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在二十一世紀會發生的最困難與最有趣的問題，無法僅仰賴應用程

式解決。軟體或許正在一口一口吃掉這個世界，但實際咀嚼的嘴還是

硬體。現今世界中，數位與實體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更多使用者

經驗（UX）設計師將需要跳出平面螢幕外來思考與工作。本書將互

動設計與工業設計之間的連結寫成明確、思慮周詳的文字，輔以鮮明

的案例。即使你（還）沒有從事硬體設計，本書從數十年來實體產品

擷取出的不會過時的洞見與原則，絕對能讓你的設計更上一層樓。帶

這本書回家吧！」

── 丹．薩弗（Dan Saffer）， 
《微互動》（Microinteractions）作者

「工業設計（ID）是設計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專業，其對於使用者經驗

設計的影響往往被低估、甚至被誤解。當電腦運算越來越普及，物聯

網（IoT）成為使用者經驗（UX）設計的主要背景環境，對所有 UX

設計師而言，熟悉工業設計的原則、將之納入實務工作、理解其核心

概念，並與工業設計師團隊一起合作變得越來越重要。本書由兩位在

雙方領域都有多年經驗的作者執筆，是關於 ID與 UX之間交互關係

的一本可讀性極高的好書。」

── 麥可．庫尼亞斯基（Mike Kuniavsky）， 
《智慧物件》（Smart Things）作者



「這本精彩的書介紹了許多深入詳實的設計案例，代表了互動設計領

域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進程。書中列舉的設計原則極為實用。本書

是現今從事傳達設計、工業設計、互動設計、與系統設計的設計師們

書架上不可或缺的一本書。」

── 茱蒂．弗麗茲（Jodi Forlizzi）， 
卡內基美隆大學人機互動教授（Professor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傑出的產品設計需要考慮的因素遠超越功能性與使用性。其它因素

還包括情感、材料、愉悅、可生產性、永續性等等，在此僅列舉一

些。本書是一本設計之旅，帶領讀者透過不同角度來思考那些往往被

忽略、但卻對於創造絕佳的產品至關重要的設計觀點。

特別是對物聯網而言，數位與實體的產品使用經驗彼此相互交融。這

是所有開發涉及實體接觸點之產品的設計師、開發者、與創業家必讀

的一本書。

本書並扮演了另一個重要的角色：連結那些往往分別在數位與實體設

計領域工作的設計者，促使彼此相互理解並更深入地合作。」

── 馬汀．查利爾（Martin Charlier）， 
《設計互連的產品》（Designing Connected Products）一書的共同作者

「任何想要瞭解工業設計的歷史、角色、與責任的互動設計師或使用

者經驗專家必讀的一本書。」

── 湯姆．麥卡菲（Tom Metcalfe）， 
設計師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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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言

