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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醫療的進步使得人們平均壽命提高，而當台灣邁入高齡化的社會，高齡產業也開始積極

發展，高齡人口的增加，絕非只是增加社會的負擔，相對也帶來豐富的商機。觀察市售部分為銀

髮族設計之指甲刀，明顯未能完全解決年長者使用上的問題，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銀髮族的生活用

品使用性需求，以最基本的自身生活用品-指甲刀為例，從人因工程、通用設計方面出發，深入

探討研究高齡者使用上相關問題，研究目的為(1)了解指甲刀於高齡者之使用情形(2)藉由使用者

測試與訪談，探討高齡者對使用指甲刀之問題點(3)依實驗的內容做出結論與分析，提出未來以

高齡者需求為導向的設計建議。 

關鍵詞：銀髮族、指甲刀、人因工程、通用設計 

 

一、前言 

    台灣由於人口老化，銀髮族群漸增，因老化而帶來的不便也漸漸顯露出來，為因應此狀況，

專為高齡者設計的相關產品逐漸興盛，期望能幫助生理機能退化的高齡者改善生活品質。以指甲

為例，其老化的現象會造成指甲乾燥、肥厚、角質增生，指甲變得比較厚實不易修剪，但若是不

常修剪指甲，會讓指甲愈長愈厚，造成衛生問題，且變得堅硬更不好修剪。這會使得高齡者在之

後剪指甲時，花費更多的力氣去修剪，或是另外需要他人的協助幫忙。 

 

    指甲刀是居家必備的生活用品之一，幾乎是每個人都會使用到，對銀髮族來說更是需要一款

安全、方便、舒適的指甲刀；初步觀察年長者使用指甲刀情形，發現部分問題例如:高齡者手指

靈活度下降，造成使用上不易展開指甲刀、手部握持時會有按壓上的不穩，視覺的衰退也造成高

齡者無法準確的使用指甲刀，因而有安全上的疑慮，目前市售標榜為銀髮族設計的指甲刀，未見

能解決所有上述之問題，本研究以高齡者使用個人生活用品指甲刀為例，以人因工程、通用設計

等觀點，重新檢視銀髮族在使用指甲刀過程所產生的問題，並且根據訪談、實驗結論分析，發展

出適合銀髮族使用的指甲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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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銀髮族生理老化現象  

    高齡者隨著年齡的增長，感覺器官功能會逐漸衰退，包含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

而 易見視覺機能的改變是顯而 的，65 力 降歲以上的高齡者視 明顯下 ，無法清楚地看物體，其次

亮度 度對 的適應、敏感 ，或是對顏色的接收，都會對其日常生活產生影響（詹火生，2000）。老

化也會造成骨骼鈣質的流失，產生骨質疏鬆，且關節的軟骨也跟著老化而變硬，關節包、韌帶、

皮下組織等亦會逐漸失去彈性，使骨骼伸展較為困難，因此四肢就會較一般年輕人不靈活，手部

力量 都、敏捷性、協調性等 受到影響，導致高齡者在手部握持及使用指甲刀 力 降的能 大大 低，這

些現象都是讓銀髮族在剪指甲時，造成受傷的可能原因。 

 

2-2 指甲刀與手部的關係 

 

    使用指甲刀最常的抓握姿勢大多為指尖捏握、側握及抓握等三種，如圖1所示。指尖捏握，

如圖1(a)，是包括以大拇指尖按壓指甲刀上握柄處，用食指和中指抵住下握柄的握法；側握，如

圖1(b)一樣是以大拇指按壓上握柄，並以另四手指抵住下握柄；抓握，如圖1(c)，則是以中指、

無名指、小拇指來按壓上握柄，下握柄則抵住掌心，我們多數人修剪指甲的手勢，大抵是上述三

種情形，但是根據個人習慣或方便也會有些許不同。 

圖 1. 使用指甲刀之手勢：(a) 指尖捏握； (b)側握； (c)抓握 

    修剪腳指甲的姿勢大多可以分為，一是單腳踩椅，踩著矮凳或椅子，一隻腳底依靠椅面，另

一隻腳踩著地面，身體彎曲向前修剪，如圖 2(a)；另一種是翹腳修剪，小腿翹在另一張椅面或

是大腿上，腳底是朝外，修剪者通常會側彎著頭部和身子來進行修剪，如圖 2(b)；第三種是雙

腳著地，直接坐在椅子上或是蹲在地板上，身體呈現彎腰的姿勢，修剪雙腳的指甲，，如圖 2(c)，

可知修剪腳部的指甲，會運用到更多的肌肉、韌帶、關節部分，對於身體的負擔是大於僅僅修剪

手部的部分；若是疏於修剪腳指甲，等指甲過長就會造成行走不便或是灰指甲造成黴菌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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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修剪腳指甲姿勢：(a)單腳踩椅修剪； (b)翹腳式修剪； (c)雙腳著地修剪 

