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x

能叫出某個東西的名字就代表開始了解它。

就像很多小孩一樣，我五歲的兒子也喜歡看雲，幾週前，他了解

到不同種類的雲有不同的名字，因此，遺傳到科技狂熱血統的他開

始去記它們的名字──卷雲、積雲、層雲、卷層雲、積雨雲、高層

雲、莢狀雲，所有我所知道的和一些我所不知道的雲，我以前絕對

沒聽過濃積雲。

現在當他仰望天空時，不只可以告訴我雲的種類，跟以前比起來，

還會注意到更多細節以及細微的差別，他學會根據質地、顏色、高

度、移動和其他特徵來判斷雲的種類，（當然不是每次都容易分辨

出來，不過那並不困擾他。）有時可以準確地預測哪些雲可能會降

雨，哪些不會。

並且以他有限的學齡前兒童的方式，他會利用雲的知識來分析，指

出「卷層雲可能代表暖鋒」，或者「濃積雲可能變成積雨雲，然後

就會有暴風雨。」

最重要的是，他很喜歡知道這些名字，能叫出他們喜愛的東西的名

字，不管是雲、恐龍、昆蟲、車子、洋娃娃或電影裡的角色，小孩

們似乎都會很高興，除了我們大人浪漫的偏見外──甚至當他稱它

們為「積雲」時，我兒子仍在雲裡看到宮殿、鴨子和花椰菜，當然

他們的想像力並不受限於左腦的知識。

因此這個行為跟著我們長大，帶領我們來到目前的主題：透過辨別

和叫出介面裡模式的名字，我們更能「看到」那些介面，我們會注

意到更多細節，因為大腦更能理解我們應該尋找的東西；我們可以

開始預測所使用的軟體的運作情形，因為我們知道某些介面模式應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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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該運作的方式，然後可以透過可表達意義的新名詞，來告訴其他人

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那麼我們如何學習這些模式？

我兒子在學習不同種類的雲時，最好的工具是圖片，很多很多的圖

片，看了書上和網站上一些「目錄」後，他學會注意到不同種類的

雲之間相當細微的差異，有些差異難以用言語形容。

同樣地，學習介面模式的最好方式是看視覺範例，現在我是一名

作家，所以我熱愛文字，不顧禮貌時，我會高興得一直談什麼是模

式、如何選擇它們和它們之間的不同！不過我很清楚只想設計介面

的人──就是那些需要知道模式是他們專業知識的一部分的人──

真的不需要那些文字，對於一個特定的模式，他們只需要足夠的說

明來「取得它」，然後他們需要看各式各樣的真實範例，來鞏固和

內化那個知識。

在這本書裡，Theresa Neil 收集了數量驚人的模式圖片，我無法想
像自己寫出這樣的著作──試用這麼多行動應用程式，看看裡面哪

部份最好，把所有精心編排的畫面截圖彙整起來，這可不簡單。

對行動介面設計師來說，這本書很珍貴，你願意的話就直接翻閱

它，不過應該不只如此，要利用它的範例來改善自己的設計：

•   要自己判斷在這些範例裡哪些是有效的，並找出可能在你所設

計的任何情境裡最有效的。

•   把它當成設計靈感的來源，我發現自己會因為一些跟模式本身

沒關係的設計而去欣賞這些畫面截圖，例如圖示設計和色彩的

使用。

•   利用它來開拓你對現有應用程式如何運作的了解，而不用辛苦

地下載和使用全部的應用程式（不要忘記，以及在好幾種裝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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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你可能在每天使用的行動應用程式裡尋找自己的模式範例，事

實上我敢打賭，一旦你學會這些模式的名字，就無法避免這樣做；

我兒子在郊外指出「濃積雲」幾次後，我就很清楚它，啊──我不

知道以前沒有那個知識是如何生活的。

好好享受這本書吧！

─Jenifer Ti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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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有時候停下來反思很多影響有用設計的因素是好的，不過大家更常

碰到的情況是沒時間這樣做──你必須馬上投入工作，這本書就是

針對那些情況。

從某個角度來看，自從  2011 年本書出版後到現在，行動世界有了
巨大的改變，2011 年提到的六個行動裝置系統，有三個：WebOS、 
Symbian 和 BlackBerry，已經從行動世界消失了。

