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

我（Bill）的第一台個人電腦是Radio Shack Color Computer（約於1981年），其採用類

似孤島式的鍵盤。最初的幾個月，個人電腦的主要使用者介面，是輸入COLOR BASIC
程式碼的命令列。

隨後，個人電腦沿革至Apple IIe，其鍵盤較之前的佳，且內建多種遊戲。但是，使用

者介面基本上沒有太多改變，一切操作全憑命令列和文字導向的表單系統。IBM PC推
出後，也只是將更多相同的元素帶進市場。Lotus 123是當時最為先進的電子試算表軟

體，但是，仍需鍵入一組密碼般的命令以進行操作。整體而言，並不是很好的使用者 
經驗。

接著，市場上掀起一波介面革命。Macintosh（麥金塔電腦）在1984年轟動登場，其推

出後不久，我也購買了一台。滑鼠為互動打開通往新世界的大門，使用者無需再為了

文字導向的表單操作模式，學習過時的命令，互動在新的作業環境中自然發生，直截

了當且幾近直覺。

您現在或許會想，那又如何？那是1984年的事，而此時是現在。這跟講述網頁介面設

計的書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當時所發生的一切，都與這本書息息相關。

在大部分的網路史上，網站和應用程式的特徵即是簡單的介面，就如同早期桌上型電

腦的年代，大多數的網站皆是由二種事件構成：

• 點按超連結

• 提交表單

試以這二種事件開創有趣的使用者經驗，原本就不容易，而每個點按和提交動作，皆

會伴隨一次頁面的重新整理，更是使事情難上加難。想要創造順暢無阻的使用經驗，

幾乎不可能。

前言



xii│前言

有趣的是，能夠解決這些限制的科技，早已存在多年。但是，只有在這些技術能夠相

容於最普遍的各瀏覽器後，開發者才有動力將其導入平時的開發工程中。2004年，

Google推出Gmail和Google Maps，其採用的一系列技術，爾後由Jesse James Garrett命
名為Ajax。

這項新科技讓互動與既有介面相較起來，有如天壤之別。採用Ajax的Google Maps有即

時的平移與縮放功能，皆無需再重新整理頁面，使用起來更接近於桌面應用程式。反

觀既有的地圖網站Mapquest，其依然類似於當時大多數的網頁應用程式，每一次調整

地圖位置或是大小，都會伴隨一次頁面重整。Ajax將網路的舊世界與新世界從此區分 
開來。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當我有幸經歷第一次的桌面介面革命（甚至還幫麥金塔電腦寫了第一套遊戲＊），我的

合著者Theresa Neil則走過了網路上的第二次革命。

幾年前，我和Theresa的命運在Sabre（Travelocity的母公司）有了交集。當時我們攜手

成立一個使用者經驗設計團隊，除了改善眾多產品之外，還負責執行啟發式評估法，

並且參與整個網頁應用程式的重新設計。從那份工作中，我們篩選出多種優良的使用

者介面模式，以及反面模式（Anti-Pattern －－  常犯的典型錯誤）。

爾後，我轉職至Yahoo!，並在Ajax介面革命的網路定位上，扮演活躍的角色。我在

Yahoo! 的其中一個貢獻，是將Yahoo! Design Pattern Library開放予大眾。Ajax產品推廣

工程師的身份，讓我有機會遇見許多Yahoo! 的頂尖精英分子，與其共同腦力激盪，一

起思考理解此等新互動並將其應用至獨一無二的網頁情境，究竟能夠為我們帶來什

麼。過去幾年，在我的無數場演講中，皆不斷地探討此同一個問題，並將當時我們得

出的結論和重要常規，分享給來自世界各地的網頁開發者和設計師。

在此同時，Theresa自立門戶，開設了一家顧問公司，且擔任其中的介面設計師一職。

在這份工作中，Theresa不斷地琢磨最原先制定出的設計模式和規則，其負責設計的多

樣化網際網路應用程式，高達30套以上，除了企業應用程式外，也包括公開的對外網

站。這些模式，讓Theresa和其客戶在設計新的應用程式和重新設計現有系統時，擁有

共同的語言和標準依據。

本書是我和Theresa將過去經驗去蕪存菁後的產物，前後加起來已超過30年。在受到各

方的邀約與請求後，我們認為以書的方式呈現，是能夠讓我們的經驗分享給更多人的

最佳途徑。

＊ 名為GATO的電腦遊戲，於1985年由Spectrum Holobyte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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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書

