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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人類文明及文化的進步，科技產品的逐一發明及工作環境的改變，漸漸的改

善人類的生活品質；在 1979 年 Sony 發展出第一台隨身聽(walkman)之後，耳機也隨

之流行發展至今，由於個人休閒的意識抬頭，使用隨身聽及耳機等個人消費性電子產

品成為一種時尚風潮。耳機伴隨著科技的進步，從最一開始的耳塞式耳機衍生發展至

今，已存在著數多種不同的形式，由於使用者對於耳機高音質的訴求，使當今的頭戴

式耳機及耳掛式耳機就漸漸成為主流；然而，每個使用者因為頭形及耳形的不同，往

往因為長期的配帶而感到不舒適，嚴重時甚至會影響耳朵發炎的情況。因此，本研究

前段將先評估市售頭戴式耳機之設計介面，並且評估市售頭戴式耳機配戴舒適性，而

後依照實驗結果做出結論與分析，並依據實驗之分析重新設計一款頭戴式耳機，最後

將檢視其設計成效做未來頭戴式耳機設計方向之結論與建議。 

在實驗規劃部分，選定之實驗樣本以耳機與耳罩大小的不同為主要的變因，並且

透過市售耳機實驗結果與新款設計耳機實驗結果相呼應；研究結果發現，耳機整體重

量輕，將會減少配戴上的壓迫感，並且耳罩較小之耳機配戴通風性高，配戴較為舒適

並較無悶熱感。耳罩部份使用更為透氣之材質，將提升配戴舒適度並降低悶熱感。耳

機之頭戴部份隨著使用者頭形的不同，會有不同程度的開合度，而不同程度的開合度

會使耳機的夾力有所變化；在選用頭戴的材質時，在最大及最小開合度時，夾力之差

異性越小越好。耳罩部份使用多角度調整之設計，使各種不同耳形的使用者獲得更大

的配性。 

 

關鍵字：頭戴式耳機、人因工程、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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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improves along with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nven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s, and change of work environment. Headphone has gone through 
series of development and remained popular since the first appearance, in 1979, of Sony’s 
walkman. The possession of personal electronic consumer goods such as walkman and 
headphone has become a fashion trend due to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individuality.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one can find various models of headphone 
even though it started out with the resemblance of ear plugs, and two models has prevailed, 
one with a band across user’s head and the other that hangs over ears, due the demand for 
high audio definition. However, due to the size and shape difference of each user’s, 
discomfort may result after a lengthy period of time wearing headphone, and worse 
situation might even include inflammation inside ear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first 
evaluated the design interface of headphones sold in the market and its level of wearing 
comfort. Conclusion and analysis is drawn from said evaluation followed by a new design 
model created accordingl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aid design sha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headphone design.  

As of experiment method, the research uses sample’s ear piece and ear muff size as 
variants and compare the comfort level between the ones sold in market and the newly 
designed on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wearing pressure lessens when the overall 
weight of headphone pieces is lighter, and the models with smaller ear muffs brings more 
comfort and users feels less muggy for its high level of ventilation. The wearing comfort 
shall increase and sense of mugginess decrease if ear muffs are made to gas permeable 
material. The open-close level of head band differs with shapes of user’s heads and results 
in different level of clamping pressure; this pressure difference is best remained minimum 
between the largest and smallest open-close level when choosing head band material. The 
ear muff makes use of the multi-angle design to provide comfort to the highest level for 
users of various ear shapes. 

 

Keywords: Headphone, Ergonomics, Earmu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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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全球的科技發展迅速，隨著人類文明及文化的進步，科技產品的逐一發明及工作

環境的改變，漸漸的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但是發生在人員與機具二者關係上的問題

或衝突也日漸增加；在 1979 年 Sony 發展出第一台隨身聽(walkman)之後，耳機也隨

之流行發展至今，由於個人休閒的意識抬頭，使用隨身聽及耳機等個人消費性電子產

品成為一種時尚風潮。依照體積的區分，耳機可分為罩耳式、貼耳式、耳塞及耳道式，

罩耳式耳機因為發聲單體相較於其他耳機大，因此在音質的呈現上較為優異；同時，

罩耳式耳機是透過夾力固定於頭部的耳面並且整個發聲單體（連耳綿）能完全將耳廓

(pinna)蓋住，將固定壓力平均的分散於耳面，所以配戴時擁有較良好的固定；貼耳式

耳機則又可分為頭戴貼耳式及耳掛貼耳式，其發聲單體大小則為次等並緊貼著耳廓，

常見於便攜性的設計；耳塞式耳機則是把發聲單體塞在耳孔之外，由於細小、輕巧、

製作簡單且造價廉宜，近年已成便攜式耳機的主流配備，可是其隔音能力有限，並且

音場效果最為不足；耳道式耳機外表與耳塞式耳機類似，但發生單體卻伸入耳孔內，

更接近於鼓膜，擁有極佳的隔音能力，最初為供應舞台表演者使用，但後來漸漸流行

於市面；綜觀以上所述，頭戴式耳機屬於所有耳機類別中的最頂級款，擁有最優異的

音質讓使用者較易獲得原音的呈現，價格也相對昂貴，目前市面上的頭戴式耳機在設

計上的機能與造型各有所異並且每個人的頭形以及耳朵形狀不盡相同，因此，難以符

合不同耳朵大小的人因尺寸差異，而易造成耳朵產生不適及疼痛甚至發炎。若由現有

市售產品配戴情況來檢視耳機配戴時的生理績效及主觀評比，亦可以配合人體構造來

檢視產品的適配性及優缺點，進而分析出最佳的設計規範及重點，以確保耳機設計上

與耳朵的適配性。 

1.2 研究問題 

現今的耳機種類繁多，不同類型的耳機也有各別所適合的使用環境，若以攜帶方

便為主要訴求，則使用者多以體積小的耳塞式、耳道式及耳掛式耳機為優先的使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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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若以音質及固定環境為訴求，多數使用者則多以發聲單體較為優良及體積較為龐

大的罩耳式及貼耳式耳機為考量。各種類型的耳機擁有著不同的優缺點，隨著科技的

進步與資訊的發達，人們對於產品是適用性也越來越嚴苛，頭戴式耳機原先為室內所

使用，隨著時代的變遷，漸漸的也可間街頭到處都佈滿著使用頭戴式耳機的隨身聽

者，由此可見現代人對於聽覺原音呈現的重視，但是在耳機配戴上的舒適度是所有耳

機共有的問題，因此，主要針對下列幾項做探討： 

1.頭戴式耳機之重量及耳罩大小是否造成舒適度的差異？ 

2.頭戴式耳機在設計上的不同，對於耳機配戴舒適度的差異性為何？ 

1.3 研究目的 

頭戴式耳機由於體積龐大的關係較不便於攜帶使用，但其優異的音質卻日受眾多

使用者所重視，從一開始主要由室內為使用的環境漸漸地從任何室外的環境都可見使

用者將其作為隨身聽的音源輸出媒介，也因此市售頭戴式耳機之設計隨著使用型態的

改變而越來越注重其攜帶的便利性。但是頭戴式耳機的頭戴固定機制卻產生另一問

題，由於設計上為了符合更多使用者在先天人因尺寸上的不同﹝如頭形大小、耳朵形

狀﹞及便攜性，所以頭戴式耳機在結構上有相對多的關節，也因此多數使用者在配戴

頭戴式耳機時產生夾髮或其他不適之問題。 

本研究目的為依照前測實驗分析結果，重新設計一款頭戴式耳機並定義未來頭戴

式耳機可行之設計方向及建議。頭戴式耳機漸漸成為耳機的主流，而每個使用者因為

頭形及耳形的不同，往往因為長期的配戴而感到不舒適，嚴重時甚至會影響耳朵發炎

的情況。因此，本研究的目標如下： 

1. 評估市售頭戴式耳機之配戴舒適性 

2. 依照市售耳機實驗結果整理出小結，重新設計三款頭戴式耳機 

3. 評估新款耳機之設計成效，並做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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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主要分為四個階段，流程如下： 

1. 緒論：在此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研究架構與流程及

研究範圍與限制 

2. 文獻分析：在文獻分析階段為耳機的分類、耳機配帶時引發不舒適之原因探

討、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人體耳朵在年齡及性別上之差異 

3. 研究過程：前測實驗設計、頭戴式耳機實務設計與驗證 

4. 研究結論及建議：依照前測實驗之分析與耳機實務設計驗證定義出未來針對

舒適度所設計之頭戴式耳機的設計方向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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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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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由於實驗設備與量測環境等因素，主要探討範圍敘述如下: 

1. 市售耳機種類繁多，此研究主要針對頭戴式耳機作介面設計的評估，並找出

影響耳朵舒適度之人因因素。 

2. 各個廠牌之頭戴式耳機設計各有所異，本研究抓取市售頭戴式耳機在設計上

最明顯之差異﹝重量及耳罩大小﹞為主要變因。 

3. 受測者本身有使用耳機上的經驗，為了控制於其他因子，不至於在受測時出

現不會使用耳機的情形和造成受測過程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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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探討 

2.1 耳機的分類 

2.1.1. 以開放程度區分 

主要分為開放式、半開放式和封閉式（密閉式）。 

開放式 

開放式的耳機是目前最為流行的耳機樣式。它的特點就是通過採用柔軟的海綿狀

的微孔發泡塑料作為透聲耳墊。它具有體積小巧、佩帶舒適、沒有與外界的隔絕感，

它的缺點就是低頻損失較大。一般聽感自然，佩帶舒適，常見於家用欣賞的 HIFI 耳

機。聲音可以泄露、反之同樣也可以聽到外界的聲音，耳機對耳朵的壓迫較小。同時

佩戴方式上又有全入耳式，半入耳式等等。 

半開放式 

半開放式沒有嚴格的規定，聲音可以只進不出亦可以只出不進，根據需要而做出

相應的調整。 半開放式是綜合了封閉式和開放式兩種耳機優點的新型耳機。有些半

開放式耳機還採用了多振膜結構，除了有一個主動有源振膜之外，還有多個無源從振

膜。它具有低頻豐滿綿柔、高頻明亮自然、層次清晰等特點，在如今較高檔次的耳機

上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封閉式 

封閉式耳機一般具有完全遮蔽整個耳廓的耳罩，對耳朵壓迫較大以防止聲音出

入，聲音正確定位清晰，專業監聽領域中多見此類。但這類耳機有一個缺點就是低音

音染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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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以體積區分 

主要分為罩耳（Circumaural）、貼耳（Supra-aural）、耳塞（Earphones）和耳道式

（Canalphones）。 

罩耳式 

 一付鐵三角牌貼耳式耳機罩耳式(Circumaural)耳機一般來說較大，因整個發聲

單元（連耳綿）能完全將耳廓(pinna)蓋住，所以佩帶時相對舒適。由於體積較大，多

用於戶內，如錄音室環境之內。例子：AKG K-501;Beyerdynamic DT-880 Pro 等等。 

貼耳式 

貼耳式（Supra-aural）則較小型，發聲單元緊壓著耳廓，多見於便攜式設計，如

AKG K412P 和 Sennheiser PX-200 等等。 

耳塞 

耳塞則是把發音單元塞在耳孔之外，由於細小、輕巧、製作簡單且造價廉宜，近

年已成便攜式音源的主流配備。可是對外境的隔音能力有限，而且音場和分析力不足。 

耳道式 

耳道式(或稱入耳式)(Canalphones)耳機外表和輕巧像耳塞，但發音單位卻伸入耳

道之內，比耳塞更接近耳鼓。有極佳的隔音能力（可達 32 分貝），亦因此比耳塞對聽

覺的損害也較低。原為供應舞台表演者使用，但後來發展給一般音響愛好者，而無須

配合耳道形狀使用。例如：Shure E2c、Westone UM1 等等。 

2.1.3. 以用途區分 

主要分為家用（Home）、便攜（Portable）、監聽（Monitor）、混音（Mix）、人頭

唱片（Binaural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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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以音源訊號傳輸方式區分 

