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嗨，我叫傑夫。我是平

面設計師也是以圖像方

式思考的人。

我叫彼得，我是

資訊架構師並熱

中於研究可尋性。

我也是個愛講話

的人。各位將會

聽我聊許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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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製作了一

份簡報來說明

本書架構。

本書與設計搜尋、發現之使用

者介面有關。

內容涵蓋與準確率、回應率、

關聯性、自動提示、多層面導

覽相關的基本知識。

本書也藉由探討視覺化、人工

智慧、擴增實境以及多感官搜

尋將如何影響我們找資料、學

習以及對事物的認知，而勾勒

出未來。

最重要的是，本書旨在破除藩籬。為了有更好的

搜尋，我們必須

跨領域合作、去

除想法上的障礙，

讓我們能自由想

像、創新與啟發。

這本書是為了設計師、資訊

架構師、學生、企業主，以

及關心搜尋未來發展的人士

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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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章：模式識別

甚至大多數民眾還不知該在哪裡或如何搜尋。在企業體或是電子商務中，客戶的

需求與經營績效就這麼被可尋性（findability）的不完善給侵蝕掉。

若搜尋的基本問題未解決，換個包裝並不會讓它更好。現在的行動搜尋一團亂、

多媒體資訊站更是糟糕，而互動電視仍在象牙塔中原地踏步。因此，用慣傳統方

法的人們還不願嘗試新的搜尋體驗。

圖 1-1 一位經理人員解釋搜尋的狀況為何不佳

雖然專家們宣稱在不久的將來會透過人工智慧、資訊視覺化、個人化以及語意網

（semantic web）來解決搜尋問題，但這個「未來」卻一直遲到。如同口語以及

訊息傳遞般，搜尋也充滿雜訊與不規則性。設備商向熟悉商業經營與相關技術，

但是對使用者經驗不了解的  IT 業者兜售設備。使得出版業者嘔心瀝血的作品，

被擋在防火牆後或是受到層層限制。設計團隊努力要使搜尋變得簡單，但缺乏

技術與工具來兼顧切題與速度這兩個重點。情況雖曾出現轉機，解決對策曾被提

出，然而目前在大多數的單位、公司與應用程式中存在著差勁的搜尋，的確是尷

尬的事實。

即使搜尋功能良好，但總能找出可改善的地方。在更好的搜尋服務出現之

前，Google 只能算是相對較佳的服務。搜尋這個領域一直被逼著要創新，雖不

容易但並非不可能，而且還是件重要的事。這就是我們撰寫本書的原因。我們希

望搜尋能變得更好，或是更精準，希望藉由我們的啟發能促使各位在這件事上努

力。但首先，我們最好先定義出想要改善的項目有哪些。

大多數的客訴與使用者搜尋有

關。原因是他們下錯關鍵字。

沒錯，這都
是

使用者的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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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謂搜尋

我們描述或擬定問題的方式會影響自己以及共事者對問題的了解、回答以及反

應。太多的定義反而會侷限看問題的視野，只看到顯著之處。但若太過發散會失

去焦點，反而把事情愈弄愈複雜。最佳策略是進行發散與收斂，不斷在想法、模

式、差異性、持異議者的想法之間來回思考，但避免偏離目標。

搜尋框

搜尋時，首先面對的是一個小方框。它是最能代表搜尋的象徵，從它開始談起再

適合也不過了。只需在框內輸入一兩個關鍵字，就可開始搜尋。

圖 1-2 搜尋框示意圖

搜尋框有各種色彩、外型與大小，搭配著各種按鈕與標誌。它是網站、瀏覽器、

應用程式以及作業系統的功能之一，在不同平台或是互動媒體上都能看見它的蹤

跡。搜尋框對我們而言如此熟悉，就像柏拉圖所謂的完美圓形一樣存在於我們腦

海之中。就算它看起來不是方的，我們也知道那就是搜尋框。

圖 1-3 哪些情況下搜尋框不再是方的？

無庸置疑，每個搜尋框都有奧妙之處。我該如何搜尋？搜尋些什麼？來自搜尋框

本身的符擔性（affordance）幾乎未提供搜尋時要用什麼語言以及搜尋範圍等資

訊。我們應查詢  Twitter 上的一段文字或是音樂的詮釋資料（metadata）？搜尋

時只需輸入關鍵字還是要懂布林運算？這些問題的答案則要靠情境與經驗來判

斷。在  Flickr上，我們知道自己要找的是圖片，但仍須學習如何以及為何要透過

標籤（tag）來搜尋、透過 Interestingness（譯註：此為 Flickr 的內建功能之一）

功能來篩選。

圖 1-4 在搜尋語言中，有許多特殊字符的用法。

何謂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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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uses the iPhone’s onboard 
accelerometer to support gestural 
interaction.

So, we can lift the phone to our 
ears and speak a search.

Like placing your hands under a 
tap to turn on the water, this is the 
type of smart design that 
“dissolves in behavior.”

