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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探索應用程式概念

在具備了研究發現（使用者需要、情境、競爭對手分析）後，讀者已經準備好開

始對應用程式概念進行腦力激盪與畫草圖。事實上，讀者可能在最初想要建立

應用程式時就開始畫出概念的草圖。在這個階段，讀者將要在這些最初的概念

上進行擴充，並開始探索其他的概念。

本章一開始先討論如何建立有利於設計的環境以及如何舉行有效的腦力激盪會

議。接著本章將利用剩餘的篇幅討論各種說明及溝通早期探索結果的方式。

此外，本章還包含了 Foodspotting，Not For Tourist和MUSE等應用程式的

案例研究。在此讀者將深入了解這些設計團隊如何利用使用者經驗方法將它們

的應用程式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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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利於設計的環境

在開始前先花些時間建立一個有利於設計的工作環境。如果讀者的辦公室

跟我之前的一樣，那麼圍繞著你的可能是電腦螢幕和高高低低的隔間牆，

好運的話可能有扇窗戶。雖然弄間寢室是有點棘手，但請說服公司提供一

個專用的實體空間給你的專案，像是會議室、一整面大牆（圖 6.1）或休息

室的一個角落。在此空間中，讀者可以張貼代表性人物、競爭對手分析和

進行中的設計。將這些物品放在開放空間中可讓你的團隊大家一起停下來

檢視設計。除了想法會更自由外，合作也會變得更有組織。即使沒有直接

參與設計的同事也可以在設計發展時看到你的工作。如果有的團隊成員距

離很遠，可以在有重大改變時將照片寄給他們，並在之後利用電子版本讓

大家有共識。

圖 6.1  設計人員在 Adaptive Path 2009年四月所舉辦的 Good Design Faster研討會上畫草
圖（感謝攝影師 Sara Summers提供，www.uxarray.com） 

底下是腦力激盪和日常設計所需之補給品的部分採購單：

 ● 白板和相機

考慮可攜式的白板以供即興的腦力激盪使用。因為可攜式的白板可以

在各房間移動，有了它可讓你更有彈性。另外請確認有 iPhone或其

他相機可用，以便拍下白板上的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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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板

用它來展示研究發現及設計。特大的看板可以向販賣辦公用品或美術

用品的商家訂購。

 ● 狠黏大海報（Easel Post-it）

狠黏大海報（20×23）在腦力激盪及畫草圖期間可以更容易地安排各個

項目並留待以後使用。

 ● 素描簿

請試驗不同的尺寸及材質。我有三種不同的尺寸：9×12、6×8和隨身

攜帶的 3×4。你永遠不知道靈感何時會出現！請確認上面沒有線，因

為它們會造成妨礙，不過對於某些目的有格子倒是滿好用的。

 ● 鉛筆及麥克筆

同樣地，我建議嘗試不同的粗細和顏色。如果讀者不想嘗試的話，可

使用 Leah Buley的清單 1做為起點；她是 Adaptive Path的設計師。

 ● 小東西

可重複使用的膠帶、草圖貼紙、圖釘、磁鐵（用於磁性白板）、尺和

大量各種大小、顏色的便利貼等都有用處。便利貼可用來組織概念及

發展資訊階層等。如果讀者想更有創意，可參考 IDEO有名的 Tech 

Box，裡面什麼都有，從智慧型布料到益智玩具都包含在內 2。

 ● 點心

甜點和下午茶在下午的腦力激盪會議中會用得上。至於早上的會議則

可提供早餐。

有效的腦力激盪

要開始應用程式的探索，可考慮舉行個小組腦力激盪會議。雖然腦力激盪

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但這些年來我看過許多嘗試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

不一，可能是時機不好、沒有結構、或是不對的人，但它們都讓團隊有著

相同的想法就是：「真是浪費時間！」。如果一個會議以失敗坐收，團隊

未來將不願意再舉辦會議。為了避免此結果，請嘗試下列一些有關腦力激

盪的建議：

1. Leah Buley, “Our Favorite Tools for Sketching,” www.adaptivepath.com/ideas/essays/
archives/001072.php （April 2009）。

2. IDEO, “Tech Box for IDEO,” www.ideo.com/work/item/tech-box/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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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撥出足夠的時間

