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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綜合討論與建議 

本章將分為五部分進行討論，分別為：一、研究結果討論；二、其他分析結

果；三、研究限制；四、後續研究建議；五、研究貢獻。並在最後提出本研究的

結論，以下依序陳述之。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參考 O-R-I 理論，依各實驗研究目的設計實驗流程，欲探討以不同的

方式呈現（「圖示」、「文字」及「圖示加文字」）提示項目，是否會影響使用者與

介面互動的情形，作者將各實驗之結果整理於表十五。 

 

表 十五  各實驗分析結果整理 

實驗／指標 分析方法 分析結果 

實驗一Ｂ 
學習區間─學習嘗試次 單因子變異數 項目呈現類型：圖>文、圖文 

實驗區間─反應時間 單因子變異數 項目呈現類型：文>圖 

實驗二  
反應時間 二因子變異數 區段：區段 1>區段 234 

凝視時間 二因子變異數 區段：區段 1>區段 234 

搜尋路徑長度 二因子變異數 ◘ 項目呈現類型：圖>文 
◘ 區段：區段 1>區段 3、4 

凝視次數 三因子變異數 ◘ 項目呈現類型：文>圖 
◘ 區段：區段 1>區段 2、3、4 
◘ 目標項目為文：看文>看圖 
◘ 目標項目為圖：無顯著 

先凝視次數  
 

二因子變異數 ◘ 凝視項目類型：文>圖 
◘ 區段：區段 1>區段 4 

實驗三  
反應時間 三因子變異數 ◘ 項目呈現類型：文, 圖文>圖 

◘ 日期：第 1 天>第 2 天>第 3、4、5 天 
◘ 區段：區段 1>區段 2>區段 3>區段 4 
◘ 第 1、2、3 天區段效果達顯著，第 4、5 天未

達顯著 

 二因子變異數 ◘ 項目呈現類型在不同日期中的效果（皆顯著）

◘ 第 1 天：文、圖文>圖 
第 2 至 5 天：文>圖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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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率 三因子變異數 日期：第 2、3、4、5 天>第 1 天  

凝視時間 三因子變異數 ◘ 項目呈現類型：文>圖 
◘ 日期：第 1 天>第 2 天>第 3、4、5 天 
◘ 區段：區段 1>區段 3、4 
◘ 第 1、2 天區段效果達顯著，第 3、4、5 天未

達顯著 

 二因子變異數 ◘ 項目呈現類型在不同日期中的效果（第 2 及

第 5 天達顯著） 
第 2 天：文、圖文>圖 
第 5 天：文>圖文>圖 

搜尋路徑長度 三因子變異數 ◘ 日期：第 1 天>第 2、3、4、5 天，第 2 天>
第 4、5 天 

◘ 區段：區段 1、2>區段 3、4 
◘ 第 1、2、3 天區段效果達顯著，第 4、5 天未

達顯著 

總凝視次數 三因子變異數 ◘ 日期：第 1 天>第 3、4、5 天，第 2 天>第 4、
5 天 

◘ 區段：區段 1>區段 3、4 
◘ 文字及圖示加文字組中區段效果達顯著，圖

片組中區段效果未達顯著 

目標項目凝視次數 三因子變異數 ◘ 日期：第 1 天>第 3、4、5 天 
◘ 區段：區段 1>區段 3、4 
◘ 第 1、2 天中有區段效果，第 3、4、5 天中無

◘ 圖示及圖示加文字組中區段效果達顯著，文

字組中區段效果未達顯著 

圖示加文字組分為圖片區及

文字區─目標項目凝視次數 
三因子變異數 目標項目兩區域：圖示區域>文字區域 

圖示加文字組分為圖片區及

文字區─所有項目凝視次數 
三因子變異數 ◘ 所有項目兩區域：圖示區域>文字區域 

◘ 日期：第 1 天>第 4、5 天 
◘ 區段：區段 1>區段 3、4，區段 2>區段 4 
◘ 區域在 4 區段中都達顯著差異 
◘ 區段在 2 個區域中都有顯著差異 

 

