立，或是複雜度及難易度

等等，都要看過去曾接觸類似概念經驗的多寡，而被喚起的概念及邏

輯，就可以轉移到當時的介面狀態來使用。而在使用者背景調查中發

現受測者的學歷高低，並不會影響其在新介面的學習與轉移，在實驗

過程中所觀察到的反而是變通力較佳的受測者在轉換新介面上有較

好的表現。 

5.1.3 無法一目了然的多功能按鍵與使用方式問題 

隨著行動電話產的功能日漸的強大，而外型體積日益輕薄短小的

趨勢，讓其中許多功能介面就隱藏在小小螢幕中，使用者必須要用固

定的按鍵來操作越來越多樣的功能，於是設計師採用「軟鍵」與「搖

桿鍵」來解決操作上的困擾，以一鍵多功的方式來取代按鍵數量上的

解決方式。而就「軟鍵」本身幾乎沒有定義的符號和圖示，上面沒有

任何圖案或文字，其配合的是螢幕裡的文字，才得以讓使用者得知其

意義的所在。所以「軟鍵」的功能是隨著螢幕上功能文字的變化來改

變所對應的功能，相同的按鍵及顯示位置，在不同的頁面狀態下會有

不同的功能。而「搖桿鍵」在多功能的情況下，所產生不同功能選單，

如：縱向與橫向的功能選單，於是在 2D 的介面下，因有搖桿鍵的設

計，使得有了 3D 的操作方式，所以在不同的介面下，相同的按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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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位置卻有不同的功能定義，中高齡者若無軟鍵與搖桿鍵的操作概

念下，隨時可能會產生不預期的操作錯誤。由上述的情形來看，中高

齡者在遭遇陌生介面時，多以平常操作硬鍵的方式直覺來操作。在實

驗當中發現，受測者會很直覺的按壓搖桿鍵，直覺認為其只有進入或

是確定的功能，並無操作方向的功能，並且會直覺性的省略掉銀幕下

方的軟鍵，其發生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是目前部份廠商將軟鍵的顏色

與造型與螢幕框融合，如圖 5-2，另一方面則是將不同功能按鍵在造

形上融合所致，如圖 5-3，除上述情形外，部分受測者常會直覺的將

通話（撥話）鍵當成進入鍵及確定鍵，就忽略了軟鍵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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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 軟鍵造型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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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按鍵造型 

5.1.4 電話記錄方式在過去經驗認知上的問題 

電話號碼的記錄方式從傳統有線電話時，內容都是名字配合號碼

的條列方式，一目瞭然，並且可以同時看到很多的姓名與電話，而前

幾代的行動電話內建電話紀錄的呈現方式，與中高齡者先前對於電話

簿的認知上較為雷同。由於科技技術的進步，行動通訊的發達衍生出

一些機制系統，每個人物所擁有的不只是一個號碼甚至是地點都被賦

予ㄧ長串的代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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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紀錄是如此，當然在行動電話的使用上也不例外，從第二代、第

三代行動電話開始，聯絡姓名、電話號碼、傳真、電子信箱、生日甚

至到個人的標註，如圖 5-4，都被整合成系統中成為ㄧ筆筆的資料，

因此有了在儲存個人紀錄的「電話簿」與過去通話歷史的「通訊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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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本實驗在不同職業的受測者中，以從事商業工作的受測者，

行動電話的使用年資與汰換率有較高的現象，並且對於行動電話的熟

悉度也較其他職業別的受測者來的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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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代行動電

話的電話簿做比較，其呈現方式及使用方式容易使中高齡者產生困惑，

且在查詢的過程中遇到困難，尤其是在輸入姓名與電話。而有些廠牌

的行動電話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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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4 電話紀錄的內容與方式 

5.1.5 功能選項色塊意義上的問題 

由於電子產品的功能多元化之下，相對的介面結構也日益複雜，

在使用上需要有系統化的階層概念，使用者方能在複雜的介面選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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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順利操作。在為數眾多的選項之中，資訊如何被「選取」及「顯

示」就變得格外重要了。在多數廠牌的行動電話，大多已與背景不同

顏色的色塊或框線來表示選擇的項目，當使用者進入垂直條列式選單

中，畫面上所呈現的是一長串的選項，被選取之選項的背景有色塊或

是框線，目的是為了讓使用者了解，系統的選擇游標的移動狀態，如

圖 5-5 所示。在部分廠牌顯示橫向選單的部份是以資料夾翻頁的方式

來呈現，讓使用者可以以過去使用實體資料夾的經驗來投射在不同資

料夾代表不同功能選項的概念上，如圖 5-6 所示。但對於不善使用資

訊類電子產品的中高齡者來說，沒有實體的圖像是較難理解的，在本

實驗的過程之中，受測者在使用新的行動電話，一個陌生的介面時，

雖知道背景色塊的不同代表著所選取的項目，但是部分受測者卻誤以

為有色塊的選項，是未選取到的部份，這種情況產生時，也通常伴隨

著操作錯誤的發生，並且在快速移動選項時，使得螢幕上的資訊快速

變動下，導致受測者一時恍神，發生停滯的現象。因此可知系統選項

的顯示方式與操作方法，與中高齡者的預期有些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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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色塊顯示方式 

 

圖 5-6 功能選單類型 

5.1.6 使用經驗與功能字義上理解的問題 

現今行動電話功能項目繁多，種類多達數十種，功能階層與設定

多達十餘項，所以設計者將其分門別類，用不同的名稱群組化來代表

這些功能的意義，所以才會有電話簿、訊息、通話紀錄、設定等等名

詞。這些名詞對於中高齡者來說，都是過去經驗或是日常生活中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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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的字義與單詞，當他們在複雜介面中操作的同時，還要去努力了