過去一世紀以來，工業設計這門對於理解如何為人們設計實體產品的

專業，已有長足的進步與益發深刻的理解。而最近，當電腦運算與

網路連結的應用領域超出螢幕之外，互動設計師與使用者經驗（UX）

專家也逐漸需要處理實體世界的設計議題。智慧產品、連網裝置、物

聯網等等，描述了一種新的、含括實體與數位產品的分類。因而，不

同的設計專業也必須步出原有的象牙塔，走向可相互加乘的重疊領

域。對於那些一直以來把專業建立在細膩的螢幕介面互動的設計師

們，剛開始接觸含實體元件的更廣闊使用者經驗時可能會不知從何下

手。雖然這是一個相對新的環境脈絡，但我們可以從工業設計領域的

發展歷史與設計原則中學習。科技演化的速度很快，但那些讓產品深

受喜愛的特質原則是不變的。

在過去，要清楚界定硬體與軟體是很容易的。當兩者之間的界線逐漸

模糊時，工業設計師與互動設計師必須結合彼此的專業、互相學習。

在 1990年代，網路的興起促使設計師在全新的媒介上建立新的使用

模式。本世紀也需要類似的典範應用，從多元專業訓練中擷取出相應

的專業知識，整合成一套完整的應用模式。要將實體與數位的經驗交

織成一個統一、一致的整體，需要不同型態的設計師從原有專業中擴

展出來、彼此學習。工業設計師需要對複雜系統、遠端互動、隱私權

考量、以及資訊輸入與輸出對應關係的多元可能性，具備嶄新的敏銳

度。互動設計師也必須張開雙臂迎接實體與空間的可能性，考慮到整

個人體，以及思考較不依賴螢幕的新互動型態。



｜深入理解工業設計x

本書的目標並非想讓所有的互動設計師成為工業設計師，或是反過

來。而是從雙方的專業領域中找出重疊的知能，攜手尋求在此實體與

虛擬的傳統分野越來越模糊的世界中，適切處理各種議題的方法。為

了達成有效的合作與專業加乘，彼此需要尊重與理解對方的專業。

由於使用者經驗社群是由非常多元背景的專業人士組成，往往缺乏專

精於工業設計領域的人士。為了橋接兩者，本書列舉許多實際案例，

組織成七個設計原則，從工業設計實務的角度來描述設計的過程、產

品、與觀點。經由這些案例探討，互動設計師與使用者經驗專家可以

從中獲得相關知識與啟發，理解如何在螢幕之外的實體世界中進行操

作、規劃、與評估的實務工作。

誰適合閱讀此書？

本書的主要讀者，是那些已經進入實體與數位世界重疊領域的互動設

計師與使用者經驗專家，或是預期未來在實務工作上可能會與工業設

計進行越來越多合作與整合的上述人員。此書是為了那些心思縝密、

想從實際案例中學習、以及將案例描述的設計切入點與自身觀點結合

的設計工作者所著。我們期待讀者以開放的態度閱讀，從中發掘不同

領域之間連結的潛能，避免劃地自限。本書的案例主要源自工業設

計，但讀者可從更寬廣的使用者經驗觀點來思考這些案例。

對那些以螢幕介面設計為主的設計師，本書描述的原則仍能提供一些

新的觀點與做設計的方式。有時從工業設計觀點出發的案例，具有將

相關設計原則直接應用在螢幕互動操作的潛能。但直接將實體設計解

決方案應用在螢幕互動設計上，並非本書的主要目的。

修習工業設計的學生會從本書找到具啟發性的概念出發點，可應用在

某一設計案、及更進一步的原則探討上。但也應該同時從其它文本

中，學習對此專業具指導性、或是教授「如何做」的設計知識。

最後，任何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工業設計的人將領會本書的價值。我們

預設本書讀者對設計專業已有一般性的理解，但不預期或要求讀者具

備某個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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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內容架構

一開始，本書在導論章節中先介紹工業設計與互動設計的歷史。接下

來的每一章都各自聚焦不同的設計原則。這些原則與主題透過一些從

工業設計歷史與實務經驗而來的案例進行深入探討，再輔以其他從螢

幕為主的產品、廣告、經濟、以及學術等領域參考的相關案例。你可

以自由閱讀這些主題章節，不拘順序。特別是當你在進行一個新案子

時，可以重溫本書，選取某些特定的原則來讀取。而在最後一章，總

結要如何因應不斷演化的設計專業版圖，以在學術與企業環境中進行

改變的相關論述與要點。

第一章　工業設計與互動設計簡史

本書首先介紹工業設計與互動設計的歷史，並特別說明兩者共享

的背景脈絡以及彼此的歧異處。我們會描述設計如何在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時期開始成為一項專業，以及如何藉由商

業、人類、科技、脈絡、行為等所產生的需求與可能性，逐漸成形並

趨於成熟。接著會以 20世紀末期的電腦運算與資訊革命為背景，探

討互動設計如何從工業設計的領域中獨立出來，自成一項專業，而智

慧型手機和連網裝置又如何讓工業設計與互動設計再次結合。

第二章　感知

本書列舉的第一項設計原則：感知，會專注在感官的知覺上。說明如

何透過設計賦予實體物件更多、更豐富的接觸人們的方式。除了那些

常應用在以螢幕為主的設計上的聲音與影像之外，我們也同時探索如

何結合色彩、材質、與表面處理等方式來創造豐富奢華、多元感知的

經驗。我們將說明如何透過實體介面來呈現資訊與狀態，而不需仰賴

螢幕，並討論運用一些新銳的設計手法來強化味覺與嗅覺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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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簡約

