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家推薦

「Dan Saffer的書《微互動》是我長久以來所讀過的設計類書籍中最好的一本，

我在設計領域工作了二十年，常有較年輕的設計師徵詢我的意見，或是詢問我如

何達成偉大的設計夢想，大部分有關設計的書同樣在處理大議題，假設每個人都

很清楚基本原則，能把細節設計得很好，事實證明這是錯的，花一個下午和一

群互動設計師在城裡閒逛，你將會一直聽到大家評論很多設計師們處理不當的 
細節。

這本書本身很有條理：簡明扼要、架構清楚和出色，有趣、重要的案例抓住

Saffer的論點，他的寫作風格很犀利，帶有適度幽默的堅持，讓你幾乎從頭笑 
到尾。」

—Scott Berkun

「《微互動》是我一直想要的書，因為我需要全盤、深入、明確地了解從細微之

處看互動設計的方法，關於這點，Dan說得很詳盡。」

—Jared Spool, User Interface Engineering

「現今世界裡，一般人每天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使用經驗，唯有最清楚的互動會

將一個新的使用經驗轉化成使用者喜愛的產品，《微互動》在今日是不可或缺的

設計指南。」

「在本書中，Dan Saffer徹底改變認知推演法（Cognitive Walkthrough），把它帶
到下一個層次，建立了新的模式，用來定義互動，說明為互動的瞬間設計、而不

是為系統設計的好處。」



「《微互動》簡單易讀，是寶貴的參考資料，由重要法則組成，輔以各種有用的

真實範例，告訴你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讀個幾頁你就會有收穫，甚至重讀會

讓你得到更多；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範例，容易閱讀，但又深具啟發。」

—Kevin Fox, Gmail 設計師

「Saffer針對我們這個行業裡不被重視、很少討論的主題，寫了一本簡潔、易讀
的傑出作品，這個主題是利用科技在我們日常互動裡，創造小而美的片刻的藝術

和科學。設計師或工程師若希望提升應用程式、網站或服務的可欲性和改善它們

的可用性，一次一個互動，我會推薦這本書。」

—Robert Reimann, 互動設計協會（IxDA）創辦理事長、 

PatientsLikeMe 首席互動設計師、 

About Face 3 共同作者（Wiley）

「知名魔術師 Dariel Fitzkee曾說：『魔術同時存在於細節和演出中。』互動設
計就像魔術，實際上是從很多細小、微妙、有趣的瞬間建構出一個使用者想像

（user illusion），《微互動》這本書放大檢視這些片刻，梳理出如何從好的『使

用者想像』到傑出的『使用者想像』，這本書強烈推薦給任何媒介的使用者經驗

設計師和執行者。」

—Bill Scott, Paypal 資深 UIE 總監

「在此之前，我沒看過一本書如此抽絲剝繭、深入探討互動（更別說《微互動》）

實際運作的方式，在我所讀過的互動設計書籍中，這本書是比較好的一本，我打算

把它送給我的設計師和產品經理，要求他們閱讀並跟我分享心得。」

—Christian Crumlish, CloudOn 產品總監



推薦序

我在巴西的一個研討會上，第一次聽到 Dan Saffer提到微互動，立刻引起我的興趣，
Dan以交響音樂會上鈴聲大作的手機開始他的演講，這個故事也構成本書第一章的開
頭，很顯然關注小事物讓 Dan發現了很重要的事。

接著自己使用 Apple照片編輯與管理軟體 Aperture時遭遇到挫折，讓我了解到把細節處
理好的重要性。當時我正把一本書的插圖放在一起，電腦突然當機，我被迫重開機，然

而當我試著打開 Aperture時，它顯示資料庫已損毀並立刻關閉，嘿？沒有提供解決方法
的錯誤訊息有什麼用？我該怎麼辦？

我找了 Aperture的疑難排除文件，找不到解答，找了 Apple的技術支援網站，也找不
到解答，我感到生氣並在意：到底要怎麼還原圖片？應用程式甚至無法開啟；我在另

一台電腦上保留了一份備份，但我的同步軟體太有效率：損毀的檔案已傳送到另一台電

腦。

最後經過一番努力後，透過網路搜尋找到了解法，一份來自 Apple、精美編排的操作
指南，我照著說明，15分鐘後所有圖片就還原了。（注意我在 Apple網站上找不到這
份說明：我是在一個討論群組裡找到的，有人把連結張貼在那裡，連到 Apple的適當 
位置。）

為什麼我要提出這件事？因為假如 Apple的工程師讀過這本書，我就不用經歷任何痛
苦，微互動，把細節處理好。

為什麼錯誤訊息僅指出問題、沒有包含解決方法？畢竟 Apple已有很好的資訊解釋問題
和教你排除疑難，假設錯誤訊息是：「資料庫已損毀：要修復，請按照下列步驟」（在

訊息對話框裡有按鈕可開始修復過程），為什麼 Apple不這樣做？是因為負責這部分程
式的工程師不認為這是他們的責任？是因為工程師們來自另一個維護資料庫的團隊，

所以他們只知道問題、但不知如何修復？或者是因為撰寫錯誤訊息的人沒有提供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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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習慣？（我猜三者皆有份。）不論原因為何，結果是一個糟糕的使用者經驗，我

對 Aperture極不滿意，在尋找更好的替代方案，Apple不會希望他們的顧客產生這種反
應，若是他們能讀過這本書就好。

微互動是指細節嗎？絕對是：魔法都藏在細節中。

「微互動（microinteractions）」的「微（micro）」意味著它是有關微小的事物，微小？
是的，無足輕重？絕對不是！微互動是那些造成一個經驗是好或壞的重要細節，如同