實驗一 B 為單因子參與者間設計，操弄不同的呈現方式，以觀察各組在學

習時，達到學習指標所需的學習嘗試次數是否有所差異；而在達到相同學習程度

之後，在操作時間等反應上是否有所差異。實驗一 B 的結果顯示使用者在學習

提示項目與代表畫面間的關係時，圖示組所需的學習次數較具有文字訊息的文字

組和圖示加文字組多；而達到相同學習指標之後，在實驗區間中，圖示組的反應

時間較文字組快。顯示使用者在學習介面時，若能提供具有文字訊息的提示項

目，會較容易習得提示項目與代表畫面間的關聯性；而一旦習得此關聯性之後，

若以圖示的方式呈現提示項目，使用者的反應會較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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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使用二因子參與者內設計，觀察參與者在各個區段（一～四）與不同

呈現方式（「圖示」、「文字」）的目標項目互動時，會較傾向以何種訊息來判斷？

不同呈現方式及不同區段是否影響參與者反應？另外，實驗二也量測眼動指標，

試圖由此得到更多相關的訊息。實驗二的結果顯示使用者在初次面對陌生的提示

項目時，會傾向先凝視文字項目，且凝視文字項目的次數較圖示項目多；當目標

項目是文字項目的時候，使用者的搜尋路徑較短，凝視圖示項目的次數較少，但

當目標項目是圖示項目時，凝視圖示項目及文字項目的次數便沒有差異。另外，

在第一個區段中的反應時間、凝視時間、搜尋路徑長度及凝視次數都普遍多於其

他區段，顯示參與者在該實驗中的表現隨著嘗試次的增加而越來越好。 

在實驗三中，以三因子混合設計呈現較擬真的互動操作介面，操弄提示項目

不同的呈現方式，並觀察參與者在不同日期（一～五）及各不同區段（一～四）

的表現是否有所差異。實驗結果顯示圖示組的反應時間較文字組及圖示加文字組

短，圖示組的凝視時間也較文字組短；第一天所需的反應時間、凝視時間、搜尋

路徑長度較長，總凝視次數較多，正確率較低；反應時間、凝視時間、搜尋路徑

長度、凝視次數、目標項目凝視次數等指標上，都發現區段所造成的效果，第三、

第四區段的表現普遍較前兩區段差。另外，在反應時間、凝視時間、搜尋路徑長

度、目標項目凝視次數等指標上皆發現在實驗前幾天時，參與者的反應受到「區

段」的影響，但實驗後期便不受區段影響。在「總凝視次數」及「目標項目凝視

次數」兩指標上，文字組及圖示加文字組中，「區段」有顯著的影響，但在圖示

組中則無顯著效果。作者亦進一步將「圖示加文字」組之項目範圍分為「文字區」

及「圖示區」分析，發現不論就目標項目或所有項目而言，使用者凝視圖示區的

次數都較文字區多。 

綜合以上三個實驗的結果，作者提出了以下看法： 

 

一、 文字說明較確切 

過去研究結果顯示了文字可以比較清楚的表達介面上項目的意義

（Blankenberge & Hahn, 1991），但文字由較高視頻的成分所組成，因此區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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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到細節特徵，所以較不容易區辨，需要較長的操作時間。因此本研究假