主要分有線和無線兩種。有線是指耳機和音源經由一條或以上連接。這種連接現

在多不是固定的。耳機多附有 1/8 吋（或 1/4 吋）的插頭使用。無線耳機則與音源之

間沒有直接的連繫，音源只要接上適合的發射器，透過無線電波（如流行的藍牙制式）

或紅外線將音響傳至耳機中。 

2.2 現有耳機基本資料分析 

十二款耳機的基本資料列於下表 (表 2-1、表 2-2)。依重量排序為 SONY 

MDR-AS50G 的 13g、JVC HA-EB70 的 14.5g、 Panasonic RP-HZE60 的 16g、

Audio-Technica ATH-EM7 的 30g、Sony AS30G 及 Sennheiser PMX50 的 40g、Genius 

BT-03i 的 80g、Altec Lansing UHP303 的 82.2g、Altec Lansing UHP304 的 87.9g、Sony 

XD300 的 245g。重量上，比較輕的是塑膠及橡膠成型的耳掛式耳機，其次為使用金

屬材質成型的耳掛式耳機，再者為耳頸掛式及耳夾後頸掛式的耳機，重量最重的是頭

戴式的耳機。除了體積以及重量較大的 Sony XD300 的主要訴求為室內音樂欣賞之

外，其餘的耳機多半強調輕巧的重量以及行動通勤運動訴求。Sony AS30G 在耳機面

上設計了耳塞式的突起，強調行動以及運動中能夠有良好的固定。Sennheiser PMX50

強調輕巧配合街頭運動的行銷訴求。在調整機制部分，Sony XD300 以亟 Altec Lansing 

UHP304 提供可調式頭戴掛環，可依照使用者頭部的大小來調整耳罩的位置；JVC 

HA-EB70 及 PHILIPS SHS8000 則是以高彈性的橡膠材質作為在不同耳朵大小上的固

定方式；Audio-Technica ATH-EM7 以金屬耳掛環繞於橡膠材質外部作為橡皮支撐的

骨架，掛鉤提供了單向多角度的調整，整體材質也以金屬為設計的主軸，呈現高度的

質感，Sony AS30G 是以無方向性的彈性耳掛，強調耳面可以調整至任何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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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六款耳機產品基本資料分析(李永輝，2008) 

編號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型號 Sony 

AS30G 
Altec 
Lansing 

UHP303 

Genius 

BT-03i 

Sennheiser 

PMX50 

Sony 
XD300 

Altec 
Lansing 

UHP304 
外觀 

 
 

 
 

  
配戴 耳頸掛式 耳頸掛式 耳 夾 後 頸

掛 
耳 夾 後 頸

掛 
頭 戴 罩 耳

式 
頭 戴 貼 耳

式 
重量 40g 82.2g 82g 40g 245g 87.9g 
調整機制 彈 性 材 質

後掛 
鈦 金 屬 彈

性 材 質 後

掛 

彈 性 材 質

耳掛 
彈 性 耳 罩

泡棉 
可 調 頭 戴

掛環 
可 調 式 頭

戴掛環 

材質 塑膠、橡膠 金 屬 、 塑

膠、泡棉 
金 屬 、 塑

膠、泡棉 
塑膠、泡棉 金 屬 、 塑

膠、泡棉 
金 屬 、 塑

膠、泡棉 
固定機制 耳掛、夾力 耳掛 耳掛、夾力 夾力 夾力、頭戴 夾力、頭戴

夾力 62-115g 30-81g 132-359g 190-297g 251-416g 145-253g 
導線長 0.6m 1.2m 0 1.2m 2.5m 1.2m 
形式 動 態 開 放

式 
動 態 開 放

式 
動 態 開 放

式 
動 態 開 放

式 
動 態 密 閉

式 
動 態 開 放

式 
驅動單體 30mm 30mm 無資料 無資料 40mm 40mm 
阻抗 24Ω 32Ω 無資料 32Ω 70Ω 32Ω 
靈敏度 106dB/mW 100dB/mW 無資料 110 dB/mW 104 

dB/mW 
110 dB/mW

價格 NT$1500 NT$2490 NT$2400 NT$2350 NT$2350 NT$2990 
功能 通 勤 運 動

型 
通 勤 運 動

型 
通 勤 運 動

型 
通 勤 運 動

型 
室 內 欣 賞

型 
室 內 或 通

勤 
產 品 行 銷

訴求 
穩 定 的 凸

起 物 設

計，輕巧使

用 

鈦 金 屬 掛

環，輕巧舒

適，造型時

尚感 

觸 控 式 藍

芽耳機，兼

具 便 利 性

以 及 時 尚

感 

街 頭 系

列，強調與

耳 朵 密

合，兼具移

動 及 音 質

訴求 

強 調 重 低

音 、 臨 場

感，以及配

戴 時 密 合

舒適度 

鈦 金 屬 掛

環，質輕有

彈性 

收納 收納盒 收納包 無 無 無 收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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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六款耳機產品基本資料分析(各耳機之官方網站，2009) 

編號 No.7  No.8  No.9 No.10 No.11   No.12 
型號 ELECOM 

EHP-CL430 

JVC 

HA-EB70 

PHILIPS 

SHS8000 

SONY  

MDR-AS50
G 

Panasonic 

RP-HZE60 

Audio-Tech
nica 

ATH-EM7-1
外觀 

 
 

配戴 頭戴罩耳式 耳掛式 耳掛式 彈 性 耳 後

掛式 
耳掛式 耳掛式 

重量 120g 14.5g 無資料 13g 16g 30g 
調整機制 彈 性 材 質

頭戴 
鈦 金 屬 彈

性 材 質 後

掛 

彈 性 材 質

耳掛 
彈 性 材 質

後耳掛式 
可 調 耳 掛

式 
可 調 式 耳

掛掛環 

材質 塑 膠 、 橡

膠、泡棉 
塑膠、橡膠 塑膠、橡膠 塑膠、橡膠 塑膠、橡膠 金 屬 、 塑

膠、橡膠、

泡棉 
固定機制 夾力 耳掛 耳掛 耳掛 夾力 夾力 
夾力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導線長 1.8m 1m 1.2m 1.2m 1.2m 1.5m 
形式 動 態 密 閉

式 
動 態 開 放

式 
動 態 密 閉

式 
動 態 密 閉

式 
動 態 密 閉

式 
動 態 開 放

式 
驅動單體 40mm 14.8mm 無資料 9mm 11.5mm 28mm 
阻抗 32Ω 16Ω 32Ω 16Ω 22Ω 32Ω 
靈敏度 105dB/mW 110dB/mW 102dB/mW 100 

dB/mW 
100 
dB/mW 

100dB/mW

價格 NT$850 NT$500 NT$580 NT$1900 NT$500 NT$2000 
功能 室 內 欣 賞

行 
通 勤 運 動

型 
通 勤 運 動

型 
通 勤 運 動

型 
通 勤 運 動

型 
室 內 或 通

勤 
產 品 行 銷

訴求 
穩 定 的 凸

起 物 設

計，輕巧使

用 

鈦 金 屬 掛

環，輕巧舒

適，造型時

尚感 

觸 控 式 藍

芽耳機，兼

具 便 利 性

以 及 時 尚

感 

街 頭 系

列，強調與

耳 朵 密

合，兼具移

動 及 音 質

訴求 

強 調 重 低

音 、 臨 場

感，以及配

戴 時 密 合

舒適度 

鈦 金 屬 掛

環，質輕有

彈性 

收納 收納盒 收納包 無 無 無 收納包 

2.3 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 

由於使用性的不同，耳機依照體積可分為罩耳式、貼耳式、耳塞式、耳道式耳機，

每一款耳機各自擁有不一樣的配戴方式，但由於各款耳機的發聲單體都緊緊靠著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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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耳面，因此每款耳機的配戴方式皆與人體的耳朵及頭部有密切的關係，下列將一一

說明每種不同類型耳機與使用者之關係。 

2.3.1. 罩耳式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 

罩耳式耳機的配戴方式如下圖(圖 2-1)所示，其固定方式主要透過頭戴部份的彈

性材質作為夾力的來源，並將雙邊的耳罩貼於人體的耳面達到固定的效果，在耳罩邊

緣以及上方部份也有調節大小的關節，其目的是為了符合更多的使用者頭形及耳形的

不同。 

 

圖 2- 1 頭戴罩耳式耳機配戴圖 

2.3.2. 貼耳式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 

貼耳式耳機分為頭戴貼耳式及耳掛貼耳式；頭戴貼耳式耳機(圖 2-2)的配戴方式

大致與頭戴罩耳式耳機相似，都是透過頭戴的彈性材質將夾力施予在耳面上而得以固

定，其最大的不同在於發聲單體的大小及耳罩與耳面接觸面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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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頭戴貼耳式耳機配戴圖 

使用者配戴耳掛貼耳式耳機(圖 2-3)，耳朵與耳機掛鉤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耳

機主要可分為二部份，一是耳發聲單體部位，另一是耳機掛鉤。二部位均與耳朵有接

觸點。耳機發聲單體部位一般設計均是以緩衝材料包覆後，直接貼附於耳朵正面，並

以直接朝向耳洞為最佳。而耳機掛鉤負責將產品固定於耳朵上，一般都是由耳朵連接

處上緣，彎曲延伸至耳朵背面直至下緣。 

 

圖 2- 3 耳掛貼耳式耳機配戴圖 

2.3.3. 耳塞式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 

耳塞式耳機則是把發聲單體塞在耳孔之外(圖 2-4)，透過耳機的外輪廓固定於耳

孔外，其固定原理最為簡易且攜帶方便，但由於現代人對於耳機高音質的訴求，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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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耳機從最初居於耳機市場中供應量最大的款式而漸漸縮小。 

 

圖 2- 4 耳塞式耳機配戴圖 

 

2.3.4. 耳道式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 

耳道式耳機在發聲單體外緣擁有一塊圓型的橡皮(圖 2-5)，通常一款耳道式耳機

會附上三個不同大小的橡皮，使用者可以依照自身耳孔大小的不同選擇橡皮，將橡皮

固定於發聲單體外緣後再將其塞入耳孔內得以固定。 

  

圖 2- 5 耳塞式耳機配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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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耳朵的生理構造 

配戴耳機時，耳機與耳朵的關係密切，因此本節針對耳朵的生理構造做簡單介

紹；耳朵的生理構造可分為：外耳、中耳，及內耳(含聽覺神經)三大部份，所有不同

類型的耳機透過固定機件，將耳機固定於外耳之外部；耳廓及耳輪用以接收與反射音

波，使音波更為精確密集；而外耳之外耳道負責將音波的傳導至中耳；中耳及內耳的

功能則為接收並處理聲音的訊息 (圖 2-6)。 

 

圖 2- 6 耳朵生理構造圖 

2.5 耳朵的尺寸 

由於每個人在耳朵形狀及尺寸上都有所不同，耳機的設計要如何充分的滿足使用

者在耳機配戴上時的功能需求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耳機使用

者的需求及意見將會成為耳機發展及促成一個商場成功的條件！因此，在耳機設計上

的關鍵議題在於確認目標使用者族群及確認使用者最為重要的身體上的尺寸！ 

2.5.1. 外耳的尺寸定義 

根據 Sanders & Mccormick (1992)的定義，耳朵依據結構可分為三個部份；外耳、

中耳以及內耳。外耳扮演著一位收集及傳遞聲音能量的重要角色，並由耳廓、耳道以

及鼓膜構成。耳廓是由軟骨所構成並且收集空氣中的聲波。外耳大致上由九個部份構



第 2 章 文獻探討 

15 

成，如圖(圖 2-7)所示： 

 

圖 2- 7 耳廓各部結構上的名稱 

根據一位耳部整型專家 Tolleth (1978)指出，沿著耳廓外部的邊緣做尺寸上的測

量，一位正常的成人耳朵長度大概為 6.5-7.5 公分，耳朵的寬度則約耳朵長度的

50%-60%。 

在外耳的尺寸定義上，大致可分為三個部份：1.耳洞的長度(ear-hole length) 2.耳

朵連接的長度(ear-connection length) 3.耳廓長度(pinna length) 

 

圖 2- 8 三個外耳的重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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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耳洞長度(L1)：耳道在外耳上由最頂部到最底部的總長 