Dan Saffer在前言裡指出的，設計師在設計產品時喜歡從整體來考量，這是很棒的感
覺，沒什麼不對，但即便做好整個產品，除非也處理好細節，否則結果還是會失敗：細

節主宰了片刻間的體驗，是適時的細節造就使用者跟我們的產品產生無縫的互動，相反

地，忽略那些細節會導致使用者沮喪、不耐煩，最後很討厭產品；是的，整體性是重要

的，但細節也是，注意細節才能創造出流暢的完成感。

設計傑出的微互動有幾個步驟，首先，且對很多開發者來說是最困難的，是確實找出使

用情境，這需要很好的觀察技巧：觀察人們的互動行為，觀察自己的互動行為，找出痛

點，找出合乎邏輯的順序，然後決定要把哪些事情整合在一起；在錯誤訊息和對話框裡

可找到明顯的例子，每一個都會呈現一些資訊，暗指要執行下一步，為什麼不把下一步

跟現在的步驟整合在一起？

好的微互動設計需要了解使用者是誰、他們的使用目的和必須採取的步驟，需要了解那

些互動情境，必須培養對使用者的同理心，培養使用者的觀察技巧，以及逐漸灌輸如何

將產品的不同部分—或許是不同開發團隊或甚至是不同部門的成果—整合成一個流暢的

微互動的知識；第一章做得很好，介紹了方法法則，書裡的各種範例會讓你對微互動所

提供的機會變得敏感，之後就取決於你：是自己持續不斷地觀察讓你發現新的微互動機

會；此外，如果解決之道需要打破企業組織架構的界線，不要被限制住，就像 Apple的
開發者顯然是被限制住了，畢竟以使用者為本、把事情做對，是造就所有傑出產品的 
原因。

第二步是實作，這裡有很多設計議題：觸發、規則、回饋、迴圈和模式—作者都在本書

裡詳述。

微互動重要嗎？這個嘛，讓我來告訴你我最近一項重要的消費：一台新車。當我走向它

並把手放在門把上時，門把亮了起來，車內一盞燈亮了起來，車門解了鎖；當我進入車

內，座椅、後照鏡、甚至是廣播的節目播送，都自動按照我的偏好設定；當我打開車門

時，座椅上方的燈亮了起來，如果我的乘客打開他的門，那邊的燈會亮起來；當我太太

和我輪流開車時，車子每次會按照我們各自的偏好自動設定；汽車設計師如何決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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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他們如何決定要控制什麼或不要控制什麼？就是透過聰明、智慧的微設計，這些

是小事嗎？是的，我們可以手動做這些事嗎？是的，但車子主動為我們做時，它提供一

股愉悅感，一種擁有的驕傲感，這不就是所有產品製造商應該為他們的顧客所做的嗎？

為細節歡呼，那是我們花費大多數時間的地方；為那些用來尋找如何執行下一步的分分

秒秒、不流暢的轉場所帶來的沮喪而歡呼，為 Dan Saffer和這本書歡呼，大量的範例提
高了它的易讀性，我自認為善於觀察人們跟科技的互動，不過讀過這本書後，我的技巧

更進步了，現在我看細節和以前忽略的機會看得更仔細，我也會觀察產品哪裡做得好；

學習觀察是精進的第一步。

現在輪到你了：走出去，讓我們的生活更簡單、更好，落實微互動吧。

—Don Norman (don@jnd.org)
加州矽谷 Nielson Norman group

設計＆日常生活（修訂擴充版）的作者



前言

本書的內容

微互動存在於我們四周，舉凡從開啟裝置、登入線上服務到取得行動應用程式的天氣資

訊，它們是只做一件事的單一使用情境功能，可以是獨立的應用程式或更多主要功能的

一部分；好的微互動有效率、有趣、有型，以及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和目標，我們喜愛的

產品和勉強可接受的產品，差別往往就在我們跟它之間的微互動。

為了幫助讀者設計自己的微互動，本書做了詳細的分析，從一個微互動模式開始，每

一章仔細檢視模式的各個部分，並提供指引讓讀者從每個微互動獲得最大的收穫；透

過這種方式，你的產品會獲得改善，使用者將更樂於使用它們，建立顧客（和品牌） 
忠誠度。

本書的對象

本書適合所有想把產品，尤其是數位產品，設計得更好的人，各種類型的設計師、開發

者、研究者、產品經理、評論家和企業家將會希望在書裡找到很多可以思考、使用和模

仿的資訊。

細節值得花時間、會讓產品變得好很多，在說服客戶、開發者、產品或專案經理相信

這一點上有困難的人，本書特別適合，現在細節有了名稱—微互動—可以更有效地據理 
力爭。

本書的架構

這是一本主題雖小，但卻重要的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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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微互動設計

介紹微互動，並說明看似無足輕重的它為什麼如此重要；會討論微互動的架構，制

定所有微互動都會遵守的模式；最後本章會探討將微互動整合到專案裡的方法。

第二章  觸發

介紹觸發，觸發是指微互動開始的瞬間；本章同時會提到手動觸發（使用者發起

的）和系統觸發，並詳述引進有價值的資料法則。

第三章  規則

探討規則，規則是指定義一個微互動的隱形參數和特性：規則如何被制定，它們應

該包含什麼，包括不要從無到有法則。

第四章  回饋

探討回饋或是使用者如何解讀規則，何時使用回饋，以及回饋有三種主要的類型：

視覺、聽覺和觸覺，並介紹人性化和使用被忽略的法則。

第五章  迴圈和模式

探討迴圈和模式，微互動的「後設（meta）」部分；會說明模式和迴圈的種類，以及
如何使用長迴圈。

第六章  整合

把所有微互動模式的各個部分整合在一起，設計出三個範例：一個是行動應用程

式，一個是線上應用程式，一個是裝置；在本章中我們也將提到連結微互動以形成

各種主要功能。

附錄

探討測試微互動的流程。

本書的目的

過去十年來，設計師一直被鼓勵要放棄舊思維、大膽思考，要解決「有害的問題」，要

使用「設計思考」的精神和方法來處理商業和政府方面大規模、系統性的問題，沒有問

題大到不能應用設計的各種工具，而且設計可用在各種事物上，舉凡組織再造、都市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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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重視設計，成效是好是壞不清楚，但這樣大規模的作業，往往會忽略設計中的一個