解這些字詞的意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高齡者常會有誤按的情形

出現，甚至是操作停滯的情形產生。在實驗結果上，受測者在觀看及

查閱的部分係有顯著的差異，並透過實驗過程發現，如任務三的更換

「操作模式」，在部分廠牌的行動電話中的名稱是「鈴聲模式」而非

操作模式，但不論是以其中任一種名稱來顯示，到底是功能上的操作

設定或是設定鈴聲還是設定鈴聲類型，受測者都無法由字詞上來清楚

理解功能的意義。而 Motorola 介面中，軟鍵所對應的「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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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常有此類誤按按鍵的情況產生。上述現象乃因中高齡者，對於科技

產品使用經驗較為稀少，於是成為科技弱勢族群，導致對功能介面中，

文字的理解力不夠，進而造成在使用上的疑惑及錯誤產生。 

5.1.7 自動輔助功能所產生的疑慮 

「自動輔助說明」是一種與外部所呈現的使用說明不同的形式，

其設計的理念是若使用者在操作過程中，對螢幕上的選項、符號或文

字有疑惑時，而產生操作上的停滯，當系統認為使用者發生了停頓遲

疑時，會自動跳出所在功能選項的簡易說明文字，如圖 5-7。在本實

驗中，部分受測者因此功能，對於畫面無故產生變化下，反而產生疑

惑，導致受測者發聲思考中斷。例如實驗載具中所用之 Nokia 661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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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執行更換操作模式時，因功能選項眾多的情形下，受測者一個一個

慢慢的檢視與思考，在操作上稍微停頓的同時，內建之輔助功能說明

會自動跳出說明的頁面，說明目前所在的功能意義。在此種情形下，

受測者多會被嚇一跳，而且無法理解產生的原因，便提出說「我按錯

了嗎？這是什麼？」等等意見。有上述情形可以看出，自動輔助功能

是與使用者的心智模式相互衝突，雖然說本來的立意良好，在實際上

對於多數使用過的受測者來說反而造成了困擾，因此而產生了不可預

期的操作錯誤情形。 

 

圖 5-7 自動輔助說明顯示狀態 

 

5.2 使用說明與心智模式之驗證 

本小節在說明多媒體使用說明特點後，將實驗結果，分別以操作

過程比較來與個案完成度百分比表及心智模式受挫情形與不吻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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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做相互比對討論，並在在文中探討多媒體使用說明與紙本使用說明

在建立受測者心智模式上的差異與優缺點。 

5.2.1 多媒體使用說明書之特點 

由過去文獻的探討與實驗結果中得知，多數中高齡受測者，在平

時並無相當大的意願去翻閱使用說明書（劉凱明，2005），大部分都

覺得太過於花費時間，亦是一種相當沉重的心智負荷，並且習慣去請

教他人。以下圖 5-8 與 5-9 分別是改良紙本使用說明與多媒體使用說

明的呈現方式。 

      

     圖 5-8 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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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多媒體使用說明呈現方式 

並經行動電話操作實驗觀察之後，由實驗結果發現多媒體使用說

明與紙本使用說明間具有顯著的差異性，並且近 2/3 的實驗個案問題

透過參考多媒體使用說明後，有明顯的改善。在以下將先針對於多媒

體使用說明之特點詳述 

．透過超文本(Hyper Text)呈現多媒體使用說明之內容 

由文獻中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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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

凱明，2005）。並透過前測實驗發現過多的階層與步驟亦會增加受測

者的心智負擔（陳俊宏，2006），於此利用超連結的方式連結各說明

頁面與影片多媒體的特性，透過影片加上說明語音的方式來呈現。如

圖 5-10 所示。其內容包含行動電話外觀及按鍵說明的圖示、主功能

目錄的循環圖示、尋找未接來電、尋找已接來說明、更換操作（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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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使用相機功能的影片說明。使用說明內容編排方式以資料夾方

式呈現，將行動電話外觀及按鍵說明與主功能目錄循環圖示至於最左

側，如圖 5-10 上方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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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來由左至右分別是尋找未接來電、尋找已接來說明、更換操作（鈴

聲）模式、使用相機功能的操作說明，每一個畫面最右側的灰色區塊

為說明左方區塊中，所要呈現之說明內容。 

 

圖 5-10 多媒體使用說明書呈現方式 

．以彩圖呈現行動電話外觀及按鍵說明內容 

根據實驗過程發現受測者在操作陌生的行動電話時，因沒有正確

的按鍵知識而進行功能的操作時，會發生較多操作上的錯誤產生，故

最先需要建立按鍵功能的心智模式。因此，行動電話外觀及按鍵說明

的所呈現的內容與方式，變得格外重要。在過去的紙本使用說明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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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線稿的方式呈現行動電話的外觀、螢幕待機畫面與各按鍵功能位置

來標註，如圖 5-11，但在顯示器上所呈現的多媒體使用說明，以線稿

顯示時，會較原始彩圖來得不清晰，且與說明導線會有重疊且混亂的

情形產生。再透過前測實驗與文獻的交互應證下，了解到多媒體使用

說明與載具在功能階層方面，皆不能過多，故在正式實驗中，多媒體

使用說明方面，以原始行動電話正面彩圖與說明文字來呈現外觀及按

鍵說明，未加註其餘符號或輔助之物件。如圖 5-12 所示。 

 

圖 5-11 過去紙本使用說明書外觀及按鍵說明(2005，劉凱明) 



 
 

-108-

 

圖 5-12 多媒體使用說明書外觀及按鍵說明 

．使用說明操作步驟以影音呈現說明內容 

為增加觀看上的辨識度，功能操作步驟的說明將每個操作步驟，

以影片加上語音詳細說明，並且操作的按鍵方向特別加以說明之，以

加強操作過程的印象，降低心智上的負荷量，並且將播放影片的控制

權，交回給受測者使其可以依照本身需求來控制播放次數、暫停與停

止。如圖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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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影音說明內容 

．獨立頁面的功能說明內容 

針對不同的功能操作給予獨立的說明頁面，避免使用者觀看說明

內容時發生斷章取義的現象與看錯欄位的情形產生，進而遺漏了部份

操作步驟。所以如圖 5-14 所示，將每項功能的步驟說明，皆由待機

畫面開始，不需要記憶其他或者是前面的操作步驟，並且以影片配合

同步語音說明，使用者可以馬上按照使用說明上面的步驟來進行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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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獨立式的說明內容 