2. 耳朵連接長度(L2)：耳廓的整體與頭部接觸面的總長 

3. 耳廓長度(L3)：由構成外耳最頂端的耳輪及最底部的耳垂的總長 

2.5.2. 外耳尺寸在性別上的差異 

經由 200 位(100 位男性、100 位女性)在耳朵上沒有外傷歷史記錄及無任何天生

耳朵畸形的受測者實驗之下發現男性耳洞長度的平均值(ear-hole length)較女性為大

(15.6 vs 14.5mm)、耳朵連接長度(ear-connection length)的平均值在男性與女性的比較

為(47.5 vs 42.2mm)、耳廓長度(pinna length)平均值在男性與女性的比較之下則為(58.4 

vs 53.9mm)(表 2-3)，實驗的結果發現男性及女性在耳朵的尺寸上有明顯的差異 (Liu, 

2008)。 

表 2- 3 耳朵尺寸，性別及百分比(mm) 

 

2.5.3. 外耳尺寸在年齡上的差異 

在此實驗中將年齡分為 20、30、40、50 四個族群，每個年齡層族群有 50 位受測

者，經由實驗的結果發現耳朵尺寸的變化在年齡上並無太大的關聯性 (表 2-4)。身體

上的尺寸變化大都迅速的成長於兒童到青少年期的時期 (Liu,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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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耳朵尺寸，年齡與百分比(mm) 

 

表 2- 5 耳朵的平均尺寸(男性) 

 

表 2- 6 耳朵的平均尺寸(女性) 

 pinna length(Y1)、ear-connection length(Y2)、earhole length(Y3)、lobule thickness(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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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耳朵的形狀 

就如同指紋一樣，每個人的外耳形狀都是獨一無二並且不會隨著年齡而改變，根

據科學的研究，將耳朵的形狀分為三種類型：Nutrition Nature、Disposition Nature、

Bone Nature (Ji, 1993)並由下圖(圖 2-9)所示： 

 

圖 2- 9 耳朵形狀的分類 

Nutrition Nature 擁有飽滿而最大的耳垂，Disposition Nature 則是呈現倒三角形的

形狀以及 Bone Nature 則在對耳輪及對耳屏上有較為良好的發育。擁有 Disposition 

Nature 的人較適合使用耳罩式的耳機，因為此類型的耳朵擁有較長且寬的接觸區域讓

耳機有良好的著力點。 

經由耳朵形狀的類型發現，耳朵相關的產品在尺寸上應該要大一點；頭戴式耳機

應該要能將聲音傳導於耳洞內或者是使用更為柔軟的材質以避免在耳機配帶上造成

耳輪及耳屏上的壓力。 

在測定耳朵形狀的實驗中共有 600 位受測者，有 399 位(66.5%)受測者擁有

Disposition Nature 類型的耳朵，180 位(18%)擁有 Bone Nature 類型的耳朵以及 93 位

(15.5%)擁有 Nutrition Nature 類型的耳朵 (Jung & Jung, 2002)，下列為男性及女性在耳

朵形狀類型上的百分比圓餅圖，圖中顯示出擁有 Disposition Nature 類型耳朵的人佔大

多數 (圖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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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 耳朵形狀的分佈(男性) 

 

圖 2- 11 耳朵形狀的分佈(女性) 

下表(表 2-7)是三種不同形狀耳朵的尺寸比較圖，我們可以由圖片中看到 Bone 

Nature 及 Disposition Nature 類型的耳朵幾乎擁有相同的尺寸，然而地，Nutrition Nature

類型的耳朵在 pinna length 及 ear-connection length 的尺寸上則大於其他兩種類型的耳

朵 (Jung & Jung, 2002)。 

表 2- 7 三種不同形狀耳朵的尺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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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黃種人與白種人耳朵尺寸的比較 

由於人類在種族上差異，身體上的各個器官發育各有不同，此實驗將邀請 30 位

白種人作為比較黃種人耳朵尺寸的測試樣本，受測者的年齡範圍為 28~38 歲之間，並

且受測者的年齡將比照於黃種人的年齡族群以進行實驗，由下表 (表 2-8) 可以發現

男性的黃種人較男性的白種人擁有較大的耳朵尺寸而女性的白種人則較女性的黃種

人有較大的耳朵尺寸 (Jung & Jung, 2002)。 

表 2- 8 黃種人與白種人的耳朵在尺寸上的差異 

 

2.6 文獻小結 

在本章中，先以耳機的種類定義談起，並依照各種不同類型的耳機作基本資料的

分析，再者是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及耳朵的形狀及尺寸。從文獻的探討過程中，可以

發現耳機依照各種不同的使用者訴求而發展出多種的類別，每一款耳機也各自擁有不

同的配戴方式，從最早的耳塞式耳機慢慢衍伸發展出罩耳式、貼耳式以及耳道式耳

機，同時，隨著科技的進步及時代的不同，對於高音質訴求的使用者族群漸漸地擴大，

擁有最高音質的頭戴式耳機由原先的室內使用環境轉而在街頭等等的室外環境皆可

看見多數的使用者將其作為隨身聽的音源輸出配備，但也由於人體頭形及耳形的不

同，市面上仍難有一款頭戴式耳機可以滿足所有使用者在配帶舒適性上的訴求，因此

在後段的實驗設計上，主要透過使用者配戴的主觀評比以及耳機的夾力、耳機配戴接

觸耳面積等作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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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實驗設計部分會以參考文獻相關的研究結合本研究之目的而進行設計，並從觀察

使用者進行實驗中來發現問題，而測試樣本的選擇會挑選三款市面的頭戴式耳機做實

驗測試，並於任務結束後對受測者進行問卷調查，以探討使用者對於頭戴式耳機的需

求。本研究受測對象為有使用耳機的經驗之使用者。選擇該目標為受測對象原因為：

有使用耳機的經驗之使用者，在觀察其進行測試任務之操作過程時，可能發現到的問

題會較深入、探討其使用需求時也能得到較貼切的意見。最終將擷取實驗測試的結果

重點以及實驗對象之經驗訪談作為重新設計頭戴式耳機的參考依據，以求頭戴式耳機

實務設計能真正達到使用者在耳機配戴上之舒適性。將設計結果做成可測試模型以進

行設計評估，並將此評估加入先前研究階段所提出的結論做修正。最後提出未來頭戴

式耳機可參考的方向之總結。 

3.1 研究方法 

首先釐清頭戴式耳機之研究重點，並透過文獻探討整理出頭戴式耳機之前測實驗

重點，其中包含了市售耳機之基本資料分析以及人體耳朵在年齡及性別上尺寸計測。

從觀察文獻中，找出實驗設計可行之方向，並定義出實驗之規範，在前測的實驗中將

先收集市售數款耳機，並透過受測者的配戴，作質化的使用者問卷調查以及量化的實

驗檢定，在問卷調查的部份，包含「使用者個人基本資料」及「耳機配戴後主觀感受」，

量化實驗內容包含「耳機夾力測試」及「配戴耳機接觸面積測試」。依循著實驗的結

果規範出耳機之設計重點，並依循著歸納出的重點，設計出新款的頭戴式耳機，新款

的耳機將會透過實驗與現有耳機之實驗測試數據做比較，並依據實驗的結果檢視新款

耳機設計的成效，最後再經由新舊的評估結果做最後的討論並給予建議。 

3.2 實驗目標 

市面上耳機類別眾多，每種不同類型的耳機各有不同的配戴方式，而頭戴式耳機

並不像耳塞式及耳道式耳機將發聲單體塞入耳道內，它是透過夾力的支撐將耳機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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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聲單體固定於耳面，由於每個人的頭形以及耳形不盡相同，長期的佩帶容易受夾

力的因素而造成頭部以及耳朵的不舒適，目前市面上的頭戴式耳機，難以滿足不同耳

朵大小的人因尺寸差異，因此易造成耳朵產生不適及疼痛甚至發炎。如何透過實驗觀

察出頭戴式耳機配戴不適之主因，並透過實驗測試結果歸納出設計規範為本次研究的

重點；在著手重新設計之前將先進行市售現有耳機之實驗分析以及使用者配戴舒適度

調查以作為設計的評估及依據及提高設計的成果。  

3.3 實驗步驟及流程 

第三章的內容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前言，其架構依序為研究方法、實驗目

標、實驗步驟及流程、實驗項目、實驗規劃，內容為說明研究的背景及目的並找出合

適的受測實驗樣本及規劃合適的實驗；第二階段為實驗內容，內容分別為主觀評比及

量化分析部份，主觀評比部份首先選定實驗之環境，並在受測者經過實驗後進行耳機

配戴前與後的問卷主觀感受評比，量化分析部份則為耳機夾應力測試及耳機接觸耳面

機測試(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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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實驗步驟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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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實驗項目 

收集包含台、日、歐等各國廠商設計之頭戴式耳機產品，在收集過程中發現，由

於市售頭戴式耳機在耳罩之形狀大小及材質皆有所不同，因此對於配戴的舒適性也可

能造成不同的影響。而一般人體計測數值，隨著人種、年齡及性別不同，尺寸有明顯

差異，然而耳機卻是行銷於世界各國，因此難以判定廠商是根據何種數據來進行設

計，因此本實驗先收集各式耳罩大小具差異性的耳機，再進行實驗的分析以及使用者

配戴舒適度調查，藉以了解不同頭戴式耳機的差異性。 

由於市售頭戴式耳機由於廠牌眾多，因此在設計上也各有不同，像是

audio-technica 的頭戴罩耳式耳機別於其他廠牌之設計，就是配戴時位於頭頂上服貼

著的貓耳朵，其設計之特點在於更能將耳機服貼的固定於頭部；而 Sennheiser 高階的

頭戴罩耳式耳機在設計上最大的特點則是在於它擁有兩向度關節轉軸，因此配戴上能

更符合人的耳型而將使耳罩服貼於耳面的受力更為平均，以減少在配戴上的不舒適

性。但是由於這些不同廠牌之耳機設計上的差異性極大，且變因過多，光是影響舒適

度的變因就有耳機的重量、耳罩的大小、耳罩的材質、耳機的夾力等等…因此前測的

實驗將以耳罩的大小及重量的差異為主要的變因，希望透過實驗找出設計可依循之方

向。 

前測實驗選取市售三款頭戴式耳機，比較外觀、配戴方式、耳機重量、調整機制、

耳機材質、固定機制、夾力、導線長度、耳機形式、驅動單體、阻抗、靈敏度、價格、

產品行銷訴求、收納方式。實驗的耳機為三款耳罩大小具差異性之耳機，分別為

Philips_SHH9501、audio-technica_ATH-es7、Sennheiser_eH150 三款頭戴式耳機，其耳

罩外圍大小各別為 48mm、72mm 之圓形及 93 x 72 ㎜之橢圓型；再者為耳機的重量差

異，其重量分別為 105g、130g 及 160g，前測實驗的目的希望透過頭戴式耳機之耳罩

大小及重量的不同了解其對於配戴舒適度上之差異(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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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三款受測耳機基本資料分析 

編號 No.1 No.2 No.3 
型號 Philips 

SHH9501 
Sennheiser 
eH150 

Audio-technica 
ATH-es7 

外觀 

   
配戴 頭戴貼耳式 頭戴罩耳式 頭戴罩耳式 
重量 105g 130g 160g 

耳罩大小 48mm 72mm 93 x 72 ㎜ 
調整機制 金屬彈性材質頭戴 塑膠彈性材質頭戴 金屬彈性材質頭戴 
材質 塑膠、橡膠、泡棉 塑膠、橡膠、泡棉 塑膠、橡膠、金屬、泡

棉 
固定機制 夾力 夾力 夾力 
夾力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導線長 1.5m 3m 1.2m 
形式 動態開放式 動態密閉式 動態密閉式 
驅動單體 40mm 40mm 42mm 
阻抗 32Ω 32Ω 32Ω 
靈敏度 105dB/mW 115dB/mW 100dB/mW 
價格 NT$900 NT$1600 NT$4800 
功能 通勤運動型 室內欣賞行 通勤運動型 
響應頻率 10-28000Hz 18-18000Hz 5-30000Hz 
產 品 行 銷

