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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在互動領域當中，除了功能性、使用性與愉悅性的

探討之外，互動美學的研究已引起相當多的關注，為了超越

互動美學的研究現況，本研究提出一個充滿挑戰機會的設計

方向：詩意互動設計。根據巴舍拉現象學的方法為根基，並

以其中提出的詩意互動設計應從想像力、表達式以及運算物

件開始著手，此挑戰包含著當使用者與之互動時，如何讓互

動過程保持在一個語言的觸發狀態，以及如何設計成功的迴

盪與詩意意象的讚嘆等等概念為主要觀點論述。此外，我們

引述雷可夫藉由檢視空間中的隱喻，將詩意互動分類為詩意

互動空間與詩意互動物品兩個部份作為探討，再加上完形心

理學的基礎，企圖呈現與探索詩意互動設計的可能方向，並

透過兩個現有的設計案例勾勒出詩意意象與表達式之間的關

係 。 最 後 ， 透 過 兩 個 設 計 實 作 ： 「 Whisper 」 與

「Scentonight」，藉此支持與探索上述的概念性架構與互動體

驗。因此，本研究為著重為描述對於詩意互動設計的初探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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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年來，有大量的研究著重於闡明互動本質的掌握與互動美

學定義的探討 [1] [2] [3] [4] [5] ，而隨著美學議題的發展，互

動領域關注的焦點已從功能層面，漸漸地轉向探討在互動過

程中如何產生隱含的意義與互動體驗的交流，例如：完形 
[4] 、流暢度 [6] 與漸變性 [7]。因此，本研究企圖超越純粹美

學的議題，探索互動設計的下一步將如何發展與應用。 

1.1 詩意互動設計 
 
心理學家 Maslow 從消費者需求層級的角度觀看消費者心理需

求，而 Jordan [8] 借此觀點描述設計領域的演進，當產品擁有

適當的功能，使用者將不只要求使用功能良好的產品，更期

望提升至易用性的等級。同樣地，當建立使用易用性產品的

習慣，不可避免的人們會期待其他更高等級的慾望層次。因

此 Jordan 利用消費者需求層級來觀看整個產品演進的生態，

當產品的基礎需要符合特定的功能性，且人們習慣具有特定

功能的產品時，他們會希望此產品能更易於使用，接下來就

會要求產品擁有更多情感愉悅性的層面。此亦表示，當人們

習慣擁有某些狀態的時候，便開始去尋找更多的可能性。 

此外，Heidegger [9] 提及「詩意是所有藝術形式的典範 (All 
art is essentially poetry.) 」，換言之，在各種表現形式之外，

詩意的表現將含蓄地存在並影響於其中 (圖 1)。另一方面，美

是經過一個內化的過程，產生與個人經驗連結的體驗，互動

的目標是透過互動提升對於個人經驗的敏感度，而文學裡的

詩，正是一個提供想像空間的表達方式，詩的本質是一種非

語意傳達的抽象概念，因此借用此形式，目的不在將文字的

詩轉為互動，而是提供一個方法與方向，將抽象概念內化成

個人經驗，本研究將萃取美學互動的核心與抽象概念，將此

非語意的經驗傳達命名為詩意，並朝向「詩意互動設計 
(Poetic Interaction Design) 」的挑戰。  

 

 
圖 1. 詩意互動設計的源起 

 

1.2 反思與情緒感知 
 

Hallnäs & Redström [10] 提出的緩慢科技，此設計旨在反思緩

慢的日常片刻，而非執著於執行的效率，從而引出在體驗互

動過程後，喚起使用者感知與反思的新思維。然而，緩慢科

技僅僅側重於時間感，對於生活物品的功能與效率僅僅存在

使用的瞬間，且大部分的時間已成為環境脈絡中的一部分，

希望透過時間的特性，邀請參與者反思設計的本質，並著重

與之互動的過程。因此，本文將提出一個新的設計方向，不

僅能引起參與者個人經驗的反思，同時亦是一種情緒傾向。 

此外，當提及互動美學，設計師所關心的是當參與者與互動

系統產生互動行為時，此過程中引發的美學經驗，且其中無

論它的外觀與所產生的感受如何 [11] ，而詩意互動設計則企

圖繼承美學的互動設計類型。Kolko [12] 第一個提及「詩意互

動」這個名詞，並且提出一個初步的定義：「一個互動發生

在人與物品的概念性空間裡，它同時是實體的、認知的與社

交的，能立即地於當下引起共鳴，並且喚起反思，亦與當時



的情緒感覺狀態息息相關。同時，一個詩意互動總是微妙且

耐人尋味的。（An interaction occurs in the conceptual space 
between a person and an object. It is at once physical, cognitive 
and social. A poetic interaction is one that resonates immediately 
but yet continues to inform later — it is one that causes reflection, 
and one that relies heavily on a state of emotional awareness. 
Additionally, a poetic interaction is one that is nearly always 
subtle, yet mindful.）」根據此論點，詩意互動設計比起互動