設：「具有文字」的介面（含「文字」及「圖示加文字」）可以表示較清楚、確切

的意義。 

在實驗一 B 的學習區間中，可看到有呈現文字的組別（“文字”及“圖示

加文字”）以較少的學習嘗試次達到學習指標；而只呈現圖示的組別則需要較多

嘗試次才可以達到相同的指標。在實驗二中，眼動指標「先凝視次數」顯示在不

熟悉的情況下，參與者較傾向先看文字項目；「凝視次數」的結果則顯示了文字

項目的凝視次數顯著較圖示項目多；且當目標項目是文字項目的時候，使用者的

搜尋路徑較短，凝視圖示項目的次數較少，但當目標項目是圖示項目時，凝視圖

示項目及文字項目的次數便沒有差異。作者推論是因為參與者在進行反應時會先

凝視並處理文字項目，因此當文字項目就是目標項目時，便不需要再處理圖示項

目，故此情況下凝視圖示項目得次數較少，搜尋路徑亦較短；而當目標項目為圖

示項目時，會先處理文字項目，後處理圖示項目，因此搜尋路徑較長，也增加了

凝視圖示的次數。 

由以上結果可以推論在不熟悉介面的情況之下，相較於圖示項目，使用者較

依賴以文字呈現的訊息；而且以文字呈現時，使用者也可以較快的學到項目與代

表畫面間的關係，也就是項目與軟體功能間的關聯性；但以文字呈現項目時，使

用者需要較長的反應時間、需要看較久才能判斷，與過去研究結果相呼應。 

 

二、 圖示較易區辨 

過去研究指出圖示具有較易記憶及再認的優勢（Shepard, 1967; Benbasat & 

Todd, 1993; Horton, 1994），區辨時也較具有優勢（Hemenway, 1982），且圖片具

有在自然情況之下便會雙重編碼的特性，此將有助於回憶及提取（Paivio, 

1973）；故作者推論：一旦習得項目與功能間的關聯之後，以「圖示」呈現的功

能項目可能具有較好的效果。 

在實驗一 B 的實驗區間中，可以看到當參與者已習得項目與代表畫面間的

關係時，圖示組的反應時間較文字組快，此可視為當使用者已對介面有一定的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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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度時，以圖示呈現項目可以得到較好的表現；此結果支持作者推論與熟悉的介

面互動時，「出現圖示」的情況應較「只有文字」的情況表現佳。實驗三的結果

顯示圖示組的反應時間較文字組及圖示加文字組短，圖示組的凝視時間也較文字

組短，且圖示加文字組之參與者不論是對目標項目或是所有項目，皆較傾向凝視

圖示，這些都可能是因為圖示較容易區辨的緣故。作者推論是因為當一次出現八

個項目時，圖示較容易區辨的特性有很大的效果，因此在實驗三中特別明顯。 

另外，實驗一 B 的實驗區間中，參與者必須在代表畫面呈現之後，回憶與

此代表畫面相對應的提示項目為何者，並判斷是否為所出現的兩個項目之一，因

此實驗一 B 可視為一記憶作業。在實驗三中，參與者除了須在代表畫面呈現之

後回憶與此畫面對應的項目之外，尚須從八個提示項目中，找出該對應的目標項

目，故可視為一記憶及區辨作業，在兩個情況之下，圖示組的反應皆較佳，也符

合雙重編碼理論中推論：我們會自然的對圖片形成語文編碼及圖像編碼，而形成

兩種編碼有助於回憶及提取時的表現。 

最後，在實驗一 B 中同時呈現文字及圖示的組別之反應卻未較只呈現文字

的組別快；實驗三中，在與介面互動的後期（第五天）也發現同時呈現文字及圖

示的組別之反應較只呈現圖示的組別慢，作者推論可能是因為同時呈現圖示及文

字時，文字反而干擾了參與者作選擇。 

 

三、 互動初期與後期的差異 

依照先前文獻，作者的推論：互動初期時，使用者應會較依賴「文字」訊息；

而熟悉了介面之後的互動後期時，使用者已經過訓練，明白各個圖示所代表的意

義，而圖示的區辨及處理又較文字快，也就是與較熟悉的介面互動時，使用者會

較依賴「圖示」訊息，且依圖示反應較依文字反應快速。 

本研究之結果大多符合研究預期，如前所述，在實驗一 B 中，文字組的參

與者的確可以較快的學會項目與功能間的關係，一旦習得提示項目與代表畫面的

關係，進入實驗區間之後，圖示組的反應時間即較文字組快；在實驗二的結果顯

示，在面對陌生的介面時，參與者較傾向先看文字項目；而實驗三後期的反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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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凝視時間、等指標皆指出圖示組有較佳的表現。雖然在本研究中並未得到呈