「簡約」常常與「極簡」混淆，但真正的簡約並非從簡化要素而來，

而是源於設計自身與設計目標彼此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整體對應關

係。本章將檢視一些簡約的產品，並解析是哪些要素讓這些產品擁有

以上所述的難以捉摸的特質。有些設計師透過巧妙的手法，加入細微

的更動，將一些普遍的制式造型轉化成某種符合簡約概念的作品。而

有些則利用產品的實體特徵作為簡化複雜的手段。我們會列舉一些案

例，如看似複雜實則用起來簡單的產品，以及藉由科技創新，創造出

幾乎可視為神奇的簡約作品。

第四章　耐久

隨著科技創新的腳步不斷加速，創造長壽的產品比之前更為困難。本

章將討論設計更為耐久的產品的各種策略，從如何讓產品更經得起磨

損，到壽命不斷延續的經典設計。有些案例是針對單一個體的需求量

身打造，而有些會隨著時間適應不同的需求。今日許多產品是由許多

層面所構成，每一層都必須根據需求各自以不同的速度演化，使產品

整體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第五章　好玩

本章將敘述如何讓產品具有好玩的特質。並非要讓這些產品變成遊

戲，而是以輕鬆有趣的方式達成功能。我們將關注如何讓好玩融入日

常的活動中，從泡茶到掃廁所，並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刻振奮心情。或

許最重要的，是找出「好玩」的特質如何促成正向的行為改變，讓人

們可以因為享受自己的選擇而進行回收或安全駕駛，而非被要求做出

這些選擇。



前言｜xiii

第六章　體貼

設計的本質是為了他人而創造，故需要對別人的需求與渴望具備同理

心與理解力。本章將探討設計師如何透由觀察人們所遭遇的困難與挫

折，以及預測這些產品將會置身的環境與情境，將體貼的考量融入產

品。透過「舒適」這個濾鏡，包含心理與生理上的舒適，提供不同能

力的使用者都能受用的貼心細節來思考設計。

第七章　永續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如何以設計決策對永續的未來做出貢獻的各種方

法。工業設計師已經在此範疇探索了數十年，例如減少廢棄物、促進

重複使用、讓回收更容易等。其他手法包含應用新科技，如應用人們

現有的智慧型手機平台，將資源利用最大化。不論是將永續原則應用

在產品製程，或是持續推動永續的行為，設計師需負責的範圍不僅在

於產品使用經驗，還含括更廣的地球環境衝擊方面。

第八章　美

「美」或許是本書所列的設計原則中最明顯、也最容易被誤解的一

項。當許多工業設計師把美感當作是理所當然的設計目標，許多使用

者經驗專家卻刻意避免討論美感相關議題，而偏好將目光放在使用

性、功能性、與策略上。但美感是設計的核心部分，使日常物品也能

傳遞美好的經驗。美能幫助弱勢或邊緣的使用者獲得尊嚴與認同，並

誠實地表現材質的特性。本章並無意圖尋求美的單一定義，而是去揭

示在所有設計中，美的存在必要性。

第九章　結論

在這簡短的一章裡，我們重申各專業之間的跨界必要性，特別是在這

數位與實體世界交融的時代。本章探討設計教育應該如何改變以支持

這些跨領域的設計師，以及企業策略該如何導入這些能橋接兩者分野

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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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譯者序

創造美好的經驗是設計師的責任，但這條從界定到創造美好經驗的專

業道路，寬闊而漫長。意味著，設計師的角色注定隨著時代變遷而不

斷變動，含括的領域與關注的焦點也隨著社會、科技、商業的面向而

搖擺。本書作者從歷史的宏觀視野，思考數位與實體世界分合的重要

因素，相信數位世界在疏離實體世界多年之後，終將進入嶄新的合體

時代。新的時代也代表了新的設計潛在機會，作者不吝分享從活躍一

世紀之久的工業設計粹取而來的菁華，希望雙方領域的設計師都能暫

時從熟悉的表現媒體中抽離，睜大眼睛仔細觀察使用者與這個世界真

正需要的是什麼。有時界定問題比創造解方更耗費心思，但美好經驗

的創造總是始於界定問題時採取的觀點。這是為何作者不斷強調跨界

思考的原因，跨越各個專業的觀點從較全面的角度審視議題。此一中

心概念串連了書中各個章節，讓所列的七個原則看似相異，實則相輔

相成，一起構築了堅實整合的設計概念基礎。

作者提到，我們熟悉的文字系統，從較遠的眼光來看，也是延伸出個

體之外的科技應用，如同所有科技從某個角度來說都是輔助科技。文

字科技對文明的深遠影響，對比於電腦運算與網路智能對今日與未來

文明的影響，可讓我們更清楚理解設計師形塑人造物件的角色與責

任。書中精選的案例，每件都代表某種設計觀點與態度，也反映了與

作者背景有關的，以 IDEO設計思考為主的美國主流設計價值觀。其

它設計思考切入點如區域文化、社會公義、設計責任、文化差異等，

則散佈在這七個原則中，有些著墨較多，有些點到為止。故閱讀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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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的設計原則時，也需謹記如同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健康永續

的要素，價值與文化多樣性也同樣不可或缺，給人造物的世界帶來繁

花似錦的文明。

除了作者提到的，這是一本寫給「互動設計師與使用者經驗專家」來

理解工業設計的書之外，本書也很適合作為設計相關科系的設計概論

參考書。雖然非工業設計或產品設計的學生可能會覺得書中的案例跟

所學專業有點距離，但因設計理念是跨領域的，故不論主修科系為

何，都能從中獲益，及早奠定穩固的設計概念基礎。

劉美均

2017年 4月 美國費城

土雲設計有限公司設計總監。曾任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主任，愛比科技資深設

計師，技嘉科技設計師。擁有加拿大 University of Alberta設計碩士學位，國立成功
大學工業設計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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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約