重點：令人愉悅的細節，我們喜愛的產品會展現出對細節的重視：漂亮的曲線、令人滿

意的點擊、可理解的心智模型。

有另一種工作方式：不是透過大型、由上往下的設計專案，而是由下往上，精心打造美

好的小事物，這是設計師能做得相當好的事情，會有立即明顯的效果；這是另一種改變

世界的方式：將看似不連貫的片刻變成愉悅的情境。

漂亮、好用的小事物能帶來快樂，這種快樂會同時存在於使用者和創造者身上，即便它

得花技巧、時間和心思來達成；這是苦差事，像處理大問題一樣令人欽佩，畢竟誰不需

要在生活中多點快樂呢？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字型、字體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用來表示檔名、副檔名、路徑、網址和電子郵件。對於初次提到或重要的詞彙，中

文以楷體字呈現，其對應的英文則以斜體表示。

這個圖示代表提示、建議，或一般的注意事項。 

這個圖示代表警告或提醒。

使用範例程式

幫助你完成工作是本書的目的，通常你可以在自己的程式和文件中使用本書的程式碼，

不需要徵詢歐萊禮公司的同意，除非明顯地進行重製行為，例如，寫程式時使用書中幾

段程式碼不需要我們的許可，販售或散佈範例光碟就需要；回答問題時引用書中的範例

不需要許可，在產品的文件中大量使用本書的程式碼就需要。



第一章

微互動設計

「大而無當（Nothing big works）」
—設計師 Victor Papanek

指揮停止演奏後，一陣憤怒的叫囂開始。當紐約愛樂交響樂團快演奏完馬勒第九號交響

曲緩慢、安靜的第四樂章柔板時，觀眾們正聚精會神、全神貫注地坐著，沉浸在一小時

的樂曲所帶來的靜默、莊嚴時刻中，觀眾裡很多人為此都花了昂貴的門票錢。

然後發生了一件事：從第一排座位冒出 iPhone「Marimba」木琴鈴聲，鈴聲一再地響
起，是鬧鈴，它一直響、一直響，指揮 Alan Gilbert暫停了演奏，但鬧鈴持續地響，觀
眾們對著手機的主人叫罵，主人是一位年長的高級主管，愛樂交響樂團後來封為「贊助

者 X」，是長期的交響樂贊助者；不久前才在鴉雀無聲的林肯音樂中心 Avery Fisher音
樂廳，爆發了混亂與憤怒。

紐約時報在 2012年 1月報導這則新聞時 1，贊助者 X才在前一天拿到 iPhone，公司把
他的黑莓機換成 iPhone，在演出開始前，他開啟了靜音模式，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
iPhone有一項規則，即使手機關靜音，鬧鈴仍然會響，因此鬧鈴響起時，他甚至沒意識
到是自己的手機響了這麼久，等到他意識到並把鬧鈴關閉時，已經太遲了：音樂會已經

被毀了。

隔天，當新聞報導出來後，尖酸刻薄和俏皮的話灌爆了網路，作曲家 Daniel Dorff在
Twitter上發文：「以防萬一，把我的鈴聲換成馬勒的第九號交響曲。」

1 Daniel J. Wakin, “Ringing Finally Ended, but There’s No Button to Stop Sham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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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辯論和討論在很多部落格裡發生，有些人主張關靜音應該把所有聲音都關閉，

在 2012年 1月的文章「Daring Fireball:On the Behavior of the iPhone Mute Switch」裡
（http://bit.ly/15n2aOp），科技專欄作家 Andy Ihnatko寫到：「我的哲學是：『你因為做
了某件蠢事而氣自己，比氣自動做錯決定的裝置要好太多了。』」

然而其他人主張即使關靜音、鬧鈴仍然得響（我的看法這是對的），Apple專家 John 
Gruber指出：「假如靜音鍵關閉所有聲音，每天會有很多人都睡過頭，因為他們在睡前
沒想到手機仍處於靜音模式。」（http://bit.ly/17wfVHo）

Apple自己的 iOS人機介面指南（iOS 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s）（http://bit.ly/YzDKdk）

