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

「在一個充斥著各式各樣電子裝置、感應器、警告器、通知器、震動

器、數據，與數位介面的社會，危機來自於如何不被那些值得，或是不

值得我們關注的千千萬萬的選項所淹沒。設計師與科技人需要仔細判

斷他們對於產品與服務所做的每個決定，不僅是從接受這些產品或服務

的使用者角度思考，而是從其所創造的整體生態系來思考。本書明確回

應了上述議題，並指出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扮演好一個體貼用心的製造者

角色。」

－傑夫．葛德夫，《精實使用者經驗》作者

（Jeff Gothelf, Author, Lean UX）

「御繁於簡，直搗核心。本書完整地描繪出源自 1990年代平靜科技先鋒
威瑟（Weiser）與布朗（Brown）在研討會中開展的平靜科技論述，以及
將此概念連結到現今方興未艾的物聯網以及人與資訊持續不斷互動的世

界。除了提供豐富的實用性建議與紮實的理論基礎，本書還對於設計與

科技在當今無所不在的電腦運算世界中的互動應用與發展，提出以使用

者為中心的批判、評論與省思。」

－安德利亞．瑞斯米尼，資深講師，瑞典 Jönköping大學 
（Andrea Resmini, Senior Lecturer, Jönköping University）

「終於，出現了一套從人的需求出發而非從商業計畫出發的設計原則。

想像在一個世界裡，科技不會打斷、哄騙、或是侵擾我們；而是協助打

造可以讓我們沈澱、參與、甚至呼吸的時間與空間。安柏．凱斯不僅描

繪出這樣的願景，還分享了如何步向這樣的未來世界的途徑。」

－道格拉斯．路許卡夫，《現代衝擊》與《對谷歌公車丟石頭》的作者

（Douglas Rushkoff, Author, Present Shock & Throwing Rocks At The Google Bus）



「安柏．凱斯在《平靜科技》一書提供了可以馬上運用的平靜科技設計

模式，以及背後潛藏的原則。任何人在創造一件用上電腦科技的物件時

（幾乎是所有物件），都應該閱讀此書。」

－喬許．馬里那其，PUBNUB行銷經理 
（Josh Mrinacci, Technical Marketing Manager, PUBNUB）

「這個時代，我們被永遠處在開機狀態的裝置所圍繞。它們閃爍、嗶嗶

作響、震動、互相推擠想爭取我們的注意力。安柏．凱斯這本關於平靜

設計信念的專門著作，來得恰是時候。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依賴

科技，設計師、產品經理，與創業家若能仔細觀察設計是如何影響客戶

的情感與福祉，並學習如何設計平靜與放鬆的經驗，而非讓人焦慮與惱

怒的經驗，將能做出好的產品。」

－克莉絲汀．庫朗麗許，產品副理，7cups.com， 
《設計社會介面》（第二版）的共同作者 

（Christian Crumlish, VP Product, 7cups.com & coauthor,  
Designing Social Interfaces, Second Edition）

「我愛這本書。我們往往太常以科技主導的方式來探討產品。但這本書

是卻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從提出具有洞見的準則開始，逐步探討特定的

設計模式，更提供練習案例幫助落實概念。這本書創造了一個我們將來

會用在產品設計中的新詞彙。」

－史考特．詹森，谷歌產品策略部 
（Scott Jenson, Product Strategy,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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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我在 2005 年首次遇見馬克·威瑟（Mark Weiser）與約翰·悉立·布朗
（John Seely Brown）所發表的「設計平靜科技」文章。當時我唸大二，
雖然對於科技這門學問懷抱著熱情，課業與研究的重心卻主要放在人類

學上。一直要到後來才知道這兩門學問其實彼此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那

時我剛開始發掘與理解人類的行為對於科技的設計是多麼地重要，特別

是我們跟裝置彼此溝通的方式。

手機在 2005年剛進入科技的版圖不久，已將曾風光一時的行動對講機
（walkie-talkie）轉換成一台全功能的小型電腦，並面臨了人機介面設
計的新挑戰：如何強化手機的使用介面，使其能順利參與我們的日常生

