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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觸控介面具有直觀和易於操作的特性，觸控功能的革新也引領周邊相關產品的觸控式操作熱潮，此

操作模式的變革連帶影響使用者介面之設計原則。使用者介面於今日的發展已趨於成熟，豐富的視覺元

素讓操作經驗更多樣化，然而 Tidwell (2006) 談到，介面上眾多要素都需要完整的視覺架構來整合，一套

完善的頁面配置可以讓使用者輕易地了解介面的資訊架構。電子睡眠日誌是一個針對失眠患者所開發的

產品，整合紙本睡眠日誌需紀錄的項目，應用於觸控介面以提升資料輸入的效率及準確性。本研究以一

般介面的設計原則為基礎，發展出適合電子睡眠日誌的觸控介面之頁面配置設計與實驗規劃。從實驗中

探討電子睡眠日誌之觸控介面的頁面配置設計及成效，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下是針對電子睡眠日誌運

用觸控介面之頁面配置所提出的建議：(1)在視覺元素多的頁面應建構出清楚的視覺階層，用強調性的作

法形成視覺上的焦點；(2)遵循一致性的設計原則，可減少使用者操作時的學習與探索；(3)延續可用於觸

控介面上之傳統個人電腦的操作方式；(4)執行觸控介面的頁面配置設計時，應考量手部操作所可能造成

的視線遮蔽問題。 
 
關鍵詞：使用者介面、頁面配置設計、睡眠產品、觸控介面 

 
一、前言 
 
    近年來使用者介面隨著觸控技術的開展而有

嶄新且多元的體驗，市面上搭載觸控功能的產品

也日漸廣泛，這是因為觸控介面提升了科技的親

和性，讓操作更加便利、直覺。 
    作為協助失眠患者追蹤治療的電子睡眠日誌

便是因應這股趨勢而開發設計，以觸控式螢幕為

操作介面，便於輸入和檢閱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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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了因應此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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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介面適用。 
    另外，使用者介面發展至今已漸趨成熟，介

面上所運用的視覺元素越來越豐富且多元，但是

Tidwell (2006)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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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的頁面配置設計，有助於使用者理解介面中的

資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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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評估觸控介面之電子睡眠日誌頁面配置設計的

優劣，探討其版面的編排配置對於互動性與操作

的影響。 
 
二、文獻探討 
 
1.電子睡眠日誌 
    台灣擁有睡眠問題的人數不斷攀升。造成睡

眠障礙的因素很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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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醫師的治療能更充分地找出病因並對症下藥，

針對特定患者在問診服藥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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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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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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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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輸入資料的正確性及效率。 
2.使用者介面  
    介面所扮演的是人與機器間溝通交流的媒

介，根據 Weinschenk (1997)闡述，指的是使用者

可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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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介面的設計時，有許多前人所提出

的方法，Shneiderman (2005)歸納了使用者介面的

八個黃金定律，雖然沒有一套原則可以稱得上完

整，但這八個原則已經普遍被眾人接受，並且被

視為設計者的指南，這八個黃金定律分別是：為

一致性努力、滿足普遍的可用性、提供有用的回

饋、設計結束的對話、避免錯誤、允許容易取消

運作、支持內在的控制感、減少短期記憶負擔。 
    現今使用者介面的發展，已經由過去艱澀難

懂的文字指令轉換成視覺化導向的畫面構成，圖

形化使用者介面已是當今介面顯示的主流，具有

直接操弄的特性。一個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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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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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頁面配置設計 
    在使用者介面的顯示上，良好的版面規劃能

讓使用者所看見的各項視覺元素形成秩序性，進

而從中得知操作的先後順序及彼此的關係。 
    網格系統(Grid System)在介面設計的初期，提

供了一個有效的框架。用矩形的設計網格來分割

空間，規劃出基本的編排形式，讓物件得以放在

適得其所的位置(Fend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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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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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視覺流(Visual f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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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地方，

視覺流會帶領眼睛，從這些焦點依序進入較不重

要的資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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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大原則中各自包含許多子原則(如表1
所示)，這些子原則可以因應設計時的不同需求進