闡述了為什麼手機關靜音後的行為會是如此：

例如，在電影院裡，使用者會將他們的手機關靜音，避免吵到其他觀眾，

這種情況下，使用者仍然希望能夠使用手機上的應用程式，但不想被預期

外的聲音嚇到，例如鈴聲或有新訊息的提示聲。

音量／靜音（或靜音）鍵不會關閉由使用者原本就要製造出聲音的動作所

產生的聲響。

換句話說，關靜音只是把那些使用者不想要的聲音關閉（例如，簡訊、來電），而不是

所有聲音，這是規則，就像很多規則一樣，它是看不見的，而且除了開關上小小的橘色

記號、螢幕上都沒有鈴聲關閉的指示讓情況加劇，假如 Apple有意改成其他規則—關靜
音會關閉所有聲音—就必須設計其他規則和回饋，鬧鈴響起時手機要震動嗎？手機在靜

音模式時要有持續的指示嗎？當你喚醒手機時出現在螢幕上或是硬體上一個小的 LED
指示燈？把手機關靜音，可以設計出很多不同的方式。

這是一個微互動的例子，微互動是圍繞在單一使用情境周圍的產品片刻—是只做一件

事的小功能（請看圖 1-1的範例），它們能夠加強整個應用程式或裝置，或者（更常的
是）並存於或存在於一個較大的產品裡，可以是不明顯、容易被遺忘的，或是愉悅、迷

人的小片刻，每次你更改設定、同步資料或裝置、設定鬧鐘、取得密碼、開啟一個設

備、登入、設定一則狀態訊息或為某個東西按讚時，就是在跟一個微互動互動，它們無

所不在：在我們攜帶的裝置、家裡的設備、手機和電腦的應用程式裡，甚至存在於我們

居住和工作的環境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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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一個常見的微互動是：加入會員。Disqus加入會員的表單會根據你的電子郵件聰明地猜
出你的姓名。（感謝 Jakob Skjerning和 Little Big Details提供）

微互動是一個產品的功能性、互動細節，正如 Charles Eames的名言 2：細節不只是細

節，它們是設計，細節能讓使用者跟產品的互動更容易、更愉悅—即使我們不記得它

們；有些微互動實際上是看不見的，有些則是你購買一項產品的原因，不過它們通常是

一部分的功能，或是輔助的、次要的功能，例如，沒有人買手機是為了能關閉鈴聲，但

會預期有這個功能；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微互動可以創造各種經驗—不論好壞，有些

微互動會令人沮喪，有些不明顯、容易遺忘，但最好的微互動是吸引人、聰明的，本書

會在最後一章提供設計微互動的工具。

贊助者 X的情況是少數造成轟動的微互動例子之一，即使微互動每天圍繞在我們身邊，
我們通常也不會注意到它們，直到出了大錯，就像它讓贊助者 X顏面盡失一樣；然而儘
管微互動輕薄短小、近乎看不見，卻非常重要，你喜愛的產品和你僅能忍受的產品，之

間的差異往往就在微互動，做得好的話，微互動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簡單、更有樂趣和

更有趣，這就是本書的主要內容：如何設計好的微互動。

2 參考 Charles Eames 的一百句名言（100 Quotes by Charles Eames），Charles Eames 著（Eames Office，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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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會告訴你如何區分微互動和主要功能，並簡短地介紹微互動的歷史，然後我們會

深入探討微互動的架構，這部分也構成了本書其他部分的架構，微互動模式將會提供一

種討論和分析一個微互動的方式，這樣你就可以設計或改善自己的微互動；最後，我們

會說明如何將微互動納入你的流程中。

微互動不是主要功能⋯但仍然重要

精心設計的微互動和大互動（主要功能），兩者的組合是強大的，這是經驗設計的本

質：同時注意細節和整體，這樣使用者在使用產品時就會有很棒的體驗（見圖 1-2）。

圖 1-2　 Twitter的密碼選擇表單很棒，是一種常見的微互動（選擇密碼）的變形，有很聰明的回
饋訊息。（感謝 Little Big Details提供）

微互動跟主要功能的不同在於大小和範圍，主要功能傾向於複雜（多使用情境）、費心

費時，相反地，微互動簡單、輕薄短小，應該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的（見圖 1-3），音樂
播放器是一個主要功能，調整音量則是那個主要功能裡的一個微互動。

微互動擅長於：

• 完成單一任務

• 將裝置連結在一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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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單一資料互動，例如股票價格或氣溫

• 控制進行中的程序，例如轉換電視頻道

• 調整設定

• 檢視或建立一小段內容，例如狀態訊息

• 開啟或關閉一個功能

圖 1-3　 有人在你的臉書頁用不同於你所預設的語言發佈訊息時，臉書會提供翻譯。（感謝 Marina 
Janeiko和 Little Big Details提供）

微互動其實至關重要

微互動可以是產品的一部分—或甚至是產品本身，以麵包機為例，它只做一件事：烤麵

包，只有一個使用情境：使用者把要烤的東西放進麵包機並按開始，麵包機開始烤，烤

完時麵包會跳出來，就這樣，現在當然有其他形式（烤貝果而不是麵包），不過總的說

來，整個裝置是由單一微互動所驅動的。

同樣地，小型的應用程式可由一個微互動組成，數以千計的小型應用程式—桌面和行動

的—把一件小事做得很好，無論是單位轉換，例如 Convertbot，計算機或是顯示天氣資
訊（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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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Tapbot的 Convertbot是一款由單一微互動打造而成的應用程式：把一個數值轉換成 
另一個。

微互動通常是產品最後設計和開發的部分，而且常常被忽略，不過忽視它們是錯的，

Android最初的版本（G1）之所以感覺粗糙就是因為不流暢的微互動，尤其跟 iPhone比
起來；舉例來說，刪除項目的方式不一致，在有些應用程式裡，按搜尋鍵完全沒反應，

如果微互動很糟，不管主要功能做得多好，都會充滿痛苦和沮喪，產品設計的好壞跟微

互動是息息相關的。

思考一下，不管是行動或桌上型，幾乎所有作業系統基本上都做相同的事：安裝和開啟

應用程式、管理檔案、串接軟體和硬體、管理開啟中的應用程式和視窗等，不過之間的

差異在於—至少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你每天、甚至每小時跟微互動的互動（見圖 1-5
和圖 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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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各種圖示擠滿了作者在 OS X作業系統裡的選單列，每一個會開啟一個微互動。