活。威瑟與布朗當初發表的論文啟發我最終決定以手機為論文題目，探

討其對於人類文化的衝擊。在研究過程中，我偶然發現這篇九零年代中

期，鮮為人知卻又極具開創性的文章：「設計平靜科技」。全錄的帕羅奧

圖研究中心（Xerox PARC）集結了來自各種背景的科技專業人士與人類
學家，花了許多年致力於理解科技對於人類行為與福祉的影響。

全錄這批研究員最主要關切的議題是如何對於未來充斥在生活周遭的各

式小型裝置提出最佳的科技設計方案。我體悟到平靜科技這個主題所引

領的設計方向不僅是針對未來網路發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發

展的方向。這個主題值得投入比當初所引發的迴響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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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P-1

全錄 PARC電腦科技實驗室（CSL），約攝於 1980年代。早期的網路先鋒與實驗室
主持人泰勒（Bob Taylor）與實驗室的學生們坐在懶骨頭上進行非正式的會議。*

威瑟與布朗至少領先於他們的年代十年。他們如此超前，導致在這個最

需要這些成果的年代，卻面臨被遺忘的危機。「普適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是威瑟的思想結晶。他與布朗在 1995年全錄 PARC發表的
文章中，首度介紹了「平靜科技」的概念。這個詞彙目前仍是最常用來

說明相關概念的字眼，然而也可用「平靜互動」、甚至簡單的「平靜設

計」等詞彙來更精準地指稱。

我們這個年代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他們的概念架構、他們的建議，與他

們的研究。否則我們將逐漸面臨失去人類主體動力（human agency）、安
全，與隱私的問題，遑論頻寬的危機。沒有人希望未來我們必須持續更

新那些從來不被使用的應用程式（apps），或是一直停下來等待某個小硬
體或軟體執行自我修復。威瑟曾說過，我們無法以使用桌上型電腦相同

的方式來與我們未來的科技互動。而現在即是未來。

* 影像來源與所有權人：PARC Research。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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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時候，我們才剛開始看到行動裝置在我們周遭普及。但在八
零與九零年代，威瑟與布朗早已預見未來會充滿像現在生活中的裝置，

這些我們正在使用的電視、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一系列他們稱

為「薄片、平板、板子」（pads, tabs, and boards）的裝置。隨著時間推
移，我才了解他們的洞見對於這個越來越以科技為媒介的世界是多麼切

中核心。

我當初對於手機、社會暗示（social cues），與介面設計的研究快速地發
展成我在使用者經驗與互動設計領域的事業。我終於理解大部分的科技

其實是在妨礙人們真正的生活而非共同生活。我們被一些耗費大量運算

資源，在電池續航力有限的智慧手機上運作的程式困住。在未來世代的

小型裝置要如何克服這些問題？我們似乎被迫隨時準備好回應那些令人

焦慮、應接不暇、不停發出訊息提示音的各種裝置。

未來十年將會出現許多既令人挫折又複雜的的連網裝置。雖然有許多人

正在討論令人興奮的嶄新未來裝置，我們卻尚未解決目前科技帶給我們

的問題。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若無法幫助我們聯結至真正的
問題解決方案，這個概念便成為謬論。物聯網不應只是一個有趣的居家

科技，它必須發揮用處。要讓物聯網的時代成功，必須採用非常簡單的

科技與低限的界面。我相信未來的物聯網必定會由平靜科技主導，也就

是優雅的、人性的、不擾人的科技。

本書提供了一些有助於開發下一代裝置的原則。我們需要具備新的工具

與願景來讓物聯網為我們服務，而非妨礙我們。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

願景源自於數十年前一個對於未來充滿遠見的團隊。我撰寫平靜科技一

書是為了將他們的概念引介到這個世代，讓眾人得以看見並從中學習，

免於重複這些辛勞的腦力工作。

同時我將擴展威瑟與布朗的想法以反映產業發展的現況。從歷史的觀點

切入的好處是，讓我們能觀察過去科技究竟是如何發展的，作為將這些

思想家的概念逐步落實的參考。在他們的年代，智慧型手機、現代網路

通訊，與便宜的感應器僅停留在理論概念，但他們仍成功地建構出一個

有這些裝置存在的未來世界雛形。

我們可以從這些思想家的概念架構中獲益良多，特別是透過學習他們如

何勾勒出一個數十年後的未來世界輪廓。某方面來說，他們因為沒有被

當時的現況蒙蔽，故能清楚地描繪未來的可能樣貌。他們能站在一個超

越時間的立場去思考科技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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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擾人的科技」的概念並不新。遠溯自百年前，人們就已學會運用並