5.2.2 由個案百分比比較多媒體與改良紙本使用說明 

於此，分別可以由紙本與多媒體使用說明的次數表上，看出一些

結果上的差異，如表 5-1 所示，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的部份，獨立完

成任務的個案明顯增加，其原因是否在於使用說明形式上的改變，讓

受測者可以屏除傳統紙本媒材的查閱方式，無需反覆的翻閱，以降低

受測者在心智與視覺上的負擔，減少了錯誤與停滯的產生，並且在教

練法的部分多媒體與紙本使用說明相較之下，有明顯的降低的現象，

由此可見採用多媒體媒材之使用說明，讓受測者更容易建立起較為正

確且清晰的心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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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實驗個案百分比表 

改良紙本使用說明 

  獨立完成 需要提示 需要示範 

Nokia6610i 66.60% 20% 12.50% 

Motorola E398 62.50% 25% 12.50% 

SonyEricsson K300i 58.30% 8% 33.30% 

BenQ M315 70.80% 18.70% 10.40% 

平均 66.65% 13% 20.80% 

多媒體使用說明 

  獨立完成 需要提示 需要示範 

Nokia6610i 90% 10% 0% 

Motorola E398 83.30% 12.50% 8% 

SonyEricsson K300i 70% 25% 12.50% 

BenQ M315 83.30% 23% 0% 

平均 73% 31% 6% 

 

實驗過程中，參閱多媒體使用說明與紙本使用說明在提示法的個

案數相差並不多，但在提示的過程之中，參閱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受測

者經過實驗人員提示注意觀看使用說明影片或是再次觀看的情形下，

大多可以順利完成實驗的任務目標。多媒體使用說明採用影片配合語

音說明的方式，在較少使用行動電話或是初次接觸到陌生載具的受測

者，亦能照使用說明所呈現的內容，逐步將任務目標來完成。在與紙

本的使用說明以圖文對照的流程圖比較下，受測者比較容易透過影像

與聲音來學習起正確的操作方式(Preece, Benyon, & Davies, 1993)。 

實驗中，Nokia 與 BenQ 在透過多媒體使用說明來進行任務操作

下，完全沒有以教練法完成的個案數。因為多媒體使用說明，透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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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圖畫、動畫可以產生視訊；透過聲音、音樂可以產生音訊，且允

許受測者來操作互動下，更發揮了人類眼、耳、手等感觀同時來接收

學習，並且多媒體提供非線性的的互動式資訊擷取方式，亦解決了受

測者在吸收文化上的最大限制（張維真，1998）。 

相較之下紙本使用說明，受到紙材版面的限制下，說明字體較小，

圖示說明的部份多以線稿呈現，標示較不清晰，並使受測者於對照時，

易看錯圖示或是文字欄位，進而造成操作上的失誤。在 SonyEricsson

的個案下，改良式紙本與多媒體使用說明間在教練法部份，相較之下

少了許多，此載具多數的錯誤產生多是因為對於搖桿鍵操作的不熟悉

所導致，而多媒體的能以動態來呈現操作的方式，受測者可以清楚的

由畫面中的影像來學習搖桿鍵的使用方式，反觀在紙本使用說明的部

份，雖是以步驟分解說明的圖示來解說操作流程，但是無法忠實的呈

現出操作的方式，若又遇到功能階層較多的部份時，紙本使用說明沒

有深入且詳細的解說基本的操作下，對受測者來說心智上的負荷反而

加劇。 

5.2.3 由心智模式受挫與不吻合次數比較多媒體與改良紙本使用說明 

根據實驗中二種不同媒材的使用說明的心智受測狀況編碼與操

作過程紀錄進行比對，將普遍性較高與數值較特殊的部份做一個討論，

且發現上一節所述之方法採用次數與本節之心智模式受挫次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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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互的關係，各載具所進行的四個操作任務之過程紀錄也有所不

同。 

在 Motorola 的第一項任務來看，受測者在觀看紙本的使用說明後，

操作行動電話的心智模式仍然較為不足，編號 3-22 的受測者在過程

中，因觀看改良紙本使用說明未能建立起「搖桿鍵」使用方法的概念

下，持續的操作錯誤，不斷的進入到其他的功能選單中，而在其他觀

看多媒體使用說明之受測者，可以清楚觀看到影片中對於「搖桿鍵」

的操作方式，因而建立起正確的使用概念，順利將任務完成。 

以 SonyEricsson 來看，受測者 1-1 透過紙本使用說明在任務一到

任務三的操作階段，皆有產生相同的心智模式錯誤，對於按鍵功能並

沒有建立起正確的使用概念，並且在操作流程說明中必須一步步的對

照觀看，故沒有建立起通話記錄與中功能是同一階層的概念，並且因

任務一與任務二的學習效應所影響，導致在任務三時誤以為所有的功

能都可以操作左軟鍵來查看並進入。而在方向的操作上，亦未由紙本

使用說明來進立起正確的操做概念，在觀看圖示後，遇到搖桿鍵操作

的地方，多是直接按壓就進入到深一層的選單或是撥出非目標之電話

號碼。 

 Nokia 的主功能選單預設為單一大圖示的方式來呈現，在任務一

之中，本實驗中多數操作到此行動電話之使用者，都是初次接觸 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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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面，在外部按鍵的編排上，因為沒有使用過雙鍵合一的設計，在

觀看紙本使用說明的受測者部份，大多以為是同一個按鍵，在觀看多

媒體使用說明的受測者亦有部份是如此，因此遇到此種案例，受測者

在查看使用說明後仍會有疑義，並且沒有建立起有效的概念，要再嘗

試過錯誤之後才能形成正確的概念。 

而除 Nokia 外，其餘三種品牌之行動電話的主功能介面皆是以九

宮格的方式做排列，並透過紙本使用說明觀看主功能操作的部份，紙

本使用說明內容標示不清及圖示尺寸太小，不容易將手中的載具與使

用說明書中的圖示做對照。因此部分受測者在看不清楚使用說明的情

況下多以猜測或是嘗試錯誤的方式來繼續進行任務，於此多媒體使用

說明改善此問題，畫面上以實際的載具來呈現操作的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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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所示，綜觀紙本與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實驗結果

