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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889年日本任天堂社成立，一開始專門生產與販賣手工做的日本花牌以及紙牌類的

玩具。1977年以後，任天堂開始發售全世界第一台掌上型遊戲機Game&Watch。這個時

候的掌機還是內建軟體的時代，每一個硬體裡面都只能玩一種遊戲，遊戲的變化也不像

今天這麼多種。1983年7月15日任天堂公司挾著過去銷售遊戲機的經驗，結合日本多家

遊戲廠商推出了Family Computer簡稱FC，也就是「任天堂」遊戲機，發售一段時間之

後普及率達到一般預估難以突破的300萬台以上，從此以後任天堂會社從玩具製造商轉變

為全日本第一大遊戲廠商，並且幾乎獨佔整個市場[1]。1989年4月21日任天堂將過去在

FC的成功經驗移轉至掌上型主機上，發售了全世界第一台可置換卡代的掌上型遊戲主機

GAMEBOY，隨即獨佔鰲頭取得整個日本市場。1990年SEGA發售了世界第一台彩色掌

上型遊戲機，不過由於耗電量高、躋身過大，不久依然敗在GAMEBOY之下[2]。接著任

天堂在掌上型主機的地位一直未被動搖，掌上遊戲機也一直是全球遊戲產業中銷售最好

的主機，甚至比家用型主機銷量還要高。1998年之前任天堂只新發售了縮小版的

GAMEBOY與加了冷光的小型GAMEBOY兩種款式，接著在1998年10月21日發售了新一

代的彩色GAMEBOY COLOR，從一代GB到彩色的GBC，任天堂開拓了全世界的掌機市

場，光是黑白的GAMEBOY到1999年為止的統計數字是日本2000萬台、美國2400萬台

以及其他地區2500萬台，總計近7000萬台的數字[3]。任天堂依靠它用GAMEBOY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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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山，在2001年3月21日推出新一代的GAMEBOY Advance，其系統不僅向前進化亦

同時向下相容過去GB、GBC的兩種遊戲卡帶，在全球持續熱賣，2003年2月14日改良了

GBA的造型推出了縮小板的GBA SP，這兩款同樣功能的掌機目前為止GBA至今全球累

計銷售量已達 5372 萬台，改為摺疊式設計並加入前光功能的 GBA SP發售一年半內銷

售超過 2000 萬台，至今仍以每月數十萬台的銷售速度持續於全球熱賣中[4]。 

遊戲產業不斷發展，遊戲主機也不斷推陳出新，2004年5月全球最大電玩展E3中，

任天堂與SONY同時宣佈了次世代掌上型主機的發售消息，其中任天堂設的新主機擁有

雙螢幕（其中一個為觸控式），除具備麥克風輸入功能，還支援藍芽及WiFi無線網路。

另外，除了專用的遊戲卡匣插槽外，也提供GBA系列的卡匣插槽，同樣能夠與相容於GBA

遊戲，代號Nintendo Dual Screen簡稱NintendoDS，性能介於超級任天堂SFC與Nintendo 

64之間。SONY方面則推出了掌上型的PS稱為Play Station Portable簡稱PSP，配備4.3

吋16：9 TFT液晶螢幕，使用UMD專門光碟媒體，可播放MP3音樂MP4影片，具有USB

插槽可以使用Memory Stick，性能介於PS與PS2之間[5][6]。 

NDS在2004年12月2日發售，PSP則是2004年12月12日，前者發售至今累積日本國

內銷售量1268000台，美國方面也已突破一百萬台，而後者PSP目前為止日本國內銷售

量僅450000台[7]。掌上型主機的發展已經相當長一段時間，隨著時間的進展，掌機的功

能已經日新月異，過去只有家庭主機（Console Game）才會有的系統介面，NDS以及

PSP兩者皆有。對於NDS來說，它具有多人連線與無線網路的功能，個人化的設定與日

期時間等系統設置也必須要有一個系統介面來操作；對具備「移動式的Media Center」

特性的PSP來說，一個良好的操作介面來讓使用者切換視聽、遊戲以及系統設置功能更

是必要。未來掌上型的遊戲系統依然會持續進步下去，對於全球上億的玩家來說，提供

一個良好的系統介面顯然成為一件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目的便在為未來的掌上

型主機開發設計時，提供一個系統介面上的使用性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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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資料彙整 

  本研究以NintendoDS為研究對象，因此以下整理該主機之相關資料： 

2.1 NDS本體圖片 [8] 

 

主機 雙螢幕 觸控功能 內建麥克風 

 

 

內建無線聊天軟體 立體聲喇叭 摺疊式上蓋  

表1. NDS主機外觀圖表 

2.2 NDS硬體效能 [5] 

Spec Features Nintendo DS [ NTR-001 (JPN) ] 

Size/weight - 長度: 84.7mm 寬度: 148.7 mm 厚度: 28.9 mm 
- 重量: 大約 275 g (包括 固定充電電池, 觸控筆) 

顯示 上部液晶螢幕 
 
- 3 吋(對角) 半反射型 TFT 彩色液晶 
- 背光功能 
- 256 x 192 pixel, 0.24 毫米點距 
- 260000 色 

 
降低液晶螢幕 

 
- 3 吋(對角) 半反射型 TFT 彩色液晶 
- 背光功能 
- 256 x 192 pixel, 0.24 毫米點距 
- 260000 色 
- 抵抗膜系統透明模式觸控功能 

主函數零件 - 十字形按鈕、A/B/X/Y 按鈕、L/R 按鈕和 START/SELECT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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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 
- 觸控螢幕(附有觸控筆, 接觸皮帶) 
- 固定 MIC(能以軟體識別語音，或是操作遊戲) 