最大的錯誤之一是沒有分配足夠的時間進行腦力激盪。如果讀者專注於一

項功能，一個小時可能就夠了，但針對整個產品概念進行腦力激盪時就需

要更多的時間。而且如果會議拖太長，參與者也會沒勁。請考慮挪出二至

三小時出來，中間並有二次 10分鐘的休息。

要建立目標

建立腦力激盪的目標很重要：是針對整體應用程式概念進行腦力激盪或是

專注應用程式的某個特定方面？讀者有意發展全新的想法，還是要建立在

之前的基礎上，或二者皆有？不管決定為何，溝通這些目標將有助設定期

望值並確保大家有共識。

要周延

讀者可以（也應該）自己腦力激盪，但合作會議可能產生新的想法及觀點。

如果讀者是單打獨鬥，請考慮拉入以前的同事或與自己工作上的人脈接頭。

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也就是在公司中工作時，請嘗試在你的團隊中包含

三到八名具不同專業的成員。除了工程、設計和產品管理外，你還可邀請

銷售或客服團隊中的人。

要有議程

當我回想成功的腦力激盪會議時，心中出現的是團隊成員在白板或大型自

黏簡報簿上快速塗塗寫寫的景象。他們因為同事的熱情和房間內的熱烈氣

氛而感到充滿活力。但這是怎麼達到的？雖然成功的腦力激盪在最熱烈時

可能看起來很雜亂，但大多數會議在開始時還是有一定的結構。

在使用者研究後進行腦力激盪時，我通常會將代表性人物及其需要提供給

與會者。如果小組人很多，我們會將三到四人分成一隊並對解決這些需要

的方式進行腦力激盪。舉例來說，在尋找藝文活動的案例中，一小隊針對

在地藝文界人士的解決方案進行腦力激盪，而另一隊則針對遊客暨藝文界

人士的解決方案進行腦力激盪。除了提供問題說明給與會者外，清楚表達

出想得到的結果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腦力激盪的組織者只是尋找重點，但其他人要的則可能是草圖及分鏡腳

本。如果讀者是要草圖（我個人建議這一點），請確認手邊有合適的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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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可啟發靈感的事物

如前所述，讀者會想要分享事前使用者及競爭對手研究的發現，包括改寫

過的產品定義聲明。此外，請考慮提供其他與應用程式有關的物品或經驗

以獲得靈感。這有無限的可能，但讀者只需要決定對你應用程式有用的是

哪些事物即可。

舉例來說，假設讀者正在開發一款照片編輯應用程式。讀者可能要求腦力

激盪的參與者帶自己的照片來。有這些人的照片在附近會讓腦力激盪對他

們更有意義。另外請記住，腦力激盪不一定要在狹小且白板是空白的會議

室開始。如果讀者開發的應用程式是要識別植物，讀者可以帶團隊去郊外

健行，並在野餐區排定一次會議。提供真實世界中實際動手的經驗會讓每

個人更能像使用者一樣地思考。

要立下基本規則

請考慮在腦力激盪前先立下基本規則。Bob Sutton便是因為下列規則而出

名的 3（IDEO有擴充版 4）： 

 ● 不允許批評

批評可能會針對想法本身或其可用性。例如有些成員可能因為某些想

法太難執行便放棄它們。

 ● 鼓勵天馬行空

雖然大家都清楚有些想法是不可能發生的，但這些想法也可能啟發出

其他具創意的方向，所以請保持開放的心胸！

 ● 追求數量

腦力激盪應該要引出愈多想法愈好（圖 6.2）。如果將整個時間花在潤

飾一、二個想法，那許多有前途的想法就不會被發現。此外試著致力

於相異的想法，如果只是調整標籤順序或改變標題將會限制了可能性。

 ● 結合及 /或改善別人的想法

如果有人提出很完整的想法將會是很棒的一件事，但大多數想法都像

原礦一樣，需要進一步地腦力激盪。此外，粗略的想法在結合其他想

法後也可加以改善。在整個腦力激盪的過程中，如果有經驗的引導人

可以找出這些相關性並傳達給小組中其他人將會很有幫助。

3. Robert Sutton, “Brainstorming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bobsutton.typepad.com/
my_weblog/2006/06/brainstorming_i.html（June 2006）。

