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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者介面發展至今已由過去的文字指令轉換成圖形化導向，介面上所運

用的視覺元素越來越豐富而多元，但是介面上的要素越多，就更應該透過一個完

善的視覺架構來整合，規劃一套完整的頁面配置設計，有助於使用者理解介面中

的資訊架構。 

    近年台灣有睡眠問題的人數不斷攀升，而電子睡眠日誌是一項針對失眠患

者所開發的產品，將傳統紙本睡眠日誌數位化，整合各項需填寫的項目，運用觸

控式螢幕作為操作介面，以提昇整體使用性。然而觸控介面的操作方式，主要是

以手指或觸控筆直接在螢幕上點擊操作，有別於以往傳統電腦螢幕介面是以滑鼠

或鍵盤為主的輸入方式，為了因應此不同的輸入模式，電子睡眠日誌在設計時，

其介面的視覺呈現，就必須調整為適用於觸控介面。 

    本研究以一般介面的設計原則為基礎，發展出合適於觸控介面之電子睡眠日

誌的介面設計，經過兩階段實驗，共三個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測試後發現，良

好的頁面配置可讓使用者從中得知操作順序，能有效提升操作效率。此外，針對

電子睡眠日誌之介面設計評估的結果如下：(1)介面設計需要各領域專業人員的

配合，跨領域合作才能相互整合出一套完善的介面系統；(2)圖形化的呈現必須

能產生直接的聯想，若圖形的類比設計不當，使用者必須一再思索才能理解；(3)

步驟式的填寫能提昇操作效率，依循介面的引導，逐步往下填寫，減少思考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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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4)介面上罕見的用詞須謹慎使用，使用者對字詞的意義不甚了解會間接影

響操作，應在事前對使用者詳細說明。 

    另外，針對介面之頁面配置設計的討論結果如下：(1)頁面配置應具有結構

上的意義，所有配置都應有各自代表的作用存在，才能讓頁面建立起無形的操作

順序；(2)善用一致性建立規範，可以形成具有邏輯和秩序的頁面；(3)頁面配置

與互動設計需妥善整合，可利用物件－運作介面模型（Object-Action Interface 

Model, 簡稱 OAI 模型），將介面上的物件、使用者動作、各物件在介面上所呈

現的動作同步整合；(4)頁面元素多寡和階層深淺需協調運用，妥善規劃頁面「廣

度」與「深度」的分配，取得兩者之間的平衡，才能展現良好的使用性；(5)觸

控介面的頁面設計，需格外謹慎考量配置問題，避免頁面訊息被操作者的手部遮

蔽；(6)審慎運用頁面配置設計原則：用一致的原則來建立介面的基本設計規範，

包含邊界、圖像、文字、色彩；運用象限優先原則時，需考量元素本身的視覺強

度是否會造成影響；對稱性平衡若無任何強調性的設計，容易讓使用者無法從頁

面中區分優先操作的部份；使用群組原則時，在按鈕字義相似且擺放位置近的情

況下容易破壞群組作用；運用連續原則時，若要加強其連續性，可將物件對齊置

放於同一個直線上。 

關鍵詞：介面設計、圖形化使用者介面、頁面配置、睡眠產品、觸控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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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ser-interface has evolved from text-instruction in the past 

to graphic-oriented now, and interface has been more varied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element. The increased number of elements on interface should be integrated 

through an integrated visual structure. A completed layout design is essential for a 

user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face. Nowadays,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in Taiwan have sleeping problem. Our subject is Electronic Sleep 

Diary (ESD), a product developed for insomnia patient, digitizing the traditional sleep 

diary (TSD) on paper. ESD integrates every element in TSD and applies touch screen 

as the operational interface to increase the usability. The ideal way of operating a 

touch interface is to touch on the screen by fingers or a touch pen directly, not lik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using mouse or keyboard.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interface in ESD has to be designed to be accordance 

with touch interface for its different ways of input.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he 

interface for ESD, being based on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licable in touch screen. 

Thre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interface have been designed with two-step 

experiments to examine their usability. 

    The result of examination is that a fine layout can have the users comprehend the 

order of operation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operation.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evaluating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ESD are as the following: (1) A successful interface 

design needs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t can result in a better interface system; 

(2) Graphic representation should have direct association that enables users 

understand the graphic analogy in design; (3) A clear procedure of writing a sleeping 

diary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operation and reduce the time of thinking; (4) Be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iv

careful when using jargon in interface. The operation would be affected indirectly due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rminology. A detailed description is 

needed for the use of jargon.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discussing the layout design of the interface are as 

thefollowing: (1) There should b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to layout. All layouts 

should have the self-representative effects, and can help users establish an underlying 

sequence of operation; (2) Maintaining consistency helps to establish the logic and 

order of the interface; (3) Screen layout and interaction design should be 

well-arranged and integrated using Object-Action Interface Model; (4) Balance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number of elements in single screen and the depth of the 

hierarchy; (5) The layout design of touch screen should avoid the page information to 

be covered by user`s hand; (6) Applying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page layout seriously 

helps the usability: Using the principle " Consistency" to establish the basic standard 

of interface design, including border, image, text and color; when using the principle 

"Quadrant Preference", it should be noticed the visual strength of elements reduce the 

effect or not; symmetrical balance makes user not recognize the priority of pages; the 

buttons of similar meanings and with close distance prevent the effect of the principle 

“Grouping”; aligning objects increase the effect of principle "Continuity". 

Keywords: Interface design, Graphic user interface, Layout, Sleeping Diary, 

Touch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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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不斷開展，電腦的普及與進步使得許多產品的開發更加便於使用，

過去電子產品的介面多以文字指令來控制，演進至今已發展成以圖形為主的使用

者介面來操控，使用者可免去記憶成串艱澀的文字指令，除了讓介面整體更貼近

現實世界的操作經驗外，同時增添了視覺美感。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組成的視覺元素除了常見的圖像

（icon）之外，還包含了其他圖形的物件、視窗、選單、色彩、文字欄位、版面

配置……等，過去國內在此領域的圖像方面有豐富多樣的研究。然而所有的圖形

設計都會涉及視覺階層的概念，介面上眾多要素均需一個完善的視覺架構來整

合，而上述這些都應涵蓋在一套完善的頁面配置規劃中，有了良好頁面配置設計

可以讓使用者輕易地從介面理解其中的資訊架構（Tidwell, 2006）。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應用從一般的作業系統、網站、軟體，至今已普遍使用

在手機與其他掌上裝置及消費性電子產品上。2009年微軟公司發表最新的作業系

統Windows 7，包含全面性的觸控功能，支援多點觸控，此舉也引領周邊相關產

品的觸控式熱潮，此輸入模式的革新也連帶影響使用者介面的設計原則。 

    近年來台灣有睡眠問題的人數不斷攀升，使各醫院紛紛增設睡眠障礙中心以

及特別門診。造成睡眠障礙的因素廣泛，不單只是一般所認定的心理壓力大、生

活習性改變這些原因而已，在一天之內所從事的各項活動皆有可能是失眠的成

因，為使醫師的治療能更加充分地找出病因並對症下藥，針對特定患者會要求在

問診服藥之外，追蹤其日常作息作為進一步的診斷根據，所以患者必須每日按時

填寫紙本的「睡眠日誌」（Sleep Diary），以十四天為一週期，內容涵蓋睡眠、飲

食、運動、心情狀態、助眠用藥情形……等，所以無論對醫師或患者而言，睡眠

日誌都是一份具參考價值的診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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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紙本睡眠日誌填寫上存在著諸多不便和缺點，包括文字資訊眾多、容易

遺忘填寫以及填寫效率慢……等，而電子睡眠日誌整合了各項需紀錄的項目，簡

化填寫步驟和時間，運用於觸控介面以提升輸入資料的正確性及效率。本研究將

關注於介面的頁面配置，暸解如何經由完善的視覺組織與架構將各項視覺元素適

切地應用在觸控式螢幕的電子睡眠日誌中，透過文獻回顧探討以及測試，歸納出

適宜的設計原則和使用性。  

  1.2 研究問題 

    利用觸控式螢幕及數位化協助的睡眠日誌，目的是提升使用性，為目前國內

少見的一項電子產品。一般電腦螢幕介面的輸入方式是以滑鼠或鍵盤為主，然而

觸控介面有別於此，是以手指或觸控筆直接在螢幕介面上點擊操作，所以為了因

應此不同的輸入模式，介面的視覺呈現必須調整為適用於觸控介面，本研究問題

為如何以一般介面的設計原則為基礎，發展出合適於觸控介面之電子睡眠日誌的

使用。 

1.3 研究目的與目標 

    將使用者介面上的資訊轉換成視覺化導向的主要作用在於能加速學習操作

又能兼顧美觀，然而兩者應該如何相輔相成才能產生加乘之效，本研究以圖形化

使用者介面為出發點，以介面設計中的頁面配置為重點，應用於電子睡眠日誌的

產品介面中，經由實驗測試後，提出未來觸控介面設計中頁面配置之參考。 

本研究之目標分述如下： 

1. 研究現有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中頁面配置設計的原理原則，將之應用於電

子睡眠日誌之設計。 

2. 了解電子睡眠日誌的頁面配置對使用性的影響。 

3. 根據目標 2 的成果重新設計，探討介面之頁面配置相關發現，並提出最

終介面的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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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之流程與架構 

根據本研究之問題與目的所規劃之研究的流程及架構如下： 

一、緒論 

說明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問題的陳述與目的以及整個研究發展的架構、設

計與步驟流程。 

二、文獻探討 

針對電子睡眠日誌之背景、使用者互動介面、認知心理、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頁面配置原則之文獻進行討論。 

三、研究方法與介面發展 

依據文獻探討內容歸納出整體研究與介面發展的架構。在介面發展部份，依

序對電子睡眠日誌進行互動設計與頁面配置兩大部分的建構。 

四、初版介面測試與評估 

    使用三種分析方式，分別是非參與式觀察、操作績效及使用性問卷調查，探

究初版設計的問題點，提出評估與建議並以此為修正根據。 

五、修正版介面之實驗與評估 

根據前述所提出的重點與問題點進行電子睡眠日誌修正設計，同步整合互動

設計與頁面配置規劃，以求介面設計的完整性。最後進行實驗測試，包含操作績

效、頁面配置感受量表、工作負荷量指標量表、使用者滿意度量表、專家評估，

並針對實驗測得之結果，探討本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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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討論與最終介面設計 

    依據修正版介面實驗分析結果，進行電子睡眠日誌介面的比較以及頁面配置

的討論，最後提出最終介面的設計。 

七、結論與建議 

綜合歸納整體設計與實驗，全面性檢討並提出整個研究的總結，替未來發展

提出參考建議的事項。 

 

 
圖 1- 1 論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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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為探討與本研究有關的理論，並能實際運用於電子睡眠日誌的介面

設計中，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探討，分為電子睡眠日誌介紹、使用者介面、認知心

理、以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四大範疇，釐清並彙整出適合本研究執行

之理論依據。文獻探討的架構如圖 2-1 所示。 

 
圖 2- 1 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2.1 電子睡眠日誌 

   電子睡眠日誌（Electronic Sleep Diary）是以傳統紙本填寫的睡眠日誌為基礎

來開發的產品。將傳統紙本睡眠日誌透過電子數位的方式呈現，結合患者一日的

互動情境與易操作的使用介面，它的特色包含了融合鬧鐘功能的貼心提醒紀錄、

簡易的互動操作介面與融入於臥房的外形。這些以使用者為中心所設計的功能與

服務，將使患者於睡前能確實地記錄睡前日誌；起床後能從容地完成睡醒日誌。

長久下來，不但提供給醫生一份完善的睡眠記錄，更增添克服睡眠困擾的信心（雷

凱俞，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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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睡眠日誌 

     根據台灣睡眠醫學學會統計，台灣有超過四分之ㄧ，至少六百萬人有睡眠

障礙，而失眠會促使生理作息與心理狀態紊亂，睡眠這項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已

變成部分現代人生活上的難題。記錄「每週睡眠日誌」是處理睡眠問題的首要步

驟，可以靠著簡單表格的協助，探討睡眠中實際的事情，每天晨起填寫此表格，

不僅幫助記錄過程，還可找出影響睡眠的日常活動及改變（丁美月，2007）。 

睡眠日誌已成為評估失眠的主要工具，可以在治療期間介入持續使用，因此能夠

評量與治療有關的改變與結果，並與患者最初睡眠困擾的基準值進行比較。而最

少的記錄時程是兩週（Morin & Espie, 2008）。 

   睡眠日誌的呈現並無固定的形式，依據不同睡眠問題的需求而有差異，可概

分為「標準睡眠日誌」與「圖示睡眠日誌」。 

(1) 標準睡眠日誌：包括患者個人的睡眠習慣與品質，分別以數字形式填寫

前一晚的睡眠型態，如圖2-2所示。 

 
圖 2- 2 標準睡眠日誌的紙本範例（資料來源：Morin & Espie,  2008） 

(2) 圖示睡眠日誌：在水平軸上呈現相關的資訊，適用睡眠區段有所延遲的

患者，如圖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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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圖示睡眠日誌的紙本範例（資料來源：Morin & Espie,  2008） 

   由於睡眠日誌現今無統一的版本及規範，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是由醫療團隊

所協助歸納的必需記錄項目。填寫內容主要分為睡前日誌與睡醒日誌，在睡前日

誌部份，是在上床睡覺之前填寫，主要紀錄的項目是清醒時所發生的事件，包括

小睡、運動、飲食、其他、心情狀態、睡前活動，分別依項目性質紀錄其種類、

時間長度及使用量的子項；睡醒日誌則在起床後填寫，主要是紀錄睡眠期間的事

件，包含助眠藥物、入睡時距、中途醒來、清醒時距、睡眠品質、其他，各項目

的填寫子項類似睡前日誌有種類、量尺的差別，詳見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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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日誌事件項目 

2.1.2 觸控式螢幕 

觸控式螢幕現今已逐漸廣泛應用在電子產品中，其操作方式為使用手指或觸

控筆點擊螢幕，訊號即可輸入到感應式的液晶顯示器，省去外接式的按鈕面板，

是一種相當便捷的裝置，而液晶螢幕的畫面也可立即產生反饋的效果，直接性的

互動方式讓電子產物更加符合人性需求。目前觸控式螢幕使用最普遍的是提款

機，其次是 PDA 和車用衛星導航儀……等。 

2.2 使用者互動介面 

     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是科技高度發展的今日不斷討論的

問題，以使用者為中心開發的產品便利了人類的生活，若聯繫產品與使用者的媒

介設計不當，將阻礙人與機器間的良好互動。「系統」為一群彼此相關的物件同

時運作且構成一個整體，Sanders 和 McCormick（1992）談到，在系統裡，人是

扮演主動的角色，與機器互動後會經過三個階段以處理訊息。圖 2-5 可以清楚說

明人機互動系統的概念，機器的螢幕顯示器呈現欲傳遞的資訊，形成刺激給使用

者，經過人類可感知的器官，引起使用者轉換這些接收的資訊進行處理，此即知

覺與認知的階段，在最後做出決策並有所行動，是產生反應的行動控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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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電子睡眠日誌之人機互動系統 

     其中，在人與機器之間存在著溝通兩者各種交流的媒介，這就是「介面」。

介面定義根據 Weinschenk （1997）闡述，是指使用者可見的以及能與其互動之

應用的部分，它是與軟體運作的基礎架構、結構、編碼相關，但並非全然相同。

而胡佑宗（1996）譯自 Bürdek, Bernhard E.的《工業設計－產品造型的歷史、理

論及實務》中提到，所謂介面，即是傳遞人機之間所有的交流溝通，狹義而言包

括了輸出和輸入裝置。在軟體設備裡，使用者能夠方便而有效率地經由介面操作

來達成雙向互動之目的。  

  而容易使用的介面，應包括：效率好、品質佳，操作行為可不經過思考容易預

想操作結果，而操作方法易於理解，系統介面應設計成使用者容易學習，甚至可

以不必學習，使用後也不易忘記，還能讓使用者有愉快的使用經驗，甚至有滿足

感（吳立雅，2004）。 

2.2.1 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  

    良好的介面設計對使用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設計者必須考量使用者如何去

觀看、理解及思考（Galitz, 2007），在介面設計的部分，有眾多前人所提出的方

法，這些並無一定準則且非全然適合，必須依照需求來進行不斷地修正及調整。

而 Shneiderman （2005）提出了使用者介面的八個黃金定律，如前述所言，沒有

一套原則可以稱得上完整，但這八個原則已經被眾人接受，並且被視為設計者的

指南。八個黃金定律描述如下： 

1. 為一致性努力：這是最常被違背的定律，但也因為有許多一致性的形式，

所以要遵循也十分簡單。 

2. 滿足普遍的可用性：為了幫助內容轉換，需要了解不同使用者的需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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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時考慮介面的彈性。初學者與專家的差異、年齡範圍、殘障者、和

技術的多樣性，使得引導設計的需求範圍更加廣泛。 

3. 提供有用的回饋：每個使用者運作都應得到系統的回饋。對出現頻繁且較

不重要的運作，可以做適度的回應。然而，對於出現頻率不高但重要的運

作，則應回應更多的內容。 

4. 設計結束的對話：在完成一個群組運作時，能產生滿足感、解脫感，讓他

們可以拋開替代方案，提供他們準備進行下一群運作的訊息。 

5. 避免錯誤：儘可能設計出不會讓使用者犯下嚴重錯誤的系統，若使用者犯

錯，介面應該要能偵測出錯誤，並且提供簡單的、具建設性的、和詳細的

引導來復原錯誤。 

6. 允許容易取消運作：儘可能地讓執行的運作可以回復。這個特質可以紓解

使用者的焦慮，因為使用者知道若犯了錯誤可以復原，可以鼓勵他們嘗試

一些不常用的功能。 

7. 支持內在的控制感：資深的操作者強烈地想要有掌控介面的感受，和介面

所回應的對他們的運作的感受。 

8. 減少短期記憶負擔：人類有短期記憶上的限制，表示畫面的內容要保持簡

單、合併多頁的畫面內容、減少視窗移動的頻率、並分配足夠的訓練時間

給編碼、記憶術和運作順序。 

2.2.2 資訊架構中的組織結構 

 Rosenfeld 和 Morville （2004）認為優良資訊架構的基礎是設計良好的階層

式系統，階層式系統中互斥的分枝和上下從屬關係是既簡單又明瞭，這樣的結構

具有說服力，且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又快速地了解操作方式，也能據此發展心智模

式，並理解自己在此結構中的位置。 

    階層式結構的類別是彼此互斥的，對單一系統組織而言，必須在排他性和包

容性之間的張力取得平衡。在結構的分類法中，寬度和深度之間的平衡是重要

的，寬度指的是階層式系統中每一層的選項數目；深度是階層式系統中的層數。

Vogel （2003）指出良好的階層架構原則包括：深度以5層為宜，最多不超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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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在廣度方面，同義詞不應分割層級，應儘量合併；在平衡度中，類別所含子

類應儘量一致，避免有大小類差異。Zaphiris （2000）談到過大的深度和廣度都

會影響使用者取得資訊的速度。 

    Shneiderman（2005）所提出的「物件－運作介面模型」（Object-Action Interface 

Model, 簡稱OAI模型）則是階層式結構的一種應用，它能為介面設計者提供完

善的引導。如圖2-6所示，OAI模型是著重於解釋任務和介面物件及運作之間的

關係，透過層屬的分析，將目標分化成多個子目標，以階層的方式逐層進行任務

分析，進而完成介面設計（吳智豪，2004）。 

 
圖 2- 6 OAI 模型的概念（改繪自 Shneiderman, 2005） 

2.3 認知心理 

    Norman（1988）提到良好的「概念模式」能讓使用者操作時預估動作會產

生的結果，可減少使用者的學習時間，就算發生錯誤也能輕易地找出解決方法。

概念模式可區分為三類：心智模型、設計模型、系統印象，其中概念模型是最重

要且最困難的部分（Norman, 1999）。圖2-7說明了電子睡眠日誌中三者的關係。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12

 
圖 2- 7 電子睡眠日誌之概念模式（改繪自 Norman, 1988） 

    心智模型是透過可見的物件所發展出來的心理模式，作用是使用者面對全新

的產品時，能獨自思考下一歩如何操作並預測可能發生的狀況。尤其在介面沒有

提供健全的概念模式時，使用者解決狀況會更加困難，因此如果介面可以讓使用

者形成正確的心智模型，在面臨錯誤時，便能輕易而正確地找到問題所在。   

    設計模型是設計者心中對產品的概念，也是設計師認為系統應如何運作的一

套模式。理想的狀態是設計模式與心智模式一致，才能達到最佳的溝通。此外，

使用者與設計者是經由系統本身在溝通，包括系統的外觀、操作、反應，因此系

統印象就顯得格外重要，系統印象大多透過介面可見到的物件與使用者心中認為

該物件會如何反應所產生。而設計者在本身未與使用者直接溝通的情形下，要達

到心智模型與設計模型完全一致，所有的溝通就必須全憑系統印象，因此系統印

象若不能呈現出清楚且一致的設計模式，那麼使用者將產生一個錯誤的心智模

式，進而發生溝通不良之狀態（吳智豪，2004）。 

2.4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問世的宗旨是將過去艱澀難懂的文字指令轉化成視覺化

導向的畫面構成，目的是提昇介面的使用性。當種種介面的視覺元素顯示在畫面

時，其內容和形式是相當重要的，它決定使用者與系統互動的成功與否。如果畫

面上顯示的資料令人感到困惑，或無法提供使用者所需的資訊，使用者便會產生

不良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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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編排可以充分利用視覺關係的原則，設計師必須自己控制較高階的設