輸入- 輸出終端 - DS 專用遊戲片插槽 
- GBA 專用遊戲片插槽 
- 立體聲 headphone/microphone 聯合插槽 

無線通信設備 IEEE802.11b 和 Nintendo 獨立協定 
- 無線電波範圍: 10m - 30m (視周邊環境而定) 
- 可以一卡多人共遊 
- 使用麥克風的遊戲依然可以透過無線對戰，聲音可以無線傳

輸 

CPU - ARM9 CPU 和 ARM7 CPU 
重新發展製造的繪圖引擎, 繪圖能力優越。 

聲音 - 立體聲音響 

其它作用 - 時鐘設定 
- 觸控螢幕定位 
- 內建 PICTOCHAT，最多 16 人同時連線對談 

設置 - 開始時間 
- 多語言: 日語, 英語, 德語, 法語, 西班牙語和 義大利語 
- 可調整 GBA 遊戲顯示螢幕位置 
- 用戶資訊 

電源和電池 - 固定鋰離子充電電池 
- 電池期間: 6 - 10 個小時 (取決於被使用的軟體)  
- 充分的充電時間: 4 個小時 
- 電源管理的能源節約作用 譬如睡眠方式 
- 電源供應器 

表 2. NDS 主機硬體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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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NDS目前銷售量  

統計至2004年1月2日 

- 日本本國：126.8萬台 [7] 

- 美國：130萬台 [9] 

- 台灣：6000台以上 [10] 

2.4 NDS使用族群分析 

統計時間2004年12月15日 

 
圖1. NDS購買者年齡層 [11] 

NDS購買者年齡發售前期20歲者佔61.5％，12月12日以後降至12.4％。30歲至40

歲者合計「成人購買者」一共77.9％為大多數。本研究推測「成人購買者」可能有一部

份是幫家中青少年購買，另一部份才可能是憑自己的意願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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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NDS購買者性別分層 [11] 

 發售當日女性購買者只有7％，一週後上升至30％以上，之後女性購買者比例維

持在20％~25％之間。過去任天堂的主機客層多半在兒童或青少年，也就是20歲以下的

購買者居多，但是NDS的購買客層則相對的較為寬廣，拓展到30歲~40歲的年齡層以外，

也開發出更多的女性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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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內建系統介面 

由於NDS主機內有日期、時鐘、鬧鐘功能，並同時具有DS專用卡帶以及GBA卡帶

兩種遊戲模式，內建個人化資訊設定以及PICTOCHAT無線聊天室。NDS不同於過去的

掌上型主機只需開機前就將卡帶插入，開機後直接進入遊戲的單純架構，因此必須要有

一個人機介面做功能切換以及資料設定的工作。其介面形式與功能如下： 

開機設定 Options 

 

Option 目錄列 O1. 語言設定 O2. GBA模式設定 

 

O3. 開機顯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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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日期設定 Clock 

 

Clock 目錄列 C1. 鬧鈴設定 C1-1. 鬧鈴設定確認畫面 

 

C2. 現在時刻設定 C3. 現在日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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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設定 User 

 

User 目錄列 U1. 生日設定 U2. 姓名設定 

 

U3. 使用者個人訊息設定 U4. 介面色調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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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校準 Touch Screen  

 

T1. 校準畫面  

 

 

 

 

 

開機主選單 Main Menu  

 

開機主選單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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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內建PICTOCHAT無線聊天軟體  

PICTOCHAT  

 

開機主選單 畫面 P1. 聊天室選擇 

P3. 螢幕小鍵盤 

P2. 聊天進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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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準則擬定 

 在進行評估前，必須先確立評估準則，接著再進行對系統的整體性評估。在訂立

評估準則之後，研究者再依評估準則與使用者測試結果相比較，最後得出系統的設計成

功或失敗之處。本研究依兩個步驟得出評估標準： 

 

（一） 現有評估標準 

針對現有使用性評估之相關文獻中，對評估準則之描述如下表： 

出處 內容 

Neilsen（1994） 使

用性工程 

成本、相容性、可靠性、使用性（ 容易使用、有效率、低錯誤率、

易記、主觀滿意度） 

黃明祥（1992） 軟

體工程 

成本、時間、系統效益（ 可用性、可靠度、可攜性、清晰性、效率

性） 

Neilsen（1994） 啟

發式評估準則 

1.自然而簡單的對話。2.使用使用者熟悉的語言。3.減少使用者的記

憶負擔。4.介面內容具有一致性。5.給予使用者回饋。6.明顯而清楚

的出口。7.可設定快速鍵。8.良好的錯誤訊息。9.具有防止錯誤的發

生。10.具有說明如何操作及內容說明的功能 

季世忠（1993） 提

出介面七大原則 

1.運用以熟悉的景物做象徵。2.提供及時的回應。3.保持介面一致性。

4.保持介面單純化。5.提供清單避免記憶。6.提供直接的控制權給使

用者。7.提供適量的使用者控制。 

Jenny Preece

（1998） 介面準則 

1.瞭解使用者需求。2.減低認知上的負荷。3.錯誤管理。4.維持一致

性與清楚性。 

Laurel(1990) 提 出

圖形使用者介面之

設計原則 

1.使用者主導設計(User-oriented Design)。2.齊一性(Uniformity)。3.