4. Linda Tischler, “Seven Secrets to Good Brainstorming,” Fast Company（March 2001）, 
www.fastcompany.com/articles/2001/03/kell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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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下想法

在腦力激盪參與者將想法說出來的同時，有的參與者則將想法寫在白板、

大型自黏簡報簿或捲筒紙上，這時引導人應該要控制討論的進行。請記住，

所有的討論都應該列入考慮，所以記錄人員在過程中不應該丟棄任何想法。

有些想法可能在近期內是不可行，但最終有可能變成可行。

圖 6.2  2008年秋季互動設計元年（Interaction Design Pilot Year）在 Danish Design School
和 Copenhagen Institute of Interaction Design舉辦的腦力激盪會議（感謝攝影師 Ujjval 
Panchai提供）

TIP
如果有些團隊成員無法

參加，請他們事前提交

想法，以讓記錄人員在

腦力激盪期間將它們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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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選出有前途的想法

當腦力激盪進行得差不多時，請開始思考下一步：哪些想法應該要繼續？

哪些應該要往後推遲？簡化此過程的一個熱門方式是要求參與者進行投票

以找出最有前途的解決方案 5。將貼紙給參與者，並要求在他們認為公司該

繼續的每個想法旁都貼上貼紙。他們的推薦應該要以事前研究出的使用者

需要及公司目標為基礎。有最多貼紙的想法將優先進一步發展；剩下的則

予以記錄以供未來參考。

將概念畫成草圖

在腦力激盪會議之後，應用程式將會有數個可能的方向，並可能有完成的

草圖。接著讀者應該花些時間擴充這些想法。雖然讀者可能會受誘惑而放

棄你早期的草圖，直接拿 Adobe Fireworks或 OmniGraffle（稍後將會用到）

等工具來使用，但請試著拒絕此誘惑。本節將討論一開始使用手繪草圖的

好處（圖 6.3），並介紹不同的手繪技巧。 

圖 6.3  開發人員 2008年在矽谷的 iPhone研發營畫草圖 
（感謝 George Chen提供） 

5. Joyce Wykoff , “Group Brainstorming: Dot Voting with a Diff erence,” www.
innovationtools.com/Articles/ArticleDetails.asp?a=141 （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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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草圖（sketch）一詞對不同人代表著不同的事情。在本書中我指的是可協助

設計人員仔細考慮想法的練習以及最後可傳達該想法的物品這二者。在這

裡的草圖比較具有底下的特質 6：

 ● 最少的細節

它們可能會排除非核心設計的項目；例如有些應用程式的草圖可能省

略電池及狀態指示器。

 ● 有限的修飾

畫面內容在畫素方面可能不完美，而且品質可能有點「粗糙」。避開

視覺上的處理；重點放在主要的工作、功能和工作流程上。

 ● 模稜兩可

草圖不需要包含全部的使用者經驗或是要完整地想出。模稜兩可的草

圖可以引來別人貢獻他們的觀點並一起合作想出設計。

好處

從手繪草圖開始的好處包括能產生遠大想法（think big），能打破藩籬，及

改善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

想法要遠大

大多數草圖軟體程式的目標（除了像 Balsamiq等低傳真（low-fidelity）的工

具外 7）是協助讀者達到完美。它們包含了尺規（ruler）、輔助線（guide）、

排列界面工具集（alignment widget）及其他的界面工具集以協助此項工作。

但不管意圖是多麼的好，當讀者使用這類的軟體工作時，可能會陷入一直

在追求畫素的模式中。在初期探索階段中，讀者最不用做的事就是花不必

要的時間去潤飾設計。你的時間應該花在整體性思考，去探討整體的概念。

打破藩籬

幾乎所有的熱門草圖軟體程式都有 iPhone設計範本。在建立包含標準控制

項的畫面時，這些範本特別有幫助。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中，讀者的應用程

式將包含標準和自定控制項二者。如果是手繪草圖的話，讀者可以迅速地

增加自訂項目。若使用軟體的範本，可能要花額外的時間尋找完美的圖示

或界面工具集，或結果選到不夠理想的事物。

6. Bill Buxton, Sketching User Experiences （Morgan Kaufmann, 2007）。
7. Balsamiq, www.balsami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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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另一個手繪草圖的好處是合作的品質。Bill Buxton在其「描繪使用者經驗

