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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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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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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會造成耳朵發炎的情況。本研究將評估市售頭戴式耳機之設計介面，找出影響頭戴式耳機配戴舒適度

之因素，而後依照實驗結果做出結論與分析，並提出未來頭戴式耳機之設計建議。 
 
關鍵詞：頭戴式耳機、舒適度、人因工程、耳罩、耳朵尺寸計測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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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於產品的要求也越來越嚴苛，頭戴式

耳機原先為室內所使用，隨著時代的變遷，漸漸的

也可見街頭到處都佈滿著使用罩耳式耳機的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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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配帶頭戴式耳機造成不適的人因要素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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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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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漸漸地在其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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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標如下： 
1.評估市售頭戴式耳機之設計介面 
2.依照前測實驗結果整理出小結，重新設計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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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獻探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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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罩耳式耳機與使用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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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耳式耳機的配戴方式如下圖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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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頭戴罩耳式耳機配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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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頭戴貼耳式耳機配戴圖 

 
使用者配戴耳掛貼耳式耳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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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耳掛貼耳式耳機配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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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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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耳塞式耳機配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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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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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耳塞式耳機配戴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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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相關的人因尺寸！以下將列出與頭戴式耳

機相關的人因尺寸 
 
(1).外耳的尺寸定義 

耳朵依據結構可分為三個部份；外耳、中耳以

及內耳(Sanders & Mccormick , 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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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圖

所示： 

 
圖 15耳廓各部結構上的名稱 

根據一位耳部整型專家指出，沿著耳廓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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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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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leth,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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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三個外耳的重要尺寸 

(a).耳洞長度(L1)：耳道在外耳上由最頂部到最底

部的總長 
(b).耳朵連接長度(L2)：耳廓的整體與頭部接觸面

的總長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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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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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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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 2008)。 
 
表 9 

 
 
三、研究方法步驟與分析 
 

當參考文獻與市面產品階段分析總結時，便進

行實驗設計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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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者進行任務中來發現問題，而測試樣本的選擇會

挑選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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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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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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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內容包括「耳

機夾力測試」、「配戴耳機接觸面積測試」、「測試耳

機及耳溫度」。 
 
2.實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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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的變

因，希望透過實驗找出設計可依循之方向。 
前 測 的 實 驗 將 測 試 Philips_SHH9501、

audio-technica_ATH-es7、Sennheiser_eH150三款頭

戴式耳機(如表 1 所示)、其中三款耳機最顯著的差

異性為其耳罩之大小，其耳罩外圍大小各別為

48mm、72mm之圓形及 93 x 72㎜之橢圓型，前測

實驗的目的希望透過頭戴式耳機之耳罩大小的不

同了解其對於配戴舒適度上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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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三款實驗耳機 

編號 No.1 No.2 No.3 

型號 Philips 

SHH9501 

Sennheiser 

eH150 

Audio-techni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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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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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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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機實驗的項目(如圖 8 所示)，先進行配戴耳

機前之主觀評比，接著進行靜態 20 分鐘的配戴測

試，後進行 10 分鐘的動態行走測試。 

 
圖 17實驗流程圖 

 
四、實例驗證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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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支耳機在主觀感受下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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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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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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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 中

Philips_SHH9501與 Sennheiser_eH150在整體舒適

度而言並無明顯的差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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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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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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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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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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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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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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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耳機配戴穩固性之平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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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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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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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顯著性來看，三支耳機並無明顯

的 差 異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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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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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結論 
 

由實驗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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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配戴穩固性的實驗數據顯示上雖無明顯的

顯著性，但由平均數可以得知，耳罩愈大之頭戴式

耳機其配戴的穩固性越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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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