美學更加強調反思與情緒感知，而不僅僅是立即性的感受，

將是一項嶄新且充滿機會的提案。 

 

1.3 完形心理學 
 
完形心理學指出人們擅於觀看事物的整體性，而並非分開一

一地解讀 [13] ，亦即整體性不僅僅為部份物品的總和，而是

「整體性的影響 (whole effect) 」 [14]。如下圖而言(圖 2)，人

們會傾向將此圖 (A) 解釋為一個白色的三角形位於三個圓形

之上，而非三個有缺角的圓形與一個完整的三角形(B)，亦或

是三個獨立且不完整的圓形(C)。因此，透過此向量平面圖的

示意，顯示出空間彼此關係的自發性影響，並且描述完形並

非同等於部份物品總和的現象。 

 
圖 2. 完形心理學 

 

完形學派主張人腦整體性地運作原理，故此，對於一朵花的

感知而言，並非單純地從花的形狀、顏色或大小等感官資訊

而來，更包含對於一朵花過去的經驗印象等總總過去，此環

環交織的整體感才是對於一朵花的感知。因此，在完形心理

學的框架之下提供詩意概念一個更完善的理論基礎與思維方

向，詩意互動設計透過參與者自由地加入各種期待與想法，

最後的傳達得以建立。簡而言之，完形的基本理論認為，部

份之總和與整體互不相等，整體應由各部份一起決定。反

之，各部份亦與整體脈絡息息相關。因此，言及詩意的互動

設計，將視為一個認知中的探索過程，可分為以下三個階

段：在知覺的層面上，參與者能夠從中搜集視覺、聽覺與觸

覺等線索。僅僅在此情況之下，參與者能夠經由常識與具體

知識的基礎去理解，其所組成的環境脈絡。且此線索於解讀

上傳遞了必要的訊息，有助於提供參與者解釋其背後之意

涵。最後，透過影像成形、影像識別與建構影像間相互關係

的想像能力，連結前兩個階段的所有發現，亦是這些認知過

程中重要的核心關鍵。因此，伴隨著完形能力，互動中的詩

意能夠成功地傳達。 

 

1.4 迴盪與讚嘆 
 
Bachelard [15] 在詩學的談論曾說過：「詩的意象從語言裡觸

發，總有一部份意在言外。藉著活出所讀的詩句，進而擁有

助益甚大的觸發體驗 (The poetic image is an emergence from 

language, and it is always a little above the language of 
signification. By living the poems we read, we have then the 
salutary experience of emerging.) 」，亦即為人們在生活中能

體驗不同的時刻，跳脫客觀的方式，採取讚嘆的態度取代任

何批評與嘲諷，能創造生活中不同地感知經驗。此外，根據

「物質的想像 (material imagination)」，物質意象都具有物質

特性，能夠帶來物質本身所給予的感受 [15] 。換言之，透過

五感與存在的經驗，將能促成物品背後潛在意義的形成，並

且藉由物質想像組成的意象，亦促使使用者對於當下環境的

反思與增強物件的詩意感受程度。 

至此，幾個問題浮現而出： (1) 透過使用者的思考與表達，抽

象的概念是否能自發性地傳遞？ (2) 這些經驗伴隨著隱含的意

義，能否真正影響使用者的觀點？ (3) 談及詩意互動設計，如

何讓互動過程保持在一個語言的觸發狀態？(4) 設計師該如何

創造意象迴盪與意象讚嘆的瞬間？ 

為了設計喚起反思與情緒感知的空間，運算物品表達式的重

要性應被謹慎地考量 [16] ，藉此，詩意互動設計應從表達式

建立與想像力著手，並重新思考科技、空間與人之間的關

係。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的前提，詩意互動設計不考慮功

能性、實用性以及愉悅性，並且不採用科學方法，同時亦不

是一個藝術創作發表，而是在現象學的前提之下，透過設計

實作親臨現場觀察的質性互動設計研究。 

 

2. 空間與物件 
 
Lakoff 和 Johnson [17] 將空間譬喻區分為三種類型：結構譬

喻、空間方位譬喻與實體譬喻。結構譬喻以一個概念去譬喻

性地建構另一個概念，空間方位譬喻則是以概念相關性為考

量，組織起整個概念系統，實體譬喻不限於單純方向性，藉

由物件與物質去瞭解經驗，進而從中挑選出經驗的組成部

份。由此得知，從空間譬喻中的方位與實體譬喻，了解空間

中的抽象概念，應藉由日常地實體環境與實體物品的生活體

驗中著手。為了傳達詩意中無形與抽象的概念，且了解此互

動設計的類型，方位與實體譬喻顯示出一個有潛力的方向。 
因此，本文將詳細描述詩意互動設計提出的概念型表達式，

並將詩意互動分為以下兩個類別作為討論：詩意空間與詩意

互動物品。然而，無論是哪一個類別，一個詩意互動的表達

式將是一個朝向傳遞詩意的重要步驟。以下將詩意分為詩意

互動空間與詩意互動物品作為討論。 

 