圖 1-6　 搜尋網頁上的一個字時，Chrome會在捲軸裡指出那個字會出現的地方。（感謝 Saul 
Cozens和 Little Big Details提供）

當然有些主要功能非常有用和／或強大（或受到智慧財產權高度保護），微互動望塵莫

及，很多醫療設備就是，是最先進的科技，人們驚訝於它的功能更甚於它的原理，舉例

來說，第一代的掃地機器人 Roomba（2002年上市）無法計算房間大小或偵測障礙物和
灰塵，但它是創新的技術，之後的機型（尤其現在市場上有競爭者）就比較著重在人機

間的微互動。

在競爭市場中，微互動甚至更重要，功能一樣時，是使用產品的經驗增加顧客的接受度

和品牌忠誠度，產品的整體經驗主要仰賴於微互動，它們是產品外觀的「感覺」，跟臉

書比起來，Google+很無趣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它的微互動，例如把使用者分到不同的社
交圈裡，儘管一開始吸引人，但很快就變得無聊，只是小噱頭而已。

另一個要重視微互動的原因是，它們很融入我們現在跨平台的生活中，微互動是黏著

劑，可以把行動裝置、電視、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設備和網路的功能串連起來，

雖然微互動會因平台而異，不過因為體積小，它們能達成一致性，這可能是大型功能無

法達到的，尤其小螢幕（或沒螢幕）的設備和行動裝置，看起來專為微互動打造，小互

動在小型裝置上運作地很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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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witter為例，Twitter完全是圍繞在一個微互動上：傳送少於 140字的訊息，使用者
可透過任何裝置、從任何地方完成這件事，有些物件甚至會自動發文或為我們發文，

Twitter可用來散佈八卦或訊息，發起一場革命，精心設計的微互動可適用在各種平台和
數以百萬的使用者身上（見圖 1-7）。

圖 1-7　 這是一個不錯的小範本，當你尋求 Harvest的支援時，它會顯示他們辦公室目前的時間和
他們的上班時間。（感謝 Nicolas Bouliane提供）

微互動也融入到我們已經擁擠、過於複雜和時間零碎的生活中，我們需要、甚至樂於快

速掃視資料、在餐廳裡快速辦理入座、在捷運上隨意瀏覽訊息。（「休閒遊戲（Casual 
Games）」類別真的是一組為了娛樂的獨立微互動。）

微互動迫使設計師簡化工作、專注在細節上，它們挑戰設計師去思考他們能設計到多輕

薄的程度，去降低複雜度和簡化原本會很難的功能（見圖 1-8）。

圖 1-8　 在 Microsoft Office裡，把文字轉向時，相關的格式按鈕也會轉向。（感謝 Little Big 
Detail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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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互動的秘史

1974年時，一位名叫 Larry Tesler的年輕工程師開始為 Xerox Alto電腦設計一個叫做
Gypsy的軟體，Gypsy是最早的文字處理軟體之一，是創新軟體 Bravo的下一代，Bravo
是第一個真正的所見即所得文字處理軟體，以及第一個可以改變字型的軟體；儘管

Gypsy仍是文字處理軟體，卻是不一樣的軟體：它利用滑鼠和圖形使用者介面（GUI），
Larry的任務—以及後來成為他長久推動的事—是降低介面形式，這樣使用者就不需要
轉換到另一個模式來執行動作（他的網站是 http://www.nomodes.com，Twitter的帳號是
@nomodes，甚至車牌號碼也是 NOMODES（http://bit.ly/11KzyKV））。Larry 希望使用
者敲一個字元鍵時，那個字元會以文字出現在畫面上—一個對文字處理軟體的合理期

待，但在 Bravo裡不是這樣：輸入文字只在某個模式時有用，其他時候它是觸發一個 
功能。

其中一項功能是把文字從文件的某個部分移到另一個部分，在 Bravo（見圖 1-9）裡，
使用者必須先選擇目的地，然後按「I」或「R」鍵進入插入或取代模式，然後找到並選
取要移動的文字，最後按 Escape鍵完成複製 3；Larry知道有更好的方式，所以他做了
一個不只利用滑鼠、且大幅簡化這個微互動的設計，在 Gypsy裡，使用者可以選取一段
文字，按「Copy」功能鍵，然後選擇目的地，最後按「Paste」功能鍵，不需要進入模
式，因此，剪下和貼上誕生了。

互動設計和人機互動交疊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微互動的歷史，每天我們在桌上型電腦、筆

記型電腦和行動裝置上不加思索地互動的小事物都曾是新奇的微互動：舉凡儲存檔案、

將檔案歸到資料夾裡到連接 WiFi網路，都是需要被設計和開發的微互動，不斷進步的
科技持續創造出對新微互動的需求，我們現在理所當然地使用它們，當有人設計更好的

方式時，或者科技改變了，允許或迫使一種執行微互動的新方式出現時，才會真的注意

到它們。

隨著科技的更迭，支援它們的微互動也會跟著改變，以捲動為例，Bravo有一個簡單粗
糙的版本，Alan Kay、Adele Goldberg和 Dan Ingalls在 1973年到 1976年間的某時，在
另一個 Xerox PARC的產品 SmallTalk裡引進了捲軸，讓捲動變得更精緻，SmallTalk的
捲動不是逐行的，而是順暢地、逐一捲動像素。（這是有名的 UI元件之一，曾展示給
Steve Jobs和他的工程師們看，他們後來把它納入 Apple的 Lisa電腦（見圖 1-10）—和
接下來的 Macintosh電腦。）4