一致性(Consistency)。4.輔助訊息(Help Information)。5.即時回饋

(Immediate Feedback)。6.圖形表達(Graphic Capabilities)。7.多重

觀點(Multiple Views)。8.重做及回復(Undo and Redo)。 

波因模式（1980） 

軟體品質衡量尺度 
完整性、一致性、可存取性、效率性、精簡性、易讀性、擴充性 

表3. 介面評估準則 （劉家銘，民89） 

 



 13

（二） 經由小組討論訂立評估標準 

本研究召集4-5名身處資訊科技領域之學者專家，進行小組討論之後將評估標準分為以

下幾點：  

編號 評估準則 

S1  使用使用者熟悉的語言 

S2  減少使用者的記憶負擔 

S3 減低認知上的負荷 

S4 介面內容具有一致性 

S5 給予使用者即時的回饋 

S6 輔助訊息 

S7 明顯而清楚的出口 

S8 具有防止錯誤發生的機制 

表4. 本研究採用之評估原則表 
 

由於本研究之對象為圖形化的使用者介面，因此在評估準則的擬定上以參考Laurel

（1990）提出圖形使用者介面之設計原則以及Neilsen（1994）啟發式評估準則為基礎。

先將某些較不適用於本次評估對象的原則刪除，例如：重做及回復、可設定快速鍵等…，

將留下的準則再進行合併，例如：Neilsen的「具有說明如何操作及內容說明的功能」與

Laurel的「輔助訊息」；以及Neilsen的「給予使用者回饋」與Laurel的「即時回饋」，經

過刪除與合併之後留下本研究的評估原則8點（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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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性評估規劃 

（一）使用性評估方法說明 

本研究主要將採用啟發式評估法（Heuristic Evaluation），以下將此評估方法做一

整理：（Nielsen, 1993；童鼎鈞，民 93；張文山，民 93） 

 

啟發式評估法（Heuristic Evaluation） 

CHARACTERISTICS 

Applicable Stages 可應用的階段: design, code, test, and development. 

Usability Experts 4 

Software Developments 0 

Personnel needed for the evaluation:

評估時的人員需求

Users 0 

Effectiveness Yes 

Efficiency Yes 

Usability issues covered:

含括的使用性議題

Satisfaction No 

Can be conducted remotely: 可以遠端引導操作： Yes 

Can obtain quantitative data: 可以獲得量化資料： No 

表 5. 啟發式評估法（Nielsen, 1993；張文山，民 93） 

- 定義  

啟發式評估是操作介面使用性之結構分析法，由一些使用性啟發式準則所構成。評

估者針對操作介面，逐條比較介面與啟發式準則，當違背準則時摘錄下來。並重新

設計。  

- 目的 

啟發式評估是以使用性去評估設計，其目的是找到界面使用上的問題，使我們可以

注意到問題， 

- 優點 

 1. 可發現個別使用性問題，並記錄專家使用者所發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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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評估過程節省時間和經費 

 3. 有助於提供改進設計建議，進而幫助設計者改善問題、重新設計，或集中再 

進一步測試的焦點。 

- 缺點 

 1. 沒有包含真正使用者所以無法發現令人驚奇的問題 

 2. 專家選擇困難，並可能會因專家的個人因素影響到測試。 

- 執行方法 

首先選定一群專家評估者，此群體的成員可以具有 HCI(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工作或啟發式評估經驗的人。當每一個評估者具有豐富經驗時，需要的專家人數就

較少。讓每一個專家評估者偵檢操作介面之各個部份，一次一個操作介面，比較它

與啟發式準則。每一個與啟發式準則衝突的項目摘錄下來並估算嚴重性。最後經由

會後討論，從所有專家評估者評估清單彙整合成一個完整清單，此清單上所有項目

都有嚴重性評估。 

  

本研究採用啟發式評估法原因在於，NDS乃是現階段較新的科技產品，但是任天堂

公司過去在使用性設計上已經具有多年的經驗，其產品也多次得過大型產品設計獎項，

因此本研究認為以該公司新產品來說應該本身在設計流程上，便以符合初步的使用性，

因此一般的使用者可能對於較細微或不明確的使用性問題會出現難以詳加描述的狀況，

故本研究將邀請以專家為主的評估者，不過依然邀請兩~三位新手使用者作為評估者，以

保有新手對系統難以預料的使用性問題的發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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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性評估環境說明 

本使用性評估研究將評估環境就設備、地點、時間以及環境設定分做說明： 

- 設備 

自動紀錄裝置 － Notebook + Webcam（with Mic） x 1 

手動紀錄工具 － 筆記本 + 黑色鋼珠筆 x 2 

實驗用硬體 － NDS x 3 

   － 觸控筆 x 3  

   － DS 專用遊戲片 x 1  

- 地點 

 元智大學五館 5405 設計組研究室 

- 時間 

 2005 年 1 月 7 日，天氣晴，氣溫稍冷，下午時分 

- 環境設定 

 *研究室黃色立燈全開，天花板白色日光燈關閉（因為攝影機要紀錄評估者手中的 NDS

上的畫面，燈光不能太亮）。 

*以中央會議桌為測試平台。 

 *盡量避免下課時間，走廊可能出現人聲嘈雜的時段。 

 *環境中除了專家（教練）以及受測者之外，盡量避免閒雜人等；或有人進入中斷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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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族群分析 