本書並非講解資訊架構的書，不過內容中依然會提到不少資訊架構的原則。這也非一

本論述視覺設計的書，但是您會發現，這本書是以良好的視覺設計為前提。

這是一本有關互動設計的書，主要著重於網頁的互動設計，其中又以網路的多樣化互

動設計最為重要。整本書，涵蓋打造網路獨特多樣化經驗所需的重要常規、模式和原

則，所有內容皆是經過嚴格篩選後的最佳方案。

上述的「獨特」一詞，指得是網路擁有其特有的情境，它無法與桌面畫上等號。儘管

桌面和網路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網路的多樣化互動依然擁有其獨一無二的特性。

直接在網頁上編輯內容的功能（例如第1章講解的頁內編輯），大量地套用桌面應用程

式，但是仍然保有其特有的個性。本書將探索這些獨特的多樣化互動，並將其視為關

鍵設計原則中的一系列情境內設計模式。

設計模式

何謂設計模式？

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其早期的著作  A Pattern Language: Towns, Buildings, 
Construction（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創造「模式（Pattern）一詞，用以歸類人類活動

的普遍建築解決方案。他說：

模式代表一個不斷發生在我們周遭的問題，且同時能夠解釋該問題解決方案的 
精髓。

後來，四人幫（Erich Gamma、Richard Helm、Ralph Johnson和John M. Vlissides）合著的

Design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Addison-Wesley出版社）

中，將模式的概念導入軟體。幾年後，設計模式開始跨足至使用者介面設計的領域。＊

我們於此書呈現的是較近期的模式：互動設計模式。其中包含75種以上的模式，闡述

現今多樣化網頁互動中最常使用的技巧。每一項設計模式皆搭配來自數個網站的範

例，以加強說明。由於這些模式著重互動性，因此內文將使用適量的圖片來解釋互動

觀念。我們玩味極細微的差距，以在提供解決方案的同時，點出應該避免的模式（反

面模式）。而「重要常規」專欄則明確指出該單元的重要建議。

模式呈現於6項設計原則的情境中，這6項設計原則即是構成本書的架構：

＊ 可參見Jenifer Tidwell撰寫之《操作介面設計模式（Designing Interfaces: Patterns for Effective 
Interaction Design）》（O'Reilly歐萊禮出版社），以及Martijn van Welie的線上模式圖書館（http://
www.welie.com/）。



第九章

靜態邀約

藉由直接於頁面中提供互動線索，即能夠靜態地告知使用者即將發生的介面行為。靜

態邀約（Static Invitation）直接在頁面內提供線索，其共可區分為二大模式：

採取行動邀約（Call to Action Invitation）

邀請使用者進行主要任務。

遊覽邀約（Tour Invitation）

邀請使用者探索新功能。

採取行動邀約（Call to Action Invitation）
Yahoo! Answers和Discover信用卡皆於其網站提供簡單的1-2-3步驟解說（圖9-1）。這

些清楚的步驟送出採取行動邀約。Yahoo! 的採取行動邀約，分別為提問、回答，或 
發現。

圖9-1. Yahoo! Answer和Discover信用卡皆採用一組包含三個步驟的採取行動邀約，簡單而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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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行動邀約通常是以靜態說明的形式顯示於頁面中，而在視覺上，則能夠以許多不

同的樣貌呈現（圖9-2）。

Flickr Organizr

在Organizr中，使用者能夠自相片群組拖曳項

目至工作區。當工作區空無一物時，該區域即

化身採取行動邀約，邀請使用者拖曳項目以

進行編輯。

Yahoo! Movies「評分（Rating）」 
介面工具集

Yahoo! Movies以相似的形式，藉由靜態區域

邀請使用者對電影評分。一旦使用者開始參

與，該區域就會動態顯示可供選擇的分數。

Netflix「評分最近歸還的電影 
（Rate Your Recent Return）」

上方的大標題邀請Netflix使用者評分其最近

歸還的電影。清楚的採取行動邀約十分重要，

因為評分資訊是推動其推薦引擎的主要核

心。

Yahoo! Hot Jobs採取行動邀約按鈕

「搜尋職缺（Search Jobs）」按鈕的外觀大於

一般按鈕，且以明亮的顏色與清晰的字型呈

現。

Idea Bob Vote Now

Idea Bob的採取行動邀約極其直接明確：「現

在就投下您寶貴的1票（Vote for it now）」

圖9-2. 文字型的邀約、互動式評分，以及採取行動邀約按鈕，皆為建立採取行動邀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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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討

