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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產品已經偃然成為時代的潮流，現代人已經擁有越來越多有自主感應及推論的科技產品

隨伺身旁。然而，卻也同時造成許多使用者的困惑，除了不解機器突發的奇怪行為外，更質疑其

基本的感知能力。透過現有產品及概念影片的探討，本研究認為現有智慧型產品在人機互動的溝

通上有顯著的落差，導致彼此的誤解。有鑑於此，本研究針對智慧系統中，人、機器、系統三者

彼此間的互動關係進行探討。本研究收集了 40 個智慧系統有關的概念設計影片，並從中挑選出 7

個代表作，整理出機器與機器、機器與系統、系統與系統、及系統與人類等三者間互動的模式及

傳遞的訊息共 172 個情境。經過分析與歸納，本研究整理出溝通、狀態顯示、感知互動等三大類

別的 45 個語彙。在這個基礎上，設計師將可以營造出人與機器或系統的良好互動，創造滿意的使

用者體驗。 

 

關鍵詞：物聯網、智慧系統、互動設計、人機互動。 

 

一、前言 

隨著電腦與通訊科技的進步，行動網路現

已成為人們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不論是交通

路況或大眾運輸工具的查詢、金融市場的變

動、或是地震或海嘯災難時的避難警示，再再

都為人們的生活提供重要而及時的協助。在這

個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運用層出不窮的多樣

資訊，提供實用的服務，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議

題。其中一個關鍵，便是近年來逐漸成熟的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技術。全球的

科學家們都提出了許多創意的點子，來描繪其

未來的願景，國內產業界的龍頭台積電，也由

張忠謀董事長在 2015 年發表「IoT is the next 

big thing」推動物聯網的實際應用與發展。 

然而，當這些無形的數位資訊、網路科技

與智慧系統進入我們熟悉的環境時，人們很快

就碰到了互動與認知上的難題。例如 Scot A. 

McIntosh（Amazon, 2016）從 Amazon 購買

Foobot（室內過敏原及空氣品質感測器），進

行安裝設定時，便遇到了麻煩。因為現在幾乎

每個家庭都會在自己家裡架設無線網路(Wifi)

的基地台，這在公寓型的住宅環境產生了訊號

干擾的問題。Scot 便因此困了一個多月，好不

容易才將該產品順利連上自家網路。另一位使

用者 S. A. Thomas 雖然一開始設定時沒有遇到

問題，但某天開始，用來讀取該產品資訊的行

動應用程式卻一直顯示 Foobot 無法連上

Wifi；麻煩的是，使用者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解

決這個問題。 

 

1、背景與動機 
在正常狀況下，人們是不用特別想去知道

智慧裝置背後有哪些複雜的運作。但如同 Scot

及 S. A. Thomas 所遇到的困擾，人們需要知道

它們正在做什麼，而智慧裝置也必須要能夠用

人們能夠理解的方式，告訴我們它現有的狀

態。就像現在的電力系統很發達，我們只看的

到插座，插座上的燈告訴我們其運作狀態。一

般而言，最好的狀況是人們不用知道電流在後

面如何流動，而電力可以正常運作讓人類生

活。但像是我們手機要充電時，我們就會非常

想知道我的手機到底充到電了沒？充好了沒



 

 

 

 

 

 

  

有？有些機器被設計出亮燈，並發出提示音來

表達無形的電流狀態。 

全球最大的美國晶片公司 Intel（n.d.）預

測到了 2020 年，每個人將會擁有並使用 26 個

以上的智慧產品。這些新穎的裝置，將會形成

一個網絡或是群體，甚至進化成一個生態系

統。 

他們所要傳遞的資訊量會日趨複雜，而機

器和機器之間的溝通也會日漸頻繁。雖然現今

我們可以依賴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作為資訊呈現

與互動的媒介，然而，當我們身邊的杯子、椅

子或烤麵包機都進化成智慧物件時，人們若還

是依賴螢幕來與他們對話，將變成最弱勢的一

員。如何重新設計物件的溝通能力，讓人們可

以運用直接的互動，便知道它們彼此之間傳遞

了什麼訊息、或它們想對我們說什麼？這是本

研究關注的主要議題。 

雖然已有許多跟資訊回饋相關的研究，但

對於物聯網形成的系統間的回饋仍有可探討

處。人們通常假設機器可以持續性的正常運

作，而忽略了持續與機器溝通的重要性。若是

少了系統的資訊回饋，使用者無從得知哪個環

節出錯（Norman，2009）同時這也是橫跨工

程、互動、設計三種領域的問題，設計師需要

了解並能規劃宏觀世界及細節設計。 

 

