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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 3C 產品整合應用已愈廣泛，行動電話成為一般大眾持有率最高的產品，達

到人手一機甚至是多機的程度，在行動電話日愈強大的功能及繁瑣的操作下，同時也產

生了中高齡者，這個使用上的弱勢族群。產品使用說明的目的，本來是為了讓使用者心

智模式與設計者設計模式彼此間的差異更為縮小。本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1.現今行動

電話的操作介面，對於中高齡使用者來說，是否能正確的操作。2.不同媒介的使用說明

在改善中高齡使用者的操作上是否有差異。而本研究方法是 Norman(1986)為基礎，使用

觀察、放聲思考法及改良式教練法來做資料的收集及分析。希望透過本研究，能了解不

同媒介對於建立中高齡使用者的心智模式上的不同，以期有效的幫助中高齡者學習行動

電話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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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3C industry these days makes electricity consuming device popular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users. When using these complicated mobiles elderly people often feel 

frustrated.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phones’ interface and manual instruction is to establish to 

users’ mental model. This paper proposed a problem that could the elderly people be helped to 

use mobile phone correctly with a manual instruction? The second problem is what kinds of 

manual instruction are helpful for elderly peopl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1)To enable 

manual instruction make user and designer’s mental models to be consistency. (2)To study what 

contents of manual instruction should have.(3)to explore the contents need to know for elderly 

people to use mobile phone propert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Norman (1986)divided into 

procedures. To research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ental Models 

and multimedia manual instruction. The approach follows think-aloud techniques and observing 

users using mobile phones with manual instruction. 

Through this study we can explore that the different media of manual to build up elderly 

people’ mental model are different. Finally we wish the elderly people have no encumbrances to 

use new device. 

 

一、前言 

近年來電子科技的發達，使得消費性電子產品普及化，新產品上市的腳步也越來越

快，市面上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推陳出新，而行動電話則是目前使用率最高的消費性電子

產品，其擁有率也達到人手一機甚至是多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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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快速成長與個性化機能的整合，使得行動電話功能與樣式也越來越多元化，在如此

強大且繁瑣的功能中，雖然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但也相對的產生了行動電話使用的

弱勢族群，就如本身的長輩或是更上一輩的長者們，雖然他們使用行動電話有一段時間

了，但是對於行動電話使用概念架構或是直接的操作上，仍不是非常了解，而在高世安

(2004)碩士論文中也有提到，該族群使用上的困難，除了生理退化帶來的不便外，更多

起因於心理上的無法適應，這樣的情形多來自於該族群行動電話操作的心智模式，不符

合目前行動電話的操作模式。 

一般行動電話都附有紙本的使用說明或是內建式的功能說明，雖然配有這樣的使用

說明，但這樣的情形還是層出不窮。在劉凱明(2005)的碩士論文中，紙本使用說明對於

中高齡使用者在操作上的幫助與問題，有詳盡的闡述。行動電話使用說明的功能，基本

是要傳達設計者設定的產品使用心智模式，讓使用者能在心中建立起相似的心智模式，

並對於產品使用上能有清楚的概念。但是經過普遍的觀察發現，大部分有問題的使用者，

極少閱讀使用說明，並且對於內容無法清楚的了解，這樣的情形，反而造成使用者和設

計者兩者之間，心智模式上更大的差異性。因此本研究透過中高齡行動電話使用者的使

用行，來了解中高齡使用者心智模式建立情形與差異。 

本研究是以中高齡行動電話使用行為觀察為主，進而將來做有關行動電話使用說明

的研究。行動電話是目前最大宗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在我們的生活中習習相關，並帶來

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性，但是在目前中高齡這一代的使用者或是更上一代的使用者，在

使用行動電話上經常遇到了許多問題，對於使用說明的內容說明及介面架構更是迷惑，

無法精確解決使用上的困難。行動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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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模式，而就至今所觀察到的狀況，並非預想中般順利，然而

在中高年齡的行動電話使用者中，這種情形更加顯著。而近年來多媒體的應用層面越來

越多元化，其利用各種媒介資訊豐富之特性，結合成一個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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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想利用中高齡行動電話使

用行為，來了解中高齡使用者在查閱紙本使用說明與多媒體使用說明間心智模式的差異

性故未來以使用者與設計者心智模式的概念做基礎，以多媒體行動電話使用說明為例，

做有關行動電話使用說明的研究及改良設計。 

 