計元素。當設計師小心謹慎的處理視覺關係時，版面的空間邏輯可以幫助使用者

了解到潛藏於各個獨立元素之間的相對關係。當以上的原則適當的引用後，每個

元素的意義則決定於與四周元素的相對位置關係，詳盡的文字便可以減少（方裕

民，2003）。 

2.4.1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在人機互動範圍中，使用者在螢幕所看見的一切就是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以圖

形的方式直接顯示出來的。而所謂「圖形化使用者介面」是指具有直接操弄特性，

並且是高度圖形化的系統，圖形使用者介面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元件：視窗、操

作圖像、功能表與指示工具等的結合，而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與使用者互動也是目

前使用者介面的主流（Kollar, 2003）。 

   一個好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系統應具備下列幾點特徵：介面視覺化、點選的

互動方式（Pointing and selecting）、物件導向、操弄導向、靠識別而不是靠記憶、

以使用者的應用為主、能接近使用者的觀點，讓使用者照自己所需，自行調整介

面。因此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讓電腦變得更具有人性素養（李青蓉，1998）。 

2.4.2 頁面配置 

   在使用者介面的顯示上，良好的版面規劃可以讓使用者所看見的各項視覺元

素形成秩序性，秩序代表使用者可以從中得知操作的先後順序及彼此的關係。圖

形化使用者介面中有許多與版面規劃直接相關的呈現方式，根據Tidwell （2006）

對於對話盒、視窗、頁面、螢幕之視覺呈現的描述，網站、Web應用、以及硬體

裝置可以讓使用者一頁一頁移動，視窗與網頁在這方面很類似，因此將對話盒、

視窗、頁面、螢幕通稱為「頁面」。電子睡眠日誌的主要顯示方式為螢幕，但是

基於使用性及互動性的考量，呈現上會搭配使用對話盒等視窗及桌面應用常採用

的導覽方式之設計，因此本研究延續Tidwell （2006）之規範，統稱為「頁面」

以便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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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頁面配置主要和組織與視覺架構相關，據方裕民（2003）的闡述，主要是

以系統化的方式，提供讓使用者的視覺可以遵循的路徑。當使用者去體驗介面

時，視覺的路徑是一大助力。架構影響了視覺經驗，原因在於當使用者看到介面

第一眼時，螢幕顯示被萃取出來的、同時可以提供引導使用者操作之先後次序的

資訊。由於使用者可以毫不費力、自動地體驗出視覺架構，這種現象可以提供重

要的溝通管道，設計師可以利用這個溝通管道來幫助或中斷使用者操作。 

2.4.2.a 網格系統 

    網格系統（Grid System）在執行介面設計的初期而言，提供了一個獨特又有

效的框架，是辨識構圖內部順序及一致性的關鍵（Elam, 2004）。在這樣的設計

技巧之下，設計者用矩形的設計網格來分割空間，目的是規劃出基本的編排形

式，而組織網格的格線（Grid Line）之間均具有一定的比例，因此物件得以放在

適得其所的位置。當頁面配置遵循網格系統時，物件可以依其來估算尺寸大小及

適合的位置，故它們能夠沿著格線來對齊，並且填滿一個完整的水平及垂直區域

（Feiner, 1988）。 

    基本的網格系統是由一組平行的水平線和垂直線所構成，謂之格線（Grid 

Line），用以將配置分割成具有完整的視覺性及概念的單元（Units），一條條隱形

的格線彼此交叉劃定界線後，便會形成一些矩形單元，用來規範介面上物件置放

的區域。同樣地，這些格線也會建立外部邊界的範圍，如圖2-8所示，讓不同的

物件之間能在空間內組成。配置的網格可以同時應用在頁面的前景及背景（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圖 2- 8 網格系統 

 
圖 2- 9 根據網格系統所建立的配置 

    Feiner（1988）談到網格系統對介面設計而言，其特點是可以獲得一致性的

設計，如同結構性的樣板（template）。而另一項最大的優點就是產生一個編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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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Prototype），從實際的展示中輕易制定物件配置的各種例子，因為沒有任

何設計者願意在起始時就形成錯誤，只願意從最正確的介面來作為開端，因此使

用網格系統便能輕易地創建及修改介面。 

    然而時至今日，某些多媒體介面及部分使用者介面並無法單憑水平線和垂直

線所構成的網格系統就能滿足，延伸性的作法是將整體配置奠基於其他的線條

上，像傾斜線、不連續線、多邊形（例如：菱形）、平面（例如：有消失點的平

面）、體積（例如：圓柱），因此配置網格系統的作法就能拓展到由點、線、形狀、

體積所構成之視覺框架（Visual framework）的概念中（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如圖2-9所示）。Tidwell （2006）也提到一個好的視覺框架的確需要包含進一

個配置網格，但是也應有其他的外觀感覺項目，像是視覺細節……等。 

2.4.2.b 視覺階層 

視覺化的階層就是運用視覺上的技巧讓所有視覺元素分層地被區分出來，可

以從中了解介面上什麼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概念應該要最突出，最不重要的概念

應該要最不突出，使用者應該會很容易從配置中得知資訊架構。開發一個基礎的

視覺框架，必須確定是否有達到所需要的不同的階層層級，像標題、次標題、清

單、導覽列、以及動作按鈕。Tidwell （2006）提出幾項有助於視覺階層配置的

機制：左上角的喜好、空白、對比字型、對比背景和前景顏色、位置與對齊和內

縮、線與框及色條 

2.4.2.c 視覺流 

    視覺流（Visual flow）追蹤使用者的視覺軌跡，與視覺階層直接相關。設計

良好的視覺階層會將焦點放在頁面，將注意力牽引到最重要的地方，而視覺流會

帶領眼睛，從這些點進入較不重要的資訊中。使用者習慣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

閱讀方式，一旦頁面上有出現視覺焦點時，便會分心，不再依循原來的次序

（Tidwell, 2006），此般結果之優劣與否端看需求而言。 

    焦點是眼睛離不開的地方，使用者傾向於跟隨焦點，從最強到最弱，較好的

介面只有一個焦點。使用者的觀看方式不只在預定的視覺系統之下，也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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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認為不需要看的東西，將重點放在該頁重要的地方，這意味著，環境背景也

在視覺流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另外，好的視覺流對於使用者眼睛的負擔較

低，將物件和按鈕放在直覺的視覺路徑上，在路徑的終點，放置完成這個工作的

連結或路徑（Tidwell, 2006），如此一來，使用者可以降低耗費力氣在視覺搜尋。 

2.4.2.d 頁面配置原理原則 

    頁面配置是一種操控使用者注意力的藝術，用來傳達意思、順序、以及互動

點（Tidwell, 2006）。當設計者開始描繪一個使用者介面的組成時，第一件要做

的事就是選擇合適的互動方式及互動物件，互動物件意即頁面上所有視覺可及且

具有互動性質的控件，在此簡稱物件；而第二件要務則是由這些所選擇的物件中

劃定基本的編排配置，安排之順序是從最重要的至最不重要的，甚至有些可以採

用「有需要才出現」（Extras on Demand）的原則，因為頁面上有太多東西要顯

示，呈現最重要的內容，將其他的隱藏，讓使用者可以透過單一而簡單的操作看

到完整的內容。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處理物件和文件時，常常會記得它們在哪裡，而不記得

它們的名字，傾向於使用空間記憶（Spatial Memory）來找東西，這相當有效率。

許多應用會放置對話盒的按鈕（確定、取消……）在可預期的地方，部分原因正

是空間記憶的影響，而在複雜的應用中，人們也會透過位置的關聯來找東西。另

外，在頁面上加某些東西，通常不會造成困難，但是重新安排既有物件可能會打

斷空間記憶，讓東西變得不容易找到。根據認知上的說法，清單和選單的上面和

下面是空間記憶的位置，使用者比較容易注意並記憶上面和下面的項目，而較會

忽略中間的項目（Tidwell, 2006）。 

    在頁面配置的方法中，有許多視覺技巧可以運用在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呈現

上，Gillo （1994）與 Vanderdonckt （1994）提出了可應用於使用者介面之頁面

配置的四大原則，分別是物理性原則、組織性原則、關聯性與分離性原則、以及

次序性原則，所包含之子原則項目如表 2-1 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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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四大原則內容 

物理性原則    
（Physical Techniques）

組織性原則   
（Composition Techniques）

關聯性與分離性原則

（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Techniques）

次序性原則      
（Order Techniques） 

平衡 （Balance） 

對稱 （Symmetry） 

規律 （Regularity） 

對齊 （Alignment） 

比例 （Proportion） 

水平 （Horizontality）

 

簡單（Simplicity） 

節約 （Economy） 

保守 （Understatement） 

中立性 （Netrality） 

單一 （Singularity） 

負片效果（Negativity） 

透明度（Transparency） 

和諧 （Unity） 

分配 （Repartition） 

群組 （Grouping） 

節制 （Sparing） 

 

一致 （Consistency） 

預測性 （Predictability）

順序 （Sequentiality） 

連續 （Continuity） 

以下則是針對本研究所運用的子原則項目進行說明： 

1. 物理性原則 （Physical Techniques） 

(1) 平衡 （Balance） 

    平衡是沿著配置中的垂直或水平軸線來搜尋相稱的均衡，假如視覺

比重是依附在每一個物件之上，那麼平衡則是需要在每條軸線所劃分之

區域中，讓視覺比重是相近的，而此現象可以由人類與生俱來的感知來

證明。平衡存在於一條垂直軸線或水平軸線所構成的重力中心裡（如圖

2-10 所示）。平衡的相反是不穩定（Instability），即物件無法平均分配

在軸線區域裡，因而通常會讓使用者有「快要倒下」的感受。 

 
圖 2- 10 配置的平衡感類比物理上的重量平衡 （資料來源：Mullet & Sano, 1995） 

    此外，對稱性平衡並非是一種必要的形式，平衡可以藉由對稱和不

對稱來呈現，對稱性平衡提供了兩組相同長度且分置左右的欄位，只要

沿著軸線置中便可達到。而不同比重、尺寸與位置的物件則可以用不對

稱平衡來做調整。對角平衡（Diagonal balance）就是不對稱平衡的一種，

在安排頁面元素時，在左上角及右下角放置視覺重量，達到視覺平衡，

如圖 2-11 所示。這樣的作法也可以將頁面設定成讓使用者的眼睛輕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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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從左上角到右下角，對慣用由左到右閱讀的使用者來說，這是理

想的視覺流。 

 
圖 2- 11 Microsoft Office Visio 中使用對角平衡配置的對話框 

(2) 對稱 （Symmetry） 

    對稱是沿著水平或垂直的軸線，複製物件的視覺形象所組成，形成

對稱必須要維持平衡；平衡卻不一定需要對稱來支持。對稱之於形象而

言可以輕易產生變化性及邏輯性，但也會讓靜態配置了無新意。對稱的

相反是不對稱，指的是至少有一個物件沒有放在由其他軸線邊界複製而

來的區域裡。 

 
圖 2- 12 水平和垂直對稱的配置 （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圖 2- 13 對稱和不對稱的配置 （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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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齊 （Alignment） 

    對齊是最能被接受且最實際的視覺技巧。對於在同一列裡的垂直對

齊點與同一欄位的水平對齊點，對齊可以讓這些對齊點縮減到最少，如

圖 2-14 所示，這樣的作法能讓頁面產生秩序而不致於零亂。 

 
圖 2- 14 垂直、水平的對齊和不對齊的配置 （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Tidwell （2006）提出右左對齊（Right/Left Alignment）的原則，示例

於配置兩個直欄表單或表格，向右對齊左邊的標籤，向左對齊右邊的項

目，如圖 2-15 所示，如果將標籤文字靠左對齊，較短的文字標籤會離它

們不夠近，那麼一對一的分群效果就不見了。控件應該向左對齊，當結

合向右對齊的標籤，且兩者之間的縫隙大小一致時，有助於形成雙邊直

下的效果，呼應了描述數種人類視覺系統內在配置屬性的格式塔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如同連續律中（Continuation）所闡明的，我們

傾向於把「自然地」流向同一個方向的物體視為同類，而且我們的眼睛

似乎會跟著這個流動走（Solso, 2004）。帶領著瀏覽者的眼睛平滑地往下，

形成平順的視覺流（Tidwe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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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5 運用右左對齊的配置 

(4) 水平 （Horizontality） 

    水平展現了配置裡長度大於高度的優勢，從前述的幾項技巧中便可

窺見。垂直是水平的反義，而水平在使用者介面中遠勝過垂直，就像擁

有瘦長垂直對話框給使用者不甚穩固嚴謹的感受，水平編排能夠營造的

是加倍的沉穩。 

2. 組織性原則 （Composition Techniques） 

(1) 中立性 （Netrality） 

   中立性阻斷了配置中對於觀看者的每一個阻力、排斥作用或甚至是對

立狀態，意思是說在配置中寧可捨棄最突出的方法，而將所有的物件放

在相同的層級、相同的代表作用中。 

    強調性（Accent）是中立性的相反，等同於「突出」的作法，意指某

些特定物件反對相同的呈現。常使用之圖形設計的方法有：背景反白、

色彩、亮度、粗體、方框、邊界、不同尺寸、疊印、放大……等。Tidwell

（2006）也提到相似的觀點，在閱覽者開始注意之前，就已經開始傳遞

資訊之「先期注意」的概念，如圖 2-17 所示，八個先期注意的變數分別

是色彩、位置與對齊、顏色亮度、方向、顏色飽和度、面積、紋理、形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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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6 中立性和強調性的配置 （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圖 2- 17 八個先期注意的變數 （Tidwell, 2006） 

(2) 負片效果 （Negativity） 

    意指在較亮的背景中展示顏色較暗的物件，黑色的物件（文字、標

籤、區域）以及有色彩的物件（點陣圖、影像）一般會放在白色或灰色

配置中。 

    正片效果（Positivity）是負片效果的反義，在較暗的背景中展示較亮

的物件，負片效果可以減低錯誤和閱讀時間，正片效果則以較亮的物件，

用來傳遞獨特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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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8 負片效果和正片效果的配置 （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3) 透明度（Transparency） 

    所指的是視覺配置中的某些物件由對背後物件仍然具有可視性或視

覺穿透性的其他物件來代替。透明度的典型使用範例就是在繽紛的圖片上

顯示文字，加入一個明亮且有透明度的表層在文字與圖片之間，用以改善

文字的易讀性和允許所有圖片可見的東西放在文字之下。透明度也用來創

造一個半透明的文字區域，如此一來，在文字的欄位裡就可以包含顏色較

暗的素材。 

    不透明度（Opacity）是透明度的相反，指的是頁面上所有的物件均

完全隱藏，形成視覺上的遮蔽性。事實上，這些被遮住的物件可以增強使

用者對隱藏物件進行部份或完全的猜測，而不透明度也可以藉著物件間的

部份重疊來營造距離或深度關係的感受。 

3. 關聯性與分離性原則（Association and Dissociation Techniques） 

(1) 分配 （Repartition） 

    分配建議有系統性地在四個象限（Quadrant）中分攤所有物件，也就

是說，並非所有應用實例皆適用於所謂物件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象限必須分別佔據 20％、40%、25%、15%的比例，如圖 2-19 所示。 

 
圖 2- 19 物件在頁面象限中所佔的比例 （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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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限優先（Quadrant Preference）是分配的相對作法，意指物件可以

更合適地放在一個或多個特定象限內，當然還是必須考慮人類眼睛偏愛

左邊和較低的區域。大部分的例子顯示出物件多會傾向左邊的區域，或

許是因為橫式書寫的使用者習慣從左邊閱讀到右邊。然而分配最佳的作

法應該是與操作任務的結構兼用，而不是依據資料結構。 

(3) 群組 （Grouping） 

    群組主要是以吸引的法則為基礎：兩個群組起來的物件為了在互動

之中吸引注意，主要仰賴兩個物件的距離來建立個別的屬性，物件距離

越近，吸引力就越強。群組也受相似性法則的影響，相反、不相似的物

件會互相排斥，但是相等、相似的物件則會彼此吸引，當相似的物件組

成一個群組時，它們之間的關係便會提升；而當相似和不相似的物件都

放在一起時，得以辨識的關聯就會被隱藏。因此在建立一個配置的結構

上，群組是其中一個最佳的技巧，因為它可以提供具有美感的外觀、幫

助記憶以及促進對於配置的搜尋。 

    分裂（Splitting）是群組的相反作法，代表沒有任何結構存在：物

件散置，導致物件之間沒有可以讓視覺來感知的吸引力或排斥力。 

 
圖 2- 20 群組和分裂的配置 （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4. 次序性原則 （Ordering Techniques） 

(1) 一致 （Consistency） 

    主要是用來表達主題視覺的一致性，配置中的物件都有一個相同、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24

固定而不變的主題。一致不僅用於尺寸或是物件的順序上，也包含所謂

的差異性。 

    變化（Variation）是一致的相反，意指面對一個或多個題材，無須

刻意去規劃控制它。變化不一定需要採取不一致的形式，就算相同的物

件放在不同的地方也會形成差別，更甚者也可以由一系列連續之物件中

的內容、形狀、色彩，有意義地產生變化。 

(2) 連續 （Continuity） 

    意指存在於兩物件間的視覺連接性是不間斷的，而這樣的連接是以

保存一個單位化的視覺描述為基礎。連續是經由一個一個的物件用不中

斷的步驟來達成，將配置的各個部分凝聚為一個整體。 

    片段（Episodicity）是連續的相反意義，是用來阻斷兩個物件之間的

關聯，因此不需加入新的作法就會增強整個配置中的每個小部分。 

 
圖 2- 21 連續和片段的配置（改繪自 Gillo & Vanderdonck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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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介面評估方法 

    介面建立的過程其實就是「設計－評估－再設計」的循環（Preece, Rogers & 

Sharp, 2006），除了設計外，評估也佔了介面設計中相當重要的地位。現今已發

展出很多方便、實用的方法，其中問卷評估量表是最簡便且有效的評估方法，本

研究參考系統使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簡稱SUS）、工作負荷指標問

卷（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Task Load Index, 簡稱

NASA-TLX）、使用者互動滿意度問卷（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action 

Satisfaction, 簡稱QUIS），並加以改良成適合本研究的評估量表。 

    SUS量表為Brooke （1986）所提出，用以了解受測者在使用介面時的主觀

感受，以李克特五尺度量表的形式，由一分之非常不同意到五分之非常同意，評

估問題陳述內容與受測者自身感受的相符程度（如圖2-22所示）。 

 
圖 2- 22 SUS 量表（Brooke, 1986） 

    NASA-TLX是由NASA-Ames Research Center的Hart和Staveland （2006）所

提出，用於測量工作的負荷量（如圖2-23所示）要分六大層面，分別是心智負荷

（mental demand）、身體負荷（physical demand）、時間負荷（temporal demand）、

表現績效 （performance）、精力耗費（effort）及挫折程度（frustration）。心智

負荷指操作任務時對於使用者造成的心理和知覺負荷；身體負荷是指操作任務時

對於使用者造成的身體動作耗費；時間負荷是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任務，所感受

到的壓力；精力耗費是指使用者為了達成任務，本身所花費的精力程度；挫折程

度是指使用者對於操作任務時，產生的沮喪、氣餒、灰心等心理感受；表現績效

是指使用者對於自己達成任務的整體表現之滿意度（蕭貴霙，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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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3 NASA-TLX 量表（Hart & Staveland,1988） 

    QUIS量表為Shneiderman（1987）提出，並由Chin、Dieil和Norman（1988）

改良。主要調查受測者對於操作介面後的滿意程度，用語意差異法的形式來了解

介面的整體反應、畫面呈現、術語與系統資訊、學習、系統性能、使用手冊和線

上說明……等，上述QUIS內容可以視需求只使用幾個部份，也可以擴充到其他

領域問題。 

 
圖 2- 24 QUIS 量表（改繪自 Chin, Dieil & Norman, 1988） 

2.6 文獻小結 

    作為聯繫之用的介面終究是以「人」為依歸，電子睡眠日誌的開發目的，

是期望設計出符合失眠患者和施行治療者的各項需求，介面作為溝通產品與人

的媒介，其上的顯示便相形重要，現今圖形化導向的介面象徵著人性化的使用

方式，運用視覺化的形式讓整體操作更加直覺，透過完善的系統印象建立正確

的心智模型。而在圖形化的介面物件之基礎上，經由對整體頁面配置和資訊架

構的詳細規劃，便能順暢地帶領使用者完成一系列的操作，在文獻探討中，提

及多種可應用於頁面配置的視覺技巧，這些原則其實可以視當下需求作彈性的

調整及結合。而一套完善的介面系統，是需要經過設計、測試與評估的循環過

程，透過實用的問卷量表與實驗方法，可評估介面使用性的優劣，並藉此改善

問題所在，使溝通使用者與產品的介面能臻於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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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介面發展 