運用採取行動邀約時，應將下列相關各點牢記於心。

視覺干擾

採取行動邀約在使用時必然會產生的狀況，就是其在視覺上會與頁面內的其他所有物

件相互競爭。因此，應在事前透徹思考，決定（在開始任何互動前）頁面中您欲要求

使用者進行的動作有哪些。此舉是健全設計的重要步驟，其讓頁面在視覺上和資訊層

面上皆能夠清楚明確。

Tip

運用採取行動邀約邀請使用者執行首要動作，或是指出主要的1-2-3步驟。

Like.com為用以尋找具有相同特徵商品的網站。使用者能夠搜尋類似的顏色、形狀，

以及花樣。對於特定樣式的手錶，使用者只要框選錶上他們特別喜歡的細節，Like.
com就會為其找到其他擁有類似設計的手錶。例如，若是框選該錶的計時碼錶錶面，就

會找出更多計時碼錶設計的錶款（圖9-3）。

由於此功能十分獨特，因此Like.com將採取行動邀約置於手錶的正上方。除了標題

「依外觀細節篩選（Refine by Visual Detail）」，其還包含一個靜態邀約，說明「於商

品上框選細節，以將框選的區域做為搜尋條件（Draw a box on the item to focus your 
search on that area）」。

        
圖9-13. Like.com讓使用者能夠於商品上，指出令其心動的外觀設計；然後為使用者

找出其他外觀相近的項目：此黑色錶款的錶面符合使用者框選的設計

採用靜態邀約時所遇到的共同疑問是：它會不會迷失在頁面中呢？上述例子中，滑鼠

拖曳繪製方框的圖片能夠產生些許視覺反差，進而抓住使用者的注意力。在其他類型

的情況下，唯有進行使用者測試，才能夠得知使用者是否會注意到該靜態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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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板面邀約（Blank Slate Invitation）

空白板面邀約為另一種類型的採取行動邀約。37 Signals的Backpackit應用程式即導入

此種邀約模式（圖9-4）。

圖9-4. Backpackit使用空白頁面邀請使用者開始新增內容入內

其概念十分簡單：以空白板面邀請使用者填入內容。善用原本的空白區域，於其中說

明將之個人化的方法，即是誘導使用者新增內容的絕妙方法。使用箭號是一種很好的

方式，因為它讓使用者可以正常地閱覽頁面，同時間，又運用視覺效果，建立起邀約

和上方工具列之間的關係。

Tip

善用空白區域送出邀約，邀請使用者互動。

未完成邀約（Unfinished Invitation）

Yahoo! 的安全性功能，幫助使用者確認其登錄的網站確實是官方網站（而非詐騙網

站）。其安裝方式很簡單，僅需提供一張與登入頁面結合的影像即可，此影像應只有

使用者與Yahoo! 知道。只要使用者位於官方網站，他們就能夠在登入頁面看到此上傳

的影像。

Tip

讓某個區域保持未完成的狀態，以邀請使用者完成所需任務。

對於暗示使用者新增安全圖章（sign-in seal）的方法，負責登入事宜的團隊曾歷經幾次

的改革。我們可以看到圖9-5中，一共有二種方式。第一種方式裡，登入區域的右上角

顯示有如頁面下翻般。其想法在於讓某項事物出現在異於常態的位置，以吸引使用者

與安全性功能互動。不過，從他們推出最新改版看來，我們可以推測第一個設計的成

效可能不如預期（圖9-5左圖）。在第二個版本中，舉凡訊息內容、視覺風格、顏色，

以及緊鄰的位置，皆相輔相成地共同創造出明確的邀約（圖9-5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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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5. Yahoo! 的登入頁面送出採取行動邀約，以邀請使用者新增安全圖章

（sign-in seal）：第一版（左）使用摺頁效果引起使用者的注意；

後來的版本（右）則改採用一個背景顏色相異的長方形區域

採取行動邀約的重要常規

以下為部分重要常規，請謹記在心：

• 應使用採取行動邀約於單一的主要動作。

• 應採用採取行動邀約於簡單的1-2-3動作請求。

• 讓採取行動邀約區域在視覺上能夠吸引使用者的注意，並避免造成與其他元件互搶風

采的視覺紊亂。

• 善用空白區域，做為要求使用者執行動作的良機。

• 運用半完成的區域，當作促使使用者執行動作的方法，因為人類在天性上自然而然地

會想要「完成」懸而未決的事物。

遊覽邀約（Tour Invitation）
遊覽邀約與採取行動邀約的關係密切。對於這個情況：眼前有個甫重新設計的網站，

或全系列的新功能，我們該如何邀請使用者與此新網站正確地互動，並且發覺其新功

能呢？

當Yahoo! Maps大刀闊斧地重整介面時，他們將遊覽邀約導入其中（圖9-6）。對於介

紹新功能，提供導覽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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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邀約