創造了第一項平靜科技－電力。我們周遭佈滿了電力，它靜靜地在背景

運作而不會主動索求我們的關注。

一個理想的應用程式或科技會隱身在其功能背後。它在為我們所用時並

不佔據我們額外的注意力。與電力不同，現今的許多科技會無預警地壞

掉、或在狀態通知與軟體更新時打擾我們、將我們帶離工作的狀態與目

標。科技往往與我們站在不同陣線，甚至對立陣線。

雖然我們或許認為科技是冰冷且非人性的，從其非我族類的特性可證，

科技的本質卻源自於人性。我們其實是以延伸自我的角度來設計科技。

現在是我們為了下一世代，開始與科技建立和諧關係的時候了。

誰該閱讀此書

若你是一個常需要使用、設計、或作與科技相關決策的人，建議你閱讀

此書。特別是在你作為一位使用者經驗設計師、產品經理、工程師、或

經營管理者時，此書與你習習相關。倘若你已經厭倦了使用糟糕的資訊

系統，你肯定需要此書來幫助你設計更好的系統。

這是一本讓我們著眼於如何為未來的五百億件裝置做設計的書。它提出

了一些還沒被充分探討的問題，而我相信很快地這些問題將會浮現在每

個人的腦海中。例如「我們如何創造科技使其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會索

求我們的關注？」「我們要如何達成兼顧隱私權、頻寬限制，與電池續

航力的設計？」「我們要如何順利地將產品導入市場，同時在其生命週期

的每一階段都呈現聰明的設計？」最後，「如何設計出大家都會喜愛的

科技？」「怎麼讓科技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非讓我們從生活中分

心？」「我們可以設計出可用好幾個世代而非好幾季的科技嗎？」

聽說即將會有通知我們何時該去超市買蛋的冰箱，與聰明的貼紙告訴我

們上個禮拜買的香蕉快要不行了。但其實我們並不需要電腦來告訴冰箱

裡的哪些食物看起來欠佳，因為香蕉本身就是一項自然科技演化的美

麗成果，你從外觀就可以辨識出是否已過了保鮮期。當我在店裡買東西

時，若能接收到提示通知家裡的牛奶沒了，這是蠻有價值的應用。但科

技不能僅在一切條件都妥當完美的情況下才發揮作用，如同現有的開發

廠商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那般，或是在一個時時需要被關注的裝置上，才

可有效率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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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運作不良的物件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瑣碎而不連貫。它們會妨礙我

們完成想做的事。我們談論的「智慧手錶」，允許簡訊、狀態更新提示、

和電子郵件等訊息，出現在手腕上持續打擾我們的生活。

這一類科技會將你帶離真正的生活。它打斷生活，且常常是以那些你不

需要的資訊來打擾你，因為預設值就是這麼設定的。

我們總是看到一些缺乏整合的系統：例如每次在更新手機作業程式時，

或搬到新的租屋處操作家電上的陌生按鍵的時候。另一方面，整合順利

的系統能提供我們需要的資料，並以不煩人的方式增加運作效能。我們

必須讓科技強化我們的人性，並保留人類選擇的權力。

謝謝你閱讀此書！我希望它能幫助你建立對於未來連網物件的思考架

構，並提供打造未來裝置或是修改現有裝置的參考。

若你想瞭解更多，或是想對這個知識社群有所貢獻，請上 http://calmtech.