2.1 詩意互動空間 
 
互動空間定義為互動正在發生的嵌入式運算空間中。倘若在

此空間中，目標為傳遞詩意而並非功能性、使用性或美學的

前提之下，本研究將其稱之為詩意互動空間。然而並非空間

中所有物品皆需含有隱藏的科技，換言之，這些物品必須導

向一個互動的脈絡中；因此，在詩意互動的空間裡，此互動

完形比起個別物品的互動性更具有影響力。 

為了產生詩意互動的空間，必須仰賴人類的完形能力，以建

構空間與互動表現式中被留白與未定的部分，而設計互動完

形與脈絡間的相互對照成為最主要的概念；唯有透過沈浸於

空間中，此詩意才能平順地傳達。 



2.1.1 Office Live version π/4 
Office Live version π/4 [18] 是一個互動藝術作品 (圖 3)，試圖

描述一個現象：一組辦公室同事，分別坐在各自位置上，彷

彿正在會議室中進行一項專案。然而，這件作品僅擺設會議

中的日常生活物品，一張桌子、幾張椅子以及數個玻璃水

杯，簡單地營造出一個會議室空間。相對地，沒有其餘的設

備，例如白板或是筆記型電腦。唯一的互動發生於此裝置作

品的桌面上，透過玻璃杯下方的投影，代表著某人出席了此

會議，亦似乎是描述此出席者正在會議上進行演講。 

 
在此項案例中，真正的辦公室現象從原始表達式中刪除，間

接透過空間氛圍營造出同事們正聚集在一起的想像，而玻璃

水杯亦指出數個出席者正在會議中進行討論。此外，桌面上

玻璃水杯下方的投影，更強烈代表某個出席者正在會議中發

言或是演說。換言之，詩意的表達式中不完整的部份，是主

要元素的刪除或留白，觀眾能透過直覺地完形能力，感受到

一個會議正在進行的互動空間。而玻璃水杯的移動透過隱含

性的呈現互動資訊 (光) 更增加詩意的氛圍，此空間即可稱之

為詩意的互動空間。 

 

 
圖 2. Office Live version π/4 

空間環環相扣的脈絡中，擁有幾個物品和線索能增加完形中

含蓄性傳達的程度。因此，明確地表達式能提供參與這從背

景中感受概念的主要部份，藉由發生在空間中的互動性，而

能參與這項設計案例，參與者彷彿正在參與會議與進行工

作。 

2.2 詩意互動物件 
 
相較於詩意空間，設計詩意互動物品更需專注於參與者與物

品間的互動關係，並依賴物品中其互動性的特質。至此，物

品的互動性質常定義為其無形體特質，例如訊息呈現的材質

屬性或方式（快、慢、輕、重，等等），且與一句表達式的

創造有高度的相關性；此外，為了設計詩意互動物品，搭配

詞的採用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牛津英語搭配辭典對搭配

詞的定義為：「搭配詞是某語言中字彙合併的方式，以產出

自然的口語和文字」，即是一個詞能與什麼樣的詞做搭配，

它能提供擁有類似屬性的不同素材之間的靈感啟發；正如

Bachelard [15] 所言及：「藉著活出所讀的詩句，進而擁有助

益甚大的觸發體驗」，透過交替的搭配提供一個適宜的語言

觸發狀態。以英文搭配詞舉例來說，money 與 time 兩者都使

用動詞「spend」作為搭配詞這意味著時間和金錢的觀念是高

度符合的，而利用尋找屬於相同搭配詞的觀念可被視為一種

隱喻。儘管原始的表達式已完成，但是轉化成賦有詩意的表

達式，需要將其主要概念抽離，這是一種實體的隱喻，且通

常意有所指。 

2.2.1 Tech Tap 
Tech Tap [19] (圖 4) 是一個著重於參與者與物品之間的設計，

透過水龍頭的形代表著它的開關，參與者只要轉開水龍頭，

將水注入，牛奶瓶燈便會亮起來，而將牛奶瓶倒轉時，燈光

便會如水般地倒出。藉由取得資訊彷彿由水龍頭接水的意

象，使牛奶瓶與水龍頭的組合，透過直覺性地日常生活行

為，牛奶瓶即可蓄存光源，讓使用者隨意拿到屋裡外任何角

落照明。。從輸入與輸出透過脈絡的學習，使用者意識到光

即是水的邏輯，或者毫無推理，潛意識中就已接受此互動的

現象。因此，水龍頭引起使用者對於水的特質，與平凡地知

識與經驗，光的累積如同於對於水的常識，得到的總和即是

牛奶瓶中的量體。 

 