3 詳情請參考 Suzan Jerome 所著的 Bravo Course Outline，Xerox 出版，1976 年。

4 如同在 Michael A. Hiltzik 所著的「創新未酬」（Dealers of Lightning: Xerox PARC and the Dawn of the Computer 
Age）（HarperBusiness，2005 年出版）裡所敘述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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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這是一張 Bravo的「螢幕截圖」（像寶麗萊相片的尺寸 [!]），下方的視窗用來在上方的視
窗裡建立一個表單。（感謝 DigiBarn Computer Museum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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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Apple Lisa電腦（1982）的特色是有很多「新的」（市場導向的）微互動。（資料來源：
Lis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allery Guidebook）

隨著文件長度變長，捲軸加上了箭號可直接跳到文件末尾，像小提示（tooltip）的指示
會出現，指出你在文件中的位置，不過真正的改變是隨著觸控式軌跡板和行動裝置上的

觸控螢幕科技而來的，要往下捲你是滑上還是滑下？ Apple在 iPhone上市後為了將筆記
型電腦和行動裝置的捲動方式統一為「自然捲動（natural scrolling）」，也改變了 OS X 
Lion系統裡的方向（從下往上）【請參考，例如 Slate的 Michael Agger所寫的「Apple
的陷阱：為什麼 Apple反轉捲動的方式？（Apple’s Mousetrap: Why did Apple reverse 
the way we scroll up and down?）（http://slate.me/10nnZN8）」】，Apple 也將捲軸隱藏起
來，只有在捲動時或游標接近可捲動的視窗右側時才會出現，這種微互動持續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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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只有數位產品才有微互動，有一個情境可以證明，微互動起源於最初的電

子裝置，例如收音機（1893）、手電筒（1896）和洗碗機（1900）。正如設計師 Bill 
DeRouchey在他的演講「按鈕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Button）」裡指出，（前電子）
機械時代時，使用者可以直接從控制到輸出看到他們的動作，你可以拉起控制桿，看著

齒輪移動，最後看到輪子轉動，容易將輸入和輸出連結起來；電力則改變了一切，你可

以按牆上的一個按鈕，房間另一側的燈幾乎立刻會打開，當然回饋是即時的，不過執行

方式不是，如同 DeRouchey在「按鈕的歷史」（http://slidesha.re/1049o1K）裡所說的，

「按鈕第一次代表著，人類動作的結果可以完全迥異於【它所創造的】動作本身。」動

作抽象化了。

在數位時代裡，尤其是圖形使用者介面出現前，動作變得甚至更抽象，插入一疊穿孔

卡片或輕彈一組切換開關產生一樣慢的輸出，圖形使用者介面解決和簡化了微互動，

但接下來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處理器的速度每隔 18 個月會增加一倍）、庫
米定律（Koomey’s Law）（硬體所消耗的電力每隔 18個月會下降 50%）、克萊德定律
（Kryder’s Law）（儲存空間加倍速增加），和不斷提高的頻寬和網路速度（首先是區域
網路，然後是電腦和行動的無線網路），創造出更多對微互動的需求，那些微互動需要

控制比關燈更抽象的動作，舉一個例子來說，同步各種裝置的資料是一種概念抽象的想

法，因為沒有現成的實體類比物。

輸入方式也大幅改變微互動，我們不只有像按鈕、切換開關、鍵盤、滑鼠之類的實體控

制項，也有觸控螢幕、感應器、聲音和手勢這些觸發微互動的方式；在不久的過去，跟

實體環境互動的唯一方式是透過實體控制項來人工調整，1956年 Robert Adler發明了第
一個電視遙控器 Zenith Space Commander（見圖 1-11）時，改變了這種情況，使用者首
次可以隔空、無形地控制一個物件。

圖 1-11　 雖然之前有遙控飛機和船（大部分是用在軍事上），Space Commander電視遙控器為消
費者拉開了跟控制項的距離。（感謝 Peter Ha提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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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觸發一個微互動，甚至不需要在同一個房間裡，利用適當的設備，你可以從世界

的另一頭調整房子裡的溫度（見圖 1-12），或者你只需要在適當的地點，正好在特定街
區時，你的手機會提醒你一件待辦事項，或者 GPS裝置會告訴你在哪裡左轉，在公共廁
所裡，可以把手放到水槽裡打開水龍頭，可以叫手機幫你找一間附近的餐廳，或者輕彈

觸控螢幕清單下方叫出搜尋列，或在收銀櫃台嗶一下手機買咖啡，這份清單可以一直列

下去。

科技的歷史也是微互動的秘史，就像共生生物，科技和微互動共存，塑造、管理和控制

它們。

圖 1-12　 Nest Learning Thermostat使用接近感應器來得知有人走進房間，隨後打開燈光，以從
遠處就能瞄到的方式顯示溫度，完全不需要觸控。（感謝 Nes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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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互動的架構

不只大小造就有效率的微互動，組成要素也是，一個精心打造的微互動會處理四個不同

部分，接下來會說明（見圖 1-13）。

觸發 規則 回饋 迴圈和模式

圖 1-13　 微互動的架構。

這四個部分是設計和分析微互動的方式—啟動微互動的觸發、決定微互動運作方式的規

則、解釋規則的回饋和影響微互動的後設規則：迴圈和模式。

微互動的第一部分是觸發，要關閉 iPhone上的鈴聲，觸發是由使用者啟動的，代表使
用者必須做某件事來開始微互動—這個情況是切換開關，因此，很多微互動始於了解使

用者的需求：使用者想做什麼、何時想做及想做的頻率，需求決定觸發的預設用途、可

及性和持續性。在關靜音的例子裡，關閉鈴聲是使用者總是想快速執行的常見動作，因

此觸發（Ringer/Silent開關）一直存在，不管哪一個應用程式正在執行，立刻就能開啟
和關閉；它非常重要，是 iPhone上僅有的五個實體控制項之一，控制項—數位和／或實
體—是使用者啟動的觸發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們不只讓使用者能跟微互動互動（有時能