com 與推文到 Twitter： @calmtechbook或 @caseorganic 。你也可以在歐萊

禮（O’Reilly）網站上找到關於平靜科技的工作坊影片：htp：//bit.ly/calm-

techvideo。除此之外，你可以在 http://calmtech.com/exercises上找到最新的練

習案例。若想跟我聯繫，請寫信到 case@caseorganic.com 。

本書的組成架構

本書由六個章節所組成：

第一章　為下一世代的五百億件裝置做設計

本章審視從 1950年代一直到現今的普適運算年代，各種電子裝置的
快速成長過程。五十億件裝置對於人類的注意力、網路頻寬，與電

池續航力的意義為何？這些裝置構成的社會網路對於人類主體動力

（human agency）可能會引發什麼危機？以及我們能如何以平靜設計
解決這些問題？

第二章　平靜科技的原則

本章概要描述了一些設計平靜科技的準則。涵蓋的概念包含有限的注

意力頻寬、將資訊壓縮至我們的外圍感官、以耗費最少心力的方式設

計科技等等。本章描述了以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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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需索求最低限的人類注意力

2. 科技需傳達與創造平靜

3. 科技需善用外圍傳達形式

4. 科技需強化最佳的科技特性與最佳的人性

5. 科技必須能溝通，但不一定要說話

6. 科技需在出問題時也能運作

7. 恰當的科技是解決問題所需的最少科技

8. 科技需尊重社會常規

第三章　平靜科技溝通模式

在此我們會探討一些平靜科技案例，並依照獲取我們的注意力的方式

來分類。本章會先討論一些如燈號與聲音的簡單狀態指示，接著會檢

視更複雜、系統性的指示模式，像是說服迴圈與適境提示。以下是一

些我們會討論到的主題：

• 視覺狀態指示

• 狀態音調

• 觸感提示

• 狀態喊叫

• 周遭覺知

• 適境提示

• 說服科技

第四章　平靜科技案例練習

本章讓你有機會練習上一章所學到的原則，以一系列常見的生活物件

作為練習案例：

• 習題一：更平靜的鬧鐘

• 習題二：開始一天的鐘

• 習題三：可用一年的電池

• 習題四：一個更平靜的廚房

• 習題五：讓人吃得更健康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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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題六：使用周遭覺知

• 習題七：使用觸覺回饋

第五章　在機構中實踐平靜科技

本章探討如何將平靜科技的概念整合進組織裡，包含對於隱私權與安

全性的考量。並提供如何避免產品推出失敗、如何組成與測試團隊，

以及如何將產品成功導入日常生活的策略。

第六章　平靜科技的歷史與未來

此最終章節會更仔細地說明平靜科技與普適運算在全錄 PARC的源
起。包含全錄 PARC研究員的哲學理念，以及他們早期所做的研究如
何影響其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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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靜科技的原則

最深奧的科技是那些隱藏的科技。它們將自己織入生活的千絲萬縷

中直到幻化成其中的一分子。

書寫，或許可以算作是最早的資訊科技⋯，不僅是書本、雜誌，與

報紙，那些馬路上的標誌、招牌、看板、甚至街頭塗鴉也都傳遞了被

書寫下來的訊息。糖果包裝也滿佈著文字。

以上這些「文字科技」的產品恆常在生活中出現，成為某種不需要

我們主動關注的背景。但如果我們想要獲取資訊，只要看一眼就可

以得到。

⋯我們嘗試構思出新的電腦形式，以人類自然的生活方式為思考主

軸，並讓電腦本身消失在背景裡。

馬克 •威瑟，《21世紀的電腦》 
Mark Weiser,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我們有限的注意力頻寬

本章將敘述設計平靜科技的原則，以及這些原則如何運作以節約並尊重

人類的注意力。若只能選一項攸關新科技發展的根本事實，那會是：縱

使索求我們注意力的提示訊息越來越多，我們的注意力是不會改變的。

馬克 •威瑟把「書寫」視為理想資訊科技的例子。想像我們正進行「書寫

互動」，就可以知道其所需的注意力與現有科技是一樣的。



16 | 平靜科技－不擾人的設計原則與模式

今日我們在生活中的每個面向幾乎都面臨資訊過量的狀況。資料已經從

我們工作中，包含在家裡或車內，不時要去檢視的資訊，變成長駐在錢

包與口袋中的居民。我們的社交生活、房屋與視聽設備、筆電，以及手

機，持續地對我們進行資訊轟炸。

它們總是想從我們身上獲得更多的注意力，但我們的注意力已經被所擁

有的裝置佔滿了。事實是：我們善待科技，科技卻不善待我們。本書攸

關改善人類與科技的關係、省下上千小時開發時數、無數次設計變更，

與上百萬元產品損失的一本書。其目的是作為設計實體與虛擬物件的參

考。我們需要將這些裝置隱身到環境中，使我們在生活中能更順利流暢

地使用科技。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朝向低限與簡單化的設計努力：低限科技代表低限的