馴化複雜之境

在設計案初期，參與案子的每個人普遍希望最後的結果是「簡約」

的，但大家在表達意見時，其實很少使用共同的語言。簡約是人們認

為所要達成的終極目標，但在形容這個字時往往有困難。常常人們

會轉個彎藉由其它的產品當作例子，透過「使用」來說明簡約似乎容

易一些。21世紀開始的那些年，許多公司努力想要推出某個領域的

「iPod」商品，即簡約與創新的代名詞。蘋果常被公認對「簡約」具

有深刻理解，促使許多公司模仿其乾淨的美學。但蘋果的設計師艾

芙（Jonathan Ive）說道：「簡約並非雜亂消失，雜亂消失是簡約的結

果。簡約是用來形容每樣物件與產品的本質性目的與位置。」1 換句話

說，簡約無法被直接複製，因為簡約的存在直接對應到某些特定問題

的脈絡與本質。

當目標是減到越少越好時，簡約常與極簡的概念重疊。IDEO的執行

長布朗（Tim Brown）曾解釋，極簡是「對於複雜的回應，而簡約仰

賴對於複雜的理解。」2極簡可以很美，但這只是一種風格上的選擇，

以表面處理呈現乾淨的外觀，往往代價是使用上的困擾與挫折感。極

1	 Shane Richmond, “Jonathan Ive Interview: Simplicity Isn’t Simple,” The Telegraph, 
May 23, 2012,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bit.ly/1Ip2r8B .

2	 Tim Brown, “Simple or Minimal?” Design Thinking, October 26, 2009,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designthinking.ideo.com/?p=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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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承接了「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概念，但此類過度簡化的教

條很可能誤導設計師，因為簡約不一定能透過較少功能特色、視覺節

制、或沿用慣例達成。沒有通用的真理可以拿來定義「簡約」的品

質。這些品質必須仔細地在設計的過程中被審視，從複雜的情境下

被挖掘、發現。平面設計師格拉瑟（Milton Glaser）曾經評論這句極

簡主義教條，認為：「少不是多。恰巧足夠才是。」3 找到「恰巧足夠」

（just enough）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設計師不斷在「太少」

以及「太多」之間往復斟酌取得平衡。

設計師需要一個用來討論「簡約」的字彙。使用者以及客戶會提出空

洞的要求，說是要「把它變得簡單」，因為他們缺乏形容想所追求的

特質更有效的方式。設計師必須去發掘產品的本質特性，並具備論述

其解決方案如何處理此複雜情境的能力。此解譯以及傳達要如何創造

簡約產品的能力，在發現某個功能不妥，以及收到修改要求時，有助

於在設計周圍加上護欄來捍衛自己的設計。在逐漸演化的過程中，產

品的簡約誠實的特性只有在當設計師能說明其相關特質時才會被完整

保留。

雖然真正的簡約只有在產品的個別情境中才會展現，還是有一些可被

歸類的手法原則來協助設計師取得靈感。我們在本章將檢視不同的產

品，並探索是哪些因素讓它們變得簡約。有些只是在一般的設計上做

了小小的改進，而其它的多做了一些設計調整來顯現簡約。還有一些

呈現數位與實體間的完美結合，精確體現互動形式以去除模糊與不確

定。簡約也可能與預期的相悖，透過增加更多功能特色、更不精確、

或更多選項來達成。最終，簡約是一門馴化複雜之境的藝術，神奇時

刻會出現在即使是最先進的產品也能恰到好處地運作，因為設計已臻

「恰巧足夠」之境。

3	 Linda Tischler,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Fast Company, November 1, 2005,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s://www.fastcompany.com/56804/beauty-simpli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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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

有時只需要一些細微的調整，這個微小的改進就能讓平凡的產品

瞬間變得簡約又好用。我們周遭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物件都可以運

作得相當好，但沒有好到值得讚揚或慶賀的程度。設計常常止步在

達成基本需求的時刻，即學者賽門（Herbert Simon）所謂的「夠滿

意」（satisficing）狀態。此一自創詞彙是由「滿意（satisfy）」與「足

夠（suffice）」兩個字組成，用來形容我們認定某件事物已經達到「夠

好」（good enough）的狀態。這讓許多產品留有進步的空間，故可以

透過進一步的設計變更來簡化與優化。簡單的改進往往可以讓產品從

「好」躍升到「卓越」。

細微但明確的卓越設計很容易被辨識出來，讓使用者感到疑惑為何

並非總是如此設計。這正是在使用 Joseph Joseph「派」計時器（Pie 

Timer）時的感覺。這是一個升級版的廚房計時器，改進了時間表現

的方式（圖 3-1）。此計時器與典型的計時器用法相似，藉由旋轉設定

時間，然後會慢慢自動倒轉回來，轉到底時會啟動響鈴。但此設計獨

特的地方是，使用者並非轉到某個時間的數字刻度，而是藉由旋轉露

出下方的時間長度。在倒數時，設定的時間被轉化為負空間，此空間

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變小。到最後，逝去的時間會被完全覆蓋。

圖 3-1

Joseph Joseph「派」廚房計時器（Pie Kitchen Timer）（圖像來源：Kue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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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其它計時器時與操作「派」計時器並沒什麼不同，但後