可以發現到，不吻合的總次數明顯減少了。 

 

 

 

 

 

 

表 5-2 改良紙本與多媒體說明於各任務間心智模式錯誤次數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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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具 任務別 
改良紙本錯誤

次數 
多媒體錯誤次數 

Nokia6610i 

任務一 7 5 

任務二 4 0 

任務三 1 2 

任務四 0 1 

總和 12 8 

Motorola E398 

任務一 9 0 

任務二 1 0 

任務三 0 0 

任務四 1 0 

總和 11 0 

SonyEricsson K300i 

任務一 6 0 

任務二 9 0 

任務三 6 1 

任務四 0 0 

總和 21 1 

BenQ M315 

任務一 11 3 

任務二 3 0 

任務三 4 0 

任務四 0 0 

總和 18 3 

5.3 多媒體使用說明相關問題與討論 

使用者學習新的行動電話介面時，使用說明理當是輔助使用者去

了解正確操作程序並建立起基礎心智模式的角色，使用說明的設計不

應只是以系統內部的方向來定位，應該針對使用的情況與功能，在基

於使用者的使用情形與限制下來提供所需的內容(Brockmann, 1990 )。

故使用說明的內容應與行動電話介面相互配合，提供詳細且具有邏輯

性的的說明內容。 

5.3.1 觀看使用說明會遺忘內容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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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的實驗中，受測者在閱讀與觀看的錯誤上是有顯著的差

異，在實驗過程中，受測者常於任務一開始就會急著找操作功能說明

部份，但考慮中高齡者的生理老化及心理負荷的狀況，這些都是較花

時間的事情。故當使用者在查詢資料時，視線通常會專注於相關的關

鍵字。因而在看到相關文字時，會急著操作所看到的步驟，而不會思

考前後的連結性與因果關係，也不會記住做過的步驟，因而造成操作

上的錯誤或停滯。如進行實驗的任務三時，因功能之階層數較多，使

用說明影片在說明的方式上，若包含了太多的操作步驟與名詞時，受

測者容易將功能操作的順序搞混，因而發生理解上及操作上的錯誤。 

在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呈現上，本實驗中多數受測者可以透過說明

影片的呈現來學習使用新的行動電話操作，但在較為冗長的操作步驟

之中，受測者較不容易記憶所有的操作流程，故從實驗中發現，多媒

體使用說明，應在進入不同功能間或在一定量的操作步驟間，需要停

頓較久的時間，以降低記憶(memorization)的需求，減低「認知上的

負荷」(Preece, Benyon, & Davies, 1993)，以利中高齡使用者理解及跟

上操作流程。 

5.3.2 影片說明的時間上的問題 

部份中高齡受測者在文字認知上有一程度的限制，所以單獨靠文

字敘述與插圖解說的方式，對於較不常接觸電子科技產品或是較少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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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文本資料的使用者來說，是心智上另一項負荷。從多媒體呈現資訊

的方式，得以跨過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張維真，1998），故於本實驗

中採取以影片來呈現操作流程，讓中高齡受測者在文字認知的範疇外，

能夠以有另一項選擇，觀看的受測者不會侷限在文字與圖示上認知的

不同，但在對於理解力與行動力較為緩慢的受測者來說，本實驗中

Nokia 與 BenQ 的使用說明影片的敘述速度較另二例行動電話使用說

明快了一點，而導致觀看操作說明後跟不上操作程序，尤其在任務一

的操作過程當中，受測者接觸到一個新的介面，對於使用模式還是陌

生時，對於中高齡受測者需反覆觀看說明影片，才能夠順利的建立起

基本的概念，是讓他們在心智上會有較大的負擔。反觀在任務二時能

夠邊看邊跟著做，順利的將任務執行完成，乃因受測者已在任務一時

建立起基礎的操作概念。 

5.3.3 文字語意與圖示標示問題 

近年來行動電話產業的競爭下，各大廠紛紛建立起特有的介面形

式與符碼。於是中高齡者再學習陌生行動電話的第一步，便是透過外

部按鍵說明圖的方式來了解，所以按鍵說明圖，詳細與否，牽涉到中

高齡者是否能建立起正確的心智模式。傳統的紙本說明，多將各部位

功能按鍵定義名稱，並且以無相關意義的代碼來作為標識，在本實驗

中，各部位按鍵名稱，皆是採取原廠的命名的方式，來做為使用說明



 
 

-118-

中之代稱，但在過程中發現受測者大多對原廠之名稱與代碼無法理解，

如：Motorola 的五向導覽鍵，BenQ 的捲動鍵，其實就是通稱的「方

向鍵」，因此造成多數受測者操作錯誤與停滯的情形產生。而在功能

與按鍵圖示的部份亦有上述情形產生，如：當圖示出現電話圖示的時

候，部分受測者會認為是電話簿，但也有受測者認為是通話紀錄，於

此很明顯有心智模式不相符的狀況，故部分圖示會使受測者混淆的部

分應配合功能名稱，提供中高齡使用者簡潔的說明文字及淺顯易懂的

圖示，使用有意義的名稱而非無意義的的數字或符碼(Preece, Benyon, 

& Davies, 1993)，使受測者可以清楚了解其中的意義。 

5.3.4 使用說明顯示平台之問題 

多媒體使用說明，乃以數位方式來呈現，故需透過一個數位資訊

的平台來呈現，但多數中高齡者在消費性電子產品的使用經驗上，仍

嫌不足，若在太過於陌生的介面平台上，如：PDA、Smartphone…等，

容易加重其心智模式上的負荷，故在呈現的平台上，儘量依中高齡者

生活有接觸之資訊平台的使用方式來做投射 (Preece, Benyon, & 

Davies, 1993)，如：銀行、郵局及電信公司中的資訊平台，採取他們

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介面使用方式，使其在使用上得以更加的清晰。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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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節將以中高齡使用者為中心，針對於行動電話介面及多媒體