根據目前的資料整理，本研究將使用族群分依職業類別為以下幾個類別： 

- 學生：根據先前之資料整理，10~20 歲的購買者佔 15~30％不等，學生一般容易因

為同儕影響，進而加強使用比例。 

- 通勤族：根據先前之資料整理，30 歲的購買者接近 50％，以此年紀應該有許多通

勤族在內。若依需求來臆測，通勤族若通勤時間超過半小時，則可能會需要短時間的

娛樂來打發時間。 

- 上班族：根據先前之資料整理，30 歲至 40 歲者合計「成人購買者」一共 77.9％為

大多數。此年紀應大多為上班族，上班族的人可能會因為新鮮有趣，而以購買新型電

子產品的心態購買 NDS，然而也可能是 80 年代早期的電玩族因受 NDS 遊戲的單純樂

趣吸引，進而成為購買者。 

- 家庭主婦：根據先前之資料整理，女性購買者大約佔 20~30％之間。雖然難以就此

數據判斷究竟女性購買者之職業是否為家庭主婦，然而根據需求臆測家庭主婦長期獨

自在家中，NDS 簡單有趣的遊戲特色可能會吸引家庭主婦的購買意願，順便可以與家

中小孩一同同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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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者工作分析 

本研究根據以上使用者族群分類，並於小組討論中順帶與專家討論以後，縱合歸納出以

下幾點使用者對於 NDS 以及 NDS 系統介面的工作需求 

- 切換主機功能 

- 更改個人資料 

- 查閱日期、時間 

- 設定主機附加功能 

- 進入多人連線機制 

- 進入遊戲 

 

（五）使用性評估實施步驟說明 

本研究針對 NDS 系統內建介面所作之使用性評估實施流程如下： 

 

1. 先進行同質產品的資料蒐集與比較，選定本研究測試產品 

 

2. 邀集相關領域專家學者先行就評估準則做一討論 

 

3. 訂定典型工作表與評估準則 

 

4. 邀集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研究所相關學者 3～5 名，作為本次評估之使用者（受

測者） 

註：「新手（novices，對電腦只具一般知識）、單純的熟手（single experts，使

用上的熟手，但不是這方面領域的專家）及雙重身分的專家（double experts，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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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領域的專家），以這三種人為評估者。…啟發式評估仍可以由只有一些經驗或

完全沒有經驗的人完成，但最好還是以使用上的熟手及雙重身分的專家為評估者。」

（張文山，民 93） 

根據文獻資料，本研究決定邀請兩名新手以及兩名雙重身份的專家作為本研究之評

估者。 

 

5.採用啟發式評估法，要求受試者依照評估準則比較使用性上的缺失，但允許評估者

就當時的感覺提出任何意見，而不需一一遷就評估準則。 

註：「除了用一般的啟發式評估準則對所有的對話元素加以檢查外，評估者也可以

將任何他突然發現的，一些與特別的對話元素有關的其他使用性原則或結果附加上

去。」（張文山，民 93） 

根據文獻資料，本研究認為就算是使用性專家也無法將十數條評估準則時時握在掌

心對界面加以比對，而研究者身為使用性專家亦曾擔任過評估者的角色，並認為在

評估過程中應盡一切可能照評估者發表意見的習慣，若以某些條件現制評估者發表

意見的行為，則可能會影響評估者對使用性問題的發現能力以及問題描述的正確

度。因此本研究最後採用文獻中的做法，允許評估者依其意願發表任何突然發現的

問題或使用性意見。 

 

6. 於四名受邀評估者結束評估之後，由研究者與四名評估者做會後意見討論，作為本

研究後續之意見歸納整理之參考依據。 

註：「啟發式評估每次只由 1 個人完成檢查，在所有評估者完成評估後，允許他們

去交換意見並將意見收集，為了要確保每個評估者的評估獨立自主、公平無偏見，

這個方法是很重要的。評估的結果可以採取讓評估者寫報告的方式，或是由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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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說邊做，並由觀察者加以記錄。」（張文山，民 93） 

本研究認為經由會後的討論，將能夠讓使用者透過言語的溝通交流，使的具交集的

使用性問題變的更明確而容易描述，甚至可能激發原始隱藏在評估者心中較難以描

述的使用性問題，使其變的較具體並得以描述記錄。另外會後討論亦有助於研究者

做事後的意見歸納與整理。 

 

7. 歸納受試結果與專家意見並提出修正性的參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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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使用性評估流程圖 

 

任天堂 NDS 產品系統介面 

提出 NDS 正性設計建議 

2. 使用者族群與工作分析 

1. 研究主題相關資料整理 

3. 訂定典型工作表 

4. 進行評估工作 

相關研究報告蒐集－ 

資料分析與整理－ 

－網路資料蒐集 

5. 資料分析與整理 

6. 發現設計上的主要問題點 

啟發式評估－ 

4-1. 專家會談 

－將意見清單做歸類 

－編輯各項目嚴重性 

－將各項目比對評估準

則，並做歸類 

－使用性評估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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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與分析 

（一）設定使用族群 

本研究將為受試者做如下的條件限制： 

◎ 專家新手兩名： 

- 對使用性與使用者介面（UI）設計領域具有足夠的專業知識 

- 掌上型遊戲機使用次數低於 10 次 

- 每年花費 3000 元以下購買電子遊戲類產品 

- 對於電子遊戲屬於非玩家類型 

 

◎ 專家熟手三名： 

- 對使用性與使用者介面（UI）設計領域具有足夠的專業知識 

- 掌上型遊戲機使用次數高於 100 次，或曾有過一台以上的掌上遊戲機。 

- 曾經遊玩過任天堂 DS 達 10 小時以上 

- 每年花費 3000 元以上購買電子遊戲類產品 

- 對於電子遊戲屬於玩家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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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行使用性評估 

 