讓使用者在微互動進行中調整它），而且通常也提供視覺化的預設用途，告訴使用者微

互動就在那（見圖 1-14）；iPhone上若沒有鈴聲開關，你可能會預期手機應該有那個功
能，不過得猜測它在哪，在很多舊型手機裡（甚至某些手機仍是如此），關靜音的功能

深埋在設定選單的好幾層裡，對知道設定在哪的使用者來說，也要花 10秒鐘關閉或開
啟鈴聲，但切換實體的 Ringer/Silent開關不到 1秒鐘。

當然實體控制項也不見得得是一個開關，雖然最好的設計感覺理所當然，但幾乎沒有什

麼東西是不能用別種方式設計的；在 Windows Phones上，觸發是一個可按的按鈕（也
能控制音量），按著它時，會顯示一個畫面，讓使用者選擇鈴聲狀態是「震動」或「鈴

聲＋震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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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這是一個觸發的例子，在 iOS裡（在Windows Phone裡也是），即使手機上鎖中，你
也可以使用相機。按下相機圖示，下方列會稍微往上彈起，告訴你往上滑動可以取得相

機功能，當然滑開解鎖也是它自己的觸發。

不過觸發不一定是由使用者啟動的，愈來愈多觸發是由系統啟動—裝置或應用程式本身

偵測到符合某些特定情況並開始微互動，舉凡偵測到有一封新郵件、一天中的時間、某

支股票的價格到使用者的所在地，都可以是觸發情況。以手機關靜音來說，可以輕易想

像那個功能跟你的日曆整合，所以每當你在會議中時，它可以自動關靜音；或者知道你

的所在地，每當你在電影院或音樂廳時，自動關靜音；隨著我們的應用程式和裝置變得

愈能感知情境，它們自己就愈能決定執行的方式。

第二章會討論觸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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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者無法調整這些系統啟動的觸發，可能至少會想了解它們的運作方式，這是可

以理解的，就像贊助者 X大概會想知道啟動靜音模式的方式，換句話說，他們想了解微
互動的規則。

微互動一旦被啟動，就會有一系列的行為，換句話說：某件事會發生（見圖 1-15），這
通常表示某個小功能或互動性會開啟，不過它可能只是顯示應用程式或裝置目前的狀

態，可能利用資料來猜測使用者想做什麼，不管是何種情況，它至少開啟一項規則，而

設計師通常可以定義規則。

圖 1-15　 這是一個規則的例子，當你使用音樂串流服務 Spotify時，在另一個平台打開它，Spotify
會先暫停第一個，如果你在第一個裝置上恢復播放，第二個會暫停，創造出非常無縫、

跨平台的服務。（感謝 Sebastian Hall提供）

來看看可能是最簡單的微互動：打開電燈。一旦你使用觸發（電燈開關），電燈會亮起

來，在基本的電燈設定裡，只有一項規則：電燈會持續亮著，直到關閉開關。不過你可

以藉由增加調光器或偵測不到動作時就把燈光關閉的動作感應器來改變規則，但是最基

本的打開開關／打開電燈規則很簡單，對任何使用電燈的人、甚至是小孩來說，都非常

顯而易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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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應用程式或電子數位裝置，規則其實是更微妙難解的多，甚至對小微互動來說也

是。在贊助者 X的例子裡，是關靜音的互動造成演奏會意外，因為除非有特定的回饋
（我們接下來會談到那個部分），否則規則本身是看不見的，不像 19世紀的機械裝置，
使用者通常看不到觸發所啟動的活動。（駭客徹底利用這個「功能」，他們的病毒會開啟

一個不認得病毒的程式，在他們電腦上安裝病毒。）

第三章會討論規則。

我們使用數位裝置時所看到或聽到的每件事都是抽象的，使用任何軟體或裝置時，很少

有人真的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舉例來說，你不是真的把一個「檔案」放到「資料夾」

裡，「電子郵件」不是真的到「收件匣」裡，那些都是隱喻，讓我們了解正在進行中的

互動，任何你所看到、聽到或感受到的事物，會幫助你了解系統規則的是回饋，微互動

的第三部分。

回饋其實有很多形式：視覺的、聽覺的、觸覺的（震動），有時它是明確的，就像你按

電燈開關時電燈會亮起；有時它默默存在於四周，像是出現在電子郵件軟體和行動應用

程式裡未讀的標記；它可以像聲音一樣敘述，當你在連續轉彎時，確切告訴你在哪裡轉

彎，或者像 LED燈一樣含糊不清，以複雜的模式閃爍；可以像你口袋裡的手機唧唧響
宣布有一則訊息一樣干擾，或者像數位儀表盤開啟一樣輕聲；重要的是，回饋跟動作要

吻合，要盡可能地以最適當的管道來傳遞資訊。

在關閉 iPhone鈴聲的例子裡，關靜音有兩個回饋：開啟或關閉開關時會出現螢幕疊層，
以及手機在靜音模式時在實體開關上有一條看得見的橘色細線，沒有出現的是—以及造