媒材使用說明，提出設計建議。本研究未考量的部分，以及計畫不夠

周詳，所遺漏之處，將在本章後半部檢討，並且提出未來可延續及更

深入的研究方向，供其他研究者及設計師作為參考。對於本研究的實

驗過程中，中高齡使用者在操作行動電話及觀看不同媒材之使用說明

部份，做一個總結。 

6.1 針對中高齡使用者的多媒體使用說明書設計建議 

經由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與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實驗結果交叉驗

證後，本研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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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針對適合中高齡者的多媒體

使用說明書，提出以下的設計建議。 

(1)多媒體使用說明版面相關 

‧保持各功能說明的獨立頁面 

    保持各功能說明的獨立頁面，但在連結上必須清楚的指示中高齡

者，其所在的位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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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說明上的行動電話外觀及按鍵說明應可隨時回復查看 

大部分的使用說明多只單一對一個程序作說明，沒有整個連貫起

來的模式(Hagmann, Mayer, & Nenniger, 1997)行動電話的外觀及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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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對於中高齡使用者來說，是認識陌生介面的第一步，所以外觀及

按鍵說明詳細與否，與他們建立正確的心智模式間有著相當的關連性。

所以在文字的標示上必須與說明內容統一，並可以讓中高齡使用者可

以隨時觀看，減少需要大量記憶的情形。 

‧功能架構部分依單獨以循環圖示顯現 

行動電話的功能架構說明應採用使用循環圖示來呈現，這樣中高

齡使用者比較容易了解功能選項是以環狀的方式來選擇，並且在多媒

體使用說明上採取圖片的方式來做說明，參雜過多額外的影像會造成

中高齡者混淆，並使其形成錯誤的心智模式。 

‧功能選單需單一化，避免多層次產生 

在使用說明的呈現上，功能選單應當儘量的單一化，避免單一選

項之中，放置過多的子選項，並且在階層功能頁面亦需儘量的減少，

避免造成中高齡使用者在學習上雙重的心智負荷，所以功能操作的步

驟說明要盡量簡潔並且單一化。  

‧強迫記憶 

對於經驗不足的中高齡使用者來說，「強迫記憶」通常是其在學

習操作步驟上的最後手段，因此設計師必須儘量縮短操作的步驟說明

(Preece, Benyon, & Davies, 1993)，對於部分較為深層的功能時，則透

過不同階層間有較長時間的停頓，提供中高齡者在完全無法理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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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狀況下，還是可以藉由強記步驟來使用。 

(2)多媒體使用說明的回饋 

‧使用說明介面的回饋 

因多媒體使用說明，是透過不同的媒介與平台來呈現，但中高齡

者在此方面的使用經驗較少，所以在中高齡使用者觀看使用說明時，

若有操作介面的行為出現時，應要加入適當的知覺回饋給使用者（郭

炳宏，2006），使其知道自己有做出正確的操作。。 

 中高齡者缺乏資訊產品使用經驗，對於在螢幕上所呈現的文字

資訊掌握度偏低，因此在操作過程中，應減少倚靠螢幕的文字資訊的

程度，轉由影像的方式來說明步驟，進而完成任務，尤其是經常使用

的功能。而聲音訊息會比單只有文字說明來的有優勢(Conzola, 1999)，

故可透過螢幕強化操作的視覺回饋並且以語音提來引導其操作

(Preece, Benyon, & Davie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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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多媒體使用說明 

(3)多媒體使用說明內容之圖形與文字 

‧圖形需配合文字，避免單獨顯示 

中高齡使用者由於生活經驗背景的關係，對於文字理解的效果比

圖示上觀看的效果要來的佳，因此在使用說明的內容之中避免單獨以

圖示顯示功能，單純的圖形符號或文字說明對於資訊產品使用經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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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圖示說明為主，以建立其操作概念。 

‧避免與操作選項無關之圖文同時顯示 

使用說明書對使用者來說，是導引其順利操作的指標，對於需要

透過使用說明得到幫助的中高齡者來說，使用說明中的任何字詞符號

都可能使他們與功能之間聯想，所以與操作事項不相關的字詞、符號

與數字，都應當盡量避免出現在說明的內容當中，避免產生不當的聯

想。 

多數中高齡使用者皆屬於新手使用群族，且習慣請教他人來學習

行動電話的操作，如此一個簡易且清楚的入門影片說明，利用聲音訊

息的特性，如同有人在一旁指導般，會比單獨只有文字說明來的較好

(Conzola, 1999)，可以讓新手使用者順利完成單一任務。以單一視窗

呈現任務影片的多媒體使用說明與詳細操作手冊，可以一同提供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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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使用者，依個人不同程度上的操作需求來觀看使用說明書。 

‧步驟流程說明間需停頓 

中高齡者因在生理與心理上受到老化的影響，故在觀看使用說明

與對照上的速度都會較為緩慢，所以在使用說明的影片部份，除了儘

量用淺顯易懂的完整文句表達，並應在一個功能階層內或是一定次數

的操作程序內，做一次較長的停頓，使中高齡使用者可以跟上說明的

速度，並且跟隨操作。 

6.2 研究限制 

(1)本研究實驗架構及流程，結合了前人的研究及本研究中前測實

驗結果，對於實驗方法稍做了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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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實驗過程中的部份步驟，可能會因為

不同的實驗人員心智模式與環境影響，而有不同的實驗品質。所以本

研究以質性的探討為主，對於量化只稍做簡單的卡方檢定與百分比的

計算，以方便多媒體與改良紙本使用說明的實驗結果做交叉比對。 

(2)實驗載具是由 2004 年度台灣地區銷售排名前四名之中的廠牌，

來做介面與功能架構的比較，並挑選四個基本操作概念及軟硬體介面

架構相似的行動電話。因為消費性電子產品發展的快速，研究階段中

可以發現部分廠家也有發現與本研究相同的問題點，並且在新機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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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了改進。故本研究不是以目前最新的機型作分析，僅能以研究時間