1. 情境模擬與分析 

本研究將試驗場景模擬為以下情境： 

情境 1  

大寶（dAb）剛由管道取得一台二手的 NDS 主機，主機內的個人資料設定屬於前一

個主人，因此大寶現在正要經由 NDS 的系統介面去設定主機內部的資料以符合個

人需求。 

 

情境 2  

大寶（dAb）突然想要用 NDS 內建的無線網路聊天室搜尋，看看附近是否有人正在

使用 NDS 聊天。大寶發現週遭的環境中剛好有其他兩名 NDS 使用者，加入他們的

聊天對話之中，並與之交談。 

 

2. 建立典型工作與操作程序 

典型工作以及操作程序如下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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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葛如鈞 

任天堂掌上型主機NDS系統介面之使用性研究 典型工作表 （評估者版） 

工作需求 典型工作項目 評估者註記 

1-1. 進入系統設定畫面，將使用者姓

名改為 dAb。 

 

情境 1： 

想 要 設 定

系 統 設 置

與 個 人 資

料。 

1-2. 進入系統畫面，校正現在時刻，

並且設定鬧鈴為 1 分鐘後；待鈴響，

將鬧鈴關閉。 
 

 

情境 2： 

想 與 環 境

中 的 其 他

NDS 使用

者 一 起 使

用 無 線 聊

天室。 

2-1. 進入 PICTOCHAT 內建無線聊

天室，選擇有人在的聊天室進入。並

發送 5 則以上的訊息，其中 

第一則 為純文字的「Hello!」 

第二則 為繪圖（內容不限） 

第三則 拷貝前一個傳送來的光頭

圖案，幫他加上頭髮以後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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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葛如鈞 

任天堂掌上型主機NDS系統介面之使用性研究 典型工作表 （研究者版） 

工作需求 典型工作項目 評估者註記 

1-1. 進入系統設定畫面，將使用者姓名改

為 dAb。 

Step1. 點選開機選單最下方的設定圖示 

Step2. 選擇左起第三個「User」圖示 

Step3. 選擇中央的「User Name」圖示

Step4. 利用螢幕上的小鍵盤，輸入「dAb」

Step5. 按下「Confirm」確定。 ＃ 

 

情境 1： 

想 要 設 定

系 統 設 置

與 個 人 資

料。 

1-2. 進入系統畫面，校正現在時刻，

並且設定鬧鈴為 1 分鐘後；待鈴響，

將鬧鈴關閉。 

Step1. 點選開機選單最下方的設定圖示 

Step2. 選擇左起第二個「Clock」圖示 

Step3. 選擇右邊的「Time」圖示 

Step4. 點選調整至現在時間 

Step5. 按下「Confirm」確定。 

Step6. 選擇中央的「Alarm」圖示，將鬧

鈴定為 1 分鐘後。 

Step7. 鬧鈴響起，將其關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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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2： 

想 與 環 境

中 的 其 他

NDS 使用

者 一 起 使

用 無 線 聊

天室。 

2-1. 進入 PICTOCHAT 內建無線聊

天室，選擇有人在的聊天室進入。並

發送 5 則以上的訊息。 

Step1. 點選開機選單的「PICTOCHAT」

圖示 

Step2. 進入有人在的 A、B、C 或 D Room

Step3. 利用螢幕小鍵盤，輸入「Hello!」

Step4. 按下「Send」圖示送出 

Step5. 在繪圖區域中繪圖 

Step6. 按下「Send」圖示送出 

Step7. 收到一個光頭圖案 

Step8. 按下「Copy」圖示拷貝 

Step9. 由使用者隨意加上頭髮 

Step10. 按下「Send」圖示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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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葛如鈞 

任天堂掌上型主機NDS系統介面之使用性研究 操作程序表 

事件 時間 備註 

1. 集合五位參與評估者 10 min * 可以準備一些小點心。 

2. 說明本次評估目的與概略規則介紹 5 min 

* 可在待會要測試的環境中說

明，減低評估者的不熟悉感。

* 說明一下可以「邊做邊說」

3. 請第一位評估者A進入測試 15~20 min 

4. 請第二位評估者B進入測試 15~20 min 

5. 請第三位評估者C進入測試 15~20 min 

6. 請第四位評估者D進入測試 15~20 min 

7. 請第五位評估者E進入測試 15~20 min 

* 希望評估者可以自由使用至

少5分鐘。（類似資料中的「第

二次操作」） 

8. 進行會後討論 10~15 min 
* 將問題明確化，並嘗試進行

嚴重性區分。 

9.    

 

 

 

3. 記錄使用性問題 

以下就評估過程中評估者提出的使用性問題，做一歸納整理，並個別就評估者編號做

問題的號次編排，並依典型工作表的執行流程做順序編排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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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 A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準碩士  

問題編號 問題內容 嚴重 

A1  
系統設定畫面都只有圖片，而且無文字說明，進去之後不曉

得是什麼 ※ 

A2  設定鬧鈴的地方沒有說明文字，所以不知道該怎麼設定  

A3 啟動鬧鈴的按鈕圖案太小  ※ 

A4 
鬧鈴時間設定完，按確定之後就直接進入關機提示，很容易

就會引導使用者關機 ※ 

A5 
聊天室的部份也一樣都是圖；沒有文字，例如：發送、Copy、

清除等按鈕  

A6 發送、Copy、清除等按鈕圖示不夠直覺  

A7 
上方其實有說明文字，A也有發現，不過沒有注意到說明會

跟著選擇而變換 ※ 

備註： 
- 先點User裡面的顏色設定，再來點到Message，還猶豫了一下怎麼退出，

最後進到User Name裡面了還沒發現。 

- 手會想先點右下角那個按鈕 

- 時間調整不錯，蠻直覺，很順利 

- 鬧鈴設定完以後就按確定，其實沒有啟動，NDS就關機了，評估者A以

為它到時間會叫 

- 鬧鈴響了，評估者A直覺的照上面的文字按了L+R，不過其實英文文字說

明是說除了L+R以外的按鈕都可以停止鬧鈴。 

- 因為是熟手，所以在PICTOCHAT的部分沒有發生什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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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未出席 
評估者 B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準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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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 C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準碩士  