    本研究是以電子睡眠日誌為基礎探討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整體研究方法

是針對介面的互動及頁面配置進行循序漸進的整合，最後提出最佳的介面設計。

如圖 3-1 所示，在介面發展初期，規劃出電子睡眠日誌的互動流程、建立頁面配

置設計，並以質化導向的實驗方式探討本階段之介面潛在的問題。 

    修正版電子睡眠日誌則以前測結果的建議作為設計修正之依據，以兩種不同

的方針進行介面修正設計，並針對此階段的設計成果施行實驗測試與專家評估。

最後從研究發現，探討電子睡眠日誌之比較、觸控式螢幕之頁面配置原則、以及

頁面元素多寡與互動階層深淺的關係。 

 
圖 3- 1 研究方法整體架構流程 

3.1 介面設計與評估方式 

    本階段主要是運用文獻中所提及的方法和原則建構電子睡眠日誌的介面。在

介面設計的過程中，分為互動設計與頁面配置設計兩部分，第一步先確立電子睡

眠日誌的操作流程，並在此基礎下發展介面之頁面配置設計。而本階段的實驗是

以操作績效和主觀問卷評比的形式，了解此介面與使用者互動的優劣、介面之頁

面配置的問題所在，作為下個階段修正的根據。 

    電子睡眠日誌在實驗中所使用的實體，如圖3-2所示，內部嵌入GIGABYTE 

M912觸控式筆記型電腦，螢幕尺寸為9.8吋。軟體介面主要以WPF（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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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Foundation）作為開發平台，程式撰寫完成後，再以執行檔形式安裝

於硬體中，開啟執行檔即可透過觸控式螢幕來模擬電子睡眠日誌的操作。 

 
 

圖 3- 2 電子睡眠日誌實體 圖 3- 3 GIGABYTE M912 觸控式螢幕筆記型電腦

3.1.1 介面互動發展 

    一般紙本睡眠日誌的記錄項目因版本而略有差異，為了審慎地確保建構出的

填寫項目之有效性，諮詢新光醫院睡眠中心的江秉穎醫師及輔仁大學臨床心理系

的葉在庭教授所共同領導的醫療團隊，透過醫療背景的專家所給予的意見歸納出

必要項目及細節。最後再整合紙本睡眠日誌與醫療團隊所給予的意見執行電子睡

眠日誌的互動設計發展。 

    電子睡眠日誌在互動程序的建構上，除了設計團隊的互動與介面之設計呈現

的內部討論外，另與工程團隊及醫療團隊進行多次互動方式與互動項目的跨領域

討論，讓電子睡眠日誌除了能提供有效率、美觀的操作介面外，還能謹慎地顧及

各種不同特性和能力的使用者。 

3.1.2 頁面配置設計方法 

    以前述所建立的互動程序為基礎，發展電子睡眠日誌的頁面配置設計。首

先依據互動設計所歸納出的功能，確定頁面中的設計元素，再以一致性為原則建

構出介面的基本設計規範，包含邊界、圖像、文字、色彩四個部份。而在文獻探

討中，Gillo 與 Vanderdonckt（1994）提出可應用於頁面配置的四大原則，分別

是物理性原則、組織性原則、關聯性與分離性原則、以及次序性原則，最後則是

運用這些原則來完成電子睡眠日誌之介面的頁面配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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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受測者與實驗流程 

    本階段實驗的受測者共 24 位，男女各佔 12 位，受測環境為台灣科技大學

E2-323 研究室，年齡層分布在 19-30 歲間，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均無接受過睡

眠治療。本階段實驗目的在於評估其人機互動之優劣，探求其版面的編排配置對

於互動性與操作的影響。實驗內容是針對受測者進行任務操作績效測試、系統使

用性量表填寫、以及觀察與訪談。 

    實驗內容主要分三部份，分述如下： 

1. 操作任務：針對電子睡眠日誌的功能設計情境模擬任務，在任務進行之前會

先給予受測者三分鐘的自由操作時間，經由短暫的熱身時間獲得些許熟悉，

在任務開始的同時進行計時以了解其操作績效，並觀察受測者的反應及錯誤

率。操作任務分三部份，如表 3-1 所示： 

表 3- 1 操作任務內容 
代碼 項目 任務情境 任務內容 
A 工具的使用 模擬工具選單內三

個功能的操作任務

內容 

A-1 我要檢視一週的資料紀錄 
A-2 我預計隔天八點鬧鐘會響起 
A-3 我要調整系統時間到正確的時間 

B 睡前日誌記錄 模擬在睡覺之前進

行日誌記錄 ，記錄

在睡前的各項作息

B-1 我下午兩點在小睡 
B-2 我下午四點在跑步 
B-3 我下午五點有喝酒 
B-4 我在睡前有看書 
B-5 我睡前的心情非常好 

C 睡醒日誌記錄 模擬在睡醒之後進

行日誌記錄，記錄與

睡覺相關的各項作

息 

C-1 我今天有服用中量的助眠藥物 
C-2 我晚上十二點上床睡覺，在床上躺了兩個

小時才睡著 
C-3 我在三點和四點時各醒來一次 
C-4 我早上七點醒來，躺了一個小時才起床。 
C-5 我覺得我睡得不錯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30

以下是針對操作任務內容的說明： 

在第一部份工具的使用任務，三項任務內容會經歷的頁面，如圖 3-4 所示 。 

 
圖 3- 4 工具的使用會經歷的頁面－以任務內容 A-2 為例 

而在第二部份睡前日誌紀錄會經歷的頁面如圖 3-5、3-6、3-7 所示，由主選

單進入日誌填寫，選擇睡前填寫即可進入睡前日誌頁面， 

 
圖 3- 5 選擇睡前日誌填寫 

在睡前日誌頁面的記錄中，填寫方式因項目而有所差別，任務內容 B-1、

B-3、B-5，共需經歷五個步驟方能填寫完成，如圖 3-6 所示。任務內容 B-1 需三

個步驟，而任務內容 B-2 的事件項目無設置彈出式對話框，只需睡前日誌頁面中

與時間欄位對應填寫即可。 

 
圖 3- 6 需經歷五個步驟填寫的例子 

在第三部份的睡醒日誌記錄會經歷的頁面如圖 3-7、3-8、3-9 所示，由主選

單進如日誌填寫，選擇睡醒填寫即可進入睡前日誌頁面（如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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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選擇睡醒日誌填寫 

睡醒日誌記錄的填寫方式主要有兩種，任務內容 C-2、C-3、C-4，只需在睡

醒日誌頁面中填寫即可，如圖 3-8 所示。而任務內容 C-1、C-5 則需經過三個步

驟方能填寫完成，如圖 3-9 所示。 

 
圖 3- 8 只需在睡醒日誌頁面中填寫的例子 

 

 
圖 3- 9 需經過三個步驟填寫的例子 

2. 主觀感受：在操作任務結束後受測者須填寫一份問卷，此問卷量表主要參考

系統使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著重於調查電子睡眠日誌介面中

的視覺元素，理解受測者對於每一個頁面配置的主觀感受，以李克特七尺度

量表進行評估，由七分之非常同意到一分之非常不同意，而問卷問題之特性

是由頁面配置之物理、空間屬性循序漸進至心智屬性的感受，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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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問卷問題屬性與內容 

 

3. 觀察與訪談：觀察的時機是在受測者執行第一部分任務操作時同步進行，主

要以非參與式觀察紀錄受測者的操作方式、反應及錯誤率，在前兩部份的實

驗結束後，會針對觀察任務操作時所記錄的內容和問卷量表填寫結果來進行

更進一步的訪談，目的是在於獲得使用者對於介面的心智反映，以利日後的

資料分析。 

3.2 修正版介面之實驗與評估 

    針對第一階段的實驗結果進行電子睡眠日誌之介面的修正設計，除了改進

介面的問題，另外以頁面的視覺元素多寡、互動階層的深淺作為本階段實驗的變

數，設計出兩種不同形式的介面，並在實驗測試時進行比較，找出最佳的頁面配

置設計外，也藉此探究介面之頁面配置與其階層的關係。 

3.2.1 修正版介面設計 

    以兩種方針來設計介面，用不同的頁面視覺元素多寡和互動階層的深淺來

構成兩款介面。B（Breath）介面的設計特點為較多的頁面元素和較淺的階層；

而 D（Depth）介面則是較少的頁面元素和較深的階層，兩款介面均使用相同的

物件，唯小部分為因應版面需求，做些許微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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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受測者與實驗流程 

    實驗的受測者共 24 位，受測環境為台灣科技大學 E2-321 研究室，本階段

的實驗目的為了解修正版介面設計的優劣、兩款修正版介面操作的差異、使用者

對於頁面元素多寡和階層深淺的反應為何。實驗內容首先是以相同的任務讓受測

者來操作兩款不同的介面，再以頁面配置主觀感受問卷、NASA-TLX 工作負荷

指標問卷和使用者介面滿意度量表，調查使用者對兩款介面的頁面配置主觀感

受、心智負荷、身體負荷、時間負荷、精力耗費、表現績效、挫折程度和滿意度。 

3.2.3 專家評估 

    在上述實驗測試結束後，邀請專家進行評估，評估方式為瀏覽兩款介面並實

際操作，目的是透過專家的知識和專業素養進一步找出介面的優缺點。 

3.3 初版電子睡眠日誌介面設計 

主要分為互動設計與頁面配置設計兩大部分，先發展電子睡眠日誌的操作流

程，在此基礎之下建立介面的頁面配置設計。 

3.3.1 介面互動發展 

    電子睡眠日誌開發的基本概念是鑒於紙本睡眠日誌填寫過程耗時繁複，因而

將其電子化之後簡化填寫的步驟，期望提高整體的使用效率。參考紙本睡眠日誌

與醫療團隊所給予的意見分析電子睡眠日誌的需求後，融合與睡眠及填寫日誌相

關的操作，整合出三大功能：包含紀錄睡眠日誌、與時間顯示有關的工具設置以

及主要選單功能。 

電子睡眠日誌與使用者的互動主要關於使用者一整天的日常作息，因此一天

內所發生的事件及其所對應的時間是不容忽視的紀錄訊息。就醫師診斷睡眠患者

所詢問的問題屬性來看，可以用睡眠的時間來做區隔，分為睡眠時所發生的事件

以及非睡眠時所發生的事件，換言之為白天清醒時及晚上睡覺時，但是由於擁有

睡眠問題的患者其作息時間可能是日夜顛倒或從事夜班輪值工作者，因此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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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的類別上分為睡前日誌和睡醒日誌兩大項目，睡前日誌是在睡覺之前記錄一

整天清醒期間所做的各項活動事件；而睡醒日誌則是睡醒之後填寫，主要紀錄在

睡覺期間所發生的事件。表 3-3 是睡前日誌和睡醒日誌各自涵蓋的事件項目。 

表 3- 3 日誌事件項目之定義 
類型 事件項目名稱 項目名稱內容定義 

運動 泛指一般常見的體育活動，分為有氧運動與無氧運動。 

心情狀態 睡覺前主觀認定的情緒類型。 
飲食 是否有攝取含咖啡因或含酒精成分的飲食。 
睡前活動 睡覺前所進行的行為，分為動態活動與靜態活動。 
小睡 在主要睡眠時段以外的短暫睡眠。 

睡 
前 
日 
誌 

其他 視個人需求補充睡前日誌的內容。 
入睡時距 從躺床到實際入睡的時間間距。 
清醒時距 從醒來到實際下床的時間間距，類似賴床的時間。 
中途醒來 在睡眠的過程中醒來的次數。 
助眠藥物 是否有服用協助入睡的藥物。 
睡眠品質 睡醒後的主觀睡眠評估。 

睡 
醒 
日 
誌 

其他 視個人需求補充睡醒日誌的內容。 

在定義出使用者的需求後，下一步是規劃出使用者所需要的產品功能，協助

設計者能經由分類來全面掌握，對於發展互動流程及操作步驟具有輔助的作用，

如表 3-4 所示，針對電子睡眠日誌詳列出三個主要功能群組與其進階內容。 

表 3- 4 電子睡眠日誌三個主要功能群組及其進階內容 
主選單 群組 
一般功能 進階操作功能 
時間顯示  
選項選擇 工具、填寫日誌 
工具群組 
選項 操作功能 
一週檢視  
設定鬧鐘時間 調整時鐘、開/關控制 
調整時間 調整時鐘 
日誌群組 
選項 操作功能 

運動* 有氧運動、無氧運動 
心情狀態 不佳、可、普通、佳、優 
飲食* 含咖啡因、含酒精、以上皆無攝取 
睡前活動 靜態活動、動態活動 
小睡*  
其他  

睡前日誌 

時間選項 8:00 a.m.-00:00a.m.  (前述有*者均須與時間選項對應) 
入睡時距*  
清醒時距*  
中途醒來*  
助眠藥物 微量、少量、中量、多量、大量 
睡眠品質 不佳、可、普通、佳、優 

睡醒日誌 

時間選項 00:00a.m.-8:00 a.m.  (前述有*者均須與時間選項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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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起產品的各項功能後就能進一步設定使用者會如何與電子睡眠日誌進

行互動，定義互動流程有許多務實可行的方法，雷凱俞（2009）運用情境故事法

於電子睡眠日誌之使用互動流程的建立，將主角設定為一名繁忙的工作者，因工

作壓力而有失眠問題，就診後使用電子睡眠日誌做自我追蹤紀錄，以這名主角的

一日作息發展使用情境，最後整理歸結出使用者互動操作，如表 3-5 所示。 

表 3- 5 電子睡眠日誌之使用者互動操作 
時間 使用者 互動 電子睡眠日誌 

下班回家 

準備就寢 
<時間顯示 主選單 

填寫睡前日誌 使用者操作> 睡前日誌畫面 

設定鬧鐘 使用者操作> 鬧鐘設定畫面 

睡前的時間 

完成後入睡 使用者操作> 畫面關閉 

睡眠過程 中途醒來 觸碰畫面 紀錄睡眠過程起床次數、顯示時間 

起床 <鬧鈴 鬧鐘開啟 

關閉鬧鈴 使用者操作> 鬧鐘關閉 

盥洗梳妝 <時間顯示 主選單 

填寫睡前日誌 使用者操作> 睡醒日誌畫面 

清醒的時間 

出門上班 <時間顯示 主選單 

檢視紀錄(個人或就診) 使用者操作> 顯示日誌記錄之統整圖表 

3.3.2 頁面配置設計 

3.2.2.a 介面之設計元素 

在設計一個介面的頁面配置之前，必須熟知介面上所使用的物件內容，以及

這些物件分別代表的操作意義。表 3-6 是電子睡眠日誌在介面上所使用的設計元

素及其對應的操作與回饋。 

表 3- 6 電子睡眠日誌的設計元素及其對應的操作與回饋 
類別 視覺控件 其他輔助設計元素 操作內容與回饋 

 
文字：返回 ♦ 回到上一頁 

 
文字：取消 ♦ 取消本頁當前的操作內容 

基本操作按鈕 

 
文字：完成 ♦ 確定本頁操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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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具 ♦ 進入選擇工具頁面 主選單 

 
文字：填寫日誌 ♦ 進入填寫工具頁面 

 
文字：一週檢視 ♦ 進入一週檢視頁面 

 
文字：設定鬧鐘時間 ♦ 進入設定鬧鐘時間頁面 

選擇工具 

 
文字：調整時間 ♦ 進入調整時間頁面 

 
文字：開啟鬧鈴 ♦ 打開鬧鐘 設定鬧鐘時間 

 
文字：關閉鬧鈴 ♦ 關閉鬧鐘 

 
文字：睡前日誌 ♦ 進入睡前日誌頁面 選擇日誌 

 
文字：睡醒日誌 ♦ 進入睡醒日誌頁面 

 

文字：運動 ♦ 彈出運動類型對話框 
♦ 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 

 
文字：心情狀態 ♦ 彈出心情狀態等級對話框 

 
文字：飲食 ♦ 彈出飲食類型對話框 

 
文字：睡前活動 ♦ 彈出睡前活動類型對話框 

 
文字：小睡 ♦ 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 

睡前日誌事件

項目 

 
文字：其他 ♦ 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 

 
文字：入睡時距 ♦ 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 

 
文字：清醒時距 ♦ 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 

 
文字：中途醒來 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 

 
文字：助眠藥物 ♦ 彈出藥物使用量對話框 

♦ 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 

睡醒日誌事件

項目 

 
文字：睡眠品質 ♦ 彈出睡眠品質對話框 

日誌時間欄 

 

數字：時間 ♦ 在事件項目選取的狀態下，填入對的

時間 
♦ 於空白欄位有填入事件資訊的回饋 

日誌對話框 
 
數字：1-5 ♦ 左右移動數字按鈕可進行調整於空白

欄位有數字所代表之資訊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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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b 運用配置設計原則於介面 

   針對文獻探討所提及關於配置的原則作為依據，發展電子睡眠日誌之頁面配

置的設計。 

1. 介面基本設計規範 

  劃定一套基本規範的作用是一致性之視覺感受，可加深使用者的視覺及空間

記憶，讓產品介面得以統一，因此基於配置設計中一致性原則，由研究者設定電

子睡眠日誌頁面的基本設計規範，包含邊界、圖像、文字、色彩四個部份。 

(1) 邊界規範 

    首先訂立的是頁面的最小邊界，是為了確保所有頁面的資訊得以有效呈現，

不會被產品的硬體外觀遮蔽，視覺上可避免使用者在觀看時有「要掉出去」的不

良感受。電子睡眠日誌所使用的螢幕尺寸為 1024×600（單位：像素，簡稱 px），

使用配置網格可清楚劃分區域，白色部份是留白的最小邊界，左右比例 1:1，上

方與下方留白比例為 1:1.5。另外，系統資訊的文字是每個頁面必備的基本資訊，

可讓使用者了解當前頁面的位置、日期、時間、鬧鈴和電量，因此劃分 A 區域

為此訊息的固定區域。而 C 是對於整個頁面進行動作的基本按鈕之固定區域，

諸如返回、取消、確定按鈕。經由此基本劃定，其餘的 B 區域即是各個頁面主

要物件可置放的區域，如圖 3-10 所示。 

 

圖 3- 10 電子睡眠日誌頁面邊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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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像規範 

    電子睡眠日誌主要由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來構成，利用圖像化的物件，依圖

像類別搭配不同的設計元素。另外，電子睡眠日誌為單點觸控螢幕，點擊主要透

過手指或觸控筆，因此圖像大小的設定除了考量與其設計元素的協調性外，還需

顧慮能容納成人手指點擊。參照表 3-6 介面上物件的分類，圖像最後訂定的規範

是基本操作按鈕長寬不小於 48px；主選單部份則設定長寬不小於 96px；選擇工

具頁面的視覺控件長寬不小於 190px；設定鬧鐘時間的視覺控件長寬不小於

108px；選擇日誌的視覺控件長寬不小於 240px；日誌事件項目的視覺控件長寬

不小於 138px；日誌時間欄的視覺控件長寬不小於 120px×54px。 

(3)文字規範 

    頁面上顯示的文字主要以中文字為主，為配合圖像的造形風格，選用華康

中圓體為顯示字體，大小設定為不小於 12pt。頁面上多數的顯示文字皆搭配圖

像，因此與圖像的組成制定為顯示文字置於該圖像的下方，由於各頁面文字與圖

像大小皆有所差異，故圖像與其文字的間距以該文字大小的高度為距離，文字的

字距則以不超過圖像的左右為準（如圖 3-11 所示）。 

 

圖 3- 11 圖像與文字的組合規範 

(4)色彩規範 

   使用者可藉由不同的色彩來辨識頁面屬性的差別，故基本的色彩計畫之建立

是必要的。工具選單內的各頁面背景色以淺綠色系 （R:150,G:197,B:149）為主；

睡前日誌各頁面背景色以靛藍色系 （R:100,G:149,B:148）；睡醒日誌各頁面背

景色則以橙色系（R:231,G:193,B:79）為主色調；其餘頁面背景色則以淺藍色系 

(R:180,G:212,B:206)為主色調。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39

2. 配置設計原則 

    在前述之文獻探討中，Gillo 與 Vanderdonckt（1994）提出了四大原則可應

用於頁面配置中，分別是物理性原則、組織性原則、關聯性與分離性原則、以及

次序性原則，而各個原則皆涵蓋了多種不同的子原則，參照表 2-1，在此將綜合

運用各項合適的子原則來構成電子睡眠日誌的頁面配置。 

    配置設計原則使用目的主要是在配置時有參考依據，在正式設計前為了得知

各項子原則是否適用於電子睡眠日誌的各個頁面，先以螢幕比例相同大小的紙張

進行模擬，如圖 3-12 所示，除了基本的邊界網格外，合併運用視覺框架（Visual 

framework）的形式讓配置的細節更明確，藉此產生編排的原型。 

 

圖 3- 12 電子睡眠日誌頁面配置之原型設計範例 

    經過前述階段後，根據紙張模擬的原型，進一步建構出完整的介面視覺，以

下則是頁面配置之設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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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頁 

圖 3- 13 主選單 
工 
具 
類 
頁 
面 

 

圖 3- 14 選擇工具 圖 3- 15 一週檢視 
 

 

圖 3- 16 設定鬧鐘時間   
圖 3- 17 調整時間 

選 
擇

日

誌 
頁 
面 
 

圖 3- 18 選擇日誌 
睡 
前 
日 
誌 
類 
頁 
面 

 

圖 3- 19 睡前日誌 圖 3- 20 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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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1 睡前日誌-運動類型選擇 圖 3- 22 睡前日誌-飲食選擇 
 
 

圖 3- 23 睡前日誌-睡前活動選擇 
睡 
醒 
日 
誌 
類 
頁 
面 

圖 3- 24 睡醒日誌 圖 3- 25 睡醒日誌-睡眠品質選擇 

 