技術支援。但並不代表低限的開發時間！而是代表設計師必須仔細檢驗

過去曾發生過的「極端案例」與「日常狀況」，以便在產品上市前就預先

瞭解可能出錯的地方，並且把這些潛在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首次推出前就

設計好。

如果說好設計能減少使用者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所需的步驟，平靜科技

則是讓使用者能花最少的心力來達成目標。以下是設計科技產品時所需

考量的準則：

 1. 科技需索求最低限的人類注意力

 2. 科技需傳達與創造平靜

 3. 科技需善用外圍傳達形式

 4. 科技需強化最佳的科技特性與最佳的人性

 5. 科技必須能溝通，但不一定要說話

 6. 科技需在出問題時也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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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恰當的科技是解決問題所需的最少科技

 8. 科技需尊重社會常規

在本章，我們會以抽象的方式闡述設計的原則。在下一章，會進入到應

用這些原則進行的科技設計案例。我們必須學習如何以長遠的眼光來做

設計，也就是以小型的程式碼來取代大型的程式碼，重視簡單系統的價

值而非複雜的系統。以及為了未來許多世代作設計，而非為了接下來的

幾季而作設計。

平靜科技的原則

這些平靜科技的原則並非速成與死板的規則。你會發現有些原則適用於

某些你正在發展的產品或服務，而有些根本不適用。例如火災警報系統

啟動時（當真的火災發生時），你需要百分之百專注。並非所有科技計畫

都會用到這八項原則，可能其中 1~4項沒有用到，只用到 5~8項。但當
我們逐漸接觸到未來的新環境與極端案例時，在許多無法預期的裝置之

間互連的狀況下，將會有越來越多產品從這些原則中獲益。尤其在進行

一些初期設計決策時，若心中存有這些概念，會大幅減少產品在初次上

市時可能遭遇到的使用性問題。

1.科技需索求最低限的人類注意力
如我們已經探討過的，注意力過載是目前科技面臨的最大單一瓶頸，也

讓平靜科技的立論獲得強力的基礎。當你需要付出更多的注意力時，能

實際完成的事情就會變少，而在互動中產生的壓力就會越多。

理想上，科技應讓我們可以迅速轉移注意力，獲取需要的資訊，然後再

轉移回來，使我們能在環境中兼顧更多的任務而不會負荷過度。在建構

科技時，我們應盡量在傳遞訊息給使用者時，避免讓他們從主要目標中

轉移，使其分心或打斷正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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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坐在一台工作站主機前，專注的對象僅限那台擺在你面前的機器，

