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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科技與強大的資訊處理速度下，產品設計逐漸步向在人們心中更高的層級定位，研究者認

為，美的體驗可由「動作」帶入，喚起以往的身體記憶，觸發了環境脈絡下使用者的經驗與想像。因此，

以動作開展產品設計為本研究主要探究的目標，首先透過文獻探討使用者如何因為動作的帶入加深直覺

性的操作及影響使用者心理的情感定位。接著透過廣泛地蒐集現有的動作，以舞蹈系學生的專長發揮肢

體動作於不同形體，增加動作的豐富性。並應用不同體驗的操作方式於燈具設計「Twins」，利用動作直

覺性的感受他人的存在，並進行質性訪談，其結論為動作帶入燈具操作方式，在開燈的當下提供使用者

良好的經驗，美的感受是開啟燈具的過程，除了功能性、愉悅性外，有更深的探討及發展。 

 

關鍵詞：動作分析、體現互動、產品設計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類文明的發展致力於科技進步與經濟提升，產品由原本的功能導向，轉變為注重使用者感知的操

作方式，為提升心理層面、愉悅性與社會價值。此層級裡的產品的互動性強，進而引起使用者的共鳴。 

而動作，在互動產品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運用肢體動作增加其意義或理解，在動作當下已為

自己提供前饋、引起共鳴及忠實反映自我形象。 

而本研究探究開燈的當下能否提供美好的經驗感受，使人喚起以往的情感經驗並「感覺」到美。探

討動作在互動過程中的定位，研究動作是否為影響產品情感價值的主因，及照明設備因啟動方式的不同，

可否影響在使用者心理的情感價值，是否能在層級之上找尋更高的定位。 

 

二、文獻探討 

2-1動作分析 

    「拉邦動作分析」將抽象的動作語法作詳細紀錄，三分類中的「勁力」(Effort)表示動作的質量。勁

力四象限分別為「空間(Space)」(Direct 直接/ Indirect 間接)、「重量(Weight)」(Strong 重/ Light 輕)、「時

間(Time)」(Sudden 突然的/ Sustained 持續的)及「流暢度(Flow)」(Bound 限制的/ Free 自由的)，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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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邦動作分析記錄、討論和解析動作本身。而狹義的聚焦「動作本身」帶給使用者的連結性， Wensveen 

et al.(2004)提出使用者動作與產品功能符合六項實際特性(Time、Location、Direction、Modality、

Dynamics、Expression)，將會建立動作與功能的連結性。而廣義代表動作與產品的連結，Fishkin(2004)

提出 Metaphor 理論為使用者借用已知的認知系統，轉換到未知或抽象事物上，並將產品的外觀、操作方

式與使用者的連結區分為五項。而帶給使用者連結性的前提，需為動作的豐富性充足，Wensveen et 

al.(2004)提供五項要點，增加動作的豐富性 :1.允許同時且雙手操作。2.不同地點的動作。3.使用不同方向

與轉向。4.以其他感官感知，聽、看與感覺動作。5.分化動作，加入流動、節拍、韻律等不同呈現方式。 

    動覺美學(Kinaesthetic)是動作的美學經驗，Petersen et al.(2004)認為美是不同使用者的內在假設，建

立在思想跟五感上，觸發使用者的經驗及想像，而非以往所指「美學指的是產品視覺的第一印象」。動

覺美學設計的重點是透過動作喚起生活中的經驗，設計物必定需符合使用者的環境脈絡，與使用者的社

交文化有所接觸時，才得以完整。而我們天生就具有動覺美學的知識，Verplank(2003)認為人類最早為動

覺階段，知道如何抓和握，演變成圖像、文字的學習。在美學的互動經驗裡，最終希望使用者扮演的角

色為即興者(Improvisator)，留給使用者充足表達的空間。 

2-2環境脈絡 

動作之所以被認為有意義，是因為帶有意圖，且受到環境脈絡的影響。《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2006)