圖 3- 26 睡醒日誌-助眠藥物用量選擇 

 

對於運用合適的子原則於頁面配置之設計說明，包含水平、分配、平衡、群

組以及正片效果與透明度，詳述如下： 

1.水平 

    電子睡眠日誌的螢幕像素尺寸為 1024×600，是長度大於高度的矩形，橫

向的水平配置相較於縱向的垂直配置可以在有限的空間中進行充分地運用；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42

除此之外，以水平為主軸的配置能穩定整個畫面，讓整體頁面呈現加倍沉穩。 

2.分配 

    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的訴求就是運用良好的配置建構出與使用者最佳

的互動，在無形的互動部分，納入象限優先中所提到之人類的閱讀順序是由

左而右、由上而下的習慣，建議將重要訊息放在左上的第二象限。因此根據

操作任務與架構，篩選頁面中最重要的資訊以及在操作順序中優先被使用的

物件，置放在第二象限。如圖 3-19 所示，最左上角所置放的是該頁名稱的文

字，目的是讓使用者第一時間得知當前位置；而最後被使用的物件則置放於

第四象限，在所有頁面中，使用次序為最後的是確定、取消等按鈕，因此放

在此位置為最適合。 

 3.平衡 

   在所有頁面中，以睡前日誌及睡醒日誌的視覺元素為最多，如圖 3-19 與

3-24 所示。在前述的介面設計元素中可知主要是由兩大類的物件群所組成，

分別是事件項目和時間欄。因此以屬性來劃分，頁面設計為左右對稱性的平

衡，左半邊欄位是事件項目，右半邊則是時間欄。 

4.群組 

    為了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運用群組的手法讓相似的物件能夠自然而然

地歸類到相同屬性的一組，如此一來可以建立起完善的視覺階層，使用者會

先注意到群組，再持續往下注視群組中其他的視覺元素，Gillo 與 Vanderdonckt

（1994）指出，物件間的距離越近，群組的意義就越明顯，只要物件間擁有

一致或相似的關係，群聚的感覺便可建立，但由文獻探討中發現，除了距離

之外，還可搭配其他子原則來強化群組。 

 (1)連續 

    相同類別的視覺控件有著相似的視覺外觀設計，將其緊鄰放置可串起

整個不間斷的視覺連接性，讓配置的各個小部份可構成一個整體。睡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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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和睡前日誌的事件項目和時間欄位的時間按鈕即是遵循此原則來設計。 

 (2)對齊 

    遵守對齊的物件能建立起頁面的秩序感，也可凝聚物件間彼此的關

係，導引使用者的視覺流，使閱讀動線流暢。在本介面之所有頁面中均使

用這項原則，尤其在視覺元素多的睡前日誌和睡醒日誌中效果最明顯。  

(3)中立性與強調性 

    由前述方法已可建構一個完整的群組，然而在群組內的物件皆是相同

的層級並有相似的操作功能，故在群組之下都保留彼此的中立，不做任何

突出的效果，如圖 3-19 所示。唯睡前日誌與睡醒日誌的事件項目中，被點

選的物件為了回應使用者已是選取狀態，如圖 3-27 所示，在點擊的同時會

變為綠色，藉著與中立性相反的作法來突顯強調，強化視覺上的注意力。 

 

圖 3- 27 事件項目按鈕按下後的強調性反饋 

5.正片效果與透明度 

   在睡前日誌與睡醒日誌的部份事件項目之操作中，規劃彈出式的對話框，

對話框不會佔滿頁面的區塊，為了避免對話框之下原本存在的頁面資訊會干

擾視覺，造成使用者注意力降低，因此運用讓背景變暗的正片效果讓對話框

區域更加突顯，如圖 3-25 所示；另外，背景雖然變暗，仍保留 50%的透明度，

使原本頁面的資訊依然具有可視性，讓使用者在對話框顯示同時還是能夠辨

識當前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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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版介面測試與評估 

    本研究目的透過電子睡眠日誌探討介面的頁面配置原則。為了更確切了解

操作介面的使用性問題，本研究針對初版電子睡眠日誌，邀請受測者進行任務操

作績效測試、系統使用性量表填寫以及觀察與訪談，藉此獲得三種不同觀點的資

料。本階段之測試為初版電子睡眠日誌的「工具使用」與「日誌紀錄」，評估其

人機互動之優劣，並探求其版面的編排配置對於互動性與操作的影響。  

4.1 測試結果與討論 

    本段呈現任務操作績效與問卷量表，結合觀察紀錄內容進行分析，最後再統

合三者結果作綜合討論。 

4.1.1 受測者資料 

    本實驗受測者共 24 位，男女各佔 12 位，受測環境為台灣科技大學 E2-323

研究室，年齡層分布在 19-30 歲間，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均無接受過睡眠治療，

1 人填寫過睡眠日誌，92%擁有 7 年以上的電腦使用經驗；而使用觸控螢幕的經

驗以 3-4 年之比例最高，佔 42%；使用觸控螢幕之主要經驗來源為提款機與售票

機，分別佔 96%和 71%。 

4.1.2 操作績效結果 

    在電子睡眠日誌介面之操作績效的任務包含三個部分，分別是工具使用、睡

前日誌紀錄和睡醒日誌記錄，如表 4-1 所示，為各個任務之操作績效的敘述統計。

在平均操作時間上，工具使用為 52.64 秒；睡前日誌紀錄為 125.37 秒；睡醒日誌

記錄則為 100.33 秒，其中睡前日誌紀錄與睡醒日誌記錄同樣都是由五個小任務

所組成，在平均秒數上，使用者在睡前日誌紀錄部分所花費的時間多於睡醒日誌

記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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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各個任務之操作績效的敘述統計 （單位：秒） 
操作任務績效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秒數 標準差 

工具使用 24 23.5 99.0 52.64 21.47 

睡前日誌紀錄 24 59.8 226.0 125.37 48.67 

睡醒日誌記錄 24 64.7 148.0 100.33 23.33 

    在受測者執行任務操作時同時觀察其使用情形，任務結束後以訪談的方式來

進一步了解操作的問題。根據操作績效結合觀察訪談記錄分析的結果，可發現影

響三個任務之操作績效的成因皆有所不同，而以下則是結合觀察及訪談紀錄所歸

納之影響操作績效的因素： 

1. 工具使用：此部份的操作，錯誤多集中在時間的調整上。主要原因是受

測者無法立即得知正確的操作時間方式。如圖 4-1 所示，數字上下設有

三角形箭頭，是用來提示時間的數字以「上下撥動」的方式來調整，然

而在使用者的認知上，對此設置的認定是按下特定方向的三角形箭頭，

數字會往該方向轉動，此現象便是設計模式與心智模式不一致所造成。

另外，觸控式螢幕之靈敏度亦是造成操作時間耗費的原因之ㄧ。 

 
圖 4- 1 時間調整方式 

2. 睡前日誌紀錄：此為最多操作錯誤的部份，尤其集中在睡前日誌這個頁

面上。頁面主要由事件項目與時間欄位兩大部分所構成，然而卻無法從

頁面上得知正確的操作順序，也就是不清楚應該先點選事件項目還是選

擇時間；再者，面對頁面上眾多的視覺控件亦無法理解彼此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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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操作上的困惑。此外，由於並非每個事件項目都與時間屬性有關，

必需與時間欄位作對應操作的項目只有運動、飲食和小睡，填入與該項

目呼應的時間後，在時間欄的空白欄位立即有文字顯示的回饋（如圖 4-2

所示）；其餘與時間屬性無關的項目不需與時間欄位做對應操作，在時間

欄的空白欄位便不會有文字顯示，但是使用者卻認定時間欄的文字顯示

是必要的回饋，因此產生反覆操作而造成時間延遲。另外，回饋的不一

致造成受測者困擾的情形亦發生在彈出式對話框中，設定有對話框的項

目僅有心情狀態、運動類型、飲食與睡前活動，受測者亦反覆點擊其餘

無此設置的項目，試圖叫出對話框。 

 
圖 4- 2 睡前日誌中飲食項目與時間欄的文字回饋 

3. 睡醒日誌紀錄：錯誤發生的情形略同於睡前日誌紀錄的情況，包括不清

楚正確的操作順序、事件項目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的關係不易理解、回

饋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困惑…等。此部份另一個造成時間耗費的操作錯誤

是入睡時距與清醒時距在時間欄位的填寫方面，時距主要由兩個時間點

所構成（如圖 4-3 所示），在時間欄必須選取兩個時間才算正確操作，受

測者在此處常有遺漏填寫的情形，造成輸入資料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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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睡醒日誌中入睡時距與時間欄的文字回饋 

4.1.3 問卷量表結果 

    執行 3 種操作任務後，以問卷方式對 14 個頁面進行主觀評比分析。問卷

內容分別針對個別頁面詢問關於尺寸、位置、欄位、閱讀流暢度、操作容易度這

五大屬性的問題。24 位受測者將針對各頁面的五項問題評分，以問題的屬性作

分類進行單一樣本統計量之運算，由於只評估單一樣本，因此以平均數高低來比

較。如表 4-2 所示，統計結果顯示五項問題的平均數介於 5 到 6 分之有點同意至

同意之間，整體評分偏高，表示在電子睡眠日誌整體頁面配置的視覺層面，從空

間性到認知性多半獲得不錯的評比。 

表 4- 2 以問題屬性分類之整體平均數 
 

 

 

 

   此外，為了探究各個頁面各自存在的配置問題，分別進行各頁面樣本統計，

以表 4-2 之各問題的整體平均數為基準，挑出各頁面中，平均數高於和低於其問

題屬性的整體平均數者，再結合觀察與訪談結果分析，以下是分析內容： 

 

 

問題屬性項目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尺寸 336 5.99 0.81 0.04 

位置 336 5.97 0.86 0.04 

欄位 336 5.89 0.88 0.04 

閱讀流暢度 336 5.82 0.94 0.05 

操作容易度 336 5.47 1.4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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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種屬性問題的平均數都高於整體平均數的頁面：如表 4-3 所示，在工具類

的頁面之平均數都高於表 4-2 所列之所有頁面的平均數，探究這些幾近完全

認同之評比的頁面，發現其視覺元素之組成較少，因此對於視覺及操作的負

擔相形較低。 

表 4- 3 五種屬性問題評分高於整體平均數的頁面 
頁面樣本 尺寸 位置 欄位 閱讀流暢度 操作容易度 

選擇工具 6.20 6.20 6.08 6.12 5.91 

設定鬧鐘時間 6.37 6.04 6.04 6.25 5.75 

調整時間 6.37 6.41 6.29 6.20 5.58 

選擇日誌 6.20 6.29 6.29 6.08 5.58 

 

2. 五種屬性問題的平均數都低於整體平均數的頁面：睡前日誌與睡醒日誌這兩

個頁面的所有問題評分皆低於表 4-2 中所列之問題屬性的平均數，以下是結

合觀察與訪談的結果所歸納之造成評比低於整體平均數的原因： 

(1) 睡前日誌頁面：如表 4-4 所示，在睡前日誌頁面之各項問題的平均數中，所

有問題的平均數皆低於整體平均數，參照表 4-2，而評比的數值從尺寸、位

置、欄位、閱讀流暢度、操作容易度依序遞減，顯見頁面上的視覺元素存在

著物理性與空間性的問題，形成連鎖效應最後造成認知性層面上的差距。 

表 4- 4 睡前日誌之各項問題的平均數 
頁面樣本 問題屬性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睡前日誌 尺寸 24 3 7 *5.70 1.23 

 位置 24 3 7 *5.33 1.20 

 欄位 24 3 7 *5.37 1.24 

 閱讀流暢度 24 3 7 *4.87 1.07 

 操作容易度 24 2 7 *3.83 1.55 
    *表低於整體平均數 

根據觀察與訪談的記錄，剛進入睡前日誌的頁面時，面對事件項目欄位與

時間欄位，受測者表示不知該先操作何者。在頁面配置設計的建構上，這

兩大欄位是依據平衡原則，以左右視覺比重相近的對稱性平衡來構成。如

圖 4-4 所示，設計目的是達成整體畫面空間的充分運用及視覺上的諧調，然

而也因為幾近對稱之平衡的緣故，在無其它強調性的作法之下，讓兩大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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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視覺階層是相近的，也就是說受測者無法區分兩大欄位何者是必須優

先操作的部份，故感受到操作上的複雜。 

 
圖 4- 4 兩大欄位之視覺比重相近的對稱性平衡 

在時間欄位方面，受測者表示在整個頁面中以此處的視覺構成最感複雜，

據觀察紀錄可知此處有錯誤發生在點選時間的時候，並非點擊時間按鈕，

而是按下白色文字顯示欄。探究後發現，如圖 4-5 所示，事件項目的按鈕在

設計時依循強調性原則，於按下後會有色彩變化的回饋，然而在時間欄位

的時間按鈕，按下後並無任何強調性回饋，故造成操作時心理認知上落差。 

 
圖 4- 5 事件項目與時間欄之按鈕的回饋情形 

(2) 睡醒日誌頁面：在睡醒日誌頁面之各項問題的平均數中，如表 4-5 所示，所

有項目的評分均略高於睡前日誌，而各個數值仍然以認知層面的部份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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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睡醒日誌頁面之各項問題的平均數 
頁面樣本 問題屬性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尺寸 24 3 7 *5.87 0.85 

位置 24 3 7 *5.50 1.17 

欄位 24 3 7 *5.54 0.97 

閱讀流暢度 24 3 7 *5.08 1.31 

睡醒日誌 

操作容易度 24 1 7 *4.08 1.55 

      *表低於整體平均數 

由於睡醒日誌與睡前日誌頁面的配置構成是相同的，因此在此頁面的使用

問題略同於睡前日誌，包括事件項目與時間欄位之視覺階層相近，造成無

法辨別優先操作的部份、時間欄位的按鈕無強調性的視覺回饋造成操作的

錯誤等。 另外，本頁面還有另一項關於回饋的問題，即是入睡時距與清醒

時距在時間欄的文字顯示，因為時距是由兩個時間點所組成，如入睡時距

是上床與睡著；清醒時距是醒來與起身，以入睡時距為例，在填入時間欄

後，兩個時間的文字顯示均以「入睡時距」做為回饋，就算遺漏填入其中

一個時間也不易察覺，因此造成填寫不完全的情形發生，故在文字顯示的

回饋上，應以周全的敘述來避免上述情況產生，例如「入睡時距－上床時

間點」、「入睡時距－入睡時間點」……等。 

(3) 其它頁面：在其餘的頁面樣本亦有零星問題之評比低於整體的平均數，而此

情形多集中於有彈出式對話框的頁面中，依頁面元素的組成可分為：以數字

橫桿調整為主的對話框（圖 4-6 所示）、勾選文字的對話框（如圖 4-7 所示）。

在電子睡眠日誌中，不論在睡前日誌或睡醒日誌均有部分事件項目設置彈出

式對話框，據觀察紀錄發現，在使用過程中對話框的操作幾乎沒有重大的錯

誤發生，卻在操作感受的評比中卻有不甚認同的評分出現。以下是針對兩種

形式對話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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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 

 
圖 4- 7 文字型對話框 

    從數字橫桿型對話框的平均數發現，如表 4-6 所示，此類型對話框在各

頁面樣本中低於整體的平均數項目分別有位置、欄位和操作容易度。 

表 4- 6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頁面評比不佳之問題項目 
頁面樣本 問題屬性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 欄位 24 3 7 *5.87 0.89 
睡醒日誌-睡眠品質選擇 操作容易度 24 3 7 *5.41 1.50 
睡醒日誌-助眠藥物使用量 位置 24 3 7 *5.91 0.92 

根據訪談的紀錄，由於電子睡眠日誌的操作為觸控式，在這些頁面的配置

中，當使用手指或手持觸控筆操作時，因操作角度及視線的緣故，如圖 4-8

所示，位於數字橫桿下方會產生被手部遮蔽的情形。在手指拖拉橫桿時會

有關於數字等級之同步的文字顯示，所以此不當的配置造成頁面部份訊息

無法順利取得。 

 
圖 4- 8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被遮蔽的區域及實際情形 

另一方面，雖然操作正確率是 100%，但是部分受測者表示橫桿的設置不直

覺，進入頁面時不清楚橫桿可往右拉，是在嘗試操作的心態下完成的。橫

桿往右拖拉時，所對應之 1 到 5 的數字變化亦無法被預測其數字等級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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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所以在此會產生疑慮。 

     以文字為主的對話框頁面中，如表 4-7 所示，主要的問題多集中在尺

寸部份。  

表 4- 7 文字型對話框頁面評比不佳之問題項目 
頁面樣本 問題屬性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睡前日誌-運動類型選擇 尺寸 24 3 7 *5.70 0.85 

睡前日誌-飲食選擇 尺寸 24 4 7 *5.91 0.65 

睡前日誌-睡前活動選擇 尺寸 24 3 7 *5.91 0.97 

根據觀察和記錄發現，在文字前設有選項按鈕或核取方塊可供勾選，在此

部分點擊便有顯示勾選的視覺回饋，但是部分受測者點擊的區域卻在文字

上，歷經幾次的操作失敗後才正確執行。詢問後發現，以核取方塊為例，

多數網頁或視窗介面之勾選型態，為點擊核取方塊或其後的文字皆能成功

勾選，因此在這方面有豐富使用經驗者便會依循過去的操作方式來進行。 

4.1.4 綜合分析 

    為全面了解介面的問題，在實驗測試中總共蒐集了三種面向的資料，分別是

任務的操作績效、操作感受量表以及觀察訪談記錄，經過實驗測試後分別有以下

的發現：量表經統計後多半獲得認同的評比，然而從觀察訪談記錄中卻發現操作

錯誤之情形為數不少，故在操作績效上造成時間的耗費，此現象顯示電子睡眠日

誌在互動設計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間。 

    整個使用者互動規劃的過程，是透過功能制定、互動流程到操作步驟等一連

串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建立，然而探究整個過程後發現，在資訊架構的部份缺乏詳

盡且完善的建構，所以縱使在頁面上運用了良好的視覺配置原則，兩者無法相輔

相成，依然會讓使用者的操作窒礙甚至感到困惑。 

    另一方面，比較睡前日誌紀錄與睡醒日誌記錄的操作績效與其頁面之量表評

比結果，睡前日誌在這兩部份均較睡醒日誌不佳，從整個操作流程來看，睡前日

誌共有三個事件項目設置有彈出式對話框，睡醒日誌則有兩個，而睡前日誌的三

個彈出式對話框填寫完後，因其需求緣故還必須與時間欄位對應填寫，因此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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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三個階層共五個步驟才能完成，操作步驟較睡醒日誌的三個階層三個步驟來得

多，因此時間花費相對較長。對某些受測者而言，在整個功能選單結構中移動，

若頁面上有較多複雜的視覺元素時，便很容易混亂而迷失在其中。 

    最後，無論在互動設計或頁面視覺配置上都有因為不一致所造成的使用疑

慮，這也影響到輸入資料的正確性。首先在互動方面，並非每個事件項目都有設

置彈出式對話框，也非每個事件項目都要跟時間欄位對應填寫，也就是不需填入

時間欄位卻會一直看見時間欄位的存在，違反「所見即所得」的原則，因此這般

不一致的設計足以讓受測者在操作時產生強烈的疑惑。另外，在視覺配置方面，

並非每種按鈕按下後都會產生視覺變化的立即性回饋，就事件項目的按鈕而言，

按下後顏色改變表示已是選取狀態，而時間欄的時間按鈕卻無任何會產生變化的

設計，因此少了強調性的回饋便容易忽略，導致資料輸入不完全。 

4.2 小結與後續建議 

    本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作為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探討的例子，發現

頁面配置不單只有視覺性的問題必須關注，介面中的互動設計也是不容忽視的因

素，因此兩者必須要有妥善的配合才能達成相得益彰之效果。整體而言，主要的

問題是在使用者無法形成與設計模式相同的心智模式，所以本階段所建立的設計

模式仍需改進，而以下是針對電子睡眠日誌的互動設計及頁面配置設計的評估小

結： 

1. 在電子睡眠日誌的操作中，以睡前日誌和睡醒日誌頁面所花費時間最多，主

要是因為操作複雜而系統又無適當的引導，造成的迷途和發生錯誤的延遲，

究其原因發現資訊架構不夠清楚完善所致。 

2. 保持一致性的目的是讓使用者在經歷幾次操作後便能發現其中的規則，依循

相同的方式操作至結束，然而在日誌的記錄填寫中，並非每個事件項目都有

設置的彈出式對話框與時間欄的填寫，此舉讓使用者沒有一套規則可循，因

此難以預測接下來的操作。 

3. 日誌的對話框中的數字橫桿是類比現實世界的設計，而缺少這方面生活的經

驗的人便會感到不甚直覺。此外，數字橫桿無任何可供預測的設計，因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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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知其數字所代表的等級意義。 