 
圖 4. Tech Tap 

故此，光於此設計當中，屬於一個互動物件，水在此借用了

實體世界中物體的物理性質 (光) ，運用至水龍頭的概念上，

詩意表達式轉化過程中，透過搭配詞的借用，因此「承載」

著水，轉變成「承載」著光的牛奶瓶，詩意的完整表達式即

可建立，例如：一個注滿光的瓶子、瓶中的光在房間中慢慢

地蒸發開來。更明確地說，透過一句平鋪直述的交替搭配，

提供一個適當的語言觸發狀態，不僅改變動作的動詞描述，

亦營造使用者生活於詩句當中。 

綜合以上討論，實體物件與數位資訊所形成的一個生態系，

在空間中透過賦有詩意的動態素材，詩意的表達式能夠簡單

與直覺性地被建立。而使用者能夠藉由完形的能力，自發性

地產生脈絡間的相互連結。然而，設計師需要特別留意與建

構，如何使實體物件與資訊素材於其脈絡當中優雅地互動，

而設計物如何融入這個概念空間中。因此，透過隱含性的呈

現互動資訊，例如：光、霧或聲音等等，動態元素在詩意互

動的詩意氛圍上，能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3. 詩意互動架構 
 
上述詩意互動設計分為空間與物件的描述，以下將試圖勾勒

出詩意互動設計的概念型定義，並透過一個設計工作坊的舉

行，試著具體化此語意無法傳遞的抽象概念。 

3.1 詩意互動表達式 
 
談及生活經驗的探討時，情境脈絡 (context) 將是一個不可分

離的關鍵核心，此範圍不僅僅指人與物體之間，而是人、物

體與周圍脈絡間環環相扣的關連性 (connectivity) ，如 Abowd 
[20] 認為情境脈絡是一個可以描述整個實體 (entity) 狀態的資

訊，而實體包含一個人、地方、或是一個物體，並且彼此相



互連結在整個互動過程當中。另一方面，很多的互動設計的

研究提出，對於可觸碰性 (tangibility) 與其相對意義應用的討

論  [1] [21] [22] ，並且根據一般性的表達式描述  (general 
description in terms of expression) 方法，相較於精確的功能定

義 (precise definition of use) ，更能拓展互動設計的範疇；舉

例而言，設計一個數位的門鈴之前，倘若落入一個功能性思

考的限制，此時僅在運用電子零件「重作」一個功能更強大

的門鈴，例如按下門鈴按鈕後，可以感知來者的各種身份或

狀態，然後傳遞各種美妙的鈴聲通知屋主；反之，如果從以

下表達式展開，設計空間就大大拓展開來：「從門外被啟動

後，這個設計物能夠在屋內的任何地方，展示某個特定程式

的執行結果。[2] 」在此句子中，保持了設計的空間與彈性；

更進一步地說，設計師應該描述出更大範疇的表達式，例

如：「當我接近某人住家時，能啟動讓屋內任何地方展示特

定運算成果，並且等待屋主啟動另一個運算」。顯然地，值

得關心的是互動的功能該如何描述以及一個好的表達式該如

何創造 [23]。 

因此透過延伸 Norman [24] 的概念，說明詩意互動中詩意的

產生是介於設計師的概念模式與參與者心智模式之間表達式

的關係 (圖 5)，透過設計師傳達出的設計概念，以及傳達至參

與者的感受當中，兩者之間各自建立其認知系統，而此系統

意象中的移除部份為設計師創造出的體驗空間，參與者透過

體驗後得到的反思與迴盪，在此即為詩意的感受。 

 

 
圖 5. 詩意互動設計的概念模式 

因此，互動發生的脈絡，能提供參與者與物品間的互動秩

序。設計師必須將環境脈絡視為概念的基本部份，尤其是在

詩意互動設計的領域，更需要豐富的脈絡元素幫助參與者解

讀其不確定性的部份。 

詩意的互動建構在情感上意識和影像所傳遞的含義，其所喚

起的感覺是複雜且難以用文字言語敘述表達，然而這樣的表

達方式正是美的互動設計所嚮往追求的。因此使用表達式，

相較於精確地描述物件的功能，更能開展詩意設計的範疇。

此外在此需要補充說明：傳遞詩意的方法並非是一種完全性

地設計隱喻，雖然隱喻能夠作為詩意表現的一部份，但其脈

絡與表達式才是詩意主要的構成要素。 

完成一個表達式中不確定性的部份，有兩個問題需要考量：

什麼部份應該被移除？ 以及移除的部份在整體表達式中占有

多少的比例？ 此答案決定了參與者能夠從互動過程中所產生

的完形結果。以下將說明詩意互動的表達式該如何被創造： 

 