圖 1-6 Google Mobile 在 iPhone 上提供之語音搜尋

此外，輸入與輸出之間也激盪出許多想法。雖然搜尋結果多半是零碎資訊，但

其中蘊含著問題的答案。如果給予適當的關鍵字，Google 能告訴你天氣預測、

股市資訊、交通路線以及球賽比數。

圖 1-7 針對特定關鍵字，Google 會呈現出編排後的結果

Google 用戶可藉由  iPhone 內建
之加速器，透過手勢與其互動。

因此我們可以拿起手機貼近耳

朵，說出想搜尋的字。

這就像是把手放在自動感應水龍

頭下，自來水就會流出一樣，如

此的聰明設計能「融入日常行為

當中」。

何謂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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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行為52

圖 3-1 行為有如對話

當然，音樂並不是完全沒有章法。溫頓．馬薩利斯（Wynton Marsa l i s）說過： 

「即興演奏並不是拿舊有作品來修改。爵士如同任何語言一樣，有它的文法與字

彙。它並無對錯，只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某些選擇會比較好。」同樣的，行為模

式、互動要素、設計原則也構成了搜尋的基礎。這些要素時刻在變，科技把互動

從滑鼠與鍵盤轉移到多點觸控與手勢操控。但模式與原則呢？它們是恆久不變

的，同時受到資訊的本質以及人類感知的符擔性（affordance）之限制與啟發。

行為模式

搜尋因退出而終結，而使用者經常搜尋到一半就退出。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已經找到要找的或只是想放棄？放棄的原因是資訊或是介面的關係？搜尋結

果太少、太多、或是太慢？退出是一個需要分析研究的模式。我們必須知道使用

者為什麼退出。 

圖 3-2 中途放棄是最常見的模式

資訊

介面

使用者

行為

互
動

                                             互
動                        

     
    

   
   

   
   

   
   

  互
動

中途放棄

查詢 結果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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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行為54

Original query + search (again) box
System status

Plus: autosuggest
avoids No Results.

圖 3-4 Amazon 網站避免沒有搜尋結果的情況出現

如果能讓使用者不中途退出，他們就會調整關鍵字。縮小搜尋範圍是第二種常見

的模式。初次的查詢彷彿撒下一張大網。視搜尋結果我們會把網再縮小一點。有

時候我們可以避免一開始就採用這種不精確的方式。更大的搜尋框可鼓勵使用者

輸入更多關鍵字。也會搜尋到更多（且不斷增加）的內容。事實上，這幾年來，

每筆查詢的平均關鍵字數已從 1∼2 個增加至 2∼3 個。 

圖 3-5 修正查詢

縮小範圍

查詢 很多結果 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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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行為56

圖 3-7 張開大網

然而明確讓使用者知道有支援擴大搜尋的網站很少見。比較常見的例子在於圖書

館資料庫中，對於所搜尋之關鍵字提供近似字的搜尋結果，如圖  3-8。該系統擁

有結構化的字彙，並對使用者的專業領域做出大膽預測，讓設計者能自由的把與

關鍵字相關的字詞以階層（以及潛在的多元階層）結構列出，擴大搜尋範圍。 

圖 3-8 CSA Illumina 的近似字瀏覽器

擴大搜尋

查詢 結果 結果

擴大搜尋

全部展開之

功能也可以

擴大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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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設計模式96

圖 4-19 以多層面導覽在不同圖書分類中搜尋

舉例來說，有些網頁透過線索微件（scented widgets）讓使用者觀看不同層面的

資料並與之互動。有些網頁會把微件的介面放在上側或右側，而非左側。

圖 4-20 不同的線索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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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設計模式104

事實上，若沒有遺漏功能的話我們才要擔心。進階搜尋是特殊搜尋案例的避風

港，為它們提供了一條解謎的明確途徑。舉例來說，Flickr 的一般搜尋中就包含

了進階搜尋裡的根據授權方式搜尋，而這項功能不應出現在主頁上。

圖 4-30 Flickr 進階搜尋介面的一部分

同樣重要的是，進階搜尋在概念上要我們跳脫一般搜尋的方式。基本介面少了什

麼？使用者還想用什麼搜尋方式？這些問題促成一些創新的搜尋方式出現，例如

Midomi 以哼唱來搜尋，GazoPa 以圖來找圖，還有  Etsy 既出色又有趣的用色彩

搜尋。

圖 4-31 Etsy 的用色彩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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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平台

設計者可以從為各種平台與頻道發展之解決方案中學習，就像是人類學家能從探

訪孤島以及山地部落中獲得資料。在每個特定少數領域中都有新奇的變化，有時

候是因應獨特的環境因子而改變，有些則純屬偶然。通常這些變異都有跨界影響

的潛力。

Spotlight 是建立在 Mac OS X 作業系統上、能在整個作業系統內搜尋之服務，雖

然它不及  Google 桌面上的個人搜尋，但也有些不錯的功能。位於左側的面板能

簡單的以日期來限縮查詢，或在特定位置  —  例如伺服器或是共享磁碟上搜尋。

此外，Spotlight 能讓使用者以清單或是 Cover Flow 介面瀏覽所有圖片。

圖 5-23 蘋果的 Spotlight 搜尋

iTune 商店也使用了部份 Spotlight 的功能，但隨著搜尋結果會有些不同。這也是

艾倫．庫柏（Alan Cooper）所謂的「獨佔式應用程式」的最佳範例。每種格式之

最佳猜測都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它們結合了多種可捲動之面板與控制項目，而

這顯然也需要更大的螢幕與使用者的完全投入。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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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讀

我們希望各位對這本書

感到滿意。

請務必造訪下述網址：

HTTP://searchpatterns.org
在那裡您將能看到圖例、

各種模式以及範例。

各位儘管把它們用在簡報

或是文件檔案中。

同時，那裡也有與搜尋以及發現相關

之文章、部落格、書本以及網站的推

薦清單。

還有一個論壇提供大家發表意見與討

論的空間。我們樂意聽到各位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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