現類型與日期的交互作用，但以上現象仍可作為初步的支持證據。 

實驗一 B 的學習區間及實驗二顯示參與者在學習項目與代表畫面間的關係

時，會傾向先看較確切的文字，儘管在實驗二中同時呈現文字及圖示訊息，且後

者可形成兩種編碼方式，仍較傾向以明確的文字訊息作判斷。學習到一定程度，

即實驗一 B 達學習指標，進入實驗區段後，圖示組顯示出其優勢效果，反應時

間較文字組快，可視為圖優效果；在雙重編碼理論中，圖片具有自然以語文及圖

像兩種方式編碼的特性，且圖像編碼又可得到較佳的回憶效果。由此可見在較不

熟悉提示項目與代表畫面時，較不會顯現圖優效果，反而是文字訊息較確切，而

有助參與者的表現；提示項目與代表畫面間關係熟悉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則會顯

現所謂的圖優效果。 

上述實驗一 B 的結果及實驗三訪談的結果皆指出參與者再互動前期及後起

反應策略有所差異，然而，實驗三的反應時間、凝視時間、圖示加文字組中目標

項目及所有項目凝視圖示區域較多等指標上，一直都顯示圖示組的反應較其他兩

組好。作者推論可能是因為圖示除了形成兩種編碼方式之外，也具有較容易區辨

的效果，且十分強烈所致；尤其當螢幕上一次呈現八個文字項目時，要從其中找

出目標項目，相較於圖示組，對文字組的參與者而言可能是十分困難且吃力的作

業。 

 

四、 雙重編碼理論的觀點 

過去 Paivio 所主張的雙重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 DCT）認為一般情

況下人們會自然的以語文及圖像兩種方式編碼，處理兩編碼的語文及非語文系統

具有「獨立」及「互連」的特性，亦即我們可以在兩獨立的形式特定系統形成表

徵，且兩種形式間的表徵可以相互轉換（Sadoski & Paivio, 2001）。另外，Paivio

認為兩不同的編碼反應在回憶時有加成的效果，其中「圖像編碼」的貢獻遠大於

「語文編碼」，且“在呈現圖像刺激時形成語文編碼”較“在呈現語文刺激時形成

圖像編碼”容易；在自由回憶上，圖像編碼也可得到較佳的效果；以上兩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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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圖形處理的優勢效果。 

在本研究中，實驗一 B 的學習區間及實驗二之結果顯示：參與者在學習項

目與代表畫面間的關係時，呈現文字訊息較有助於使用者學習其關係，進而形成

連結；使用者亦傾向先看較確切的文字，儘管在實驗二中同時呈現文字及圖示訊

息，且後者可形成兩種編碼方式，仍較傾向以明確的文字訊息作判斷。作者由以

上實驗結果推論：在面對不熟悉的系統時，使用者並未受到圖優效果的助益，而

文字的呈現較有幫助。 

然學習到一定程度，即實驗一 B 達學習指標，進入實驗區段後，圖示組顯

示出其優勢效果，反應時間較文字組快，此可視為圖片較為優勢的效果；在 Paivio

所主張的雙重編碼理論中，圖片具有自然以語文及圖像兩種方式編碼的特性，且

圖像編碼又可得到較佳的回憶效果，其貢獻大於語文編碼。由此可見當提示項目

與代表畫面間關係熟悉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會顯現所謂的圖優效果。 

在實驗三中，圖示組的表現自一開始就較另外兩組佳，該組反應時間較快、

凝視時間也較文字組短；而在圖示加文字組中，參與者較傾向看項目中圖示的區

域。造成實驗三中圖示組表現較佳的原因，除了當呈現多個項目時，圖示易區辨

之外，該實驗的結果亦支持了雙重編碼理論的圖優效果，即如 Paivio（1973）所

指出，對於熟悉物件的圖片，我們可以輕易的轉換成非語文的圖像編碼及語文編

碼，形成兩種編碼在提取時是較有幫助的，因此是較容易被回憶的方式；且不論

是否有以語文編碼，只要有以圖像編碼，即可得到較佳的回憶效果。因此本研究

之結果可視為支持雙重編碼理論的證據。 

 