（Sketching User Experiences）」中曾討論過，草圖是社交的物件。因為它

們顯得完成度較低且對批評較為開放，所以會引起其他人對它們進行評論。

例如若讀者拿著筆記本上的草圖接近同事，很明顯該設計是個還在進行中

的作品。相反地，高度完成的 Adobe Photoshop草圖則可能像是準備好要進

行編碼，即使讀者其實還想要在花上二週對該設計修修改改。同事可能會

不願意建議重大的改變，因為會覺得是種負擔。

但我不會畫圖

考慮到許多人習慣使用軟體來畫圖，要用手畫草圖似乎有點困難。而且看

那些有經驗的設計師畫草圖還滿令人佩服的。他們的草圖雖然在技術上可

說是粗略且意義不清，但仍舊滿漂亮的。不過好看且賞心悅目的草圖雖有

加分作用，但讀者的草圖倒也不須像藝術品一樣，因為它們主要是思考及

合作的工具。如果讀者還是不放心，可以考慮到社區大學上繪畫課，或是

鑽研此科目（並練習 !）8。另一種作法是從臨摹或樣板（圖 6.4）開始，然後

慢慢增加自己設計的元件。一旦讀者找出適合自己的方式，在未來的過程

中就很難離開手繪草圖。如果讀者還是對手繪草圖感到不自在，可僱用素

描藝術家來協助畫出初期的設計概念。

圖 6.4  Design Commission設計的 iPhone樣板工具組 
（感謝 Design Commission提供，www.designcommission.com）9 

8. Dan Roam, Back of the Napkin （Portfolio Hardcover, 2008）。
9. iPhone Stencil Kit, www.designcommission.com/shop/iphone-stenci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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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草圖的訣竅

不管讀者的技術程度如何，在鑽研應用程式的草圖時請考慮以下的訣竅：

 ● 從簡單開始

有太多繪圖工具可用反而可能讓讀者的解決方案或過程變得太複雜。

在開始畫草圖時，考慮將工具限制在黑色簽字筆及沒有線的白紙（圖

6.5）。當對草圖感覺不錯時，再開始加入其他的工具來做加強及陰影

的效果。

 ● 差不多實際大小

雖然流動性及開放性很重要，但在 8×10上產生的 iPhone草圖，以後

要縮回去可能會有困難。話雖這麼說，但將內容精準地塞進 320×480

像素的實際 iPhone尺寸（iPhone 4為 640×960）在初期階段時並無必

要。因此我推薦畫出與實際差不多的大小即可，而索引卡是個不錯的

起點。如果讀者想畫得接近實際大小，可考慮試試市場上一些 iPhone

的筆記本 10。

 

圖 6.5  設計人員在 Adaptive Path 2009年四月所舉辦的 Good Design Faster研討會上畫
iPhone應用程式的草圖（感謝攝影師 Sara Summers提供，www.uxarray.com）

10. 例如 Notepod, http://notepod.net/, and App Sketchbook, http://appsketch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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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慮所有的感官