者傳遞訊息的方式既強烈又簡單。啟動與結束的狀態十分明確，

時間也能從任何角度讀取，而其明確的圖地關係（figure-ground 

relationship）使其從一段距離之外即可以看出剩餘的倒數時間。設計

師並未改變廚房計時器的角色，甚至也沒改變使用方式，而是在「夠

好」之外找到一個細微的改進方式，將已經相當簡明的產品最佳化，

使其達成真正的簡單與直覺。

我們周遭各處皆有讓事物變得更簡約的機會。日本的 Metaphys公司

注意到那些所不在的插座，通常有著類似與標準化的造型。這間公司

看到改進的機會，創造了「節點插座」（Node Power Outlet），讓插

頭可以隨意插在供電圈上的任何位置，而不用固定在某一處（見圖

3-2）。此優雅的設計特別針對日本的使用環境，因為無第三支接地端

的插頭仍很普遍。這個設計猶如將原來的垂直插孔，轉個方向延伸成

兩條延續的供電溝槽，讓插頭可以插在這一圈上的任一處。此環形插

座的中心設置有警示燈號，在插座所負荷的電器用電量過高時即會亮

起。

圖 3-2

Metaphys節點插座（Node Power Outlet）（圖像來源：hers desig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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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插座的故事與許多簡約的產品一樣，就是當設計師在某個平凡

的設計上看到可以改進的缺點，而決定讓它變得更好。此案例中，

Metaphys對於混亂的電線感到不滿－他們稱之為「章魚足」（octopus 

legs）4， 也就是插座周圍散亂地延伸出醜醜的延長線。節點插座把延

長線的需求降到最低，最多可以同時讓八個插座從各個角度插上，且

看起來簡潔許多。其環形溝槽設計讓功能上充滿彈性，且以極簡的造

型體現目標。簡潔的美感並沒有錯，只要設計師優先考量到的是簡約

的使用經驗。

另一個在功能性上呈現簡約特質的案例是 EVAK食物保存容器。它

以特殊的蓋子將空氣排出，使食物可以保存得更久（圖 3-3）。當食

物暴露在空氣中，會較快散失風味，即使密封蓋會有些幫助，但還是

把空氣封在裡面。許多產品試著將空氣排除，從內建空氣泵浦的容器

到真空密封機等不一而足。而創造出 EVAK的 Pollen Design公司，

找到一個更簡約也更整合的設計方案。他們也堅持使用玻璃材質，避

免塑膠的化學成分沾染食物。

圖 3-3

EVAK玻璃食物保存容器（圖像來源：Pollen Design Inc.）

4	 “Making of the Node,” Metaphys,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bit.ly/1Ip2P7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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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K看起來就像一般的食物保存容器一樣，沒有多加什麼新元件：

就只是容器與蓋子。微妙的地方在於蓋子不是固定在容器頂端，而是

可以壓入容器內並排除空氣。隱藏在蓋子內為兩個微小的氣閥，可以

在蓋子被壓入時排除空氣，拉出時導入空氣。此解決方案看起來是如

此簡單明瞭，但就像設計師寫在 Kickstarter 募資網頁上、早期產品

原型照片旁的註解：「有時最簡單的東西也是最難設計的東西。」5

EVAK的簡約設計，來自於以簡單自然的方式在熟知的一般設計上增

進功能性。使用時不只是將蓋子蓋上，而是蓋上然後推下。整個設計

沒有出現按鍵、手柄、或是泵浦來協助排除空氣，蓋子內的氣閥在下

壓與上拉時自動發揮作用。而空氣被排除的事實也十分明瞭，因為把

手碰到了食物。Pollen 公司的創辦人克爾杜夫（Ed Kilduff）指出：

「你不需要思考，只要將把手壓下去與拉上來就行了。就這麼簡單。」6

我們生活周遭的日常生活物件，如計時器、插座、或儲物容器，都是

小小的改進可以發揮大大效果之處。在《設計的心理學》（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一書中，諾曼（Donald Norman）談到他對於一

些專業系統如電腦與飛機的理解是，這些系統處理的複雜挑戰並不獨

特。「這些系統並無特殊之處：它們與其它更簡單的日常物件處理的

問題是一樣的。而那些日常物件更普遍，問題更應被正視。」7他的書

特別指出一些尋常物件令人感到挫敗的例子：門、水槽、水壺等，二

流的設計充斥在我們生活周遭。想到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物件擁有各種

可觀新效能的智慧物件時代，實在令人感到羞愧，因為還有那麼多簡

單的、無高科技加持的平凡物件有待改善。若認為加入電腦運算與連

網能力是讓這些簡單產品得以搖身一變成為非凡產品的關鍵，就太天

真了。設計師首先必須在最根本的層次上達成使用便利性，也就是建

立「簡約」的基礎，之後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增強產品效能。

5	 Ed Kilduff, “Say Hello to EVAK,” Kickstarter,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kck.
st/1Ip2QYA .

6	 出處同上。

7	 Donald A. Norman, 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xi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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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VAK而言，此「簡約」的基礎是握住把手將蓋子壓入與拉出的