換個角度想，其實沒有那麼大的變化：第一版所包括的  70 幾個模
式大部分仍存在，第二版只有新增一些，不過那些最新的模式展現

出更「以行動為中心」的思想，設計師們終於跳開桌上型電腦和網

頁的隱喻，創造行動介面的原生解決方案，我預期這種現象會繼續

下去並蓬勃發展。

另一項改變是：2011 年時，我對於通用各家裝置系統的設計也抱
持樂觀的態度，這表示身為設計師和開發者的我們或許可以設計一

個介面，就能在多個系統上運作，實際上發生相反的情況：iOS、 
Android 和 Windows Phone 不同的設計規範愈來愈成形，尤其是有
關導覽的。

現在了解那些系統規範比以往更為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你真的

熟悉使用者每分每刻都在使用的裝置，我強烈建議你至少要花六週

的時間，使用你正在設計的系統，這樣當你開始投入設計時，本身

的經驗──加上本書裡的模式──會帶給你所需的信心，設計出漂

亮、有用的應用程式。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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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導覽

持久性主要導覽模式：

Springboard、List Menu、Dashboard、Gallery、Tab Menu、 
Skeuomorphic

暫時性主要導覽模式：

Side Drawer、Toggle Menu、Pie Menu

次要導覽模式：

Page Swiping、Scrolling Tabs、Expand/Collapse Panel

我喜歡看行動應用程式商店裡的評價，好更加了解人們使用應用程

式的方式，網頁和電腦應用程式所沒有的評分系統是非常寶貴的回

饋工具，提供有關顧客偏好和期望的豐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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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一般來說，大部分 4 顆星和 5 顆星的評價都不太具體，往往都是：
「好棒的應用程式啊！看起來很讚、很好用」，1 顆星和 2 顆星的
評價就比較有價值，能提供使用者遇到的問題，最常見的抱怨似乎

不外乎這幾點：

•  當機

•  缺乏主要功能（例如同步、過濾、帳號連結）

•  混亂的介面設計

•  糟糕的導覽（例如無法返回、無法找到東西）

設計模式無法解決前兩個問題──需要使用者和裝置測試，不過可

以解決第三和第四個最常見的抱怨，遵守常見的導覽設計模式能夠

確保使用者找到和使用應用程式裡的寶貴功能。

就像好設計一樣，好的導覽也是無形的，應用程式的導覽好，會讓

人覺得很簡單，容易完成任何任務，舉凡從瀏覽照片到申請汽車貸

款。

持久性主要導覽模式

首先要討論的模式是主要導覽，例如從一個主類別瀏覽到另一個，

就像電腦應用程式裡最上層的選單；從第一版出版到現在，主要導

覽模式逐漸演變成兩種類型：持久性和暫時性。

持久性導覽包含簡單的選單架構，例如 List Menu 和 Tab Menu，
一打開用持久性導覽的應用程式，你立刻就明白有哪些主要導覽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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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覽   |   3

而暫時性導覽則必須透過點擊或手勢才會出現，這些模式的興起源

自於，智慧型手機螢幕尺寸的限制促使設計師跳出傳統思維去思考

不同的解決方案。

對我而言，典型的  9  點謎題能充分說明行動導覽模式上的思考轉
變，試試看：你必須利用四條或不到四條的直線連接所有圓點，劃

線時筆不能提起或不能原路折返。

你的表現如何？你可能發現解決這個謎題的唯一方式是超出邊界，

在行動世界裡，稱之為跳出框架思考（thinking“off-canvas”）。

跳出框架思考促成 Side Drawer 的誕生，Side Drawer 是目前 iOS 
和 Android 應用程式裡最受歡迎的主要導覽模式之一。

圖 1-1

9 點謎題。

圖 1-2

9 點謎題兩種可能的 

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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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Windows Phone 8 和新的開放原始碼行動裝置系統 Ubuntu Touch 
也深受這股潮流影響，紛紛打破實體界線。

圖 1-3

WordPress 的 Android 

版和 iOS 版：Side 

Drawer 代表跳出框架

思考。

圖 1-4

Windows Phone 的 

Panorama 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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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覽   |   5