和其他平台相比，iPhone應用程式有很多感覺可供設計師使用：視

覺、聽覺、觸覺。雖然要讓紙上的草圖發出鈴聲及震動是有點不好處

理，但讀者一開始可以用箭頭來表示撇的動作，另外用註釋來表示聲

音。不要等到以後才再想這些事。

草圖的類型

畫出應用程式概念草圖的方式可說數之不盡。選擇的方式主要是依據應用

程式及設計目標。請確認將這些圖表結合到應用程式的代表性人物和情境，

如同第 4章「分析使用者研究」所討論。本節討論的畫草圖方法包含

 ● 圖表

 ● 海報

 ● 應用程式畫面

 ● 分鏡腳本

 ● 漫畫

概念圖表

從畫面草圖開始好像是很自然的第一步，但有些應用程式卻可能需要更抽

象的方法，也就是概念圖表。在某些情況下，應用程式的複雜度需要用抽

象手法來表現出該想法的精華。其他時候則可能是畫面草圖太有限，它們

無法捕捉所有的人、物件、裝置等等。本節介紹的概念圖表是針對較大系

統中的應用程式、有多項物件的應用程式和有多位使用者的應用程式。

較大系統中的一部份。許多應用程式都是較大系統中的一部份，而該系統

是透過網路、桌上型電腦或甚至印表來提供類似的內容或服務。當設計這

類服務的應用程式時，考慮整個系統及不同元件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概念圖可以提供這類系統的全貌，並可能包含

 ● 元件之間的關聯

 ● 使用者在元件之間所採取的路徑

 ● 元件之間的顯著差異

多項物件。應用程式與電視、印表機和喇叭等各類真實世界物件的互動日

益增加。有些應用程式是將內容「推」給物件，其他的則是提供對物件的

細微控制。例如 Sonos創作了一款 iPhone應用程可讓使用者在整個住宅中

都能控制喇叭，而應用程式 Zipcar則讓使用者可以預約租車、找到汽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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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開車。考慮到這類經驗中有一大部分是發生在裝置外，如果只單單依

賴 iPhone畫面，草圖將會有所不足。請考慮在這些圖表中加入下列項目：

 ● 物件的實際距離（physical proximity）

 ● 物件的方向

 ● 交換的資料

 ● 手勢及回饋的機制

多位使用者。簡訊、社交網路和遊戲的 iPhone應用程式有許多都有多位使

用者參與。並排的畫面設計（例如使用者 A在使用者 B的旁邊）可以說明

使用者之間的基本互動。但當應用程式相對複雜時，從概念圖開始將會有

幫助。請考慮在圖表中加入下列項目： 

 ● 使用者的角色

 ● 使用者的實際距離

 ● 使用者對於其他使用者及其 iPhone的相對方向

 ● 交換的資料（例如訊息）

 ● 引起的經驗（例如調情）

 ● 手勢及回饋的機制

概念海報

概念海報是不用用到設計細節便可說明應用程式願景的強有力方式。在讀

者形成應用程式概念時，它是從利害關係人和預期之使用者身上收集反應

意見的有效工具。在稍後的設計階段中，此海報可放在讀者的戰情室中並

用來指引設計決定。Foodspotting創辦人 Alexa Andrzejewski發展了一套概

念海報範本，其中包括了下列項目：

 ● 應用程式的名稱和標語

標語應該使用幾個字便解釋出讀者的應用程式是什麼。

 ● 賣點

主旨應該要傳達出應用程式所針對的人、要解決的問題及與現有應用

程式有何不同。它可能納入產品定義聲明的內容。

 ● 特性

這是讓讀者應用程式獨特及有趣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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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發

這部分應該要捕捉對讀者應用程式有影響及啟發的事物。這可能包含

在研究中所發現的產品或服務。如果是相對新的概念，參考大家熟悉

的產品會有助傳達你的想法。

 ● 經驗草圖

這些簡單的草圖是表達應用程式將提供的經驗。在創作這些草圖時，

之前的研究和想法形成活動（使用者研究、競爭對手研究、腦力激

盪）將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圖 6.6是 Alexa Andrzejewski為她公司 Foodspotting所創作的概念海報。根

據她的說法，她用來說明如何「發掘新食物」和「建立個人食物護照」的

人物造型雖然簡單，但足以讓人們對這些經驗感到興奮，並產生許多最後

的設計決策。除了和利害關係人分享此概念海報外，Alexa也用此海報從預

期的使用者中引導出反應意見。

圖 6.6  Alexa Andrzejewski所創作的概念海報 
（感謝 foodingsporriing.com創辦人 Alexa Andrzejewski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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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畫面