動作。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我們可以想想設計師可以如何在此互動基

礎上，將此儲存罐加入電腦運算的能力，藉由導入新的效能來強化此

動作上的簡約特質。例如感應器可以紀錄把手停留的位置，由此得知

罐內還有多少食物，以決定是否要訂購新的食物。其餘手法包含協助

追蹤吃東西的習慣，或提供每次食用份量多寡的資訊。這些新加入的

效能必須仰賴此簡單的動作使產品的角色變得多元，在不增加額外操

作步驟之下讓產品變得「有智慧」。

當我們把焦點放在行為上的簡約時，開啟的可能性不僅在於功能上的

強化，也包含美感上的簡約。舉例來說，Reelight GO自行車燈巧妙

地融合了簡約的造型與功能（圖 3-4）。

圖 3-4

Reelight GO（圖
像來源：KiB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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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燈是夜間安全騎乘的重要部分，故透過改進產品的簡約與便利

性來增進使用意願，可造成巨大影響。丹麥在設計與自行車文化上

都十分著名，因此 Reelight GO的設計是出自丹麥設計工作室 KiBiSi

就不那麼令人驚訝。2012年，丹麥政府企圖將自行車燈的品質標準

化，通過一項法律要求自行車燈必須能在 900英呎（274公尺）外被

看見，且至少有 5小時的照明電量。8 此項法律創造了契機，讓更好

的設計能出現在市場上。同時也增加使用者的車燈升級需求，並促使

設計簡約化。

Reelight GO就像一般的自行車燈一樣固定在車架上，兩個固定座中

的其中一個安裝在手把上，另一個在椅柱上。差別在於 Reelight GO

設計成兩個元件，彼此藉由磁鐵可以輕易地分開與接合。因此較貴重

與脆弱的那一半可以很容易收藏起來，而另一半則牢牢地固定在車架

上。此結構不僅增加安全性，也增加了簡約性。磁鐵結構不僅用來接

合兩者，也同時作為燈光開關。前後固定座的磁性設計成相反，故兩

個燈可以很容易彼此吸合，構成一個完整的單元，輕易放進袋子或大

衣口袋裡。

Reelight GO的設計微調是屬於行為上的，降低將自行車燈扣上與取

下的麻煩，並把電源開關跟此動作合而為一。其極簡的造型美學實則

衍生自這些決策，去除按鍵存在的必要性，並讓固定座以更簡潔、長

駐的方式固定在車架上。KiBiSi 的設計師當初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互

動上的簡約，而非造型上的簡約，使最終成果兩者兼具。

透過微小的改善來增進簡約特質，與加入額外限制無關，也不是因為

在這裡或那裡刪減某些元素。這些改善實際上是不間斷的設計過程的

延續，將「夠好」的設計視為原型，然後持續向前邁進，直到物件自

然流露出簡約的特質。讓產品呈現使用上的簡約應列為優先考量，因

為這是讓其它功能得以疊加的堅實基礎，且往往也引導造型趨向極

簡。簡約有個奇妙的特性，就是當設計師越是花費心力梳理複雜的情

況，在接近完成階段時顯得越不費力。這個特性可被視為成功的標

8	 Kelsey Campbell-Dollaghan, “From Cycle-Crazy Denmark, A Sleek Magnetic Bike 
Light,”Co.Design, November 19, 2012,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bit.ly/1XLpa5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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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也就是當設計師抵達一個所有細節變得豁然開朗的階段，那麼就

沒有需要改善的空間了。

實體模式

除了最基本的產品外，所有產品皆有不同狀態模式，甚至如簡單的二

元狀態如開 /關，滿 /空，若未妥善設計也可能增加複雜度。當產品

透過開關、燈號、或標籤等傳達其狀態訊息，產品即多了抽象的層

次，即造型之外的一層象徵意義。相對地，當產品透過實體上的改變

來呈現狀態，每個狀態顯得明確且表裡相符。實體狀態改變很容易在

看一眼時即瞭解，且更直接傳達可選擇的操作動作。除此之外，這種

方式也讓設計可隨著狀態調整：在某些實體模式下僅會出現某些功能

選項。此自然產生的實體限制讓互動的過程更明確。

例如 Ding 3000為客戶 Normann Copenhagen（諾曼．哥本哈根）設

計的打蛋器（Beater Whisk）（圖 3-5），捨棄了傳統打蛋器造型，而

是透過一個可移動的塑膠環，形成簡約的核心元件來增進產品的功能

性。此塑膠環沿著雕塑品般的本體上下滑動，同時收合或放鬆打蛋器

的一根根觸手，改變觸手的長度與角度。此設計讓使用者可以依照所

要處理的食物，選擇觸手接觸面積的大小。如此一來減少了使用不同

尺寸打蛋器的需求，且當塑膠環推到底將整個產品收成一束時，其不

佔空間的優點更顯露無遺。它在展開時能有多種角度與尺寸，收合時

呈現最終的細長棒狀，並可用塑膠環上的勾環懸掛起來。這個有用的

勾環在打蛋器展開時會隱藏在觸手裡，但在收合時即可被使用，且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