別無其他。然而像這樣的科技互動模式僅適用於專注想完成工作的少數

族群，對我們大部分人目前生活的方式：大量平行、移動式、多平台的

科技環境來說，是糟糕的模式。

今日有太多的行動科技索求我們的注意力，多到實際上不可能真地與每

件裝置以桌機的互動模式來處理每件事。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因為大部

分運用這些科技來完成的任務也不需要全神貫注。即使需要，也不會太

久。為了查看電子郵件，你在電腦前坐下來，開機，打開收信軟體，進

收件匣看看誰寄了信來，這一切在 1999年是很合理的。以現代的眼光來
看，此舉的必要性就像是邀請某人，約在一個專屬的聊天房間，好好坐

下，就只是為了說聲「嗨！」。

至今，注意力尚未成為設計的普遍考量要素。因為在桌機的年代，注意

力並非是一項十分緊要的議題，而我們的人機互動概念多少還停留在那

個年代。現在的科技，在某個程度上來說還是有許多以設計桌機的方式

來作設計。它強迫你將所有心神都放在它身上，唯有如此你才能獲得任

何有用的資訊。跟烤箱或是茶壺不同的是，它以螢幕上的視覺資訊作為

唯一的回饋，而非輔以音調或其他聲響提示，因此讓使用者無法同時做

許多件事。我們可以先預熱烤箱，然後走開做別的事情，這樣的情境被

視為理所當然。然而想像你必須從頭到尾盯著烤箱看！

即使在過去數十年來科技已有長足的進步，許多連網科技仍無法一拿出

包裝盒就可以「直接運作」。首先你必須將它連上網路或進行藍芽配對。

在其開始運作前，往往就需要進行更新。接著是幾乎無止盡的更新，每

次都會打斷你正在進行的任務，要求提供某項資訊。且常常不經過你的

同意或不論你是否具有操作的知識，就擅自更改使用者介面，強迫你重

新學習應用程式的操作。

蘋果 MacBook的筆記型電腦不需提供額外的介面告訴你它正在充電。你
當然可以打開電腦查看螢幕上的充電顯示，但其充電顯示已經內建在充

電電線的燈號上（見圖 2-1）。此例中，螢幕上的視覺顯示為次要的資訊
系統（首要為指示燈號）。你當然可以從螢幕上獲取更多的資訊，但單一

最重要的相關、有用的資訊只需看一眼就可獲知。仔細在設計的過程中

思考完全不使用介面或是螢幕，而是以實體按鍵或燈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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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MacBook筆電電源線上的指示燈號在插電時會呈現綠燈，充電時會呈現橘燈。

攝影機使用一顆很小的燈號來顯示是否在錄影。燈號平時不會亮，只有

在錄影時才會亮起，讓拍攝者與被攝者知道正在錄影。而 Google眼鏡
（Google Glass）並沒有像這樣的燈號來降低人們對科技的戒心。當不確
定科技是否在運作時，特別是當它正在紀錄某種訊息時，人們通常傾向

認為科技正在運作。

燈號並非是可以運用的唯一提示形式。下一章我們會探討一系列不同的

提示形式，但先想一下聲音。有時蜂鳴短音或平靜的音調比視覺提示更

適切。想想你的科技產品可能會在什麼樣的的環境中使用。環境是否吵

雜？擁擠？使用者是否無法用「看」的來接收訊息？考慮以震動的形式

提醒使用者，特別是當訊息與旁人無關時。如此即使在吵雜的環境中也

很容易感受到震動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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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若此裝置是用在一個很安靜的環境裡，可採溫和的提示音來傳