概念畫面草圖是另一個不用到設計細節便可探索不同方向的有效方式。使

用此方式，設計師可以畫出使用者經驗中的一方面，並用註釋或口語方式

來解釋其他部分。Adaptive Path在發展學習工具 Smart.fm的 iPhone應用程

式概念時，便使用此策略。他們一開始便將重點放在 Smart.fm的獎勵系統

上，也就是使用者衡量其進度的方式，而不是畫出整個使用者經驗的草圖。

例如名為「Your World」的概念是使用季節的變化來象徵進度，另一個名為

「Scratch-off」的則是使用刮刮卡來顯示進度（圖 6.7-6.8）。在這類草圖中

效果不錯的部分包含了手勢、簡單的畫面內容和簡潔的註釋。其他有關這

方面的探索及資訊可上網查詢 11。

畫面草圖也可用來探索某一特定概念的替代互動模式。圖 6.9是說明

Cultured Code如何使用草圖來協助決定其 iPhone應用程式 Things要加入索

引標籤列或列表檢視。該公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草圖集，讀者可在網路上

找到 12。

分鏡腳本

分鏡腳本中包含了一系列依序顯示的插圖或圖像（圖 6.10-6.11）。它們原本

是為了拍電影而創作的，但現在像網路及行動設計等其他互動媒體也都加

以運用。

11. Adaptive Path smart.fm Blog, www.adaptivepath.com/blog/category/smartfm/。
12. “Designing the UI of Th ings for iPhone,” http://culturedcode.com/things/iphone/

makingof/。

圖 6.7  iPhone應用程式 Smart.fm中「Your World」的概
念（感謝 Dane Petersen提供） 

圖 6.8  iPhone應用程式 Smart.fm中「Scratch-off」的概
念（感謝 Dane Peterse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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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針對 iPhone應用程式 Things探索替代的互動模式 
（感謝 Cultured Code提供）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式，其分鏡腳本背後的故事通常是來自事前的使

用者研究。每幅插圖表示了使用者要達到情境目標必須要做的一項動作。

分鏡腳本可以包含表示動作的箭頭或說明，以及註釋。除了傳達概念外，

分鏡腳本也是發現使用者經驗中潛在問題的有效方式。當讀者逐項檢查其

順序時，可能會發現遺漏了更有效率的元件或部分。

圖 6.10  專案管理應用程式的分鏡腳本 
（感謝 Daniel H. Chang提供）

圖 6.11  兒童遊戲應用程式的分鏡腳本 
（感謝 Jaehi Jung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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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以在大本的素描簿（至少 8×12英吋）上創作分鏡腳本。另一個

選項是使用卡內基美隆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 Mark Baskinger所著「畫出

想法：視覺思考的實地考察指南 Drawing Ideas: A Field Guide for Visual 

Thinking」13一書中的分鏡腳本範本。 

漫畫

分鏡腳本傾向將重點放在當使用者與應用程式互動時會在 iPhone上看到的

畫面。相比之下，漫畫可以加入使用者、使用者的環境、畫面和裝置本身。

這種全面的角度對於使用環境會決定使用者經驗的應用程式來說極具價值。

例如若讀者在設計一款擴增實境的 iPhone應用程式，可使用漫畫來捕捉使

用者間的關係、裝置和應用程式中強調的有趣之處。此外，漫畫還可以傳

達使用特定應用程式時所引起的情緒反應像是喜悅、挫折、自由。1415

創作令人看得出的感受及令人信服的角色是許多設計師的一項重要專業。

近年來出現數個可協助設計師創作自己漫畫的網站及工具。例如 Pixton的

網站有主題範本及漫畫元素資料庫，可協助開始創作過程。圖 6.12的例子

是使用 Pixton線上工具所創作的 iPhone應用程式漫畫。另一個方法則是將

照片與草圖及對話結合在一起。不管讀者是選擇用範本、照片或自行創作，

請考慮下列的訣竅：

 ● 從主要情境開始

 ● 使用代表性人物（persona）作為漫畫的人物（即使不在相同的情

境！）

 ● 每個情境包含六到十格左右。 

其他的草圖範例

本節包含幾個其他的草圖範例（圖 6.13-6.14）。在這些草圖中手勢和其探索

性的特質有著特別好的效果。亦即與表現型草圖相比，它們有清楚的「想

法」。「想法」型的草圖外表粗糙；它們探索哪些事是有可能的，其中有

許多問題是沒有解答的。表現型草圖則完成度比較高，也比較少模稜兩可

之處。16

13. Drawing Ideas, www.drawingideasbook.com/。
14. Scott McCloud, Understanding Comics: The Invisible Art（Harper Paperbacks, 1994）。
15. Kevin Cheng, See What I Mean: How to Use Comics to Communicate Ideas（Rosenfeld 