問題編號 問題內容 嚴重 

C1  Menu只有圖示，沒有文字資訊 ※ 

C2  Menu圖示設計識別度不夠，要稍微用過去經驗猜測、嘗試  

C3 
鬧鈴時間設完，由於之前的選單確認都在右下角，故設完之

後會直覺的去按右下角，認為是確認鬧鈴 ※ 

C4 
鍵盤上的小寫「L」結尾有往右勾了一下，與概念中不太一

樣  

C5 輸入文字之後直覺會按Enter去送出，結果沒有反應  

C6 
發送、Copy、清除等按鈕圖示只有發送鈕有「Send」字樣

說明 ※ 

C7 觸控筆很容易不見  

備註： 
- 熟手對從主選單進入設定Menu的部分沒有問題 
- 評估者C很快就選到User主目錄列，不過又退出了，因為他想先設時間 
- 曾經嘗試要用觸控筆去點上面的說明欄位與文字圖示 
- 進入User主目錄列以後先點顏色設定，再點訊息設定，最後才進去姓名

設定 
- 鬧鈴設定完按確定，系統卻關機了，重試一次才發現按鈕 
- 鬧鈴響了，評估者C直接點鬧鐘小圖案，成功關閉響鈴 
- 因為是熟手，所以在PICTOCHAT的部分沒有發生什麼問題。 
- 發現螢幕小鍵盤可以按Shift去輸入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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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 D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準碩士  

問題編號 問題內容 嚴重 

D1  進入設定的按鈕沒有文字說明  

D2  進入設定的按鈕太小  

D3 選單資訊說明在上螢幕（D覺得應該先看說明書就OK了）  

D4 螢幕小鍵盤輸入狀態下的退出鍵放在鍵盤裡面，而非最下方 ※ 

D5 鬧鈴設定的步驟不清楚 ※ 

D6 鬧鈴啟動按鈕太小 ※ 

D7 鍵盤的回饋有點慢（註：因為NDS提供鍵盤字母的拖放功能）  

D8 小鍵盤左邊的鍵盤模式切換圖示不夠清楚  

D9 切換到符號模式的按鈕圖示是「＠」，不夠直覺  

備註： 
- 新手D因為小心翼翼所以一直把機器放在桌上操作而沒有拿起來 
- 評估者D一開始就按了進入遊戲的按鈕， 
- 評估者D會一直想要去點上方螢幕的圖示 
- 評估者D會一直碎碎念 
- 評估者D不確定鬧鈴的日期是否是現在的日期 
- 第一次，鬧鈴時間設定完以後就按退出，回到目錄去等待 
- 第二次，有注意到右上角的啟動按鈕，不過好像以為那是說明而非按鈕，

轉而點選右下角的Confirm，看到系統顯示Shut Down文字有些害怕 
- 第三次，轉而開始嘗試其他的按鈕，例如日期選項。最後才再一次進入

鬧鈴，按下啟動按鈕 
- 鬧鈴響了，評估者D想隨便去處碰畫面看是不是會有反應，便直接點鬧

鐘小圖案，成功關閉響鈴 
- 典型工作表上的文字說明「拷貝」不夠清楚 



 32

 

   

評估者 E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 數位媒體設計組 準碩士  

問題編號 問題內容 嚴重 

E1  開機選單的大按鈕太明顯，小按鈕會被忽略  

E2  上螢幕有幾個很像按鈕圖示的東西，會想去選它  

E3 設定目錄圖示與認知有一段差距 ※ 

E4 確認按鈕和取消按鈕之間的差異不明顯 ※ 

E5 選擇聊天室的畫面，很難快速得知哪一間有人在  

E6 鉛筆與橡皮擦的切換按鈕不明顯  

E7 訊息區域有橫線，會以為不能直接繪圖在上面  

E8 全部清除的按鈕不夠直覺  

E9 歷史訊息的呈現在上螢幕，瀏覽歷史訊息的按鈕卻在下螢幕  

E10 鬧鈴設定流程不清楚 ※ 

備註： 

- 評估者E非常特別，多半用按鍵操作，而少用觸控筆。原因是他覺得兩手

就是放在按鍵上，按按鍵會比舉起手來用觸控筆點螢幕要來的快。如果

手要按太多下按鍵，或者是螢幕上的按鈕與按鈕功能提是很明顯的話，

就會選擇用筆去點。 

- 評估者E會一個一個去試全部的圖示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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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使用性問題 