 
圖 6. 詩意互動設計表達式 

如上圖所示 (圖 6)，設計師概念中的主要元素應從表達式中被

移除，並將其留白讓參與者自行填入與解讀，即為「詩意的

表達式」。換言之，設計師憑著創作靈感進行每一項設計概

念之時，此靈感可能來自一個簡單或平凡的生活經驗或概

念，接著透過多次的設計發想，將其轉化成詩意表達式後，

被轉化的設計核心，即被留白用以提供體驗、投入與反思的

部份，將會是最扣人心弦的。反之，倘若次要的脈絡訊息被

主要的概念核心取而代之，此表達式將被視為一個未完成的

表達式，然而亦不是一個詩意的表達式。 

因此，被移除而留白的部份以及被留下的脈絡資訊，彼此相

互牽繫的比例關係將影響詩意隱含的程度，此表達式同時代

表設計工作所提供的訊息，意味著被刪除部份的比例過少，

將導致出一個更明確的含意，例如，迪士尼樂園營造出一個

讓遊客參與其中的環境，透過背後清楚的相關資訊，遊客當

下即可體會自己彷彿是一位迪士尼角色遊逛於其中，顯然地

並非本文討論的詩意表達式。 

一方面，在詩意互動的表達式中，明確性與含蓄性程度的比

例應該加以適度地考量。刪除部份的比例過多，表達式將不

足以重組為一個完形，參與者因而失去適當的資訊與環境脈

絡，而難以從中掌握。另一方面，表達式的留白，強調的是

整體的影響，並非著重於單一物件留白的探討，以馬致遠

《天淨沙》的詩：「枯藤老樹昏鴉，小橋流小人家，古道西

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枯藤纏繞著老樹，樹

枝上棲息著黃昏時歸巢的烏鴉，小橋下，流水潺潺，旁邊有

幾戶人家，在古老荒涼的道路上，秋風蕭瑟，一匹疲憊的瘦

馬馱著我蹣跚前行。夕陽向西緩緩落下，悲傷斷腸的人還漂

泊在天涯。) 透過一個情境的描述，似乎指向一個情感的方

向，以詩意的表達式來說，並不在於枯藤、老樹或是烏鴉的

留白，因為詩意的留白是不能列舉的，能夠一一列舉的就不

是詩意所要傳遞的靈魂。 

綜合以上討論，建構詩意互動設計表達式的階段時，需建立

三個基本要素：第一點，就互動而言，脈絡能傳遞適量的背

景知識；第二點，表達式中的主要部份需要被參與者感知，

而留白部份需要由參與者自行填入，建構其完形的能力；第

三點，含蓄的表達程度將導致詩意氛圍傳達的程度。因此，

透過以上思維的建構，一個適當的觀點足以成功達成詩意互

動的表達式。 

在過去的相關研究裡，顯示很多介於使用者與物品間互動上

的努力。然而，一些現象的發生，在數個物品與空間之間，

並非僅存在使用者與物品之間。本研究相信，互動設計應包

含討論參與者、物品與空間，特別是詩意互動設計，更加強

調介於脈絡與環境互動所產生完形間的連結性。 

 

 



3.2 詩意互動工作坊 
 
本研究透過一個工作坊的舉行，以檢視與歸納詩意互動設計

的特色。工作坊中每一個組別邀請四至五位設計師，總共舉

行四場工作坊，共邀請二十位設計師共同參與 (圖 7)。而此工

作坊的目的為驗證此抽象而空泛的詩意概念，是否有方向可

尋，是否可以透過系統化地的方式去實踐。實驗任務為上一

階段歸納出的詩意概念是否通用於任何狀況，並且有無例外

情形。並透過設計師的建議與分享，一步一步地修正詩意互

動設計的原則。在每一個階段，首先由主持人介紹詩意互動

的概念給參與者，然而為了避免學習效應，一開始並未透露

由上一階段整理出的詩意概念。 

 