4. 睡前日誌和睡醒日誌的頁面視覺元素使用是所有頁面中最多的，在設計過程

中，運用群組的技巧試圖建構出操作順序並引起注意，然而受測者仍然無法

完全藉此辨別出正確的操作順序，其中的原因在於視覺階層的區分不夠明

顯，應在群組的設置外，視程度加入突顯的設計，醒目程度有所差別才能引

起不同前後順序的注意力。 

5. 在電子睡眠日誌的各個頁面中，每個按鈕都有其代表的操作內容，在點擊後

會引導受測者往下操作。然而在睡前日誌及睡醒日誌的頁面中，並非所有的

按鈕都能被順利點選，問題在於日誌類的頁面並非所有按鈕都採用相同的視

覺回饋。事件項目欄位的按鈕，點擊後會有顏色變換的回饋；時間欄的按鈕

卻無任何視覺方面的回饋，導致操作時會誤認為時間欄的按鈕未點擊成功或

無點擊功能。 

6.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設計了往右拖拉會有數字等級的變化，為了讓受測者了解

各個數字等級所代表的意義，便在下方設置了同步顯示的文字說明，由於文

字說明的位置設計不良，導致無法順利取得訊息。觸控式螢幕的操作有別於

以滑鼠或鍵盤輸入的螢幕，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螢幕畫面外，在畫面和使用者

之間還有手掌存在，因此觸控式螢幕的頁面設計，需審慎考量配置問題，避

免頁面訊息被操作者的手部遮蔽。 

 

    以下是針對本階段的測試發現提出對於電子睡眠日誌的建議： 

1. 應清晰完善地描繪出電子睡眠日誌的資訊架構，在此同時發展頁面配置的規

劃，可以運用物件－運作介面模型（Object-Action Interface Model, 簡稱 OAI

模型）的階層結構將互動設計與頁面配置設計進行同步整合。 

2. 不論是互動設計或頁面配置設計都要確實遵循一致性的設計原則，可減少使

用時的學習與探索時間。 

3. 包容不同的操作。在電子睡眠日誌之時間的調整上，可以涵蓋撥動式和點擊

三角形部分的操作；在文字型對話框的勾選上，可設計點擊核取方塊或文字

皆能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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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視覺元素多的頁面更應建構出清楚的視覺階層，用強調性的作法使重要的

部份在第一時間突顯，形成視覺上的焦點，讓使用者的注意力產生觀看之正

確的先後順序。 

5. 頁面中所運用的各種視覺元素均有其代表的功能存在，無論任何一項操作，

只要是對於該項操作沒有作用的視覺元素應避免出現，把握「需要時才顯示」

的原則。 

6. 在執行觸控式螢幕的頁面配置設計時，同時考量手部操作時可能造成的視線

遮蔽問題。 

    本階段的實驗發現與建議將作為電子睡眠日誌修正設計的依據，在修正版電

子睡眠日誌設計完成後，以實驗測試進行再次評估，讓電子睡眠日誌的介面設計

能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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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修正版介面之實驗與評估 

    由前述的分析結果中，發現電子睡眠日誌的介面仍存在許多需改進的問題。

本章主要進行介面的修正設計與實驗，並經由兩種不同設計方針的介面測試，透

過電子睡眠日誌的績效、工作負荷指標及使用者滿意度，了解頁面元素多寡與階

層深淺對於使用性的影響，作為後續設計的依據。 

5.1 修正版介面設計與流程 

    第一階段的實驗結果顯示，介面問題大多集中在日誌類頁面，因此本階段介

面設計將根據前述實驗的評估與建議進行修正設計，著重於改善睡前日誌與睡醒

日誌類頁面，而工具類頁面也會依據前述建議完善修改，因研究需求則不納入本

階段的討論範圍中。 

    電子睡眠日誌修正版介面設計經研擬之後的改進層面如下： 

1. 同步整合介面的互動設計與頁面配置設計，達成兩者的一致。 

2. 以「需要時才顯示」作為頁面配置的基本原則。 

3. 以兩種不同設計方針改善電子睡眠日誌中填寫日誌類的頁面。 

5.1.1 兩種不同設計方針的介面 

    在日誌類的設計中分別以「頁面元素多、階層深度淺」和「頁面元素少、階

層深度深」發展出 B 版（Breath）與 D 版（Depth）的日誌類頁面配置設計。首

先以基本的樹狀結構訂出層級架構圖，再參考 Shneiderman（1998）所提出的 OAI

模型（Object-action Interface）進行互動與頁面配置的同步整合，作為頁面配置

設計時的重要依據。經規劃之後兩種不同設計方針的層級架構圖和 OAI 模型分

述如下： 

1. B 版電子睡眠日誌 

    此版本層級架構如圖 5-1 所示，是階層深度淺的架構，總共分三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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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B 版層級架構圖 

    參考 OAI 模型的概念並轉換成適合本研究的架構形式，將介面上的物件分

佈、使用者動作、各物件在介面上所呈現的動作同步整合，形成一套操作流程，

如圖 5-2 所示，為了能清晰說明此操作流程，將返回、取消、完成、上一頁、下

一頁和儲存等導向功能按鈕省略說明，只描述主要功能部分。此參考 OAI 模型

所建立的操作流程雖然只是一個概略的說明，但是卻是頁面配置設計時一份重要

的根據。 

 
圖 5- 2 B 版參考 OAI 模型的操作流程 

2. D 版電子睡眠日誌 

此版本的層級架構為階層深度深的形式，共有五個階層（如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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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D 版層級架構圖 

如圖 5-4 所示，為 D 版參考 OAI 模型所發展的操作流程 

 

圖 5- 4 D 版參考 OAI 模型的操作流程 

5.1.2 修正版介面設計成果 

    修正版介面設計所呈現的基本風格與初版相同，以居家、親和感為主，主要

修改部份是介面的頁面配置與互動。修正版電子睡眠日誌介面的設計規範，遵循

初版電子睡眠日誌所訂定的內容（參照第三章）。修正版介面根據第一階段的實

驗成果建議與前一章節所建構的操作流程進行設計，軟體介面以 Adobe Flash 

CS3 Professional 為開發平台。在日誌時間填寫部份，以類比時鐘的時間環形式

取代初版的表單式時間填寫，改善操作不直覺問題與整體視覺呈現（如圖 5-5 所

示），在時間上點擊即有顏色變化的視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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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時間環及其視覺回饋 

    另外，對於該項操作無作用的物件均避免出現，以「需要時才顯示」為原則。

修正版電子睡眠日誌依照不同設計方針分為 B 版（Breath）和 D 版（Depth），

以下分別針對各版本內容進行描述： 

1. B 版電子睡眠日誌介面設計 

    B 版電子睡眠日誌的特性是將所有操作都集中在同一個階層，頁面視覺元素

較多、階層較淺。頁面配置的主要形式設計成左側欄位是事件項目按鈕，右側欄

位於尚未點選事件項目之前，會顯示操作的提示，讓使用者得知正確操作順序（如

圖 5-6 所示），而右側欄位在按下事件項目才會顯示的填寫內容（如圖 5-7 所示）。

在配置的原則上，延續初版的象限優先作法及對稱性平衡，以「需要時才顯示」

讓視覺比重相近的欄位，能正確地被區分出操作順序。在整個頁面中，讓水平對

齊點多於垂直對齊點，製造出由左到右的視覺流，藉此導引頁面的操作順序。 

 
圖 5- 6 B 版頁面配置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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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7 B 版按下事件項目後右側欄位的顯示 

此外，B 版電子睡眠日誌由於在同一頁面所使用的視覺元素較多，因此在頁

面配置的空間大小掌握上，必須審慎考量，以符合觸控式的操作。事件項目中，

內容關於用量和程度的填寫部分，考慮右側欄位的空間大小，捨棄數字橫桿調整

的形式，依照用量和程度不同拆解成五個按鈕，以便操作（如圖 5-8 所示）。 

 
圖 5- 8  B 版用量和程度填寫的按鈕形式 

    以下是 B 版電子睡眠日誌之填寫日誌頁面的整體設計成果： 

 
睡前日誌－主頁面 

 
睡前日誌－運動時間選擇 

B 
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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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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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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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誌

所

有
 

睡前日誌－運動類型選擇 
 

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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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日誌－飲食時間選擇 

 
睡前日誌－飲食成分選擇 

頁

面 

 
睡前日誌－睡前活動選擇 

 
睡前日誌－小睡時間選擇 

 
睡醒日誌－主頁面 

 
睡醒日誌－入睡時距時間填寫 

 
睡醒日誌－清醒時距時間填寫 

 
睡醒日誌－中途醒來時間填寫 

B 
版

本

電

子

睡

眠

日

誌 
之

睡

醒

日

誌

所

有

頁

面 

 
睡醒日誌－助眠藥物用量選擇 

 
睡醒日誌－睡眠品質選擇 

圖 5- 9 B 版電子睡眠日誌之填寫日誌頁面的整體設計成果 

2. D 版電子睡眠日誌介面設計 

    D 版電子睡眠日誌的特性是每個頁面只顯示一種操作訊息（如圖 5-10 所

示），以對話框的形式逐步往下填寫，形成了頁面視覺元素少、階層較深的特色

（如圖 5-11 所示），由於視覺元素較少，所運用的配置原則也較簡單，主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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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多以置中的形式來取得平衡，在對話框的配置部分，則採用對角平衡，將物件

依觀看及操作的順序從左上角到右下角依序置放，除了達到視覺比重的平衡外，

也製造了由左上到右下的視覺流。 

 
圖 5- 10 B 版本電子睡眠日誌之睡前日誌主頁面 

 

 
圖 5- 11 以對話框的形式逐步往下填寫 

    在事件項目的內容中關於用量和程度的填寫部分，D 版因可運用的頁面空間

較大，所以保留初版的數字橫桿調整，唯有調整橫桿時，與數字等級對應的同步

文字顯示位置更動至右上方，解決手部操作時會發生遮蔽顯示文字的情形（如圖

5-12 所示）。 

 
圖 5- 12 數字尺標橫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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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 D 版電子睡眠日誌之填寫日誌頁面的整體設計成果： 

 
睡前日誌－主頁面 

 
睡前日誌－運動時間選擇 

 
睡前日誌－運動類型選擇 

 
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 

 
睡前日誌－飲食時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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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頁

面 

 
睡醒日誌－助眠藥物用量選擇 

 
睡醒日誌－睡眠品質選擇 

圖 5- 13 D 版電子睡眠日誌之填寫日誌頁面的整體設計成果  

 

5.2 問卷設計 

    問卷內容包含以下四個部份： 

1. 基本資料 

針對本研究所需受測者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填寫睡眠日誌與

操作觸控介面的經驗等。 

2. 頁面配置感受量表 

與第一階段實驗所使用的問卷相同，目的是了解修正版介面每一個頁面的配

置是否有所改善。了解受測者對於每一個頁面配置的主觀感受，以李克特七尺度

量表評估，由七分之非常同意到一分之非常不同意，而問卷問題特性是由頁面配

置之物理、空間屬性循序漸進至心智屬性的感受（如圖 5-14 所示）。 

 
圖 5- 14 頁面配置感受量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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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負荷指標問卷（NASA-TLX） 

工作負荷指標問卷（Hart, 2006）目的是了解受測者對於操作不同的介面後

所產生的差異，內容包含心智負荷（Mental demand）、身體負荷（Physical 

demand）、時間負荷（Temporal demand）、精力耗費（Effort）、表現績效

（Performance）、挫折程度（Frustration level）這六種層面。使用七尺度量表，

讓受測者自我評量（如圖 5-15 所示）。 

 
圖 5- 15 工作負荷指標問卷示意圖 

4. 使用者滿意度量表 

參考 QUIS 使用者滿意度量表（Questionnaire for User Interaction Satisfaction）

（Shneiderman, 1987），發展合適於本實驗的量測項目，分別針對兩種不同頁面

配置的電子睡眠日誌進行滿意度調查，內容分四部份：(1)對於操作電子睡眠日

誌時的整體回應、(2)對於介面之頁面呈現、(3)與介面的互動方式、(4)對於電子

睡眠日誌的學習程度。讓受測者就主觀感受作答，題目量表為七尺度，使用語意

差異法（如圖 5-16 所示）。 

 
圖 5- 16 使用者滿意度量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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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受測者樣本 

1. 受測者資料：本階段受測者人數共 24 位（如表 5-1 所示），男性 10 位，女

性 14 位，均是台灣科技大學的學生，年齡層以 19-24 歲居多，佔 58%；其

次是 25-30 歲，佔 42%，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受測環境為台灣科技大學

E2-321 教授休息室。 

表 5- 1 受測者資料與統計 (*表佔該項最高比例)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10 42% 性別 
女 14 58%* 
19-24 歲 14 58%* 年齡 
25-30 歲 10 42% 
大學 5 21% 教育程度 
研究所或以上 19 79%* 

2. 受測者相關經驗：本階段的受測對象均無接受過睡眠治療，填寫過睡眠日誌

有 3 位；沒有填寫過有 21 位（如圖 5-17 所示）。使用電腦的經驗以 7 年以

上最多，使用觸控式螢幕的經驗以 1 年以下和 3-4 年占多數（如圖 5-18 所

示)，觸控經驗的來源主要是提款機，其次是售票機(如圖 5-19 所示)。 

有, 0
有, 3

無, 21
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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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睡眠治療 填寫過睡眠日誌

 
圖 5- 17 睡眠治療與使用睡眠日誌經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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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8 使用電腦與觸控螢幕經驗圖 

衛星導航儀, 5

筆記型電腦, 12

智慧型手機, 15
遊戲機, 9

PDA, 7

售票機, 19

導覽機, 11

提款機, 24

 
圖 5- 19 觸控式螢幕使用經驗來源圖 

5.4 實驗設計 

本研究最終實驗主要針對兩種不同特性之日誌的頁面配置進行測試，以探討

介面之頁面配置的差異所造成的影響。了解頁面視覺元素多寡和不同深淺的階

層，在操作績效、錯誤率、工作負荷指標和滿意度上的表現。實驗架構與內容，

以故事情境模擬任務，讓受測者分別操作不同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如表 5-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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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解釋何謂電子睡眠日誌，概略介紹實驗內容 

 

 填寫 B 版電子睡眠日誌 填寫 D 版電子睡眠日誌 

 受測者根據情境內容操作任務，共需操作兩種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為避免產生學習效應，

一半受測者先操作 B 版本再操作 D 版本，而另一半則先操作 D 版本再操作 B 版本 

 同時從旁計時，並觀察與記錄受測情形。 

 

 

 依操作兩種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之主觀感受填寫問卷。 

 研究者依受測者的評量問卷及特定問題作口頭詢問。 

 
 

 
 邀請相關專家進行介面的評估 

 
 
 

 操作任務時間及問卷量表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各項資料統計與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若有顯著差異則使用 Scheffe 事後檢定。 
 將所有結果以質化的觀點深入解讀探究 

 
表 5- 2 操作任務與後續分析架構圖 

5.4.1 實驗任務設計 

    實驗任務主要針對兩種不同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設計故事情境，模擬生活

作息期望達到更真實的操作，首先讓受測者根據情境內容操作任務，共有兩項任

務（如表 5-3 所示），在任務操作的同時分別紀錄兩種版本的時間花費，並在一

旁以非參與式觀察並紀錄受測者的錯誤情形。 

表 5- 3 實驗任務內容 
項目 任務說明 任務內容 
睡前日誌 
填寫任務 

模擬在睡覺之前進行

日誌記錄 ，記錄在睡

前的各項作息 

內容 1：今天早上八點，我在早餐店點了一杯咖啡悠閒地渡過早晨 
內容 2：下午一點，因為朋友的邀約，到市立體育場跑步，活動筋骨 
內容 3：回家後覺得有點疲累，所以在下午四點時小睡了一下 
內容 4：晚上睡覺前，我總是習慣閱讀小說片刻才去就寢 
內容 5：充實的一天讓我擁有最佳的心情狀態 

睡醒日誌 
填寫任務 

模擬在睡醒之後進行

日誌記錄，記錄與睡覺

相關的各項作息 

內容 1：我在晚上九點上床睡覺，但是卻在床上躺了兩個小時才睡著 
內容 2：我固定在睡前都會服用微量的助眠藥物 
內容 3：在睡眠的中途，我分別在凌晨兩點和四點醒來。 
內容 4：到了隔天早上十點，我醒了，可是在床上躺了兩個小時才起身下床 

內容 5：昏昏沉沉的，昨晚的睡眠品質真的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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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 B 版電子睡眠日誌之睡前日誌與睡醒日誌填寫任務的操作步驟，參

照表 5-3 的任務內容逐步進行操作。 

 
B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1 

 

 
B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2 

 

 
B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3 

 

 
B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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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5 

圖 5- 20 B 版睡前日誌填寫任務操作步驟 

    針對 B 版電子睡眠日誌的睡前日誌填寫任務之詳細操作步驟說明如下： 

1. 內容 1：點選「飲食」圖像，選擇「8」點，按「下一頁」，勾選「有攝取

含咖啡因成分的飲食」，按下「儲存」。 

2. 內容 2：點選「運動」圖像，點擊時間環中間按鈕成「P.M.」，選擇「1」

點，按「下一頁」，勾選「有氧運動」，按下「儲存」。 

3. 內容 3：點選「小睡」圖像，點擊時間環中間按鈕成「P.M.」，選擇「4」

點，按下「儲存」。 

4. 內容 4：點選「睡前活動」圖像，勾選「靜態活動」，按下「儲存」。 

5. 內容 5：點選「心情狀態」圖像，選擇「優」圖像，按下「儲存」，最後按

下「完成」結束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1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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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3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4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5 

圖 5- 21 B 版睡醒日誌填寫任務操作步驟 

     

    針對 D 版電子睡眠日誌的睡醒日誌填寫任務之詳細操作步驟說明如下： 

1. 內容 1：點選「入睡時距」圖像，點擊時間環中間按鈕成「P.M.」，選擇「9」

點和「11」點，按下「儲存」。 

2. 內容 2：點選「助眠藥物」圖像，選擇「微量」圖像，按下「儲存」。 

3. 內容 3：點選「中途醒來」圖像，選擇「2」點和「4」點，按下「儲存」。 

4. 內容 4：點選「清醒時距」圖像，選擇「10」點和「12」點，按下「儲存」。 

5. 內容 5：點選「睡眠品質」圖像，選擇「不佳」圖像，按下「儲存」，最後

按下「完成」結束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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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 D 版電子睡眠日誌之睡前日誌與睡醒日誌填寫任務的操作步驟，參

照表 5-3 的任務內容逐步進行操作。 

 
D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1 

 

 
D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2 

 

 
D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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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4 

 
D 版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5 

圖 5- 22 D 版睡前日誌填寫步驟 

    針對 D 版電子睡眠日誌的睡前日誌填寫任務之詳細操作步驟說明如下： 

1. 內容 1：點選「飲食」圖像後跳出對話框，選擇「8」點，按「下一頁」，

勾選「有攝取含咖啡因成分的飲食」，按下「儲存」。 

2. 內容 2：點選「運動」圖像後跳出對話框，點擊時間環中間按鈕成「P.M.」，

選擇「1」點，勾選「有氧運動」，按下「儲存」。 

3. 內容 3：點選「小睡」圖像後跳出對話框，點擊時間環中間按鈕成「P.M.」，

選擇「4」點，按下「儲存」。 

4. 內容 4：點選「睡前活動」圖像跳出對話框，勾選「靜態活動」，按「儲存」。 

5. 內容 5：點選「心情狀態」圖像跳出對話框，拖拉數字橫桿到「優」後，按

下「儲存」最後按下「完成」結束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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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2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3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4 

 

 
B 版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內容 5 

圖 5- 23 B 版睡醒日誌填寫步驟 

     

   針對 D 版電子睡眠日誌的睡醒日誌填寫任務之詳細操作步驟說明如下： 

1. 內容 1：點選「入睡時距」圖像後跳出對話框，點擊時間環中間按鈕成「P.M.」，

選擇「9」點和「11」點，按下「儲存」。 

2. 內容 2：點選「助眠藥物」圖像後跳出對話框，拖拉數字橫桿到「微量」，

按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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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容 3：點選「中途醒來」圖像後跳出對話框，選擇「2」點和「4」點，按

下「儲存」。 

4. 內容 4：點選「清醒時距」圖像後跳出對話框，選擇「10」點和「12」點，

按下「儲存」。 

5. 內容 5：點選「睡眠品質」圖像後跳出對話框，拖拉數字橫桿到「不佳」，

按下「儲存」，最後按下「完成」結束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5.5 修正版介面實驗結果分析 

    本研究修正版介面實驗結果分析分為任務操作、頁面配置結果、工作負荷指

標和使用者滿意度四個部份，結果顯示修正版介面各方面均較初版介面來得完

善，而修正版介面的兩個版本各有其優缺點和差異存在。修正版介面實驗的各項

結果以統計數據和觀察與訪談的記錄進行分析比較。 

5.5.1 任務操作結果分析 

    修正版介面實驗的兩個任務與第一階段的日誌填寫任務內容相似，包含睡前

日誌與睡醒日誌填寫任務，因此任務操作結果將初版和本階段的 B 版及 D 版，

以 SPSS 軟體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兩項任務均有顯著差異（如表 5-4

所示）。 

表 5- 4 三版電子睡眠日誌各任務操作秒數平均值（M）、標準差（SD）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初版 B 版 D 版  

M(SD) M(SD) M(SD)

F 值 P 值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秒數 125.37
(48.67)

72.20 
(29.38)

66.91 
(27.40)

18.98 0.000*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秒數 100.33
(23.33)

61.95 
(28.89)

62.62 
(21.48)

18.87 0.000*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第一階段初版的實驗與本階段修正版介面實驗的受測者人數均是 24 位。睡