設計師們在設計思考上也有了明顯的轉變，將內容分層，而不是

介面只有一個面板，3D 圖層和手勢如何創造出獨特的行動經驗， 
Twitter 早期的 iPad 設計是很棒的例子：左邊面板是選單列，中間
面板是內容列表，右邊面板是那些內容的呈現，點擊中間的一個項

目會關閉左邊選單列，在右邊面板顯示內容的預覽，點擊時，右邊

面板會展開來，佔據大約 70% 的螢幕。

圖 1-5

在 Ubuntu 裡，你可以

滑動螢幕邊緣叫出設定

和選單，把整個螢幕留

給應用程式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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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圖 1-6

Twitter 早期的 iPad 

版：圖層和手勢善用 

行動平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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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覽   |   7

決定採用持久性導覽或暫時性導覽時，問你自己幾個問題：

•   應用程式的架構扁平嗎？選單類別的層級相同嗎？應用程式
裡只有幾個主要類別嗎（即三到五個）？

•   選單需要一直出現讓使用者快速取用嗎？

•   選單類別有狀態指示嗎？例如電子郵件的未讀數量？

如果這些問題有一個以上的答案是「是」，可能最好用持久性導

覽，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那些模式。

Springboard

也被稱作 Launchpad 的 Springboard 模式是 2011 年最受歡迎的導
覽模式，它的設計是有一個到達頁，上面有選單項目作為進入應用

程式的入口。

它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能在各種裝置上運作地很好，當時我們很多

人想的設計是能通用於各系統、達成一致性和重複使用；另一個受

歡迎的原因是，相較於  iOS 和  Android 頁籤列三到五個頁籤的限
制，它一次可顯示九個選項（以  3×3 的格狀版型），加上頁面指
示器（下面那些小點）的話，設計師甚至可提供更多選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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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Spr ingboard  模式的主要缺點是一致化所有選項的重要性，讓我
們先進入  Side Drawer 模式，Side Drawer 最早是  Aza Raskin 為 

圖 1-7

Trulia iOS 版和  

Gowalla Android 版。

圖 1-8

Facebook iOS 版和 

 LinkedIn Android 版： 

2011 年的 Springboard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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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覽   |   9

F i r e f o x  M o b i l e  所設計的（h t t p : / / w w w. a z a r a s k . i n / b l o g / p o s t /
firefox-mobile-concept-video/），2011 年時被 Path 採用，相較於
頁籤列，這個模式可以容納更多選項，而且能將選項按照邏輯分

組，區分出選項的重要性和／或層級，稍後我們會再多談一些。

不過 Springboard 模式沒有消失，Android、iOS 和 Windows Phone 
仍在作業系統層級使用這個導覽模式。

仍然有一些應用程式採用 Springboard 模式，LearnVest、BBC Radio 
和 Vimeo 各自使用 4、6、9 格狀版型。

圖 1-9

Path iOS 版（2011 年  

11 月）：開始採用  

Side Drawer。

圖 1-10

iOS 7、Android KitKat 

和 Windows Phone 8 在

作業系統層級都使用 

Springboar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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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Orbitz 和 EasyJet 透過圖示和格狀版型的變化來傳達選單在視覺層
級上的不同。

Windows Phone 的動態磚（tiles）將 Springboard 模式發揮地淋漓
盡致，動態磚可以是動態或靜態的，且有三種不同的尺寸，動態的

圖 1-11

iOS 應用程式 

LearnVest、BBC Radio 

Windows Phone 版和 

Vimeo Android 版：傳

統的 Springboard 模式

仍存在於這些應用 

程式裡。

圖 1-12

Orbitz iOS 版和 EasyJet 

Android 版：透過圖形

設計和版型暗指層級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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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磚會傳遞動態資訊，例如漏接的電話數、下個會面的細節或是

最近一位來電者的大頭照，更多有關動態磚的資訊請見  Windows 
設計指南：http://bit.ly/1hsl2R5。

Windows Phone 的動態磚可用作主要導覽模式或者搭配 Panorama 
控制項用作次要導覽模式，三個應用程式範例表現出它的多樣

性，CalendarPro 的主要導覽和 NBC News 的次要導覽是用動態型
的動態磚，Evernote 則是用靜態型的動態磚作為次要導覽。

Evernote Hello 的 Android 版和 iOS 版在 Springboard 模式使用類
似動態磚的設計，使用者可以自訂介面，先新增人、再新增會議。