 
圖 7. 工作坊情境 

工作坊開始之初，設計師被要求腦力激盪，分享曾經看過且

認為擁有詩意感覺的設計作品，並請設計師描述與萃取其作

品詩意的主要元素。接著，針對生活中的詩意經驗，請設計

師提出生活中即可觸知的詩意物品，並共同討論此物品詩意

的特性。然而，前兩個步驟是一個知識架構的引導，透過腦

力激盪與經驗的分享，帶領參與者進入詩意主題的思考與定

義詩意。 

在一段時間的討論之後將進入下ㄧ個階段，工作坊主持人將

詩意的設計概念提出，並請設計師共同檢視。如果此概念有

任何疑慮，則自行重新定義或汰換，並邀請設計師透過自行

修定後的詩意原則以及先前的討論，產生出幾個詩意互動的

設計概念。而工作坊結束後，本研究將重新整理其所有建議

與討論，並將原則修訂為下一章節的運用。 

3.2.1 詩意互動設計的特色 

根據前階段工作坊討論歸納整理後，重新修訂詩意互動為以

下四點特色： (1) 核心的留白； (2) 自我的投射； (3) 經驗的

累積； (4) 材質的選擇。 

如上述所提及，透過含蓄與想像的方式，詩意能透過互動傳

遞與表達，使用者運用其想像，沈浸於此脈絡當中。因此，

詩意的第一個原則為在表達式中留下空白，目的在於引導使

用者自發性地投射自己到情境中，並藉由其想像能力與個人

經驗建構起完整且個人的互動經驗，而「詩意」則是這個過

程中，使用者所感受到的情緒。如同前一個探索階段，對於

詩意互動設計的定義，詩意物件是一個未完成的表達，需要

使用者去填入剩餘的部份，進而創造出自己獨一無二的經

驗。「留白」與「投射」因此構成詩意的必要條件，兩者相

輔相成。然而，詩意互動的概念並非一個有邏輯性的拼圖遊

戲，這亦說明此概念並無正確的解答，它應是使用者想要傳

遞的情感感知，而不是一個故事背後真實具體的結局。 

雖然在一開始，端出一個留白的概念，使用者可能會產生一

些疑惑，但是透過周圍資訊營造的氛圍，能促使使用者伴隨

著自己的反思與想像力，不由自主地重建印象。儘管如此，

假設設計師隨機地抽取表達式的某一部份，此陳述並不全然

能代表成功組成具詩意的特性。反之，最困難的挑戰是如何

選擇移除的部份，以及如何強調周圍的脈絡，與此留白產生

恰當地對比。根據完形心理學，人們傾向觀看事物的整體

性，而並非分開一一解讀，這也表示使用者能透過周圍環環

相扣的訊息，編織出自己的一套故事。對設計師而言，一個

好的表達式應周密地選擇移除的部份，否則此表達式將成為

難以傳遞詩意的片段訊息。  

4. 設計案例 
 
本研究透過詩意互動設計，並秉持的實證主義精神，透過兩

個設計實作的討論分析，藉以描述詩意互動的真實體驗。 

4.1 Whisper 
 

創作之初受到《空間詩學》[15]中第三章節，對於「抽屜空

間」意象的探討所吸引。因此，研究涉入日常生活觀察，我

們發現抽屜常被視為一個專屬空間，用來儲存與蒐藏寶貴與

私人的物品，如同 Bachelard 所言：「它們擁有私密感」。此

外，在觀察中亦發現抽屜中翻找東西的行為，極相似於挖掘

土壤裡的寶藏一般。簡而言之，抽屜是專屬個人的私密空

間，且藏匿著屬於自己的秘密寶物。進而聯想起著名的神話

故事《國王的驢耳朵》(源自希臘國王的神話故事)，此階段創

作將借用神話故事中「訴說祕密」的意象，緊接著發展其情

感描述： 

 
「每個人擁有一個連結網路的抽屜，如一塊相連在一起的土

地，參與者可以在自己的抽屜裡埋藏祕密，而祕密會自動地

同步到這塊共同的土地上；每個祕密的發現者同時也是祕密

唯一持有者，且祕密的挖掘與發現於過程中是匿名的。 」 

 

 
圖 8. 埋藏祕密                       圖 9. 挖取祕密 

此設計將保留抽屜的原形與功能，並維持參與者與抽屜間互

動的原始脈絡。並根據上述表達式，讓詩意互動空間與物品

和諧地結合在一起。「Whisper」代表著一個人的祕密或情

感，透過抽屜分享與表達，整個互動概念包含了人與物以及

物與物之間的溝通。當一個人想要分享一些事情，找不到一

個適合的聽眾，抽屜像大地土壤般相連在一起，祕密如同埋

藏在土壤中的種子，借用挖掘土壤裡寶藏的行為，運用至抽



屜設計概念中，而伴隨著此隱喻，設計物邀請使用者於其中

挖開一個空的位置，訴說著自己的祕密而彷彿置身於大地當

中，並且埋藏自己的祕密為一則「Whisper」，此祕密將埋藏

在選定的位置，並由參與者將它埋起。 

由於所有抽屜的分享透過網路彼此緊密相連，如同一塊匿名

的祕密土地，每個一人可以藉由抽屜錄下自己的秘密，並藉

由抽屜裡的物品將祕密埋藏起來 (圖 8)，當某個聽眾碰巧在自

己的抽屜，挖掘到這則祕密，此祕密將悄悄地被聽眾帶走(圖
9)。或者，不經意地在抽屜中發現某人未知的祕密，在角落

閃閃地發亮 (圖 10)。因此，整個互動過程帶入生活中實際地

體驗，然而靈感來源的故事在互動過程中扮演著留白的角

色，僅僅在此留下埋藏祕密的行為。  

 