認為空間方位源起於生物動作的影響(躺下、站起)，我們習慣用身體記憶，身體動作表示著經驗，並在

文化中形成，成為決定使用者動作空間方位的參考物，特別是相對性指令(開-關、漸強-漸弱)在空間方位

中更是有明顯的相對性。而高夫曼(1992)提出表演者在適當的情境脈絡下，感知其外部裝置的語意並做

出適當的舉止與動作，即為「臺前效應」。等同於諾曼(2011)提出「社會指意(Social signifiers)」，為任

何適當行為提供可感知的信號，可以是外顯的實體資料、內隱的或社會公認的適當行為。若互動過程即

是使用者表演的臺前區域，表演者只需接收到一點象徵性的臺前詞彙，即具體的象徵物或者抽象的象徵

性，便知如何回應與動作，將自己適應到各種情境之中。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經文獻探討後，本研究主要探討使用者動作與形體的關係。首先蒐集各種指令、形體的不同動作，

增加動作的豐富性，並使用拉邦動作分析歸納為「動作資料庫」，分析動作的差異，最後為產品設計動

作發想參考。其包括兩個面向:(1)形體對使用者而言扮演何種角色?可以引發使用者做出什麼動作?(2)族

群的差異是否影響對動作的認知與表達? 

3-1研究設定 

受測者為經專業肢體課程訓練的舞蹈系學生及設計專業訓練的設計系學生各十位，共二十人。因兩

種類型的受測者對動作有不同的認知。舞蹈系課程訓練包括即興演出，對身體情緒表達有相當的熟練程

度；設計系學生擅長腦力激盪，傾向把形體當作人造物(產品)看待。研究器材為六項形體與三組相對詞

指令，分別為圓形、立方體、三角錐體、圓柱體、不對稱有機形和對稱有機形(圖 1)，三組指令詞與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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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指令相關，分別為開-關、漸強-漸弱、動態的-靜態的。依序給予受測者六項形體與指令，請受測者

做出直覺性的動作，不限制受測者是否直接接觸形體，並在實驗前告知受測者拉邦動作分析的廣度，使

其不受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侷限。動作當下詢問受測者動作的經驗或聯想物，以拉邦動作分類與記錄之。 

 

圖 1.研究器材 

 

四、實驗結果與結論 

4-1動作型態分類與分析 

動作型態分類以動作資料庫蒐集的 720 個動作，以形態區分為三類:「日常經驗動作」為使用生活

中運用的動作，形體對使用者而言為生物或人造物。「意識型態動作」比擬抽象事物的改變，可能是光

的散發或水的波動。「肢體表現動作」為表現自我肢體情緒，物體對使用者無意義或為肢體的延伸。 

    形體分析期望了解受測者對不同形體的聯想為何，以上述三項分類區分動作，可得三類別動作在各

形體中的比例，歸納出幾項特點:圓球無方向性，容易使受測者發揮肢體特性。立方體以承載物的特性使

得使用者帶入意象型態的聯想。三角錐型較不為日常生活中出現的聯想物，故容易帶入意象型態與肢體

表現的動作。圓柱體則融入圓球與立方體的特性。相較於基本型，有機形的特性使得受測者容易發揮聯

想，故生活經驗動作居多。形體大小影響著操作方式，基本型操作方式多元，有機形體積較小，以手掌

或手指動作居多。 

 

圖 2.形體分析  

族群分析探討不同族群間動作的差異，將兩類族群(舞蹈、設計)受測者所作動作以上述三項類別區

分，可得知不同族群對於動作的認知為何，舞蹈系對於動作的認知包括了意象型態與肢體表現兩類，設

計系則偏重日常生活經驗下的動作。除了受到不同專業訓練外，研究者認為部分影響因素為社會性的「臺

前效應」，即表演者已擔任一個確定的社會角色時，已經預設自我的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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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族群分析：(a) 設計系受測者比例； (b) 舞蹈系受測者比例。 