五、 練習效果 

過去研究中（Benbasat & Todd, 1993; Susan, 1999），在相隔一段時間的不同

階段一開始皆需要顯著較長的時間，之後則可減低所需的時間，這樣的現象稱為

「練習效果」。本研究的實驗三中，在「反應時間」、「凝視時間」、「搜尋路徑長

度」、「目標項目凝視次數」等指標上，皆可看到在實驗的前期，該指標受到“區

段”的影響；但在實驗後期，區段的不同並不會影響參與者的反應快慢，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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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效果」，此亦與過去研究相呼應。 

總結以上各點，使用者在學習一個新的介面時，會傾向先看具有文字訊息的

提示項目，文字提供較確切的訊息，協助使用者較快的學到介面與提示項目間對

應的關係；然而，圖示具有較容易區辨的特性，使用者學得提示項目與代表畫面

間的關係之後，以圖示項目可較快對應到代表畫面，即可看到所謂「圖優效果」，

尤其當一次出現多個圖示時，這樣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第二節 提示項目及介面設計之建議 

在本節中，作者將由實驗二的問卷結果及實驗三的訪談結果整理出以下設計

圖示項目、文字項目及介面的相關結論： 

 

一、 圖示項目設計建議 

根據實驗二的問卷及實驗三參與者的反應，作者發現“互動電玩”、“電視

購物” 、“遠距醫療”、“線上音樂”等圖示項目普遍較容易分辨，而“家庭

金融”、“電子政府”、“遠距教學”則普遍難反應。依照訪談的結果，作者認

為圖示功能項目應以單一物件組成，且線條簡單明顯為佳（如：電視購物的圖示

項目），項目由兩個以上成分所組成，會使使用者認為較複雜（如：遠距教學、

家庭金融）。另外，各項目應由使用者習慣的成分所組成（如：網路瀏覽的圖示

項目可改用使用者習慣的 Internet Explorer, ie 圖示表示），且應強調圖示中的重

點 (例如：“遠距醫療”圖示項目中間的十字可再加大）。 

 

二、 文字項目設計建議 

多個參與者反應字義相似的項目易因混淆而影響反應，如：“線上”與“網

路”的意思相近可能會搞混、遠距教學與遠距醫療皆有“遠距”字詞，會影響反

應等。因此作者建議往後介面若欲以文字的方式來呈現項目，應盡量避免重複出

現的文字以及可能混淆字義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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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介面設計建議 

參與者在進行實驗作業時，大多在介面及項目間，形成某種關聯性，關聯性

的形成，包含了看見代表畫面上的文字或圖示之後，聯想圖示項目，或者文字項

目，或是給該代表畫面一個標籤。依照參與者的訪談結果顯示，大多數參與者在

代表畫面出現時，依照該畫面上的“圖示”來判斷接下來應該要選擇的項目，例

如：許多參與者反應在進行實驗時，看到“電視購物”代表畫面中的購物車以及

“互動電玩”代表畫面中左下角的搖桿，讓他們可以在進行判斷的時候馬上就知

道相對應的項目為何，尤其當提示項目為圖示時，兩者十分呼應，更可以很快的

就知道且找到對應的項目。作者認為，介面的設計應該具有讓參與者容易了解相

對應功能，並可以很快的確認所作的選擇是否正確，因此可以呈現一些比較明顯

的圖案，如此一來應可達到易理解且易對應的目的。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以下說明本研究之限制，主要可以分成四個部分：一、實驗材料；二、實驗

作業；三、樣本選擇；四、儀器操作；五、分析方式，以下一一說明。 

 

一、 實驗材料 

在實驗材料的部分，本研究在各個實驗當中，使用圖示、文字、及兩者的結

合來呈現功能項目，然而為了控制項目的大小相同，在同樣尺寸的項目中放入圖

示及文字，在呈現項目時，文字項目包含四個中文字，圖示項目則大多只有一個

或兩個主要成份所組成，因此可能導致文字太小的情況，而讓使用者不願意花費

較多的心力去閱讀文字項目中的訊息。 

另外，各實驗中所使用的圖示項目皆是作者自行使用繪圖軟體製作而成，雖

已經過前測並選擇前測結果中較可與文字意義相對應的項目作為實驗材料，但仍

可能有圖示設計不佳或各項目圖示間與文字項目對應程度不一的影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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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實驗三的結果中，圖示組的表現普遍優於其餘兩組，作者認為這可