2-3 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這是由美國 Accessible Housing Center的主任 Ron Mace 於1970 年提出

「 年 力通用設計與性別、 齡、能 等差異無關，而是適合所有生活者的設計」之定義，也就是說通

用設計具有公平、彈性、簡易及直覺使用、明顯的資訊、並容許錯誤、省力以及適當的尺寸供使

用等原則，是為所有人設計的產品，並能符合大多數人的需求，且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是具有經濟

性和美觀的設計。 

三、研究方法步驟與分析 

    本研究針探討銀髮族使用指甲刀的需求，利用使用者觀察實驗從中了解問題點，選定市售五

款標榜為銀髮族或減少手部負擔設計之指甲刀為實驗之產品，第一階段先採用非參與式的觀察法

與訪談法，進行了解銀髮族使用指甲刀之實際情形，以發掘出使用問題。第二階段進行實驗任務，

並於實驗結束後進行問卷調查作為探討和評估。實驗對象則是 65 歲以上且具有獨立使用指甲刀

能力的高齡者為受測對象，以研究中之五種指甲刀 行 了進 使用性評估， 解現有指甲刀產品在高齡

者的使用下，產生哪些使用上的困難，第三階段將上述結果數據進行分析，提出適合銀髮族使用

的指甲刀準則，作為之後的設計驗證方針。 

3-1 研究方法 

    根據所收集文獻的資料，和初步的訪談來了解銀髮族，修剪指甲時所遭遇之問題，訂定實驗

問卷的內容，並蒐集市面上數款為年長者設計的指甲刀，透過使用者測試之後，再進行質性的問

卷填寫、訪談；內容包括了解使用指甲刀時的施力感、重量、手部舒適度、刀口大小、附上放大

鏡的成效等。 

3-2 實驗項目 

   目前市售專為銀髮族設計的指甲刀，多為附上放大鏡的款式，以幫助年長者看清楚指甲頭之

間的距離，避免誤剪到手指頭，例如: GREEN BELL的 G-1004款、KAI的KF-0001款、附上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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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的放大鏡指甲刀、強調減少手腕負擔KAI的041LS-0037、ZWILLING的旋轉指甲剪，如表1。     

 

表 1 受測之五款指甲刀尺寸和特點 

 

3-3 實驗流程 

    本實驗共邀請16位65歲以上的高齡者參與實驗，分別為6男10女，均可自主修剪自身的指甲，

在進行實驗前先說明任務內容，如圖3所示，實驗內容是針對受測者進行任務操作績效測試、並

填寫系統使用性量表，評分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法1至5，1 為非常不同意，2 為不同意，3 為

無意見，4 為同意，5 非常同意。問卷的內容包括高齡者基本資料，使用指甲刀之習慣，和在使

用完五款指甲刀後之主觀感受評比、施力感、銳利度、重量、優缺點等資料；並將訪談對答錄影、

拍照的資料進行分析討論，找出問題癥結和新的發現。 

編號 NO.1 NO.2 NO.3 NO.4 NO.5 

型號 
GREEN 

BELL G-1004 

LED燈放大鏡

指甲刀 

KAI 

KF-0001 

KAI 

041LS-0037 

ZWILLING 

旋轉指甲剪 

 

   外觀 

 

          

上握柄長 75mm 90mm 92mm 91mm 50mm 

上握柄寬 15mm 18mm 26mm 14mm 20mm 

下握柄長 84mm 104mm 92mm 90mm 60mm 

下握柄寬 25mm 18mm 26mm 14mm 12mm 

握距長度 56mm 67mm 71mm 78mm 55mm 

刀口長度 8mm 14mm 16mm 12mm 10mm 

刀口寬度 2.8mm 2mm 3.8mm 2mm 2mm 

重量 58g 52g 98g 29g 18g 

材質 金屬、塑膠 金屬、塑膠 金屬、橡膠 金屬、橡膠 金屬、塑膠 

    

特點 

附放大鏡、刀

頭為特殊高

碳鋼材。 

 

附放大鏡、

LED燈提供照

明光源， 

但此款無法

摺疊收納。 

附放大鏡、橡膠

握把止滑，特點

可輕易修剪厚腳

指甲的部分。 

強調傾斜的刀

頭，降低手碗的負

擔和方便修剪腳

趾甲。 

強調可旋轉的

刀頭，讓使用者

可依需求來做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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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實驗流程圖  