2、研究目的 

本研究首先收集並運用物聯網相關的概念

影片，了解智慧產品與系統會有的互動模式，

包含機器與機器、機器與系統、系統與系統、

系統與人類等不同層次中，彼此傳遞或溝通的

訊息有哪些。接著，本研究試圖運用設計的手

法，開發出不同的燈光變化或聲音呼應模式，

讓使用者可以直接由視覺或聽覺，就能感知它

們彼此的運作及傳遞的訊息，預期這些設計可

以有助於促進智慧產品與使用者的互動體驗。  

 

二、文獻探討 

1、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 

雖 然 Kevin （ 1999 ） 及 Mark Weiser

（1991）早在上個世紀末便已提出 IoT 物聯網

的概念，但一直到近年來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突

破與發展，IoT 的產品或系統才真正被應用在

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更有一些研究者大膽預測

下一個階段的各種可能性，例如瑞格德（2002/

張逸安譯，2004）想像：「電腦在牆壁間消失

後，下一步可能開始漂浮在空中。」有趣的

是，這些看似遙不可及的幻想，少數概念已經

透過科技的實現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可以從類似的未來概念中，推敲智

慧器物在未來將如何進入我們的生活並扮演什

麼樣的角色。Atzori, Iera 及 Morabito（2010）

便從宏觀的角度，分析 IoT 具備的三個特質及

其之間的關聯性（如圖 1 所示）。經由各種無

線通訊技術的實現，人與物、人與人、及物與

物，彼此能夠更快速互動及傳遞訊息。隨著電

子元件的微型化，智慧產品的另一個特色是物

理特質逐漸縮小乃至於虛擬化消失，然而其訊

息傳遞及網絡功能仍在無形中活躍，並為人類

生活型態導入新的互動層次。 

圖 1. 物聯網網絡圖 Atzori, Iera, Morabito , 

2010, Fig. 1.  

2、IoT 概念設計影片 

概念影片是設計師常用的工具，其不但可

以幫助設計師快速了解概念並進行設計發想

（陳泳勳，2014），更能整體性的規劃未來情

境生活。此外，它還能清楚呈現人機互動的方

式，讓人理解設計想法的可能性。透過視覺、

聽覺與時間的安排，其能夠表達互動系統中隱

含的空間、社交、形體、時間等等性質

（Arnall & Martinussen , 2010）。 由於 IoT 是

個進行中的未來概念，所以時下有許多智慧家

庭或智慧城市皆以概念影片的方式來呈現，特

別透過後製的手法，用線條或文字註解，來表

現其系統中物件與物件之間看不到的溝通或資

訊交換（Machine to Machine（M2M）

Communication）。 

 

3、人機互動中的訊息傳達設計 

在許多家電產品的產品設計中，我們常常

可以看到利用 LED 點光源來表示其使用的狀



 

 

 

 

 

 

  