當時所挑選的載具作探討，觀察目前中高齡使用者觀看不同媒材使用

說明產生時，所產生的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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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切的關係，本研究主要為了發現使用者普遍性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書

上的問題，所以沒有針對於受測者的生活背景做挑選，但在各行業與

學歷的分布上，儘量達到公平原則，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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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量透過以個案分析來推至普

遍性的問題。所以本研究的實驗結果，並不能代表全數此族群的問題，

僅能用來解釋本研究的實驗樣本。而是否這可能只是一小部份的中高

齡使用者會發生的問題，亦或是再透過更新式或不同的載具來實驗時，

還有許多仍未被發現的現象與問題，等著我們去探索。 

(4)根據文獻歸納結果，在研究後面部份產生了多媒體使用說明書

的成果，礙於技術上的困難，以 HTML 的方式來呈現。 

 (5)實驗過程的紀錄主要為獲取的資料量，在本研究中，因人力

與資源的限制，僅僅有一名實驗人員以單一攝影機紀錄實驗過程，在

實驗過程中，儘量達到最大的資料量的紀錄。  

6.3 後續研究方向 

(1)本研究的實驗方法與架構，經由前人的經驗以及前測結果的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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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方法趨近於成熟，對於受測者心智內容的擷取，具有一定數

量的資料。但是礙於收集與分析資料須耗費許多時間，且人類心理層

面的訊息較難控制，所以受測的樣本數仍是有限的數量，研究成果只

能以此族群的樣本人數，來推測普遍性的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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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及實驗資料。 

(2)由於口語分析實驗方法，可能因研究者本身領域問題，有著分

析結果可能會加入研究者個人的意見，而造成研究成果不夠客觀的疑

慮。為改善類似這樣的現象，以期待未來的延續性研究，可以請多位

不同跨領域的實驗人員，如：心理學、機械等，一同參與，並且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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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通訊功能與

部分基本附加功能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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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因應行動電話多功能的未來趨勢，可望將

其他的功能一併探討，如：簡訊收發、手寫輸入法、視訊電話…等，

並針對不同的功能提出介面及使用說明上的設計建議。 

(4)由於消費性電子產品推出的快速，不同的通信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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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使用說明書的呈現方式，因研究者本身的程式能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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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HTML 為主要的基礎架構，所以對於其他的呈現架構並未多做著

墨。未來多媒體使用說明書的呈現方式，期望未來的研究能結合新媒

材運用，如：Flash、java，觀察不同多媒體媒材基礎與顯示載台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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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使用說明設計參考。 

(6)實驗過程的紀錄可透過多部的攝影機，以不同的角度來記錄實

驗過程，減少畫面死角產生。在實驗人員方面，透過 2 位以上的實驗

人員來進行實驗，在過程中應能減少較多實驗上的不便與不客觀因素

產生。 

6.4 總結 

中高齡者在使用陌生行動電話時，所遭遇的挫折與困難，除了生

理上的操作與心理上的負擔外，也因沒有適時的得到幫助，讓他們可

以建立起基本且正確的心智模式。本研究的多媒體使用說明乃由介面

相關的文獻中來歸納出適用的原則來製作，並透過專家討論與前測實

驗來建立其效度。實驗流程部份，採取理論探討與前人所發展的實驗

方法，並藉由放聲思考法來做為整個實驗的基礎，並配合提示法與教

練法來補足放聲思考法的不足後，進行中高齡者觀看不同媒材使用說

明，操作行動電話的實驗，從中了解發生心智模式不吻合的原因與不

同媒材使用說明間的差異。實驗的過程以 Norman(1986)所提出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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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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與操作錯誤

次數、心智模式不吻合的次數總和，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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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假設來進行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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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在為了完成某件事時，會選擇某種可以達到目的的途徑，因

此萌生了使用某種產品（工作系統）的意圖，而有了人與機器間的互

動，在這個模式的架構下，為了完成目標任務的行為就此展開。心智

模式可以說是人們與機器互動時，對於當下系統的狀態，心中所做的

詮釋，而詮釋的過程，可以說是將當下感官接收到的資訊，比對到腦

中的過去的經驗知識，藉由類比或象徵的方式，理解這些新資訊。而

系統的狀態表現在介面之上，因此使用者也只能藉由介面去理解與詮

釋系統的狀態，所以介面亦是系統的印象(system image)(Norman, 

1986)。 

目前中高齡使用者對於行動電話的使用，多仍以基本通話功能為

主，其他的功能大多一知半解，雖說多數的受測者皆有 6 年甚至 10

年以上的使用經驗，但仍然對於此產品依舊感到陌生。原因在於他們

過去已經有使用過家用電話或是其他行動電話的經驗，依照心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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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論，會將先前的經驗套用到目前行動電話的使用上，因此，中高

齡使用者僅限於使用基本通話功能的因素，是來自於先前使用電話經

驗的投射。近年來行動電話功能日漸的強大，除了基本的通話功能之

外，加諸於多樣化的功能，例如：電子秘書、多媒體訊息、行事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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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都是未接觸過的功能，也可以說這些功能的使用模式，並不存在於他

們當前的心智模式之中。於是當他們在操作行動電話的同時，所用的

極有可能是過去類似的電子資訊產品的操作經驗，如：電視遙控器、

自動櫃員機、資訊服務平台…等，如圖 6-2 所示，所以中高齡者所產

生的數位落差，乃因缺少電子資訊產品使用的經驗知識，加上生理退

化帶來的學習困難，造成對新經驗的接受障礙，因此只能用較一般人

弱勢的經驗知識，對機器做理解、詮釋，來進行操作，所以無法理解 

介面功能間運作的因果關係，當然就難以預測正確的操作方式。 

圖 6-2 資訊服務平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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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使用者面對陌生的行動電話介面，無法以直覺性來操作時，