相對詞個別分析深入了解受測者對於相對詞的詮釋為何。受測者對形體作出三組指令動作，再經由

拉邦動作象限分析，分別探討動作的直接性、輕重、受限制與否和時間性。交叉配對之後為六個象限，

不同詞組搭配可得出受測者偏重區塊與詞組間的正相關。而歸納三項形體並對應三組相對詞組的動作特

性，得知受測者在「開-關」、「漸強-漸弱」「動態-靜態」皆有著明顯的認知與定義。開-關的判別象

限為時間的要素;漸強-漸弱為力度的要素；動態-靜態與開-關相同，為時間的要素。 

4-2小結 

  形體對使用者而言為經驗的聯想物，觸發舊有經驗進而影響動作，形體大小影響著動作的類別，而

不易發想的造型易使人做出幻想中的動作，這樣的差異使得動作被區分為三種類型:日常經驗、意象型態

與肢體表現。另外，動作受到環境脈絡影響甚大，族群的差異影響對動作的認知與表達，舞蹈系的動作

帶入設計，可讓使用者動作當下自我表現與美的產生，設計系的動作帶入使設計物聯想別的生活經驗，

喚起舊有的身體經驗。 

 

五、設計實作 

5-1 概念描述 

    以前導實驗之動作資料庫整理的結果作為概念發想的依據，將動作帶入設計。「Twins」為兩兩一組

的燈具，概念為隱晦的感覺遠方他人的距離，並與其互動。透過翻轉改變照明方式的燈具，過程中對方

的燈具呈現相對位置的發光，使其猜想翻轉者現在的工作狀態及用途，若不期而遇的與遠方的親人同時

翻轉到同樣的位置，帶有一股暖意及窩心感。燈具共有三種角度的翻轉:具有較高亮度與白燈的桌燈模

式；微醺黃燈的夜燈模式；亮度較高的黃色漫射光情境燈具。 

 

圖 4.製作過程：(a) 三種照明模式； (b) 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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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模製作與外觀設計的過程中，考量材質需帶給人溫和、親近的意象，故與手部接觸面材質為實木。燈

具高度考量翻轉手感，造型意象希望帶有內斂感，給使用者留白的空間。 

 

圖 5.製作過程：(a) 草圖繪製； (b) 三維電腦繪圖； (c) 草模製作； (d) 機構製作。  

 

圖 6.Twins 

    5-2體驗分享 

    邀請八位兩兩為好友的使用者，共四組參與者一同體驗「Twins」並進行訪談。「Twins」是一個日

常生活的物件，就動作的行為而言，翻轉自我的狀態，同時不經意的告知對方此訊息，是不經意的，反

而帶給人深刻的感覺，比方參與者#02 說：「這樣的互動方式讓我可以忽略它，但是卻又達到目的。」

參與者 04#認為：「我會猜想他一直在讀書或者使用電腦，我會覺得我也該這麼做。」同時可以依照心

情、空間而改變放置角度，這樣的偶然創造了與遠方的親人同時翻轉到同樣的位置的驚喜感。 

    而在互動性方面，隱晦的互動方式留給使用者自我的空間，翻轉似乎把在遠方的親人距離拉近，燈

具除了光線的變化外，會不自覺將情感投射在「Twins」上，如參與者 06#：「我會希望父母也有一個，

感覺它可以代替我守護他們。」參與者 01#：「可以放在廁所，上廁所的時候玩一玩，感覺這樣就不會

怕半夜上廁所。」參與者 08#：「我會想要很重要的人跟我一起使用，我會去猜想遠方的人正在使用的

樣子，然後見面的後問他，或直接打給他。」感受他人的存在是隨意的且輕鬆的，且多帶有正面情感的、

鼓勵性質的。   

 

圖 7.體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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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動作帶入燈具的操作方式，蒐集動作的豐富性，探索動作是否為影響產品情感價值的主因。

在這當中，了解動作本身是需帶有意圖的，同時受到形體及經驗的影響。而透過邀請參與者體驗「Twins」，

訪談結果顯示，動作有利於帶給人深刻的印象及互動，在互動模式裡，動作為一個開端，可以運用肢體

動作增加其意義或理解，引導參與者進入情境之中，並帶給自己反饋，彷彿儀式般，直覺地在生活中體

驗另一個人的存在。 

    另外，拉邦動作方析可幫助了解動作的質量，但無法辨別空間方位上的差異，故往後需探討動作在

空間方位上的差異，以及人們認知空間方位為何而來，對動作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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