能與實驗材料的選擇有關。在本研究中，作者選擇前測結果中，較易對應的八個

圖示作為實驗材料；但在實際使用的情況中，各個圖示項目不見得可以如此輕易

的就被分辨，這可能是實驗三中圖示組表現普遍較佳的原因之一。 

 

二、 實驗作業 

本研究中的各實驗皆希望盡可能控制在實驗情境下，因此如前段所述，作者

控制了各項目的尺寸，此可能導致圖示與文字訊息擷取的容易程度不一；實驗中

所有圖示皆為灰階圖示且並非具有相同的設計風格；參與者進行作業時是規律的

依照實驗程序而非真正與介面互動；雖然在實驗三中，作者試圖將功能項目排列

為環狀，以模擬未來可能的介面型態，但仍然可能在美觀性及擬真性上與真正介

面有所差異；以上設計目的為控制實驗的混淆因素，但也可能影響實驗結果的外

推性。 

在實際與一個新服務互動時，鮮有使用者會先觀看項目與使用畫面間的對應

關係，再使用該服務；反之，通常會是使用者希望可以進行某件特定的事情，便

啟用該系統，由呈現眾多項目的畫面中找尋可能具有執行此服務的項目。然而，

在本研究的各實驗皆會先進行“訓練階段”，讓參與者可以對“項目”與“代表

畫面”間的關係稍有了解，這樣的訓練可能減低了“圖示”與“文字”兩表示方

式間的差異，而導致實驗結果可能與實際使用新服務的情況有所差異，作者認為

在實際使用新的系統或服務時，兩者的差異應該會更明顯。 

最後，作者希望探討未來數位電視圖形介面應如何呈現較佳，然而，在本研

究中，參與者皆專注進行各實驗作業，並未有實際觀賞電視時之想要使用各個功

能；在後者的情況中，“觀賞電視節目”才是主要的目的。兩者的差異可能會限

制本研究結果的外推性。 

 

三、 樣本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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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樣本多為大學及研究所學生，而電視卻是家庭中各個成

員都可能使用的；相較於可能使用互動電視的族群，可能包含有兒童或老人，學

生對於高科技的介面可能較能駕馭，也較習慣暴露在多樣化的訊息之中，因此此

研究的結果是否能夠類推至其他不同族群（兒童、老人、婦女…等等）仍需要進

一步的試驗。 

 

四、 儀器操作 

本研究中所使用儀器之間的轉換十分複雜（儀器架構如圖四），尤其控制及

紀錄眼動資料的兩台個人電腦為了與呈現研究刺激的電視螢幕相連結，因此將解

析度設為較低的 1280*1024，且使用較低階的 VGA 端子連結，各儀器間訊息的

轉換可能會影響資料的精確性。 

另外，在實驗二及實驗三中，作者想收集的資料包含了眼動相關指標；然而，

由於並未使用其他設施來限制參與者視野（如使用下巴架固定參與者頭部），也

未控制除了螢幕之外其他外界的干擾訊息；兩實驗在一以黑色吸音綿為背景，周

圍擺設包含實驗設備（電腦主機及相關線材等）的實驗室進行。參與者執行實驗

作業時，可能受到其他物件擺設的影響，而導致未全程凝視電視螢幕，進而影響

眼動資料的收集，造成在某些畫面下並未收取到任何眼動資料；且由於各組的不

同參與者眼動資料的遺漏情形不同，也可能影響了收集資料的可用性。 

 

五、 分析方式 

在實驗三中，作者設計一為時五天，每天四個區段的實驗。該實驗各個指標

的分析方式多為三因子混合設計（目標項目類型*日期*區段），然而，在進行某

些檢定（如反應時間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時，為探討作者所關心的實驗效

果，降低統計的複雜性，因此將單一實驗的部份資料分別執行統計分析；然而如

此一來將會因為在單一實驗進行了多重比較而膨脹錯誤率。另外，該實驗中各組

僅由九位參與者所組成，參與者過少可能導致統計考驗值的降低。然而，此類實

驗不易執行，儘管無法下很肯定的結論，但本研究所觀察到各指標的表現，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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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考。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依據上節研究限制以及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作者提出以下對後續研究的建