｜深入理解工業設計58

圖 3-5

Normann Copenhagen打蛋器（Beater Whisk）（圖像來源：Kuen Chang）

透過簡單、實體上的互動，此打蛋器在不同狀態之間優雅地轉換。像

這樣的手動轉換過程十分直接，且在外觀與功能上的改變也明確易

見。但像這樣的直接互動手法該如何運用在更複雜、具有電子與電腦

運算能力的產品上？當使用者以具體動作來觸發抽象的電子回應，

動作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就變得不那麼直接，也較為象徵性。圖像化使

用者介面依賴隱喻（metaphor）幫助人們理解複雜的任務，運用諸如

桌面、垃圾桶、按鍵等常見的圖形來協助建立標準化的互動期待。在

真實世界裡，設計師可以透過將實體互動對應到較為自然的抽象象徵

來降低模稜兩可的情形，並儘量跟人們對產品該如何回應的期待相

符，即使回應的方式較為抽象。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

的資訊學教授杜瑞許（Paul Dourish）將此「體現互動」（embodied 

interaction）與圖像化隱喻相較，說明「與其參照日常世界裡的物

件，此方式參照日常世界裡的運作方式，而更精確的說法是，日常世

界裡我們經驗的方式。」9

9	 Paul Dourish,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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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模式開關是體現互動所含括的範圍中微小而初淺的部分，但

對達成「簡約」的特質具有強大影響。我們可以參考深澤（Naoto 

Fukasawa）設計的無印良品（Muji）壁掛 CD 播放器。此播放器僅

保留其原始本質，並採用具體互動的形式。如圖 3-6所示，此播放器

掛在牆上，有著極簡的白色正方形外觀，圓形角落佈滿小孔（內部喇

叭的識別象徵）。CD唱片被固定在中心，沒有蓋子將之遮蔽，使唱

片的封面圖樣成為物件的主角。搭配的白色電線從播放器底部延伸出

來，既是電源線，也是播放器的開關。

圖 3-6

無印良品（Muji）壁掛 CD播放器（圖像來源：Kuen Chang）

深澤的設計靈感來自於一般的廚房抽風扇，當使用者拉動電線啟動

開關時，扇葉開始轉動，從慢速開始直到全速。他意識到這個過程

與 CD播放器的播放過程有異曲同工之妙，並藉由相同的拉動電線動

作將兩者類比與連結。此懸垂的電線吸引使用者去拉動，因為他們在

其它情境中曾有過類似的經驗－參照日常世界裡他們經驗的方式。深

澤將此特質稱之為「無意識」（without thought），即便如數位音樂這

般抽象的概念也能參照某個直覺的行為經驗。其餘控制選項安排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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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播放器的頂部，讓電線保留單一的開關功能。此簡約的設計實際