前日誌填寫任務的初版樣本平均操作秒數為 125.37 秒、B 版為 72.20 秒、D 版為

66.91 秒，P 值=0.000<0.05，有顯著性；睡醒日誌填寫任務的初版樣本平均操作

秒數為 100.33 秒、B 版為 61.95 秒、D 版為 62.62 秒，P 值=0.000<0.05，有顯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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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三個版本的兩項任務操作秒數，進行 Scheffe 事後檢定，如表 5-5 所示，

在睡前日誌填寫任務中，初版與 B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000<0.05，有顯著性；

初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000<0.05，有顯著性；B 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881>0.05，沒有顯著性。 

表 5- 5 三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在睡前日誌填寫任務秒數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000* 0.000* 
B 版 - - 0.881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如表 5-6 所示，在睡醒日誌填寫任務中，初版與 B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

=0.000<0.05，有顯著性；初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000<0.05，有顯著性；

B 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996>0.05，沒有顯著性。 

表 5- 6 三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在睡醒日誌填寫任務秒數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000* 0.000* 
B 版 - - 0.996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兩項任務的事後檢定結果顯示 B 版與 D 版的績效表現均比初版好，但 B 版

本與 D 版的操作績效無明顯差異。 

    從本階段觀察紀錄中可知，初版所存在的操作問題在 B 版和 D 版已有改善，

包括無法得知正確操作順序、回饋不一致、事件項目與時間欄位對應操作的關係

不易理解等問題，雖然錯誤情形已較初版少，但仍有少許因素影響 B 版和 D 版

的操作績效，兩者主要問題均集中於時間填寫的部份。B 版和 D 版的時間填寫

都是類比時鐘的時間環形式，中間有可切換 A.M.和 P.M.按鈕，由於色彩較週邊

物件不明顯故容易忽略，而沒有注意到此按鈕的受測者，便不清楚時間環上的數

字是代表時間點還是時間長度，以數字「2」為例，代表的是 2 點，但部分受測

者會誤認為是 2 小時（如圖 5-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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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4 時間環 

    在睡前日誌和睡醒日誌的事件項目中，運動、飲食、小睡、入睡時距、清醒

時距、中途醒來，這六個項目均需填入時間。入睡時距和清醒時距是少見的辭彙，

時距是時間的間距之意，必須由兩個時間點構成，對詞義不甚了解便會操作錯

誤。此外，雖然 B 版與 D 版主要影響績效的因素是相似的，但就平均秒數來看，

兩個版本的兩項任務，D 版均較 B 版快，原因是 D 版每個頁面的資訊量精簡，

受測者不需花太多時間找尋，因此較為省時。 

    另外，本實驗受測者共 24 位，每位受測者均需在兩種版本操作兩項填寫任

務，為避免發生學習效應影響準確性，將受測者分成兩組，每組 12 位，其中一

組受測者先操作 B 版再操作 D 版，另一組則先操作 D 版再操作 B 版。 

    將初版 24 位、B 版 12 位、D 版 12 位受測者之首次操作任務的秒數進行比

較，發現受測者在首次操作三版電子睡眠日誌的兩項任務時，均有顯著差異存在

（如表 5-7 所示）。 

表 5- 7 三版電子睡眠日誌各任務首次操作秒數平均值（M）、標準差（SD）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初版 B 版 D 版  

M(SD) M(SD) M(SD)

F 值 P 值 

睡前日誌填寫任務秒數 125.37
(48.67)

93.08 
(27.90)

79.58 
(32.87)

5.85 0.005* 

睡醒日誌填寫任務秒數 100.33
(23.33)

82.41 
(27.01)

75.16 
(18.74)

5.42 0.008*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針對首次操作三版電子睡眠日誌的兩項任務秒數，進行 Scheffe 事後檢定，

如表 5-8 所示，在首次操作睡前日誌填寫任務中，初版與 B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

=0.092>0.05，無顯著性；初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010<0.05，有顯著性；

B 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720 >0.05，沒有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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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三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在睡前日誌填寫任務首次操作秒數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092 0.010* 
B 版 - - 0.720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如表 5-9 所示，在首次操作睡醒日誌填寫任務中，初版與 B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

=0.105>0.05，無顯著性；初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014<0.05，有顯著性；

B 版與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749 >0.05，沒有顯著性。 

表 5- 9 三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在睡醒日誌填寫任務首次操作秒數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105 0.014* 
B 版 - - 0.749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從統計結果顯示，初次使用電子睡眠日誌的操作效率以 D 版最佳，而 B 版

事後檢定則無顯著差異存在，主因是初版與 B 版單一頁面資訊量比 D 版多的緣

故。但是比較 B、D 版初次使用（如表 5-7 所示）和加總再次使用後（如表 5-4

所示）的秒數變化，發現 B 版與 D 版效率均有提升，尤其 B 版部分還與初版形

成顯著性，代表操作績效已有所改善。另外，比較操作先後的秒數變化，均呈現

後面操作的版本秒數減少的現象（如圖 5-25、5-26 所示），兩個版本除頁面配

置不同外，所有功能幾乎完全相同，顯見 B 版與 D 版的功能，經嘗試後都能提

昇操作效率。 

圖 5- 25 先操作 B 版本再操作 D 版本的 12 位受測者之兩項任務秒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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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6 先操作 D 版本再操作 B 版本的 12 位受測者之兩項任務秒數折線圖 

5.5.2 頁面配置結果分析 

    本研究為了解每個版本的頁面所潛在的配置問題，針對尺寸、位置、欄位、

閱讀流暢度和操作容易度這五大問題來評估每個頁面。本階段實驗所使用的頁面

配置感受量表與第一階段的量表內容相同，藉此探究修正版介面的 B 版和 D 版

與初版之間的差別。 

    將三個版本的五種配置問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尺寸方面， P 值

=0.000<0.05；位置方面，P 值=0.000<0.05；欄位方面，P 值=0.001<0.05；閱讀流

暢度方面，P 值=0.000<0.05；操作容易度方面，P 值=0.000<0.05，所有結果均呈

現顯著差異（如表 5-10 所示）。 

表 5- 10 三版頁面之五種配置問題的平均值（M）、標準差（SD）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M(SD) M(SD) M(SD) 
F 值 P 值 

尺寸 5.95 
(0.81) 

6.18 
(0.76) 

6.28 
(0.80) 

10.61 0.000* 

位置 5.88 
(0.92) 

5.70 
(1.24) 

6.08 
(1.03) 

9.14 0.000* 

欄位 5.85 
(0.88) 

5.92 
(0.97) 

5.14 
(0.97) 

6.65 0.001* 

閱讀流暢度 5.70 
(1.03) 

5.89 
(1.04) 

6.10 
(0.95) 

9.36 0.000* 

操作容易度 5.39 
(1.54) 

5.83 
(1.30) 

5.96 
(1.24) 

11.15 0.000*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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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將上述項目進行 Scheffe 事後檢定的結果，分析如下： 

1. 尺寸分析 

    由表 5-11 可知，初版（M=5.95, Sd=0.81）與 B 版（M=6.18, Sd=0.76）

事後檢定的 P 值=0.006<0.05，有顯著差異；初版和 D 版（M=6.28, Sd=0.80）

事後檢定的 P 值=0.000<0.05，有顯著差異；B 版和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

=0.292>0.05，無顯著差異。 

表 5- 11 五種配置問題之尺寸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006* 0.000* 
B 版 - - 0.292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探究後發現，初版的時間欄位中因空間不足而有捲軸的設置（如圖 5-27

所示），雖然能正確操作，但是捲軸尺寸比成人手指指尖小，操作起來格外

費力。而 B 版和 D 版無捲軸的設計，因此受測者對於每個物件均能順暢地

點擊和拖曳。 

 
圖 5- 27 初版的捲軸設置 

2. 位置分析 

    如表 5-12 所示，初版（M=5.88, Sd=0.92）和 B 版（M=5.70, Sd=1.24）

以及初版和 D 版（M=6.08, Sd=1.03）的事後檢定均無顯著差異存在，而 B

版和 D 版事後檢定的 P 值=0.000<0.05，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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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 五種配置問題之位置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232 0.131 
B 版 - - 0.000*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B 版和 D 版兩者的差別主要是在配置的形式（如圖 5-28 所示），B 版

延續初版的配置，劃分為左右兩大功能群組，位置不變，而 D 版則在每個

頁面上以置中的形式，只顯示一個主要的功能群組（如圖 5-29 所示）。 

圖 5- 28 B 版的配置形式 圖 5- 29 D 版的配置形式 

    此外，就平均數而言，B 版是三者最低的，探究後發現 B 版的「儲存」

和「完成」容易按錯。「儲存」所代表的系統動作為「填寫完該事件項目的

內容後存檔」；「完成」所代表的是「睡前日誌的所有內容已填寫完成」，

雖然兩者的視覺控件無論在形狀、色彩或形式上皆有不同，但因兩者的字義

略為相似，而在頁面上所擺放的位置又相近，因此造成受測者產生誤按的情

形（如圖 5-30 所示）。  

 
圖 5- 30 B 版「儲存」與「完成」的外觀及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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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欄位分析 

    如表 5-13 所示，初版（M=5.85, Sd=0.88）與 B 版（M=5.92, Sd=0.97）

事後檢定的 P 值=0.690>0.05，無顯著差異存在；而初版和 D 版（M=5.14, 

Sd=0.97）的 P 值=0.004<0.05，有顯著差異；B 版和 D 版的 P 值=0.019<0.05，

也有顯著差異。 

表 5- 13 五種配置問題之欄位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690 0.004* 
B 版 - - 0.019*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綜觀三個版本的欄位設置，初版和 B 版都是左右欄位並置，而 D 版每

個頁面則是單一欄位。根據訪談記錄內容，多數受測者喜歡左右欄位並置，

原因是能隨時在兩種不同項目中移動，可直接在右欄檢視事件項目的填寫內

容，就算按錯也能立即回到左欄事件項目重選，方便切換功能，也可全面得

知須填寫的內容，清楚掌握填寫進度。但是 D 版本由於每個頁面最多只設

置一個功能群組的欄位，故需經幾次換頁才能切換功能，也較難掌握當前填

寫進度（如圖 5-31 所示）。 

 

圖 5- 31 初版、B 版及 D 版的欄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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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閱讀流暢度 

    分析如表 5-14 所示，初版（M=5.70, Sd=1.03）與 B 版（M=5.89, Sd=1.04）

事後檢定的 P 值=0.134>0.05，沒有顯著差異；初版和 D 版(M=6.10, Sd=0.95）

的 P 值=0.000<0.05，具有顯著差異；B 版和 D 版的 P 值=0.037<0.05，也有

顯著差異。 

表 5- 14 五種配置問題之閱讀流暢度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134 0.000* 
B 版 - - 0.037*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初版和 B 版由於頁面欄位設置的形式和位置是相似的，因此閱讀的先

後順序也是相近的。而 D 版則是每個頁面只顯示一個主要的功能群組，資

料量少，所以不需事先建立閱讀的先後順序，受測者操作起來流暢感也較佳。 

    另外，訪談記錄中多數受測者表示，D 版頁面視覺元素的連續性較 B

版好，深入了解後發現，事件項目群組的配置方式，B 版受頁面空間限制因

此呈兩行置放的形式，閱讀時需左右上下搜尋（如圖 5-32 所示），而 D 版

則是為單行，閱讀動線為單純直線，順暢的視覺流使搜尋較不費力（如圖

5-33 所示）。 

 
圖 5- 32 B 版事件項目群組的配置方式 圖 5- 33 D 版事件項目群組的配置方式 

    此外，B 版還有另一項閱讀流暢度的問題，就是心情狀態、助眠藥物、

睡眠品質這三個有關於用量和程度調整的事件項目，B 版將五種程度分成五

個按鈕，因空間的限制，故將按鈕依等級從左到右、從上到下放置。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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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此配置除了較不美觀外，五個按鈕因為有等級意義的連續關係（例如：

微量、少量、中量、多量、大量），此種配置方式會在視覺上阻斷其連續性，

閱讀起來較不順暢（如圖 5-34 所示）。 

 
圖 5- 34 B 版用量和程度調整按鈕因配置不當而阻斷其連續性 

5. 操作容易度 

    分析如表 5-15 所示，初版（M=5.39, Sd=1.54）與 B 版（M=5.83, Sd=1.03）

事後檢定的 P 值=0.002<0.05，具有顯著差異；初版與 D 版（M=5.96, Sd=1.24)

的 P 值=0.000<0.05，也有顯著差異；B 版與 D 版的 P 值=0.475>0.05，無顯

著差異。 

表 5- 15 五種配置問題之操作容易度的 Scheffe 事後檢定結果 
 初版 B 版 D 版 

初版 - 0.002* 0.000* 
B 版 - - 0.475 
D 版 - - -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統計結果顯示修正版介面的 B 版和 D 版操作容易度皆勝於初版，而 B

版與 D 版兩者則是差不多的，顯見初版的操作問題在修正版介面的兩個版

本中均有所改善。在第一階段的初版實驗中，日誌時間填寫是表單的形式，

拉動捲軸可挑選時間點，但受測者幾乎不知道如何填寫（如圖 5-35 所示），

而在修正版介面中以時間環形式取代表單，讓時間填寫更加直覺，雖然仍有

些許錯誤發生，但相較於初版已大幅減少（如圖 5-36 所示）。此外，修正

版介面以「需要時才顯示」為原則，讓受測者能建立正確的操作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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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5 初版日誌時間填寫－表單式 圖 5- 36 B 版日誌時間填寫－時間環 

5.5.3 工作負荷指標結果分析 

    本研究採用工作負荷指標量表（NASA-TLX），作為修正版介面的 B 版與 D

版之整體負荷的評估依據，針對任務操作時的心智負荷、身體負荷、時間負荷、

精力耗費、表現績效、挫折程度共六項因子進行評量。以 SPSS 軟體的 T 檢定對

B 版和 D 版的六項因子分析，如表 5-16 所示，心智負荷（T=3.60, P=0.001<0.05）、

身體負荷(T=-3.10, P=0.003<0.05）、表現績效（T=3.02, P=0.004<0.05）都有顯著

差異，而時間負荷(T=0.67, P=0.504>0.05)、精力耗費（T=1.38, P=0.173>0.05)、

挫折程度（T=0.94, P=0.352>0.05)，則無顯著差異存在。 

表 5- 16 B 版與 D 版之工作負荷指標的平均值（M）、標準差（SD）及 T 檢定分析結果 
B 版 D 版  

M(SD) M(SD) 
T 值 P 值 

心智負荷 4.54 
(1.02) 

3.41 
(1.38) 

3.60 0.001* 

身體負荷 3.33 
(1.34) 

4.41 
(1.05) 

-3.10 0.003* 

時間負荷 3.45 
(1.53) 

3.16 
(1.46) 

0.67 0.504 

精力耗費 3.29 
(1.60) 

2.70 
(1.30) 

1.38 0.173 

表現績效 5.62 
(1.24) 

4.58 
(1.13) 

3.02 0.004* 

挫折程度 3.50 
(1.76) 

3.04 
(1.60) 

0.94 0.352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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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針對心智負荷、身體負荷、表現績效三項具有顯著差異因子的分析： 

1. 心智負荷分析 

    就 B 版（M=4.54, Sd=1.02）與 D 版（M=3.41, Sd=1.38）的平均數來看，

B 版的心智負荷數值比 D 版高，也就是 B 版需要較多記憶、思考和尋找等感

知活動才能完成任務。受測者表示 B 版左右欄位並置的形式，要花費較多時

間來閱讀和思考，尤其當左右欄位都佈滿視覺元素時，操作順序會變得較難

理解。此外，B 版的用量和程度選擇，是依等級分成五個按鈕，受測者必須

逐一閱讀才能了解按鈕的內容（如圖 5-37 所示）。 

 
圖 5- 37 B 版的用量和程度選擇依等級分成五個按鈕 

    在 D 版方面，頁面資訊量較為精簡，每個頁面只顯示一個主要功能，

運用適當配置形式逐步引導填寫，受測者表示操作起來較順暢、快速，且步

驟式的填寫較不易按錯、也減少思考操作順序的時間。 

2. 身體負荷分析 

    比較 B 版（M=3.33, Sd=1.34）和 D 版（M=4.41, Sd=1.05）的平均數，

結果顯示 D 版的數值比 B 版高，表示 D 版在操作時，需要較多與身體活動

相關的動作。探究後發現，雖然 D 版的單一頁面資訊量少，但是所有填寫內

容的份量仍然與 B 版相同，所以 D 版需增加頁面來容納所有內容，故設置彈

出式對話框來解決上述問題。單一頁面資訊量減少的同時，伴隨著增設更多

分頁的問題，雖然降低了操作的思考時間，但是卻增加在頁面中移動的換頁

動作，因此身體負荷也隨之提升。 

    此外，受測者反映 D 版的返回功能不甚健全，需要更多步驟才能回到

特定頁面，主要問題均發生在需經歷對話框兩次換頁的頁面中，包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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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飲食」的填寫，以「運動」為例，如圖 5-38 所示，在睡前日誌主頁面

中，點選「運動」圖像進入，此時若要再回到睡前日誌主頁面，必須在運動

時間的對話框點「下一頁」到運動類型對話框中按「取消」，才能順利返回。 

 
圖 5- 38 回到睡前日誌頁面需經兩次換頁 

    另外，B 版和 D 版的用量和程度選擇方式是不同的，如圖 5-39、5-40

所示，分別是圖像按鈕式和數字尺標式，多數受測者表示，圖像按鈕在閱讀

圖像內容後，可直接點擊所需的等級，用起來較省力。而標有數字尺標的橫

桿，以數字代表等級，右上有該數字所代表等級的文字輔助說明，因數字較

難直接聯想，所以受測者必須嘗試使用後，透過右上的文字得知所有等級內

容後，才能正確操作。 

  
圖 5- 39 圖像按鈕式 圖 5- 40 數字尺標式 

3. 表現績效分析 

    就 B 版（M=5.26, Sd=1.24）和 D 版（M=4.58, Sd=1.13）的平均數來看，

B 版的數值比 D 版高，代表自我評估達成任務的滿意程度以 B 版較好。多數

受測者認為 B 版的操作效率較佳。操作 B 版填寫日誌，需經 3 個階層；而 D

版則需 4 到 5 個階層，受測者表示，D 版的換頁需在階層中移動，容易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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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當前位置而迷失，而 B 版則都在同一階層填寫，不會有此問題發生。 

5.5.4 使用者滿意度結果分析 

    使用者滿意度結果以 T 檢定對兩個版本進行分析，如表 5-17 所示，整體回

應（T=-0.685, P=0.494>0.05）、頁面呈現（T=1.38, P=0.167>0.05）無顯著差異；

互動方式（T=2.29, P=0.023<0.05）、學習程度（T=-2.59, P=0.010<0.05）有顯著

差異存在。 

表 5- 17 B 版與 D 版之使用者介面滿意度的平均值（M）、標準差（SD）及 T 檢定分析結果 
B 版 D 版  

M(SD) M(SD) 
T 值 P 值 

整體回應 5.30 
(1.45) 

5.43 
(1.34) 

-0.685 0.494 

頁面呈現 5.52 
(1.30) 

5.23 
(1.49) 

1.38 0.167 

互動方式 5.26 
(1.35) 

4.81 
(1.34) 

2.29 0.023* 

學習程度 5.20 
(1.16) 

5.63 
(1.12) 

-2.59 0.010* 

             *表 P<0.05，有顯著差異存在 

    以下針對有顯著差異的項目進行分析： 

1. 互動方式分析 

    比較 B 版（M=5.26, Sd=1.35）和 D 版（M=4.81, Sd=1.34）的平均數，

B 版比 D 版高，表示受測者對於 B 版互動方式的滿意度較好。原因除了 B

版頁面左右欄位並置方便切換功能外，B 版的提示功能也較 D 版完整，在

剛進入頁面時，右欄有動態字串提示操作順序（如圖 5-41 所示），在填寫

事件項目時，按鈕也會以變色提示當前所填寫的項目為何（如圖 5-42 所示）。 

  
圖 5- 41 進入 B 版頁面右欄的動態提示字串 圖 5- 42 填寫事件項目時按鈕的變色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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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 D 版方面，對話框頁面中除左上角文字可辨別當前頁面外，由於

容易忽略文字，再加上頁面中無其他顯眼的提示，因此經常不曉得目前所面

對的事件項目為何（如圖 5-43 所示）。  

 
圖 5- 43 D 版頁面無顯眼設置來提示目前的事件項目為何 

2. 學習程度分析 

    由 B 版（M=5.20, Sd=1.16）和 D 版（M=5.63, Sd=1.12）的平均數來看，

D 版的數值比 B 版高，表示 D 版學習程度的滿意度是較好的。由於 D 版單

一頁面只顯示一個最主要的填寫內容，也就是受測者在每個頁面中只需面對

一種訊息，可精準接收資訊，不需經過太多的思考，因此能輕易學習。而 B

版因為頁面元素較多，所以需花費較多心力在閱讀上，進而影響學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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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綜合討論與最終介面設計 

本章綜合討論部份根據修正版介面的實驗結果分析，結合專家評估的意見進

行探討，分為電子睡眠日誌介面的比較、頁面配置的討論以及建構介面頁面配置

的流程。並在最後提出電子睡眠日誌之最終介面設計。 

6.1 電子睡眠日誌介面的比較 

    本研究至此階段共有三版電子睡眠日誌，分別是第一階段實驗中的初版和修

正版介面的 B 版和 D 版，三者在頁面配置及互動設計上皆有所差別，以下是依

據本研究的實驗發現，對三版電子睡眠日誌進行分析比較： 

1. 操作績效的差異 

    從實驗結果可知，三版電子睡眠日誌無論在睡前日誌或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上，B 版和 D 版的操作效率與初版形成顯著差異，顯見在介面的修正設計上，