 
圖 10. 抽屜中的祕密種子 

透過網路的相互連結，資訊能立即地同步，此訊息將會埋藏

在抽屜底部一個相同的位置 (LED) ，當有人碰巧發現抽屜中

閃著微微的光，翻開此角落的同時，記錄的內容將會被匿名

的聽眾帶走，而祕密的散播只有一個人能夠更擁有，可能是

另一個聽眾，亦或許是自己本身；同時，「Whisper」 透過微

型網路：「twitter」 [25] ，將所有的抽屜形成一個彼此相連

的 社 交 圈 ， 當 有 人 埋 藏 祕 密 時 ， 此 訊 息 會 同 步 上 傳 至

twitter：“Someone is whispering, did you hear that?”；反之，當

祕密被挖走時此訊息亦會上傳至 twitter： “A whisper was 
taken away, keep it in secret.” (圖 11)。 

 

 
圖 11. Whisper 的 twitter 介面

(http://twitter.com/whisperindrawer#) 

 

因此，就互動本質而言，抽屜，是一個日常生活物品，在設

計中並保有其原始開與關的自然行為，抽屜中仍然可自由放

入任何物品，在此借用「開」與「關」作為互動過程的觸

發，整個設計物能自然地存在於日常生活脈絡中並實際體

驗；在抽屜的概念空間裡，大自然的聲音間接地隱射出一塊

共同的森林土地，參與者透過其環境脈絡，能直覺性地體會

挖掘與埋藏的行為；抽屜底部內嵌 LED 燈透過隱含性地微

光，亦達成詩意氣氛的資訊傳遞，且其動態素材是隱藏於日

常生活物品之中。而 Whisper 中的祕密種子擁有錄音與撥放

的功能，而每個抽屜中各隱藏三個相對位置的 LED 燈，以及

其他相關零件，透過網路相互連結，相對位置的祕密種子能

同步地觸發。 

4.2 Scentonight 
創作靈感來自於著名的兒童文學《愛莉絲夢遊仙境》，藉由

其小說第五個章節中抽著水煙的毛毛蟲角色，它扮演著一個

給予主角愛莉絲指引與建議的身份。此作品借用毛毛蟲與水

煙的意象，其創作發展如以下段落所述：就睡眠的習慣而

言，有一些人習慣在睡前開啟夜燈，以保有一份安全感。夜

燈因此代表著一個即將入睡著告示，而夜燈通常較為微弱但

充滿著溫暖，總是營造一個朦朧且溫馨的氣氛，且還有一些

人喜歡睡前點精油助眠。根據這些特質，似乎符合此必要條

件：一個日常生活物品、一個日常行為，以及一個神祕的氣

氛。而材質方面，則選擇光與味道作為周圍訊息的傳遞媒

材。 

 
圖 12. Scentonight 的使用情境 

透過網路的連結，其他的夜燈同樣地嵌入此系統當中，使所

有情況能同步地發生。其情境描述如圖所示：當某一位使用

者開啟了夜燈準備休息 (圖 12)，而此行為同時透過夜燈，觸

發遠端另一個運算發生，其他使用者的夜燈會在同一時間，

發出微微的光與淡淡的香味 (圖 13)。這意味著透過匿名的朋

友圈，藉由夜燈的觸發，產生光與香味的含蓄性訊號，所有

的朋友皆能感知到其他朋友存在於社群脈絡當中，而此隱含

的訊息，並不致於讓使用者感受到任何的干擾因素。 

 
圖 13. Scentonight 的使用情境 



當夜燈開啟，代表著一個關心或是暗示的訊息傳遞。伴隨著

此關聯性，「Scentonight」邀請使用者彼此相連在一起，透

過脈絡中香味與微光的傳遞，使用者可以感知遠端使用者透

過「Scentonight」所傳達的引導訊息。然而，當此連結裡其

中 一 個 夜 燈 被 開 啟 ， 所 有 透 過 網 路 系 統 相 連 的

「Scentonight」，會散發淡淡香味與閃著一絲微光，因此所

有擁有夜燈的成員，分享著相同的關懷訊號。此時，感知到

此隱含的訊息時，使用者可能想著：「現在幾點鐘？ 」「誰

已經去睡了？ 」或是簡單地回應「親愛的朋友，晚安。」 

 