上在製作上難度很高，因為一般的電源線並不會設計成可承受持續的

拉扯力道。幸運的是，無印良品看見此設計的價值，將之商品化並成

為該品牌致力於簡約設計的指標性產品。

無印良品在 2013年發表了壁掛藍牙喇叭，造型近似深澤設計的播放

器。無疑的，此新產品回應了音樂消費習慣的改變，越來越多人從網

路上下載或串連音樂而非收藏音樂 CD。新的喇叭維持了原播放器的

造型，包含電源線開關，但喇叭孔從角落延伸到中央，覆蓋了原本放

置 CD唱片的地方。不幸的是，此設計缺乏了原 CD版本的優雅，因

為缺乏旋轉的 CD唱片，拉動電源開關的設計與其說是體現日常世界

的實質經驗，還不如說是參照原本的產品。這兩個產品案例說明了簡

約必須呼應其背景脈絡，無法透過拆解與複製某些功能特性來達成。

開關拉繩與旋轉 CD彼此在動作與回應間具有一體關連性，兩者在達

成簡約特質上缺一不可。

深澤的設計是實體互動上詩意的表現手法，但實體形式的狀態轉換往

往不是為了優雅，而是為了增進明確性與使用性。這是為何飛機駕駛

艙長久以來還是以實體控制按鍵為主，直至不久前才被所謂的「玻璃

駕駛艙」取代。以實體形式來呈現狀態十分明確且穩定，看一眼就能

再次確認。即使圖像介面（GUI）上的狀態顯示條也不如實體形式那

麼令人信賴。圖像介面與實體介面兩者所應用的底層軟體或許完全相

同，但實體的版本映照出我們的心中世界運作的方式。與其花力氣找

尋合適的形式來傳達軟體世界的抽象概念，設計師可直接以實體形式

映照使用者已知的真實世界，讓系統狀態與我們的自然感知相符。 

在某些情況下，透過實體狀態提供再次確認的需求相當高，例如當風

險很高或是感知被阻礙的時候。這是為何設計師萊特兄弟（Jeremy 

and Adrian Wright）替 Lexon 設計了 FLIP（翻轉）鬧鐘，讓使用者

在一天中最迷糊的時刻也能明確無誤地與之互動。FLIP 鬧鐘（見

圖 3-7）是一個彩色的塑膠方塊，大小如一塊厚厚的手機，頂面與底

面各刻有「開」（on）與「關」（off）兩個大大的字。根據那個面朝

上，鬧鐘會隨之開或關，而 LCD螢幕會自動旋轉成可讀的方向。鬧

鐘響起時，碰觸頂端的任何位置會啟動貪睡功能，在延遲 8分鐘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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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響起，如此持續重複直到使用者把它翻轉過來。鬧鐘兩側設有碰觸

感應裝置，碰觸時會短暫啟動 LCD背光。

圖 3-7

Lexon的 FLIP鬧鐘（圖像來源：Lexon）

FLIP鬧鐘的靈感「來自於一個簡單的觀察：LCD螢幕上由 7個線段

組成對稱的數字，因此任何面朝上皆可顯示正確的數字。」10 此特性

誘發以方位作為控制鬧鐘的想法，讓使用者能在黑暗中以粗大的動作

翻面，而非精細的動作摸索小小的開關。這樣的翻面動作不僅更容

易，且更有滿足感。這種以戲劇性的方式來驅逐討厭的噪音，是操作

開關難以望其項背的。另一個優點是 FLIP在使用性上很容易理解與

操作。設計師之一阿德里安．萊特（Adrian Wright）提到他們很努

力地想創造適合每個人使用的簡單產品，「而當我們聽到人們也為他

們的小孩買了這個鬧鐘，就知道我們做到了。」11 

10	 “FLIP Alarm Clock Turns Off by Turning It Over,” Dezeen, February 12, 2014,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bit.ly/1mrRw48 .

11	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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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翻面手法也可以在 Nokia 手機上發現。其「翻轉切換靜音」

（flip to silence）功能在使用者將手機翻成螢幕朝下時即啟動靜音功

能。12 2007年 Nokia首次導入此特色，在其 S60觸控作業系統的市

場行銷影片中，一位女性在快速切換的不同情境中示範各種功能特

色。其中一個場景是她在一個露天咖啡座用餐，電話鈴響起，她將桌

上的 Nokia手機翻轉成螢幕朝下，切掉這通電話。13

杜瑞許（Paul Dourish）在他的文章中將「體現互動」與「現象學」

（phenomenology）的哲學思維連結，形容身為實體的存在，我們

「在日常經驗中以沈浸、無意識的心態，在這個世界裡彼此互動、參

與其中、透過這個世界活動。」14 換句話說，我們的互動應該要感覺

平凡與自然，像是生活的一部份，而非感到踟躇或進入一個不同的世

界。設計師要去找尋各種類似「翻轉切換靜音」的可能，讓使用者無

須一一搜尋選單或按鍵，學習使用機器的語言而非人類自己的語言。

翻轉、拉動、滑動、轉動－這些直接的實體操作是更簡單自然的互動

形式，即使這些操作控制的是數位世界。杜瑞許說明：「實體化的電

腦運算有趣的地方正因為它並非是純粹的實體。它是象徵性真實的實

體呈現。」15

當數位與實體產品合而為一，設計師必須竭盡所能將兩個世界中最好

的特質結合在一起。以實體形式進行模式選擇只是「體現互動」的一

部份，但卻是實現「簡約」很好的開始。然而，實體化並非萬靈丹。

任何實體化的互動形式必須切合使用情境。簡約並不會出現在一堆混

搭的輸入與輸出方式裡，設計師必須透過觀察真實世界運作的方式，

將熟悉的經驗整合進新的產品效能。

12	 Matt Jones, “Lost Futures, Unconscious Gestures,” Magical Nihilism, November 15, 
2007, accessed May 10, 2015, http://bit.ly/1Ip3vJy .

13	 s60online, “S60 Touch UI,” YouTube, October 26, 2007,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
bit.ly/1Ip3sxo .

14	 Paul Dourish,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accessed June 20, 2015, http://www.dourish.com/embodied/ .

15	 Paul Dourish,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