二、文獻探討 

2-1 心智模式 

認知心理學乃是了解在使用行為之中，人類心智運作過程與結構的科學，由於認知

心理學的特性，是適合了解人類擷取資訊的特徵，認知心理學也具有可以評量介面設計

和使用說明的特性，又實驗設計及介面設計也有相似的本質，所以為人機互動相關研究

中最重要的理論依據。 

著名的心理學家 Norman(1988)提出了人類與外界事物互動的過程中，在心中會產生

概念模式，這即是心智模式，如圖 1 所示。Norman 並且將心智模式分成三種：設計模

式(conceptual model)、使用者模式(mental model)和系統映象(system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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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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用的產品，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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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與操作概念，進而與設計師的設計模式符合，這

些都是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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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而 Norman對於系統映像的評估上，做了一些說明： 

 

圖 1 心智模式的類型(Norman, 1986) 

 

（1）主要目標系統。 

（2）設計者模式上的主要目標系統。 

（3）系統的映像。 

（4）使用者模式對目標系統。 

（6）科學家對於心智模式的具體化。 

2-2 使用者介面 

設計師對於產品所要傳達給使用者的資訊內容，應該是以使用者模式為中心，而不

是建立在個人知識之上。然而，專家所擁有的知識，並不一定完全是使用者所需要的知

識。Mitchell&Miller(1983,1986)提出三個現今主要的探討問題：什麼相關的訊息可以顯

示、如何顯示並且什麼時候顯示。其中有許多能在介面設計時做為參考的原則，透過這

些原則，作為介面上處理訊息的輔助，關於中高齡者介面設計相關研究，李傳房(2000)

探討通用設計應用於高齡者介面設計時提出概括性的設計原則：(1) 公平的使用。(2) 使

用上的彈性。(3) 易知覺的資訊。(4) 簡單且可依直覺使用。 

2-3 多媒體之特性與傳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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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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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且互動性更強的環境。而「溝通」是個人或團體將觀念或資訊，藉由媒介、工具或行

動傳遞予他人或其他團體，歷經回饋而共享意見的整個動態過程（林國文，1997）。應用

於多媒體使用說明上，本研究將「溝通」轉化為：「設計者能透過多媒體之媒介，與使用

者進行溝通」。其程序為：  

（1）使用者要接收到設計者所傳達正確之溝通訊息。 

（2）使用者理解階段。 

（3）使用者要傳達出正確之回饋訊息(操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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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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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與心智模式的關係如圖

2所示。 

 

圖 2 使用說明在設計者心智模式下的角色(Rupietta, 1990) 

 

三、實驗方法 

本實驗目的是要了解中高齡者在使用不同行動電話及不同類型的使用說明時，心智

模式變換過程及內容，故實驗過程中採用放聲思考法(think aloud)，放聲思考法是由

Ericsson 與 Simon (1984) 提出，為人機介面中常使用的實驗方法，此方法在實驗過程

中，除了觀察其外部行為外，還可以更深入了解受測者當下心中的想法，本實驗方法，

近年來大量被運用在人機互動介面相關評估與研究上。 

另本研究以 Norman 所提出執行評鑑循環過程為主軸，加上擷取使用者心智模式的

方法(Sasse, 1991)， 如圖 3所示。故實驗方式以問題導向為主，若受測者在實驗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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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難而停頓許久，實驗人員可以適時引導受測者查看使用說明內容，讓任務能繼續

進行。實驗結束後再以回溯法，對於受測者在實驗中，心智模式的變換過程及內容做更

深入的了解。 

實驗架構結合了放聲思考法、提示法及教練法(劉凱明，2005)，三種方法根據不同

程度受測者的操作過程調整。如圖 4所示，在第一個階段中，分為兩次的實驗操作，分

別給予每位受測者 2支不同行動電話及分別配合紙本使用說明與多媒體使用說明，其使

用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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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查閱，同時以放聲思考法進行，若受測者無法負荷或是操作停滯，實驗人員將會進行

到第二階段。 

 

圖 3 執行評鑑的循環過程(Norman, 1986) 

 

第二階段以提示的方式引導受測者進行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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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測者持續發生停滯及放棄任務的情形產生，則

進入到第三個階段。 

第三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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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實驗方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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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實驗規劃 