 
圖 14. Scentonight 的概念說明 

為了建造此遠端溝通架構，「Scentonight」選擇透過微型網

路 伺 服 器 ： 「 Plurk 」  [26] 。 任 何 成 員 開 啟 自 己 的

「Scentonight」，此系統將即時地發佈一則「晚安」的訊息

在自己的帳號當中(圖 14)，一方面亦意味著向所有的朋友們

道聲晚安，一方面也提醒正在忙碌的朋友們，別忘了忙碌之

餘也要早點休息。遠端的接收者如果想要得知，現在是哪一

位朋友已經要睡了，只要透過 Plurk 找到此訊息，可以即時給

予任何回應或只是一句簡單地晚安。這個作品保留了夜燈原

本的功能與它所存在的脈絡。簡單地說，夜燈仍可以如同一

般認知中的操作方式，其不同的地方在於開與關的執行動

作，代表著此刻一個存在於社群網路之中的朋友，在睡前想

要透過香味的傳遞，給予朋友一個溫暖的祝福。 

如上所描述的詩意的表達式，雖然在表達式中設計師原始概

念的主要核心已不存在，即抽水煙毛毛蟲的意象並未明確地

呈現在設計物上，但其主要的核心特徵仍表留下來。在此設

計物的表達式中，「Scentonight」扮演著黑夜裡的神祕信

使，透過香味的傳遞如同水煙瓶的煙霧，然而毛毛蟲較為抽

象，使用者亦難以將「Scentonight」與故事中毛毛蟲的角色

相類比，但這部份也不為詩意互動的意圖；反之，對於夜燈

而言，使用者擁有創造各種不同情境的自由度，更明確地

說，使用者即能著手填補，表達式中那故意留下的空白部

份。 

此外，燈與香味並不是一個明顯耀眼的素材，使用者一開始

可能不易察覺任何狀態，但透過使用經驗的累積，使用者會

發現一個隱含的連結關係，存在「Scentonight」的操作與微

型網誌的發佈上。只要使用者有睡前開啟夜燈的習慣，此開

與關的切換行為能夠在每一個睡前的夜晚，營造給遠距的對

方進入睡眠的氣氛。因此，回到一開始提出的設計問題，

「Scentonight」將夜燈切換開關的形態，含蓄地轉變為透過

使用者的社交網路相互溝通，而此作品遵從了本文前ㄧ章節

提出的四個設計原則。 

 

5. 結論 
 
本文說明詩意互動設計架構發展的過程，在互動經驗的研究

當中，透過現象學的研究方法，藉由生活觀察與發現，歸納

出詩意互動可能發展的方向，並清楚地與傳統工業設計、互

動藝術與互動裝置劃清界線。然而，本文企圖提出的是一個

可被實行能的設計方法，不是做為一個以商業市場為導向的

設計目標，而是探索一個未來可能發展的設計方向。不同於

一般產品設計強調的功能與易用性，不同於一般裝置藝術的

美學目的，詩意互動設計強調於使用日常生活物件，並在日

常生活的脈絡中去實踐與體驗。透過藉由設計物去探索互動

設計中詩意的產生與實現手法，強調介於脈絡與環境互動所

產生完形的連結性，提供使用者親身感受詩意的經驗。 

總結而言，此研究克服了三個主要的挑戰：第一，本文將一

個曾未定義過的抽象概念具體化，從巴舍拉提出的語言觸發

開始，進而發現搭配詞的轉換，以及伴隨著完形心理學的基

礎，留白定義的架構形成詩意傳遞的可行性，因此，搭配詞

與留白的手法皆描述出巴舍拉朝向夢境而非完成夢境的詩意

現象；第二，從表達式的觀點，詩意互動設計強調一個留白

與未完成的表達式，不同於互動美學，不同於 Redström 將美

定義為對於表達式的邏輯理解，詩意互動不強調建構邏輯

性，只著重於創造一個讓使用者自行填補空白的互動經驗；

第三，根據詩意互動的操作型定義，將詩意設計原則實際地

操作應用，透過設計工作坊，聚集二十位設計師參與，將其

分為四個組別，經過四個階段的反覆遞迴驗證，最後架構出

四個達成詩意互動設計的方向。 

本文試圖探索出詩意互動設計的輪廓，從研究開始不斷地嘗

試去找出原則與方向，由於這樣的經驗是非語義的，並牽涉

到關於美的議題，並不是一個能擁有明確定義的研究問題。

必須先嘗試找出有別於美學的互動經驗存在的可能性，緊接

著才能創造出經驗，並根據實證主義的精神，最後透過設計

創作的探索，用以支持詩意互動的體驗。因此，本研究的貢

獻在於提出一個對於詩意互動設計的初探性研究。 

6. 未來研究 
 

透過本文的研究，詩意互動基本原理逐漸地建立，亦即衍生

許多可被研究與探討的議題，特別是對整個情境的提取與嘗

試各種形式的可能性，以及詩意流暢度的反覆評估。針對詩

意互動設計的主要論點，在於設計師表達式中的留白部份，

然而，如何恣意地運用此原則，至少有兩個問題需要考量：

一個表達式中，哪個部份應該被移除？而介於使用者感知的

詩意，與設計師決定留白的部份，兩者之間應該存在什麼樣

的關係？比方說，留白的程度、留白的部份以及如何留白。

從各個層面的考量，完整的詩意互動設計方法，需要更進一

步地在真實環境中去實踐。本研究期望將透過詩意互動經驗

的提供，讓使用者對於科技產生認同，進而擁有更開放的心

態去提升生活經驗，使科技與生活之間的藩籬模糊，從工具

提升至體驗，甚至融為生活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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