訴求 
便利性訴求、攜帶方便 封閉耳罩式耳機遮罩

外界雜訊 
可摺疊式設計，收納方

便，兼具便利性以及時

尚感 
收納 收納袋 無 收納袋 

3.5 實驗規劃 

為了了解使用者對於耳機真正的訴求，因此在實驗的第一步將透過問卷的方式詢

問使用者配戴耳機的類型為何？使用耳機的最大動機為？及既往使用的經驗對於耳

機之舒適度評估為？在此一階段將會了解到使用者對於自身所使用的耳機之優缺點

評估，對於往後之設計實務將會提供良好的問題點！ 

而後，使用者將進行配戴實驗耳機的測試，分別為靜態活動配戴 20 分鐘及動態

活動配戴 10 分鐘；在實驗結束後，使用者將接受問卷的調查，問卷主要內容為使用

者配戴完實驗之三款耳機後的主觀感受評比，以求得使用者在實驗後對於三款不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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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之主觀感受評比的差異，問卷內容的最後一部分將使用開放性的問答，以獲取使用

者對於三款耳機最直覺的感受！ 

最後，三款實驗耳機將會進行夾力的測試及配戴耳機接觸面積測試，其目的是為

了解三款耳機的耳罩於人體耳面的接觸壓力大小，並經由實驗結果的量化數據與前一

步的問卷調查相對應，找出頭戴式耳機配戴不舒適的主因！實驗規劃個架構將由下列

表示(如圖 3-2 所示)。 

 

圖 3- 2 實驗流程圖 

3.5.1. 使用者問卷調查 

本階段將針對20~30歲之間，平均年齡24歲的學生族群共10人，由受測者配戴市

售頭戴式耳機後，進行主觀性評量調查，除調查受測者使用耳機的習慣之外，主要目

的是藉由舒適度調查進行罩耳式耳機設計重點分析，在耳機配戴後主觀評比部分將以

七點量表作為評比的標準(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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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問卷七點量表示意圖 

在問卷調查部份主要分為 1.耳機配帶前主觀評比 2.耳機配戴後主觀評比，為了解

受測者個人基本資料及過往配戴耳機之習慣，因此在耳機配帶前主觀評比的問卷調查

中，將詢問受測者下列問題： 

1. 是否曾使用過耳機 

2. 使用的耳機類型為何 

3. 使用耳機的廠牌為何 

4. 使用耳機之最大動機為何 

5. 使用耳機的經驗為幾年 

6. 每一次使用耳機的持續時間約 

7. 使用耳機的時機多為靜態活動貨動態活動 

8. 依照過往配戴耳機的使用經驗對於耳機舒適度的評估 

受測者在配戴完三支實驗耳機之後，將進行問卷第二階段的耳機配戴後主觀評比

調查，此部份將透過 7 點量表讓使用者做主觀的評比，依據實驗環境的不同，大致分

為三部份 1.靜態活動 2.動態活動 3.主觀感受，最後則讓受測者做開放式的問卷調查，

詳細的問卷的內容如下： 

1. 在靜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不舒適 

2. 在靜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有壓迫感 



第 3 章 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28 

3. 在靜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悶熱 

4. 在動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不舒適 

5. 在動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有壓迫感 

6. 在動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不舒適 

7. 整體來說，此款耳機佩帶起來很舒適 

8. 當頭部晃動的時候，此款耳機是不容易掉落的 

9. 如果價格合理，我很樂義買下這支耳機 

10. 在此次的實驗中，你覺得配帶舒適性最高的耳機為何？原因為？ 

你覺得耳機的設計有哪一部分是需要改善的？ 

3.5.2. 測試情境 

為考慮頭戴式耳機於各種常出現的使用環境，測試的環境分別於靜態與動態情

境。靜態情境例如聽音樂、看書、使用電腦等等。受試者於坐姿下配戴耳機聽音樂

20 分鐘，音量大小為使用者自訂最適切的狀況，期間同時使用電腦瀏覽網路，或是

閱讀書籍，但不可以起身活動。測試期間之環境溫度約 24℃ 

 

圖 3- 4 實驗環境(靜態活動) 

動態活動大致分為慢跑及行走兩種，多數使用者在慢跑的狀態下使用耳塞式、耳

道式及耳掛式等輕便類型的耳機居多，而於行走狀態下配戴耳機之使用者所使用的耳

機類型則以耳掛式及頭戴式居多，本實驗所測試之耳機以頭戴式類型為主，因此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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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要模擬通勤時的行走，受試者被邀請至台灣科技大學校園的操場配戴耳機聽音

樂步行 10 分鐘，音量大小為使用者自訂最適切的狀況。 測試期間之環境溫度約 24

℃，受測者被要求以正常行走速度步行。 

 

圖 3- 5 實驗環境(動態活動) 

3.5.3. 耳機夾應力測試 

頭戴式耳機之固定方式是以頭戴的彈性材質作為夾力的來源，並以人體的耳面為

夾力的受力點，將耳罩服貼於耳面上並得以固定。夾力大的耳機讓使用者得到較良好

的固定，但卻容易造成配戴上的壓迫感及悶熱感；夾力小的耳機將獲得更舒適的配戴

性，卻易造成配戴上的鬆脫，因此在實驗的設計上，耳機的夾力將成為測試的重點之

一。每款耳機分別測試開合 12 公分到 17 公分的夾力，每隔 1 公分測量一次，測量方

式如下圖。單位為克力(g)，即一克物質所受到的重力大小單位。配合每款耳機的接觸

面積，可以計算受試者在配戴耳機時的壓力(夾力 / 接觸面積)。實驗器材為台灣科技

大學機械系所固力組之夾力測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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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耳機夾應力測試(開合 12-17 公分) 

3.5.4. 耳機接觸耳面積 

耳機與耳的適配性，以及音質的確保，其中一項因素是依據耳罩與耳的接觸面積

而定，接觸面積越大，代表遮蔽部位越大，其音質的確保性就愈高，但可能會造成悶

熱的效應；接觸面積越小，代表遮蔽部位越小，易產生漏音的現象，較不會悶熱，但

是局部壓力可能較大，容易因為壓力引起不適。接觸面積的取得將於耳機上加上塗

料，再計算配戴後的殘留面積，殘留面積將以數位相機拍攝後並以格式化後的格子數

為量化依據。 

   

圖 3- 7 耳機配戴狀況以及接觸面積墨漬測量 

接觸面積的計下圖。接觸墨漬的照片以一公分*一公分的正方型格子，對照拍照

時的比例尺加以描繪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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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接觸面積計算 

3.6 第二次實驗 

在經過第一次實驗結果評估之後，依據其評估並開始著手新款頭戴式耳機之設

計，而第二次的實驗目的為檢測新款頭戴式耳機之設計成效，其內容大致與第一次實

驗內容相似，分別為主觀評比部份及量化分析部份，主觀評比部份使用問卷調查，量

化分析部份則為耳機夾應力測試及耳機接觸耳面積測試(如圖 3-9 所示)。 

 

圖 3- 9 第二次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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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問卷部份 

本階段將針對20~30歲之間，平均年齡24歲的學生族群共20人，由受測者配戴新

款頭戴式耳機後，進行主觀性評量調查，主要目的是藉由舒適度調查以了解新款耳機

之設計成效，在耳機配戴後主觀評比部分將以七點量表作為評比的標準(圖3-1所示)。 

 

圖 3- 10 問卷七點量表示意圖 

受測者在配戴完新款頭戴式耳機之後，將進行耳機配戴後主觀評比調查，此部份

將透過 7 點量表讓使用者做主觀的評比，依據實驗環境的不同，大致分為三部份 1.

靜態活動 2.動態活動 3.主觀感受，最後則讓受測者做開放式的問卷調查，詳細的問卷

的內容如下： 

11. 在靜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不舒適 

12. 在靜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有壓迫感 

13. 在靜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悶熱 

14. 在動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不舒適 

15. 在動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有壓迫感 

16. 在動態活動中，長時間配戴這支耳機感到不舒適 

17. 整體來說，此款耳機佩帶起來很舒適 

18. 當頭部晃動的時候，此款耳機是不容易掉落的 

19. 如果價格合理，我很樂義買下這支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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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此次的實驗中，你覺得配帶舒適性最高的耳機為何？原因為？ 

你覺得耳機的設計有哪一部分是需要改善的？ 

3.6.2. 耳機夾應力測試 

頭戴式耳機之固定方式是以頭戴的彈性材質作為夾力的來源，並以人體的耳面為

夾力的受力點，將耳罩服貼於耳面上並得以固定。夾力大的耳機讓使用者得到較良好

的固定，但卻容易造成配戴上的壓迫感及悶熱感；夾力小的耳機將獲得更舒適的配戴

性，卻易造成配戴上的鬆脫，因此在實驗的設計上，耳機的夾力將成為測試的重點之

一。每款耳機分別測試開合 12 公分到 17 公分的夾力，每隔 1 公分測量一次，測量方

式如下圖。單位為克力(g)，即一克物質所受到的重力大小單位。配合每款耳機的接觸

面積，可以計算受試者在配戴耳機時的壓力(夾力 / 接觸面積)。實驗器材為台灣科技

大學機械系所固力組之夾力測試器。 

  

圖 3- 11 耳機夾應力測試(開合 12-17 公分) 

3.6.3. 耳機接觸面積測試 

耳機與耳的適配性，以及音質的確保，其中一項因素是依據耳罩與耳的接觸面積

而定，接觸面積越大，代表遮蔽部位越大，其音質的確保性就愈高，但可能會造成悶

熱的效應；接觸面積越小，代表遮蔽部位越小，易產生漏音的現象，較不會悶熱，但

是局部壓力可能較大，容易因為壓力引起不適。接觸面積的取得將於耳機上加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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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再計算配戴後的殘留面積，殘留面積將以數位相機拍攝後並以格式化後的格子數

為量化依據。 

   

圖 3- 12 耳機配戴狀況以及接觸面積墨漬測量 

接觸面積的計下圖。接觸墨漬的照片以一公分*一公分的正方型格子，對照拍照

時的比例尺加以描繪計算。 

 

圖 3- 13 接觸面積計算 

3.6.4. 小結 

本研究前段實驗以問卷調查受測者耳機使用之過往經驗及三款實驗耳機之配戴

舒適度評比，其目的是為了了解受測者在耳機配戴的既往經驗中對於舒適的滿意度，

以及透過三款實驗耳機了解受測者對於三款耳機之評價及差異；後段之耳機夾應力測

試及耳機與耳朵接觸面積測試是為了了解耳機人體耳面上所承受的壓力大小，在經由

實驗儀器之計算後，在與前段問卷實驗相呼應；經實驗結果，找出影響頭戴式耳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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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舒適度之主要變因後，將重新設計一款頭戴式耳機並進行第二次的實驗，第二次實

驗內容與前測實驗相似，在所有實驗結束後，將推導出頭戴式耳機之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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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市售耳機實驗結果 

4.1 受測者基本資料 

此次實驗的受測者共 10 人，分別為 9 男 1 女，平均年齡為 19-24 歲的研究生，

每位受測者皆有使用過耳機的經驗，其中 6 人使用的耳機類型為頭戴式耳機，2 人使

用耳掛式耳機，2 人使用耳塞式耳機；受測者選用此耳機的最大原因有 5 人以音質優

美為最大考量，2 人以配戴舒適性為考量，2 人以造型為優先考量，1 人則以輕便為

優先考量，使用經驗平均為 2~3 年，每一次持續使用耳機的時間平均為 30 分鐘~1 小

時，使用耳機的時機有 9 人為靜態活動使用，有 1 人為動態活動使用。 

4.2 三款耳機在靜態活動下之比較 

此章節透過問卷的統計結果，分別比較 Philips_SHH9501、Sennheiser_eH150 及

Audio-technica_ATH-ES7 三款頭戴式耳機在靜態環境下之舒適度、壓迫感、悶熱感的

平均數及顯著性之差異。 

4.2.1. 舒適度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此款耳機在靜

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為3.3，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及