態或電池的容量，例如：電視的待機或電動刮

鬍刀的充電情況。Harrison, Horstman, Hsieh,  

及 Hudson（2012）便運用線上問卷收集，邀

請 27 位參與者收集到 77 種有 LED 點光源家

電；並再邀請 10 位設計師，運用腦力激盪的

方法，設計出 34 種不同的變化模式。最後，

他們透過 265 位受測者的評比調查，歸納出 8

種具有區辨性的點光源變化模式，可用來清楚

傳達產品的特定資訊。Pintus（2010）也曾運

用光的形式，表達兩個物件相互傳遞資料的過

程和可傳達的訊息。在其研究中 Pintus 先是建

立了兩個項目。首先是各種設備可能會傳遞甚

麼樣的訊息給使用者的清單：例如手機電池過

低，溫度太高、或者另個設備傳來的訊息。第

二個項目是這些設備如何用單點光來溝通。 

上述這些研究除了探索機器的複雜行為

外，同時也設計出能夠傳達不同訊息的表達形

式。雖然點光源的設計看似充滿侷限性，但其

可以因為低成本而獲得廣泛的應用，同時可避

免牽涉到不同的文化涵意。也有其他研究是運

用點光源來表示不同程度由多到少的過程，將

人類肢體語言簡化到可用機器的方向性和動作

頻率來表達（Jung, Bae, Lee, Kim，2013），搭

配訊息與設計的對照評比調查，檢視其是否可

被使用者所理解。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

在產品的互動設計上，設計師需要同時考慮機

器背後會有的訊息，以及使用者如何與之互動

並詮釋所感受到的訊號。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蒐集 50 個物聯網的產品案

例，依其功能屬性及其與人的互動關係大分為

主控端、偵測器、顯示器、溝通端及機器人等

五大類，並歸納出這五類產品跟人及其他機器

的互動方式及資訊傳遞模式。接著，本研究進

一步蒐集四十部跟物聯網相關的概念影片，並

從中挑選出對於機器及系統之間互動情境較豐

富的七部影片，分析彼此傳遞的訊息或指令，

並整理出相對應的詞彙。最後，本研究透過舉

辦跨領域工作坊的方式，邀請 20 位設計及資

訊科學的研究所同學，針對這些詞彙進行分類

與歸納，並進行設計發想，運用點光源設計出

可用來傳達特定資訊的表現形式。 

 

四、研究發現與討論 

1、 產品間的傳遞關係 

本研究首先蒐集 50 個物聯網的產品案

例，依互動關係及服務目的為五大類：  

（1）產品為一主控端，主控端對其他副

產品、或靜態的產品發號施令，並形成系統化

服務。 例如 ：Ninja Sphere（2015）和 Angee

（2016）都是協助使家庭更自動化的系統產品 

（2）產品本體是一個偵測器，產品本體

不顯示資料，將測得的資料連結到顯示器上，

諸如手機或平板，大多互動發生在手機及平板

端。 例如：Owlet Vitals Monitor （2015），綁

在嬰兒的腳踝上，並將嬰兒的身體狀況回報至

父母的手機或平板。  

（3）產品為一資訊顯示器，將雲端或外

部蒐集來的資訊，以不同的方式顯示給使用者

知道。 例如：BeeLine（2016）將使用者需要

知道的路線方向，即時用燈光表示。Points 

（2015）將使用者需要的地圖資訊，以方向和

標示變化的方式顯示給觀光客。  

（4）非單一物件的產品，產品跟產品之

間有互動跟溝通的狀態，或作為人與人溝通之

間的媒介。例如：Good Night Lamp（2016），

使用者可以藉由燈光的表現知道另一位使用者

在是否準備睡眠，並表達互道晚安的涵意。  

（5）產品為機器人的概念，與人的互動

性較高，互動表達的豐富度也較高。例如：

JIBO（2015）以家庭陪伴機器人為出發點設

計，在互動上以圓球的變化表現人類語言，讓

使用者可與其達到相互感知的作用。 

釐清現有產品概況後，我們整理了產品間

有什麼樣的連結與運作（如表 1），進而能夠

去瞭解產品間可能會需要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產品類型 傳遞關係 

主控端 人↔機器→機器 
偵測器 機器→機器 
顯示器 機器→人 
溝通端 人↔機器↔機器↔人 
機器人 人↔機器 

表 1. 智慧產品之傳遞關係（作者自行整理） 

 



 

 

 

 

 

 

  

一個智慧產品或系統可能具備不只一種、而是

同時擁有多種不同傳遞性質。 

2、產品間的溝通訊息 

本研究從網路上蒐集了 40 部近五年發表

的智慧產品或城市的概念影片，從中挑選 7 部

在 M2M 溝通上有較多著墨者，並標示出這些

影格的位置及機器間互動的行為。在情境描述

上，主要分為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兩類，來

陳述彼此之間的互動過程，例如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everything chatting 的影片描述中