本實驗受測者挑選在年齡 45 歲以上，65 歲以下，身心健全並能自理生活，並且無

特殊相關工作背景(行動電話相關產業、市場調查等)中高齡者。挑選出 4 支台灣銷售排

行榜前 4 名的品牌，且使用概念與模式類似之行動電話(Nokia6610i, MotorolaE398, 

SonyEricssonK300i, BenQM315)，但資訊顯示的順序、名稱、外部按鍵形狀與排列方式

有些不同。 

本研究的實驗任務設定，為一般行動電話使用的通訊功能為主，進階功能操作為輔，

包括從通話記錄裡尋找已接、未接的目標電話號碼撥打以及更換鈴聲模式，使用數位相

機功能，在執行這四個項目過程中，隨時可查看使用說明。 

3-2 實驗流程 

在實驗開始前，對於受測者會先做生活背景及行動電話使用經驗的調查，之後進行

熱身實驗及正式實驗，在整個實驗的最後，會對於受測者訪談以進行回溯及使用性評價

的調查，以便對心智模式能有更佳的了解。整個實驗流程大致分為下列幾個部分： 

（1）受測者生活背景及行動電話使用經驗調查 

（2）思考口語化熱身實驗 

（3）正式實驗 

（4）與受測者訪談進行回溯 

在回溯的部份，將錄製好的實驗過程影片，撥放給受測者觀看，並且請他們回憶剛

才步驟進行中，思考的內容及流程，隨後進行使用性評價的調查，讓實驗人員能分析受

測者，在操作過程中受到挫折的程度與原因，以便後續改良之參考。 

整個實驗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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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介面、使用說明互動過程，如圖 5圖 6所

示。 

  

圖 6 實驗過程紀錄(多媒體使用說明) 圖 5 實驗過程紀錄(紙本使用說明) 

 

3-3 測試實驗 

在整個正式實驗開始之前，先進行了一項測試實驗，以了解本實驗流程及架構是否

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本實驗先以 NOKIA 6610i與 SonyEricssonK300i做為載具，以及

配合兩本不同媒介(紙本、多媒體)的使用說明供其參考，並給予受測者既定的四個目標

任務，分別為：(1)尋找未接來電並撥出；(2)尋找已接來電並撥出；(3)更換操作模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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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機功能拍攝照片，且以放聲思考(思考口語化)的方式進行之。 

3-3.1 平時會使用的行動電話功能 

（1）開關機 

（2）從電話簿找出電話號碼，撥通電話。 

（3）利用按鍵撥出電話號碼，撥通電話 

（4）接聽來電 

（5）尋找已接與未接來電 

備註：除了上述五項功能外，其餘功能皆不會操作，偏向弱勢族群。 

3-3.2 實驗結果 

透過使用者的操作觀察實驗，本研究在實驗的記錄下歸納出以下幾點實驗結果： 

（1）受測者透過傳統紙本與多媒體使用說明查閱時，對於按鍵的外觀，有許多認知上的

問題，對於搖桿鍵，始終認為只是一個按鍵，並不認為是可以做五個方向的操作。 

（2）透過紙本使用說明查閱時，由於軟鍵外型與螢幕外框結合，使受測者辨識不易，且

與螢幕下方的文字不易對照，故受測者無法以正確和相同的程序操作所需功能。在

透過多媒體使用說明的呈現下，配合閃爍的圖示可以很明顯的提醒受測者。 

（3）受測者對於雙鍵合一的按鍵，認知也是不足，剛開始不認為那是 2個按鍵，在受過

諸多嘗試後，才開始建立模式。 

（4）再查閱紙本與多媒體使用說明時皆出現，受測者常常忘記自己上一步按到什麼按

鍵，或是忘記某個按鍵的功能，這印證了心智模式是不連續及容易忘記其細節的概

念與特性。 

（5）受測者常常陷入迷路的狀態，不知道現在自己位於系統的第幾層，位於系統的那個

部份。 

（6）在實驗中，使用多媒體說明的受測者電腦常會停滯在某一畫面，不知該怎麼進行下

一步，也不知該如何做嘗試，顯然對於系統有懼怕感。 

（7）在實驗的過程之中，受測者時常忘記要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需要實驗人員多方提

醒，才能夠進入狀況。 

（8）在受過教練法的引導以後，受測者還是不能清楚的記住每個步驟，還是需要諸多反

覆的練習，概念才會更加的清楚。 

 

四、結果分析與討論 

經由測試實驗結果發現，中高年齡的使用族群，對於行動電話中介面系統的使用概

念架構不是非常清楚且了解，還是以先前類似電子產品的使用經驗，來套用在現在的使

用模式上，所以此族群對於使用的心智模式可以說算是相當破碎的。 

他們對於系統階層的概念薄弱，對於虛擬的事物很難做邏輯的推斷，若使用說明在

此時無法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時，受測者很容易在介面的功能階層之中迷路，而無法從

回復到上一層時，常直接按掛斷鍵或是直接重開機來做為回復的手段。並且按鍵與螢幕

文字相對應的操作方式，以中高年齡族群的心智模式來說，並未佔有很大的意義，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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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覺的將按鍵和軟體內容聯想，又使用說明的內容讓受測者看了一知半解的情況下，

受測者常不知道如何開始操作，便透過錯誤的嘗試來了解按鍵功能。從觀察受測者在實

驗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時常無法做出很有自信的操作，徬徨無措，顯然對陌生的系統會