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分別為3.7及4.1，較接近於普通無意見之位置，三支

耳機之總和平均數為3.7，可以看出使用者配帶頭戴式耳機時對於靜態活動感到不舒

適之感官平均為普通無意見(表4-1)，沒有特別的不適，也無特別的舒適感，三支耳機

之平均數各相差了0.4並無明顯的顯著性(表4-3)，由此可以看出，依照耳罩的小到大，

頭戴式耳機在靜態環境使用下影響舒適度只具些微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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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靜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ilips_SHH9501 3.30 10 0.67 

Sennheiser_eH150 3.70 10 1.25 

Audio-technica_ATH-ES7 4.10 10 1.28 

總和 3.70 30 1.12 

表 4- 2 靜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200 2 1.600 1.305 .288 

表 4- 3 靜態活動感到不舒適支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0.40 0.426 -1.4160 .6160 

  ATH-ES7 -0.80 0.118 -1.8160 .2160 

eH150 SHH9501 0.40 0.426 -.6160 1.4160 

  ATH-ES7 -0.40 0.426 -1.4160 .6160 

4.2.2. 壓迫感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此款耳機在靜

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為2.8，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之平均

數為4.1，約落於普通之位置，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為5.1，約落於同意之

位置，三支耳機之總和平均數為4，可以看出使用者配帶頭戴式耳機時對於靜態活動

感到壓迫感之感官大致為普通無意見(表4-4)，三支耳機在靜態環境下感到壓迫感具備

了明顯的差異性(表4-5)，由測試結果呈現出越小的耳罩越無配戴的壓迫感，反之，越

大的耳罩配帶起來越有壓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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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靜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ilips_SHH9501 2.80 10 1.03 

Sennheiser_eH150 4.10 10 1.44 

Audio-technica_ATH-ES7 5.10 10 1.19 

總和 4.00 30 1.53 

表 4- 5 靜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6.600 2 13.300 8.674 .001 

表 4- 6 靜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1.30 0.026 -2.4363 -.1637 

  ATH-ES7 -2.30 0.000 -3.4363 -1.1637 

eH150 SHH9501 1.30 0.026 .1637 2.4363 

  ATH-ES7 -1.00 0.082 -2.1363 .1363 

4.2.3. 悶熱感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此款耳機在靜

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平均數為3.1，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與

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各別為4.5及4.8，約落於同意之位置，三支耳機之總

和平均數為4.13，可以看出使用者配帶頭戴式耳機時對於靜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感官

大 致 為 普 通 無 意 見 ( 表 4-7) ， Phlips_SHH9501 相 較 於 Sennheiser_eH150 與

Audio-technica_ATH-ES7具有顯著的差異性(表4-9)，因此由測驗結果可以推斷在靜態環

境下使用頭戴式耳機，耳罩愈大則愈容易造成悶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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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7靜態活動感到悶熱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SHH9501 3.10 10 0.87

eH150 4.50 10 1.50

ATH-ES7 4.80 10 1.13

總和 4.13 30 1.38

表 4- 8 靜態活動感到悶熱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6.467 2 8.233 5.700 .009 

表 4- 9 靜態活動感到悶熱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1.40 0.015 -2.5028 -.2972 

  ATH-ES7 -1.70 0.004 -2.8028 -.5972 

eH150 SHH9501 1.40 0.015 .2972 2.5028 

  ATH-ES7 -0.30 0.581 -1.4028 .8028 

4.2.4. 小結 

經由以上實驗結果發現，在靜態環境下使用耳機時，無論是配戴舒適度、壓迫感、

悶熱感，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皆呈現出最優異的表現；因此，未來頭戴式耳機之設

計若於靜態環境下使用，並以舒適度為主要訴求，將提供下列設計建議及規範最作為

參考： 

1. 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相對較為舒適、較為壓迫感及悶熱感 

2. 重量較輕之頭戴式耳機相對固定所需夾力較小，因此配戴較為舒適 

4.3 三款耳機在動態活動下之比較 

此章節透過問卷的統計結果，分別比較 Philips_SHH9501、Sennheiser_eH15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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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technica_ATH-ES7 三款頭戴式耳機在動態環境下之舒適度、壓迫感、悶熱感的

平均數及顯著性之差異。 

4.3.1. 舒適度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此款耳機在

動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為3.2，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及

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分別為4.6及5.1，較接近於同意之位置，三支耳機

之總和平均數為4.3，可以看出使用者配戴頭戴式耳機時對於動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

感官平均為普通無意見(表4-10)，其中，Philips_SHH9501相較於Sennheiser_eH150及

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各差1.4與1.9，具有明顯的顯著性(表4-12)，由實驗

的結果可以推斷出耳罩較小的頭戴式耳機相較於耳罩較大的頭戴式耳機在動態活動

下感到較為舒適。 

表 4- 10 動態活動下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SHH9501 3.2000 10 0.91

eH150 4.6000 10 1.07

ATH-ES7 5.1000 10 1.28

總和 4.3000 30 1.34

表 4- 11 動態活動下感到不舒適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9.400 2 9.700 7.96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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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2 動態活動下感到不舒適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1.40 0.009 -2.4129 -.3871 

  ATH-ES7 -1.90 0.001 -2.9129 -.8871 

eH150 SHH9501 1.40 0.009 .3871 2.4129 

  ATH-ES7 -0.50 0.320 -1.5129 .5129 

4.3.2. 壓迫感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此款耳機在動

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為2.9，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與

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各為4.5及5.1，約落於同意之位置，，三支耳機之總

和平均數為4.1，可以看出使用者配帶頭戴式耳機時對於動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感官

平均為普通無意見(表4-13)，三支耳機在動態環境下感到壓迫感具備了明顯的差異性

(表4-15)，由測試結果呈現出越小的耳罩越無配戴的壓迫感，反之，越大的耳罩配帶

起來越有壓迫感。 

表4- 13動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SHH9501 2.90 10 0.87

eH150 4.50 10 1.35

ATH-ES7 5.10 10 1.28

總和 4.17 30 1.48

表 4- 14 動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5.867 2 12.933 9.11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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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5 動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1.60 0.006 -2.6929 -.5071 

  ATH-ES7 -2.20 0.000 -3.2929 -1.1071 

eH150 SHH9501 1.60 0.006 .5071 2.6929 

  ATH-ES7 -0.60 0.270 -1.6929 .4929 

4.3.3. 悶熱感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此款耳機在動

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平均數為2.6，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之平均

數為5，約落於同意之位置，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則為5.7，約落於非常同

意之位置，三支耳機之總和平均數為4.43，可以看出使用者配帶頭戴式耳機時對於動

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感官平均為普通無意見 (表 4-16)，Phlips_SHH9501相較於

Sennheiser_eH150與Audio-technica_ATH-ES7具有明顯的顯著性(表4-18)，因此由測驗結

果可以推斷在動態環境下使用頭戴式耳機，耳罩愈大則愈容易造成悶熱感。 

表 4- 16 動態活動感到悶熱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SHH9501 2.60 10 1.07

eH150 5.00 10 1.15

ATH-ES7 5.70 10 0.94

總和 4.43 30 1.60

表 4- 17 動態活動感到悶熱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52.867 2 26.433 23.4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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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 動態活動感到悶熱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2.40 0.000 -3.3753 -1.4247 

  ATH-ES7 -3.10 0.000 -4.0753 -2.1247 

eH150 SHH9501 2.40 0.000 1.4247 3.3753 

  ATH-ES7 -0.70 0.152 -1.6753 .2753 

4.3.4. 小結 

經由以上實驗結果發現，在動態環境下使用耳機時，無論是配戴舒適度、壓迫感、

悶熱感，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皆呈現出最優異的表現；因此，未來頭戴式耳機之設

計若於動態環境下使用，並以舒適度為主要訴求，將提供下列設計建議及規範最作為

參考： 

1. 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相對較為舒適、較為壓迫感及悶熱感 

2. 重量較輕之頭戴式耳機相對固定所需夾力較小，因此配戴較為舒適 

4.4 三款耳機在主觀感受下之比較 

此章節透過問卷的統計結果，分別比較 Philips_SHH9501、Sennheiser_eH150 及

Audio-technica_ATH-ES7 三款頭戴式耳機在主觀感受下之舒適度、配戴穩固性、購買

意願的平均數及顯著性之差異。 

4.4.1. 舒適度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ilips_SHH9501 與

Sennheiser_eH150此兩款耳機就整體而言，配戴起來是舒適的平均數各為4.3及4.1，約

落於普通無意見之位置，而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則為3.2，較接近於不同

意之位置，三支耳機之總和平均數為3.87，可以看出使用者配帶頭戴式耳機時，就整

體而言，感到舒適是普通無意見的(表4-19)，其中Philips_SHH9501與Sennheiser_eH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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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舒適度而言並無明顯的顯著性(表4-20)，但從平均數看來，可以發現依照配戴

舒適度的排序為Philips_SHH9501、Sennheiser_eH150、Audio-technica_ATH-ES7。 

表4- 19主觀感受很舒適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SHH9501 4.30 10 1.33

eH150 4.10 10 0.87

ATH-ES7 3.20 10 1.54

總和 3.87 30 1.33

表 4- 20 主觀感受很舒適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867 2 3.433 2.078 .145 

表 4- 21 主觀感受很舒適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0.20 0.731 -.9793 1.3793 

  ATH-ES7 1.10 0.066 -.0793 2.2793 

eH150 SHH9501 -0.20 0.731 -1.3793 .9793 

  ATH-ES7 0.90 0.129 -.2793 2.0793 

4.4.2. 配戴穩固性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之平均數為

4.2，約落於普通無意見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與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

均數各為4.9與5.0，約落於同意之位置，三支耳機之總和平均數為4.7(表4-22)，可以

看出使用者配帶頭戴式耳機時，就整體而言，受測者認為頭部晃動時，頭戴式耳機是

不容易掉落的，並且三支耳機在實驗上並無明顯的顯著差異(表4-23)，但由實驗結果

發現，配戴性越不舒適的耳機其配帶的穩固性越強，由此推斷出耳機的穩固性可能受

耳機的夾力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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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2 主觀感受頭部晃動耳機不容易掉落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SHH9501 4.20 10 1.22

eH150 4.90 10 1.28

ATH-ES7 5.00 10 1.33

總和 4.70 30 1.29

表 4- 23 主觀感受頭部晃動耳機不容易掉落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800 2 1.900 1.153 .331 

表 4- 24 主觀感受頭部晃動耳機不容易掉落之平均數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0.70 .233 -1.8780 .4780 

  ATH-ES7 -0.80 .175 -1.9780 .3780 

eH150 SHH9501 0.70 .233 -.4780 1.8780 

  ATH-ES7 -0.10 .863 -1.2780 1.0780 

4.4.3. 購買意願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Philips_SHH9501之平均數為

4.6，約落於同意之位置，而Sennheiser_eH150之平均數為3.7，約落於普通無意見之位

置，而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則為4.5，約落於同意之位置(表4-25)，依照顯著

性 來 看 ， 三 支 耳 機 並 無 明 顯 的 差 異 性 ( 表 4-27) ， 但 Philips_SHH9501 與

Audio-technica_ATH-ES7之平均數較為接近，比照實驗前段的配戴舒適性調查，受測者

對於頭戴式耳機的購買意願與配戴舒適性無直接的相關性，並且不少受測者在過程中

主動提出，他們購買此耳機之原因會以造型及音質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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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5 主觀感受價格合理願意買下此耳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SHH9501 4.60 10 1.42

eH150 3.70 10 0.94

ATH-ES7 4.50 10 1.64

總和 4.27 30 1.38

表 4- 26 主觀感受價格合理願意買下此耳機之 ANOVA 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4.867 2 2.433 1.288 .292 

表 4- 27 主觀感受價格合理願意買下此耳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SHH9501 eH150 0.90 0.155 -.3611 2.1611 