編號 評估準則 評估問題記錄編號 

S1  使用使用者熟悉的語言  

S2  減少使用者的記憶負擔  

S3 減低認知上的負荷 

 
A6. 發送、Copy、清除等按鈕圖示不夠直覺 
C2. Menu圖示設計識別度不夠，要稍微用過去經

驗猜測、嘗試 
C4. 鍵盤上的小寫「L」結尾有往右勾了一下，與

概念中不太一樣 
C5. 輸入文字之後直覺會按Enter去送出，結果沒

有反應 
C6. 發送、Copy、清除等按鈕圖示只有發送鈕有

「Send」字樣說明 
D8. 小鍵盤左邊的鍵盤模式切換圖示不夠清楚 
D9. 切換到符號模式的按鈕圖示是「＠」，不夠

直覺 
E3. 設定目錄圖示與認知有一段差距 
E4. 確認按鈕和取消按鈕之間的差異不明顯 
E8. 全部清除的按鈕不夠直覺 
 

S4 介面內容具有一致性 

 
C3.之前的選單確認都在右下角，故鬧鈴設完會去

按右下角，認為是確認 
D4. 螢幕小鍵盤輸入狀態下的退出鍵放在鍵盤裡

面，而非最下方 
 

S5 給予使用者即時的回饋 

 
 
D7. 鍵盤的回饋有點慢（要按下去以後放開，字

才會出來） 
E5. 選擇聊天室的畫面，很難快速得知哪一間有

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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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輔助訊息 

 
A1. 系統設定畫面都只有圖片，而且無文字說

明，進去之後不曉得是什麼 
A2. 設定鬧鈴的地方沒有說明文字，所以不知道

該怎麼設定 
A5. 聊天室的部份也一樣都是圖；沒有文字，  
C1. Menu只有圖示，沒有文字資訊 
C6. 發送、Copy、清除等按鈕圖示只有發送鈕有

「Send」字樣說明 
D1. 進入設定的按鈕沒有文字說明 
D3. 選單資訊說明在上螢幕 
D5. 鬧鈴設定的步驟不清楚 
E8. 全部清除的按鈕不夠直覺 
E10. 鬧鈴設定流程不清楚 
 

S7 明顯而清楚的出口 

 
D4. 螢幕小鍵盤輸入狀態下的退出鍵放在鍵盤裡

面，而非最下方 
E4. 確認按鈕和取消按鈕之間的差異不明顯 
 

S8 具有防止錯誤發生的機制 

 
A4. 鬧鈴時間設定完，按確定之後就，很容易就

會誤導使用者關機 
 

S9 其他 

 
A3. 啟動鬧鈴的按鈕圖案太小 
A7. 上方其實有說明文字，不過沒有注意到說明

會跟著選擇而變換 
C7. 觸控筆很容易不見 
D2. 進入設定的按鈕太小 
D6. 鬧鈴啟動按鈕太小 
E1. 開機選單的大按鈕太明顯，小按鈕會被忽略

E2. 上螢幕有幾個很像按鈕圖示的東西，會想去

選它 
E6. 鉛筆與橡皮擦的切換按鈕不明顯 
E7. 訊息區域有橫線，會以為不能直接繪圖在上

面 
E9. 歷史訊息的呈現在上螢幕，瀏覽歷史訊息的

按鈕卻在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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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使用性問題彙整 

由於經由四名評估者提出的使用性問題有許多重複之處，本研究將被提出的問題做

一個概略的整理如下表： 

編號 問題彙整 相似問題 提出

人數 

T1  

系統設定畫面的圖示沒有說

明、圖示設計不夠直覺、圖

示的說明安排在不會注意到

的上螢幕。 

A1、A7、C1、C2、D3、E3 4 

T2  

鬧鈴設定部份的啟動流程不

清楚、啟動按鈕太小且不明

顯，按下「Confirm」按鈕就

會引導使用者關機，而未標

註「鬧鈴尚未啟動」等說輔

助訊息。 

A2、A3、A4、C3、D5、D6、E10 4 

T3 

PICTOCHAT裡面，右下角

的三個主要按鈕應全部加上

文字說明，其他小圖示也存

在某些問題。 

A5、A6、C6、D8、D9、E6、E8 4 

T4 

應該整個系統使用一致的設

計原則，例如所有的頁面之

「退出」與「確認」按鈕都

在同樣位置。 

C3、D4、E4 3 

T5 
介面設計之中有部分與操作

者直覺認知的操作方式有差

距。 
C4、C5 1 

T6 
開機選單畫面的按鈕排列與

大小有些不易於使用與識

別。 
D1、D2、E1 2 

T7 
硬體配置或功能需求對介面

使用性造成的問題。 C7、D7、E2、E5、E7、E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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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出使用性修正建議 

編號 修正建議 修改後範例圖示 被修正的問題

F1  
開機主選單圖示放大，位置明

顯一點，（加註文字說明，或

是圖示設計更直覺） 

 

D1. 進入設定的

按鈕沒有文字說

明 
D2. 進入設定的

按鈕太小 
E1. 開機選單的

大按鈕太明顯，小

按鈕會被忽略 
 

F2  
系統圖示盡量加入文字說

明，或圖示設計要更直覺、更

符合一般認知 

 

A6. 發送、

Copy、清除等按

鈕圖示不夠直覺 
A7. 上方其實有

說明文字，不過沒

有注意到說明會

跟著選擇而變換 
C1. Menu只有圖

示，沒有文字資訊

C2. Menu圖示設

計識別度不夠，要

稍微用過去經驗

猜測、嘗試 
D3. 選單資訊說

明在上螢幕 
E3. 設定目錄圖

示與認知有一段

差距 
 



 37

F3 鬧鈴啟動圖示加大 

 

 
A2. 設定鬧鈴的

地方沒有說明文

字，所以不知道該

怎麼設定 
A3. 啟動鬧鈴的

按鈕圖案太小 
C3.之前的選單確

認都在右下角，故

鬧鈴設完會去按

右下角，認為是確

認 
D6. 鬧鈴啟動按

鈕太小 
D5. 鬧鈴設定的

步驟不清楚 
E10. 鬧鈴設定流

程不清楚 
 

F4 
文字輸入介面選單要做調

整，鍵盤回饋速度問題更正 

 