應備有可供查閱及指導的說明資料，而使用說明書便需擔起這個重責

大任。當使用者操作行動電話出現困難及停滯時，使用說明應該以輔

助的角色提供正確的操作方法，建立與設計師相符合的心智模式。但

是經由實驗結果發現，紙本行動電話使用說明書無法忠實呈現內容，

以往原廠與改良紙本使用說明行動電話外觀與按鍵說明就有遺漏與

不清的部份，按鍵說明標示亦無法讓使用者理解其操作方式，與以線

稿呈現的行動電話輪廓的排版方式也容易造成誤讀，如圖 6-3 所示。 

 

圖 6-3 原廠及改良式紙本使用說明外觀線稿圖 

這讓亟欲知道該如何下手的中高齡使用者來說，一開始就碰到了

瓶頸，反而誤導他們有不正確的心智模式。在還未建立正確邏輯規則

的狀態下，任何的外來的資訊都可能會引導他們心智內容的建構，但

編排不當、標示不清的說明文字與圖形，容易產生不正確的心智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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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說明也是一種介面的延伸，故不論採取何種媒材來呈現內容，

依照中高齡使用者的生心理感知能力逐漸退化的情況下，各項功能應

分別處理說明，如：相同的功能，但是有不同的操作路徑，快捷鍵的

操作與一般的操作步驟，若無分別說明，及可能造成中高齡者在觀看

時，將其混淆且一並操作。多數的使用說明書都是設計師本身的想法

與經驗所投射出來的，卻忽略了使用者的本身的想法與實際使用經驗，

行動電話廠商在許多功能名稱的設定上，皆是以設計者端的使用經驗

與認知來設定，並未曾想到使用者端是否亦有此經驗與認知，而且在

使用說明之中並未詳細的描述其名稱意義，又行動電話介面功能繁多，

所以系統設計者將每個功能給予一個名稱之時，中高齡使用者便多了

一個負擔，在實驗過程當中，時常可見因名稱理解問題，所導致的操

作錯誤現象產生。 

本研究實驗過程中獲取了許多關於中高齡者在操作行動電話時，

觀看不同媒材使用說明的內在心智與外在表徵的寶貴資料。並且透過

分析得知，中高齡使用者在操作行動電話與觀看不同媒介的使用說明

書時，透過觀看多媒體使用說明較觀看改良紙本使用說明，在對於中

高齡使用者學習新型行動電話上，能夠較快速的建立其正確的心智模

式，進而減少了挫折與錯誤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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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各大廠家行動電話介面架構 

下列主要列出實驗中所使用載具之介面架構樹狀圖，分別為

Nokia6610i、Motorola E398、SonyEricsson K300i、BenQ M315。其中

各廠家之介面功能架構，相似度高，但在顯示上的方式上，各家各有

其特色，如：Nokia 在主功能選單上，係以單一大圖示的方式顯示，

其餘三個廠家，Motorola、SonyEricsson、BenQ，皆是以九宮格的方

式來顯示圖示。在功能排列順序上，除 SonyEricsson 將通話記錄獨立

與主目錄同一階層外，其餘 Motorola、BenQ、Nokia 皆在進入主功能

後的一層，並且在其餘的功能上，如相機功能，除 SonyEricsson 近乎

將娛樂性質的功能接設定在主功能選單的前端，另外三個廠家皆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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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形式將通話與電話簿功能放置在前端，總體來看各家的配置架構並

無太大的差異，但在細部的配置上來看，就有些許的差異性。 

 
 

 

 

 

 

 

 

 

 

 

 

 

各大廠行動電話架構圖： 

1.Nokia 

 



 
 

-139-

2.Motorola 

3.SonyEric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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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設定

線上服務

紅外線連接
埠

同步化

行動網路

模式設定

鈴聲類型

連接

呼叫轉移

通話設置

初使設置

話機狀態

耳機

車用配備

網路設定

寄件備份

已儲存訊息

數據通訊

串流影音設
定

網際網路設
定

安全性

網際網路
服務

遊戲

媒體播放器

PlayNow

Music DJ

錄音

設定

密碼備忘錄

配件

通訊錄
通訊錄
(SIM卡)

聯絡人

快速撥號

我的名片

群組

SIM卡的號
碼

進階

特殊號碼

新增聯絡人

通話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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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e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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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實驗人員手冊 

研究人員實驗手冊 

觀察中高齡者在行動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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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電話及觀看使用說明的行

為，進而瞭解其心智模式運作的情形。 

任務順序 

熱身實驗 

     任務：直接輸入號碼撥號。 

正式實驗 

 任務 1：查看未接來電，並且撥通該號碼。  

 任務 2：查看已接過的電話，並且撥通該號碼。 

     任務 3：請您進入鈴聲設定，重新設定一個新的操作(鈴聲)模式。 

     任務 4：請進入數位相機功能，並對著被攝物拍攝一張照片。 

實驗行動電話 

熱身實驗用受測者自己的行動電話，如果受測者本身沒有行動電話，則提供

一支給受測者使用。 

正式實驗的 4支行動電話及原廠使用說明，分別進行上述 4個任務。4支實

驗行動電話分別是： 

   P1-NOKIA 6610i 

   P2-Sony Ericsson K300i   

   P3-MOTOROLA E398 

   P4-BenQ M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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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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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動作超過一分鐘。 

   ─放棄嘗試。 

結構性訪談步驟與提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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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力﹞你再仔細的看一下螢幕、按鈕或使用說明！  

﹝詮釋外界﹞你覺得你現在看到的是什麼？覺得現在是什麼狀況？  

﹝評鑑外界﹞你覺得現在的狀況跟你本來想的或預期的一樣嗎？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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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您原本覺得應該是怎樣？  

﹝目標﹞你本來想幹麻？你剛才是要做什麼？  

﹝計畫﹞那你想怎樣去做？  

﹝執行﹞那你剛才按了哪一個？  

經由上述問題的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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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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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受測者正確解釋目前介面狀態，例如：現在你已經進入到電話簿