下拉式窗格遮住部分地圖，其呈現

半透明狀態，以顯示遮蓋部分的地

圖。此窗格包含一個採取行動邀約

的 按 鈕（「 開 始 遊 覽（ T a k e 
Tour）」），以及遊覽過程的四個部

分。

動畫轉換效果

每個步驟皆是以動畫的形式出現，

並微微地向上後再往右移動。

增加這些額外的動畫，是為了抓住

使用者的注意力。

遊覽步驟

遊覽一旦開始，下拉式窗格就會即

刻滑出畫面。一個覆蓋視窗隨之顯

現，並講解某個特定功能。

前往下一個步驟

覆蓋視窗提供常見的影片播放式的

控制項，以進行導覽。其中包含播

放、上一個及下一個等控制項。按下

「下一個（Next）」按鈕，即會將使

用者帶往下個遊覽步驟。



第十二章

轉換效果的目的

上一章我們指出，在真實世界中的物件不會突然憑空出現或突然消失。通常我們會看

到它漸漸遠離，或是往特定方向走去。介面若完全未仿照部分真實世界的運作型態，

將令人難以理解。

對動作變化產生反應，是我們的雙眼與生俱來的能力。我們身處的世界不會忽隱忽

現，她不會消失，也不會突然改變而迫使我們必須找出不同之處。真實世界裡，事物

平穩的移動，不會倏地「彈出」。轉換效果讓原本踉踉蹌蹌的網路世界變得平順流

暢，使改變過程更加自然。

轉換效果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具參與感的介面，並加強與使用者間的溝通。

參與感

轉換效果能夠用於提升參與感。

與螢幕上的某個區域互動時，倘若該區域在回應時稍微擴大，或是畫面中啪一聲地出

現一個手風琴式展開窗格，都能夠打造更豐富、更令人讚嘆的使用經驗。介面因而顯

得更生動靈活。當然，假如太過執著於這些技巧，也可能令轉換效果偏離其本來應該

傳達的訊息，變成僅是一個Web 2.0版的萬惡閃爍標籤。



234│第十二章：轉換效果的目的

某些情境較傾向於注重參與感，而較不在意溝通。例如在遊戲或汽車網站等領域，參

與感就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大部分的網站中，溝通依然是轉換效果最重要

的目的，參與感則屬於較次要的考量。

溝通

對於轉換效果而言，溝通是首要目標。獲頒多項大獎的廣播設計師（Broadcas t 
Designer）Harry Marks提到：＊

假如你沒有腳本，再多的影像花招也不會讓其變得有趣。

腳本是致勝關鍵。轉換效果的用意在於讓腳本更令人信服，緩和劇烈的變化，並讓動

作更加具體且可信。轉換效果透過以下方式溝通：

• 若物件淡出並消失，即使使用者未直接注視該物件，也能得知其狀態從可見轉變

至不可見。

• 若物件淡入並顯示於螢幕，使用者會知道有物件剛出現。其原本不在那裡，但是

現在在。

• 若物件淡出或淡入的速度很快，其將被視為重要的事件。反之，若其淡出或淡入

的速度緩慢，就表示重要性較低。

• 若物件「朝使用者衝去」（變得越來越大且看起來像要穿過使用者），使用者自

然就會認為該物件很重要（或許也很危險）。

• 若物件急速縮小並消失，其將立即抓住使用者的注意力。

我們已經知道轉換效果能夠溝通了，那麼，它們確切在傳達哪些訊息呢？轉換效果提

供一個途徑，讓我們得以：

• 於改變畫面時維持情境

• 解釋剛才發生的事

• 說明物件間的關係

• 集中注意力

• 提升知覺效能

• 打造虛擬空間的假象

＊ 請參見Sarah Allen有關Cinematic Interaction Design（電影式互動設計）的簡報，網址為 http://www.
slideshare.net/sarah.allen/cinematic-interaction-design/。此段內容引用自第8張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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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改變畫面時維持情境