均有改善初版的操作問題。初版最主要的問題在使用者無法從介面中得知其資訊

架構，因而難以建立正確的操作順序，原因在於初版介面上不同的按鈕群組有不

同的回饋，不同的事件項目有不同的填寫方式，不一致性讓使用者沒有一套規則

可循，因此會耗費過多時間在探索上。 

    有鑒於此，B 版和 D 版在設計時特別注重內部的一致性。而 B 版與 D 版的

操作績效雖無顯著差異，但就秒數而言，D 版略少於 B 版，主因是 D 版拆解每

個功能平均分散到各個頁面中，呈現一個頁面只有一個功能的步驟式填寫，減少

思考操作順序的時間；雖然 B 版將所有資訊集中在同一頁面裡，能節省換頁的

時間，但卻需要多點時間來思考如何使用。此外，在表現績效的主觀滿意度上，

B 版是優於 D 版，主因是 D 版的階層數比 B 版多，D 版因換頁所以必需在整個

階層中移動，造成使用者在操作時，在心理層面上認定 B 版的效率較好。 

2. 捲動式和整頁式 

    在觸控介面的設計中，為了能符合觸控操作，所有物件的尺寸大小必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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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考量，善用頁面空間也相形重要。初版的時間填寫是用表單的形式，由於時

間內容無法完全放進頁面空間中，因此沿用網頁慣用的捲軸來容納所有時間內

容，由於捲軸在頁面中是輔助性質，在畫面空間有限的限制下，仍然以較小的

尺寸來呈現，雖然在實驗中無操作錯誤，因為觸控螢幕靈敏度不甚理想，導致

捲動式的操作相對困難。 

    而 B 版和 D 版為整頁式的設置，將元素直接呈現在頁面上，不會因空間不

足而有部分資訊隱藏，除了能清楚檢視完整內容外，也能直接以點擊的方式操

作，不會因觸控效能不佳導致操作困難。 

3. 欄位的運用 

    在三版電子睡眠日誌中，B 版與初版的欄位設置是相似的，均為左右兩個欄

位並置，而 D 版則為單一欄位，實驗結果顯示單一欄位的 D 版與左右欄位並置

的 B 版和初版存在顯著差異，表示在頁面上適當劃分欄位的使用性較佳。區分

欄位可清楚為所有功能作分類，也能使更多主題呈現在頁面上，使用者希望能夠

正確掌握所有功能，因此合適的欄位運用，除了能讓使用者得知下一步的操作

外，還可瞭解當前的操作進度。 

4. 用量與程度填寫的方式 

    在電子睡眠日誌中，「心情狀態」、「助眠藥物」和「睡眠品質」三項事件

項目設置了用量與程度的填寫，共分五種等級，讓使用者就主觀認定來填寫。初

版和 D 版使用的是數字尺標式，B 版則是圖像按鈕式。圖像按鈕式將五種等級

分成五個按鈕，分別以視覺化的圖像搭配輔助文字呈現；而數字尺標式則以類比

橫桿拖曳的形式，在其上有數字，拖曳時左上有數字代表的等級之同步文字顯

示。圖像按鈕式的優點是可精確點擊到所要的等級，用起來較省力，但是受其編

排方式的影響，五個有等級意義連貫關係的按鈕分成兩行，無法發揮五個之間的

連貫效果，因此在閱讀上必須逐一檢視圖像來了解意義。 

    而數字尺標式其上的數字無法讓使用者產生正確的聯想，在專家評估中也指

出，每個人對數字所代表的意義在認知上皆有不同，雖然在右上增設隨數字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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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同步輔助文字顯示，但是必須要嘗試操作後才能得知所有數字所代表的意

義，因此操作起來特別費力。 

5. 回饋與提示 

    在三版電子睡眠日誌中最缺乏的是回饋與提示，目前三個版本皆有視覺回

饋，但均尚未健全。三版都缺乏的是事件項目填寫完後，應有該事件項目已填入

的視覺標示；在所有日誌內容都完成後，應告知使用者填入的資訊正確與否，建

立除錯和回報的服務。 

    此外，在提示部份，以 B 版較為完善，有動態字串提示操作次序、在填寫

事件項目時，按鈕會以變色顯示當前所填的事件項目為何；D 版因為頁面上無相

關提示，所以造成使用者不知目前的操作是處在哪個事件項目下。另外，三版的

輔助說明文件與求助功能也尚待建構。 

6.2 頁面配置的討論 

    本研究透過圖形化導向的電子睡眠日誌介面作為頁面配置的實例，根據初版

介面與修正版介面的評估結果，進行頁面配置的探討。 

6.2.1 運用配置設計原則於介面的發現 

    本研究參考 Gillo 與 Vanderdonckt （1994）所提出之可應用於使用者介面的

頁面配置原則，篩選合適於電子睡眠日誌介面的子原則進行設計，經由實驗評估

後有以下發現： 

1. 一致：進行頁面配置設計時，一致性是有絕對必要的存在。在本研究中，運

用一致的原則來建立介面的基本設計規範，包含邊界、圖像、文字、色彩，

能為執行配置的初期提供一個有效規則，讓所有物件都可遵循一套具有邏輯

的原則，維持介面的秩序。 

2. 分配：在電子睡眠日誌的分配原則中，納入象限優先的概念，考量人類閱讀

順序是由左由右、由上而下的習慣，將頁面中最重要的資訊和最先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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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置放在第一象限；最後被使用的則放在第四象限。此作法在元素單純的

頁面中特別容易發揮效果。然而，當頁面元素多時，若有元素運用了顯眼的

設計，便會破壞這種閱讀順序，因此若要運用象限優先的原則，就要考量元

素本身的視覺強度是否會形成影響。                                

3. 平衡：無論從事任何性質的頁面設計，平衡是穩固整體視覺比重的必備原

則。本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對稱性平衡，分為左右兩大欄位，結果發現運用

對稱性平衡時，當彼此對稱的部分其視覺比重相近，又無任何強調性設計的

情況下，容易讓使用者無法從頁面中區分優先操作的部份，造成操作次序混

亂。 

4. 群組：群組的作用除了吸引注意、建立順序外，還能使元素產生分類效果，

進而製造出頁面良好的視覺階層。距離相近、色彩相似、形狀相同都能輕易

形成群組，儘管如此，本研究中 B 版的「儲存」和「完成」按鈕用不同的

形狀與色彩區分在不同群組中，但因兩者字義略為相似再加上擺放位置近，

因此破壞群組的效果。 

5. 連續：Gillo 與 Vanderdonckt （1994）提到「保存同一個單位化的視覺描述」

和「不間斷的步驟」可形成連續效果，在本研究中，以 B 版的用量和程度

調整按鈕為例，雖然都是相同的按鈕形式、因應空間限制分兩行接續排列，

但是連續的成效不彰，因此若要加強連續性質，應將物件都對齊置放於同一

個直線上。 

6.2.2 頁面配置對介面的影響 

    在電子睡眠日誌的修正版介面中，以兩種不同方針來進行介面的建構，分別

是頁面元素多、階層深度淺的 B 版，以及頁面元素少、階層深度深的 D 版，透

過實驗分析比較後發現均產生不同的影響，詳述如下： 

1. 頁面元素多寡的影響 

    頁面所運用之元素多寡主要影響的層面是閱讀、感知和學習。從實驗結果可

知，當頁面元素多時，使用者必須花費較多時間在讀取頁面中的所有內容，而閱

讀的動線也較元素少的頁面來的複雜，因此閱讀的流暢程度也較為不佳。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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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者閱讀完頁面的內容後，便會在腦中產生記憶、思考和理解等感知活動，

當頁面的元素越多時，使用者在思考和記憶上的負擔也會變多，進而影響操作的

效率。最後在學習部分，頁面元素越少會讓學習的程度越好，因為使用者一次只

需接收少量的訊息，閱讀和思考的時間也相對減少，因此可以輕易學習。 

2. 階層深淺的影響 

    從實驗中發現，階層深度深需要較多動作在點擊換頁的連結上，也呼應了

Stagger（1993）所言，瀏覽低密度畫面（階層深）必須付出較多成本在切換視窗

和重新適應新畫面中的資料。也因如此，介面的階層深，頁面上的導向連結更顯

重要，由於需在整個階層中移動，若無完善的導向連結，就要耗費更多動作才能

到達目的地。而階層深度淺則不易發生上述問題。 

    在第一階段初版的實驗中，發現階層深度較深，花費的操作時間較多。在

Larson 和 Czerwinski（1998）以及 Zaphiris（2000）於網頁設計和網頁連結安排

的研究中，均顯示階層越深其反應時間就越久。然而，在本研究修正版介面的實

驗中，階層較深的 D 版與階層較淺 B 版，兩者操作時間並無顯著差異。深入探

究後發現，D 版單一頁面的元素遠比 B 版少，顯示在階層深度深的架構中，將

頁面資訊量減少，其操作效率不亞於深度淺的結構。此外，在Larson 和Czerwinski

（1998）以及 Zaphiris（2000）的研究中，都是使用單純的文字連結，而本研究

則是圖像化的連結，顯示圖形化導向的設計可能可以免去文字指令複雜的缺點，

讓使用者能以辨識取代記憶。 

    總的來說，頁面元素多寡與階層深淺並無絕對的好壞，良好的使用性主要是

取決於兩者之間的協調，應以介面的性質為出發點，妥善規劃頁面「廣度」與「深

度」的分配，才能達到最佳的平衡。 

6.2.3 觸控介面的頁面配置設計 

    電子睡眠日誌是一項應用於觸控介面的產品，而觸控介面的輸入方式是以

手指或觸控筆為主，有別於一般電腦螢幕介面的滑鼠或鍵盤，因此在執行觸控介

面的頁面配置設計時，必須審慎評估能否符合觸控操作，包含物件尺寸大小要能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95

容納成人手指點按等，而從本研究的實驗發現中，提出以下觸控介面之頁面配置

需要注意的事項： 

1. 考量觸控操作時可能造成的視線遮蔽 

    由於觸控介面的操作，是以手或手持觸控筆直接在螢幕上點擊，無論觸控螢

幕擺放方式是直立或平放，手的位置都是介於螢幕和眼睛之間。在本研究的初版

介面中，設計數字橫桿式的調整，在手指拖曳橫桿時，下方會同時顯示文字輔助

說明，此配置方式在使用者操作時，會發生同步文字顯示被手部遮蔽的情形，導

致訊息無法順利取得，因此即時顯示的訊息應避免放在操作位置的下方。而若要

完全防止觸控操作時產生手部遮蔽的問題，可在執行頁面配置同時，一併考慮手

部操作時可能的動線為何，避免此種外在問題影響使用者的操作。 

2. 將內容轉換成獨立而有意義的單元 

    目前消費性電子產品結合觸控介面日益廣泛，這類產品其中一項趨勢是輕薄

短小。觸控介面的螢幕尺寸越小，使用者在閱讀段落和內文也越吃力，而在觸控

操作也較困難。在本研究中，初版介面和修正版介面有不同的時間填寫方式，初

版的時間選擇上，以捲軸表單呈現一長串的時間點（如圖 6-1 所示）；而修正版

介面則是將時間的描述簡化，轉化成時間環的形式，讓時間的呈現能一目瞭然（如

圖 6-2 所示）。因此在進行觸控介面的頁面配置之前，盡量先將內容簡化，轉換

成各自獨立且有意義的單元，以方便閱讀和操作。 

  
圖 6- 1 初版介面的時間填寫 圖 6- 2 修正版介面的時間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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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構介面之頁面配置的流程 

    本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作為探討介面之頁面配置的實例，全程參與電子睡眠

日誌的開發，歷經所有分析、討論、設計及測試的過程，根據過程中所遭遇的問

題及因應的解決方法，彙整出建構介面之完善頁面配置的流程（如圖 6-3 所示） 

 

圖 6- 3 建構介面之完善頁面配置的流程 

    以下是針對建構介面之頁面配置流程的說明： 

1. 介面開發的目標及需求分析：首先必須先了解產品問世的目標為何，才能為

後續發展奠定主要方向。決定使用者是何種族群，並執行與使用者相關的研

究及需求分析，必要時諮詢相關領域專家意見，以貼近介面開發的核心目的。 

2. 發展介面功能：依據相關研究與需求分析，建立介面上所有的功能群組，劃

定主要功能及子功能內容，並針對功能進行操作細節的分析。 

3. 建構層級架構圖：以樹狀圖的形式，架構所有功能的路徑，依操作的先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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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從屬關係，妥善將功能分配在各個階層中，並留意階層廣度和深度的平

衡。用具有方向性的箭頭連結起來，展現執行任務時所經過的路線。 

4. 訂定介面主要視覺風格：根據一開始所建立的目標，發展適合介面的風格及

調性，讓介面上所有的物件、色彩、字型……等，都能呈現視覺上的協調及

統一的風格。 

5. 設計介面的視覺元素：依照前述所制定的功能，設計出介面上所有物件，以

及與物件相依的輔助設計元素，最後明確說明其代表的操作內容。 

6. 明定介面基本規範：基於一致性的原則，擬定一套基本規範，讓所有物件都

能遵循同一個主題並且有固定的規則。而設計規範的基本範疇包含頁面的邊

界制定、圖像大小、文字字型、色彩計畫等。 

7. 建立介面的 OAI 模型：這是整合介面的互動設計與頁面配置的重要階段。根

據層級架構圖的結構，以及頁面上已設計完成的物件，同步整合介面上的物

件、使用者的操作、各物件在介面上所反應的動作，形成一套全面的操作流

程。在 OAI 模型中，介面上的物件應作分類，視功能類別來區分，導向按鈕

類也應納入其中，如此才能規劃出詳盡又完善的 OAI 模型，為後續執行頁面

配置提供一套完整的依據。 

8. 執行頁面配置設計：以 OAI 模型為依據進行頁面配置設計，可運用 Gillo 與

Vanderdonckt （1994）所提出的原則於頁面配置中，在正式執行設計前，為

確保所使用的原則是否適用於頁面，先以網格系統結合視覺框架的形式建構

配置的原型，再設計出完整的介面之頁面配置 

9. 介面測試與評估：最後進行介面測試，藉此評估介面是否潛藏問題，並針對

問題點進行修改。 

   規劃一套合適的工作流程，最大的優點是協助建構整個介面，讓所有參與的

人員可以熟知每個階段的工作方針，能夠循序漸進往下進行。這不僅提供一個清

楚明瞭的方法，就算在發生問題時，也能輕易回顧並檢視問題所在，讓介面最後

的呈現得以臻於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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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最終介面設計 

    電子睡眠日誌根據實驗分析及綜合討論結果，進行日誌類頁面的最終介面設

計，改善前述所提及之各項問題點，讓整體介面呈現更加完善。最終介面設計主

要以 B 版作為修改的藍本，主因是在觀察和訪談以及實驗結果顯示，使用者多

半認為整頁式的設置、適當地劃分欄位、在同一階層中填寫的使用性較佳。 

    最終介面設計的詳細內容描述如下： 

1. 使用不對稱性平衡來劃分欄位：因應水平為主軸的配置，依然以左右欄位並

置為主，方便使用者切換選項。使用不對稱性平衡來調整兩大欄位的比重，

增加右欄的空間，強調填寫日誌內容為此類頁面的重點，而事件項目的主要

作用為切換選項，使用者操作時在此停留的時間較少，故縮減此部分的空間。 

 
圖 6- 4 使用不對稱平衡來劃分欄位 

2. 運用群組強調視覺階層：在最終介面設計中，特別加強群組的運用，將相同

性質的按鈕群聚攏以達到最佳的分類效果，並利用框線清楚規劃出已群組起

來之視覺元素所屬的分群，讓視覺階層得以分層地被區分出來，使操作順序

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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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5 運用群組強調視覺階層 

3. 以強化連續性來製造順暢的視覺流：從前述實驗中發現，用量和程度調整的

按鈕有等級意義的連續關係，但因配置不當阻斷其意義的連貫性，故在此依

照等級順序將五個按鈕對齊置放於同一個直線上，除了強化視覺及等級意義

上的連續性外，也製造了由左到右單一直線之順暢的視覺流。 

 
圖 6- 6 將五個按鈕對齊置放於同一條直線上來強化連續性 

4. 增加事件項目按鈕的視覺回饋：在已填寫完成的事件項目按鈕，增加了變色

的視覺回饋，使用與底色較接近的顏色提示已填寫過，並且藉此突顯尚未填

寫的事件項目按鈕。 

  
圖 6- 7 睡前日誌與睡醒日誌已填寫過的事件項目按鈕之視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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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顯眼色彩吸引注意：由實驗結果顯示，修正版介面的時間環，切換 A.M.

和 P.M.按鈕由於色彩較週邊物件不明顯故容易忽略。由於這是填入時間的

第一個步驟，因此將此按鈕用顯眼的色彩，讓使用者能在第一時間便能注意

到，而原先的按鈕上的「A.M.」與「P.M.」文字也改成「上午」和「下午」，

更符合中文使用者的需求。 

圖 6- 8 將時間填寫的第一個步驟以顯眼的色彩吸引注意 

    以下是電子睡眠日誌之日誌類頁面的最終介面設計成果： 

 
睡前日誌－主頁面 

 
睡前日誌－運動時間選擇 

 
睡前日誌－運動類型選擇 

 
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 

電

子

睡

眠

日

誌 
最

終

介

面 
之

睡

前

日

誌

所

有

頁

面 

 
睡前日誌－飲食時間選擇 

 
睡前日誌－飲食成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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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日誌－睡前活動選擇 

 
睡前日誌－小睡時間選擇 

 
睡醒日誌－主頁面 

 
睡醒日誌－入睡時距時間填寫 

 
睡醒日誌－清醒時距時間填寫 

 
睡醒日誌－中途醒來時間填寫 

電

子

睡

眠

日

誌 
最

終

介

面 
之

睡

醒

日

誌

所

有

頁

面 

 
睡醒日誌－助眠藥物用量選擇 

 
睡醒日誌－睡眠品質選擇 

 
圖 6- 9 最終介面之日誌類所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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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頁面配置，運用觸控介面之電子睡眠日

誌作為實際例子，研究者全程參與電子睡眠日誌的開發，在醫療團隊的協助之

下，於工業設計、資訊設計以及平面視覺設計領域，多方人員的團隊合作下完成

電子睡眠日誌的介面設計。本章之結論與建議總結整體研究的過程和討論，並提

出研究結論以及後續的研究和建議。 

7.1 研究結論 

    經由本研究具體的討論結果歸納出結論，共分為電子睡眠日誌介面設計與頁

面配置設計兩部分的結論。 

7.1.1 電子睡眠日誌介面設計結論 

    電子睡眠日誌的介面是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應用，透過初版介面設計到修正

版介面設計，兩階段實驗測試，三個版本綜合比較，經過設計、評估、修正設計、

再評估的循環過程，已逐漸改善介面上所存在的問題，而以下則是針對電子睡眠

日誌之介面設計所歸納的研究結論： 

1. 介面設計需要各領域專業人員的配合：建構一個介面所涵蓋範疇主要橫跨工

程領域與設計領域，而在各領域之下還有各自不同屬性的專業人員。而電子

睡眠日誌是為失眠患者所設計的產品，因此在開發初期還有醫學領域的專家

一同給予意見，因此要設計一個介面，是需要多方人員提供自身專業知識，

跨領域合作才能相互整合出一套完善的介面系統。 

2. 圖形化的呈現必須能產生直接的聯想：電子睡眠日誌部分圖形化呈現，是運

用類比現實世界的操作，然而由於部分圖形化的類比設計不當，讓使用者無

法直接聯想，因此須經過一再的思索才能理解。 

3. 步驟式的填寫能提升操作效率：從研究結果發現，在每個頁面上只顯示一個

主要的操作功能，可讓使用者只專注在單一功能上，依循介面的引導，逐步

往下填寫，減少思考的時間進而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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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介面上罕見的用詞需謹慎使用：在電子睡眠日誌的睡醒日誌中，有「入睡時

距」和「清醒時距」兩個少見的名詞，而使用者對字詞的意義不甚了解的情

況下，會間接影響操作。因此介面上有罕見的用詞，更應在事前對使用者進

行詳細說明。 

5. 回饋與提示的必要：電子睡眠日誌的介面目前只有簡單的視覺回饋和少量的

操作順序提示，在整體回饋機制和提示功能仍未健全，因此在使用者發生問

題時，無法提供完整的協助。 

7.1.2 頁面配置設計結論 

   本研究主要關注於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頁面配置，由整體研究成果來看，一

套完善的頁面配置設計確實能提升介面整體的使用性，而以下則是針對介面之頁

面配置設計所歸納的研究結論： 

1. 頁面配置應具有結構上的意義：介面上所呈現的所有配置都應有各自代表的

作用存在，在頁面上劃分出欄位可讓功能聚集為群組，達到分類效果，而適

當的配置運用，可讓頁面建立起無形的操作順序，讓使用更加容易。 

2. 善用一致性建立規範：在執行頁面配置設計時應有一套可依循的準則，用一

致性制定規範對配置設計初期提供了有效的協助，可以形成具有邏輯和秩序

的頁面，而基本的規範應包含頁面的邊界位置、圖像尺寸、文字字型和色彩

計畫  

3. 頁面配置與互動設計需妥善整合：頁面配置設計與互動設計兩者的關係是密

切相關的，良好的頁面配置設計，可以讓使用者輕易地從頁面中得知其資訊

架構，進而了解操作的方法和次序。因此在頁面配置設計與互動設計兩者的

整合上就顯得格外重要，可參考 Shneiderman（1998）所提出的 OAI 模型，

將介面上的物件、使用者動作、各物件在介面上所呈現的動作同步整合，同

時還能形成一套操作流程。 

4. 頁面元素多寡和階層深淺的協調運用：頁面元素越少在閱讀、思考和學習上

的效率越好，而階層越深則會在操作時花費越多動作。雖然頁面元素少可減

低閱讀、思考和學習的時間，但在本研究中，若頁面元素少但階層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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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是寧可選擇頁面元素多但階層淺的介面，因為階層深有較多換頁的麻