00:12 秒（圖 2）以影片傳達了盆栽覺得燈光

不足，要求將燈打開，燈執行任務後盆栽給予

了回應，這個過程呈現了環境感測、請求、執

行項目、其他機器的回應等等語彙。在此過

程，本研究共表示出 172 個語彙及其使用的情

境。 

接著，針對這些詞彙的屬性及使用情境，

進行分析與歸納，將之彙整為溝通、狀態表

示、及感知互動三大類。 

圖 2.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everything 

chatting 影片截圖 （陳泳勳．2014） 

 

1 M2M 溝通情境的語彙 

其情境如圖 3 所示，首先是有一物件傳出

訊息（如表 2），例如：機器對人發出通知，

機器對系統發出警告，或是偵測器對控制端發

送資料等等。另一物件或人接收到訊息後，智

其可以判斷並決定是否接受，針對對應的問題

進行答覆，相關詞彙如表 3 所示。 

 

圖 3. 智慧產品來回傳遞的訊息 

 

溝通類型 互動行為 

通知 

Notification 

接收訊息 Receive messages 

提醒 Reminder 

通知 Notification 

警報 Alert 警報 Alert 

發送資料 

Transmit 

Data 

發送消息至 Send message to 

發送資料 Transmit data 

請求 

Request 

發送命令 Send command  

請求 Request 

請求幫助 Ask for help 

廣播 

Broadcast 

廣播訊息 Broadcast Message 

警報 Alert 

資料輸出 Data output 

表 2. Send out message 之分類（作者自行整

理） 

回應是對於接收資訊、失去聯繫或被呼喚

的直接反應，如表 4；跟回覆相較屬被動訊

息，使用者可以透過回應知道產品間的聯繫。 

 

溝通類型 互動行為 

確認 

Sure 

確認並待命 

Check and Stand by 

確認 Sure 

拒絕 

Reject 

抱歉，這不是我的工作 Sorry, 

It's not my business 

狀況回報 

Reply 

situation 

狀況回報 

Reply situation 

表 3. Reply 之分類（作者自行整理） 

 

溝通類型 互動行為 

收到 

Received 

收到訊息 Received message 

記錄 Record it 

斷線 

Disconnect 
搜尋不到 I can't find you 

回應 

Response 

其他機器的回應 

The other machines' responses 

即時回饋 Real-time feedback 

表 4. Response 之分類（作者自行整理） 

 

2 M2M 狀態表示的相關語彙 



 

 

 

 

 

 

  

狀態表示是產品基本的狀態性質（如表

5），為了讓使用者確保系統正常運作的訊息；

或是顯示其是處於何種模式。這兩者常見於一

般的電子產品的設計上，但在智慧系統中，則

多了連線狀態和通訊範圍等跟網路相關的項

目，本研究將這些運作狀態整理如表 6 中；類

似於第四種狀態性質的運作狀態 (status)。系

統正在執行一項動作、行為。 

 

狀態類型 互動行為 

開始運作 

Start 

working 

系統工作中  

The system is working 

喚醒所有人 

Wake up Everyone 

 

運作狀態 

Status 

目前狀態 Status 

改變模式 Changing mode  

使用中 Occupied 

任務完成 

Mission completed 

連線狀態  

Connection 

State 

連線狀態 Connection Status 

同步 Synchronization 

通訊範圍 Signal range 

電量 

Energy 

低電量 Low battery 

需要充電 Need recharge 

充電中 Being recharged 

表 5. Status 之分類（作者自行整理） 

 

運作類型 互動行為 

初始化 

Initialization 

加入系統 Join the system 

安裝成功 Successfully installed 

偵測問題

Detected 
問題檢測 Problem detected 

運作 

Active 

執行項目 Exude Progress 

動作 Action 

環境監測  

Monitor the environment 

定位 

Mapping 
定位確認 Mapping Location 

建議 

Suggest 

建議 Suggest 

選我 Choose me 

表 6. Active 之分類（作者自行整理） 

 

3 M2M 感知互動的相關語彙 

在此一類別中，智慧產品和系統的互動有

更細緻的表現，與人的互動層次也較高。相關

的詞彙如表所示。但這豐富的資訊，並不容易

用單點的光源或線條來表示，所以在概念設計

影片中，製作者常常用符號或文字來呈現其間

所要傳達的感性資訊。 

 