 
D4. 螢幕小鍵盤

輸入狀態下的退

出鍵放在鍵盤裡

面，而非最下方 
D7. 鍵盤的回饋

有點慢（要按下去

以後放開，字才會

出來） 
E4. 確認按鈕和

取消按鈕之間的

差異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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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聊天室介面設計修正。加按鈕

注釋、L字樣修正，模式切換

按鈕修正、Scroll按鈕位置調

整、Enter鍵效用檢討 

 

 
A5. 聊天室的部

份都是圖；沒有文

字 
C4. 鍵盤上的小

寫「L」結尾有往

右勾了一下，與概

念中不太一樣 
C5. 輸入文字之

後直覺會按Enter
去送出，結果沒有

反應 
C6. 發送、

Copy、清除等按

鈕圖示只有發送

鈕有「Send」字

樣說明 
D8. 小鍵盤左邊

的鍵盤模式切換

圖示不夠清楚 
D9. 切換到符號

模式的按鈕圖示

是「＠」，不夠直

覺 
E4. 確認按鈕和

取消按鈕之間的

差異不明顯 
E8. 全部清除的

按鈕不直覺 
E9. 歷史訊息的

呈現在上螢幕，瀏

覽歷史訊息的按

鈕卻在下螢幕 
 
 
 

F6 
鬧鈴停止的功能鍵只要一個

就好，不應該是「按什麼都可

以，只有LR不行」 

 
 

F7 
選擇聊天室畫面若是在搜尋

中，應該顯示「搜尋中」的字

樣 

  
E5.很難快速得知

哪一間聊天室有

人在 
 

F8 

鬧鈴時間調整完，按下

Confirm，系統在關機前應提

醒使用者這樣「並未啟動鬧

鈴」 

  
A4. 鬧鈴時間設

定完，按確定之

後，很容易誤導使

用者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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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 

其他。 
- 觸控筆加連結線，與主機相

連（不過可能會不太好使

用）。 
- 鉛筆與橡皮擦的切換按鈕可

能要再明顯一點，或位置更顯

著 

  
C7. 觸控筆很容

易不見 
E2. 上螢幕有幾

個很像按鈕圖示

的東西，會想去選

它 
E6. 鉛筆與橡皮

擦的切換按鈕不

明顯 
E7. 訊息區域有

橫線，會以為不能

直接繪圖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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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結 

本次使用性評估研究流程中，曾經經歷幾點問題，於此嘗試做一歸納整理，為後續

研究者在進行相關流程規劃時作一參考依循。 

- 例如進行校內評估，若評估者皆由同一地邀請而來，不宜事先將所有評估者聚集，

因為他們會想等前一位做完了再現身。而且在這種狀況下會導致評估者沒時間吃

小點心，以及事後較難邀齊所有評估者做會後訪談 

- 典型工作表的撰寫要清楚明確，不應簡略。研究者自己認為不會有疑義的地方，

評估者有時候會產生誤解。 

- 評估時宜找另一位幫手幫忙操作設備，或做紀錄 

- 典型工作表若有兩種不同類型的工作，應該做完一種就請評估者先做一段結論分

析 

- 宜將操作模擬情境告知評估者，有利於讓他進入狀況 

- 應在評估者要描述使用問題時，先提醒他可以一邊操作系統一邊說使用上的問題 

- 評估完每一位評估者都應預留時間，因為研究者自己可能會需要3~5分鐘來準備下

一位受測者的資料以及整理場地與設備 

- 對時間的評估宜拉長，而不應預估太短 

- 評估手持裝置，則應該在評估者操作前就將設備交至其手上，不應放在桌上 

- 詢問操作者的方式是一門學問，觀察評估者的操作反應也是一門學問 

- 最好可以在評估規劃初步完成時就找人測試評估流程，研究者自身可以順便練習

應該要如何說明以及詢問 

 

 



 41

六、參考資料 

[1]. 賽迪網 http://www.ccidnet.com/  2003 年 6 月 10 日 

[2]. Hinet2004 遊戲大賽 懷舊電玩專題 

http://hcgl.games.hinet.net/event/memory.aspx  

[3]. N.O.M 1999.3 月號 http://www.nintendo.co.jp/nom/  

[4]. 台灣網路產經新聞網

http://news.taiwannet.com.tw/newsdata/showdetail1.php?ID=7973 GBA SP 正式

宣布降價 

[5]. NDS 日本官方網站 http://www.nintendo.co.jp/ds/index.html  

[6]. PSP 日本官方網站 http://www.playstation.jp/psp/index.html  

[7]. 日本國內主機銷售量 http://blog.goo.ne.jp/ipod_mini/d/20050106  2005 年 1 月 6

日 

[8]. 美國 NDS 官方網站 http://www.nintendods.com/  

[9]. http://www.nintendo-inside.jp/news/154/15400.html 北美 NDS 銷售量突破 130 萬

台_2005CES，2005 年 1 月 6 日 

[10]. 巴哈姆特遊戲新聞 http://www.gamer.com.tw  

[11]. http://www.computernews.com/DailyNews/2004/12/2004121512408FAC90F2202

0.htm bp4wu0 任天堂 DS、SONY PSP 攜帶型掌上主機銷售分析，2004 年 12 月

15 日 

[12]. http://news.taiwannet.com.tw/newsdata/showdetail1.php?ID=7302  

[13]. http://news.taiwannet.com.tw/newsdata/showdetail1.php?ID=7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