煩，他們認為雖然一開始面對頁面元素多的介面需花費心力操作，但經過學

習後就可熟悉所有功能的分佈，操作起來也就沒有困難。另外，雖然階層深

需耗費較多時間操作，但將頁面資訊量減少，還是可以提昇操作效率。整體

而言，妥善規劃頁面「廣度」與「深度」的分配，取得兩者之間的協調，才

能展現良好的使用性。 

5. 觸控介面的頁面配置設計：進行觸控操作的主要方式為手指或手持觸控筆，

在眼睛和螢幕間還有手掌存在，故進行觸控介面的設計時，需格外注意頁面

配置，避免在觸控操作時介面訊息被手部遮蔽。另外，在觸控介面中閱讀或

操作內文和段落是費力的，所以將內容簡化，轉換成獨立而有意義的單元，

能提升整體使用性。而觸控介面較適合整頁式的頁面呈現，尤其在觸控面板

不靈敏時，整頁式的頁面能減少當硬體效能不佳所造成的操作問題。 

6. 審慎運用頁面配置設計原則：頁面配置設計原則是前人提供給後續設計者一

套參考指南，兼具介面美感及使用性價值，可減少設計時的摸索和探尋。但

事實上，沒有一套原則清單是完整無缺的，在設計時仍然要視介面本身的特

性，謹慎地篩選運用，深入考量細節設計，並透過測試來評估其適用性。 

7.2 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 9.8 吋單點觸控介面之電子睡眠日誌的開發過程，探討圖形化使

用者介面的頁面配置。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未來將會有更多卓越、便利、人性化

的技術問世，因此無論是在電子睡眠日誌的產品本身，抑或在介面的頁面配置議

題上，仍然有值得更進一步的建構和深入探討的價值。以下是針對後續相關的研

究議題所提出的建議： 

1. 完整建構電子睡眠日誌的輔助說明文件與除錯功能，未來可考慮納入聲音或

觸覺上的回饋設計，讓使用者與介面的互動性更加完善。 

2. 觸控介面尺寸的型態廣泛，由小型的手持式到大型的直立式，然而介面的頁

面配置設計方法會隨不同尺寸而有所變化，因此可針對不同尺寸大小的觸控

介面進行相關研究，歸納出合適於不同介面大小的頁面配置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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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今軟硬體技術的提升已發展出多樣化的觸控操作方式，面對如此多元的操

作方式，介面的頁面配置應該如何因應，才能符合使用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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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第一階段實驗問卷 

電子睡眠日誌之頁面配置研究測試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指導教授：唐玄輝 教授 

研究生：陳郁汝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年齡 

□19 歲以下  □19-24 歲  □25-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教育程度 

□國小或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學(大專)  □研究所或以上 

 是否接受過睡眠治療 

□是  □否 

 是否填寫過睡眠日誌 

□是  □否 

 使用電腦的經驗 

□無  □1 年以下  □1-2 年  □3-4 年  □5-6 年  □7 年以上 

 使用觸控式螢幕的經驗 

□無  □1 年以下  □1-2 年  □3-4 年  □5-6 年  □7 年以上 

 從哪裡獲得觸控式螢幕的使用經驗 (可複選) 

□提款機  □衛星導航儀  □筆記型電腦  □智慧型手機  □遊戲機  □PDA   

□售票機  □導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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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任務操作 

 

1. 工具使用任務 

任務一：我要檢視一週的資料紀錄 

任務二：我預計隔天八點鬧鐘會響起 

任務三：我要調整系統時間到正確的時間 

 

2. 睡前日誌紀錄任務 

任務一：我下午兩點在小睡  

任務二：我下午四點在跑步 

任務三：我下午五點有喝酒 

任務四：我在睡前有看書 

任務五：我睡前的心情非常好 

3. 睡醒日誌記錄任務 

任務一：我今天有服用中量的助眠藥物 

任務二：我晚上十二點上床睡覺，在床上躺了兩個小時才睡著 

任務三：我在三點和四點時各醒來一次 

任務四：我早上七點醒來，躺了一個小時才起床 

任務五：我覺得我睡得不錯 
 

時間 

 

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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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一階段實驗觀察與訪談內容 

  

頁面樣本 紀錄內容 

操作錯誤 1. 主選單 

 

 點按右上角頁面名稱的宣告文字(2/24) 
 點按時間顯示處(1/24) 

 

 

操作錯誤 

無(24/24) 

 

意見反映 

2.選擇工具

 
 操作時以觀看文字為主，三個圖像對使用者而言按

鈕作用較強，所以可調整圖像與文字的比例，文字

放大些，圖像縮小些。(1/24) 

操作錯誤 

 點按一週資訊圖表(3/24) 

意見反映 

3.一週檢視

  此頁面視覺感受略顯複雜(2/24) 
 稍嫌擁擠 

操作錯誤 

 時間調整方式點按三角形箭頭(6/24) 
 時間調整方式用左右撥動(2/24) 
 忘記打開鬧鐘(7/24) 

意見反映 

4.設定鬧鐘時間 

 
 時間調整方式不直覺，完全無法得知是用撥動方式

來調整(8/24) 
 三角形箭頭非點按調整處與一般認知相違背(5/24)
 開啟鬧鐘擺放位置容易忽略，使用者會誤以為”完

成”即是開啟鬧鐘，建議將鬧鐘開關置放於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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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處(7/24) 
 建議可以將撥動調整與點按調整並存，讓使用者選

擇適合自己的方式(1/24) 
操作錯誤 

 時間調整方式點按三角形箭頭(5/24) 
 時間調整方式用左右撥動(2/24) 

 

意見反映 

5.調整時間 

 
 調整時間最多需要撥動 60 下，會有操作疲勞的感

受(5/24) 
 時間用點的比較好(8/24) 
 建議類比由時針和分針組成的時鐘形式呈現，如此

一來可減少調整所花費的時間，而高齡者或特定族

群或許會對此形式有操作上的困惑(1/24) 
操作錯誤 

 進入錯誤的日誌選項(2/24) 

意見反映 

6.選擇日誌

 
 操作時以觀看文字為主，圖像對使用者而言按鈕作

用較強，所以可調整圖像與文字的比例，文字放大

些，圖像縮小些。(2/24) 
操作錯誤 

 有部分使用者在操作上先點選時間選項，再點選事

件選項(3/24) 
 心情狀態與睡前活動兩個選項不需填寫右側時間

選項，但還是不自覺會填寫時間，認定時間是必填

項目(20/24) 
 在點選時間選項時，點按處為白色事件資訊顯示欄

(8/24) 
 每設定完一個選項皆按完成鈕(3/24) 
 取消時間欄的的方式為點選左側事件在點選右側

時間按鈕，部分操作者藉由多次失誤經驗後即可正

確操作(16/24)，而部份則是點按下方取消鈕造成已

填寫的資料全清除(2/24) 

7.睡前日誌 

 

意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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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進入頁面無法得知應該先點選事件選項還是先

點選時間選項(7/24) 
 事件選項不知與時間選項如何對應操作(15/24) 
 頁面組成複雜(8/24) 
 時間欄位複雜(3/24) 
 事件項目配置部份，建議可以相關屬性或有連貫性

的事件相鄰置放，方便使用者操作(2/24) 
 心情狀態與睡前活動有別於其他項目不需填入時

間欄位，因此無文字回饋顯示，令人感到十分困

惑，甚至會以為是出錯(14/24) 
操作錯誤 

無(24/24) 

意見反映 

8.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 

 

 部分使用者反應橫桿設置不直覺，進入頁面時其實

不知道橫桿可往右拉，是嘗試操作的心態下完成的

(6/24) 
 下方資訊欄會在手指拖拉橫桿時被遮蔽(2/24) 
 無法預測橫桿上 1-5 的等級意義(3/24) 
 建議可標上刻度讓使用者可預先得知程度的差別 
 建議橫桿可隨拖拉的等級有顏色變化，區別性會更

強(2/24) 
 橫桿等級只有 1-5，建議可拆成五個按鈕，意義會

更清楚、直覺(1/24) 
操作錯誤 

 點按文字部分(5/24) 

意見反映 

9.睡前日誌-運動類型選擇 

 

 建議對有氧運動和無氧運動意義不甚了解的使用

者作事前的說明(2/24) 

操作錯誤 

 點按文字部分(3/24) 

意見反映 

10.睡前日誌-飲食選擇 

 
 文字冗長(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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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錯誤 11.睡前日誌-睡前活動選擇 

 

 點按文字部分(1/24) 

操作錯誤 

 有部分使用者在操作上先點選時間選項，再點選事

件選項(5/24) 
 助眠藥物不需填寫右側時間選項，但還是會填寫時

間，認定時間是必填項目(10/24) 
 在點選時間選項時，點按處為白色事件資訊顯示欄

(13/24) 
 入睡時距與清醒時距遺漏填寫某一個時間點(7/24)
 每設定完一個選項皆按完成鈕(3/24) 
 取消時間欄的的方式為點選左側事件在點選右側

時間按鈕，部分操作者藉由多次失誤經驗後即可正

確操作(16/24)，而部份則是點按下方取消鈕造成已

填寫的資料全清除(2/24)。 
意見反映 

12.睡醒日誌

 

 剛進入頁面無法得知應該先點選事件選項還是先

點選時間選項(7/24) 
 事件選項不知與時間選項如何對應操作(15/24) 
 頁面組成複雜(9/24) 
 時間欄位複雜(3/24) 
 事件項目配置部份，建議可以相關屬性或有連貫性

的事件相鄰置放，方便使用者操作(2/24) 
 入睡時距與清醒時距由兩個時間點組成，應在右側

文字顯示欄清楚標明入睡時距的上床時間點與睡

著時間點；清醒時距亦是(2/24) 
操作錯誤 

無(24/24) 

13.睡醒日誌-睡眠品質選擇 

意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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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8.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之意見反應 

 

操作錯誤 

無(24/24) 

意見反映 

14.睡醒日誌-助眠藥物使用量 

 

同 8.睡前日誌-心情狀態選擇之意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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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二階段實驗問卷 

電子睡眠日誌之頁面配置研究第二次測試 

台灣科技大學 設計研究所 

指導教授：唐玄輝 教授 

研究生：陳郁汝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年齡 

□19 歲以下  □19-24 歲  □25-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教育程度 

□國小或以下  □國中  □高中  □大學(大專)  □研究所或以上 

 是否接受過睡眠治療 

□是  □否 

 是否填寫過睡眠日誌 

□是  □否 

 使用電腦的經驗 

□無  □1 年以下  □1-2 年  □3-4 年  □5-6 年  □7 年以上 

 使用觸控式螢幕的經驗 

□無  □1 年以下  □1-2 年  □3-4 年  □5-6 年  □7 年以上 

 從哪裡獲得觸控式螢幕的使用經驗 (可複選) 

□提款機  □衛星導航儀  □筆記型電腦  □智慧型手機  □遊戲機  □PDA   

□售票機  □導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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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操作 

請根據情境的內容填寫兩種版本的電子睡眠日誌 

 

 
 
1.日誌記錄－睡前日誌填寫任務 

 

情境內容： 

今天早上八點，我在早餐店點了一杯咖啡悠閒地渡過早晨。下午一點，因為

朋友的邀約，到市立體育場跑步，活動筋骨。回家後覺得有點疲累，所以在下午

四點時小睡了一下。晚上睡覺前，我總是習慣閱讀小說片刻才去就寢，充實的一

天讓我擁有最佳的心情狀態。 

 
 

 

 

 

 

 
2.日誌記錄－睡醒日誌填寫任務 

 

情境內容： 

一陣睡意襲來，我在晚上九點上床睡覺，但是卻在床上躺了兩個小時才睡

著，因為這樣，所以我固定在睡前都會服用微量的助眠藥物。在睡眠的中途，我

分別在凌晨兩點和四點醒來。到了隔天早上十點，我醒了，可是在床上躺了兩個

小時才起身下床，昏昏沉沉的，昨晚的睡眠品質真的非常差!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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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研究－以電子睡眠日誌為例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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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二階段實驗之觀察與訪談內容 

 

 觀察紀錄內容 

B 版本睡前

日誌錯誤情

形 

 右側欄位的儲存按鈕容易誤按成最右下角的完成，導致頁面跳到主選單 

B 版本睡醒

日誌錯誤情

形 

 入睡時距逐一點擊時距內的時間，最後填寫結果仍然是正確的 

 清醒時距逐一點擊時距內的時間，最後填寫結果仍然是正確的 

 用拖曳的方式操作入睡時距的時間 

 用拖曳的方式操作清醒時距的時間 

 入睡時距的時間遺漏填寫 

 清醒時距的時間遺漏填寫 

 中途醒來的時間遺漏填寫 

D 版本睡前

日誌錯誤情

形 

 回到「上一頁」按成「返回」的按鈕 

D 版本睡醒

日誌錯誤情

形 

 入睡時距逐一點擊時距內的時間，最後填寫結果仍然是正確的 

 清醒時距逐一點擊時距內的時間，最後填寫結果仍然是正確的 

 用拖曳的方式操作入睡時距的時間 

 用拖曳的方式操作清醒時距的時間 

 入睡時距的時間遺漏填寫 

 入睡時距的時間填寫方式困惑，經嘗試後能正確操作 

 清醒時距的時間填寫方式困惑，經嘗試後能正確操作 

 清醒時距的時間遺漏填寫 

 中途醒來的時間遺漏填寫 

兩個版本的

睡前日誌與

睡醒日誌皆

有的錯誤及

現象  

 忽略調整 A.M.和 P.M. 

 弄錯 A.M.和 P.M.的意義 

 時間環上的數字誤以為是時間長度(EX:2 代表 2 小時) 

 在事件項目的填寫順序部份，有些受測者是按照頁面上事件項目按鈕所置放的位

置由左而右、由上而下依序操作；而有些受測者則是回想一天中事件發生的時間順

序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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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紀錄內容 

B 版本 
 

 比較喜歡此版本的配置形式 

 此版本操作效率較好 

 較喜歡此版本的用量及程度調整的形式，可以在第一時間得知所有等級 

 因為使用網頁習慣，會比較熟悉此版本的頁面配置形式 

 頁面視覺元素較多，容易模糊填寫的順序 

 頁面資訊較多，會有干擾，建議把右側欄位設計成可收摺到最小，按了事件項目

再放大就好 

 不知應先點選事件項目或右側欄位，操作順序不清楚 

 此版本的配置形式要花比較多時間閱讀和思考 

 入睡時距與清醒時距在填寫上稍感困難 

 事件項目的按鈕可參考一般人作息的順序排列 

 事件項目的按鈕建議作成可拖曳式，讓使用者能自由排列成符合生活作息的順序

 填寫完的事件項目，在頁面上無任何回饋 

 用量及程度的調整依程度分成五個按鈕，操作起來較直接、省力、方便、易理解

 用量及程度的調整依程度分成五個按鈕，需花費較多時間去閱讀這些按鈕的內容

 用量及程度的調整依程度分成五個按鈕，配置上較不美觀，且五個按鈕有等級上

的連續關係，因配置的緣故阻斷其連續性，故無法清楚區分這五個按鈕所代表的不

同等級 

 用量及程度的調整依程度有不同的代表圖像，能透過圖像辨識等級、感覺較親切

 左右欄位並置，能在兩種不同項目中移動，方便切換功能，也可立即得知所在位

置，較安心 

 左右欄位都佈滿元素時，操作順序會變得較難理解 

 所有元素都在同一頁呈現，可較全面地得知需填寫的內容 

 左右欄位的功能區別很清楚 

 在右欄有提示，所以能得知操作順序 

 左右欄位並置可直接檢視子選項的內容、按錯能隨時切換回左攔事件項目 

 左右欄位並置能清楚掌握填寫進度 

 在操作右欄的子選項時，左欄的事件項目按鈕會變色，可清楚得知目前所操作內

容所屬的事件項目 

 右側欄位在填寫完一個事件項目後，會出現左右移動、指向左側的箭頭和文字敘

述提示，箭頭是會動的圖像，所以注意力會集中在此處，因此會誤以為是上一個事

件項目填寫錯誤的警示 

 右側欄位中的「儲存」按鈕與最右下角的「完成」按鈕，因位置接近，按鈕字義

也較相似，所以容易按錯 

 事件項目的編排配置較 B 版本不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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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版本 
 

 比較喜歡此版本的配置形式 

 此版本比較好用 

 用起來順暢、快速 

 此版本的配置形式比較直覺，填寫起來很快速 

 頁面資訊量精簡，使用起來容易 

 此版本頁面不繁瑣，也適合老人使用 

 用量及程度的調整用數字橫桿型是個不錯的類比、很直覺、有趣 

 填寫完的事件項目，在頁面上無任何回饋 

 一個頁面只有一個步驟，不會按錯 

 須在階層中移動，容易因不清楚當前位置而迷失 

 數字橫桿上的數字等級與所代表的意義兩者較難聯想其相關性 

 數字橫桿上有數字等級的顯示是沒有必要的 

 數字橫桿上的數字等級必須經過嘗試操作才能得知數字所代表的意義 

 數字橫桿上的數字等級必須依賴文字輔助說明才能了解意義 

 此版本換頁次數較多，較麻煩 

 此版本返回的功能不健全 

 此版本對話框只能透過左上文字來辨識當前填寫的事件項目，建議能加入相關圖

像方便辨識，增加提示性 

 按事件項目後，會有彈出式對話框，這種跳出的方式可清楚明白知道對話框內是

必須填寫的內容 

 這種配置方式不能清楚得知填寫進度 

兩個版本皆

有的訪談意

見 

 時間填寫的 A.M.與 P.M.切換，因無顯眼的設置且填寫時間時會先看到時間環才看

到 A.M.與 P.M.的切換，所以容易忽略，建議加入顏色變化 

 建議可結合 A 版本和 B 版本用量及程度調整的形式，讓使用者能預先得知用量及

程度調整的所有等級 

 時間填寫部分須有說明文件才能完全理解 

 除了入睡時距和清醒時距外，其他項目都是單選，時距須填寫兩個時間點，是複

選的形式。受其他項目填寫的影響，受測者認為應該都是單選的形式，因此入睡時

距和清醒時距有遺漏填寫的情形 

 B 版本主頁面事件項目按鈕，由左至右一字排開，可以從左邊到右

邊這順序操作；A 版本的事件項目按鈕分成上下兩行，操作順序較不順暢 

 時間調整的操作因事件項目的需求而有不一樣的操作，這部份易混淆 

 AM.和 PM 的按鈕可提示時間環的數字代表鐘點 

 時間環的顏色配置，以入睡時距的時間環為例，是淺粉紅與灰色相鄰放置，按下

時有粉紅色的顏色變化作為回饋，但是若有顏色反饋的按鈕與淺粉紅色之未按下的

按鈕相鄰時，視力較差的受測者會產生錯誤的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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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專家評估內容 

 

B 版：整體頁面呈現清楚、明確，將頁面劃分成左右兩大欄位，較能清晰展現介

用者直接挑選。整體而言，A 版的頁面呈現在使用性方面比較好。 

D 版：整體頁面呈現乾淨俐落，但因階層數較多，故操作時容易迷失，因為電子

睡眠日誌的睡前日誌和睡醒日誌各自所涵蓋的功能不算多，所以不需分那麼多階

層。在用量和程度調整部份，橫桿上使用數字來代表等級不甚理想，因為每個人

對於數字所認知的意義皆有所差異，因此應在橫桿鄰近處增加微距及相對應的說

明，而不是用同步顯示的文字，讓使用者還需嘗試操作才能了解意義。 

綜合評估： 

 回饋較少，雖然目前有視覺回饋，但尚未健全。尤其在時間填寫的部份，因

為有「入睡時距」、「清醒時距」等罕見的名詞，因此更應添加有引導作用

的回饋機制。此外，時間環中的「A.M.」和「P.M.」在視覺上容易忽略，所

以要有更顯眼的輔助指示。而在填寫完日誌後，無法確認填完是否有錯誤存

在，因此應在最後顯示填入資料正確與否的提示。 

 在兩個版本介面中，按鈕尺寸對於觸控操作無重大問題，均能順利點選。 

 應建構完善的求助功能和輔助說明文件，可在觸控介面中增設能收合的資訊

列，當使用者對特定功能感到疑惑時，能隨時從資訊列中獲得提示訊息。 

 可結合樹狀顯示的架構，讓頁面所有功能表現出「從屬關係」，能清楚展現

主題和填寫進度。 

 時間環的形式只能填概略的時間，無法填寫時間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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