了。 

      ─向受測者提示預期錯誤，例如：現在這支行動電話的電話簿不叫電

話簿。 

﹝目標﹞問題 5的回答有錯誤。 

      ─向受測者提示正確目標，例如：你想找通話紀錄，其實不需要進到

功能表。 

﹝計畫與執行﹞問題 6,7 出現錯誤。 

      ─向受測者提示動作步驟，例如：要按方向鍵才可以選擇。 

      ─向受測者教導操作方式，例如：中間的那個桿子，其實可以上下左

右搖。或：確定鍵其實是紅色的。 

若同時在不同範圍的回答都出現錯誤，按照上列順序作指導，受測

者有進展後就停止提示法。 

當受測者依然出現下列狀況，且無法進行操作時，施行教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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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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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受測者問卷 

受測者實驗手冊 

﹝實驗前調查﹞ 

受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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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過去有使用行動電話的經驗嗎？□有   □無   時間多久了？   年 

您平常使用行動電話的經常程度？□完全不用  □不常使用  □經常使用 

您當初如何學會使用行動電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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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電話？它們的廠牌與型號為何？ 

 

您知道行動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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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知道行動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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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曾經在使用行動電話時觀看使用說明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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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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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目前行動電話中的哪些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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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錄撥出、已接與未接電話 

﹝實驗後調查﹞ 

請您對剛才實驗中所使用行動電話的介面，給個評價，直覺它好用或不好用。

如果非常好用是 10 分，普通是 4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

分數。 

行動電話 P1-NOKIA 6610i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行動電話 P2-Sony Ericsson K300i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行動電話 P3-MOTOROLA E398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行動電話 P4-BENQ M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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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用是 10 分，普通是 4分，非常難用是 1分，請您圈選您認為的分數。 

 

行動電話 P1-NOKIA 6610i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行動電話 P2-Sony Ericsson K300i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行動電話 P3-MOTOROLA E398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行動電話 P4-BENQ M315 

非常難用 1-—2-—3-—4-—5-—6---7- 非常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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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改良紙本使用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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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受測者基本資料 
 

編號 姓名 現有行動電話 性別 年齡 學歷 職業 是否使用 使用程度 使用年資

0-01 許 X 鳳 Motorola 女 48 高職 美容 有 經常使用 6 

0-02 廖 X 璋 Motorola 男 58 初中 鑿井 有 經常使用 20 

0-03 楊 X 聰 Nokia7210 男 50 大學 公路局 有 經常使用 8 

0-04 郭 X 香 Nokia 女 50 高職 家管 有 不常使用 3 

0-05 黃 X 珠 BenQ 女 52 大專 退休教師 有 經常使用 3 

0-06 蘇 X 嬌 Motorola 女 49 高職 餐飲 有 不常使用 10 

0-07 簡 X 丈 Motorola V171 男 54 高職 裝潢 有 經常使用 15 

0-08 蕭 X 玉 Nokia 8250 女 46 大學 貿易 有 經常使用 18 

0-09 陳 X 堂 BenQ 男 53 大學 退休教師 有 不常使用 4 

0-10 李 X 雲 Motorola 女 52 小學 家管 有 不常使用 10 

0-11 王 X 土 
Nokia 

男 52 初中 退休-製

油 

有 不常使用

/3-4 次/週 

3 

0-12 李 X 平 
Motorola 

男 45 高職 公務員-

里幹事

有 經常使用 5 

0-13 洪 X 盞 
OKWAP 

女 46 專科 珠寶-盤

商 

有 經常使用 10 

0-14 鐘 X 珠 
DETEL 

女 58 初中 退休-美

髮 

有 經常使用 12 

0-15 黃 X 鎂 
Motorola 

女 48 高職 商-製造 有 不常使用

/10 次/週 

3 

0-16 劉 X 卿 
Motorola 

女 50 高職 保險-業

務 

有 經常使用 22 

0-17 李 X 儀 
Motorola 

女 48 大學 製造-貿

易 

有 不常使用/

僅接 

5 

0-18 黃 X 彬 
BenQ 

男 47 國中 製造-工

廠 

有 不常使用/

接 

15 

0-19 謝 X 亭 SUMSANG 男 51 小學 工程 有 經常使用 9 

0-20 曾 X 金 Motorola 男 48 高職 汽修 有 經常使用 8 

0-21 吳 X 林 
Motorola 

男 60 高職 教練-馬

術 

有 經常使用 15 

0-22 沈 X 女 
Motorola 

女 53 專科 退休-行

銷 

有 經常使用 15 

0-23 李 X 家 
Motorola 

男 47 高職 電信-線

路 

有 經常使用 13 

0-24 張 X 蝶 
MotorolaL-2000 

女 47 高職 家管 有 不常使用/

僅接 

10 

0-25 廖 X 福 Nokia 男 51 專科 金屬加工 有 經常使用 5 

0-26 陳 X 元 Motorola 男 50 高職 保險 有 經常使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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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現有行動電話 性別 年齡 學歷 職業 是否使用 使用程度 使用年資

0-27 陳 X 治 
OKWAP 

男 50 專科 電信-網

路 

有 經常使用 8 

0-28 林 X 滿 SE K600 女 48 高職 服務業 有 經常使用 5 

0-29 林 X 樹 Nokia 男 56 大學 貿易 有 經常使用 12 

0-30 黃 X 坤 
Motorola 

男 57 高職 電信-公

話 

有 經常使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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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附錄光碟目錄 

附錄 6.1 原廠使用說明 

附錄 6.2 實驗版本多媒體使用說明書 

附錄 6.3 實驗版本改良紙本使用說明書 

附錄 6.4 最終版本多媒體使用說明書 

附錄 6.5 操作實驗過程紀錄 

附錄 6.6 受測者背景資料與操作錯誤類型分配表 

附錄 6.7 受測者與各實驗方法成功分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