遞狀態訊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打擾。且可善用安靜的條件來恰當地傳

遞訊息。此類提醒適合用在家中的洗衣機或烘乾機上。聲音剛好夠大以

讓處在不同空間裡的使用者可以隱約聽到，又不至於破壞家中平靜的 
氣氛。

2.科技需傳達與創造平靜
你是否曾納悶有些事到底是否正在進行？你離旅程目標距離還有多遠？

烤箱正在預熱還是沒有？比賽中某隊是否又得分了？平靜科技可用一種

毫不唐突的資訊提供方式解答此類問題。

別只是想著：「看著我，我需要你的注意力。」而是「任務完成」，「這個

人在此」、「這個人正在路上」、甚至是「你的優步（Uber）服務車輛快
抵達了」。科技可以藉由提供明確的系統正常運作資訊，來讓我們感到

心情平靜。此平靜的感覺來自於知道你將會在恰當的時機收到準確的訊

息，告知下一步要採取的行動。

上例的優步叫車服務特別適用此項原則，因為它將車輛何時會抵達的不

確定性去除了。你打了電話，把電話放進口袋，暫時忘了叫車的事。它

的應用軟體會以簡短的提示音告知你車快到了。類似的狀況也可用在亞

馬遜（Amazon）的服務，它會在包裹送到時以簡訊通知你：「你的包裹
到了」，讓你知道可以回家取件、或回家後注意一下包裹、或打開家門去

拿包裹。

事實上，大部分從裝置發出的資訊都可以平靜的方式呈現。這其實是設

計優劣的問題。不信嗎？想想看你可以省去多少無謂的焦慮，只要有明

確的資訊告知你一切都運作正常，所以你不需要擔任何心。直到系統需

要你的下一步指示時，才會通知你。

思考一下生活中有多少事在你的不知不覺中發生？轉開水龍頭就有水流

出、打開開關燈就亮了、從綠燈指示知道你的朋友在 Skype或 Google 
Chat上線了（見圖 2-2）。這些科技都相當「平靜」，因為它們已經與我
們一同生活了一段時間，演化出最小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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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線上通訊軟體的狀態指示：上線、離開、離線。

一個刺耳的提示訊息會將你扯離正在進行的任務，迫使你專注在一件新

的事情上。但在特殊狀況下，例如火警或是龍捲風警報，則必須讓你感

到不安。它們是設計來改變你的生活節奏的：讓你可以快速逃離大樓。

它們打斷生活的目的是為了救命。

在設計一個提示訊息前，思考一下你的使用者會在哪裡使用這個產品或

服務。環境在這個產品或服務中產生什麼影響？環境是安靜還是吵雜？

公共還是私人空間？

接著你就可以推敲科技該如何溝通。有哪些提示使用者的方法，不會將

他們從主要關注的事物中挪開？也可以想想若主要的提示形式失效時該

如何？是否需要設計備用提示形式？

以上所有的考量都是身為設計師的任務。若好好設計，可減輕使用者的

任務負擔，這也是平靜科技的目的。

3.科技需善用外圍傳達形式
平靜科技同時運用使用者的核心與外圍注意力。事實上，它是在兩

者之間移轉。

馬克 •威瑟與約翰 •悉立 •布朗，「即將來臨的平靜科技時代」 
Mark Weiser and John Seely Brown, “The Coming Age of Calm Technology”

一個平靜的經驗是當你在進行主要任務時，提示訊息會出現在外圍環

境。例如開車時，儀表板上的油燈亮起，提醒你準備加油。或是發出訊

息，提醒你太靠近馬路邊。此類訊息提示會強化或輔助主要任務（此例

為開車），並讓你在做別的事情時感到平靜。平靜經驗並不需要你投入全

副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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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注意力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我們無法同時關注太多不同的事情。我

們具有對於正前方的絕佳感知能力，與視野相當，而此感知力的精確度

會自中心向外圍遞減。然而，在正前方的可視範圍之外，我們還可以聽

見聲音，看見形狀，感受到物體的存在。我們正前方的專注區域受限於

視野，有時還限縮到伸手之遙。但我們的感知頻譜其實是相當寬廣與多

層次的，不須受限於視覺感知力。

事實上，我們需要從科技上取得的資訊，大部分不需有太高的解析度。

當科技強迫某項原本低解析度的資訊「升級」到高解析度時，僅是在浪

費你的時間、注意力，與耐心。這就是為什麼在建構某項科技時，需審

慎思考狀態更新訊息，該以高解析度還是低解析度傳達給使用者。它需

要使用者全部的注意力嗎？還是可以用低解析度的形式傳遞訊息？

「駕駛行為」正是應用此原則的主要範例。數十年來，我們已將汽車駕

駛空間演化成一個複雜、多重感官溝通、且大部分為外圍介面的環境。

汽車喇叭是聲音的資訊。我們可以感受到車輛前進，使用腳踩油門與煞

車，而不需用到眼睛。

我們看著交通號誌轉紅或轉綠，或是注意到馬路上「停車再開」與其他

交通標誌，因為它們是道路上的行車指示，故需要我們的注意力。但我

們同時也可以感知周圍車子的位置。後照鏡可以輔助我們以餘光看到旁

邊與後面的車子，對相關的資訊有所感知，而不用停下主要的任務，也

就是看著前方好好開車。

引擎相關燈號只有在需要告知某些資訊時才會亮起，而不會一直亮著。

我們可以憑感覺打左轉或右轉燈，或打開音響。藉由運用碰觸、聲音、

視線餘光，可讓我們空出視覺感官，專注於前方的路況，而運用外圍感

官來完成次要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