Media, 2009）。
16. Kicker Studio Touchscreen Stencils, www.kickerstudio.com/blog/2008/12/touchscreen-

stencils/。

NOTE
要學習更多有關創作

漫 畫 的 內 容， 請 讀

Scott McCloud 的 經

典「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Comics」 14

或 Kevin 
Cheng 的「See What I 
Mean」15

。

TIP
如果讀者需要人幫忙將

手勢加到草圖時，請嘗

試 由 Rachel Glaves 所
建立的樣板。

16



127將概念畫成草圖

圖 6.12  以 Pixton創作之擴增實境應用程式的漫畫（版權為 Pixton Comics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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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探索個人理財類 iPhone應用程式所用手勢的草圖 
（感謝 Marcin Ignac提供） 

圖 6.14  探索益智類 iPhone應用程式之答案選擇的草圖 
（感謝 Jason de Runa提供） 

常見的問題

當考慮哪種畫草圖的方式適合讀者的應用程式時，可能對草圖要花多少工

夫及它們和其他設計表達方式之間的相關程度會有疑問。本節將回答這些

在內的問題。

如果我的應用程式沒有什麼視覺上的東西可以畫 
該怎麼辦？

某些沉浸式應用程式可能不太適用上述的畫草圖方式。例如用紙筆畫出樂

器的分鏡腳本會少了決定性的元素 ─ 聲音！但也有人說應用程式的其他部

分可受益於視覺表達方式，像是第一次的使用者經驗、設定和教學課程。

畫出這些部分的草圖對各類應用程式絕大多數都有效。另一種情況則是這

些部分與整體應用程式經驗密不可分。這種情況下讀者可能會直接跳到建

立原型（下一章將討論）。

何時該產生流程圖？

流程是 iPhone應用程式設計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部份，但我推薦先從本章

介紹的畫草圖方式開始。等到讀者探索了其他的方向並減少選項後（縮小範

圍將在下一章討論），再進行流程圖。如果一開始就使用流程圖軟體，在需

要擴展出每個可能的結果時，讀者可能反而會將時間耗在解決極端情況。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解決極端情況是很重要，但不是在概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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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設計時間中該花多少在概念發展上？

每個專案都不相同，但試著至少分配整體設計時間的百分之 20在概念探索

上。有了紮實的概念將會讓剩下的設計過程進行得更順利。

總結

概念探索或許是最自由的設計階段，每個人的創意源源不絕，而且現場氣

氛熱烈，還有無限的可能性。不過設計師通常會跳過此過程，並採用最初

的好想法。雖然這也可能會成功，但也可能錯過更周延、更有創意並更具

啟發性事物的風險。

本章討論了如何著手處理此一概念探索上的重要階段。具體而言，我們提

供了腦力激盪的技巧，並檢視了圖表、海報、畫面、分鏡腳本和漫畫等畫

草圖的技巧。當讀者開始探索自己應用程式的概念時，請記住下列項目：

 ● 建立有利於設計的空間會鼓勵日常的合作

 ● 團隊腦力激盪是幫助概念發展開始的有效方式

 ● 手繪草稿可讓人有遠大想法。讀者可專注發展數個創新的解決方案，

而不是只讓一項設計達到完美。

不管讀者選擇哪一種腦力激盪和畫草圖的方式，這項投資都會讓讀者的時

間值回票價。接下來的第 7章「建立應用程式概念的原型」和第 8章「對

應用程式概念進行使用性測試」將討論如何建立應用程式概念的原型並加

以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