四、實例驗證與討論 

 根據操作完成任務所填寫的問卷以及訪談內容，歸納出受測之五款指甲剪的建議，如表 2

所示。以釐清受測者實際感受與需求。 

表 2 受測之五款指甲刀尺寸和特點 

樣本編號               訪談結果與意見 

 

NO.1  GREEN BELL G-1004 

 刀頭還蠻鋒利的 、還算好按、握起來感覺還可以 

 放大鏡沒有什麼必要性、需要對焦距才看的到，有時候角

度會被架框擋住、剪腳指甲的時候就看不太到了 

 背後的銼刀太小了，不好用 

 使用時某些角度之下，放大鏡片會反光，看不清楚 

 

NO.2  LED燈放大鏡指甲刀 

 按起來還可以，刀頭還蠻有力的 

 放大鏡比款式1更難用，LED燈效果不大。 

 體積太大一把了，不能摺疊，不好收納  

 

 

NO.3  KAI KF-0001 

 按起來很省力，刀頭也很銳利，刀口夠大剪腳指甲方便 

 很好握有止滑作用，但握距有點大 

 放大鏡用起來還好，不太會用到它來剪，直接剪比較快。 

 體積有點大、有點重，輕一點會更好 

 刀口太大不方便剪角落細微的部分  

 刀頭太平了，剪起來要修好幾次，圓弧狀刀頭比較好修剪 

 

 

NO.4  KAI 041LS-0037 

 刀頭很銳利但按起來有點硬 

 握把太細不太好握 

 第一次看到這種的不知道要怎麼使用? 

 上下握柄的握距太寬，不好抓握使用  

 有些角度看不知道刀口的位置  

 

NO.5  ZWILLING旋轉指甲刀 

 體積比較小、很輕，方便攜帶 

 握把按起來不舒服、刀口太小，容易滑手，較難握緊 

 旋轉刀頭不會用，也用不太到，還是習慣一般普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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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是依高齡者平時的經驗，最自然修剪指甲的狀態下進行，也因此多數有老花眼之長者，

都選擇戴上老花眼鏡來修剪指甲，而預期中三款附有放大鏡的指甲刀 GREEN BELL G-1004、LED

燈放大鏡指甲刀、KAI KF-0001 並沒有發揮出其效用，由於長者會以移動上半身和放大鏡之間距

離，去尋找合適的放大焦距段，因而感到不便；即便是脫下眼鏡後，也會因老花度數和放大鏡倍

率之差而看不清楚，且在部分修剪指甲時身體傾斜角度之下，眼睛無法從放大鏡上方觀看指甲，

因而無法發揮其功效。 

此外發現多數高齡者在修剪完指甲後，都會用銼刀修飾邊緣，以免刮傷皮膚或衣服，但一般

指甲刀握柄背面所附的銼刀區塊，普遍不受到銀髮族們的喜愛，大多都會另外使用獨立單把的銼

刀，理由是指甲刀握柄背後之銼刀，由於長度較短和寬度偏窄，在握持時修飾指甲邊緣的操作上，

較不穩固且效果不佳。 

五、結論 

    由實驗結果發現原先市售指甲刀為銀髮族們所設想的功能，幾乎未發揮到良好的成效，人們

認為放大鏡可以解決高齡者視覺退化的問題，但是卻未考慮到修剪指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著

不同人的習慣，修剪時手部、身體姿勢、眼睛和指甲刀距離的改變，都會影響到放大鏡的成效；

而年長者在看到不熟悉沒操作過的指甲刀款式，通常需要經過使用說明後，才肯會去嘗試，且不

太會去嘗試發現新功能，例如:在使用可旋轉刀頭的指甲刀時，雖然已經過說明旋轉方式，但是

都不會主動去改變角度來試著修剪，理由大多是習慣依循原來的方式來使用，以比較熟悉的方式

為標準，也可以說是用自己熟悉方式來操作，對銀髮族來說較有安心感。  

    根據訪談及問卷內容之結果，年長者較青睞的重點為刀頭鋒利、重量較輕、刀頭開口偏寬大、

握柄偏寬具有止滑材質、施力感較輕等款式，多餘的附加功能不但增加其重量，還會影響操作性，

造成使用上的困擾；日後設計指甲刀特點除上述之外，也可考量設計有效率的按壓槓桿方式，讓

指甲剪操作更為省力，以便修剪老化厚實堅硬的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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