行彈性運用。 
 

表 1 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四大原則內容 
物理性原則 組織性原則 關聯性與 

分離性原則 
次序性原

則 
平衡 
(Balance) 

簡單 
(Simplicity) 

和諧 
(Unity) 

一致 
(Consistency) 

對稱 
(Symmetry) 

節約 
(Economy) 

分配 
(Repartition) 

預測性

(Predictability) 
規律 
(Regularity) 

保守 
(Understatement) 

群組 
(Grouping) 

順序 
(Sequentiality) 

對齊 
(Alignment) 

中立性 
(Netrality) 

節制 
(Sparing) 

連續  
(Continuity) 

比例 
(Proportion) 

單一 
(Singularity) 

  

水平

(Horizontality) 
負片效果 
(Negativity) 

  

 透明度 
(Transparency) 

  

 
4.觸控介面 
    觸控介面在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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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步驟與分析 
     
    本研究是以電子睡眠日誌為基礎探討觸控介

面之頁面配置，如圖 1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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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最佳的介面設計，最後透過任務操作、主觀

問卷評比與非參與式觀察和訪談的形式，了解介

面與使用者互動的優劣以及介面之頁面配置的問

題所在。 
 

 
圖 1 研究方法整體架構流程 

 
1.介面設計 
    分為互動發展與頁面配置設計兩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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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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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相關醫療背景的專家，歸納出必要的項

目及細節，發展電子睡眠日誌的互動設計。圖 2
為電子睡眠日誌的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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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子睡眠日誌的架構 

 
(2)頁面配置設計 
    首先規劃出一套網格系統以利編排，考量觸

控介面的螢幕尺寸設定視覺控件和文字大小，以

能容納成人手指點擊為視覺控件的最小基準。參

考 Gillo (1994)與 Vanderdonckt (1994)所提出的可

應用於使用者介面之頁面配置的四大原則來進行

設計，挑選合適的子原則並彈性結合應用於電子

睡眠日誌的頁面配置設計中，包括水平、分配、

平衡，以及運用連續、對齊、中立性建立群組效

果。 
 
2.介面測試方法 
    電子睡眠日誌介面測試時所使用的載具為

8.9 吋（1024X600px）單點觸控式操作螢幕的

GIGABYTE M912筆記型電腦，將受測樣本的軟

體安裝於電腦，並置於電子睡眠日誌的模型內，

模擬真實的操作(如圖 3 所示)。 
 

 
圖 3 電子睡眠日誌實體 

 
    本實驗共邀請受測者 24位，男女各佔 12位，

年齡層分布在 19-30歲間，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

有一年以上觸控介面的使用經驗。實驗目的為評

估電子睡眠日誌人機互動之優劣，探求其版面的

編排配置對於互動與操作的影響。實驗內容分兩

部份： 
(1)任務操作  
    設計模擬任務讓受測者操作電子睡眠日誌中

所有功能，並在測試時以非參與式觀察得到受測

者的反應及錯誤。 
 
 
 
 
 

表 2 操作任務內容 
項目 任務內容 
工具的使用 1-1 我要檢視一週的資料紀錄 

1-2 我預計隔天八點鬧鐘會響起 

1-3 我要調整系統時間到正確的時間 

睡前日誌記錄 2-1 我下午兩點在小睡 

2-2 我下午四點在跑步 

2-3 我下午五點有喝酒 

2-4 我在睡前有看書 

2-5 我睡前的心情非常好 
睡醒日誌記錄 3-1 我今天有服用中量的助眠藥物 

3-2 我晚上十二點上床睡覺，在床上躺了兩個

小時才睡著 

3-3 我在三點和四點時各醒來一次 

3-4 我早上七點醒來，躺了一個小時才起床。 

3-5 我覺得我睡得不錯 

 
(2)問卷量表 
    在操作任務結束後受測者須填寫一份問卷，

透過系統使用性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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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表 3 問卷問題屬性與內容 
問題屬性 問題項目 問題內容 

物理性 
空間性 

 
 
 

心智性 

尺寸 此頁面中所有元素，其尺寸大小適中? 

位置 此頁面中所有元素，其擺放位置得宜? 
欄位 此頁面中所劃分的欄位適宜? 