圖 1-13

CalendarPro、NBC News 

和 Evernote 的 Windows 

Phone 版：動態磚的多

種用法。

圖 1-14

Evernote Hello Android 

版：動態磚式的自訂 

Spring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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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Cards

在 2010 到 2011 年間持有 Palm 的我們可能熟悉 Cards 模式，卡片
式導覽是借用撲克牌的隱喻，包括一般撲克牌的操作，例如堆疊、

洗牌、棄牌和翻面。

這個模式因為 Google Now 的推出而再度受歡迎，在 Google Now 
裡，有著豐富資訊的卡片以直式堆排，用來顯示一長串應用程式的

進入點或情境中的快捷動作。

圖 1-15

大約 2010 到 2011 年間

的 Palm webOS：應用程

式像一副牌裡的卡片一

樣地散開。

圖 1-16

Google Now 的 iOS 版和 

Android 版：主要導覽

模式用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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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ly 和 Potluck 採用類似的模式，利用 Cards 作為導覽和跟內容互
動的主要方式，在  Jelly 裡，當你把卡片往下滑、移出畫面時——
代表你無法回答問題——另一張新的卡片會取代它；在 Potluck 裡， 
把最上面的卡片往左滑會跳過文章，往右滑會把它移到新的卡片

堆：「保留」堆裡。

Facebook 和 Pinterest 使用像 Cards 的視覺樣式，但少了前面範例
的手勢互動，讓它們比較像是包裝過的列表，而不是真的 Cards 模
式。

誤用  Card 模式的範例請見第十一章「反面模式」裡阿拉斯加航空
（Alaska Airlines）的討論。

圖 1-17

Jelly（http://www.
youtube.com/
watch?v=bCDB_

TrAhSY）和 

Potluck（http://
www.youtube.com/

watch?v=pcfNFuvvdrA）

的 iOS 版。

[  說明  ]

Cards 模式為內容呈

現提供一種優雅的

方式，真正的  Card 

模 式 會 提 供 像 堆

疊、滑動或翻面的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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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Menu
List Menu 模式類似 Springboard 模式，每個列表項目都是應用程
式的入口，要在不同模組間切換需要返回列表，Apple（http://bit.
ly/1dZDU8J）稱之為階層式導覽（hierarchical navigation）：

在階層式應用程式裡，使用者會在每個畫面選擇一個項目，直

到抵達目的地，要到另一個目的地，他們必須往回幾步——或者

從頭開始——並且做不同的選擇，Sett ings 和  Mai l  應用程式是

使用階層式導覽的好例子。

Kayak、Day One 和 AroundMe 分別說明 List Menu 模式不同的作
法。

圖 1-18

Kayak iOS 版：點擊 

Home（右圖）會返回 

List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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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iOS 應用程式 Day One：

主要導覽模式是  

List Menu。

圖 1-20

AroundMe iOS 版：Back 

按鈕的標籤文字用

「Home」或「Menu」

可能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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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行動介面設計模式圖鑑．第二版

List Menu 導覽模式在 Android 裡的邏輯跟 iOS 類似，不過 Back 
按鈕被稱為 Up 按鈕，傳達出模式的階層式架構，如同 Android 文
件裡所說的：

在應用程式裡，U p  按鈕會根據畫面間的階層關係發揮導覽作

用，舉例來說，假如畫面  A 呈現一個項目列表，選擇一個項目

會到畫面 B（畫面 B 會顯示詳細資訊），然後畫面 B 應該提供返

回畫面 A 的 Up 按鈕，如果是最上層的畫面（也就是應用程式的

首頁），不應該顯示 Up 按鈕。

一個例子是  eBay  應用程式，Up  按鈕是應用程式的圖示加上左箭

頭，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使用者會預期左箭頭和圖示都是可點擊

的。

考慮在階層裡使用 

List Menus，它們也

適合用在項目名稱

長和項目需要說明

的選單，實作導覽

模式時要遵守作業

系統的規範。

圖 1-21

eBay Android 版：左箭

頭是「Up」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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