議： 

 

一、 內外效度的拿捏 

本研究採實驗法，為將實驗良好控制，因此設計實驗作業探討應如何呈現功

能介面才能讓使用者較容易的與介面互動；然而，如此一來參與者的行為可能與

實際介面互動有所出入，而降低研究結果的外推性。究竟應貼近實際操作或為得

到實驗效果而控制種種因素，後續研究者應審慎考量以定出合宜的標準。 

在本研究中，作者使用 faceLAB 作為收集眼動資料的儀器，並設置紅外線

接收器，讓參與者以遙控器即可進行反應，而有別於傳統的鍵盤按鍵反應。選擇

faceLAB 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為在收集參與者眼動資料時，參與者可較舒適的坐

在電視前的椅子上，相較於必須固定頭部或頭戴式的眼動儀而言，此系統與實際

觀看電視的情境較相近；同理，讓參與者以遙控器而非使用按鍵反應亦然。然而，

在此同時由於並未固定參與者頭部，因此參與者自由、舒適的坐姿可能有所改

變，而這可能導致眼動指標準確性的降低；以紅外線遙控器收取參與者反應，也

可能由於其訊號發射方位的偏移，而導致未能接收成功，必須再次反應，相較於

有線設備的鍵盤按鍵反應，是有可能造成誤差。然而考量研究目的及應用取向，

作者希望參與者進行實驗時可以盡量放鬆心情，減低研究環境的不熟悉感所導致

的影響，在參與者舒適感與研究的精確性之取捨上的拿捏，亦是後續研究須考量

的要素之一。 

另外，如上節所述，互動電視在未來的使用者可能涵蓋各個年齡層，各種不

同背景的族群；後續研究如欲探討相關的議題，應該了解其他不同族群間的差

異，有哪些是不同族群間需要考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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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呈現方式下使用者的操作行為 

由實驗三的訪談結果，作者推論以不同方式呈現功能項目時，使用者可能有

不同的操作方式。以圖示的方式呈現功能項目時，使用者傾向將項目與代表畫面

形成某種關聯性；以文字呈現功能項目時，使用者傾向直接以項目上的文字編

碼，儘管未必是以確切四個字進行編碼，當代表畫面出現時，仍會想到項目上的

關鍵字詞；而當以圖示及文字同時呈現於項目上時，使用者則傾向在互動初期先

以文字為主要依據，但後期則多以圖示判斷對應的代表畫面。以上多與作者預期

相符，本研究也試圖了解不同呈現方式間，使用者反應上的差異，然而如前所述，

與介面互動涉及了解項目意義、學習、收錄、儲存、提取、區辨等許多階段，造

成各組操作行為差異的原因及各組如此反應的原因仍值得更進一步的了解。 

 

三、 眼動注意事項 

本研究中，作者初次使用眼動儀紀錄實驗指標，最終由於無法直接就實驗目

的以套裝軟體進行分析，因此選擇額外撰寫分析軟體以計算各個相關指標。另

外，作者發現在某些嘗試中，有些畫面下未擷取到參與者的眼動資料，可能是由

於參與者未完全凝視呈現螢幕範圍內所導致，因此，若欲進行控制良好的心理實

驗，應將此現象納入實驗設計及資料分析的考量中。 

 

第五節 研究貢獻 

一、 學術貢獻 

本研究中，作者以電視為呈現畫面，盡可能排除其他混淆變項，嚴謹的探討

以不同方式呈現提示項目時，不同種類、不同熟悉程度所導致的差異。作者發現

以圖示、文字、圖示加文字等不同的方式呈現提示項目，會影響使用者與介面互

動的表現，且此表現隨使用者與介面之熟悉程度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並以反應時

間、正確率等行為資料及凝視時間、凝視次數、搜尋路徑長度等眼動資料作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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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指標。結果顯示：面對不熟悉的介面，使用者較依賴具有確切訊息的文字提示