  ATH-ES7 0.10 0.872 -1.1611 1.3611 

eH150 SHH9501 -0.90 0.155 -2.1611 .3611 

  ATH-ES7 -0.80 0.204 -2.0611 .4611 

4.4.4. 開放式問答實測結果 

在耳機配戴後問卷調查的最後主觀感受部份，詢問受測者兩項開放式問答，其分

別為 1.在此次實驗中，你覺得配戴姓最為舒適的耳機為何？原因為？2.你覺得耳機的

設計有哪一部分是需要改善的？在這項實驗中，可以發現多數受測者對於

Philips_SHH9501 此款耳機有較高的配戴舒適度評價，他們認為此款耳機較為輕巧，配

戴起來所承受的夾力較小，因此耳部所承受的壓力較低；再者，他們認為此款耳機由

於耳罩較小之緣故，因此在配戴時能獲得較為良好的通風性，避免悶熱感的產生；在

耳機設計建議部分，多數使用者提到增加耳罩的通風性、耳罩大小及耳機重量的控

制、更具彈性的頭戴材質，少部份使用者提到在頭戴式耳機的收納過程中，可摺疊式

的設計在操作上較為不便、耳機依據頭形大小不同的調整操作不易、耳機配戴時容易

把左右邊戴反，其中有一位受測者提到，Audio-technica_ATH-ES7 此款耳機由於頭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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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部分使用的是較為剛硬的材質，因此在動態活動配戴時，易造成頭頂的不舒

適；由以上開放式問答實驗結果，歸納出受測者心目中配戴舒適度較高的頭戴式耳機

之設計重點： 

1. 耳機整體重量輕 

2. 耳罩較小之耳機配戴通風性高，配戴較為舒適 

3. 耳罩部份使用更為透氣之材質 

4. 耳機之頭戴部份使用較具彈性的材質 

4.5 量化實驗結果 

此部份主要為三款耳機透過儀器測量耳機之夾力及耳機與耳朵接觸面積之結

果，依據此兩項實驗之結果，可以得知三款耳機對於人體耳朵接觸的壓力。 

4.5.1. 耳機夾力測試 

經由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固力組實驗器材測試之下，可以發現三款耳機在排除與

耳朵接觸面積下之夾力具極大的差異(表 4-28)；Philips_SHH9501 此款耳罩最小之耳機

相對夾力較小，在 12cm 開合寬度時僅具 122(g)之夾力，17cm 開合寬度則具 249(g)之

夾力，其開合度之間距夾力共差 127(g)；Sennheiser_eH150 在 12cm 開合寬度時具 282(g)

之夾力，17cm 開合寬度則具 432(g)之夾力，其開合度之間距夾力共差 150(g)；

Audio-technica_ATH-ES7在 12cm開合寬度時具 401(g)之夾力，17cm開合寬度則具 503(g)

之夾力，其開合度之間距夾力共差 102(g)；並且三款耳機在 12cm~17cm 開合度之間的

夾力變化幾乎成直線型，由圖表中也可以清楚發現 Audio-technica_ATH-ES7 相較於其

他兩款耳機具備極大之夾力(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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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8 三款耳機在不同開合寬度下之夾力(N) 

耳機型號 12cm 13cm 14cm 15cm 16cm 17cm

SHH9501 122 141 159 184 213 249 

eH150 282 315 340 372 398 432 

ATH-es7 401 424 444 463 486 503 

表 4- 29 耳機夾力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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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耳機接觸耳面積測試 

經由實驗的結果發現 Philips_SHH9501 與人體耳面接觸面積為 596mm2，其為三

款實驗耳機中與人體耳面接觸面積最小之耳機、其次則為 Audio-technica_ES7 與人體

耳面接觸面積為 892mm2，再者，與人體耳接觸面積最大的為 Sennheiser_eH150 的

1134mm2(表 4-30)，與前一耳機夾力測試的對照之下，可以發現當耳機開合度在 17cm

之時，Audio-technica_ES7 此款耳機獲得最大的配戴承受壓力 56.39 g/cm2其居於第二

的為 Philips_SHH9501 的 41.78 g/cm2，而配戴承受壓力最小的則為 Sennheiser_eH150

的 38.27 g/cm2(表 4-32)；比照於主觀評比實驗中三款耳機在動態活動及靜態活動下之

壓迫性比較可以發現，Audio-technica_ES7 此款擁有 56.39 g/cm2之耳機的配戴壓迫性

最強，其次為配戴承受壓力最小的 Sennheiser_eH150，而壓迫性最小的則為

Philips_SHH9501 此款配戴承受壓力居中之耳機，由此可以得知，影響耳機配戴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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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因素並不僅止於耳機配戴承受壓力，耳罩的大小也有可能影響配戴壓迫性的強

弱；比照於悶熱感之比較可以發現，Audio-technica_ES7 此款擁有 56.39 g/cm2之耳機

的配戴悶熱感最強，其次為配戴承受壓力最小的 Sennheiser_eH150，而悶熱感最小的

則為 Philips_SHH9501 此款配戴承受壓力居中之耳機。 

依據以上之實驗結果，研判出影響頭戴式耳機配戴壓迫感及悶熱感最大的主因為

耳罩的大小，耳罩愈大之耳機與人體耳面接觸面積則越大，相對地越容易造成使用者

在配戴上之壓迫感及悶熱感，反之亦然；而頭戴式耳機之夾力對於紓適度影響也甚

重，由實驗可以發現 Audio-technica_ES7 此款耳機雖然在配戴之面積比

Sennheiser_eH150 小 ， 但 其 所 擁 有 夾 力 在 17cm 開 合 度 之 下 卻 遠 遠 超 過

Sennheiser_eH150 的夾力一點五倍之多(表 4-28)，在開放式問答裡也有多數受測者認

為 Audio-technica_ES7 在配戴固定上夾得太緊，因此耳機的夾力也必須取捨到一個適

當的位置。 

表 4- 30 耳機與耳接觸面積大小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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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1 耳機與耳接觸面積 

耳機型號 接觸面積測試圖 接觸面積大小 

 

Philips_SHH9501 

 

596mm2 

 

Audio-technica_ES7 

 

892mm2 

 

Sennheiser_eH150 

 

1134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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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2 耳機配戴承受壓力 

 

4.6 實驗小結 

由以上實驗發現，Philips_SHH9501 此款耳罩最小之頭戴式耳機無論是於靜態活靜

或動態環境下使用，舒適性皆是最高的，並且壓迫感最低且配戴最無悶熱感。其重量

也居於三支實驗耳機中最輕，僅 105g，因此由前測的實驗結果推導出，重量愈輕且

耳罩愈小之頭戴式耳機配戴之舒適性愈高、愈無壓迫感及愈無悶熱感。 

就靜態活動及動態活動之比較，可以看出，Philips_SHH9501 在配戴舒適性、壓迫

感及悶熱感上並無太大之變化，而 Sennheiser_eH150 與 Audio-technica_ATH-ES7 在動

態活動環境的測試之下，明顯地相較於靜態活動環境有舒適度降低、壓迫感及悶熱感

增加的趨勢，由此可以推斷出，耳罩愈大之頭戴式耳機舒適性相對於耳罩較小之頭戴

式耳機較低、壓迫感及悶熱感較高。因此，耳罩較大之頭戴式耳機僅適合於靜態活動

環境下使用；而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無論是在靜態環境或是動態環境使用之下，皆

相較於耳罩較大之頭戴式耳機舒適。 

於配戴穩固性的主觀評比實驗數據顯示上雖無明顯的顯著性，但由平均數可以得

知，Audio-technica_ATH-ES7 此款耳機其配戴的穩固性最強，並且在耳機夾力測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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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與耳朵接觸面積測試下得知 Audio-technica_ATH-ES7 的配戴承受壓力最大，甚至

高出其它兩款實驗耳機的承受壓力一點五倍；然而地，相對帶來較多的不舒適性、壓

迫感及悶熱感，在問卷評比的最後一個階段“購買意願的比較”也可以看出實驗受測

者對於 Philips_SHH9501 此款實驗耳機中，位居耳罩最小之耳機的平均購買意願最高，

由此，可以隱約的看出實驗受測者對於耳機配戴舒適性之重視；因此，依據實驗的結

果分析，未來在著手頭戴式耳機實務設計時，將以重量輕以及耳罩小為主要的設計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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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設計實務與實驗結果 

頭戴式耳機實務設計部分將透過第四章前測實驗之結論為依據，並設計出三款頭

戴式耳機，最終評估將挑選一款新設計之耳機做出實務模型，再進行與前測相似的實

驗過程，其實驗結果將與前測實驗結果相互比較，檢視其新款設計的成效，並在最後

做出未來以舒適度為前提之頭戴式耳機設計建議。 

5.1 新款頭戴式耳機設計 

此節將介紹三款新設計之頭戴式耳機，包含依循前導實驗結論之著立點、設計概

念、細節設計以及 3D 模型呈現。 

5.1.1. 新款頭戴式耳機設計(Wooden) 

在主觀評比的開放式問答中，有許多受測者提到是否能夠更換頭戴的材質，以求

更好的彈力及配戴舒適度，並且從主觀評比實驗數據看來可以發現多數受測者較偏好

重量較輕之耳機，因此此款主要設計特點為改變一般頭戴式耳機之頭戴材質，選用木

頭材質做為此款耳機頭戴部分；由於木頭的質地及密度較輕，使用曲木加工法也能獲

得一定的彈力，因此此款耳機設計之頭戴部分將使用曲木加工法以獲得不一樣的彈力

及更輕的重量(圖 5-1,圖 5-2,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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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Wooden 前視透視圖 

 

圖 5- 2 後視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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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Wooden 三視圖及透視圖 

5.1.2. 新款頭戴式耳機設計(Phonics) 

基於主觀評比的實驗結果，發現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無論於靜態環境或者是動

態環境下使用皆能獲得較高的舒適度，並且配戴較無悶熱感及壓迫性較小，因此新款

耳機 Phonics 在設計上則朝向小型耳罩頭戴式耳機為設計發展；其耳罩之直徑寬度為

48mm，頭戴部份也設計的較為細小，因此在重量控制上較先前實驗的三款耳機輕，

其最大的設計特點在於耳機發聲單體部分擁有 360 度的旋轉機制，有別於一般頭戴式

耳機之設計，因此耳罩更能順著各種不同頭形及耳形的使用者，讓使用者在配戴耳機

的時候，耳罩更吻合地浮貼於耳面，並且在配戴的承受壓力上平均的分攤於耳面上，

避免產生耳朵因為配戴承受壓力的不平均造成壓迫感及悶熱感(圖 5-4、5-5、5-6、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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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Phonics 前視透視圖 

 

圖 5- 5 Phonics 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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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Phonics 側視透視圖 

 

圖 5- 7 Phonics 頭戴伸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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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 Phonics 發聲單體關節 360 度旋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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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新款頭戴式耳機(Bamboo) 

基於主觀評比的實驗結果，發現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無論於靜態環境或者是動

態環境下使用皆能獲得較高的舒適度，並且配戴較無悶熱感及壓迫性較小，因此新款

耳機 Bamboo 在設計上則朝向小型耳罩頭戴式耳機為設計發展；其耳罩之直徑寬度為

48mm，頭戴部份也設計的較為細小，因此在重量控制上較先前實驗的三款耳機輕，

其最大的設計特點在於頭戴的部份使用竹材，竹材的彈力有別於一般頭戴所使用的鋼

材，屬於實驗性設計之性質，希望能控制出耳機開合度在 12cm 及 17cm 時差異度較

小的夾力係數，耳機發聲單體部分擁有 360 度的旋轉機制，有別於一般頭戴式耳機之

設計，因此耳罩更能順著各種不同頭形及耳形的使用者，讓使用者在配戴耳機的時

候，耳罩更吻合地浮貼於耳面，並且在配戴的承受壓力上平均的分攤於耳面上，避免

產生耳朵因為配戴承受壓力的不平均造成壓迫感及悶熱感(圖 5-9、5-10、5-11、5-12、

5-13)。 

 

圖 5- 9 Bamboo 側視透視圖 



第 5 章 設計實務與實驗結果 

60 

 

圖 5- 10 Bamboo 前視透視圖 

 

圖 5- 11 Bamboo 俯視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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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2 Bamboo 頭戴伸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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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3 Bamboo 後視透視圖 