成贊助者 X事件的原因是—即使鈴聲關閉，設定的鬧鈴仍會響的任何指示，畫面上也沒
有指示指出鈴聲關閉（不是幾秒後就消失的暫時性疊層），這些都是設計決策。

即使有觸發，回饋才是表達產品個性的地方，實際上除了整個形式外，回饋可說是完全

定義產品的個性。

回饋不只是圖像、聲音和震動，也是動畫（見圖 1-16），微互動如何出現和消失？一個
物件移動時發生什麼事：移動的速度？移動的方向重要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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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這是一個回饋的例子，在 Coda2裡，Process My Order按鈕被按下時會變成進度
列，不過文字應該改成 Processing Order and Order Processed!。（感謝 Christophe 
Hermann和 Little Big Details提供）

回饋也可以有自己的規則，例如何時出現、如何改變顏色、使用者旋轉平板電腦時如何

旋轉螢幕，這些規則可能變成它們自己的微互動，因為使用者可能希望像設定一樣自己

調整它們。

第四章會討論回饋。

微互動的最後一部分是構成後設規則的迴圈和模式，微互動持續一段時間後會發生什麼

事：互動會繼續直到使用者關閉（例如 Ringer/Silence開關），或者一會兒後就失效？有
干擾或情況改變時會發生什麼事？見圖 1-17的範例。

圖 1-17　 這是一個迴圈的例子，在 eBay上，如果你曾買過相同的東西，「Buy it now」的按鈕會
變成「Buy another」。（感謝 Jason Seney和 Little Big Details提供）



微互動設計 | 19 

雖然這常是討厭的，不過有些微互動有不同的模式。以天氣應用程式來說，主要（預

設）模式都是關於天氣顯示，但使用者可能必須進入另一個模式，輸入他們想要的 
地點。

第五章會討論迴圈和模式。

微互動是一種哲學

把微互動納入產品有三種方式，首先是逐項思考。在一個設計專案的過程中或改善產品

時，試著找出任何可能的微互動，把它們列出來，然後仔細檢視每一個；針對每個微互

動，刻意照著本書中所提到的架構來思考，看你是否能改進每個部分，最後你會得到精

緻的微互動—以及可能的特色時刻（Signature Moments）。

特色時刻是那些造成產品差異化的微互動，自訂的觸發控制項（例如 iPod獨創的滾
輪）、漂亮的「載入中」動畫或容易引起注意的聲音（「You’ve Got Mail!」）都可以拿來
行銷販售，彷彿它們是主要功能，被同一個公司用在不同平台上或其他產品裡；特色時

刻會協助建立顧客忠誠度和品牌識別度，臉書上的按讚按鈕現在就眾所皆知，成為這個

品牌的一部分。

這麼做的挑戰在於要限縮微互動的範疇，通常是把它們轉變成主要功能，因為那是大部

分設計師習慣的工作方式，我們希望處理大問題，解決每一件事；微互動是一種限縮練

習，是盡可能地做到極簡設計。

擁抱限制，專注在把一件事做好，現代主義建築大師 Mies van der Rohe的座右銘「少即
是多（less is more）」也應該是微互動設計師的座右銘。

第二種思考微互動的方式是降低應用程式的複雜度，改成以單一微互動為主的個別產

品，這是把微互動當作產品策略：你的產品只做一件事而且做得很好；把產品簡化到剩

下精髓，如果你發現自己想把另一個功能加入產品裡，那個功能應該自成一個產品，很

多設備、應用程式和裝置，包括獨創的 iPod，都遵循這個模式，這是很多新創公司工作
（或至少開始）的方式，從 Instagram到 Nest：他們都把一件事做得很好。「最小可行產
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可以是一個微互動，這樣做可以正當地簡化你的產品，
在功能需求出現時讓你可以拒絕，當然這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一些企業裡，傾向賣

的產品包括顧客可能需要的所有功能，想像一下把 Microsoft Word拆成個別的產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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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競爭產品就是這樣，舉例來說，像 WriteApp之類的應用程式專門針對書寫做優化，
文字處理軟體大部分的功能都被拿掉，因此只著重在書寫；Evernote也是從一個簡單的
微互動開始：可在各種平台上記筆記。

不過有第三種思考微互動的方式，就是最複雜的數位產品，若沒有數百個，也有數十個

微互動組成，你可以把產品視作所有微互動和諧運作的成果，這就是 Charles Eames所
謂的細節就是設計，每個事物都是細節、都是微互動：是一個取悅使用者、超越使用者

期待的機會，如同 Dieter Rams所說的：

我一直喜愛細節，認為細節比很棒的草圖要重要，細節是不可或缺的、是

根本，是衡量品質的標準。5

簡而言之，把每項功能性—整個產品—視為一組微互動，以這種方式設計產品的好處在

於它是較輕薄、較敏捷的工作方式，現在很多公司採用這種方式（見圖 1-18），當然缺
點是你會迷失在微互動裡，看不清整體，以及完成時無法達到一致性，還有這種方式會

花費更多時間和心力。

對代理商來說這也是困難的工作方式—因為他們以快速的專案時程而惡名昭彰—老實

說，對任何設計師來說，這都是具挑戰性的工作方式，因為客戶和關係人往往把注意力

放在大功能上，而不是會提升那些功能或改善整體經驗的小細節上，要有足夠的時間專

注在微互動上真的困難，要說服業務和開發團隊成員值得花時間在微互動上是項挑戰，

畢竟對設計和開發來說，它可能意味著需要更多時間，不過這是值得的。

贊助者 X悲慘的故事提醒我們微互動是重要的，以及設計師的工作是改變原本會令人沮
喪、困難的任務，Larry Tesler決定有更好的方式移動文件裡的文字就深知這點，因此剪
下、貼上誕生了；互動可以改善世界，一次一點點，而它們都始於觸發。

5 Dieter Rams 跟 Rido Busse（1980 年）的對談，重刊在 Design: Dieter Rams &（198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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