感知類型 互動行為 

感知 

Perceive 

感覺到我  

It senses my intentions 

感應動作 Sense the motion 

我感覺到你 I feel your touch 

我看見你 I see you 

我找到你 I found you 

情緒表達 

Emotion 

笑 Laugh 

我愛你 I love you 

遺憾 I feel sorry 

悲傷 I feel sad 

表 7. Perceive 之分類（作者自行整理） 

 

3、燈光表達的探索 

整理上述的訊息表達及聯繫關係後，本研

究邀請來自設計及工程背景的研究所學生進行

發想，針對他們感興趣的系統訊息進行設計。

並將設計限制為一個物件上至多兩盞白。第二

個限制是各智慧物件需處在同一空間及區域，

先在這兩項限制下進行設計，如圖 4。 

圖 4. 燈光表達的探索 

 

五、結論與建議 

當智慧產品不再只是單一物件，要進到彼

此溝通並形成系統間的溝通，本研究所分類的

各項訊息類別，可有助於設計師在未來進行系

統設計時，更容易理解並進行設計，並暸解不

同溝通表達訊息的先後重要性。 

本研究將舉辦一次工作坊，除了分類出更

高的互動層級，也將邀請多位設計師及工程



 

 

 

 

 

 

  

師，發想未來的智慧系統，設計溝通訊息的表

達細節，並做出可實際互動的設計物，觀測成

果是否能符合使用者的期待，並能讓使用者感

知產品間的溝通。 

 

參考文獻 

1. Arnall, T., & Martinussen, E. S. (2010). 

Depth of field: Discursive design research 

through film. FORMakademisk, 3(1). 

2. Ashton, K. (2009). That ‘internet of things’ 

thing. RFiD Journal, 22(7), 97-114. 

3. Atzori, L., Iera, A., & Morabito, G. (2010).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survey. Computer 

networks, 54(15), 2787-2805. 

4. Amazon. (2016). Customer reviews: Foobot, 

indoor air quality monitor. Retrieved Feb. 

2, 2016, from 

http://www.amazon.com/Foobot-Indoor-

Air-Quality-Monitor/product-

reviews/B00XI32QYE/ 

5. Harrison, C., Horstman, J., Hsieh, G., & 

Hudson, S. (2012). Unlocking the 

expressivity of point ligh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683-

1692). New York: ACM. 

6. Intel. (n.d.). A guide 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fographic. Retrieved Feb. 28, 2016, from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in

ternet-of-things/infographics/guide-to-

iot.html 

7. Jung, J., Bae, S. H., Lee, J. H., & Kim, M. S. 

(2013, April). Make it move: A movement 

design method of simple standing products 

based on systematic mapping of torso 

movements & product messag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279-1288). ACM. 

8. Rheingold, H. (2004). 聰明行動族: 下一場

社會革命,初版 (張逸安譯). 台北市: 聯經. 

9. Norman, D. (2009). The design of future 

th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10. Pintus, A. V. (2010). Tangible lightscap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Conference on 

Tangible, Embedded, and Embodied 

Interaction (pp. 379-380). New York: 

ACM. 

11. Weiser, M. (1991).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cientific American, 265(3), 94-

104. 

12. 陳泳勳（2014）。應用影片傳達未來生活

與科技想像之創作(碩士論文)。 台北

市：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 

影片附錄 

1. SONY JP. (Producer). (2016/01/14). 

Multifunctional light.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u.be/FnQb0y3Eijo 

2. Yung-Hsun, CHEN. (Producer). (2014).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everything chatting 

quietly. Retrieved from 

http://yunghsunchen.blogspot.tw/2014/07/ 

3. Vivien Muller. (Producer). (2015/10/05). Ul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vivienm

uller/ulo  

4. Ericsson. (Producer). (2012/10/09). Ericsson - 

The social web of things.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u.be/1syj_2jfJ4g 

5.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ducer). 

(2014/01/14). Life simplified with connected 

devices .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u.be/NjYTzvAVozo 

6. Jibo. (Producer). (2014/07/16). Jibo: The 

World's first social robot for the home.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u.be/3N1Q8oFpX1Y 

7. AT&T. (Producer). (2016/01/05). Internet of 

things – AT&T smart c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u.be/YYDqpgA6k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