對於創建較靜態頁面更大的虛擬空間，我們曾於第3章討論過多種技巧。而正確地使用

轉換效果，則是達成此目標不可或缺的元素。轉換效果讓我們得以在改變畫面內容的

同時，保持大體上的情境。

滑進與滑出（Slide In and Slide Out）

大部分的監控應用程式，皆含有大量頁面的圖表和表格。Five Runs採用虛擬頁面，並

藉由滑進與滑出特效來呈現（圖12-1）。

滑出

當「CPU圖表（CPU charts）」經選取，目前

顯示的「主要度量（Key Metrics）」圖表即開

始滑出。

滑進

一旦「主要度量」面板完全滑出，「CPU」面

板隨即滑進。

圖12-1. Five Runs藉由簡單的滑出/滑進轉換效果，切換不同的度量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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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點按圖表摘要，即可選取不同的圖表。實際上，該程序相同於瀏覽一系列的欄

標。只不過，有別於藉由欄標控制各面板是否可見，其係以點按相應度量列的方式，

切換不同的內容至視窗內。滑出原內容並滑進新內容的轉換效果，能夠引發清楚的心

理聯想。由於周圍的情境並未更動，因此檢視的畫面切換係維持在同一個情境內。

直接於切換的二個面板間施以淡出淡入特效，是另一種具備相同功效的轉換方式（也

可能是更加有效的方式）。這種方法的轉換過程更加迅速，並且，同樣能夠清楚說明

各面板係對應至不同的度量列。

面板（Faceplate）

Laszlo的氣象介面工具集（Weather widget），於切換其組態設定面板和天氣面板時，

即採用淡出淡入特效（圖12-2）。此簡單的面板模式將二個面板緊緊相連，並暗示另

一個面板永遠位於目前檢視面板的正下方。切換至天氣面板後，只要按下右上角的郵

遞區號，就會啟動淡出淡入特效，以切換回郵遞區號的輸入面板。

          
圖12-2. Laszlo的氣象介面工具集於切換組態設定面板和天氣詳細資訊時，採用淡出淡入特效

Laszlo氣象介面工具集以淡出淡入特效切換郵遞區域輸入畫面和面板檢視畫面。此面板

轉換效果尤其有利於拓展螢幕空間，當二個面板的尺寸相同，且皆為各自獨立時，即

能夠予以運用。

翻轉（Flip）

翻轉轉換效果，即為讓二個面板共享同一空間的另一種方法。其視覺效果就像是翻開撲

克牌的動作。假如其動畫看起來就如同面板正在被翻轉，就能夠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一

般而言，圖片翻轉開後的那一面，會顯示物件組態設定所需的所有控制鈕和開關。

Skitch為用以截圖的桌面應用程式，其所有的組態設定控制項皆位於「背面」。當然，

應用程式在現實中並無實質上的背面，但是翻轉的轉換效果能有助於產生這種假象

（圖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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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3. Skitch於應用程式和組態設定資訊之間，導入翻轉轉換效果

翻轉轉換效果顯少出現在Ajax/DHTML的應用程式，因為其會對CPU造成很大的負

擔。不過，有了Flash或Silverlight技術後，此特效已較以往容易達成。

跑馬燈

我們曾在之前幾個章節討論過跑馬燈，其十分有利於擴充虛擬空間。但是，什麼樣的

特效能夠強化這些拓展的虛擬空間呢？讓我們透過以下4種跑馬燈的運用案例，討論不

同的跑馬燈動畫呈現方式。

Amazon使用多種跑馬燈，而實際上其中之一並未採用任何動畫轉換效果。每次按下箭

號，僅會顯示下一個批次的書籍（圖12-4）。

圖12-4. 此Amazon的跑馬燈沒有使用任何動畫；其未對使用者瀏覽內容的方向提供任何線索

這種方式十分令人不知所措。在其他批次的內容進入畫面時，因為沒有視覺特效，很

容易分不清新內容究竟是自左側還是右側進入畫面。導入視覺特效能夠製造一種假

象，讓人感覺內容係透過跑馬燈拉進頁面。

另一個Amazon的跑馬燈則採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圖12-5）。視覺上，其將項目以環狀

排列，以呈現「真正的※」跑馬燈特效。不僅如此，它還使用了大量的動畫，而且使用

的方式其實有點太過多餘。按一次箭號，只會轉動跑馬燈幾個像素。而按住箭號一小

段時間後，跑馬燈就會加速旋轉。事實上，其旋轉速度總是過快而來不及停在欲檢視

的書上。

※ 譯註：跑馬燈特效的英文原名為Carousel，此單字的原意為旋轉木馬。由於旋轉木馬為環狀，因此
作者才會強調此為「真正的」跑馬燈特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