項目；一旦使用者習得提示項目介面間的關聯性之後，以易區辨的圖示項目作為

提示項目將得到較好的表現，此可作為雙重編碼理論中，「圖優效果」的證據，

而此效果必須在使用者對介面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後才會顯現；另外，若同時呈現

圖示及文字訊息，文字訊息反而可能干擾了使用者。 

如前所述，與一個嶄新的介面互動的過程包含了：（1）了解介面上所呈現的

提示項目之意義；（2）學習各個提示項目與該功能的對應關係；（3）習得心理表

徵、介面上呈現項目與系統功能之對應後，必須將這些已收錄的訊息，儲存在記

憶中；（4）當使用者與介面互動，需要某一特定功能時，則需要從已儲存的記憶

中提取出可使用的訊息，執行此階段的行為時，使用者不僅需要明白欲選擇的項

目為何，還必須從介面中的多個項目中，區辨出「目標項目」，即與該功能所對

應的提示項目。依據本研究的結果，文字項目與圖示項目在以上各個階段扮演了

不同的角色，在第一及第二階段中，文字似乎較可協助使用者習得項目之意義與

功能的對應關係；而在第四階段中，則是圖示較容易區辨出何者為目標項目，且

此階段可以看出圖優效果，及圖片由於會自然形成語文編碼及圖像編碼，故在回

憶及提取時有較優勢的表現；然本研究未於第三階段多著墨，不同的呈現方式何

者可以儲存較久？為什麼可以儲存較久？後續研究可針對此議題加以探討。 

其次，在本研究中，作者多以過去以「電腦」介面為主題的研究為推理的依

據，結果也大多與推論相符，例如：同樣發現有「練習效果」、文字指示較明確、

互動初期較依賴文字項目、互動後期出現圖示的組別表現較佳等；然而，實驗一

結果顯示參與者較不易習得圖示項目與介面之間的關聯性，但在實驗三中，圖示

組卻在多個指標上是一開始就有較佳的表現，此差異是否是由於呈現多個項目

時，“圖示較容易區辨”的效果太強？值得後續研究繼續探討。 

另外，本研究為了能夠探討未來數位電視功能選單圖形介面之合適的呈現形

式，因此有些部分未能完全良好控制。然研究中使用多個眼動相關指標，試圖用

以了解並釐清參與者與介面互動的情況，各指標所得到的結果也許未能符合作者

最初的推論，但未來仍可由其中得到些許值得深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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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意涵 

過去研究提出：好的介面所需要的凝視次數較低，搜尋路徑較短、較快，

（Goldberg & Kotval, 1999），可協助使用者較快速的找到目標。本研究探討以不

同的形式（「圖示」、「文字」及「圖示加文字」）來呈現介面上的訊息對使用者與

功能選單的互動行為是否產生影響，希望可以找出較能有效協助使用者與選單互

動的呈現方式。研究結果顯示在面對新的介面時，會傾向先看文字，且具有文字

的時候，會較容易習得項目與功能間的關係；當有多個項目同時呈現，或一旦學

會了項目與功能間的關係之後，則是以圖示來表示項目會有較佳的效果，而此時

若同時也呈現文字訊息，甚至可能會干擾使用者的操作。未來設計數位電視功能

選單介面時，應考量此現象，將使用者對介面的熟悉程度納入考慮，以期可設計

出易使用的多功能介面選單，達到設計師與使用者間雙贏的局面。 

 

第六節 結論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當使用者在學習一個新系統的提示項目與介面間的關係

時，假如同時呈現文字及圖示提示項目，使用者會傾向先看具有文字訊息的提示

項目；文字會提供較確切的訊息，協助使用者較快的學到介面與提示項目間的對

應關係；然而，當使用者習得提示項目與代表畫面間的關係之後，具有圖示訊息

之反應較只有文字訊息的情況佳，圖示項目亦具有較容易區辨的特性，且在自然

情況下即可以語文編碼及圖像編碼，雙重編碼有助於使用者回憶及提取，尤其當

一次出現多個圖示項目時，此效果更加明顯。此研究結果可供未來數位電視功能

選單介面設計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