閱讀流暢度 此頁面中的配置在閱讀上是順暢的? 

操作容易度 此頁面中的配置在操作上是易理解的? 

 
四、實例驗證與討論 
 
1.設計成果 
    視覺化元素是整個介面的主要構成，畫面視

覺元素的組織是一個成功的介面設計之關鍵，運

用良好的頁面配置讓使用者從中得知操作的方式，

系統就能透過介面達到與使用者最佳的互動。以

下是運用合適的頁面配置原則於觸控介面之電子

睡眠日誌的設計成果： 
 

 
圖 4 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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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選擇工具 

 
圖 6 一週檢視 

  
圖 7 設定鬧鐘時間 圖 8 調整時間 

 

 
圖 9 選擇日誌 

 

  
圖 10 睡前日誌 圖 11 睡前日誌-運動類型

選擇 

  
圖 12 睡前日誌-心情狀

態選擇 
圖 13 睡前日誌-飲食選擇 
 

 
圖 14 睡前日誌-睡前活動選擇 

 

  
圖 15 睡醒日誌 圖 16 睡醒日誌-睡眠品質

選擇 

 
圖 17 睡醒日誌-助眠藥物用量 

    下列是對於運用合適的原則於頁面配置之

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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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平為主

軸的配置能穩定整個畫面，讓頁面加倍沉穩。 
    (2)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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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控件，置放在第一象

限。最後被使用的視覺控件則置放於第四象限 
    (3)平衡：頁面採用左右對稱性的平衡。 
    (4)群組：物件間的距離越近，群組的意義就

越明顯，相似的物件就能自然被歸類到相同屬性

的一組，建立起完善的視覺階層。使用者觀看時

會先注意到群組，再持續往下注視群組中其他的

視覺元素。 
    (5)連續：相同類別的視覺控件有著相似的視

覺外觀設計，將其緊鄰放置可以串起整個不間斷

的視覺連接性，讓配置的各個小部份可以構成一

個整體。 
    (6)對齊：遵守對齊的視覺控件可以建立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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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立性與強調性：群組之內的視覺控件皆

是相同的層級並有相似的操作功能，因此在群組

之下都保留彼此的中立，不做任何突出的效果。

而被點選的視覺控件為了回應使用者已是選取狀

態，在點擊的同時會有變色的效果。 
 
2.實驗結果 
    本研究透過 3 種操作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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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個頁面詢問關於尺寸、位置、欄位、閱讀流暢度、

操作容易度這五大屬性的問題，將 24 位受測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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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算(如表 4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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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電子睡眠日誌整

體頁面配置，從空間性到認知性多半獲得不錯的

評比。 
 

表 4 所有頁面各項問題之整體平均數 
問題屬性項目 個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 
尺寸 336 5.99 0.81 
位置 336 5.97 0.86 
欄位 336 5.89 0.88 
閱讀流暢度 336 5.82 0.94 
操作容易度 336 5.47 1.40 
 
    此外，為了探究各個頁面所各自存在的配置

問題，將各頁面樣本分別進行統計，統計結果與

表 4 整體平均數相比較，睡前日誌頁面和睡醒日

誌頁面的平均成績均低於整體平均數。以下分析

評比低於整體平均數的頁面：  



2010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十五屆設計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 全文集 

611 

(1)睡前日誌頁面分析 
    在睡前日誌頁面的統計結果中(如表5所示)，
所有問題的平均數皆低於整體平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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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睡前日誌頁面各項問題之平均數 
問題屬性項目 個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 
尺寸 24 5.70 1.23 
位置 24 5.33 1.20 
欄位 24 5.37 1.24 
閱讀流暢度 24 4.87 1.07 
操作容易度 24 3.83 1.55 

 
    根據觀察與訪談的記錄，剛進入睡前日誌的

頁面時，面對左邊的事件項目欄位與右邊的時間

欄位，使用者表示不知應該先操作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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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所示)，目的是達成整體畫面空間的充分運用及