有懼怕感，這方面若多媒體使用說明的親和力不足時可能會帶給受測者更大的心智負擔。 

本實驗比較大的困難度，在於受測者往往思考的時候，沒有很確切的將思考口語化，

會有停頓的現象，導致實驗無法順利進行。行動電話本身按鍵圖示的設計與多媒體使用

說明的介面上，也會影響受測者操作，若未配合文字的情況下，可能無法從簡易的圖示

裡面，了解其功用。 

 

五、結論 

中高齡使用者使用行動電話的心智模式，通常無法順利的從系統映像中，了解到設

計師的心智模式，使用障礙出現的情形總是層出不窮。由此前測實驗的結果可以看到，

中高齡者對於使用上之心智模式是相當薄弱且破碎的，並且沒有層級的概念，在進入稍

微深一層選單時，就很難再回到主畫面，因此會有迷路的情形產生。目前因行動電話的

功能日益強大，故常有一鍵多功的軟鍵或是搖桿鍵，但中高年齡使用者在此方面，卻很

難可以清楚的分辨，一個按鍵可以在不同的操作模式下，具有不同的功用。有如按鍵與

螢幕相對應這類型的系統映像，對於中高年齡使用者來說，則是發生障礙上的主因，並

且螢幕裡文字所代表的意義，也是讓他們無法清楚的了解。 

使用說明主要的功用，是為了要讓使用者能快速的了解設計師的心智模式，但使用

說明往往沒有適時的發揮功用，反而會讓使用者更為迷失。目前市面的上的使用說明，

主要還是以條列式功能說明為主，大多為功能各別說明，沒有整體關聯性的概念解說圖，

這對於中高齡使用族群在建構行動電話使用心智模式上，並沒有很大的幫助。中高齡使

用族群對於從不良文字敘述訊息，去聯想行動電話介面軟體操作，是相當困難的，所以

容易造成個人解讀上的誤差，進而產生障礙。許多使用說明也會配合簡易插圖或是圖示，

來增強對於軟體及硬體使用說明的效果，但是平面印刷的圖示，對中高齡使用族群來說，

還是很難直接聯想到軟體介面上。 

在前測版本的多媒體使用說明上最大的問題點，在於因採用單一畫面的分格動畫方

式來呈現，雖說在動畫呈現方面，能夠給予受測者一定程度的幫助，但也因此產生了相

當多的層次，使受測者必須需去記憶更多的階層與步驟，造成受測者而外的負擔，並且

未將多媒體的跨界性質作一完善的應用，如：聲音、視訊影片、互動影像…等，使得本

前測的多媒體使用說明並未呈現出如預期般之成效。使用者在任務進行中的行為，會隨

著系統及外界的影響而有所變化，並無法在先前準確的預測。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內容，

亦會隨著任務中的需求，而有所調整變化。以多媒體使用說明為例來看，假設像使用者

在瀏覽網頁時，心中會出現類似一個概念的連結地圖模式，若網頁裡面的使用介面與內

容能越符合使用者心理的期待，則越有較佳的效果。軟體介面設計不良，或擺放的內容

或位置不符合需求，這都會破壞使用者的心智模式。 

現今產品本身的系統映像無法將心智模式與設計模式的差異性縮短，那使用說明應



2006 設計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1-265 

該就要發揮其該有的功能，以更淺顯易懂的系統映像來教導使用者，幫助他們建立更完

整、更清晰的使用概念。 

 

六、未來研究方向 

    由文獻與前測實驗中，可以了解使用說明的內容，應該是要建立在一般使用者可以

了解的知識上，而不是以本身專業知識來做為觀點。因為專業知識，並不是使用者一定

需要知道的資訊。 

設計者應當提供適合使用者的使用說明，幫助初入門的使用者學習。使用說明的介

面與方式，應適當的根據不同類型的產品做調整，並且呈現的內容，應由淺入深，先從

簡單的概念開始，當使用者已經適應並成為習慣後，再以呈現具有較高難度的技巧及內

容。因此，如何呈現知識內容對使用者是有幫助的，什麼樣的資訊呈現對於使用者是更

適當的，什麼時候顯示資訊會更恰當，這都是本研究想要探究的問題。 

本研究未來希望能夠透過更為完善多媒體使用說明，來了解使用者在觀看時，心智

模式運作的情形，並且比較在觀看改良紙本(劉凱明，2005)與多媒體使用說明間的差異

性，以發現心智模式的改變。故研究方法會偏向中高齡使用族群，在查看使用說明的行

為觀察，以放聲思考的方式進行實驗，了解外在行為與心智模式相對應的關係。進而將

所觀察到的現象及所蒐集到的資料，做為日後以不同媒介呈現使用說明改良設計的方

針，史中高齡者也能更容易的學習行動電話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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