5.1.4. 最終設計與模型製作 

由於 Wooden 及 Bamboo 兩款概念在模型製作上需要門檻較高的技術加工，並且

在變因控制上會來得較為複雜，因此最終模型製作選用 Phonics 此款概念做發展，此

款概念耳機的耳罩大小與 Philips_SHH9501 相同，其最大的不同在於 Phonics 的重量

僅具 59g，有別於 Philips_SHH9501 的 103g；而 Phonics 在耳罩及發聲單體部分的設

計上採用 360 度關節式旋轉，讓不同頭形及耳形的使用者在配戴上能獲得更良好的適

配性，有別於市面上一般頭戴式耳機之設計，以下為一些最終模型之成果及細節上的

說明(圖 5-14、5-15、5-1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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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4 Phonics 最終模型俯視透視圖 

 

圖 5- 15 Phonics 最終模型側視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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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6 Phonics 頭戴部份拉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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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7 Phonics 發聲單體部分 360 度旋轉機制 



第 5 章 設計實務與實驗結果 

66 

5.2 受測者基本資料 

此次實驗的受測者共 20 人，分別為 15 男 5 女，平均年齡為 19-24 歲的研究生，

每位受測者皆有使用過耳機的經驗，其中 11 人使用的耳機類型為頭戴式耳機，3 人

使用耳掛式耳機，6 人使用耳塞式耳機；受測者選用此耳機的最大原因有 6 人以音質

優美為最大考量，5 人以配戴舒適性為考量，4 人以造型為優先考量，4 人以品牌為

優先考量，1 人則以輕便為優先考量，使用經驗平均為 2~3 年，每一次持續使用耳機

的時間平均為 30 分鐘~1 小時，使用耳機的時機有 18 人為靜態活動使用，有 2 人為

動態活動使用。 

5.3 與市售三款耳機在靜態活動下之比較 

5.3.1. 舒適度的比較 

四款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此款耳機在靜態活動

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為 2.15，約落於很不同意之位置(表 5-1)，由比較表格可以看出，

Phonics 與前測三款耳機之實驗數據，有明顯提升在靜態活動配戴下舒適度的表現；

由顯著性來看，可以發現 eH150 及 ATH-ES7 與 Phonics 具極大差異性(表 5-3)。 

表 5- 1 靜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2.15 20 0.81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3.70 30 1.12 

表 5- 2 靜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2.030 3 10.677 10.75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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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靜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1.15 0.005 -1.9266 -.3734 

  eH150 -1.55 0.000 -2.3266 -.7734 

  ATH-ES7 -1.95 0.000 -2.7266 -1.1734 

5.3.2. 壓迫感的比較 

四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此款耳機在靜態活動

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為 2.15，約落於很不同意之位置(表 5-4)，由比較表格可以看出，

Phonics 與前測三款耳機之實驗數據，有明顯降低在靜態活動配戴下壓迫感的表現；

由顯著性來看，也可以發現 eH150 及 ATH-ES7 與 Phonics 具極大差異性(表 5-6)。 

表 5- 4 靜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2.15 20 0.74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4.00 30 1.53 

表 5- 5 靜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7.670 3 22.557 19.973 .000 

表 5- 6 靜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0.65 0.121 -1.4785 .1785 

  eH150 -1.95 0.000 -2.7785 -1.1215 

  ATH-ES7 -2.95 0.000 -3.7785 -2.1215 

5.3.3. 悶熱感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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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此款耳機在靜態活動

感到悶熱感之平均數為 2.7，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表 5-7)，由比較表格可以看出，

Phonics 與 SHH9501 之平均數 3.1 相當接近，與其他兩款款耳機之實驗數據，有明顯

降低在靜態活動配戴下悶熱感的表現；由顯著性來看，可以發現 eH150 及 ATH-ES7

與 Phonics 具極大差異性(表 5-9)。 

表 5- 7 靜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2.70 20 1.13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4.13 30 1.38 

表 5- 8 靜態活動感到悶熱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41.120 3 13.707 9.976 .000 

表 5- 9 靜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0.40 0.383 -1.3138 .5138 

  eH150 -1.80 0.000 -2.7138 -.8862 

  ATH-ES7 -2.10 0.000 -3.0138 -1.1862 

5.4 與市售三款耳機在動態活動下之比較 

5.4.1. 舒適度的比較 

四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此款耳機在動態活動

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為 2.40，約落於很不同意之位置(表 5-10)，由比較表格可以看出，

Phonics 與前測三款耳機之實驗數據，有明顯提升在動態活動配戴下舒適度的表現；

由顯著性來看，可以發現 eH150 及 ATH-ES7 與 Phonics 具極大差異性(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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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 動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2.40 20 0.75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4.30 30 1.34 

表 5- 11 動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2.720 3 20.907 22.007 .000 

表 5- 12 動態活動感到不舒適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0.80 0.039 -1.5599 -.0401 

  eH150 -2.20 0.000 -2.9599 -1.4401 

  ATH-ES7 -2.70 0.000 -3.4599 -1.9401 

5.4.2. 壓迫感的比較 

四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此款耳機在動態活動

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為 2.2，約落於很不同意之位置(表 5-13)，由比較表格可以看出，

Phonics 與前測三款耳機之實驗數據，有明顯降低在靜態活動配戴下壓迫感的表現；

由顯著性來看，也可以發現 eH150 及 ATH-ES7 與 Phonics 具極大差異性(表 5-15)。 

表 5- 13 動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2.20 20 0.62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4.17 30 1.48 

表 5- 14 動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72.280 3 24.093 24.35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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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5 動態活動感到壓迫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0.70 0.076 -1.4753 .0753 

  eH150 -2.30 0.000 -3.0753 -1.5247 

  ATH-ES7 -2.90 0.000 -3.6753 -2.1247 

5.4.3. 悶熱感的比較 

四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此款耳機在動態活動

感到悶熱感之平均數為 3.3，約落於不同意之位置(表 5-16)，由比較表格可以看出，

Phonics 與 SHH9501 之平均數 2.6 相當接近，與其他兩款款耳機之實驗數據，有明顯

降低在靜態活動配戴下悶熱感的表現；由顯著性來看，可以發現 eH150 及 ATH-ES7

與 Phonics 具極大差異性(表 5-18)。 

表 5- 16 動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3.30 20 1.27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4.43 30 1.60 

表 5- 17 動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8.280 3 22.760 17.248 .000 

表 5- 18 動態活動感到悶熱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0.70 0.122 -.1955 1.5955 

  eH150 -1.70 0.000 -2.5955 -.8045 

  ATH-ES7 -2.40 0.000 -3.2955 -1.5045 

5.5 與市售三款耳機在主觀感受下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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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舒適度的比較 

四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此款耳機在主觀感受

感到舒適之平均數為 6.00，落於很同意之位置(表 5-19)，由比較表格可以看出，Phonics

與前測三款耳機之實驗數據，有明顯提升在動態活動配戴下舒適度的表現；由顯著性

來看，可以發現 Phonics 與市售三款耳機具有極大差異性(表 5-21)。 

表 5- 19 主觀感受很舒適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6.00 20 0.56 

總和 3.87 30 1.33 

表 5- 20 主觀感受很舒適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1.480 3 20.493 18.630 .000 

表 5- 21 主觀感受很舒適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1.70 0.000 .8824 2.5176 

  eH150 1.90 0.000 1.0824 2.7176 

  ATH-ES7 2.80 0.000 1.9824 3.6176 

5.5.2. 配戴穩固性的比較 

四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eH150、ATH-ES7 及 Phonics

之平均數大都接近 5.00 有點同意的位置(表 5-22)，唯讀 SHH9501 此款前測耳機之平均

數為 4.20 約落於普通無意見的位置，並且四款耳機並無明顯的顯著性(表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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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2 主觀感受頭部晃動耳機不容易掉落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5.00 20 1.45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4.70 30 1.29 

表 5- 23 主觀感受頭部晃動耳機不容易掉落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4.880 3 1.627 .886 .456 

 

表 5- 24 主觀感受頭部晃動耳機不容易掉落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0.80 0.134 -.2566 1.8566 

  eH150 0.10 0.850 -.9566 1.1566 

  ATH-ES7 0.00 1.000 -1.0566 1.0566 

5.5.3. 購買意願的比較  

三支耳機依照七點量表的問卷調查之下，可以發現 Phonics 之平均數為 5.60，約

落於很同意之位置(表 5-25)，並且比前測三款耳機之數據都高，由顯著性來看，Phonics

與市售三款耳機具差異性(表 5-27)，比照實驗前段的配戴舒適性調查，受測者對於頭

戴式耳機的購買意願與配戴舒適性無直接的相關性，並且不少受測者在過程中主動提

出，他們購買此耳機之原因會以造型及音質為優先考量。 

表 5- 25 主觀感受價格合理願意買下此耳機之平均數比較   

耳機型號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Phonics 5.60 20 0.94 

市售三款耳機總和 4.27 3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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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6 主觀感受價格合理願意買下此耳機之 ANOVA 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6.200 3 8.733 5.925 .002 

表 5- 27 主觀感受價格合理願意買下此耳機之顯著性比較 

95% 信賴區間 

耳機型號 耳機型號 平均差異 顯著性 下界 上界 

Phonics SHH9501 1.00 0.039 .0535 1.9465 

  eH150 1.90 0.000 .9535 2.8465 

  ATH-ES7 1.10 0.024 .1535 2.0465 

5.6 量化實驗結果 

5.6.1. 耳機夾力測試 

經由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固力組實驗器材測試之下，可以發現 SHH9501 與

Phonics 兩款小型耳罩頭戴式耳機之夾力最為接近，並且相較於 eH150 及 ATH-ES7

之夾力也小非常多，由表格中(表 5-19)可以發現 Phonics 耳機在最大及最小開合度之

夾力差距最小，因此若有頭形大小差異性大的不同使用者在配戴 Phonics 時，其所承

受的耳機夾力會較為接近，並且前一主觀評比的使用者問卷調查部份之數據也明顯顯

示出，Phonic 此款耳機無論在靜態環境或是動態環境配戴下皆獲得較高的配戴舒適

性；因此，耳機頭戴部份的最大及最小開合度之夾力若能將其差異性控制得較小的

話，頭戴式耳機之於各種不同頭形大小之人種的適配性將會來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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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8 四款耳機夾力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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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耳機與耳接觸面積測試 

由下表(表 5-29)可以看出各式耳機接觸耳面積的分佈圖，擁有最大接觸面積的為

大耳罩頭戴式耳機的 eH150 及 ATH-ES7，其次為小耳罩頭戴式耳機的 Phonics，接觸

面積最小的則為 SHH9501；就配戴承受壓力看來，Phonics 在 17cm 開合度時僅具 27.3 

g/cm2的壓力(表 5-30)，比起其他款式耳機的配戴承受壓力，要小上許多。 

表 5- 29 耳機接觸耳面積比較表 

型號 SHH9501 eH150 ATH-ES7 Phonics 

接觸

面積

殘留

墨漬 

    

接觸

面積 
596mm2 1134mm2 892mm2 863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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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0 耳機配戴承受壓力比較表 

 

5.7 小結 

經過以上的實驗鑑定，新款設計之耳機 Phonics 有明顯提升舒適度以及減少壓迫

感的顯著性，Phonics 除了在設計上選用小型耳罩之外，其重量也比前測三款耳機要

輕上許多，僅具 59g，此外，Phonics 最大的設計特點在於它的發聲單體部分的可 360

度旋轉機構設計，更符合了不同頭形大小及耳面角度不同的使用者，使得耳罩部份能

夠更平均的浮貼於耳面，讓耳面的承受壓力分散的更為平均，未來耳機的設計建議，

將在下一章做最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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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結論與建議 

隨著時代及科技的變遷，最從前想要好好欣賞一場音樂的響宴，往往都必須親臨

現場；而後，有了音響的發明，想要欣賞一首音樂，不必再麻煩地遠赴現場臨聽，到

了現今，又有了耳機的發明，音樂就此跟著人們的腳步如影隨形；逐一的科技產品，

一項又一項迅速地在人們面前一一浮現，當然，潛藏的問題也隨之一項一項地浮現。

就如耳機，最早出現的耳機類型為耳塞式耳機，其目的是為了讓使用者能夠隨時隨地

都能得到音樂饗宴，然而地，隨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耳機的音質要求也越來越嚴苛，