視覺上的協調，卻也因為幾近對稱之平衡的緣故，

在無其他強調性的作法下，讓兩大欄位之視覺階

層是相近的，亦即無法區分兩大欄位何者是必須

優先操作的部份，故產生複雜的操作感受。 
 

 
圖 18 兩大欄位之視覺比重相近的對稱性平衡 

 
    在時間欄位部份，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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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亦有錯誤的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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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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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回饋，然

而在時間欄位的時間按鈕，按下後並無任何用以

強調的回饋(如圖 19 所示)，故造成操作時心理認

知的落差。 
 

 
圖 19 事件項目與時間欄之按鈕的回饋情形 

(2)睡醒日誌頁面分析 
 
表 6 睡醒日誌頁面各項問題之平均數 
問題屬性項目 個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 
尺寸 24 5.87 0.85 
位置 24 5.50 1.17 
欄位 24 5.54 0.97 
閱讀流暢度 24 5.08 1.31 
操作容易度 24 4.08 1.55 

 
    由於睡醒日誌與睡前日誌頁面的配置構成是相同

的，因此在此頁面同於睡前日誌的使用問題。 
 
(3)其他頁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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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文字

的對話框(如圖 20 所示)，以及數字橫桿調整為主

的對話框(如圖 21 所示)。在電子睡眠日誌中，不

論在睡前日誌或睡醒日誌均有設置彈出式對話框，

據觀察紀錄發現，在使用過程中，對話框的操作

幾乎沒有任何重大的錯誤發生，然而在操作感受

之敘述統計中卻有不甚認同的評分出現。 
 

 
圖 20 文字型對話框 

 

 
圖 21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 

 
    從數字橫桿型對話框的平均數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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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7 所示)。 
 
表 7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頁面評比不佳之問題項目 
頁面樣本 問題屬性項目 個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 
睡前日誌- 
心情狀態選擇 

欄位 24 5.87 0.89 

睡醒日誌- 
睡眠品質選擇 

操作容易度 24 5.41 1.50 

睡醒日誌- 
助眠藥物用量 

位置 24 5.91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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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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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特定區域產生被手部遮蔽的情形，被遮蔽的

區域是位於數字橫桿下方(如圖 22 所示)，在手指

拖拉橫桿時會有關於數字等級之同步的文字顯示，

因此這般不當的配置造成頁面部份訊息無法順利

取得(如圖 23 所示)。 
 

 
圖 22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容易被手部遮蔽的區域 

 

 
圖 23 數字橫桿型對話框被遮蔽的實際情形 

 
    另外，以文字為主的對話框頁面中(如表 8 所

示)，主要的問題多集中在尺寸的部份，根據觀察

和紀錄發現，在文字前設有選項按鈕或核取方塊

可供勾選，在此部分點下便有顯示勾選的視覺回

饋，但是部分使用者點擊的部分卻在文字上，歷

經幾次的點擊失敗後才正確點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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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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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文字型對話框頁面評比不佳之問題項目 
頁面樣本 問題屬性項目 個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 
睡前日誌- 
運動類型選擇 

尺寸 24 5.70 0.85 

睡前日誌- 
飲食選擇 

尺寸 24 5.91 0.65 

睡前日誌- 
睡前活動選擇 

尺寸 24 5.91 0.97 

 
五、結論 
     
    本研究以一般介面的設計原則為基礎，發展

出適合電子睡眠日誌的觸控介面之頁面配置設計，

並從中探討觸控介面之頁面配置設計與互動性的

影響。 
    研究發現在視覺元素眾多的頁面，易發生操

作錯誤的情形，使用者無法建立起正確的操作順

序；而回饋不一致的按鈕讓使用者操作時感到紊

亂。 
    面對觸控介面功能，慣用 PC的使用者會習慣

將過去常用的操作方式運用在觸控介面中，在此

易有錯誤產生。此外，在使用觸控介面時，使用

者是用手指直接點擊，所以在手指下方的區域容

易被手部遮住。  
    針對本研究成果對觸控介面之電子睡眠日誌

之頁面配置設計與互動性提出以下建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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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在第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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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遵循一致性的設計原則，可減少使用時的

學習與探索。  
    (3)延續可用於觸控介面上之傳統個人電腦的

操作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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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觸控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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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觸控介面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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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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