因此漸漸地有了頭戴式耳機的發明，頭戴式耳機有別於耳塞式耳機的最大特點在於其

擁有耳塞式耳機所不即的優異音質，但早期的頭戴式耳機其龐大及厚重的外型，難以

讓使用者隨身攜帶使用，多半用以室內欣賞居多，而後期，頭戴式耳機的設計除了保

留其優異的音質外，也有部份偏向便於攜帶的設計，像是現在坊間的街頭，經常隨處

可見頭戴式耳機的使用者，由此可知，頭戴式耳機漸漸地取代了耳塞式耳機的地位，

但由於人的頭形及耳形各有所異，市售頭戴式耳機之設計也不盡相同，難以有一款平

價頭戴式耳機能夠符合使用者舒適度上的需求，因此本研究挑選了市售三款耳罩大小

及重量具差異性之頭戴式耳機作為研究的樣本，並以先前研究問題作為討論的項目，

其項目如下： 

1.頭戴式耳機之重量及耳罩大小是否造成舒適度的差異？ 

2.頭戴式耳機在設計上的不同，對於耳機配戴舒適度的差異性為何？ 

實驗的內容包含主觀評比的使用者問卷調查以及量化分析的耳機夾力測試與耳

機接觸耳朵面積測試，經由前測與後測之實驗發現，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無論是於

靜態活靜或動態環境下使用，舒適性皆是最高的，並且壓迫感最低且配戴最無悶熱

感。再者，重量輕之耳機相對所需夾力較小，使用者在配戴上也能獲得較高之舒適度，

因此由前測的實驗結果推導出，重量愈輕且耳罩愈小之頭戴式耳機配戴之舒適性愈

高、愈無壓迫感及愈無悶熱感。 

就靜態活動及動態活動之比較，可以看出，耳罩小及重量輕的耳機在配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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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壓迫感及悶熱感上並無太大之變化，而大耳罩之頭戴式耳機在動態活動環境的測

試之下，明顯地相較於靜態活動環境有舒適度降低、壓迫感及悶熱感增加的趨勢，由

此可以推斷出，耳罩愈大之頭戴式耳機舒適性相對於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較低、壓

迫感及悶熱感較高。因此，耳罩較大之頭戴式耳機僅適合於靜態活動環境下使用；而

耳罩較小之頭戴式耳機無論是在靜態環境或是動態環境使用之下，皆相較於耳罩較大

之頭戴式耳機舒適。 

於配戴穩固性的主觀評比實驗數據顯示上雖無明顯的顯著性，但由平均數可以得

知，Audio-technica_ATH-ES7、Sennheiser_eH150 及 Phonics 此三款耳機其配戴的穩固性

幾乎一樣，唯讀 Philips_SHH9501 的配戴穩固性相較下較低；由配戴承受壓力來看， 

Phonics 雖屬四款耳機中承受壓力最小的，但其配戴穩固性卻是四款耳機中最高的，

其主要原因在於 Phonics 擁有較輕的重量，因此其所需固定於耳部的夾力較小，相對

地，使用者將會獲得較高的舒適性。於此，下列將提出以配戴舒適度為前提的頭戴式

耳機未來設計建議： 

1. 耳機整體重量輕，減少配戴上的壓迫感。 

2. 耳罩較小之耳機配戴通風性高，配戴較為舒適並較無悶熱感。 

3. 耳罩部份使用更為透氣之材質，將提升配戴舒適度並降低悶熱感。 

4. 耳機之頭戴部份隨著使用者頭形的不同，會有不同程度的開合度，而不同程

度的開合度會使耳機的夾力有所變化；在選用頭戴的材質時，在最大及最小

開合度時，夾力之差異性越小越好。 

5. 耳罩部份使用多角度調整之設計，使各種不同耳形的使用者獲得更大的配性 

頭戴式耳機在配戴舒適性上的學問非常廣大，影響的因素也非常之多，本研究所

探討影響耳機適配性的變因主要有兩項，一為耳機之耳罩大小，二為耳機之重量，並

且在最終的實驗結果也得以證實耳罩大小及耳機重量的不同影響配戴舒適度的差異

性，但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有其他影響耳機適配性的因素值得探討，以下將提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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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意見提供後續研究參考： 

1. 由於人種的不同，在耳朵形狀上各有所異，本研究的受測者均為黃種人，在

未來研究中，可以增加受測者族群及受測者數量。 

2. 頭戴式耳機在設計上各有所異，本研究主要的變因控制在耳機之耳罩及重量

大小，往後之研究能將變因探討的更為廣闊。 

3. 由於經費所限，本研究之耳機均為平價千元耳機，後續研究能夠選擇更多不

同價格的耳機作為實驗樣本。 

4. 研究發現受測的四款耳機皆有受測者提到關於耳罩配戴上悶熱之問題，後續

研究者能針對耳罩部分材質做延伸之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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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頭戴式耳機之配戴舒適性探討與實務設計 2009/11/24 

您好，本研究為【頭戴式之配戴舒適性探討與實務設計】前導實驗問卷之調查，本問卷共分為三

個部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填寫、尚未配戴實驗耳機之主觀評比、耳機配戴後之主觀評比，若有問

卷內容不清楚皆可提出疑問，任務後進行最後部份的問卷填寫，以下基本資料為學術研究用，不對外

開放可放心填寫，謝謝您的合作。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設計系 

指導教授:唐玄輝 教授 

研 究 生:曾竣懋 敬上 

【個人基本資料】 

1. 姓名： 

2. 性別： 

□ 男 □ 女 

3. 年齡：  

□ 19 歲以下 □ 19 – 24 □ 25- 30 □ 31- 40 

□ 41- 50 □ 51- 60 □ 61 歲以上 

4. 教育程度： 

□國中小以下 □高中 □大學 □研究所以上 

5. 是否曾使用過耳機： 

□ 是 □ 否 

6. 使用的耳機類型為： 

□耳塞式耳機 □耳道式耳機 □耳掛式耳機 □頭戴式耳機 

□耳掛後頸式耳機 

7. 使用耳機的廠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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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G □audio-technica □BOSE □SONY 

□philips □Denon/Marantz □Altec/Koss □ELECOM 

□Sennheiser □JVC/Victor □Panasonic □Logitech 

□其他 ________ 型號為 ________ 

 

8. 目前所使用的耳機之最大動機： 

□佩帶舒適 □造型優美 □品牌迷思 □音質優美 

□其他 ___________ 

9. 使用耳機的經驗為： 

□1 年以內 □2~3 年 □3 年以上 

10. 每一次使用耳機的持續時間約 

□15~30 分鐘 □30 分鐘 ~ 1 小時 □1 小時 ~ 2 小時 □2 小時以上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使用耳機的時機多為： 

□靜態活動，如看書、看電影、電腦作業…等 

□動態活動，如行走、乘車…等 

□激烈活動，如慢跑、有氧運動…等 

12. 依照配戴耳機的使用經驗對於舒適度的評估 

□很舒適 □舒適 □無感覺 □稍感不適  

□不舒服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若無使用過耳機，原因為 

□不需要使用 □造型不美 □音質不好 □攜帶不方便 

□配戴不舒適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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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配戴後問卷】 

耳機型號：Philips_SHH9501 

 

完
全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靜態活動 

1.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看書

聽音樂)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2.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3.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動態活動 

4.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5.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6.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主觀感受 

7. 整體來說，我覺得此款耳機配戴起來很舒

適 
□1 □2 □3 □4 □5 □6 □7 

8. 當頭部晃動的時候，我覺得這隻耳機是不

容易掉落的 
□1 □2 □3 □4 □5 □6 □7 

9. 如果價格合理，我很樂意買下這隻耳機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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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型號：Sennheiser_eH150 

 

完
全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靜態活動 

10.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看書

聽音樂)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11.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12.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動態活動 

13.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14.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15.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主觀感受 

16. 整體來說，我覺得此款耳機配戴起來很舒

適 
□1 □2 □3 □4 □5 □6 □7 

17. 當頭部晃動的時候，我覺得這隻耳機是不

容易掉落的 
□1 □2 □3 □4 □5 □6 □7 

18. 如果價格合理，我很樂意買下這隻耳機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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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型號：audio-technica_ATH-ES7 

 

完
全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靜態活動 

19.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看書

聽音樂)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20.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21.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動態活動 

22.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23.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24.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主觀感受 

25. 整體來說，我覺得此款耳機配戴起來很舒

適 
□1 □2 □3 □4 □5 □6 □7 

26. 當頭部晃動的時候，我覺得這隻耳機是不

容易掉落的 
□1 □2 □3 □4 □5 □6 □7 

27. 如果價格合理，我很樂意買下這隻耳機 
□1 □2 □3 □4 □5 □6 □7 

 

10. 在此次的實驗中，你覺得配戴性最為舒適的耳機為 ___________ 原因為？ 

 

11. 你覺得耳機的設計有哪一部份是需要改善的？ 

 

13. 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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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戴式耳機之配戴舒適性探討與實務設計 2010/06/08 

您好，本研究為【頭戴式耳機之配戴舒適性探討與實務設計】後測實驗問卷之調查，本問卷共分

為三個部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填寫、尚未配戴實驗耳機之主觀評比、耳機配戴後之主觀評比，若

有問卷內容不清楚皆可提出疑問，任務後進行最後部份的問卷填寫，以下基本資料為學術研究用，不

對外開放可放心填寫，謝謝您的合作。 

台灣科技大學 工商設計系 

指導教授:唐玄輝 教授 

研 究 生:曾竣懋 敬上 

【個人基本資料】 

14. 姓名： 

15. 性別： 

□ 男 □ 女 

16. 年齡：  

□ 19 歲以下 □ 19 – 24 □ 25- 30 □ 31- 40 

□ 41- 50 □ 51- 60 □ 61 歲以上 

17. 教育程度： 

□國中小以下 □高中 □大學 □研究所以上 

18. 是否曾使用過耳機： 

□ 是 □ 否 

19. 使用的耳機類型為： 

□耳塞式耳機 □耳道式耳機 □耳掛式耳機 □頭戴式耳機 

□耳掛後頸式耳機 

20. 使用耳機的廠牌為： 

□AKG □audio-technica □BOSE □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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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s □Denon/Marantz □Altec/Koss □ELECOM 

□Sennheiser □JVC/Victor □Panasonic □Logitech 

□其他 ________ 型號為 ________ 

 

21. 目前所使用的耳機之最大動機： 

□佩帶舒適 □造型優美 □品牌迷思 □音質優美 

□其他 ___________ 

22. 使用耳機的經驗為： 

□1 年以內 □2~3 年 □3 年以上 

23. 每一次使用耳機的持續時間約 

□15~30 分鐘 □30 分鐘 ~ 1 小時 □1 小時 ~ 2 小時 □2 小時以上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使用耳機的時機多為： 

□靜態活動，如看書、看電影、電腦作業…等 

□動態活動，如行走、乘車…等 

□激烈活動，如慢跑、有氧運動…等 

25. 依照配戴耳機的使用經驗對於舒適度的評估 

□很舒適 □舒適 □無感覺 □稍感不適  

□不舒服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若無使用過耳機，原因為 

□不需要使用 □造型不美 □音質不好 □攜帶不方便 

□配戴不舒適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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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型號：Phonics 

 

 

完
全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靜態活動 

28.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看書

聽音樂)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29.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30.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靜態活動 耳朵

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動態活動 

31.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感到不舒適 
□1 □2 □3 □4 □5 □6 □7 

32.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壓迫感 
□1 □2 □3 □4 □5 □6 □7 

33. 長時間戴著這隻耳機從事動態活動(走動) 

耳朵有些悶熱 
□1 □2 □3 □4 □5 □6 □7 

主觀感受 

34. 整體來說，我覺得此款耳機配戴起來很舒

適 
□1 □2 □3 □4 □5 □6 □7 

35. 當頭部晃動的時候，我覺得這隻耳機是不

容易掉落的 
□1 □2 □3 □4 □5 □6 □7 

36. 如果價格合理，我很樂意買下這隻耳機 
□1 □2 □3 □4 □5 □6 □7 

 

10. 你覺得耳機的設計有哪一部份是需要改善的？ 

 

11. 你覺得耳機配戴時，哪一部位感到不舒適？ 

 

11.其他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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